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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創辦人勉勵詞
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founder of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林育賢  博士  Dr. Stanley Lin

今天我帶著非常歡欣的心在此恭祝本屆畢業班的同學。

在您人生第二階段學習路程的成果驗收，拿到人生另一份的文

憑。雖然課程結束了但不是學習的終止，而且另一階段學習的

開始。

自從互聯網起動了第四次工業革命，整個世界進入虛擬向網路世界。從email、QQ

開始到微信、Line全球網路通信互聯網，至網購、金流、物流及大數據的發展，互聯

網不斷拓展到共享經濟，因而有中國首創共享單車、汽車及其他共享事業。Al啟動了

智慧經濟神速的發展，機械人無人機的發展，造成無人化的新時代。

科技進步推動產業社會及全人類千倍數的進步，但你是否還停留在十倍數的年

代？若你的學術知識思維還在原地不動，學習速度趕不上社會變化速度，就是嚴重落

伍，您就會被世界淘汰出局！。學習不只侷限於課堂中，隨時隨地資訊吸收學習。每

日微信微博、電視新聞、報刊雜誌、專業書刊、各種研討會短期進修班，都是學習的

最佳管道。只要每日有恆心堅持學習，持之以恆，必有豐碩成果。

我再度強調，各位畢業同學首先必須重新調整您學習心態，人是活到老學到老，

畢業不是學習的終點，而是學習起點。衷心勉勵所有畢業同學堅持每日再學習。因應

科技時代進步，我們更應該緊接不捨跟著社會進步步伐，終身學習達到一個現代人責

任，期許與畢業同學共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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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gratulation Remarks from Director 
General and Dean of HEC Liege

Professor Wilfried NIESSEN                           
Director General & Dean of HEC Liege

We know that strong commitment and great efforts were necessary to reach your goal especially 

as you had to work and study at the same time. I am sure we all agree that it's worth it at the end.

The mission of HEC Liege is to offer advanced training designed to prepare tomorrow's 

managers for future challenges, to pursue excellence, to encourage innovation and to expand 

vision to go further.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that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An investment in 

knowledge always pays the best interest.

As you graduate here today, I hope you carry with you the strong determination to make your 

own contribution to a better world.

Congratulations on this wonderful achievement. I wish you all continuous and growing success 

in the years ahead.

Warm Regards,

Prof. Wilfried NIESSEN  
Director General & D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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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委員會教授
許士軍 博士

Dr. Hsu, Shih-Chun

學術委員會教授
翁永和 博士 

Dr. Weng, Yung-Ho

學術委員會教授
簡睿哲 博士

Dr. Jean, Ruey-Jer

學術委員會教授
林修葳 博士 

Dr. Lin, Hsiou-Wei

學術委員會教授
吳學良博士

Dr. Wu, Hsueh-Liang

學術委員會教授
鍾昆原 博士

Dr. Jone, Kuen-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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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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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人才空洞化危機
National Human Copital Hollowingcrisis of 
Taiwan

林建山博士 Dr. Bert J. Lim
財團法人環球經濟社社長兼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最近國內外競爭力排名及區域經
濟問題調查報告，都直指臺灣人才流
失問題的嚴重性，加深了大家對揮之
不去的「悶經濟」寄予更多關注。

然則，人才外流現象的「惡化」
，並不一定是一個國家成長發展過程
中「絕對負向的壞事」，而今天，真
正會從社會根柢基本之處，腐蝕敗壞
臺灣長程前瞻發展未來性的，是臺灣
所正深深淪陷的「人才空洞化危機」
，卻不止是「人才外流」的短期性表
象問題而已。
阻斷國家永續營運與升級進步邁前

2014年11月22日瑞士洛桑管理學
院（IMD）公布「全球人才報告」，在
60個國家評比中，臺灣總名次排第27
名，較上年遽退了4名，是最近10年的
最差表現；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正
是「人才流失」的惡化程度，在這項
排名中，臺灣竟位列第50名，屬於瀕
臨殿底的排尾地，越來越受國內外經
濟社會的正視。

根據另一項新近的亞太區域調查
報告，臺灣高階主管的薪資水準在亞
太13國排名中位居倒數第四名，僅勝
過菲律賓、越南及印度，同樣也引申
「人才外流」問題的疑竇。在既往的
調查中就顯示，以傳統產業、高科技
業、貿易服務業，以及金融服務業，
是臺灣「人才外流」狀況最嚴重的產

業部門，出走原因就是「可以拓展個
人視野」、「擴大發展空間」以及「
國外薪資優渥」，尤其平均薪資比臺
灣高出至少62%以上。調查也顯示，前
往海外工作者中，具備「博士」學歷
者最多，其次為「碩士」，顯示「越
是高學歷人才越有大量出走情形」。
正向外流與負向外流的交替嬗變

臺灣66年的經濟發展經驗中，事
實上是經歷過兩市不同時期的「人才
外流」現象問題的，1980年代以前的
「人才外流」是一種「國家人力資本
的養成與充實」之「正效益」外流，
但是2000年之後這一 波「人才外流」
，則是可能肇致臺灣經濟能量與實力
具備「掏空」，且會加深加重惡化臺
灣已然出現的「人才空洞化危機」之
「絕對負效應」外流。

影響最深也最為嚴重的是國際人
才空洞化，乃緣自於李登輝「本土化
第一」及陳水扁「愛臺灣至上」的「
鎖國政策」，也事實上成為肇致長達
二十年臺灣「悶經濟」的重要根源變
數。

回溯檢視66年臺灣經濟發展的淺
短歷史歷程，就可以清楚看到，頭前
40年時間，臺灣能夠從貧窮落後的小
農經濟社會，躍進現代化經濟社會，
美國援助及每日市場的牽引提抬，佔
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地位，而在臺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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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條件因素上，則是政府部門擁有龐
大豐沛的，具有高度國際觀的「技術
官僚」，這些官僚機制能力及國際化
努力，讓臺灣經濟社會有條件、有機
會站上國際舞台，參與全球化市場競
爭，才能夠造就1980年代的臺灣奇
蹟，以至成為亞洲四小龍的龍首地
位。

由於這些具有國際眼光之技術官
僚的帶動，也促進了「國際人才」之
深化、普及於民間產業經濟部門，使
這些產業與廠商企業都能夠成就其國
際投資吸引力與全球市場競爭力。

1980年代之前，是「臺灣人才外
流」(brain drain)最昌盛時期高峰人
數曾經高達一年六萬人之眾，當時所
謂外流的人才，其實都是學生畢業後
的「放洋出國留學」，祇可謂是「人
才初坯」(would-be talents)的「過
程外流」而已，在國外培養軟硬科技
能力、語文能力、研發能力、現代人
文社會素養、國際接軌知識，以及擴
大國際聯網科技與機會。理工醫化及
人文社會政治，以流向北美為主，藝
文法律則以流向歐洲為多。在19980年
代前，絕大多數外流初坯人才，在學
習熟成之後，輒以留駐當地服務或就
地生根歸化，終於真正「實質外流」
。

1985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建置成
立，變成為轉化臺灣人才國際流動由
「淨流出」(net outflows)變成「淨
流入」(net inflows)新態勢，也就是
改變了既往長達40年的「人才外流」
路向，開啟臺灣得以「高興」享受利
用的「人才回流」(brain gain or, 
reversed brain drain)新趨勢樣態。
「本土鎖國政策」劣化了臺灣投資營
商條件

但也因為這些「回流人才」所
帶動的高科技產業部門急遽挺升，大
量需求並高效吸納本地高等教育所產

出的「高級人才」(higher capable)
，使得大學畢業生容易謀職就業，甚
至更多創業創新事業機會，而打消了
師法前人「放洋出國深造」的人生願
景，「本土人才在地用」的直接結果
是，以美國為例，大學生出國留學人
數則就此逐年降遞至1992年以後每一
年度累計人數不到一萬人之譜，也就
是臺灣出國留學的「外流人才初坯」
，在不到十年之間，驟然減縮了至少
75％巨幅空洞現象；而其同時，1990
年代後放洋出國留學人才，已然甚少
像過去一樣「留學後留駐當地服務」
或「就地歸化」情形，而是幾乎100％
都極及回國卡位謀職就業。

而當時李扁「本土鎖國政策」既
起，臺灣投資營商條件劣化，投資消
費俱告縮減的「悶經濟」，造成回國
人才及本土青年畢業生就業機會「虛
無化」與「空洞化」，當然就越加惡
化了「低薪又15年不調漲」的艱困難
局。

當整個亞太區域經濟國家都在
「經濟自由、市場開放」之前提下，
像70年代、80年代臺灣情境一樣，加
速價躍升其經濟市場競爭力，創造出
更高所得效應、就業效應的新經濟績
效，薪資水準已然高出臺灣「悶經
濟」的65％到600％，當然就變成為
高效磁吸臺灣「高階人才」「國際人
才」加速流向的「自由市場誘因」。

在這種態勢情境之下的「臺灣
人才外流」，1980年代以前的外流樣
態，已然大大迴異非凡，2000年後，
臺灣大量外流的都是各種領域、階層
的「熟成人才」(capable talents)，
可以即位即用，即時即貢獻高智高能
的菁英人才，與前一階段臺灣「人才
外流」的數量、素質也都截然不同，
前一階段80年代前的臺灣人才外流、
是一種「前瞻性的準投資」(具有可回
流的高度期望值)或是「經濟市場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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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的前站隊伍」，對於未來臺灣人
力資本結構的厚實與升級進步，都具
有高度的未來性價值；但是，今天臺
灣的「人才外流」，則祇會發生「掏
空作用」，讓臺灣人才空洞化危機更
惡劣化，更虛脫化，毫無正向的後續
經濟社會效益可期。這也正是，當今
最值得主政當局即「已然高升自我保
護主義」的社會民粹，所必須省思警
惕的。
人才斷鏈或人才斷崖(Talent Cliff)

最近二十年臺灣人才外流（brain 
drain）情勢惡化，其實是臺灣人才
空洞化危機（national crisis into 
talent hollowing）的一個重要面
向，對於整個國家長期前瞻發展，當
然還是一個極其值得正視的負向變
數，不容輕予忽略。

對於任何一個國家而言，人才外
流指的是較為高級、高素質人力的向
外持續大量的淨流出（net outflow）
現象，也就是這類人力的流入數量與
流出數量之間，出現了嚴重的順差，
而有了流出總量與速度遠大於流入總
量與速度的情勢發生；而人才空洞
化，則指的是一個國家社會的總人力
存量中，出現了結構性的短缺、不
足，或是後繼失衡（人才斷鏈或人才
斷崖），甚或是具有關鍵性功能價值
的優質人力、特色人力，在其數量或
結構比上，出現了「完全空缺」或者
「根本虛無」之現象。

比較令人引以為憂的是，今天臺
灣所遭遇到的「國安危機」，是一種
「人才外流危機」與「人才空洞化危
機」並存的問題大挑戰。

緊跟著「人才流失」的是「相對
低薪」問題；臺灣不僅平均薪資停滯
15年，高階人才的薪資也僅極其微幅
成長，使得低薪加上人才外流因素，
直讓臺灣越來越無法吸引海外優秀人
才了。

人才流失及專業低薪的長期化，
又加上高齡化、少子化結構性問題的

糾葛，當然衍生出更可能改變，甚至
於頹敗，整個臺灣產業經濟部門發展
成長樣態，及國家社會對外吸引力
(national attractiveness)與全球競
爭力(global competitiveness)的前
瞻未來性，以至於成為阻斷國家永續
營運、升級進步邁前的可能性。
高端人才流動逆差(talent deficits)

高端人才流動逆差，也是肇致
2000年以來臺灣產業升級、國家經濟
結構轉型都嚴重失卻動能的關鍵變
數，更使得工作職能高級化落空高級
化就業機會大幅度短少，勞動力全面
性落入「低薪長期化」惡性循環的經
濟發展陷阱之中。

最近二十年來，臺灣高端人才持
續大量外流之同時，外籍高階白領人
才引進，卻因為國內社會民粹的「高
度勞動保護主義」柵欄框制，而呈現
全面性停滯甚至於後退之現象；勞動
部統計指出，過去這10年間，每年都
維持2.7萬人「高端人才流動逆差」的
惡性化趨勢問題與現象，更不啻是對
於臺灣經濟積極向上發展的一個莫大
警訊。

過去二十年間，來台的白領階層
高級人才，僅有一半5成不到是為比較
硬性的可以貢獻於專業產業職場所需
的「專門性技術性工作」者，其餘一
半以上則幾乎都是屬於比較軟性的，
在學校教書授課的外籍老師或補習班
老師工作；這一趨勢現象，一方面凸
顯出臺灣民間社會或家戶人口之普遍
熱衷外語教學，另一方面但卻也具體
反映出，臺灣廠商企業引進創新、研
發人才及專精技術人才之需求強度嚴
重偏低，乃至於對外吸收利用高級專
業人才之競爭力偏低，而且對高級專
業人才之吸引力也根本不足。

其結果是，既根本沒有條件能力
「打出去」參與國際市場大競爭，又
抵死抗拒「放外人進來」施予競爭壓
力，可以促己之成長，更使臺灣社會
本身自體竟而完全「與國際脫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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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整體臺灣經濟社會的人力國際化能
量，更加虛脫羸弱。
成為國際頂尖人才「貧窮國家」

進一步分析過去二十年，來台的
白領階層高級人才，擁有碩博士以上
學位者，僅占兩成上下，而高中以下
學歷者，也占了兩成，顯然臺灣社會
對於國際頂尖人才的利用率確實嚴重
偏低，也足以反證臺灣確實是個國際
頂尖人才的「貧窮國家」，當然越來
越發無法參與全世界各國經濟社會乃
至產業科技發展之競爭。

為了提升國家及產業企業的魅力
與競爭力，全世界國家政府無一不在
發動「人才戰爭」(talent wars)或「
搶奪人才大競賽」(talent gambling)
，同屬亞太區域經濟體也是四小龍國
家的新加坡政府，最近十年來「向國
外延攬人才」的對象，甚至已經向下
降低到高中學生層次，不僅給予這些
「潛在的準未來人才」提供高額獎學
金，更提供未來就業職缺；正因為亞
太區域近鄰國家都像新加坡一樣大力
向國外延攬潛在的準未來人才，以致
造成最近幾年來，臺灣國內有越來越
多高中畢業生直接選擇出國，到香
港、新加坡，甚至到中國大陸念大
學，冀以爭取未來更多就業機會與更
大發展空間，臺灣的大學與研究所已
不再是高中學生生的第一志願，造成
「潛在的準未來人才外流」之趨於更
加嚴重也同時埋下了臺灣「人才空洞
化危機」的新病灶。
「雙重脫軌」問題愈趨嚴重惡化

馬英九政府雖然也曾經嚴肅意識
到「外籍高階白領人才來台」及「本
國滯外人才回流返鄉」出現了嚴重停
滯，甚至倒退現象，已然將「人才淨
外流」「人才流動逆差」「人才空洞
化」問題提高層次為「國安問題」，
也積極放寬外籍專業人士的海外工作
經驗及資方營業額等來臺門檻限制，
並予以擴大到僑外生及外籍生的「薪
資與學歷下限」之門檻限制，但又因

為臺灣「一個月新台幣10幾萬元的底
薪」，根本吸引不了國際優秀企業人
才！更何況激進社會民粹的「紅眼
症」，以及大動作「打肥貓」運動，
也極其嚴重地打擊了，更打壓了，國
際級高級人才的來臺意願與可能性。

益有進者，今天臺灣的「國家經
濟前景不明」，以至「社會風險」「
經濟商業風險」「政治風險」的齊步
高升，更讓「跨國秀異菁英」看不到
臺灣的未來發展性與未來附加價值何
在，益發讓他們更為裹足不來。

