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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索引- 
 [孫運璿先生管理紀念講座：林懷民先生講演] 

 [商研所博士班專屬網頁正式運作] 

 [博士班多元豐富的Seminar] 

 [台大杜鵑花節：誰是接班人？] 

 [課程介紹系列：創新與創業管理] 

 [商研所運動會] 

 [與黃崇興老師心靈對話] 

 [訊息與公告] 

 

 

 [孫運璿先生管理紀念講座 

--林懷民先生講演] 
肉身解嚴---從白蛇傳到行草三部曲 

 

 
時  間：96 年 3 月 15 日星期四12：20 ～～～111444：00

主講人：雲門舞集 林懷民先生 

主持人：台大商學研究所 郭瑞祥所長 

講  題：肉身解嚴--從白蛇傳到行草三部曲 

演講地點：台大管理學院壹號館 B1 國際會議廳 

由本系主辦的孫運璿先生管理紀念講座，這學期的

第一場次講演，我們非常難得的能夠邀請到享譽國際編

舞家、《時代》雜誌選為「亞洲英雄」暨本校的榮譽博

士的林懷民先生，於 3 月 15 日蒞

臨本校以【肉身解嚴--從白蛇傳到

行草三部曲】為主題發表講演，

非常感謝李校長嗣涔教授前來致

詞並全程和我們一起觀賞精彩萬

分的演說！只見場內出奇的安

靜，大家

都摒住呼

吸幾近停

格的專注

聆聽。 

林 懷

民先生自

從一九七

三年創辦「雲門舞集」，他帶動了台灣現代表演藝術的

發展，紐約時報評論：「林懷民輝煌成功地融合東西舞

蹈技巧與劇場觀念。」，林先生對於我國傳統文化、舞

蹈藝術不遺餘力的推動和理念的堅持，在在由其不可思

議的舞蹈者在體能極限上淋漓盡致的跳躍擺動而無限

昇華。 

林先生至情至性的分享其過去的創作，生動活潑的

肢體語言鎖住我們每一位觀眾的目光，深深撼動溶解了

封凍已久的心靈，令在場的師生落下了久違的熱淚，我

們都被林先生其熱愛台灣、紮根本土又放眼世界的廣闊

胸襟所震撼，就在

他的一顰一笑、舉

手投足間帶領著在

場的我們，慢慢進

入另外一個嶄新開

闊的生命空間，享

有難得一見的豐富心靈饗宴。 

 

 [林懷民先生講演--心得分享剪輯] 

 
商研所碩一 陳思穎

如果說，前一兩次的演講，請的都是商界的大老，提

攜我們求學時代做人處事做學問的態度，.....而林懷民

老師的演說，給人卻是不一樣的如沐春風，一絲一縷

滲入心頭，撩起陣陣漣漪久久不去… 

工管系企管一 戴文琪 

沒有固定框架，從舞者的每一個誇張的動作，鮮明的

表情轉換，顏色的使用和音樂的強弱情境搭配，勾勒

出一種獨特的情緒，這種氛圍把觀眾的心緊緊揪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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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先生也說：「他的舞蹈，從一開始就控制著觀眾的

