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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學理念 

1.1 課程 
 

1.2 學生 
 

1.3 老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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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tudent Teacher 



1.1 課程：管理學 

• Do what you love. 做自己擅長的、真心喜歡的、
不違背價值觀的事。Intense passion. 熱情、活
力、創意。 

 

• CPR： Clarity, Patience,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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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喜愛又擅長的課程任教，會日益精進， 
而更愛此科目，形成善性循環。 



1.2 學生：大二 

• 老爸是教授，一路遇到的貴人多是老師，很自
然走上老師這條路。勿忘初衷！ Enjoy doing it.     

 

• AACSB (2007),  HBS PCMPCL (2008), 刺激我
以學生為本位思考如何學習。管院必修四系混
班，外系，大教室…… 賞識他們的創意與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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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多花時間接觸學生，了解他們學習困難點，
幫助他們成長。 



1.3 老師自己 

• 老師也應廣泛閱讀、對話，與時俱進。不僅解
個人人生之惑，也有助於傾聽懂他人的問題。
隨時吸收新知、創新教學，享受進步的過程。 

 

• Never get complacent and constantly improve oneself.

不自滿，謙受益。不害怕接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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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自己應終身虛心學習、與時俱進，並培養
多方面的知識和興趣。 



2. 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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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定期回饋檢討 
，必要時做修正 

   

1.先做好計畫 

2.審慎執行 教學理念 



2.1 課前準備 

(1) 課程大綱力求清楚明確 
召集人規劃與檢討：用什麼教材與個案引起同學的學習興趣。  

 

(2) 教材與講義編寫上網，符合上課需要 

1. Read the material, 2. Come to class, 3. Do your assignment:  

(1) Case: Manager’s dilemma, Thinking critically about ethics,    

(2)  Exercise: Skill, Team, Internet-based 
 

(3) 每次上課前再看一遍備課的筆記 

•  Cornell metho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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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課堂教學 

(1) 準時上課 
• 要求不遲到早退，排定座位點名 

 

(2) 應用輔助教學工具講解，協助控制進度 
 

(3) 與同學互動討論，以掌握學習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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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課後檢討 

(1) 協助霹靂博助教複述課程，也邀請同學來研究室討論 

(2)  精選作業上網，供同學觀摩  

(3) 評分透明化 
考試時臨時公布座位，2~3份考卷，四位助教監考。                  

設計用「閱卷王」技術，改試卷的測驗題部份。 

(4)  教材即時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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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LC Link 

· Standards

· Measurements

· Comparison

· Actions

Controlling

· Goals

· Objectives

· Strategies

· Plans

Planning

· Structure

·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Organizing

· Motivation

· Leadership

· Communication

· Individual and 

Group Behavior

L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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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ing Manager’s Terrain,  

Organizational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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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討論： 

誰的觀點最重要？ 

 
1. 股東財富最大化  (Shareholders Wealth Maximum) 

2. 顧客滿意度、忠誠度, Customers are partners 

3. 員工滿意度：Ladies and gentlemen service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其他: competitors, suppliers,   

           communities, governments, media,  

           social and political actio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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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可成科技 蘇州廠  
 

*到蘇州設廠蛻變為世界最大鋁鎂機殼廠，3萬員工，營收、獲

利、股價頻創新高。 (天下，2011/11） 

*2011 下半年居民開始抗議工廠排放的廢氣有味道。 

*10/15 23:00, 園區管委會急電：發生暴動了，你們必須停工！ 

*洪董緊急下令，兩百多位台幹在 1:00 前趕回工廠開會。決議：  

1. 發簡訊給下屬明天不要進公司。 

2. 部份產能遷到蘇北宿遷廠，租廠房與宿舍，租大巴。 

3. 業務團隊陪客戶從台灣飛蘇州，再搭五小時車去看宿遷廠。 

4. 蘇州廠同步進行環污改善工程，希早日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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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se： 