此即表示臺灣式「人才空洞化」
危機，更將因為「國內青黃不接」及
「國外無以接繼」的「雙重脫軌」問
題，而在可預見的未來愈來愈趨嚴重
惡化。
「供需失衡」問題

最近二十年臺灣人才外流情勢
會出現遞增式漸進惡化的主要原因，
乃是在勞動力市場所存在的「供需失
衡」（imbalancing）與「供需錯配」
（mismatching）缺口落差，長期化持
續擴大與惡化所致。

會驅動臺灣人才外流情勢會出現
遞增式漸進惡化的供給面問題，最主
要可以歸咎於四個因素變化：一是，
社會出現了人口少子化與高齡化並存
問題的極化發展，以致嚴肅改變了人
力供給結構與總供給能量，二是，高
等教育的普及與過剩，加上學院科系
教育與經濟產業部門發展趨向的明顯
脫軌與斷鏈，三是，同時出現軟體人
力供給過剩與硬體人力供給萎縮短缺
的高度化傾斜發展，四是，在地化人
才供給的長年暴增，而國際化人才供
給卻出現斷鏈，而且甚至於完全付諸
闕如。
「供需錯配」問題

至於驅動臺灣人才外流情勢會
出現遞增式漸進惡化的需求面問題，
首要的是，過去二十年總體經濟層面
所發生的「投資大衰退」與「消費大
抑制」，使得民間骨幹性工商產業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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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的用人聘僱需求，俱受嚴重耗損，
新增就業機會祇有逐年縮減，而了無
任何顯見性增加，整體勞動市場對於
青年世代人力的吸收能力，出現根本
斲喪的新情勢；其次是，產業結構與
職業結構的升級轉型速度，也同步因
應「投資大衰退」與「消費大抑制」
趨勢而大為放緩，加上政府公共部門
的基本勞動法規，對於勞動力市場干
預之越來越趨剛性保護傾斜，以致造
成整體社會勞動力供給出現嚴重「回
堵」現象，也就是「老舊的勞動力」
延遲離退或出現轉業轉職失能問題，
造成新生及新興勞動力的「無法順
序進場」或「無法轉檯」（惡化的摩
擦性失業現象）；其三是，國內投資
營運環境條件的日趨劣化，造成越來
越趨昌盛的「產業外移」、「廠商外
移」。

特別是臺灣勞動力市場所顯現的
整體需求面衰減退化，正是造成今天
「薪資二十年不漲」、「人才外流」
問題更趨惡化的根本因素。
社會價值觀陷「人才斷崖」問題更趨
惡劣

當然，更加讓人倍為驚心的是，
到了時下今天的整個臺灣社會價值
觀，竟也早已同時轉變成高度「鄙
視」或「敵視」既往曾經一直被視為
是「社會英雄」的「硬的」、「可以
締造社會大幸福」的「高端高智高技
藝人才」；益有進者，乃是整個臺灣
社會已然被「本土義和團式」激越
偏執民粹所嚴重污染與扭曲，而致整
個臺灣社會價值觀，也同樣不再認同
鼓舞「致富英雄」成長的人才養成與
發展，應該是臺灣未來可以掙脫當前
泥淖困境的最重要策略的說法，以至
不但不獎掖促進「致富英雄」，甚至
於要回過頭來積極打壓「致富英雄」
呢。

過去在臺灣，曾經輝煌、榮光過
的「硬的」、「強的」、「優勢的」

先行代人才，一旦進入廿一世紀全球
化知識經濟時代，就已整世代梯次地
邁入為「資深一族」，並且逐年漸進
老退或凋零之後，則竟在今天整個臺
灣經濟社會上，再也完全找不到足質
夠量的「後浪」年輕世代，得以馬上
「無縫楯接地」賡續跟進遞補了，這
種趨勢現象，尤其顯見於所謂「戰後
嬰兒潮世代」之從1950-60年代的波起
雲湧、叱吒寰宇，直到今天之整批次
大消退的戲劇性變遷。而且這一特殊
顯著的趨勢現象所襯托出來問題，亦
已真正成為當今臺灣經濟社會發展之
「最大的痛」。

今天所發生在臺灣的，「老的
既去，新的卻補不進來」的普遍「社
會人才斷崖」(talent cliff)現象，
終致形成整體臺灣社會機制的惡性循
環：正由於既定機制所須用到的人才
越發稀缺短少，則現在崗位上的每一
個人所需承擔的責任與工作量，也就
會越大也越沉重，以至超荷過勞，竟
慢慢變成為各該職種職類的一種「原
罪」，而越發具體阻卻了年輕世代之
敢於「入行參與」的意願。
打「肥貓」 趕跑了世界級「國家英
雄」

臺灣人才原本是相對充沛而豐足
的，今天會發生這許多出缺或空虛現
象，是由於「自我主觀地」濫行排擠
驅逐，而致高質可適人才紛紛出走他
遷，所造成的。

最近十數年來，偽善濫情而且
嚴重理盲的民粹，動輒激越地抝使政
府主政者，必須獨尊「弱貧者、劣
者」而貶抑「強者、富者、優者」，
將領域創新，以至專業高效著績而爭
得高薪待遇的所有頂尖人才，都一律
被咒判是必須摘除棄置的「肥貓」，
硬逼之紛紛放逐流外；其有創新創業
致富、經營卓越成功發達的市場「造
餅」人才，則另在一片「仇富反商」
的詈罵撻伐聲中，被貶謫成為社會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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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污物，並採行最落伍的自我保護主
義法制，摧毀國家營商條件環境，逼
使產業外移、廠商外移、富者商者亦
且順流跟隨而他遷外移，當然益使整
個臺灣的「人才空洞化」問題，日趨
惡劣。
扭轉困局的釜底抽薪策略

要防制或紓解當前臺灣人才外
流及人才空洞化危機問題之益發惡劣
化，有幾個釜底抽薪的治國策略，必
須主政當局之即速採行，乃有以扭轉
此一經濟大困局。

第一是，採取積極的「擴大國
家造餅機制」策略，讓臺灣經濟社會
儘速回復到1980年代振興投資與促進
消費的經濟社會格局，從需求面的振
興，來穩固整體國家人力資本的充分
利用配置。

第二是，積極推動法規鬆綁，
立即放寬過度自我保護主義的剛性枷
鎖，提高臺灣的經濟社會吸引力與國
際競爭力，激勵新一波「所得效應」
與「就業效應」的積極正向發展，突
破長期悶經濟困局，扭轉「低薪給國
家」形象處境。

第三是，重新再強化1970年代
以前盛行的「出國留學」運動，讓更
多新世代「青年潛在人才」能夠藉以
深化「國際觀」、「國際接軌能量」
與「國際胸懷」，以能有效補足今天
臺灣國際化人才空洞而漸漸「脫軌國
際」、「脫節於國際」，以至喪失整
個國家社會全球競爭力的劣勢問題。
回復到積極尊崇「強者、致富者、優
勢者」之社會

過去66年，臺灣經濟從落後貧
窮樣態，曾經因為採行了「追比趕超
先進國家」的策略，而快速躍升為先
進富裕國家；但是，在二十一世紀新
時代，卻已是主客觀情勢大逆轉，竟
然就在過往臺灣最為自詡自豪的經濟
成長基礎動能之「人力資本開發及人
力培育」核心領域上，被比較臺灣更

為落後的後進國家，同樣採用「慕容
復武功」之方式，以臺灣的「追比趕
超先進國家策略」超越了臺灣，甚至
打敗了臺灣；這種情勢大逆轉的後座
力，對臺灣而言，未免失之於過份反
諷，亦且更可謂是情何以堪呢。

倘若臺灣這個社會，不能夠在最
短時間內，儘速扭正「無限上綱公平
正義」，「唯一獨尊弱者、貧者、劣
勢者」之共產主義謬誤的社會民粹價
值觀，以及相為呼應、已然質變扭曲
的政府公權力之法制施政作為，確實
再調適回轉到早期傳統正軌，強調「
自由市場的理性權責對稱性」，讓整
個國家經濟體再度成為一個積極尊崇
「強者、致富者、優勢者」的社會，
並將這些過去一路被社會民粹惡意打
壓成為「肥貓」一族的積極創新、冒
險犯難、開疆闢土、爭得更大國際競
爭力市場的秀異菁英，都能夠再回頭
被公開正視為「社會的英雄」與「傑
出卓越的領頭羊」，以能真正成為帶
動整體國家繼續再升級再進步的積極
動能引擎，讓臺灣在全球市場經濟領
域，再度成就為世界級「英雄國家」
；否則，恐怕目前在臺灣所顯露出來
的「人才空洞化」大哉問題，將祇有
再持續更進一步愈加惡化、劣化，
持續深度內傷了臺灣的國家能力與實
力，持續挫敗了臺灣在國際社會的
對外職能地位，終致臺灣又必須黯然
退回到貧窮落後的舊時代、舊社會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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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研究分享 
Outstanding Industry Research Project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中國製造業藍領員工留任意願之研究—以蘭溪輪峰車料有限公司為例
Research on Retention Willingness of Blue-collar Workers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Case Study of Lanxi Wheel Top Cycle 
Industries, Ltd.

指導教授：林修葳教授
學        生：宋福江、陳俊彬、顧均清、劉劍君、孫征遠

第一章 緒論

藍領（Blue-collar worker）一

詞原屬美式英語，是一個西方傳來的

生活型態定義，始見於上個世紀的40

年代，他們幹活時所著的工作服通常

為藍色，故而得名。簡單來說就是從

事體力勞動工作的雇員。本研究之“

藍領員工” 泛指從事中國機械製造業

靠支付自己的體力來獲取報酬者。

所謂留任意願（Intention to 

Stay）指的是員工繼續留在目前在職

公司中繼續為組織效力的一種態度與

行為傾向。留任意願的影響因素是多

方面的。中國製造業藍領員工的流動

性很大，離職率一直居高不下，不僅

不利於員工自身的發展，也給企業帶

來了巨大的成本流失。如何提高藍領

員工的留任率，減少藍領員工的流離

率是企業亟待解決之難題。員工的敬

業度、滿意度和歸屬感是影響藍領員

工留任意願的三個主要因素。

第二章 研究目的與意義

一、 研究目的

（一）瞭解本公司藍領員工敬業

度、滿意度、歸屬感之現狀。

（二）探討藍領員工敬業度、滿

意度、歸屬感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

（三）根據研究結果找出影響留

任意願之原因。

（四）通過研究提出解決影響留

任意願原因之對策建議。

二、研究的意義

1.本研究試圖瞭解中國製造業

藍領員工的敬業度、滿意度、歸屬感

等方面的總體特點，並在此基礎上揭

示其留任意願存在不同年齡、教育程

度的差異性。為做好員工工作行為管

理提供理論參考，從而提高員工留任

率。

2.在實踐上，通過對中國製造業

藍領員工留任意願與員工的敬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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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意度、歸屬感等方面的關係研究及

影響因素的探討，為企業對員工的科

學管理提供參考依據，從而降低員工

的流離率。

3.通過對中國製造業藍領員工

留任意願之研究，理清本企業未來發

展的方向、思路、決策，以達到穩定

員工隊伍、調動員工積極性、鞏固企

業成果、擴大企業規模、壯大企業發

展，實現本企業通過第三個五年規劃

（國家十二五規劃）至2015年產能達

到3000萬套/年、力爭占全球25%的市

場佔有率、力爭員工薪酬翻一翻之宏

偉目標。

第三章 目前員工心態及相應的管理方

案

一、目前員工心態

現實中，員工存在著各種各樣的

心態，有的與生俱來的，有的是後天

形成的，公司目前員工心態無論敬業

度、滿意度、歸屬感等層面，還是組

織認同、團隊合作、留任意願、員工

奉獻等構面總體都是好的、積極向上

的。當然也存在著一定之問題，亦有

極少數員工有著諸如墨守成規、唯利

是圖、急功近利、庸庸碌碌等不良心

態。

二、針對員工心態的管理方案

公司對員工表現出來的心態特徵

進行分析、歸納、總結、分類，設計

不同的員工心態管理方案，增強員工

對改革的承受能力，產生強大的推動

力，為企業的改革發展提供良好、穩

定的思想基礎。

（一）以暢通員工利益訴求表

達管道為基礎，不斷完善內部溝通機

制。把傾聽員工訴求、完善雙向溝通

作為一項重點工作。建立完善員工思

想資訊收集網路，及時瞭解員工的思

想動態，疏導情緒，化解矛盾，確保

穩定。同時，採取座談、成立QQ群、

與員工個別談心等方式，針對員工的

心理壓力進行全面細緻的分析，及時

發現並糾正員工的不良心態。

（二）以塑造陽光心態為主，營

造目標全力以赴的良好氛圍。一是圍

繞生產經營主線，深入講困難，積極

講潛力，重點講責任，關鍵講措施，

引導員工把面對的困難轉化為提升管

理水準、提高自身素質的難得機遇，

鼓勵員工克服困難、樹立信心。二是

尊重員工心理需求，深入調查瞭解員

工生產生活學習狀況。關注員工現實

需要，著力改善員工生產生活條件。

積極幫扶困難員工，幫助員工改善生

產生活條件中建立克服困難的信心。

（三）充分發揮企業文化對員

工心態的支撐和引領作用。運用企業

文化精神感召職工，通過企業文化理

念的滲透，在職工中達成共識、引起

呼應、形成共鳴，從而充分發揮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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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潛能，為實現企業發展目標凝聚力

量。

（四）公司為穩定員工隊伍緩

解用工短缺，出臺下發《關於緩解用

工短缺做好用工服務措施的通知》，

提出了穩定用工隊伍、支持部門開展

各類培訓、積極為外來務工人員提供

公租房、加強對員工人文關懷、進一

步採取措施提升職工生活後勤保障水

準，實現食堂管理規範化、集體宿舍

標準化、文娛活動普及化、醫療幫扶

常態化。豐富員工精神文化生活，解

決好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就學問題

等措施。

（五）為促進進一步穩定職工隊

伍，公司根據經濟發展水準，適時調

整最低工資標準結構，確定最低工資

標準年均增長13%以上。對老員工介

紹新員工工作並簽訂一年以上勞動合

同，且員工在企業實際工作滿一年以

上，予以獎勵。

第四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依據本研究動機與目的，及相關

文獻的探討分析，以員工敬業度、 滿

意度、歸屬感、個人屬性變項與留任

意願五個構面，擬定本研究之架構。

二、研究假說

依據前述之研究目的、研究架構

及探討之主題，本研究列出下列對立

假說，探討各構面間的關係。

（一）假說：員工敬業度、滿意

度、歸屬感各構面與留任意願有顯著

差異

1、組織認同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2、工作滿意度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

影響。

3、訓練與發展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

影響。

4、團隊合作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5、工作環境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6、薪資福利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7、管理制度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8、領導方式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9、生活品質對於留任意願有顯著的影

響。

三、研究對象

本專案採用問卷調查研究方式

進行，研究對象為本公司579名藍領

員工,樣本數共計550人，做為研究主

體，進行調查。

四、研究工具

（一）研究方法：

本項目採用書面問卷形式,自2012

年6月2日到2012年6月9日止，進行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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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調查，施策時間為八天，由員工自