呼吸。」 

商研所碩一  謝宜珮

就如同林懷民老師所說的：「感動在當下！」所謂的

欣賞，需要的是興之所至的想像與狂放不羈的結點觸

動，而非一味執著地希望運用邏輯與理性判斷來解釋

舞者的動作或是情節的發展，當肢體交織的畫面夠深

刻時，不由自主的打了一個冷顫，原來真的「身體都

知道」。 

工管系企管二 呂中允

那天聽了演講之後好喜歡他，或說仰慕，他真的是很

愛台灣的人，跟那些政客說的愛台灣不一樣。他用自

己的努力，讓世界認識台灣，認識台灣的舞蹈，並把

台灣的歷史都寫在舞裡。 

商研所碩一 鄭宏鈞 

如果把那天的演講比喻成他的作品的話，那麼我相信

林老師在其中注入了生命力，才能在作品中感動人

心，因此似乎可以理解林老師決定不錄音、錄影，因

為感動的重現無論它還原的方式再好，也都是會有所

欠缺的。 

商研所碩一 陳威豪 

「家族合唱」，林老師說：「它是一齣具有療傷意涵的

作品，收集了許多老照片，透過照片主人的口述，由

他們的記憶中拼湊出那個一直深深影響台灣的沉痛

回憶。」......找到台灣的定位，他更找到了他自己的

定位和認同。 

商研所碩二 葉仲彬

林懷民老師回答一個私下的問題時，他說：「沒錯，

我隨時都想放棄，每天都不想去上班啊，不過一想到

不能背叛年輕時自己的承諾，就必須堅持下去。」這

句打進了我的心坎裡。 

工管系辦助教 王惠芳 

聽完演講後的第二天清晨 3：00 我突然清醒，不能止

住的無名鄉愁與莫名開心交錯成淚水和模糊的字

跡，我不知道發生了什麼事情？也就這樣一直呆呆地

坐到天亮～～ 

 

 

 [商研所博士班專屬網頁正式運作] 
公開、透明且有著豐富資訊的交流平台 

 
博士班一直是一個系所研究能量的能量庫，一個

系所研究的品質，是跟博士班興辦的好壞與否，是息息

相關的。而臺大商學研究所博士班自民國七十六年成立

迄今，已歷經二十個寒暑，始終以專業、創新、卓越為

使命，並秉持臺大「追求卓越、邁向頂尖」的精神，培

育出無數優

秀且學養兼

備的管理學

術人才，而

為了讓本系

所博士班堅

強的研究成

果、研究方

向、入學方

式以及畢業

條件等資訊

更透明化、

公開化，本系所從寒假開始，招集了博士班三組的同學

及老師們，一起努力規劃建立台大商研所博士班的專屬

網站，在網站的建製期間，多虧了博士班的陳佳滎、馮

輝毅、陳華寧同學盡心幫忙，以及博士班三組的負責老

師周善瑜老師、莊璦嘉老師、蔣明晃老師、黃俊堯老師

的大力支援，還有系上電腦助教黃宏霖的全力技術奧援

下，本系博士班專屬的網站總算建置完成，並且在 3

月 26 日時上線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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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專屬的網站中，首先有一個商研所博士班

的共同的園地，在這個園地下，博士班的修業規定條文

會在這個共同的園地中公告，而博士班的三個組別：組

織與策略組、行銷組、科技與作業管理組，分別有各自

的小園地，這些小園地不僅僅是所上博士班同學交流的

平台，更是所上博士班各組對外公告訊息的一個重要場

所。在各自的園地中，每一組都詳細地去說明與闡釋自

己組的介紹與特色，除了會列出自己組別的課程設計，

說明組內所開的課程設計的核心價值外，更會透過此一

平台闡述在這個組別就讀的發展方向，以及組上的研究



 

重點。而每一組在學術上的傑出表現，例如：發表文章

到國際期刊，或是出席國際會議報告等傑出的紀錄，都

會在此平台公佈表揚以及發表心得。而除了公告的訊息

之外，網站中還列有每個組堅強師資的學經歷背景介

紹，同學們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位老師的研究議題及

研究方向，進而可以找到合適研究主題的指導老師。另

外網頁中還有心得分享的園地，其中一部份是請已畢業

學長姐們對就讀本所博士班發表心得感想，例如：中興

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副教授丘宏昌、長庚大學工商管理

學 系 助 理 教

授鄧景宜、國

立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人 力 與

知 識 管 理 研

究 所 助 理 教

授李俊賢、輔

大 企 管 系 助

理 教 授 黃 麗

霞 都 是 本 系

的 博 士 班 的

校友，他們不

但分享了就讀博士班的動機及心路歷程，也以過來人的

身份，鼓勵及勉勵目前正在博士班努力的學生。而心得

分享的另外一個部份是博士班同學就讀的經驗談，而這

部份則是給正在有志向博士班前進的同學們一個良好

的參考及借鏡。 

而這一個平台的建立，除了使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這樣一個充滿研究動能的地方能被更多認識與了解。更

