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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組織 

會議主席 黃家齊 

議程主席 尚榮安 

論文集主編 賈凱傑 

議題主席 

供應鏈管理 蘇雄義 

全面品質管理 王超弘 

創新與創業管理 翁望回 

華人企業經營與 

比較管理 黃家齊 

團隊管理 黃家齊 

網路行銷 尚榮安 

金融服務業經營 

與管理 劉美纓 

運輸與通訊產業 

經營與管理 賈凱傑 

特約研討議題主席 

全球運籌管理 蘇雄義 

全面品質管理 王超弘 

企業資源規劃 李智明 

主辦單位： 
東吳大學企業管理學系 

贊助單位： 
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 

舉辦時間： 
2006年5月27日(星期六) 

舉辦地點： 
台北市貴陽街一段56號  

東吳大學城中校區 
聯絡電話： 

(02)2311-1531 轉 2690~1 
張裕蓮秘書  

網址： 
www.scu.edu.tw/ba/conference.htm 
 

◎ 會議目的 

東吳大學企管系自1997年以來，開始舉辦「科際整合管理研討會」，特別強調企業管理

為一科際整合的領域，會議邀請我國及亞洲之學者以及業界專家，針對企業管理中跨功

能的議題，進行跨學門間、跨國、以及產學界間的對話。研討會舉辦至2006年已至第10
屆，歷年來都吸引了國內管理學術與實務界熱烈的參與，已累積了相當豐富的成果，在

審查程序、論文品質，加強與實務界對談方面，都建立了良好的口碑。2006年計畫將持

續辦理此一有優良傳統的研討會，延續「科際整合」的主軸，邀請各地區之學者與專家

進行對話，並規劃學術性的論文發表場次與實務性的特約研討場次，以促進學界與產業

界之交流。 

◎ 會議主題 

本次研討會將以企業管理中跨功能之議題為範圍，舉辦公開徵稿並匿名審查之學術論文

發表，每篇投稿論文均將由兩位匿名審查人審查。今年論文徵稿的主題如下： 

 供應鏈管理  金融服務業經營與管理  運輸與通訊產業經營與管理 
 團隊管理  創新與創業管理  全面品質管理 
 網路行銷  華人企業經營與比較管理  

各主題詳細的議題請見附件說明。 

◎ 特約研討場次 

本研討會歷年均邀請業界與學界專家，針對特定的管理議題進行座談。這項座談每年均

吸引了許多參與者共同參加討論，已成為本研討會的特色之一。2006年舉辦的特約研討

預計包括全球運籌管理、全面品質管理、以及企業資源規劃等三個主題。 

◎ 投稿截止日期、審查與論文集 

 投稿截止日期﹕2006年3月27日。 

 審查結果通知﹕審查結果將於2006年4月21日前通知投稿人。 

 接受之論文均將收錄於會議網站以及光碟論文集。 

◎ 投稿須知 

 投稿論文中英文皆可，論文一律以電子郵件投稿。請將存為Word格式之論文以附檔方式寄

至： submit@scu.edu.tw。電子郵件標題請註明「研討會投稿論文」，內容請載明投稿人

姓名、單位、職稱、聯絡電話、以及投稿論文之主題。如論文寄出後三日內未收到確認回信，

請另行來信或以電話確認。 

 本會議僅接受與會議主題有關的論文，所有投稿論文均須註明所欲參與的主題。 

 所有接受之論文均須授權主辦單位將論文收錄於會議網站與光碟論文集中。 

 投稿論文一律為A4格式，全文以不超過二十頁為限。詳細論文格式規定請參考附件或本系

網站查閱：www.scu.edu.tw/ba/2006conference。 

◎ 會議地點與費用 

 研討會將於東吳大學城中校區舉行，地點位於台北市中心，近捷運站，交通便利。 
 參與者一律免費，包含會議光碟論文集與論文摘要集一份，以及會議當天午餐與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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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專專題題題演演演講講講者者者簡簡簡介介介

   

樊樊樊景景景立立立教教教授授授   

香香香港港港科科科技技技大大大學學學    

樊景立博士現任香港科技大學組織

管理系講座教授 (Chair Professor of 
Management)。他擁有台灣大學理學

學士、台灣政治大學企管碩士、及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企管博士學位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rom Indiana University at Bloomington, 
USA)。 