行填寫問卷。發放的問卷共579份，回

收558份，回收率96.4%；有效問卷550

份，無效問卷8份,可用率95為%。

（二）問卷設計：

1、本研究關於中國製造業藍領員工

留任意願，系不具名問卷調查方式進

行。本研究問卷設計包含三大部分:第

一部分為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則為員

工敬業度、滿意度；第三部分為員工

對企業的歸屬感。            

2、研究問卷中除了個人基本資料變項

外，其餘大部分採用四點量表測量計

分，分別給予4到1分，以上皆為勾選

方式。

3、本研究問卷之自變項量表及員工個

人屬性變項部份是以本公司目前情況

作為本研究之探討。

（三）資料統計方法：

問卷資料回收整理後，先行編

碼、記分，建檔與分析。統計方法

中，個人變項分析部分採用描述性統

計，而自變項對留任意願的影響部分

則採用描述性統計、相關分析。

第五章 研究發現

一、藍領員工敬業度與留任意願

相關的研究

1、在調查中發現，影響當前中國

製造業藍領員工敬業度的因素可以從

員工自身（內因）和員工所處的環境

（外因）兩個方面來探討。

（1）員工自身因素：包括年齡、

工作年限、層級、教育程度、職稱等

多個方面；

<1>年齡

隨著年齡的增加，員工的敬業度

整體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這表明

隨著年齡的增加，員工逐漸找到了自

己在工作中的定位和追求，並全身心

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故而員工繼

續留任的意願就更顯堅強。

 <2>工作年限

隨著員工在企業中工作年限的增

加，員工的敬業度呈現先下降後回升

的趨勢。這主要是因為員工剛進入企

業工作時，處在與企業的「蜜月期」

中，因此有較高的敬業水準，這主要

體現在服務年限在3個月以內的員工身

上。但工作一段時間後，開始進入「

磨合期」，有可能會在工作中發現各

種沒有滿足自己期望的地方，進而影

響到其敬業度，導致敬業度水準比剛

入職時低。當員工度過「磨合期」真

正找到自己在企業中的定位並認同企

業後，其敬業度會開始回升。

(2)員工所處環境因素：包括良好

的工作環境、組織認同、良好的發展

環境、良好的生活品質、溫暖的同事

關係和管理制度。 

<1>企業環境因素

通過調查發現，當前影響員工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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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度的因素，按照重要性依次是：單

位為員工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環境、良

好的發展環境、良好的生活品質，單

位內同事之間彼此關心，員工的上級

能夠為員工提供有效的支援。

<2>工作環境

在工作環境中對員工敬業度有顯

著影響的因素，並呈現了當前員工對

這些因素評價的高低。按照影響力大

小排序依次為要求明確、工作重要、

挑戰性高、團隊協作、參與決策、發

揮特長、高效群體、工作自主、資源

充足和工作安全。

其中，在工作重要和挑戰性高兩

個方面，員工的評價相對較低。這表

明，當前員工看重自己的工作對企業

的重要性，並關注工作內容對自己有

一定的挑戰。但現實是當前僅有約50%

左右的員工認為自己的工作環境滿足

了這兩個方面。所以，員工的留任意

願在一定程度上亦受到工作環境較為

顯著的影響。

<3>發展環境

在發展環境中對員工敬業度有顯

著影響的因素，並呈現了當前員工對

這些因素評價的高低。

從結果看，對員工敬業度影響力

大的因素員工評價也高，而員工的留

任意願呈現出與之正相關性。但從員

工評價的高低來看，員工對晉升機會

和培訓機會評價偏低，表明當前員工

在這兩個方面的需求沒有得到很好的

滿足。從而致使員工留任意願亦呈下

降趨勢。

二、藍領員工滿意度與留任意願相關的

研究

（一）滿意度的影響因素與留任

意願之相關性

 1、員工滿意度的影響因素

調查中發現，影響當前中國製造

業藍領員工滿意度的因素為：

（1）內在因素，如性別、婚姻狀

況、年齡、工作年資、層級、教育程

度、勞動技能等。

（2）外在因素，如工作本身、

薪資福利、升遷、組織認同、工作環

境、主管領導、團隊合作與公司管理

制度等。

2、滿意度與留任意願的相關性

由調查顯示：

（1）性別及婚姻狀況對滿意度影

響很小，對與之相關的留任意願的影

響也小。

（2）年齡及工作年資對滿意度整

體呈現出逐步上升的趨勢，與之相關

的留任意願亦隨著年齡的增長、工作

年資的增加（其間雖有短暫的低谷現

象）整體呈現出逐步穩定的趨勢。

（3）教育程度中，對於整體滿意

層面，初中（含）以下者的工作滿意

度顯著高於職技、高中教育程度者。

換言之，初中（含）以下者大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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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高中教育程度者。對與之相關的

留任意願的影響也是前者大於後者。

（4）所屬層級方面，任管理層者

較普通員工對於工作滿意有較高的知

覺差異，其中除了工作環境滿意層面

項未達顯著外，其餘各層面皆顯示有

顯著差異。由此可知，管理層較普通

員工更能對整體滿意度及其各工作滿

意層面之感受度高。與之相關的留任

意願處之亦然。

（二）提高員工滿意度，穩定員工留任

意願

1、建立以工作成就為導向的員

工激勵機制，使員工從關注職務晉升

轉向關注工作成就，來取代以往大家

已晉升為導向的觀念，讓激勵的效果

與公司的目標同向，並服務於公司目

標。通過對各個層級的有效激勵，形

成充分的合力，使員工工作熱情高

漲，並保持這種熱情的持久性，使自

己的價值與潛能實現並擁有成就感，

且具有工作的榮譽感。

2、在晉升方面，除公平、公正

外，還需實行分類、分等、分級的考

核，以滿足不同職位之需要。

三、藍領員工歸屬感與留任意願相關的

研究

（一）歸屬感的影響因素與留任意願之相

關性

1、歸屬感的影響因素

適度挑戰性的工作、公平的報

酬、良好的發展前景、支援性的工作

環境、融洽的同事關係都是影響歸屬

感的決定因素。

2、歸屬感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

一個讓員工有強大歸屬感的企

業，必定有著科學、公平、合理的激

勵機制。雖說歸屬感最終表現為感情

的依戀和融入，但任何感情都有其物

質基礎。薪金是最直接的現實回報，

最有效地滿足了職工的基本要求，為

職工的生活提供了物質保障。與薪金

不同，福利反映的是企業對員工的長

期承諾，精心設計的福利還體現了企

業對員工的關心和尊重，更容易使員

工產生歸屬感。

合理的薪酬待遇只是留住人才

的基本方法。而良好的發展前景、合

理的競爭機制有時往往比薪金更能留

住人才。本人認為在眾多的離職原因

中，位居榜首的不是薪金待遇不滿

意，而是覺得企業沒有發展前途。

（二）喚起員工的歸屬感，提高員工

的留任率。

1.員工流離的影響

據調查顯示，中國藍領員工流動

率比全球平均水準高出25%。一般來

說，替換一個業績表現普通的員工，

企業往往要花費90%的原員工薪資成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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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員工歸屬感是評估個人與企業

之間合適匹配度的一種衡量標準。

有歸屬感的員工們擁有某些共同

的看法和信心，他們工作更努力、更

穩定、更容易讓客戶滿意、對其他員

工更具吸引力，並能對企業的表現和

長期發展做出貢獻。

3.公司內部要建立相應制度，使

員工獲得歸屬感。

企業建立一套切實可行的完整解

決方案，來幫助企業改善對員工的吸

引力、歸屬感和保留率，迫在眉睫。

它包括五個方面：

（1）建立一個學習型組織。

（2）任命能夠勝任的領導者。

（3）根據中國之國情建立相應的組

     織機構和文化。

（4）提供具有競爭力的薪資和福

     利。

（5）選擇正確的人員。

企業要把這五個策略步驟視為一

個缺一不可的整體解決方案，忽略其

中任何一個策略步驟都將大大地削減

整套方案的有效性。

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一、  研究結論

員工敬業度、滿意度、歸屬感各

構面對留任意願之影響關係：

本研究發現，員工敬業度、滿意

度、歸屬感各構面均會對留任意願呈

現顯著正向關係。

（一）組織認同方面，即員工對

於公司整體的經營、績效及發展之認

知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的程度。

（二）工作滿意度方面，即員工

對於工作本身之配當性、挑戰性及發

展可能性之滿意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

的程度。

（三）主管領導方面，即表示員

工對於直屬主管之決策與領導方式的

認同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程度。

（四）團隊合作方面，即表示員

工對於單位上的溝通、相處與協助的

感受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程度。

（五）工作環境方面，即表示員

工對於工作場所提供的環境、資源及

推行之政策等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

程度。

（六） 薪資福利方面，員工對

於公司提供的薪資及福利之滿意度會

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程度。

（七）管理制度方面，員工對於

公司所實施之獎懲方式與行政上的管

理制度評價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程

度。

（八）員工發展方面，即表示員

工對於公司人員栽培、教育訓練與升

遷制度之評價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

程度。

（九）員工生活品質方面，員工

對於公司所提供的生活所需之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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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會影響其對留任意願之程度。

因此所提出之研究假設皆成立。

二、研究結論探討

從相關性分析中得知，工作滿意

度、員工發展和薪資與福利為影響留

任意願之重要因素。藉由以上統整分

析推測，員工的工作滿意度越高，其

留任意願就越高，其分析後相關性之

大小如下表一:

表一  員工敬業度、滿意度歸屬

感各構面與留任意願之相關性大小

相關性 員工敬業度、滿意度、歸屬
感構面

相關性較大 工作滿意度、員工發展、薪
酬與福利。

相關性普通 組織認同、團隊合作、工作
環境、管理制度、

相關性較小 領導、生活品質。

三、研究建議

根據結論顯示，影響留任意願較

重要的因素為工作滿意度、員工發展

和薪資與福利。

（一）工作滿意度部分，可藉由

定期檢視工作單位之作業流程，考察

員工工作任務之分配情況，以實際瞭

解員工的工作適配性，能避免員工對

工作產生抗拒，以降低其對留任意願

的影響，讓員工有更多的空間可以發

揮。

（二）員工發展方面，根據研

究文獻建議指出，可參考職能系統之

設立，說明定義各層級所需的關鍵知

識、技術與能力，一方面作為績效評

估的標準，用以衡量員工未來升遷發

展的依據，另一方面藉此評析、規劃

員工未來所需的訓練課程或個人職涯

發展計畫，讓員工瞭解自身能力不足

之處，以及對未來職涯發展有所期

待，進而願意持續對其工作奉獻。

（三）薪資與福利方面，是員

工滿意度中平均最低分的一項構面，

公司可依每項職務之重要性，去審視

其所應有之薪資結構，以保障工作與

薪資的相稱性。另外，可采薪資透明

化，讓員工清楚瞭解薪資結構，避免

造成不必要的糾紛。



26

優良研究分享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第一章 緒論

面臨金融危機與二次金融探底

的總體經濟環境惡化，近期油、水、

電的高漲以及人工成本、原物料價格

上漲等等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大多數

企業都面臨著比以往更嚴峻的管理挑

戰。為應對快速變化且動態複雜的經

營環境以及競爭激烈的全球化市場，A

公司極需有高度整合且具彈性的訂價

與客戶管理策略，整合公司從開發、

訂價、生產一直到對客戶溝通與服務

的流程。以實現企業的經營目標。本

論文的研究背景是A公司欲以客戶為分

析基礎，制定相關訂價以及相關客戶

開發策略，進而整合公司相關流程的

需求下所進行的研究。研究的意義在

於結合公司的成本與產能現況，對客

戶訂價策略進行研究，並以此進行有

效、快速的銷售計劃，成為公司相關

目標與財務預測的輸入。

第二章 A公司現況與問題

2.1  A公司簡介

A公司為台資企業，創立於1997

年初，主要產品為皮帶(占營業額90%)

、皮包及其他皮製品(占營業額10%)

，廠房占地三萬平方米，員工人數約

4000人，目前年產約3,000萬條皮帶，

以其快速回應客戶需求，打樣快、交

期短、品種多、價格低著稱於皮帶產

業，產品主要透過美國品牌擁有者及

代理商通路行銷美歐地區，其中美國

占90%、其它占10%。

A公司在近年來面臨金融海嘯、

世界經濟蕭條不景氣影響，仍保持不

斷成長的態勢，這主要與A公司和客

戶間長期建立的合作關係以及近年來

公司所推導的相關績效評估制度、生

產效率提高有直接關係。以2009年金

融海嘯期間為例，中國境內所有企

業累計出口額較2008年同期呈現負成

長-7.24%，A公司的累計出口仍較同期

成長13.89%，在同期間中國累計進口

額較2008年同期呈負成長-5.45%時，A

公司累計進口額成長16.16%，中國累

計進出口額總計負成長達-6.60%，而

A 公司成長總計14.90%(資料由中國

海關提供進出口資料進行統計)。根據

臺灣工商時報2009年6月12日及2005年

11月20日出版的大陸台商1000大排行

榜介紹，A公司總排名分別為第434及

261名，居中國皮件代工出口製造業第

一名。A公司於2007年收購其它皮包工

廠希望藉由A公司的皮帶通路與行銷網

脈，增加皮包、皮夾及各式皮件之加

值代工與銷售，期使A公司成為北美第

一大皮件代工製造。

2.2  A公司當前定價管理問題：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價量彈性與客戶管理方案—以A公司為例
Price Elasticity and Client Management Approaches - Case Study of A 
Corporation in China

指導教授：吳學良教授
學        生：朱進治、江國精、賴增艷、曾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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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公司當前的訂價模式主要是以

董事長主導，根據客戶的習性進行較

主觀、靈活性的調整，但在缺乏系統

性與科學的資料分析下，存在以下問

題：

(1)財務預測難以規劃

(2)客戶細分不易管理

(3)產能與銷售難平衡

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問題分析思路

綜合第二章中所提A公司目前訂

價與客戶管理的問題，本研究擬建立

一簡化的訂價分析模式，據以進行客

戶量價分析，並在此基礎上進行客戶

的敏感性分析以及建立後續的客戶訂

價以及管理策略。但上述分析模式以

及研究的基礎必需建立在四個假說之

上，分別如下所示：

3.2 假設與驗証

(1)A公司整體成本除材料成本

外，其它成本在短期可視為固定成本

(2)A公司不同客戶間存在不同的

價格敏感性

(3)A公司不同客戶間的行銷策略

可以簡化為價格與銷量間的關係 

(4)A公司報價政策(加工費率)將

受目標利潤率、營業額與固定費用的

影響

3.3假定於本研究中的應用

本研究利用上述四個假說，以30%

的加工費率為客戶分類基礎，進行客

戶量價分析，及敏感性分析，並據以

建立後續的客戶訂價以及管理策略。

第四章 研究發現

依第三章中的假說，去除退貨、

抱怨、交期、信用等其它的要素，僅

針對公司成本結構以及對利潤率影響

最大的營業額與加工費率進行客戶分

析。

4.1  客戶營業額分析

以各客戶的營業額貢獻進行分

析，可以發現A公司交易客戶合計30

家，其中營業額排名前六大的客戶占

營業額約80%(79.84%)，前十五大客戶

約占95% (94.57%)。

4.2 客戶加工費率分析

公司在短期內不因訂單的增減，

而做大幅的人員增減、故設備的購買

與處分，所以在產出會計中，只將材

料成本視為變動成本，而將其它費

用、包括人工成本、折舊、水電視做

為短期不變的固定成本，可以用加工

費，做為評估報價的依據，而這種表

達方式也讓不是那麼了解會本的業務

人員鬆了一口氣，便於後續的快速判

斷與溝通，如下式所示：

加工費=售價-原料成本=利潤+其

它加工費(不含原材料的成本、費用)

對A公司前十五大加工費的客戶進

行排序，並進行加工費率的計算如表

4-1。

表4-1 A公司前十五大加工費貢獻

客戶

客戶代碼
加工費/營業額=

加工費率(元)
累計營業額

比例

060 32.80% 33.9%

014 21.63% 50.4%

028 35.86% 65.9%

027 19.23% 70.8%

082 23.95% 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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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7 38.78% 78.1%