提供給有心加入這個大家庭的人，擁有一個公開、透明

且有著豐富資訊的平台，能獲取有用的的訊息。學術研

究不是躲在研究室閉門造車，它需要充分的資訊交流與

開放的研究環境。我們希望博士班網頁的建製，不僅是

在證明我們對博士班學員的重視，更重要的是我們願意

以最開放的精神，最詳實的資訊提供給所有人。希望不

只讓商研所博士班亮眼的研究表現可以被看見，也讓每

一個有意在此深耕的人，能更清楚每個組別的發展方向

及研究特色，使最適合的人才有更容易進入最能發揮所

長的地方。 

 

 [博士班多元豐富的 Seminar] 
培養開闊的胸襟與視野，接受各式各樣的新知刺激 

 

 

為了要使台大商研所的博士班學生，可以在鑽研

自己專長領域之餘，還能培養開闊的胸襟與視野，多接

受各式各樣的新知刺激。在這個學期，博士班的三組都

分別安排了許多的 Seminar(研討會)，供博士班同學參

加。這學期的研討會，採用兩種模式並行的進行方式以

提高成效，其中一種是安排各領域的知名學者來所上做

演說及討論，另一種則是提供所上各組的博士班學生可

以上台報告自己研究成果。這樣的安排，一方面可以讓

同學們接受來自各方學者的新觀點、新見解，另一方面

也讓同學們之間多一些研究上的互動，不僅更能瞭解其

他的同學的研究主題，也可以交換研究時的資訊與心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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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的本質是在探尋真理，而要做一個好的研

究，不但是要在少數專門的領域上有所深究，更要對廣

泛的大環境保持高度的好奇心及敏感度。所謂條條道路

通羅馬，通往真理的道路也絕對不只一條。同樣的道理

或原理，常常可以在各種不同的領域中得到印証，甚至

可以有不同的途徑去解決同樣的問題。所以如果可以多

多看看別人的研究發表，無論是研究方法的借鏡、或是

研究結果的啟發，都可以讓自己不僅增加了新知識，還

能順便從中與自己的研究相互印証，甚至從中觸類旁

通，獲取新的研究靈感，為自己的研究挹注一股新的活

水。在這個學期，博士班三組一共安排了 17 場次的

Seminar，一共有 7 位博士班學生，及 10 位老師學者在

這學期要連翻上陣，要帶給同學們不同的新視野。學術

已經不再是象牙塔中的事業，而是應該多開好幾扇窗



 

戶，讓自己看見更寬廣的世界。 

這學期各組所安排的研討，是為了全面地提升台

大商研所博士班研究生的研究能力，以及增進大家的研

究表達能力而舉辦。有道是「研究工作不但要做出成果

來，還要能正確、有效地傳達研究成果」。所上老師們

期許著由台大商研所博士班出來的同學，都會是個優秀

的研究人材，不但具有嚴謹的研究工作能力，更能具有

一流的語言表達能力，能讓自己的所學專長盡情的發

揮。 

 

 

95 學年度第二學期三組博士班 Seminar 一覽表 

 

 

 [台大杜鵑花節：誰是接班人？] 
企管一 崔佳琦．葉怡庭．蔡佩錞 工管一 苗延歡 

 