樊教授是國際著名的管理學者，擁有豐富的教學和研究經

驗。他曾任美國路易斯安那州立大學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管理學教授多年。主要研究領域為人力資源管

理和組織行為，講授華人企業管理、組織行為學、人力資

源管理、研究方法等課程。曾被評為美國傑出青年人。樊

教授過去曾在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Organization Scienc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Personnel Psycholog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 、 以 及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等期刊中發表超過

40 篇的論文，並且曾擔任多份國際管理學術期刊的編緝委

員，包括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Journal of 
Management、Human Relations、以及 Personnel Psychology
等。目前並擔任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的
副主編，以及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的資

深編輯。 

近十年來樊教授傾心於華人企業管理問題的研究，他目前

的主要研究課題包括華人企業家的家長式領導風格、企業

經理人的關係網絡與效能、華人領袖的道德品質、領導風

格與企業文化、組織公正與員工承諾等。透過對這些課題

的鑽研，他對華人企業管理現象有獨特的理解，這使他更

能將西方管理的理論知識與中國國情充分結合。 

除了教學、研究及行政工作外，樊教授並擁有豐富的企業

經理培訓課程經驗，曾在北京大學光華管理學院、

Northwestern 大學 Kellogg 管理學院、Syracuse 大學管理學

院、Vanderbilt 大學管理學院、等單位的高級經理班 
(EMBA)擔任管理課題的主講人。 

   

王王王祿祿祿誾誾誾董董董事事事長長長   

全全全威威威國國國際際際集集集團團團    

王祿誾先生自 1979 年創業，經營

貿易及零售業超過 25 年。目前擔

任全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Roly 
International Holdings Ltd., 新加坡交易所上市）、林麥集

團（Linmark Group Ltd., 香港聯合交易所主板上市）、與

百富國際有限公司（Byford International Ltd., 香港聯合交

易所創業板上市）等三家公司之董事長，業務範疇涵蓋了

貿易、通路、零售、及產品設計與製造等領域。其經營之

集團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設有營運據點，提供國際零售業

者全球採購與供應鏈管理之解決方案，已成為全球服裝家

居裝飾與生活時尚產品主要的設計與製造廠商之一，並已

在中國發展了具規模的零售及批發網絡。 

王祿誾董事長經營企業的績效已受到許多重視與肯定，其

所創辦與經營之全威集團於 2002 年榮獲「FORBES 
GLOBAL」雜誌評選為美國地區以外，年營業額 10 億美

金以下的最佳企業之一。全威國際集團也被哈佛大學挑選

為個案研究對象，王先生並曾兩度擔任哈佛商學院亞太區

經濟會議的主講嘉賓。林麥集團曾獲得香港貿易發展局主

辦的 2003 年香港服務業獎中獲得出口市場推廣獎（Export 
Marketing Award）。王祿誾先生並於 2005 年因在公司治

理實務方面之傑出貢獻，得到香港董事學會（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所頒發之 2005 傑出董事獎（Directors 
of The Year Awards 2005）。 

王祿誾先生也積極參與社會服務活動，過去曾擔任香港台

灣工商協會會長、以及亞洲台商聯合總會會長。目前為台

灣創意設計中心創辦人及董事、香港台灣工商協會榮譽會

長、香港總商會中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政策研究所成

員、中國商業聯合會零售供貨商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以及東吳企管文教基金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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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會議議議主主主題題題說說說明明明   