077 30.25% 81.6%

148 54.90% 84.8%

063 61.60% 87.9%

189 43.95% 90.5%

169 17.07% 92.3%

139 31.88% 93.8%

084 23.59% 94.9%

116 25.69% 95.9%

013 23.29% 96.7%

4.3 A公司客戶分類

根據客戶營業額與加工費率的分

佈區域，區分為A、B1、B2、C客戶，

經過董事長及業務人員討論，提出不

同區域客戶的相應策略，如表4-2 A公

司客戶策略配置表所示，而在熱情的

討論中，也讓相關人員了解了面對不

同的客戶應該要努力的方向，這是本

次研究中帶給公司的其中一個益處。

表4-2 A公司客戶策略配置表
B1區：問題區 A區：利潤區

 有價無量營業額<每
月5,000,000 元加工費
率>30%主要策略：維
持、降價以求更高的
量、協助開發，以進

入A區為目標

量價皆優營業額>每
月5,000,000元加工費
率>30%主要策略：維

持、開發

C區：危險區 B2區：問題區

量價皆無營業額<每月
5,000,000元加工費率
<30%主要策略：非策
略、扶持型的客戶則
予以取消，原則上以
進入B1客戶為目標

無價有量營業額>每月
5,000,000元加工費率
<30%主要策略：提高
價格、使用較低成本
物料、考慮減少交易
以挪出較多的產能提
供給A及B1客戶，以
進入A或B1區為目標

A類客戶（量價皆優型客戶，加工

費率30%以上，月營業額5,000,000人

民幣以上）客戶有兩家，分別為客戶

060與028。

B2區(有量無價型客戶，加工費率

30%以下，月營業額5,000,000人民幣

以上)的客戶有2家，分別為客戶014, 

027。

B1區(有價無量, 加工費率30%以

上，月營業額5,000,000元以下)的客

戶有5家，分別為客戶047, 148, 189, 

063, 139。

在C區(無價無量型客戶，加工費

率30%以下，月營業額5,000,000人民

幣以上)，排除027客戶，本區共有5

家，包括客戶169, 082, 077, 116和

013。

第五章 研究結論與限制

5.1 問題、假說、分析與問題解決

框架  

如圖5-1問題、假說、分析與解決

方案架構圖所示，本研究中為解決A公

司的三個問題，包括財務預測難以規

劃、客戶細分不易管理、產能與銷售

難平衡，提出四個研究假說，並分別

進行驗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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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假說1與假說4，本研究中第

四章進行了A公司的客戶價格與銷量分

析，根據假說3進行了客戶的分類，

根據假說2，對A/B1/B2/C類的主要客

戶進一步進行了價格敏感度與其它狀

況，包括品質、交期以及交期的細部

分析，最終總結出5.2的整體銷售與訂

價計劃以解決本研究中所提出的財務

預測、客戶細分以及產量與售價權衡

的三大問題。

除了利用歷史資料進行價格敏

感的分析外，在對客戶進行分析時可

以發現，除了受價格影響外，特定客

戶亦同時受質量、服務、交期等因素

的影響，例如在B2區中的014客戶，

為此，董事長與業務人員深入探討該

客戶的特性後，發現存在多年的舊款

式，維持原價，未能反應現今的匯率

與材料成本。所以針對014，業務人

員需加強推薦新款的工作，以達汰舊

換新的作用。再者，A公司的製造部

門特別成立了014品質改進項目，對

014客戶產品的磨邊制造過程進行改

進。此外B1區中的客戶因為多為少量

多樣的型態，公司為配合此類客戶的

增加，對生產部的部份車間試行精實

圖 5-1 問題、假定、分析與解決方案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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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Lean Manufacture)管理制度導

入，進行小批量流轉的工藝改進，達

到較高的成本效益。另外根據063與

047的資料，兩家都是以折扣店為終端

客戶，價格敏感度高，都以價低提升

量的方式操作。不過047的店數遠遠大

於063的，所以對063的低價提量的策

略仍有一定的限度。最後對於C區的客

戶，雖然量價皆無，但以077為例，他

是美國知名的運動品牌，A 公司無法

從中得取目標利潤率，或是成為主力

的客戶，在借該品牌的知名度可以提

升A公司的形象，贏得其他客戶的信任

度，吸引更多客戶。所以在A公司的財

務能力許可範圍，策略性的，仍是可

以繼續經營的客戶。

5.2 整體銷售與訂價計畫

彙整分析，各區客戶年營業額和

加工費率表現資料如表5-2 各區客戶

年營業額與加工費率一覽表

表5-2各區客戶營業額與加工費率

一覽表
A區客戶 B1區客戶

月 營業額(元) 加工費率 營業額(元) 加工費率

1

略

33.70%

略

45.53%

2 31.36% 46.32%

3 31.16% 50.14%

4 29.70% 38.86%

5 28.68% 47.89%

6 30.76% 43.11%

7 28.80% 42.80%

B2區客戶 C區客戶

月 營業額(元) 加工費率 營業額(元) 加工費率

1

略

21.04%

略

24.06%

2 24.51% 26.13%

3 23.52% 26.88%

4 17.38% 15.36%

5 23.75% 16.53%

6 19.37% 21.72%

7 20.59% 16.85%

在未其它因素僅考慮營業額與加

工費率的前提下，以EXCEL中的規劃求

解進行各區營業額與加工費率的各目

標標設定方案評估，當達到表5-2各

區客戶營業額與加工費率中的設定值

時，將能滿足所要求的目標利潤率。

5.3研究限制與展望

限於學生能力，本研究存在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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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度、問題深度和知識高度三方面的

限制，以下進行說明，並提出未來可

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5.3.1視野高度

本研究的範圍簡化為價格與營

業額間的關係，對於其它重要的外部

環境與市場競爭因素並未於本研究中

進行討論。諸如國際市場的需求、競

爭對手在質量、交期的表現。綜合上

述，本研究應該可在定價模式之外，

對影響客戶需求的其它要素做進一步

的研究。

5.3.2 討論深度

本研究在財務的結構上只針對利

潤率的提升/損失進行了討論，但事實

上為了達成企業的財務目標，利潤率

只是其中的一部份，在企業中，利潤

率將受到資產周轉、財務槓桿等其它

相關財務目標的相互影響，以沃爾瑪

而言，因其同時兼顧資產周轉、負債

比等財務因素，所以在執行天天低價

的低利潤政策時，仍能居全球500強之

首就是一個明確的事例。綜合上述，

可以發現本研究的討論深度不足，可

以在獲利的其它因素上再予強化。此

外，本研究中的分析模式主要是用於A

公司的後段皮件製品加工，此型態的

加工對於成本的要素，如水電等的敏

感性不強，所以在本研究中將其視為

固定成本，但若在其他行業，例如化

工行業，或紡織業，則此類變數因視

為變動成本為宜。

5.3.3 知識廣度

本研究中所使用的相關分析工

具，限於學生經驗、時間與能力，只

能進行粗淺的運用，若能善用電腦模

擬的一些工具，應可以產生更好的效

果。

朱進治 江國精  賴增艷 曾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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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專題研究
Outstanding Group Projects

(一)關於好易電子

好易是吉高電子有限公司創立

的一種新的商務模式，經營的是一種

介於公用服務公司與消費者之間的仲

介服務代理系統，為雙方消除煩惱，

降低交易成本。公用服務公司只需要

根據每月實際的交易量向好易繳納佣

金，除此之外即不用費心維護系統，

又不用勞神與銀行清算帳務。消費者

即能享用許多服務專案，又能安全迅

速地付款。除了能獲取公用服務並支

付費用外，消費者還可以享用其他一

些增值便利服務，如買火車票或彩票

等。

好易的服務網路包含三個部分：

有工作人員明做交易的好易店，好易

自助終端，以及好易互聯網交易網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好易電子聯行服務公司的財務政策
The Finance Policy of Hotye E-Interbank Services Company

班級：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Corporate Finance企業財務管理與績效評估
指導教授：林修葳教授     
學生：張良海、李杰、吳禮財、方蘭妹、Dhammika

站。好易管理層計畫在2001年8月和9

月鋪設100台終端機並且開兩間樣板

店，10月、11月、12月份完成內部測

試並初步投入市場。如果這三個月期

間系統穩定，市場反應良好，好易

公司將在2002年元月再投入100台終

端機並且展開大規模市場促銷宣傳措

施。2002年2月起，終端機將每月增加

投入50台，直到2004年3月總數量達到

1500台為止。這樣一來，開好易店需

要相當大的投資。

(二)財務政策的決定

計畫總投資1.5億左右 ，從2001

年5月到2002年5月資金需求大概在

5000萬左右。註冊資本為人民幣100萬

元。好易公司營業收入的主要來源為

每月依交易量向使用者單位收取的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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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資需求： 

融資管道1：資本市場？ 

中國本土現有主機板上市，對原

始股上市的限制較多，短時間內好易

很難達到上市的條件。

另外，如果將來中國政府會設立

類似於美國的(納斯達克)那樣的櫃檯

外股票交易場所，中國的(納斯達克)

將瞄準高科技資訊及生化這些行業的

小型增長企業，減少對原始股上市的

限制，還有就是在香港股票交易所的

創業板上市(此板對高科技企業的原

始股的發行要求也比較低)。但好易

從根本上來說是一個服務性公司，科

技含量不高。另也因好易科技含量不

高，很容易被複製，如果不是在短時

間大量鋪點，大量投入很多的終端機

的話，很容易被競爭對手搶走市場，

不管是哪種方式上市，都需要花大量

的時間和精力，好易採取資本市場來

融資的話，未必是最好的一種方式。

融資管道2：融資租賃？

透過融資租賃的方式向吉高公

司取得這些終端機，但這樣一來，吉

高公司在短時間內對資金的需求就很

大，而吉高公司以自有資產作擔保，

銀行最多只能貸1000萬，好易的5000

萬資金需求還是沒有解決。

融資管道3：民間信用？

好易是一家新的公司，註冊資本

才100萬，而且好易從根本上來說是

一個服務性公司，未來前景如何，在

2000年那個時代，中國人對好易的這

種商業模式還存在模糊的概念，很少

有人在內心真正接受好易經營的這種

介於公用服務公司與消費者之間的仲

介服務代理系統，為雙方消除煩惱，

降低交易成本的可靠性，另外5000萬

對當時的民間資本來說，也是一筆不

小的資本，綜合以上幾點，民間信用

的方式來融資，實際操作的可能性還

是很小。

融資管道4：借款？

吉高公司願以自有資產為好易作

擔保，銀行最多只能貸1000萬，這種

方式最快也最簡單，另外出讓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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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要視經營情況對股東分紅，如果

未來經營非常好的話，出讓股權的成

本比銀行借款的成本還要來得更高，

所以好易應該先把這1000萬確定下

來。

融資管道5：風險投資公司？

找風險投資公司，吸收投資人納

入新股本，好易準備出讓10%－20%的

股權給投資者，每1%的股權價值是300

萬元，對於一個註冊資本只有100萬的

服務性公司，好易的每1%股權價值定

價300萬元，好易有充分的信心，分析

如下：

好易終端機的提供方吉高公司，

是專門從事開發金融支付軟體及系統

設施的公司，好易在技術上及後期的

設備維護、升級上有充分的保證。

吉高公司與社會公用服務企業有

良好的人脈關係。

作為一個仲介服務平臺，方便民

眾辦事，有巨大的市場需求。在很多

城市，交費難成了一個很嚴重的社會

問題，也是地方政府優先考慮要解決

的要事。

好易在註冊還不到一個月時，已

經與三家電話公司、兩家彩票公司、

兩家鐵路單位和一家保險公司簽署了

正式的代理服務合同。 

開實體店明老年人、沒有銀行

卡、不想用自己行卡的人，可以在店

理付現金完成付費。 

基於以上幾種主要分析，好易認

為未來公司比較保守的估值將在3億左

右，因而定價每1%的股權價值300萬

元。

好易總資金需求是5000萬元，從

銀行貸款可得1000萬元，剩下4000萬

元，找風險投資機構融資是確實可行

的計畫。

(三)會計策略和方針

1.折舊

公司成立初期，享受企業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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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優惠政策，按直線折舊（折舊年

限：10年），前期所攤銷的折舊成本

相對較少，利潤就會高出來，可以合

理規避企業所得稅。折舊含在營運利

潤之後，報表呈現出來毛利比較好

看，對融資來說相對有利。但好易的

設備投資占總成本的比例較大，對毛

利的影響較大，折舊如不含在營業成

本中，不利於日常的經營管理。綜合

以上因素，建議好易折舊含在營業成

本中。

2.易耗品費用

計入“營業成本”：這些是好

易“終端機”的主要成本，計入“營

業成本”，便於計算產品毛利，利於

成本管理。 

3.零部件和軟體 

計入“當期費用”：“終端機”

作為一種電子產品來說，更新的很

快。另外作為一種“仲介服務平臺”

、對異常問題的維護要求很嚴格，更

換電子元器件和升級軟體程式會比較

頻繁，作為“當期費用”來做帳務處

理比“資本性支出攤銷”（合理避

稅）更為合理。 

4.租用的辦公及營業場所改造裝

修所發生的費用是攤銷來處理： 

此費用是固定費用，對成本影

響不大，採用攤銷來處理，更利於避

稅。

5.收入的確認方式

好易從事的就是公用服務企業代

理收費的業務，壞帳的風險很小，另

外，向使用者公司提供服務時就確認

營業收入，對股東來說，是一個利好

消息，利於融資。

6.企業所得稅： 

好易可視政策作相應的企業類型

的申請。如：高科技或其他類型的企

業，可享受有關企業所得稅減免稅政

策。

張良海 李杰  吳禮財 方蘭妹 Dhammika



36

優良專題研究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一)企業簡介

歐陽明先生於1979年創立成霖企

業，公司初期主要是從事國際貿易的

業務，經營項目為提供南太平洋島國

的日常生活用品，如藥材、建材與五

金雜貨等。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因

客戶委託尋找水龍頭產品，引發歐陽

明先生的興趣，決定將產品線縮減，

專注在水龍頭產品的買賣上。

1985年，成霖已經變成專業的衛

浴五金貿易商，並順勢推出自有品牌

Gobo。1986年，成霖為了穩定供貨，

決定自建工廠，投入生產作業，也因

此跨足成為OEM專業代工廠商。

(二)業務結構

成霖除在成立初期推出Gobo品

牌，主要供應中國地區中低價位的衛

浴市場外，更於1995年推出Danze品

牌，進攻北美的高價位市場。2002

年，成霖OEM/ODM與自有品牌的業務比

重分別為93%與7%，而Danze與Gobo則

分別佔有6%與1%的營收。

2002年時，成霖主力產品為金屬

水龍頭，占其營收的85%，其餘則為衛

浴配件（10%）與花灑（5%）。地理

區為上，北美地區系成霖最主要的市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成霖企業發展概況 
The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Global Union Industrial Corp.