 
杜鵑花節是台大一年一度的盛事，每個系都會卯足全力的佈置

會場並使出渾身解數為前來的高中生們介紹自己的系是念什麼的，

將來又有什麼出路等等。今年，工管系的主題是「誰是接班人？」，

攤位的兩面牆是美工組辛苦佈置出來的，除了精美的背景外，還貼

滿了幾年來工管系辦的活動的照片。 

大約十點多左右，前來參觀的人變多了，有三五好友一起的，

有父母陪同的，解說員們熱情的拿著工管系的簡介，附上管鑰的傳

單，一一的為他們解答疑問。最常問的問題有：工管系和國企系有

什麼不同？管理是在學什麼的？研究所念管理和大學念有什麼差

別？資管系學的和工管系學的有麼不同？未來的出路等等。而透過

系上的解說員的詳盡解說，每位來工管系攤位前的同學及家長們，

都得到了圓滿的答覆，下午在攤位前有安排一場表演，透過同學們

精采絕倫的表演，管理意涵及精神都洽如其份地表現出來。 

兩天以來，人總是絡繹不絕，尤其是第二天下雨，仍舊沒有打

敗同學們參觀的興致；解說員們認真的講解著，同學們認真的聽，

努力的探索自己有興趣的科系，杜鵑花節就在大家的盛情參與下，

畫下了完美的句點。 

「誰才是未來的接班人？」到最後，其實大家都會了解，其實

它指的，就是我們這一群熱情的工管系學生們。除了專業知識外，

我們這些年輕人更有著熱情與理想，在這價值混亂的社會裡，其實

這才是最可貴的，也是最能讓我們驕傲的地方了。 

日期 演講者 

Phd student 劉信賢演講 

3 月份 日本學者 Tomoki Sekiguchi, 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 Osaka 

University, Osaka, Japan  

Phd student 陳淑真演講  

國立中央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林建煌教授演講  

資訊工業策進會資訊市場情報中心（MIC）詹文男主任演講 

Phd student 沈其泰演講  

國立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謝明慧教授演講  

4 月份 

Phd student 白凢芸演講 內容：Journal papers  

澳洲學者 Artemis Chang, School of Management,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hd student 楊美玉演講  

Phd student 陳彥君演講  

5 月份 

台大工管系商研所陳忠仁副教授 

美國學者 Raymond A. Friedman , Brownlee O. Currey Professor of 

Management, Vanderbilt University 

Phd student 黃瓊億演講  

Dr. James J. Jiang,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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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GARY KLEIN, Cougar Professor of Information Systems, 

University of Colorado, Colorado Spring 

6 月&7 月份 

Kyle Y.Lin , Assistant Professor of Operations Research Depatment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 Monterey CA  



 

 

 