              康師傅 在大陸 

*持續經營公司形象，創造當地民眾的好感度，坐穩第一品牌。 

*中國市場分為七大區，同步進行通路經營、公益活動。各區老
董不太管日常營運例行事務，專心負責對內對外的企業關懷。 

*每一個廠區都  

    1. 重視工廠內的生產力、良率、工安、環保， 

    2. 做好與客戶與供應鏈的關係， 

    3. 專職公關負責經營在地的社區、媒體、與政府關係：  

     (1) 每天進出廠區的大卡車需先停在臨時停車場。 

     (2) 每月主動拜訪工廠周遭社區，意見回饋給總部。 

     (3) 在成都與重慶捐學校，訓練當地志工輔導兒童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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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study:  

             manager’s dilemma 

• Identify and articulate business problems 

• Gather and analyze information applicable 

• Identify and apply an appropriate tool for  solv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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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s: Don’t 

• 專橫跋扈，察覺不到自己的盲點，假定自己已掌握全
部事實。 

 

• 頑固閉塞，先假定對方有偏見、動機可疑，直接拒絕
對方要求。 

 

• 未曾評估對手的觀感和反應，就採取行動，忽略自身
行為對目前及未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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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s: Do 

                      Managing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s 

1. Identify the organization’s external stakeholders. 

2. Determine the particular interests and concerns of 

external stakeholders. 

3. Decide how critical each external stakeholder is to the 

organization. 

4. Determine how to manage each individual external 

stakeholder relat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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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s: Others 

• 我想要的東西，有些自己可以掌控，有些掌握在別人
手上。其他利害關係人的需要與行為準則不見得和我
一樣，要多深入觀察，有時必須順應情況，調整自己。 

 

• 領導人：1. 能傾聽，放下身段勤跑基層。 2. 對事持續
改善，對人尊重 ，分工合作，做人做事。 

 

• 增強技巧：環境敏感度與適應、人際溝通、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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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eaway  
important, and non-obvious 

 
Don’t waste  

your time 
 

 
Cocktail 
 chatter 

 

Non-case  
teaching 

 

Takeaway 
 

 Important   

Unimportant Important 

Not obvious 

Obvious 

Obvious 

20 

喔！這個地方我原來沒想到！ 



3. 教學成果 

1. 學生受益  
 

2. 個人獲獎，得到肯定 
 

3. 其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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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學生受益 

(1) 教學反應：整體印象  98下: 4.23 (94人), 99下: 4.15 (90人)    

   

(2) 國科會大專學生專題：100年度謝爾華，剛考上交大運管所。
99年度李崇民交大經管所，陳錏萱台大土木所交通組。 

(3) 指導學生獲獎： 

    第一屆 Lexus 校園商業個案競賽 (潘威志等，獎金40萬元) 。 

    管理碩士論文獎：管科學會（林佛諭 2009），品質學會  （
胡友維  2009），JMS年會（林佛諭，呂堂榮，呂明穎  2009)

，電子商務學會（林韋任，陳思琪  2011）。  

(4) 胡友維獲教育部公費留學獎學金、2011~2012  Fulbright 留美
攻讀博士學位獎學金、MIT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PhD. 

program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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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個人獲獎 (2001~) 

2001 績效特優導師, 大眾運輸傑出研究論文獎 

2002 交大傑出教學獎 

2004 
管科學會管理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獎, 運輸學會大眾運輸
優等研究論文獎, 優等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獎 

2005 管科學會管理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獎 

2006~ 交通大學傑出人士榮譽獎勵金 

2008~09 
管科學會管理碩士論文指導教授獎, JMS中國營銷科學
學術年會暨博士生論壇優秀論文獎 

2011 
交大優良教學教師獎, 電子商務學會「崇越論文大賞」
指導教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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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其他影響 

(1) 校內 

 95~97 運管系系主任, 97~100 院教評會, 100 教學諮詢委員
會, 99~ 101校規會 

 96~ 管院管理學教學召集人，98年交大 OCW開放式課程 

經管所 MBA, EMBA 個案研究課程 

分享「參與式個案教學方法」經驗  (2009 教務處工作坊) 

(2) 校外 

運輸學會理事，台北市交通局顧問，新竹市政府市政顧問 

 2007,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師撰寫我國產業個案 

 2011, 全國大專企管營個案比賽評審，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 

 2012,  EMBA 商管聯盟個案賽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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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總結 

• 教學理念：愛科目，助學生成長，不斷充實自己 

• 教學方法：課前準備，課堂教學，課後檢討 

• 教學成果：學生受益，個人獲獎，其他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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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wljen@mail.nctu.edu.tw  

個人網頁：http://140.113.119.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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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140.113.119.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