班級：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Business Essentials 企業概論
指導教授：吳學良教授               
學生：劉鵬、馬輝、何遠、方蘭妹、程明鋒

場，占其營收的96%，其餘則是歐洲與

中國，各分別為1%。

(三)市場發展

1)北美市場

在北美市場，成霖採取ODM與自有

品牌、OEM並行的策略。1994年以自有

品牌Danze進入加拿大市場，並獲得不

錯的成績。2000年時，正式進入美國

市場，並設立了美國子公司（GUAC）

，以擴展通路與組裝產品。在代工的

部份，成霖於 2000年，率先通過NSF

的認證，取得進入美國市場的資格。

2)歐洲市場

歐洲國家的語言與文化差異，

地理位置分散，導致市場進入成本相

當高，歐洲市場單一客戶規模普遍較

小，但卻對產品設計具有極高的異質

性需求，使得供應商不易達成規模經

濟。

3)中國市場

成霖主要是以自有品牌Gobo進入

中國市場，主攻專賣店與工地建案的

市場，定位在中低價水準。

4)其他市場

在市場規模與行銷資源的考慮

下，成霖目前在其他的市場區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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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取與當地合資的策略，透過平日

與當地通路商的互動，以入股與產品

提供的形式，間接地延伸自有品牌。

(四)未來發展建議

1.中國市場持續成長，成霖的營

運應有所改變：

‧在中國設廠，取得成本優勢 。

‧趁早佔領中國潛在的巨大的市場。

‧擴大自主品牌（特別是高階市場）

在中國的市場佔有率。

‧複製Gerber公司陶瓷技術及結合自

身的優勢產品，通過互補，為消費者

提供更好的服務。

2.自有品牌應如何開展： 

‧北美市場：自有品牌Danze在北美（

如加拿大）依靠最主要通路CTC熱賣。

‧國市場：

  正處於高速發展階段，逐步放棄低

端市場，集中精力，引入自我品牌

圖1. 2002年中國衛浴產品市場報告

Danze，有巨大的市場需求。

  成立成霖潔具中國業務部，統一負

責大陸GOBO品牌水龍頭的行銷、推廣

及全方位服務，並應先後在北京、上

海、武漢、天津、重慶等地設立市場

部，迅速佔領中國市場。

  自我品牌的發展可以借助於OEM業務

成熟的管理和技術。

3.對成霖企業之整體建議

‧建議在中國設廠，獲取中國市場。

‧OEM比例偏高，自我品牌利潤高，必

須提高自我品牌比例。

‧增加中國市場高位階產品的自我品

牌。

‧將產品做專精，向高端化發展，但

無需求多。

‧借助於網路平台，提高公司產品話

題關注度。

劉鵬 馬輝  何遠 方蘭妹 程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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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寧波泰茂車業憑藉著對兒童產品

的專注和經驗，從事了15年標準的作

業，掌握了兒童用品的各項標準和要

求。在這15年的從業過程中，擁有了

殷實的生產能力和自主創新的各種工

藝，有著一隻正在不斷壯大的創新隊

伍。憑藉著對市場的敏銳洞察力，以

及擁有豐富經驗的銷售實力，決定進

軍嬰童用品的市場，全力投入並研發

一款新的兒童產品來滿足新市場的需

求，從而來打開新的市場，區隔出屬

於寧波泰茂車業的新的商業藍海。

二、產品介紹

結合現有對智能的開發與使用的

成熟，設計一款多功能的針對0-3歲寶

寶的產品，產品具體的功能介紹：

1.實現心率的檢測 --可以觀測到

寶寶心率在不同時段的具體表現。

2.記錄寶寶的睡眠，通過對寶寶

睡眠時長以及睡眠深淺的記錄分析出

寶寶自身的作息生物鐘。 

3.通過記錄寶寶的進食記錄，

並結合寶寶自身的運動所體現的體能

消耗情況，分析出寶寶最佳的餵養時

間。 

 4.產品自身可以播放音樂和講故

事的功能，並可以實現實時對講，幫

全職媽媽實現一邊做家務，一邊有可

以照顧到寶寶。 

5.通過溫度傳感器可以實現對寶

寶體溫的事實監控與測量，通過常態

的分析，可以在異樣的情況下給出警

示，提前幫助父母發現孩子的異樣。 

6.產品結合GPS實現定位功能，讓

父母可以通過手機隨時知曉寶寶的具

體位置。

7.結合寶寶日常的運動量的分

析，可以規劃處科學的餵養時間和食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iBaby 腳環  iBaby Anklets

班級: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 Strategic Marketing行銷策略
指導教授: 簡睿哲 教授
學生:沈慶、Dhammika、李杰、楊軍、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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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

三、PEST分析

P政治政策：二胎化政策放寬

E經濟政策：國民GDP增長，人均

購買力增加，2016年中國上半年GDP增

長6.7%。

童用品的市份占比增加，童用品在家庭消中的消比重上升。

S社會趨勢：新一代的父母多為80-90后，這些人大都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提

倡科學育兒。

T技術優勢：智能裝備流行，電子產業學到人體結構學等領域的科技創新與發

展迅速，科學檢測和分析，滿足新手爸媽的需求

四、SWOT分析 ：

Ｓ Ｗ

Strength：優勢
1.智能化設計，便捷實用
2.設計新穎，外觀時尚美觀
3.功能齊全、實用性強
4與寶寶和健康有關
5.環保安全

Weakness：劣勢
1.售價較高
2.成本高
3.技術要求高
4.無法適用於非智能手機的用戶

Ｏ Ｔ

Opportunity：機會
1.二胎政策開放，新生兒出生率升高，消
費市場增加
2.生活水平與消費水平提高，於嬰兒用品
的購買力提高
3.智能盛行，有理論與產品的開發設計順
暢投產
4.滿足媽媽愛寶貝的心理需求，貼近市場
需求

Threat：威脅
現有市場有相關功能的智能產品多，市場
競爭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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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慶  Dhammika  李杰 楊軍 陳霞

五、STP分析 

S 市場區隔分析：在城市想成為合格父母，養育好寶寶的新手爸媽。

T 目標市場分析：20-40歲無經驗之新手父母，喜歡智能且注重科學育兒，趕時

尚流潮，擔心小孩走失。

 P市場價格分析：價格合理設定可充分吸引客戶，並藉由前期的宣傳，搶占現有

的市場份額。

六、結論

判斷這個新產品擁有非常好的市場契機，體現出客觀的利潤空間。如在後續設

計和最終投產過程中在相關的生產工藝做適當的改進可以有效降低成本，并使

得產品的淨利潤空間得到最大範圍的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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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台灣外帶式飲料店如雨後春筍般林立，各家業者雄心壯志，紛紛進入市場

搶食大餅，然而激烈的競爭市場，讓許多業者往往鎩羽而歸，本文將針對外帶

式飲料業此一有趣的現象做探討。

(二)產業型態

1.產業定義

‧外帶式飲料業為製造服務業，多以連鎖型態呈現。

‧外帶式飲料業密集度高，是地區性市場的行業。

‧主要商品為新鮮現做之飲品，包含茶飲、咖啡、鮮果汁……等。

‧以年輕族群為主要消費客層，忠誠度不高，但流行性強。

2.市場型態分析

1家 少數 非常多家

有差異 獨佔
(如公賣局)

寡佔市場
(生產汽車)

獨佔性競爭
(衣服,皮鞋,早餐店)

無差異 獨佔
(如水,電)

寡佔市場
(Dram, 手機電信)

完全競爭
(農產品)

外帶式飲料屬於獨佔性競爭市場，其特性為：

‧產品存在差異性，但彼此為非常接近的替代品。

‧市場競爭激烈，故市佔率都不大。

‧可自由進出/進入市場，資源流動性強，獲利性受限。

‧市場營運開放無人為限制。

(三)市場需求現況

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外帶式飲料業 Take-Out Beverage Industry

班級：第七屆世界台商班
課程：Global Economics and Governance全球經濟決策分析與公司治理 
指導教授：翁永和教授
學生：陳昶泓、李崇維、游萬豐、王國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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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昶泓 李崇維 游萬豐 王國良

上圖為過去六個月，針對1933人所做外帶式飲料購買之調查。某一特定品

牌脫穎而出具有全國性的曝光度。根據訪談一位外帶式飲料業者指出，台灣的外

帶式飲料店目前已達2萬多家，產值約新台幣800億元，每年正成長超過10%，新

品牌、店家數、銷售額及從業人員，均呈現逐年成長的趨勢，十分可觀。然而，

在激烈的競爭過程中，品牌佔有率無法迅速最大化，超越競爭對手。因此，新型

態的業者力求產品多元化，並透過社交媒體、網路名人等非傳統行銷方式，提升

品牌知名度，全方位與競爭對手做區分，將台灣茶飲，例如：珍珠奶茶往海外輸

出，推向國際，以迅速增加利潤。

(四) 產業競合下的短期及長期均衡

1.短期

‧利潤來自價格提高，成本降低及品質提高。

‧短期內不會吸收其他廠商加入或使原有廠商退出。

2.長期

‧調整其產品獨特和技術設備，領先競爭。

‧開始出現超額利潤或虧損，並通過新廠商進入或退出，最後由於整個行業

總收益等於總成本，市場達到長期均衡。

‧釐清不健康傳言，優化研發品質。

外帶式飲料業在短期內不會發生價格戰，是一個利潤微薄的行業，需要以

量來帶動利潤，新市場進入者三年後的存活率只有3%，近年來，隨著勞資法的改

變，經商成本大大增加，這意味著外帶式飲料行業的固定成本也無一例外地增

加。長期而言，為了能增加市佔率，業者必須進入其他市場，以連鎖化、集團化

的全國性展店目標為計劃，建立品牌知名度和顧客保留率。

長期來說，企業必須要能夠擁有更高效率的業務流程與管理，才能降低變動

成本，同時也必須具有洞察力和敏感度，以適應新趨勢，研發具有創意的優質飲

品，使訂價高於市場平均價格，提高利潤，為長期保持市場地位與永續經營的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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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公司或部門團隊障礙、原因及突破 
Obstacles,Reasons, and Breakthrough of the Teams in a Company / 
Department

班級: 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 Ethics and Leadership企業倫理與領導效能
指導教授: 鍾昆原 教授
學生:柏平、李杰、趙曉飛、楊靖、孔紅芬

一、緒論

通過學習課程企業倫理與領導效能並進行案例分析瞭解高效團隊的障礙與突

破。

二、團隊透視

五大障礙 五大原罪 五大突破 工具方法

喪失信賴 自以為是 建立信賴 坦承弱點真誠相待,分
享生命願意冒險,性格
行為分析,人際知覺
歷程

害怕衝突 和諧假像 管理衝突  挖掘衝突管理衝突,
領導者以身作則，見
TKI、MBTI衝突管理
模式

缺乏承諾 模棱兩可 做出承諾 接受異議團結一致,厘
清承諾明確溝通,建立
主要次要目標,目標設
定與承諾

規避責任 有所保留 負起責任 相互要求相互協助,知
己知彼共同成長,團隊
效力分析,組織文化

忽視成果 個人名利 重視成果 團隊成敗勝於個人,公
開目標定期檢視,團隊
計分板,需求層次目標
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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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案例分析：限產規格外胎交貨異常----逃避責任

所謂限產規格是指客戶指定花紋，只能按訂單數量生產，不能多做的規格，多

做出來的只會是呆滯品。

亂象:

1.外胎未按產企生產指令生產。要出貨的沒生產，沒有馬上出貨的規格生產了

一大堆。

2.限產的規格外胎生產統計數量認為是夠的，但出貨時發現數量不夠，不能準

時出貨。

3.生產數量不夠重新補產，保證出貨。往往第二天清理外檢倉庫時又找了出

來，結果變成了呆滯品。

原因分析：

1.生產指令僵硬，沒有彈性，生產指令未經討論一味按業務的要求下單，執行

起來困難。

2.生產指令不明確，客戶資訊不公開、透明。生產單位不是很清楚生產指令的

輕重緩急

3.外胎生產管制不到位。

4.外檢資訊不能及時把良品數量、修補品、不良品數量回饋給外胎。

如何突破障礙：

1.每週四業務、產企把下周生產的指令草稿拿出來交給外胎討論，既要滿足客

戶交期，又能最大的方便外胎排模生產、提升效率。外胎可根據自身的條件，

建議產企調整某些規格、數量，業務同客戶商量確認，如可行便更改，不行按

業務交貨指令執行，統一意見後，大家簽字執行。

2.周生產指令形式上作調整分三大塊,產企有專人每天跟蹤統計數量，按時通

報。

 a、重點關注規格

 b、限產規格

 c、一般不限產規格（沒有規定生產數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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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外胎指定成型班長通過管制鋼絲產量及生胎產量，每天統計產量，關注進

度，目的是控制產量。指定硫化班長每天統計限產規格數量，並及時與外檢溝

通，瞭解不良品數量。

4.外檢班長及時跟蹤限產規格數量，要求限產規格必須優先打包不積壓。限產

規格不良品需專門區域放置，便於及時修補。

5.外檢出來的修補品,外胎指定硫化班長每天必須修理完畢，不能積壓。

6.外檢班長跟蹤限產規格目標差距50條時須向外胎硫化班長發出警示，並告知

不良品的數量，讓硫化提前準備。

7.每天限產規格的進展情況，產企有專人負責跟蹤,早、晚8：30各小結一次，

警示未按計畫執行的相關負責人。

8.每週一對上周限產規格全面小結公佈上一周限產規格的達成率。

四、結論

核心人物智慧是整合團隊力量的第一要素，良好的團隊建設能最大有效的激發

個體，相應個體的激發促進團隊建設，拋棄無原則的一團和氣，正確對待工作

中的碰撞、衝突；尊重個體關，關注差異，勇於批評是信任基礎，團隊力求共

識不求絕對一致，迅速決斷，防止會而不議，議而不決，決而不動，團隊有共

同責任、彼此負責、相互影響才能確保團隊利益的實現。

柏平  李杰  趙曉飛 楊靖 孔紅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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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人力資源模式的新思考－以新聯合汽車製造公司為例New Thinking 
on Human Resources Model－Case Study of 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

班級：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組織與人力資源規劃
指導教授：史習安教授
學生：宋福興、何遠、程明鋒、惲傳洪、胡如科

(一) 新聯合汽車公司成立的背景介紹

1963年，通用汽車公司在加州的佛蒙

特（Fremont）設立了一間汽車裝配

工廠。在通用集團的管理運營上，這

是一家最棘手的問題工廠，存在產能

低，品質不良，工薪關係緊張等問

題。近20年的運營結果顯示，這家工

廠在北美市場上屢屢表現不佳，並且

拖累了整個通用集團的效益。於是在

1982年，通用公司終於做出了關閉這

家工廠的決定。

1983年，日本豐田汽車為了達到進軍

北美市場的目的，經過與通用公司

的談判，簽署了合併開廠的合約。

通過雙方的努力，佛蒙特汽車工廠

重新開張，並由此命名為新聯合汽

車制造公司（New United Motor 

Manufacturing Inc.），而

通用汽車的團隊，希望通過這家聯合

運營的工廠，學習日本人精益管理的

運營思想及改善當時效率低下的團

隊。

(二) 合資計劃的目的

豐田公司的目的：

a) 美國市場的進一步拓展，佔據更多

的市場份額；

b) 打破美國當局設定的貿易壁壘；

c) 為隨後大範圍在美國本土設廠建立

成功的基礎。

通用公司的目的：

a) 改善目前不良的經營團隊；

b) 重新運營佛蒙特工廠解決部分勞資

問題；

c) 引入日本工廠 KAIZEN 的運營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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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合資後的運營狀況