 杜鵑花節解說員心得   工管一 苗延歡 

 
在繽紛燦爛的花海中，一年一度的杜鵑花節校系博

覽會終於順利落幕，在三月十七，十八日兩天，面對許

多的家長及來自各個不同學校高中生，我們善盡解說員

的職責，將工管系的理念傳達出去，讓大家更加了解台

大工商管理學系。 

擔任這次杜鵑花節解說員可以算是我第一次親身

參與工管系上大型活動，一開始我也很擔心自己會不會

言之無物，

畢竟大一的

我們對工管

的認知也還

在探索學習

中，然而經

由學長們用

心的幫我們準備課程，讓我們能有所準備；課程包含在

杜鵑花節解說的內容以及將會遇到的問題，另外還有大

三、大四學長們的心得分享，擔任解說員的工作可以說

是雙方互利的一件事，一方面是將高中經驗回饋給學弟

妹，另一方面，又向自己的未來探究，畢竟剛踏入大學

的我們對以後的事，多少還是帶著不確定性，經由解說

員課程來了解自己的將來，這也是杜鵑花節解說員課程

極有意義的一面。 

其實以台大

來說，並不用擔

心招不到學生，

但我想對這杜鵑

花節校系博覽會

的意義，這次總

召黃安正學長有

一句話讓我印象深刻，他說：「杜鵑花節校系博覽會可

以說是一種回饋，將自己過去的高中經驗談回饋給將要

面對抉擇的高中生。」身為解說員，讓高中生能夠了解

到我們工商管理學系的內容，探究自己的興趣，並且將

我們的高中經驗跟他們分享，這一層面的意義將比光是

單純推銷、招生來的更有價值，畢竟，以一個十八歲的

高中生要決定自己的未來，多少還是會猶豫，能盡我們

的所能來幫助他們，這才是我覺得台大杜鵑花節真正的

意義所在。我原先參加的目的一方面是要訓練自己的膽

量、儀態以及表達能力，但真正參加了這個活動以後，

我發現除此之外，我更加體悟到一個道理：其實很多事

並不是能不能做到，而是肯不肯去做；之前我也還懷疑

過自己到底能不能完整的表達出自己的意思，結果我覺

得其實只要有心、肯嘗試，任何人對任何事都是可以勝

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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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在校系博覽會真正登場之前，我也很疑惑為什

麼我會報名這次的活動，我一直都不是很活躍的人，口

才也不是很好，只

是上過兩節學長

們舉辦的課程，突

然就要站在許多

高中生、家長面前

解說台大工商管理學系，更何況我還只是大一，對系上

許多課程還是不很了解，對出路更是茫然，還要面對眾

人千奇百怪的提問，又不行展現出退縮的姿態，其實我

也真的猶豫過活動當天要不要出席；後來心想都已經報

名了，臨陣退縮實在很不應該，更何況這也算是一個另

類的經驗；一開始講的也是結結巴巴的，連自己都不太

確定自己講的到底對不對，雖然先前也沙盤推演了很多

次，想好了如何應答以往曾經出現的常見問題，但真正

要運用的時候，先前計畫的好像都不是這麼一回事，還



 

是得重新思考被問到的問題，畢竟每個問題還是多多少

少有些不同，就這樣一次又一次的對答，慢慢地也講的

順口了，自信也慢慢的顯現，再加上旁聽學長姐的解

說，把原本固著的回答內化成自己的思想，解說順序也

不再是重點，照著不同的需求加強告訴他們想要知道的

東西，一方面盡力地將工管系的內容解釋清楚，另一方

面運用統計以往學長姐的就業及分析各系差異來特色

出工管系，使家長及高中生更加了解工管，甚至是更加

了解自己的未來抉擇。 

經 過 一 整

天的解說，回答

了 無 數 個 問

題，其中最讓我

印 象 深 刻 的 問

題 是 一 位 家 長

問：「你認為唸

工管系該有什麼樣的人格特質？」，我的回答是：「肯

學」；很多人都會說要外向、擅長溝通、外語能力佳等

等；只是我認為，一個人外不外向並不能決定他的未

來，就算是一個不善社交的人，只要肯敞開心胸與人溝

通，甚至是藉由一些小技巧增進自己的人際關係，只要

肯付諸行動，即使是一些看似不能改變的東西，都會有

轉圜的餘地；而以我這次參加杜鵑花節解說員的活動，

我也開始真正投入大學生活，參加一些不曾經歷過的活

動，體驗不一樣的感覺，爲自己的系付出一份心力，把

工管系的理念傳達出去的同時，自身也有所獲得，不光

是口才、儀態的訓練，對於之前比較不熟的企組同學有

了更近一步的認識，如同我所說的只要肯主動學習，不

光是在唸書這一方面，其實任何的事只要我們肯付出就

會有相當的收穫。 

 

 

 [課程介紹系列：創新與創業管理] 
享受真誠的分享時光 

商研二 林姿依 商研一 莊銘岳 林子田 

 
「同學你們覺得創業是可以學習的嗎？」這是在

「創新與創業管理」的第一堂課中，郭瑞祥教授對全班

同學拋出的一個問題，有超過一半以上的同學舉手贊

成，郭教授點點頭說：「創業當然是可以透過一些方法

學習的，不然怎麼會開這堂課呢!」，頓時全場哄然一

笑，也激起了大家對於這堂課的學習興趣。 

 

