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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度資深產業分析師測驗
市場與技術預測方法

請先讀完本頁的說明，再開始作答!
※請先確認你的准考證號碼、座位貼條、答案卷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請自行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測驗說明：
這是資深產業分析師測驗，市場與技術預測方法科的試題，題本採單面印
刷，共 3 頁，有 20 題選擇題，6 題簡答題。選擇題請依題目指示選擇正確
或最佳的答案；簡答題請依每大題之敘述填寫適當的答案。測驗時間共 90
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人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選擇題答錯不倒扣。
試卷及答案卷不得攜出考場。
作答方式：
請依題號順序，將您的答案填入答案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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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40 分)
1.

以下哪一個項目是比較符合科學、邏輯、系統的「預測」方式？
(1) 若當月 1 日為星期日，則該月會出現 13 日星期五。
(2) 觀察樹葉、香爐、廟庭水泥裂痕，預測大家樂開獎號碼。
(3) 應用馬可夫動態理論，預測樂透彩開獎號碼。
(4) 根據土撥鼠的行為，預測春天到來的時間。

2.

以下何者「並非」常用的五種技術預測方法之一?
(1) Impact Wheel (2) Scenarios (3) Expert Opinion

(4) Patent Analysis

3.

以下何種方法比較適合資料量少、短期之預測？
(1) Grey (2) Pearl (3) Time Series (4) Gompertz

4.

古人常說鑒往知來，如果以煤油燈或日光燈過去演進的變化去預測 LED 燈未來發展
的速率，屬於何種技術預測？
(1) Correlation Methods (2) Forecasting by Analogy
(3) Normative Methods
(4)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5.

以下對於德爾菲法之敘述，何者有「誤」？
(1) 仰賴大量歷史資料 (2) 多數長期預測與規劃都是使用德爾菲法
(3) 所有參與者必須是該領域的專家 (4) 需高度消耗時間與成本

6.

以下對於成長曲線法的描述是「錯誤」的？
(1) 成長極限應當為物理或化學限制，無法透過主觀估計。
(2) 成長曲線法需大量歷史資料，不適用在技術發展初期進行預測。
(3) Pearl Curve 也稱為 Logistic Curve，另一種變化為 Fisher-Pry Curve，為對
稱型之成長曲線。
(4) 僅可預測單一技術的發展變化，無法解釋新技術對於舊技術的替代關係。

7.

政府加速產業升級，以下何者不屬於三業四化？
(1) 傳統產業特色化 (2) 製造業服務化 (3) 傳統產業國際化 (4) 服務業科技化

8.

我國 2011 年外國旅客來台觀光總人數約為？
(1) 2300 萬 (2) 1200 萬 (3) 730 萬
(4) 550 萬

9.

企業策略、結構與競爭對手；相關產業與支援產業表現；需求條件；生產要素；政
府與機會，以上是哪一個產業分析理論中所提出？
(1) 五力分析
(2) 鑽石理論
(3) SWOT 分析
(4) 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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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何種方法可以簡化複雜的系統為可控制的表示式，用重複的方式對短期間不會發生
的或不願意發生的事件進行預測？
(1) Scenarios (2) Scenarios (3) Expert Opinion (4) Time Series
11. 日本每五年進行一次的技術預測方法，請問是何方法？
(1) 情境分析法 (2) 德菲法 (3) 類比法 (4) 成長曲線法
12. 專家意見法屬於哪一類型的預測方法？
(1) 判斷式預測 (2) 時間序列法 (3) 歷史預測 (4) 因果模式預測
13. MPP 法是哪一家公司的市場預測方法?
(1) MRI (2) SRI (3) RAND (4) IBM
14. 下列何者不是時間序列模式？
(1) 簡單移動平均法 (2) 指數平滑法(3) 生命週期曲線法 (4) 投入產出分析法
15. 對銷售員意見調查法，下列描述何者為錯？
(1) 銷售人員普遍了解大環境變遷
(2) 銷售員可能故意低估預測值
(3) 銷售員易受近期銷售值影響，預測有偏誤
(4) 銷售員常漠不關心，估計不可靠
16. 哪一點不是時間序列趨勢預測的缺點?
(1) 無法用於新市場或新技術 (2) 非量化的的變數無法預測
(3) 可以得到因變數與自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 (4) 僅限於可量化變數,進行外插
17. 下列何者不是領先指標？
(1) 股價指數 (2) 工業品物價指數 (3) 新產品設立指數 (4) 貨幣供給
18. 哪一項不是投入產出法的優點?
(1) 由上下游產業變化的過程簡化
(2) 可由交叉檢核的方式確認預測的準確性
(3) 整體市場預測效果提高
(4) 可將技術變化對銷售的影響納入預測
19. 為了找出未來產品級所需要的技術，您會建議使用哪一種技術預測方法?
(1) 時間序列法 (2) 技術藍圖法
(3) 專利分析法 (4) 情境分析法
20. 運用成長曲線(S 曲線)時，不需要的參數為?
(1) 成長上限 (2) 飽和年限 (3) 期初需求 (4) 外部驅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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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60 分)
1.

專家意見預測法的優點與缺點為何？其適用條件/情況為何?如何提昇
其預測品質？

2.

請說明如何提升您預測結果的可信賴度 (或降低不被信賴的可能) ？

3. 請以 PEST(政治、經濟、社會、技術)四面項分析我國安全監控產業發
展面臨課題與發展對策建議。

4. 因為 3D 列印技術宣稱可將產品由大規模的製造轉為個人化生產，因此
3D 列印技術不但在近期被視為第三次工業革命，且美國總統歐巴馬也
將 3D 列印技術視為提升美國製造業競爭力的一項關鍵技術，並在俄亥
俄州與成立三維列印(3D Printing)技術開發之「國家積層製造創新研
究院(NAMII, National Additive Manufacturing Innovation
Institute)」。但是全球電子製造服務龍頭公司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卻
不看好 3D 列印的商業價值，認為 3D 列印好看不好用。您對於 3D 列印
未來前景與影響程度的看法為何?

5. 近年來全球紛紛投入植物工廠，尤其又以 LED 製造廠商最有興趣，但
至今多數廠商都是虧損，請問您認為投入植物工廠的成功關鍵要素?

6. 隨著技術成熟，美國大量開採頁岩氣，您認為會對台灣石化產業產生怎
樣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