開始營業的第一年，新聯合汽車製

造公司生產了大約65,000輛Novas小

汽車，在整體產能上相比改制前同

期大幅增加，且Novas被消費者報告

（Consumer Reports）評比為世界上

質量最好的小車之一。公司從原本為

全美汽車製造業曠工率最高的工廠，

如今工廠的曠工率低於3%。只有少數

不滿意的顧客申訴案例，且大部分都

可以得到妥善解決。員工對企業的信

任感大幅增加，管理的難度因此而降

低。

新聯合汽車製造公司的生產系統，建

立在企業文化的基礎上，不可否認，

其整個生產系統，無論在品質、效

率、員工士氣上皆發生天翻地覆的變

化，這一切皆依賴人力資源的重大改

變，尤其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首

先，管理階層和工會都認知到，彼此

的未來是相互依賴的，雙方需要承諾

共享的願景；另外，員工在做出貢獻

之前，被公平的對待；最後是員工之

間的高度信任與依賴。

(四) 人力資源的優勢對企業的影響

1.人力資源不解雇政策：建立公平，

信任和相互尊敬文化的第一步。

‧解雇員工與高管的薪金掛鉤

‧解雇員工並不能馬上招到新人

‧在困難時期，員工自願休假減低成

本

‧在困難時期，員工參與持續改善項

目

2.人力資源進行員工的甄選，新生培

訓及在職培訓。

‧清楚的認識到培訓的目的

‧跟蹤培訓的結果以及成效

‧分析成效完善培訓計劃

3.人力資源建立團隊的概念

‧階層簡化

‧工位上的管理者成為真正的團隊長

‧組織貢獻觀

‧團隊成員加入工作的設計

‧多技能工的培訓

‧基層主管更加貼近工作組

‧高層主管有效的深入改善

4.人力資源工作設計：促進公平和效

率的目的，因此僅有三個工作職級。

‧一線工人有義務停線，這不是權

力，而是義務

‧KAIZEN 生產模式避免敵對的勞資關

系，改進生產效率

‧沒有庫存的依賴，員工合作和信任

加強，生產效率增加

‧問題往往在基層級解決

‧團隊成員主動設計和改善工作

5.人力資源進行獎酬系統的優化

‧績效的提升

‧通過改善達成全員參與經營

‧節省金額超過二千七百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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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人力資源建立和諧的勞工關系

‧新聯合汽車制造公司系統，非常依

賴與工會和管理階層間獨特且緊密的

關係

‧完全對工會公開所需的信息

‧新聯合汽車制造公司的生產系統，

團隊的概念，三種工作的類別，出勤

率的整車，建設性解決問題的態度，

計入工時的30分鐘午休，均獲得汽車

工會和當地分會的支持

‧尊重所有生產線的員工

(五) 總結

科學的企業人力資源管理制度是現代

企業管理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力

資源的管理是企業管理中最為重要的

內容。一個企業只有擁有高效的人力

資源管理體系和人才，才能充分而有

效地掌握和應用第一流的現代化技

術，創造出第一流的產品。提高企業

現代化管理水平，是實現企業管理由

傳統向科學管理、現代管理轉變不可

缺少的一個環節。

宋福興  何遠  程明鋒 惲傳洪 胡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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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Report Title

試比較日本式工廠管理與中國工廠管理之異同點
 Comparisons Between Japanese and Chinese Factory Management 

班級：第一屆泰茂企業專班
課程：Operations Management作業管理
指導教授：陳光辰 教授
學生：金燕萍、莊健偉、林國、項友克、刁佛新

一、緒論

企業生產管理模式是企業運營的主導

思想之一。中國的企業家們已意識

到“管理是生產力”。因為，企業為

在市場競爭中求生存謀發展，就必須

滿足市場對產品多品種、變批量、低

成本和高品質的需求，不斷提高自身

對市場需求環境的回應速度。企業應

該根據自身的生產特點，採用新型

的、先進的和有效的生產管理模式，

推動企業資訊化進程，提高企業生產

管理水準, 這是確保其在日益激烈的

市場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的戰略舉措

之一。

二、日本企業生產管理模式

日本企業經營模式的表現特徵：

從最基本企業5S到風行世界的豐田

JIS（精緻生產），世界各製造企業均

將其做為企業標杆，特別在亞洲成為

企業爭相學習的模式。美國學者詹姆

斯•阿貝格林 (James，C.Abeglen)將

日本管理模式的表現特徵歸納為終身

雇傭、年功序列和企業內工會等三大

特徵。

日本模式的核心競爭優勢：

日本企業追求組織化、制度化的 QCDF

創新標準成為日本企業獲得國際競爭

優勢的重要原因。

日本企業普遍以 “綜合產品品質 ”

為衡量標準，它是以產品能帶給使用

者怎樣的顧客滿足(CS)來界定,也就是

傳遞給客戶的產品資訊束具有怎樣的

魅力和說服力。

從顧客來看，訂貨至交貨時間長短非



50

優良專題研究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常關鍵，交貨期是產品競爭力的重要

構成。以生產體制來看，生產體制必

須能靈活應對多變的經營環境以及多

元化的市場需求，如今“多品種、小

批量”為特徵的TPS生產體制，已經廣

為日本製造企業所接受。

三、中國企業生產管理模式

現代中國企業成功的管理模式有三大

特色，一是選擇性繼承中國傳統文化

當中卓有成效的管理哲學，二是引進

西方現代管理理論中行之有效的管理

方法，第三是探索全球化時代中國企

業成功的管理實踐。

中國企業管理，管理基礎工作是一個

薄弱環節，生產管理的非制度化、非

程式化和非標準化是中國傳統製造業

生產管理模式的特徵之一。中國真正

的工業化道路才短短的30年，企業在

引進先進的生產管理模式時並沒有結

合自己企業的實際情況進行消化吸

收。近幾年中國部分企業已經深入研

究並且迎頭趕上，逐步創造成中國式

的管理模式。

四、日本企業與中國企業管理方式的

差異

1.員工士氣：在日本所宣導的改善都

是基於企業良好的士氣基礎。在中

國，企業主、管理者不會主動與員工

打招呼。

2.現場主義：豐田的精益管理，管理

將不再有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區別，

每個人都是管理者。在日本製造企業

中，70%的人員工作在現場、70%的成

本發生在現場、70%的問題出現在現

場。中國企業往往認為，現場管理是

隔靴搔癢、其本身就是種浪費，然

而，這種思維的結果是中國產品在國

際上以低價格和低品質而聞名。

3.杜絕浪費，並標準化：日本人認

為，浪費與效率剛好是管理的兩極，

消除了浪費即提高了效率。從某種意

義上來講，低效率正是高浪費引起

的。中國企業由於推行“多動力源的

推進方式”使庫存大量增加。各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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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件生產階段，各自都以自己的生產

能力、生產速度生產，多級驅動推

進，直到總裝配，使各種庫存不能協

調生產，浪費嚴重。

4.團隊精神、企業文化：日本的每一

個企業都會帶有自身的企業文化色

彩，基本講究團體協作，不突出個人

的作用。他們講求團隊與組織整體的

榮譽，為了講究組織整體榮譽而犧牲

個體，這既是日本社會的文化，也是

日本企業的最核心的企業文化。中國

企業是大雜燴，說不清文化是什麼，

一個老總一個文化，以老總個人的心

理為出發點，文化不統一，不堅持。

5.在職訓練與雇傭晉升制度：日本企

業會制定一套新進及在職的培訓計

畫，根據個人所擔任的崗位分階段實

施培訓，且大多實行終身雇傭制。中

國企業實施聘任制、崗位制，操作工

只負責操作，品質管制和技術改造由

專門的品質部門和技術部門負責，集

操作、品質管制與技術改造於一身的

主觀意識需要較長時間的培養和薰陶

才能形成。

五、結論

中日企業管理體系的差異是中國企業

提高競爭力與生產效率的最大障礙。

雙方核心的差異體現在員工士氣、現

場主義的創新體制、標準化生產、企

業文化及員工在職培訓與雇傭制晉升

制度。

就相同點而言，日本的企業與中國的

企業都建立在現代企業標準的作業流

程下，但是中國企業接觸時間短，積

累的經驗不足，導致病急亂投醫，各

種的企業管理模式，都會引用，而沒

有執一而持久之，造成只有形沒有

型。

金燕萍  莊健偉  林國 項友克 刁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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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畢業生列表 

Name List of 2017 Graduates 
Degree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First Name

Peng

Qing

Liang-Hai

Xin-Fa

Li-Cai

Qian-Bin

Wan-Gen

Da-Yong

Jun

Ping

Hui

Fu-Xing

Xiao-Fei

Chun-Mei

Jing

Lan-Mei

Yuan

Hong-Fen

Xia

Ming-Feng

Yan-Ping

Jian-Wei

Guo

Jie

Last Name

Liu

Shen

Zhang

Wu

Wu

He

Zhang

Jiang

Yang

Bai

Ma

Song

Zhao

Wang

Yang

Fang

He

Kong

Chen

Cheng

Jin

Zhuang

Lin

Li

姓名

劉鵬

沈慶

張良海

巫新發

吳禮財

何前彬

張萬根

蔣大勇

楊軍

柏平

馬輝

宋福興

趙曉飛

王春梅

楊靖

方蘭妹

何遠

孔紅芬

陳霞

程明鋒

金燕萍

庄健偉

林國

李杰

COMPANY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泰茂集團

寧波捷駿塑料有限公司

杭州灣新區沅隆車業有限公司

句容益柯賽橡膠製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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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List of 2017 Graduates 
Degree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EMBA

姓名

惲傳洪

項友克

胡如科

刁佛新

達美克

趙豔陽

游萬豐

李崇維

陳昶泓

陳皓華

陳俊仁

陳瑪莉

朱峰

葉麗欣

趙漢昌

徐志航

陳群書

張國祥

毛訓淳

楊鎮奕

吳明潘

陳明濤

許景森

COMPANY

常州漢諾車圈有限公司

昆山市藍天印務有限公司

寧波恆隆車業有限公司

太倉東誠塑膠有限公司

美國哈菲公司

寧波聚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謙德企業有限公司

Laurus Office Group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公司

聚泰有限公司

印地安國際meli品牌

上海鈞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

Apec business consultancy limited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捷安特(中國)有限公司

金泰工業有限公司

寮國祥琪紙器股份有限公司

大昇精密工具(股)公司

永晉燈飾

藝遊有限公司

First Name

Chuan-Hong

You-Ke

Ru-Ke

Fo-Xin

Dhammika Wimalanath Nandasena

Yan-Yang

Wan-Feng

Tsung-Wei

Chang-Hung

Haw-Hwa

Chun-Jen

Ma-Li

Feng

Lai-Yan

Han-Chang

Zhi-Hang

Qun-Shu

Guo-Xiang

Hsun-Chun

Chen-Yi

Ming-Pan

Ming-Tao

Chin-Shen

Last Name

Yun

Xiang

Hu

Diao

Zhao

Yu

Lee

Chen

Chen

Chen

Chen

Zhu

Yip

Zhao

Xu

Chen

Zhang

Mao

Yang

Wu

Chen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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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劉鵬  Liu,Peng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airman of Ningbo Bailey Bicycle Sales Limited
第一屆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尊敬的各位教授、各位貴賓及在座一起奮鬥學習的同學們，大家好!我是劉鵬，很

榮幸能代表畢業生發表畢業感言。

今天是我們人生旅程中一個階段的結束，但也是另一個新挑戰的開始。首先感謝教

授們在學習旅程中傾囊相授、敦敦教誨，他們用自身淵博的知識面為我們開啟新的

管理視野，也非常感謝新華衛提供這麼優質的學習平台，透過教授專業的精闢講解

與實務案例分析，在小組討論的腦力激盪下每次上課都會碰出意想不到的火花。

參加EMBA企業專班，最大的感觸是公司管理層面的大大提升，部門之間聯絡更加頻

繁對於彼此更加認識，遇到問題都能很快的迎刃而解，對於公司的業績與營運更是

明顯的大幅成長。所以知識就像無形的工具，而機會是給準備好的人，商場上的千

變萬化一旦擁有專業知識就能領先群雄開創新商機。

再來同學之間不藏私分享工作上的實務經驗，也讓我們彼此從中學習到不同領域的

資訊，相互切磋互相成長。使得大家在工作上獲得更多的成功祕訣。

古往今來，物質的享樂常被人們盲目的追求，然而物質滿足並不能恆久，唯有飽滿

的內在才是永恆的資產。自我知識的提升與永不懈怠的學習精神並將豐富我們的人

生。

也特別感謝這一年多同學之間相互提攜與鼓勵，以及林總監、徐執行長悉心照顧，

回想學習的每一過程，點點滴滴在心頭回憶無限!!感恩新華衛給予我們新的思維、

新的專業管理知識，使得視野更寬廣對事業上更是一大助力。

最後，相信大家必將所學貢獻於社會與企業，造就更美好的未來。

祝福所有師長、同學們，闔家安康、幸福美滿、事業成功，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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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代表致詞
Valedictorian   
游萬豐Yu, Wan-Feng
謙德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airman of Nusun Developments Ltd.
第七屆世界台商班

敬愛的師長、校友、貴賓及即將一起畢業的同學們大家好。

我是游萬豐，來自於南非的台商，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總會長。非常榮幸能代表

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本屆EMBA畢業生致詞。

原本自己也沒有想到離開學校這麼久，還會重拾書本當起學生進校園上課。經好友

的推薦，報名就讀第七屆世界台商班。由於台商班的學員皆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國

家，大家利用一年當中兩次的時間，每次上8至10天的密集課程。說實在，太久沒

上課，連續上這麼多天的課一定辛苦，但看到大家都是專程抽空，從國外遠道而

來，一同坐在教室裡認真聽講，遇到疑問時，也都捉緊機會勇於發問，再忙再累也

不錯過任何可以學習的機會，此情此景，更督促自己跟緊教授與同儕的腳步。

新華衛管理學院累積20多年的辦學經驗，聘請最優秀的海內外頂尖師資，採用歐美

日最先進的教材，並導入實際個案教學，讓我們同儕互相討論，透過教授精闢的分

析講解，能總結成功經驗，避開失敗的道路。

教授們豐富的教學經驗讓我們有系統化的學習管理知識，從行銷、財務、人力資源

及IT資訊到危機管理…最重要的是，策略及變革管理等理論與實務。這些課程帶給

我的不僅是知識而是帶給我許多觀念的改變。這些新觀念，對於處理公司管理上產

生極大的幫助與改善。

另一方面，同儕間的標竿學習也是無價的寶藏，EMBA聚集了一群擁有豐富實務經

驗、願意交流分享的菁英，大家見賢思齊、資源互享、互補合作，分組討論過程中

的經營管理心法，多是富涵洞察力的解決方案，能學到運用於企業的經理管理技

巧，共同探索企業管理新思維。

最後，感謝新華衛管理學院專為旅居在世界各國的台商們開辦EMBA專班，讓我十分

受用，以及感謝林總監和徐執行長的照顧，教授們的辛勤指導。畢業是學以致用的

開始！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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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學習心得   

兩年來參加泰茂企業 EMBA 研修班的學習將告一段落，歲月如白駒過隙，一
晃就過了，教授們精彩授課內容好象歷歷在目，從第一課陳教授的運營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中，企業管理裡一些看得見的，一些看不見的，到
最後吳教授的論文專題指導，做學問做管理必須做到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
腳找東西企業管理如學問一樣要窮根問底找原因及真相，企業內部的一些小事