「創新與創業管理」課程由郭瑞祥教授與黃崇興教

授於 Harvard 進修後，在台大 EMBA 所聯手打造的最新

課程，在前半學期由郭瑞祥教授先上創業管理部分，接

著 由黃崇興教 授上創新管 理部分。本 課程為台大

EMBA95 級商研組核心選修之「創新與創業管理」同樣

課程內容，為讓 EMBA94 級亦能有機會研修本課，特

提前開授本課程。課程內容分為兩大部份：「創業經理

人」、「企業發展與創新」，在第一部份的課程是「創業

經理人」，在這部份的課程是著重於創業經理人對於企

業的管理步驟及技巧，在此部份的課程，是在傳授各位

同學各種實用的分析工具及概念架構，而在第二部份的

課程「企業發展與創新」，提供了一個管理創新的架構，

在這部份強調商業模式及分析工具的發展與應用，在課

堂中，也會針對競爭、新點子、專利、市場轉變以及內

部能力的結構及發展做精細的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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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課方式以 Harvard 經典個案為主，本土個案為

輔，搭配錄影片播放、文章導讀、上課演講、外賓演講，

以期有效提昇同學學習興趣。修課學生不限產業背景或

工作性質。而這堂課有三個非常獨特的地方分別為： 

一、 EMBA 與 MBA 一起上課並組成討論小組完成每週

指定閱讀與個案討論問題，兩種不同學生於課堂間

彼此激盪，讓具有豐富實務經驗的 EMBA 高階經

理，和擁有最新最札實學科技巧的 MBA 學生彼此

合作，讓理論與實務自然而然在課堂上相互結合。 

二、 上課方式以 Harvard 經典個案為主，本土個案為

輔，透過經典個案讓同學們知道世界最新的趨勢，

利用本土個案貼近我們的文化及生活圈，再搭配錄

影片播放、文章導讀，讓學習更為多元化。 

三、 在課堂上為更進一步貼近實務狀況，本課程會邀請

外賓演講(如創投經理人)現身說法，更加提昇同學

學習興趣。 

而開學至今最令同學們印象最深刻的為個案是

「Zipcar：調整商業模式」，這是一個在美國波士頓營運

的汽車共用租車公司，提供一種新式、經濟、方便的選

擇的個案。在這個個案中，透過郭教授系統性的教學，

同學們可以一步步利用實際資料推導出每一位會員的

成本與每一位會員的營收，進而得知每一位會員所產生

的貢獻(Margin)，比較預定定價模型與實際營運狀況，

同學們可以得知原來 Zipcar 的會員的租車習慣並不如

原先所設想的以小時數租車為主，大部分會員租車還是

以天為單位，造成每日租車業務部分呈現虧損狀況，針

對此一關鍵問題，同學也提出各自的解決方案如客戶分

群與增加每日租車費率等方案。 

 

上完這個個案真的讓同學有耳目一新的感覺，大

家學習到在分析資料前應先找出比較的基準，再透過財

務報表數字推導，找出核心問題，而進一步提出解決方

案。雖然在很多同學在商研所已經上過十多個個案了，

但是不少人覺得在「創新與創業管理」中所上的個案，

是最有挑戰性的一個，透過個案才發現，原來數字背後

有這麼大的學問!而即時掌握營運狀況才能使公司面對

各種挑戰! 

