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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提出建言。

[工管系．商研所策略會議]

接著分別由周善瑜老師、黃崇興老師、蔣明晃老

釐清環境態勢．剖析競爭策略

師、莊璦嘉老師以及朱文儀老師報告各組的規劃，而其
他老師則是針對各組的規劃報告的優缺點提出建言，而
各組在討論完其他老師們對組上的建言後，在下午統一
針對這些意見與全系的老師做討論，而在最後再針對全
系的策略集思廣益做全盤的規劃。每位老師都提出各自
最寶貴的意見，盡心盡力、群策群力地為系上的發展而
努力，以寬廣的胸襟面對未來的挑戰。

在十二月二日，系上的老師們群聚一堂，為了本
系的研究定位、發展方向、以及競爭性，在金山喜凱亞
飯店開了一次策略會議。本次會議的一開始，很高興邀

當會場內的老師們正絞盡腦汁、竭盡心力地為系上

請到許士軍院長針對管理教育，給系上的老師們一次精

即將面臨的挑戰作準備時，會場外，師長的家眷們也為

彩而精闢的演講，許教授強調要以全球化、數位化、創

征服九份的山路而努力。不僅是老師們之間彼此能互相

新化、創業化的格局來辦理管理教育，更指出現今台灣

扶持砥礪，家眷們也都能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交流感

的管理教育中，實務經驗與課堂

情。在夕陽西下時，彩霞點染了天際，經過了一天的辛

聯結的缺乏的重要問題，而管理

勞，大家紛紛以名泉洗去疲累！也讓這次的策略會議有

教育的重要核心，是要用正確的

了完美的句點。

方法，訓練正確的人，最後達成

所謂當資源有限時，把資源放在正確的地方，才可

正確的效果，許院長更勉勵每一

以創造最大的價值。正確的策略，才可以研擬正確的競

位老師要讓實務與學術並重，並

爭方法，找出核心競爭能力，創造並維持永續經營，這

期望每一位從工管系暨商研所

些道理並不僅適用於企業競爭，也適用於每一個系所的

畢業的學生，都是一出學校就可

發展。透過各類型的剖析核心競爭策略，釐清大環境之

以 上 商 場 打 戰 的 好 「 軍 官 」。

競爭態勢，以宏觀策略角度思維，正是本系提昇的不二

為了準備這次的策略會議，系上每個小組的老師，

途徑。

都事先開了好幾次的會前會，先行探究及討論每一個組
上所面對到的問題，並為組上的發展規劃及拓展出未來
的遠景。
而在當天會議的開始，先由郭所長報告商研所
MBA 品牌與滿意度調查，指出商研所給一般同學們的
印象，還有系上同學對商研所的看法，讓老師們瞭解到
商研所對外的形象之後，再以開放式的討論，讓每一個
老師腦力激盪、暢所欲言，對商研所如何因應未來挑戰
提出看法，然後對系上無論是學術上的、學務上及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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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全國的頂尖知名高中，活動當天，不但讓各校主任們

[全國高中輔導主任參訪工管系]

在活潑愉悅的氣氛中，親身體驗與美國哈佛商學院

讓正確的人才來正確的地方

MBA 同等級的個案教學觀摩，並與系上師生進行面對
面的溝通交流，而且以高中同學的需求出發，提出包

還記得當年高三升大學時是怎麼選填志願嗎？厚
厚一本的科系列表實在是五花八門、琳瑯滿目，看得讓
人眼花瞭亂、頭昏眼花，真不知道該要怎麼下手選擇。
這時候只好求助於學校輔導室裡的輔導老師們，靠著老
師們的專業而正確知識，指點疑惑而茫然的同學們，讓
同學們可以選擇出一條適合自己的道路來。

括：推甄訣竅、管理特質培養、生活輔導、就業發展等
問題，系上老師包括郭主任、余松培老師、黃崇興老師、
朱文儀老師、黃俊堯老師等，都盡心地回答各位輔導老
師所提出的問題，傳達本系希望達到適材適所的理念，
最後並引導輔導老師們參觀校園，讓老師們深刻感受臺
為此，各高中的輔導室無不希望可以更清楚地知