可以做作為研究的物件，並找到出對策來。教授們的授課內容，往往都是一種人生治學、修身境
界的濃縮，甘甜而醇美。所用案例都是實際曾經發生過的、故事精彩、幽默，緊貼管理實踐；獲
益匪淺，感悟很多。我一直是在公司開發部門工作，工作中的困惑也是多多，缺乏計畫安排，少
了跟蹤檢查，與各部門溝通也不暢，缺乏預測能力，很多事情都是事後處理，根本談不上事前管
理，並且對公司行銷及人力資源還有財務管理瞭解得少之又少。通過本次的研修，比較系統的學
習，瞭解企業如何運作；在教授們的精心指導下，在同事兼同學的分享及幫助下，我的思路和觀
念與以前判若兩人，收穫頗多，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聆聽到管理層最強音，瞭解企業運作，實現了自我提升
本次授課的教授們都是臺灣知名大校及知名企業的各行各業執牛耳的專家，不光學術上有一定的
造詣，也有實際的企業管理經歷。他們開闊的知識和視野，並長期與國際接軌，市場經濟的弄潮
兒，讓我在短短時間內明白了以前許多不能明白的東西，思考問題的角度和方法都多元化了。經
過每次小組討論及發言，大家總是激烈討論，分工又合作，團隊的力量讓我們把一些陌生題目及
時做出來，並通過激情地演講分享給大家。這些激發了我的潛能，磨練了我的意志力和人格，實
現在工作中學習，學習中提升自我。
2、更熟悉自己身邊同事，今後在公司裡的溝通更順暢，
這次學習大部分都是公司高階管理人員再加上一些主要公司的供應商，是自行車業界的管理精英、
企業家，班長更是業界的領軍人物。和同學們在一起交流的時間是最難得的，不僅能瞭解到公司
各部門的管理狀態，更重要的是能吸取他們管理的精華，加深促進大家間的情感，這無非是我人
生的一筆寶貴的財富。
3、為將來部門管理夯實更好地基礎，有了這次 EMBA 研修班的學習經歷，我堅信將來的管理和人
生必定有一個更高更好的發展！不論是講授理論模型還是討論案例，同學們成為夥伴式的交流，
課堂氣氛較為融洽。可以零距離和這些管理專家請教學習，很多日常管理中碰到的困惑與疑難，
往往在老師的一兩句話中點破。過課堂的交流討論，能分享別人及別的部門的管理經驗。EMBA 學
習也為我們提供了鍛煉理性思維的機會，課堂提問與解答、案例研究、小組專案(分析與演示)等，
都需要我們去獨立思考、獨創地去學習；又有團隊協作，可以把複雜的問題簡單化，並在過程中
學會一套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養成分析問題並制訂解決問題的方案的習慣，為本部門發
展出力。
總之，千言萬語也無法道盡此刻的心情，感謝新華衛，感恩劉總，把所學的用到工作去，做到學
以致用，物有所值。

有幸參加新華衛的 EMBA 企業專班，兩年課程下來使我獲益匪淺，不僅開闊了
我的思維，還改變了我的思維模式，同時也學習到許多新的管理知識，以前只
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所謂經驗現在通過專業的解答也有了答案。
課程中通過大量的實際案例，並結合我們的產業來授課，分組討論與碰撞，在
激烈的辯論後達成共識，這讓你記憶猶新，更容易理解及應用到實際工作中

去，與此同時也不知不覺讓自己變得更棒更強。感謝新華衛及各位教授，還有劉老闆給與我人生
中這麼重要的一次機會！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  工程師 Engine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趙曉飛

沈  慶

Learning Feedback of Graduates with Hon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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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新華衛管理學院安排了歐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的企業管理 EMBA 世
界台商班的課程，參加這個課程者皆是來自各國的台商等精英與先進 , 很高
興能彼此認識並向他們學習 , 請益其寶貴的社會經驗和成功的秘訣 . 自大學
畢業後 , 進入社會工作 , 現在參加這 EMBA 課程 , 讓我真正瞭解〝學以致用〞
的真正涵義。

以前在學校所學習的都是學術理論 , 不知如何運用所學 , 但這次再回來上課 , 感受就完全不一
樣 , 除了溫習 , 講述基本的理論外，重點在結合實際案例，讓我真正能夠體會學術理論與實務的
結合運用的奧妙。也藉由小組討論的思考訓練，提升了企業策略管理的能力。最重要是 , 藉由學
習所接受到世界的脈動與趨勢，提升並充實自己的知識及專業領域 , 搭上時代潮流的列車 , 以體
驗 , 因應及創新這快速進步與發展的未來。

上了 EMBA的課程才瞭解到以前經營事業的盲點才知道如何收集資料-大數據，
如何更精密的計算及更準確的下判斷。經營事業也更有根據及籌碼少走了很多
冤枉路，所以讀了 EMBA 後讓我更具自信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日子也過得更
充實更快樂。

很高興有機會能夠參加 EMBA 課程，讓我回想起學生時代的單純快樂。在課程
中，除了不斷吸收教授給予的知識，透過每次與同學的交流腦力激盪，更能時
時充實自己的不足之處，在職場上學以致用。
我的工作是輔導企業 IPO，最常就是碰到永續經營與傳承規劃的議題。在 EMBA
課程中，遇到很多不同產業、背景、經歷及年紀的企業家一二代。每期的個案

討論，透過與他們的交流，都能以不同角度及方向，瞭解不同文化下的理念。非常感謝新華衛給
我這機會加入這大家庭，期許能透過此平臺展翅高飛。

投入工作多年，重返學習狀態，回爐再造，深感收穫巨大。教授在教學的過程
中，有講授、有案例、有訓練，還能夠和自己的企業經營實務相結合，讓我個
人的綜合水準和經營能力大幅提高！回到企業後，我們能把課堂所學知識套用
到企業的經營管理實際過程裡，馬上就能夠學以致用產生良好的效果和結果。
此次學習，知識層面更加寬廣，同時在拓展人脈與加強同學之間的情感連接也

是獲益良多！

首先感謝老師們近兩年來的辛苦指導，在這期間讓我得到全方位充電。學習到
很多過去一知半解，或曾經在哪聽到過卻無從下手的管理手法。我們不僅是工
作中學習，還在學習中落到實處，很多案件就是公司的實際運營情況來加以分
析。讓同學們就相應問題展開充分討論，直到問題得到解決。這就是常說的理
論與實踐真正相結合。

同時還要感謝公司能為大家提供平臺，我們非常幸運，有這樣的一位大家長（班長），他帶領大
家及不斷鞭策我們前行。也才有這樣的機會與老師結緣。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自己的不足。雖然
課程快結束了。于老師、於同學並沒有結束，只有開始。未來的歲月，我們一起奮進！感恩老師，
感恩同學們。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吉隆玻代表辦事處 首席代表Chief Representative

印地安國際 meli 品牌董事長 Chairman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銀行業務部　業務協理 Business Director

寧波聚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 Chairman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陳昶泓

陳瑪莉

陳皓華

趙豔陽

吳禮財



58

畢業生學習心得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很榮幸能夠參加泰茂專班 EMBA 的學習，經過兩年的學習，不但開闊了視野，擴
大了知識面，更讓我在思考問題上有了更加全面的思維，在以後的工作中如何
理解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有了更清楚的認知，在管理工作中如何鋪排，
培訓，授權，有了一定的思路。對於這次學習的心得體會如下：
一、思想上的認識 本次授課的教授們都是臺灣知名大學以及企業家，他們不光

在學術上有一定的造詣，也有企業管理的實戰經驗，從行銷，採購供應鏈，生產管理，專案管理，
財務等整個企業管理方面帶給我們了豐富的知識，他們用教育家的通俗語言結合他們企業家的簡
單方法，從本土到國際接軌，開闊了我的視野和提高了認知。
本次參與學習的同學，有高層領導，其他企業老闆及本公司的精英主管，在學習和作業的過程中，
體現出各自的思路及解決問題的方法，讓我受益非淺。
二、管理方法和技巧的提升 本次 13 節課的內容，有工具的運用，人力資源的管理，個人工作技
巧等各方面的知識，在人力資源如何選人，用人等；管理中如何鋪排，培訓，授權；團隊如何高
效協作等方面都進行了學習，在作業的過程中，也領略了同學們的熱情及他們的優勢，讓我在管
理的方法和技巧上面得到了提升。
三、理論與實踐結合 本次課程有位教授曾強調什麼叫“學習”，學而實習之，兩年“學”的時間
是短暫的，但“習”要在工作中不斷的實踐，達到學以致用，在工作中發揮作用，貢獻自己的力量。
最後，感謝新華衛學院，感謝公司給我學習和成長的機會，感謝班長贊助的學費，這是一生中非
常寶貴的財富。

此次EMBA學習，共學了十幾們課程、歷時1年半。雖然我們已經工作很多年了，
但要學的東西還是很多。此次 EMBA 學習，對我們補短板、充電都起了很大的作
用。此次學習，感觸最深刻的是“人力資源管理”和“現代採購管理”這兩門課。
“人力資源管理”的系統管理、“現代採購管理”的專業管理執在必行。“人”
的成本和“材料”成本是我們公司兩塊最大的成本。這兩塊管理要上臺階，對

提升我們整體績效來說，是重中之重。

一年半的 EMBA 課程教育 , 收穫滿滿。作為一名財務人，接觸了財務專業以外的
知識；第二，通過和大家一起做各種案例，對公司運營各方面有了更多的瞭解；
第三，學海無涯，越學習，越發現自己知識的匱乏，特別是思維模式、管理思想、
工具模型的運用上急需提升。回顧學習生活，感恩劉總，感謝同事關心與幫助，
感謝老師辛勤教導。

通過在歐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第一屆寧波泰茂專班將近兩年的時間系統學習
各門課程，過程雖然緊張、辛苦，但收穫頗多。
首先，經過學習淵博、實戰經驗豐富的教授深入淺出的講解，對經濟學的基本
理論有了全面的瞭解。
其次，通過教授經典案例分析，幫助我們進一步消化、吸收理論知識，並初步

掌握實操技能。
最後，通過小組作業和個人作業的訓練，在老師、同學們的幫助下更加強了理論聯繫實際的基礎。
在今後的學習工作中，我們將會利用所掌握的知識，學以致用，不斷摸索、創新，為企業、社會
做出更大貢獻。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船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財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of Finance Dept.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Manager of Finance Dept.

句容益柯賽橡膠製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王春梅

方蘭妹

張萬根

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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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期 EMBA 的學習，經過教授理論宣講、小組討論分析、團體相互碰撞、
自我上臺發言、整體激烈提問，提高整體思維的能力，對突破思考問題的局限
性有較大的提高，對企業管理關鍵環節，流程有了更深入的認識，通過學習也
掌握了分析問題的工具，如“五力分析”，較好解決了系統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的能力，這次學習也認識到自身知識不足，學習以致用太少，停留在理論上較

多，深入實際不夠，需要持續努力學習新的專業知識。

參加 EMBA 課程，每個人都有著強烈的使命感。教授們的授課內容，往往都是
一種人生治學、修身境界的濃縮，甘甜而醇美。所用案例、故事精彩、幽默，
緊貼管理實踐；在愉快和良好的學習氛圍中，獲益匪淺，感悟良多。他們用自
身淵博的知識面為我們展開了新的管理視野，為我們的思考鋪設了一條感性與
理性相結合的橋樑。引發我們對某一層面的問題深層次的思考，此外，他們經

常與學員互為資源互為環境，不論是講授理論模型還是討論案例，都和學員成為夥伴式的交流，
課堂氣氛非常融洽。

謝謝劉班長和新華衛讓我們有機會回歸課堂繼續充電進修， 在工作當中參加
EMBA 課程，更加容易結合實務來完成各科學業。 特別是結合本職工作加上
對行銷策略的學習，清楚的認知市場分析，和對市場前景的預測。 PEST 和 
SWTO 分析除了可以對外部未知因素做研究，同時對內部管理，對事物的判斷
做出更加客觀合理的判斷 , 避免之前只憑經驗，憑感覺判斷做事。這次學習讓

自己的視野更加開闊，系統性思維得到提升，感謝新華衛 ,劉班長 .

從第一堂的作業管理課程裡讓我深入瞭解一家生產型企業的作業模式，對作為
業務的我更具有指導意義，在日常工作中能全面性思考問題，親臨現場發現問
題追根究底解決問題；在 4 月份的企業倫理課程中，更加學會了團隊協作，讓
我們在日常工作中更有團隊精神

EMBA 課程最精彩的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案例的分析，結合小組的討論，經常會碰撞出新的火花，同時公司組織
藉由 EMBA 學習，在小組討論過程中轉化成同學的身份，進一步拉近了同事之
間的距離，有助於增進彼此的瞭解和感情，轉換到工作層面上，大大提高了溝
通的有效性。
另外一個部分是老師的經驗與知識的分享，跟隨各位老師的精彩分享，仿佛翱

翔于不同階段，不同形式的知識海洋，讓人受益匪淺。

1、參加 EMBA 班的學習，通過全球一流教授的言傳受教，從中學到自己已知和
未知的知識，並拓寬了自己的思維模式。
2、通過同學之間的對已知案例的分享和討論，以及團隊的腦力激蕩，使得自
己腦洞大開，對於工作展開產生靈感及帶領團隊快速解決，產生事半功倍的效
果。
3、學習完成後，通過供應鏈和工廠本身及市場發展，參考學習的一些方法，

應用在實踐的過程中，也發揮出更大的效應，感謝及感恩這一期的 EMBA 班。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副理 Vice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上海鈞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Manager

楊  靖

金燕萍

宋福興

孔紅芬

陳  霞

朱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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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群以實務的經驗和 EMBA 專業課程中所講過的理論及諸多企業實際案例，讓
我們在不同的觀點、論述中能互動探討學習，大幅提高了思考與應變能力。對
工作有相當大的助益。

EMBA 學習使我開闊新思路，改變舊思維。
EMBA 學習加強深度的溝通技巧。
EMBA 學習培養團體的分工合作。
綜合 3要點，系統規劃、精闢剖析、融會貫通，超讚 !!

每一個熟悉而親切的笑容，每一次的活動都將成為更加深刻的感觸責任在肩，
充滿自信。通過學習讓我們更具國際化，將西方管理理念與中國企業的實踐相
結合，立足本土，放眼全球！
每一個人都應心懷感恩，把我們學到的知識和技能帶到工作中，以更前衛的眼
光做強我們的企業，創造更多的價值，為社會發展做貢獻。

The Executive MBA at University of Liege is a first-class management 
education created for busy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s working at a 
senior level without interrupting their careers. The program focuses 
on issues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nvironment, and directs us 
to focus on current business needs as well as theoretical bases to 

interpret management issues and concepts. We have experienced a wide variety of 
teaching styles and techniques, including case studies, small group presentations, 
simulations and lectures, which have maximized our learning experience.