商研一 莊銘岳 

 這學期有機會修了「創新與創業研討」這門課，

讓我感觸很多！個人覺得跟 EMBA 學長姐一起上

課，真的會讓人有種大開眼界的感覺！當老師的問題

還在我們腦海裡打轉時，EMBA 學長姐們已經有人舉

手發言了；而且每次從學長姐們實務的經驗分享裡，

都可以讓我們這些還沒出過社會的井底之蛙投以注

目的眼神；討論 case 時，更能激發理論(MBA)與實務

(EMBA)的搓合，希望以後所上還能有機會開設類似

這樣的課程，讓 MBA 與 EMBA 接觸的機會更多。 

商研一 林子田 

    第一次討論個案的時候，EMBA 學長的 case 上用

螢光筆畫了滿滿的重點，課本 reading 也做了滿滿的

記號。我們 4 個 MBA 不禁面面相覷，誰說 EMBA 學

生作業都吩咐秘書完成的？我們怎麼看就是學長既

有邏輯、又有經驗、更汗顏的是，唸書還比我們認真。

一直到現在合作了 4 個 case 了，每次都還是仰賴學長

帶領我們 4 個沒經驗又沒 sense 的小鬼把問題抽絲剝

繭。這次能和 EMBA 一起上課，我們真的獲益良多。
※註：特別感謝第三小組幫忙，小組成員：高文雅、陳世賢、黃蓮

奇、黃旭仁、莊銘岳、林子田、陳思穎、吳得佑讓本文更加完備 

 

 [商研所運動會] 
運動一下，讓緊湊的研究所生涯喘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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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天氣雖然時晴時雨，但是從漸漸回暖的溫

度與悄悄滋生的綠意中，還是可以令人感受到無限盎然

的生機。趁著春暖好時節，也是我們商研所舉行運動會

的良辰吉日。3 月 24 日在台大體育館，我們看到在場

邊活絡筋骨的選手們，大家抖擻著精神，臉上帶著無比

高昂的士氣。雖然連絡感情的性質比競賽的性質更多，

但事事追求卓越完美的商研所成員們個個可都是力求

表現，希望能夠獲取好成績呢！ 



 

 