大管理學院豐沛的教

道各校各系的辦學方向，期望在輔導同學做選擇時，可

學資源與優美的校園

以提供正確而清楚地資訊，幫助學生在數以百計的大學

環境。藉由此次機

科系中進行深入瞭解、釐清方向。

會，除了將管理學的

本系自民國 48 年正式成立以來，始終以造就管理

種子傳播至各高中校

學術菁英，以及具備全球經營能力的專業人才為目標，

園，吸引更多優秀青

民國 96 年更即將成立『科技管理組』
。本系除了出身全

年學子未來投考本

球名校、領域完整的師資陣容外，更提供卓越多元的學

系。

習環境與產學合作資源，同時在課程設計上也力求創新

各高中輔導主任在這次的活動中，經由哈佛個案教

整合。

學觀摩、餐敘、綜合座談、校園導覽等活動，不但對工

多年來，本系不僅在學術領域獲致豐碩成果，更孕

管系的優良的師資、優質的教學環境有更深入的瞭解，

育了無數當今企業與大型組織最頂尖的高階管理人

也把系上的辦學方向及理念帶回學校，更提出了不少寶

才。為了讓各高中的輔導室可以正確地瞭解本系的辦學

貴的意見給系上，相信對於本系未來招收優秀新生將帶

理念及方向，也和各校輔導室建立長遠的伙伴關係。

來莫大助益。

系上於 12 月 1 日(五)舉辦了「全國高中輔導主任參
訪臺大工商管理學系」活動，敬邀全國高中輔導室主任
參加認識本系的活動。報名參加的學校超過 20 個，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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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講述的「管理趨勢與新知」，黃老師以大量的資料佐

[EMBA 商學組回娘家(商研會)]

證，告訴大家如何在這個變化日益激烈的環境中，掌握

在一流的教室，一流的教授帶領，吸收第一手新知

住企業發展最重要的關鍵，在企業的規模及功能都日益
複雜的今日，掌握住關鍵才可以正確地掌握企業發展的
方向，而黃老師更要每位同學隨時保持著懷疑的心來面
對每一件事情，這樣才不會讓自己落入「自負」的陷阱
而不自知。

而在接連兩場的充電之旅後，大
伙兒的肚子也都已經在大聲唱歌了。於

2006 年度 EMBA 商學組校友回娘家與在校同學團

是乎，在正確的新知餵飽了同學們的腦

圓的日子，在千呼萬喚之下，終於在 2006 年 11 月 17

袋後，由 8899 級所準備的美食也開始

日上場了。這次活動，是由 8899 級的馬玉山董事長、
呂銘峰董事長、吳大松總經理、黃素秋處長的奔波籌

要餵飽每位同學的肚子了，宴席間，久未

劃，以及 94 級的孫正大總裁的大力幫忙下促成，此活

見面的好友，讓嚐到口中的食物更是香

動不僅是校友回娘家與在校生的團聚，更是一次回校充

甜，而同學們除了和同屆的同學們敘舊

電的好時機，所以在此次活動報名展開前，就有不少人

外，也開心地和不同屆別的學長姐弟妹們

開始探聽活動消息，而且更在報名一開始就一馬當先，

交流，陳文華教授及余松培教授的出席，

搶先報名。而為了參與這次盛會，各屆校友放棄了應該

更是讓同學們的心情高昂，在李孟娜妙語如珠的主持

要好好放鬆的星期五晚上，風塵僕僕地趕回來學校，暫

下，會場中

時將擔在肩頭上的工作

充滿笑聲

壓力放下，喜悅地和久未

絕無冷

蒙面的老朋友們言歡，勃

場，每一屆

勃然地吸收著老師所授

的代表都

與的新知識。

上台發表

活動的開場，就由郭

這次回娘

瑞祥所長在美輪美奐的「玉山廳」所親自主持的「本土

家的感

個案」掀起了第一波的高潮；與會的同學們，面對著來

想，而 8899 級的馬玉山董事長也象徵性的把活動主辦

自國內本土企業的個案，紛紛以在職場上磨練尖銳的直

權傳承給 89 級的江耀國院長，整個活動在團結一心的

覺，以及在學校時所學的一身功夫，紛紛地對各自看到

大合照中到達了最高點，一股

的事件，發表來自不同面相的看法及意見，而在郭老師

無型的力量把商學組的同學

的穿針引線下，智慧的火花也不斷地在同學相互討論間

們都緊緊地扣在一起了。整個

綻放，每位

活動在期待下一次再會的心

同學都在其

情中劃下完美的句點--商研會

中有所觸發

我們 2007 年再見。

和收穫；而
緊接著而來
的是黃崇興
執行長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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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活動前一晚都還擔心著沒