供應鏈管理 

結合商流、物流、資訊流、金流、人流的供應鏈管理革

命，已經在不知不覺中，改變了產業的競爭規則，甚至

改變了社會大眾的生活形態。供應鏈管理是過去數年本

研討會主要的主題之一，經過多年的努力，在此領域以

建立良好聲譽，每年均吸引許多學術與實務界人士參

加。隨著兩岸三地經貿發展不斷的成長與昇華，促使大

中華經濟圈在全球經濟中扮演愈趨重要的角色，今年之

研討特別關注兩岸三地經貿發展之現代供應鏈與物流管

理子題，期增加與會者在此發展領域之知識交流。供應

鏈管理徵文子題包括：現代物流及供應鏈發展環境、兩

岸三地經貿發展之現代物流與供應鏈管理、供應鏈策略

規劃、供應鏈協作、供應鏈風險管理、運籌與物流管理、

供應鏈管理科技工具應用、供應鏈績效管理、與全球運

籌及國際物流管理。 

團隊管理 

在各項管理的專業能力中，隨著專業分工日趨細緻，管

理多元專業團隊的能力也逐漸受到重視，因此本次研討

會提出團隊管理的主題。其中研討的議題包括了團隊創

新、團隊溝通、團隊組織、團隊領導、團隊學習、衝突

解決、群組工作技術、以及虛擬團隊等。 

網路行銷 

隨著各類新興溝通媒體的出現，增加了企業與顧客溝通

的管道，也增強企業與顧客間互動的能力。但如何善用

這些新興的媒體，也成為目前企業的重要挑戰。本次研

討會以網路行銷為主題，徵稿的範圍包括了：網路消費

者行為、網路使用行為、電腦中介溝通、網路拍賣、網

路社群、網路廣告、互動式媒體、以及多通路與多媒體

整合等。 

金融服務業經營與管理 

近年來國內的金融產業面臨重大的變革，廠商都面臨經

營的困境，其中許多問題都與企業經營管理能力有關。

本次研討會以金融服務業經營與管理為主題，一方面希

望能結合實務需求，促進產業與學術間，以及跨學域的

對話；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此機會加強學界對此議題的

認識。研討會的主題以金融服務業目前經營的重要議題

為範圍，包括了金融服務作業管理、金融商品行銷、企

業購併管理、創新管理、金融資訊系統與系統整合、流

程整合與再造、風險管理、資產管理、顧客關係管理、

委外管理、以及國際化策略等。 

創新與創業管理 

創新與創業管理是本系研討會歷年來持續探討且極受重

視的主題。自彼得杜拉克揭櫫全球已邁入「知識型社會」

之後，世界經濟正面臨結構性轉變，加上網路科技的推

波助瀾，使創新與創業早已在歐美地區蔚為風潮。近年

來由於亞洲新興國家與中國之興起，我國的經濟優勢正

面臨嚴重挑戰。為突破困局，產官學界一致認為，鼓勵

企業創新與提倡創業家精神是非走不可的道路。本研討

會在此主題上的徵文範圍包括：社會網絡與創業管理、

創新與創意管理、組織創新與創新管理、創投資金與投

資決策、創新與創業機會之產生與評估、內部創業管理、

組織結構與獎酬、新創事業的成長與風險管理、新創事

業的市場管理與行銷、新創事業的價值與股價評估及中

小企業管理等。 

華人企業經營與比較管理 

由於國際競爭的影響，國內廠商近年來也逐漸朝向國際

化發展，將經營範圍延伸至海外。但受到能力的限制，

廠商擴展的區域，主要仍以大陸、香港等華人文化區為

主。本主題的目的，在探討大陸、台灣、香港、新加坡

等以中華文化為主的區域中，因經濟發展、制度環境、

員工需求、消費者偏好等因素不同，所造成組織行為以

及企業經營與管理上的差異。希望能藉由強調此一主

題，有助於廠商建立適域性管理的能力。 

運輸與通訊產業經營與管理 

本議題之目的在探討運輸與通訊產業新近之發展，特別

是在解除管制的環境下，運輸與通訊產業如何進行加入

退出市場、定價、競爭策略、服務水準等決策，以及近

年來快速發展之運輸與通訊技術對產業經營之影響。 

全面品質管理 

在現今極為競爭的市場中，不論在服務產業或生產事業

中都十分積極地在從事改善工作，盡力超越顧客在品

質、數量、成本與時間上的需求，以期能產生更強的競

爭力創造更多的良性循環效果。全面品質管理強調整個

企業的每一個人都能夠善用各種品管工具以積極主動的

方式來從事改善活動，所涵蓋的內容相當豐富與多樣

性，有關全面品質管理的論文皆歡迎投稿，包括持續改

善、精實生產、即時生產、品質功能展開、田口實驗設

計、統計品質管制、六標準、品質認證與獎項、服務品

質、品質稽核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