第一個登場的活動是躲避球。可別以為這是只有

小學生才會玩的球類喔，小小躲避球也是有大學問的。

由郭瑞祥主任領軍的「誰敢打打看隊」，利用了良好的

攻防戰略，讓能攻善打的郭老師堅守在外場，並一步步

把外場的隊員慢慢送回場中，穩札穩打，果然嬴得最後

的勝利。緊接著登場的是碩一碩二的吹氣球大賽。這次

運動會的活動設計都頗具巧思，而且富有娛樂性。以吹

氣球大賽為例，不只是單純地讓兩人一組，往返兩地吹

氣球而已。配合抽籤後的進行方式：跳馬背、兩人互揹、

老漢推車、天旋地轉。種種高難度的行進方式在在考驗

著商研人的意志力與團隊精神。雖然過程中狀況百出，

不過最後大家還是完成了目標，顯示出商研人的團隊精

神。吹氣球之後是更有樂趣的踩汽球大賽。眼看大家手

腳並用，扭腰擺臀只為了想把對方的氣球弄破的逗趣模

樣，看來這次的運動會，還真的為大家留下了難忘的回

憶。 

不過別以為只有趣味性的競賽，說到專業的運動

技巧和不懈的奮戰精神，商研人可是一樣都不缺少。在

趣味競賽之後上場的是排球比賽。由於商研所素來有素

質精良的所排球隊，這些球員矯健的身手和敏捷的反應

當然也不會在這場運動盛會上缺席。他們精湛的演出不

僅獲得了勝利，也博得滿堂喝采。之後還有籃球比賽，

Two ball game 比賽由男女搭檔參加，冠軍隊伍「裴永俊

胸毛隊」展現了堅強的實力，從眾家強手中脫穎而出。

而之後的三對三籃球比賽，眼見大家使出渾身解數，盡

力在場上拼搏。不過所上幾個長人組成了「七牛之嘴泡

隊」，他們明顯地佔有了「領空優勢」，在他們高人一等

的球技下，冠軍當然也如探囊取物啦！不過值得一提的

是在這場三對三籃球比賽中，陳鴻基老師竟也下場小試

身於手。老師雖然平時溫文儒雅，不過論起運動熱誠來

說可是一點都不遜年輕人。高昂的鬥志和靈活的身手讓

全場爆以熱烈的歡呼與掌聲。 

最後壓軸的活動是足壘球賽。郭主任這次不但自

己上陣，還把他兩位年輕有活力的公子一起帶入場中。

這場比賽為了更公平，還請所有男士都收起自己的「黃

金右腳」，用左腳上陣和女孩子們一起比試。使得商研

所的男女學員都能充分享受到比賽的樂趣。 

一整天的活動之後，運動會也終於到了尾聲。在

大家的歡笑與吶喊聲中，商研所的運動會也總算圓滿落

幕。我們欣見這次運動會的參與狀況非常踴躍，顯示商

研所的學員們，不僅在課業、專業上努力求勝，在運動

場上也相當富有運動家精神，願意拿出熱情與精力來共

襄盛舉。在大家的支持之下，相信我們不只有個美好的

回憶，也讓團結熱情、積極進取的商研所精神再次有了

很好的發揮。 

 
 

 

 [與黃崇興老師心靈對話] 
大一導師工作坊【感恩惜福篇】

 
由於上學期舉辦的【大一導師工作坊】，透過心輔

中心資深諮商師帶領著大一新生進行【認識自己‧關懷

別人】的活動後，快速破冰並緊緊扣住了導師和學生的

情誼，打開了彼此的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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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學期為了更進一步建立導生之間良好的溝通管



 

道和互信互賴的平臺，在開學的第二週 3 月 13 日和 14

日的午后，於管院的十樓國際會議廳，特別再度規劃了

兩場大一學生和導師的心靈對話。 

工管組的大一導師：黃崇興老師娓娓道來地分享

著自己和兩個可愛的女兒，他們之間亦師亦友的父女情

誼，可以揣摩到黃老師的用心良苦，無非是希望藉由生

活中平凡的小故事，讓同學們體會到天下父母心，其望

子成龍、望女成鳳背後的辛勞，並學習如何感恩和惜

福！ 

黃老師還分享了一篇好文章【大學圖書館】，這是

目前就讀於美國著名醫學院的大二學生所寫的，敘述在

那裡就讀的大學生是如何拼命善用每一分每一秒，以及

這個六層樓高的圖書館，天天都是座無虛席、一位難求

的盛況。另外，還分析當前台灣與大陸兩岸的的經濟局

勢，勉勵同學們要多關心時事，瞭解自己的優勢，並早

點規劃自己未來的學習的目標。 

最後，黃老師依照導生回饋單上學生的需求，未

來特別安排以 15 人為一小組的導師關懷時間，希望能

更細膩、更近距離的一一關心每一位同學的身心健康和

掌握他們的學習狀況。老師關照同學們的學習就像是慈

祥和藹的父親一樣，百般的訶護和鼓勵，孩子們也歡喜

的沈沁在幸福的氛圍裡！校園就像家園一樣的漸漸溫

暖熱絡起來～～ 

 

 

 

【訊息與公告】 

 

 商研所博士班組織策略組： 
莊璦嘉老師 

博士生沈其泰、廖苑君及黃豪臣 

投稿 2007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AOM) 共 3 篇論文被接受發表 

 

 商研所博士班組織策略組： 
陳忠仁老師 

投稿 2007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AOM) 共 3 篇論文被接受發表 

 

 商研所博士班作業運籌組： 
蔣明晃老師、郭瑞祥老師 

博士生白凢芸 

投稿 2007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ual 

Meeting (AOM) 共 1 篇論文被接受發表 

 

 工管系暨商研所自強活動： 
主  題： 烏來走春 
時  間： 96 年 04 月 15 日 
地  點： 烏來內洞 
 
 

 孫運璿講座—高希均教授 
講  題： 世界是平的嗎 
時  間： 96 年 05 月 03 日 12:00~14:00 
地  點： 管理學院壹館 B1 國際會議廳 

 

期中考近囉 ! 

各位同學要專心準備考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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