[熱血系，就是你！]

有人怎麼辦，原本還暗自打算

尋找熱血系．台大管理學院捐血活動

沒有人捐血的話就推工作人
工管二

梁羽淳

員上車吧。而活動現場在「熱
血青年」們的熱情吶喊下，人

捐血。聽起來挺嚇人的，是嗎？

潮漸漸地聚集過來，越來越
多，越來越多，捐血車旁開始
出現等候的隊伍，從兩三人到五六人，最後多達十幾
人，有的為即將要捐出自己的熱血而興奮不已，有的則
靜靜地排隊等待，所有的工作人員看在眼裡，感動自在
不言中。活動一開始，陳泰然副校長發人省思的致詞，
就讓現場許多的同學，當場加入此一有意思的活動中。
更令人欣慰的是，第一次捐血的人數遠遠超過我
們的想像，供不應求的初次捐血資料登記表，正是這些
在管圖的角落，幾個「資深」捐血人的 idea 開始

熱血青年勇敢跨出的第一步。捐血車旁等待的隊伍從早

了這個活動。
「捐血一袋，救人一命」誰都聽過的口號，

到晚沒有停過，這裡沒有紅地毯這裡沒有大明星，他們

然而新生南路的台大號捐血車停在那也有好多年了，多

一個接著一個，等待著用他們的熱血救更多需要幫助的

少學子和它擦身而過，經過，錯過，從來沒有注意過；

人。兩天下來，269 袋熱血，見證這群熱血青年的青春。

又有多少青年曾在捐血車旁徘徊，到底痛不痛，看著自

辦活動要感

己的血流出來是不是很可怕，反正本來就沒有什麼人捐

謝的人總是特別

血也不差我一個吧，這樣的念頭閃過腦中，然後若無其

多，因為到處被我

事地走過。於是，台灣血庫的存量始終不足一週，隨時

們麻煩的人特別

都在鬧血荒。

多。在活動閉幕後

究竟，什麼樣的感動，會讓一個大學生願意挽袖

郭主任的一句「終

成為捐血人呢？

於知道什麼叫做管理了吧。」聽在耳裡特別有感觸，從

十一月二十三日，天氣晴，舟山路，捐血車開進

活動構思、撰寫企劃書、招募工作人員，到尋找贊助、

了校園，前晚冒雨撐起的紅色帳棚，風中飄揚的熱血海

製作美宣、跑公文流程，一直到撐起活動帳棚、掛上熱

報，「熱血青年」們搬來桌椅和贊助的物資，原本天氣

情的紅布條，每個環節都緊緊地連結著，缺一不可，而

預報要下雨的天空在上天的眷顧下送給我們一朵大太

組成這些環節的關鍵正是「人」。

陽，
「尋找熱血系」就在這樣的豔陽和熱情中揭開序幕。

動的最初，在管圖默默討論活動方案的幾個人，
現在回想起來，更是讓我感受到從一個想法成為一個活
動，這之間的連結和變化。辛苦跑贊助的公關組、熬夜
為場佈和海報趕工的美工組、現場維持秩序的場控組和
熱情吶喊的宣傳組，少了這些人，熱血系也不會有這樣
的表現。

由於這次活動的籌備時間很短，準備工作也很倉促，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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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導師工作坊：瞭解自己．關懷別人]
開啟繽紛大學生涯的一把金鑰匙
工管三 邢立人

為了拉近大一導師和新生的距離並增進彼此熟
識，建立未來良好的師生互動基礎，工管系辦特別利用
期中考過後的第一
週，會計實習的空檔
時間，進行了一場豐
富的心靈對談【大一
導師工作坊】活動。

