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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管理一學門卓越研究營先期規劃

Advanced Management Research Workshop: A Preliminary 
Proposal

計畫編號：NSC 90-2416-H-002-049
執行期限：90 年 8月 1日至 90 年 11 月 30 日
主持人：林世銘    國立臺灣大學管理學院

Email: suming@ mba.ntu.edu.tw

一、中文摘要

我國人文社會科學白皮書(89 年 3 月)
指出，隨著科技的發展與社會環境的多元
化，管理科學領域的發展相當快速且多
元，而未來之發展則應致力於「加強管理
學研究的深度與國際化的程度」。有鑑於
此，我們在國科會人文處的指導下，規劃了
一系列兩年期的「管理一學門卓越研究營」，
邀請在「財務管理、會計、經營策略、組織
行為」等四個管理學研究領域研究成果優異
的國際著名學者，利用民國九十一年、九十
二年(主要集中於暑假期間)，輪流來台灣做
一至二週(6 至 12 小時)的研究課程演講，以
期提升國內管理學門年輕研究人員的國際視
野與研究水準，同時也提供資深研究人員再
充電以及與國際級學者交流的機會，以提升
我國管理學研究在國際間的學術地位。目前
已接洽而原則上業已答應參與講授課程的學
者，計有財務管理 7 位、會計 6 位、經營策
略6位、組織行為7位等共26位。

關鍵詞：研究營、管理教育、財務管理、
會計、經營策略、組織行為。

Abstract

In the recent years, a growing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ave been founded 
or established in Taiwan.  Therefore, 

numerous newly minted PhDs, locally made 
or abroad, have joined the community of 
management research in Taiwan.  However,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young scholars who 
do not seem to keep up with the develop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ty a 
couple of years after graduation from schools.  
As a result, it only becomes more and more 
difficult for them to catch up the 
ever-moving train of management research.  
Therefore, the Advanced Management 
Research Workshops are initiated to help 
young scholars strengthen research 
capabilities and re-sharpen research tools, 
and to provide them chances to interact with 
internationally known scholars.  Through 
externality, the program should benefit not 
only the young scholars but the whole 
research community as well.  Currently 26 
internationally-known foreign professors 
agr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Workshops as 
speakers, each will give 6 to 12 hours of 
lectures in either 2002 or 2003.  The fields 
covered include finance (7 speakers), 
accounting (6 speakers), organization 
behavior (7 speakers) and operating strategies 
(6 speakers).

Keywords: Workshop, Academic Research 
on finance, accounting, organization 
behavior and operating strategies.

二、緣由與目的
近年來政府積極推展高等教育，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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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以管理科學教育最為蓬勃發展，不但商
業專科學校改制管理學院蔚為風潮，新設
立之管理學院亦不斷增加。隨著管理學院
校有關之系、所日益增加，近年來由國外
學成歸國，以及由國內博士班畢業，投入
管理領域教學與研究陣營的年輕學人，亦
呈直線上升，使得國內管理學術界的生力
軍愈來愈多。然而就在管理學術界的人力
逐漸增加的同時，許多管理學門的新進年
輕優秀學者，由於在新成立的系所服務，
缺乏經驗傳承；或由於服務單位地處偏遠，
缺乏對國際重要研究方向的接觸機會，在離
開學校一、二年後，就有跟學術研究脫節的
現象。

有鑑於此，我們在國科會人文處的指導
下，規劃了一系列兩年期的「管理一學門卓
越研究營」，邀請在「財務管理、會計、經
營策略、組織行為」等四個管理學研究領
域研究成果優異的國際著名學者，利用民國
九十一年、九十二年(主要集中於暑假期
間)，輪流來台灣做一至二週(6 至 12 小時)
的研究課程演講，以期提升國內管理學門年
輕研究人員的國際視野與研究水準，同時也
提供資深研究人員再充電以及與國際級學者
交流的機會，以提升我國管理學研究在國際
間的學術地位。

三、結果與討論

經由國科會人文處王處長、召集人洪茂
蔚教授等之大力協助，以及各組諮詢委員與
協同主持人戚樹誠、李吉仁、陳業寧等之努
力，目前已接洽而原則上業已答應參與講授
課程的學者，計有財務管理7位、會計6位、
經營策略6位、組織行為7位等共26位。而
將於 2002 年來台擔任講座之教授包括:財務
管理組的 Jay Ritter, Andrew Chen, Neil 
Doherty, Anvanidhar Subrahmanyam，經營策略

組的Dundar Kocaoglu, Ranji Gulati，會計組的

Kevin Chen, Naomi Soderstrom, Shyam Sunder, 
Zoe-Vonna Palmrose, Rajiv Banker，以及組織
行為組的 John Lawler, Patrick Wright, Rosalie 
Tung等教授，並皆為各領域著名之學者。

四、計畫成果自評

本先期規劃案已經初步順利完成，並
將成果移轉到NSC90-2420-H-002-016國科
會委託的『管理一學門卓越研究營』，執
行期間為 90 年 12 月 1 日至 92 年 11 月 30
日，以展開兩年的研究營課程。

目前我們已經完成研究營的網頁設計
(http://www.acc.ntu.edu.tw/~workshop)，而
且已經開始開放給各校相關類科系的老師
和博士班學生報名。

我們也已經將旅館、接機等資料送給
國外講座教授，正積極展開開班上課的籌
劃工作。經由我們四位主持人、共同主持
人以及助理的同心協力，與國科會、各組
諮詢委員和台大管理學院的大力支持，我
們將盡心盡力使本研究營獲得最大的效
益，以有貢獻於我國管理教育及研究水準
的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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