而團隊的溝通和合作，也在這次活動結束後讓我
更深地體會到它們的重要，雖然準備的很趕，拖累了許

活動中特別邀

多工作人員自己原本的計劃，感到十分地抱歉和感謝，

請本校心理輔導中心的資深輔導員連玉如老師和洪詩

但眾人齊心努力的態度更成為熱血系最重要也最寶貴

婷老師，分別擔任工管組和企管組在 11/21 日週二及

的精神所在，而「熱血青年」也成為一種象徵，一種認

11/22 日週三下午的【認識自己＋認識別人】活動引導，

同感。

並安排導師黃崇興教授及蔣明晃教授分享其生命故

「燦爛星空，誰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們給我最多感

事，共同攜手合作為大一新生彩繪其生命的藍圖。
首先登場的是工管組。

動。」一首老歌唱出了我的感動，各位熱血青年，你們

一開始，在心輔中心連玉如

都是英雄。

老師精心設計，透過彩繪自
己的手掌活動，讓同學們仔
細的去分析自己的優勢和弱
勢、自己跟別人眼中的自己
是怎麼樣的人？以及認真思
考未來想要成為什麼樣的人？在大學四年生涯又該怎
麼做？才能達成設定的理想目標等等。
每個人寫好自己的部分後，再隨機打散進入小組
後記：
根據台灣血液基金會之統計，現存全台灣可用血
量的庫存最多僅能支撐不到一星期之需求量，可謂隨時
都在鬧血荒。而血液存量最主要來自台灣血液基金會之
流動與定點捐血車，然而，民眾普遍之捐血意願仍偏
低，使得許多需要輸血的人被迫長時間的等待。近日更
聽聞胡市長夫人邵曉鈴女士的意外消息，一日內便需要
萬餘 c.c 的輸血，幾乎是四個成年人的正常血量。更讓
我們深刻感受到捐血這件事的意義重大及急迫。
兩天的活動流程大致順利，不過活動當中仍有一件
意外發生，企二林凡瑜同學因捐血後不慎摔斷牙齒並造
成臉部擦傷，所幸並無大礙。遠在台中的林伯母得知此
消息後說：其實凡瑜本來就是一個貧血的女孩，雖然發
生這樣的意外，但是她還是非常佩服女兒的勇敢，願意
參與這麼有意義去幫助別人的活動。目前系辦也允諾予
以最大的照顧。

分享。經過一連串的熱烈討論後，系辦的王姐首先拋磚
引玉，分享了自己在求學時代，許多失敗和突破自我的
經驗，勉勵大一新鮮人要勇敢的破繭而出、實踐理想。
接著便有許多同學踴躍上台分享自己所寫的內容，其中
有一位來自
緬甸的僑
生，勇敢的上
台和大家分
享，在王姐及
眾人的祝福
鼓勵聲中，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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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下感動的淚水，同學們紛紛向前給予掌聲和關懷，大

更加容易迷惘。透過這次的【大一導師工作坊】
，不僅

家聚集在管院的地下室，久久不忍散去。相信她能夠深

讓我們師生的關係更緊密、縮短距離，也讓大一新鮮人

刻感受到，雖然身在異鄉，還是有很多人在關心她、支

有機會探索自己、認識別人，為大學時代的生涯規劃和

持她。

人際關係奠下良好根基，並成為開啟未來光明前程最重
要的一把金鑰匙。

最後
的導師時
間，雖然
黃崇興老

[踏雪尋梅 ─ 打造企業誠信]

師臨時因

大都會國際人壽「點實成金」活動

為參加美

商研一

莊銘岳

國一場重要的會議，不克前來與同學們對談，但透過了
【前言】
為了讓大學生在進入社會之前，提前建立企業誠
信的正確觀念，大都會國際人壽結合遠見雜誌，共同舉
辦「打造企業誠信〝點實成金〞～校園提案競賽」活動
圓滿落幕，由大都會國際人壽、遠見雜誌、以及台北教
育大學教育經營管理學習盧俊成教授，組成的評審團，
評選出前三名組別，24 日在管理學院國際會議廳，舉
行頒獎典禮，由商研所莊銘岳團隊獲得冠軍，獲得獎學
金新台幣三萬元。
本次針對全國大專院校提案活動，於校際造成相當
大的迴響。評分標準包括創意、可執行性和呈現方式。
新世代年輕人對於任何如何促進目標對象更重視企業
誠信之活動或辦法，將誠信視為職場的競爭優勢與獨特
性，並創造員工、企業及客戶三贏的局面，充分發揮創
意，提案內容相當精采。
除了舉辦網路活動外，也在北中南三所大學，舉辦
三場座談會，24 日邀請大都會國際人壽副總經理于家
駿、各系所教授和學生與會，一起探討企業如何以誠信
價值，創造發揮員工潛能的環境。台灣大學工商管理學
系教授陳家聲，期盼企業員工，勇於揭露任何不法情
事，並透過社會教化、法令和企業主的自我修鍊，建立
誠信的企業品牌，創造社會福祉。本次活動台大商研所
為協辦單位，並由郭瑞祥所長主持。

王姐向學生們傳達勉勵與關切之意，同學們都很期待下
次和黃老師面對面的接觸和聚會。
隔天企管組的導師饗宴時間，也有著同樣的熱烈討
論氣氛、同樣的踴躍發言，每一位同學的分享，都讓在
座的每一個人，深深感受到工管系同學大方活潑的外在
形象外，也看到其真情流露、赤子之心深層的另外一面。
而當
天的最精
彩的壓軸
戲，就是企
管組導師
蔣明晃蔣
教授和大
家真情告白、互動的時段。蔣老師藉由敘述自己如何進
入工管系當教授的學習和找工作的歷程，告勉勵同學們
在求學生涯、立定志向時，應持有的正確態度。蔣老師
一貫的微笑、一貫的幽默風趣，他語重心長、苦口婆心
的一席話，讓在場 99 級的同學們獲益良多、難以忘懷！

能在這個比賽勝出，我自己覺得我們是相當幸運

瞬間快速拉近了師生之間距離。活動結束後，每個人帶

的。

著滿滿的歡喜和收穫，對未來工管系的四年學習更是充

我與我的兩個隊友，是在碩一開學後才熟識，其實

滿無比的信心和期待。

當初組隊的時候，什麼也沒多想。蘊恆學法律、怡萱學

過去，導師角色的定位在

國貿、而我大學念的是管理科學，三個人正好來自台政

學生的心目中，並不明確也不

交三所不同文化學的校，我只覺得我們的組合很妙，所

十分清晰。而大學生對於自己

以就組隊了！結果證明，不同的背景、不同的學校，這

的求學目標，似乎更有大半的

樣的組合，是會產生綜效的！

人是不清楚的。尤其是身處於

在討論的前期，其實我們遭遇到重重的困難。該怎

自由風氣極盛的臺大校園裡，

麼選定市場？活動要如何設計？目標對象又要設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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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這每個問題都相當棘手，也都環環相扣。最後，我
們先挑選「學生與職場新鮮人」為目標對象，畢竟，教
育是企業誠信的第一道防線，其次企業、最終社會。而
活動設計上，我們也針對幾個誠信較有爭議的產業─政
府、金融、媒體，來進行企業誠信概念的推廣。
由於研究所課程相當繁重，所以我們中期曾面臨到
橋不出討論時間的窘境。後來，幾乎是利用午餐時間，
或是晚上時間來討論。要特別感謝晏彰，在我們晚上討
論的時候，當我們的宵夜人，讓我們體會到人間處處有
溫馨！還有小威跟陳豆，在我們企劃案誕生的過程中，
不斷給予我們評論與鼓勵。

文章的最後，還是要再次感謝這次參賽過程中所有
給予我們指導與鼓勵的老師及同學們！謝謝你們，也希
望大家未來在全國各大競賽中，都能有優異的表現，為

比賽截稿的前三天，才是大家最痛苦的煎熬。我們

我們系所爭光！

三個人，有人要美編、有人要校稿，大家都像著了魔似
的，不斷地歇斯底里，但，這也許就是參加比赛有趣的
地方吧！一群人為了同一個目標在努力，奮鬥到底。

～感謝您撥冗閱讀！～

以下是我們三個人對這次比賽的參賽感想，與大家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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