參加 EMBA 的學習使我收穫良多，豐富了我的知識，在學習過程中也學到了另一
種思考問題的方式。讓我們得到了更系統化的學心。在學習中每個人都有著強
烈的使命感，“不待揚鞭自奮蹄”。教授們的授課內容，往往都是一種人生治學、
修身境界的濃縮，甘甜而醇美。

從第一堂課的茫然 , 挑燈夜戰的做小組作業 , 到最後一堂課的融會貫通 , 從容
分析企業命脈 ,我成長了 ,蛻變了 ! 感謝教授 ,感謝團隊 ,感謝劉總。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物流信息部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Chairman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美國哈菲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柏   平

劉  鵬

張良海

Dhammika

何前彬

楊  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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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這次 EMBA 課程學習到的內容，讓理論與實務能相結合，大大提升了工作
效率，也讓我思考到以前從未思考到的問題，也能從每位同學的想法與經驗分
享中有所收穫。

在專業的新華衛提供完整的學習平台，讓學員可以在有效的時間內，達到管理
經驗的提升，透過課程的討論及理論上的學習，可以體驗從未在工作岡位看到
的領域並進而了解及運用在實務運作上，在有限的時間提升自身能力，才能不
斷讓事業走向更美好的未來，讓身兼事業家庭的學員們得到拓展未來的機會。

參加 EMBA 課程中，每堂課從教授講解的理論套入目前部門日常運作分析，讓
管理模式更具備理論基礎，讓自己有系統化的思考邏輯，使部門發展有明確的
方向而不致於偏差。

透過每堂專業的課程，能將企業管理的每個面向更具體的結合，企業在尋找永
續經營的方向及策略時，更需發揮每個部門專業的經驗及技術，才能不斷創新
及維持企業競爭力，未來更應不斷學習，才能與時俱進。

資深的教授群以專業理論搭配實務及經驗，再經由小組討論直到實証，讓我們
可以減少很多在企業上測試運作上的壓力及困難，參加了這些課程不單是對自
己的學位文憑有更好的証明，最重要的是可以在短時間的課程上，增加許多在
企業上在實務上需要長時間才能累積出來的經驗，未來也希望透過這些課程達
到學以致用，在工作上可以讓公司走向更寬闊的國際舞台。

不經一番寒徹骨 , 焉得得梅花撲鼻香！
感謝教授精闢的講解與嚴格的要求 , 歷經無數次的小組討論及課後實證 , 
EMBA 課程雖然結束 , 但課堂上的知識與理論結合後發揮的效果 , 會是嶄新里
程的開端。

莊健偉

林  國

惲傳洪

項友克

胡如科

刁佛新

寧波捷駿塑膠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寧波杭州灣新區沅隆車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常州漢諾車圈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昆山市藍天印務有限公司協理 Director

寧波恒隆車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太倉東誠塑膠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參加 EMBA 課程，在各組團體作業及個人作業中，同學們都抱著一種開放和接納
的心態，盡情發表自己的意見，這個過程讓我們更團結、合理分工、互相幫助，
讓我們彼此更了解，從職場走到學習的殿堂，再激發出更多在職場上能使用的
到的觀念和學問。經過這樣全方位的學習，讓我對未來的人生和職場生涯有了
更深一層的體認。

聚泰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陳俊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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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重拾求學的時光裡，讓我了解到人要活到老學到老，在學習 EMBA 的課程
中，可以得到許多深刻的經驗，讓我的視野及經驗甚至是專業都有所大幅提升，
深刻體會到公司的改變要從領導者及管理者做起，不能用過去的經驗及老舊的
觀念經營或管理一個部門一個公司。

參加新華衛台商班 EMBA 課程，最難能可貴的是，可以與世界各國打拼的台商朋
友們一起經驗交流，分享商場上奮鬥的故事，互相切磋課堂上之所學。透過老
師獨到的思考模式，幫助我們從個案討論中，找出可實際運用至企業經營管理
的方法。在國際化高度競爭的時代，唯有不斷自我充實，才能迎向當前情勢急
劇變化的全球變局。

這裡有優秀的老師，同學也都是各個領域的精英，同學間的經驗分享及每個人
獨到的想法交流，對自己來說是很好的經驗累積。經由 EMBA 課程學習，讓我收
穫滿滿。

感謝公司提供的這次 EMBA 學習機會，也感謝 EMBA 的各位指導老師以及協作工
作者。在學習過程中，學習到許多在以往工作中沒有的理論知識，工作可以更
系統化。分組討論，激發每個人的思維，讓大家去探索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案；
分組談論也體現出團隊協作的重要性。這次 EMBA 學習，讓我學習到管理上的系
統知識，希望能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實際工作中去，為公司創造價值。

在專業的團隊及教授群的領導下，讓我們得到了專業的知識，得到了實務上不
可多得的經驗，這些經驗讓我的思考更加豐富多元，使自己的思維模式能更寬
廣的來解決所遇到的困難。

透過 EMBA 的學習，深刻體會到做中學與學中做的樂趣，把學到的知識結合實踐
靈活的運用在實際工作中，學以至用，活學活用。團隊合作作業答題，學習很
多同學的優點，彌補了自己的不足，同時提升了自己的溝通能力，為自己以後
工作中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課堂不同行業案例分析，學會了遇事分析解決問題
的方法，提升了自身的管理能力，更好的服務好公司。

Laurus Office Group 董事長 Chairman

謙德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Chairman

Apec Business Consultancy Limited Senior Accountant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江蘇百利機械有限公司副理 Vice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生產課長 Section Manager

李崇維

游萬豐

葉麗欣

蔣大勇

馬   輝

程明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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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有此次機會進行 EMBA 的學

習進修，感謝各位老師的指導學

習，近 2 年的專業學習即將結

束，在這段時間內，學習了很多

企業管理方面的知識，將更明確

指引工作方式方法，在改善童車組裝工藝，傳

統工藝生產等方面提供了很多的指引。

相信通過本次 EMBA 的學習，所有人都和我一

樣受益匪淺，對於日後的工作將更加遊刃有餘，

在日後的工作中我將會結合實際合理運用 EMBA 

管理知識，使工作變得更有效率，無論是在生

產工藝或流程的改善，還是企業管理，都能為

自行車的生產製造創造更多的可能性。

沒曾想 , 人到中年 , 重又回到學

生時代 , 人生再次單純 , 心靈再

次淨化 , 情感再次昇華 . 感謝你

新華衛！

透過 EMBA 的學習，深刻體會到

做中學與學中做的樂趣，把學到

的知識結合實踐靈活的運用在實

際工作中，學以至用，活學活用。

團隊合作作業答題，學習很多同

學的優點，彌補了自己的不足，同時提升了自

己的溝通能力，為自己以後工作中奠定了良好

的基礎。課堂不同行業案例分析，學會了遇事

分析解決問題的方法，提升了自身的管理能力，

更好的服務好公司。

兩年來的名師教誨，受益匪淺，

兩年來實戰案例分析，分組討論

的激情碰撞中開拓視野， 並提

升自我；在工作中能學以致用，

慢慢地落實紮根。

感謝新華衛，感謝同學的幫提，感恩班長。

回想 EMBA 學習的那一段快樂時

光，教授們及同學們大家融洽的

熱烈討論、同學們勇敢的站出來

發表言論滔滔不絕。實在是太令

人懷念了 !! 感謝列日大學給我

們學習的機會，感謝博學又有耐心的教授們，

感謝真誠又熱心的同學們，太想念你們了 ! 希

望以後常有機會相聚 !

新華衛之教學既有理論講授又有

實操訓練，案例豐富，教授知識

淵博，教學經驗豐富。在課堂上

我們增長了很多的知識也學到了

很多的智慧，同時也增強了同學

之間的友誼和情誼。這是一個難得的學習與成

長的機會！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工藝技術部
協理 Directo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物流信息部
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生產
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工程師
Engineer

印地安國際 meli 品牌董事長
Chairman

寧波聚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
Chairman

巫新發  柏   平

程明鋒

趙曉飛

陳瑪莉

趙豔陽

畢業生留言板   
Message Board of 2017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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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能夠在大學畢業 6 年後，重新回

到自己熟悉的課堂，聞著書香帶

給我的喜悅，這不得不說是一份

意外的收穫。

加油同學們！

感恩新華衛給予我們一次再學習

的機會，讓我們能夠在工作之餘

將實踐與理論結合，相互驗證，

找到最適合自己企業的管理模

式，同時也從兩年的學習中看到

自己的諸多不足，辛苦了。

1 理解所學內容把學到的知識內

容運用的日常的工作管理當中

去。

2. 通過學習也建立系統思考的能

力，提升了工作效率。

學海無涯苦做舟，透過 EMBA 班

的學習，把理論與實踐的結合，

透過全面的、全方位的、全球性

的，已知和未知的案例的討論、

分析、解決，真正感受到學習的

樂趣及探索的快樂。

兩年同窗學習，一生良師益友。

曾聲稱土八路，未來是正規軍。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部副課長
Deputy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副理
Vice Manager

上海鈞正網絡科技有限公司高級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何  遠

 沈  慶 

宋福興 

 朱  峰 

吳禮財

通過此次EMBA學習，重新充電，

才對“學無止盡”有了更深刻的

認識。希望此次學習，能夠在未

來的工作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給

公司帶來更好的績效。

感謝公司提供這麼好的平臺給我們學習，充電。

在未來的工作中，做到學以致用，並在實際工

作中加以推廣。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財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of Finance Dept.方蘭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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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新華衛給予這樣的平臺，提

供優秀的師資力量來授予我們。

從第一堂的作業管理到後面的企

業倫理與領導效能、企業概論，

採購策略再到國際企業策略管理

等一系列課程對本人受益匪淺，特別是對作為

外銷業務的我來說及其受用。

感謝公司提供的這次集體學習機

會，能夠讓我有機會接觸到一些

系統的理論知識的培訓和在學

習；深刻感受到學以致用的重要

性。

希望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機會來溫故知新，能夠

將所學的理論知識更多的運用到實際工作中。

在這次的學習中 , 了解及體驗到

〝學以致用〞, 〝以文會友〞,

〝經驗薪傳〞的真正的涵義。

有機會重回課堂 , 學習新知識 ,

是件幸福的事。

感恩公司給予機會參與新華衛泰

茂專班的學習，兩年時間過得很

快，學識淵博和精益求精的教

授，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兩年來

和同學們伏案作業，實戰案例分

析，激烈的分組討論，歷歷在目；在經後的工

作中必將學以致用。

感謝公司提供成長的機會，感謝新華衛！

非常感謝公司為我們提供一個相

互交流和提升的平臺，在這裡我

們不僅拓寬了眼界，開闊了胸

懷，同時在與各們同學的交流中

也使我受益匪淺，非常榮幸我將

要畢業了，也祝願公司的明天會更美好，謝謝！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業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吉隆坡代表辦事處 
首席代表 Chief Representative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財務經理
Manager of Finance Dept.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船務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課長
Section Manager

孔紅芬

  陳  霞

陳昶泓

張萬根

王春梅

金燕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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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積累知識，勝過積蓄金銀。

畢業不是學習的終點 , 更是再學

習與運用的起點。

感謝公司的安排，也謝謝新華衛

提供這個學習平臺。學習的過程

雖然有點累，但“結果”卻是美

好的。藉由教授團隊精闢的個案

分析，引導著我們朝正確的方向

前進，實際應用到工作上，也使得工作上更加

有效率。

時光飛逝，轉眼間泰茂企業專班

即將畫上美好的 Ending。經過 1

年多來的進修研讀，不但吸取專

業的管理知識也增進公司部門和

合作廠商彼此之間的感情。

讓商業合作上更有效率、更有系統性，期許公

司營運上更加蓬勃發展。珍惜過去放眼未來 ~~

改善是無止境的，惟有不斷學習

改善，企業才能不斷降低成本創

造最大的利潤。

中國信託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銀
行業務部　業務協理 Business Directo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課長
Section Manage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Chairman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Vice General Manager

陳皓華

  楊  軍 

  楊  靖 

 劉  鵬 

張良海

感謝老師的諄諄教導、同學們的

熱情幫助。學習期間雖很緊張、

辛苦，但很充實，感恩！

句容益柯賽橡膠製品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李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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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讀 EMBA 過程中，教授的知識

傳遞，加上同學間經驗分享及交

流，拓寬了我的思維，受益良

多！

從學習的課程中，與自身的工作

相結合，並在學習過程中相互探

討發表，是一個很棒的學習經

驗。

透過EMBA全方位系統化地學習，

結合理論與實務，提高自己的管

理能力，學有所用，是最大收穫。

在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時間學習

EMBA 課程，很辛苦但很值得。

難忘的 EMBA 學習生活即將完滿

結束，感謝教授們給我帶來的全

方位的充電。更令人欣慰的是有

這樣一群傑出的同學，朋友，兄

弟姐妹，這將是我一生中最珍貴

的回憶。祝公司業務蒸蒸日上！

It is essential for 

executives to keep developing 

themselves, and the EMBA 

program provides us with 

such wonderful platform.

寧波捷駿塑料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寧波杭州灣新區沅隆車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常州漢諾車圈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昆山市藍天印務有限公司協理
Director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美國哈菲經理
Manager

莊健偉

 林  國

惲傳洪

項友克

何前彬

Dhamm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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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在學習的過程中與各位同學一起

討論一起學習，是一段難忘的學

習經驗，從課程上吸收的在工作

上學以致用，受益良多。

人生的經驗就是在學習中探尋，

沒有學習就沒有生存的智慧，在

學習的過程裡感受到成長的快樂

與收穫。

感謝新華衛專業團隊安排專業的

教授群，讓我們能利用這短暫的

時間，學習到在工作岡位上無法

體驗到的經驗以及學習到專業的

領導視野。

離開校園多年後，又重拾書本，

與同學們討論課堂報告，建立革

命情感，是件很青春熱血的事。

通過將近 26 個課時的 EMBA 學

習，許多理論知識都可以運用於

實際的工作中！在學習過程中感

受到團體成員分工協作的樂趣以

及團隊力量的強大。學習中也能

發現自己的不足， 同學優秀的值得學習的方

面。課堂訓練，不同的案例分析帶給我們不同

的解決方案，激發了大家的思維。

時光飛逝，但時間帶不走的，是

學習過程中的努力與精神，透過

學習讓自己有了更寬廣的視野。

不斷的學習，才能不斷的成長，

過程也許辛苦但是收成是美好

的。同學相互之間鼓勵與協助增

進彼此間的感情，人生旅途中難

得的珍貴回憶。

太倉東誠塑膠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

聚泰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Laurus Office Group 董事長
Chairman

謙德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Chairman

寧波泰茂車業有限公司經理
Manager

Apec Business Consultancy Limited 
Senior Accountant

江蘇百利機械有限公司副理 
Vice Manager

刁佛新

陳俊仁

李崇維 

游萬豐 

蔣大勇 

葉麗欣

  馬  輝

態度決定一切，認真學習必會有

所收穫，透過上課及小組討論，

讓我們找回了學習的熱忱，學習

是永無止盡的，我們要活到老學

到老。

寧波恒隆車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General Manager胡如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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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院校活動剪影  Curricular Activities

作業管理－陳光辰教授的諄諄教導
Operation Management

客製化量身打造課程，實務案例演練

小組的成員不分國籍，發揮團隊精神

策略性人力資源－史習安教授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企業建立卓越團隊 -最高領導者課後分享與探討最焦點

企業財務管理 -金融市場環境與企業理財活動
的密切相關課題 Accounting and Finance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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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發表是團隊最重要的競賽
Group discussion

產業鏈最佳溝通平台，上下游廠商共聚一堂，

為產業鏈的問題拆解、探討、分析結論，共

鳴歡笑 !

團隊的努力達成共好、共識及共同語言

核心的研究需要有團隊的共識與支持

每一學習，深入探討發表、各獻所長

團隊聚精會神研討達成團隊共識
Group discussion

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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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的溝通協調是重要的推動

讓我深入講解與探討找出問題點　　　　　
Group discussion

翁永和教授 -精闢解說與指導化繁為簡、
深入淺出，經濟學－賽局理論與經濟分析
Global Economics and Governance

專案管理賴啟天教授合影 Project Management

全神貫注、聚精學習、共鑄寶劍

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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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家 -- 需要有菁英的團隊，建立系統化的             
學習制度並善用團隊思考創新創造企業新
契機

企業永續經營 -陳燕木教授合影
Strategy and Sustainability 

企業倫理與領導效能 -鐘昆原教授合影 Ethics and Leadership

我們這一班，共創邁向更成功的未來

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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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指導吳學良教授合影

簡睿哲教授與同學們共享兩天快樂學習 Strategic Marketing

寧波泰茂企業專班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 K.

74

世界台商班

第七屆世界台商班，全球台商菁英匯聚一堂

同學來自孟加拉、南非、馬來西亞、中國東莞、印尼

資訊管理課程 -林耀欽教授合影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行銷策略 -黃恆獎教授合影
Strategic Marketing

團隊成員來自南非、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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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新華衛畢業晚會暨20週年慶

菁英論壇，左起 : 菲律賓傑出校友 - 謝世英、應

屆畢業生 -卓冠全、雲林科技大學 -陳振隧教授、

應屆畢業生 - 張志邦、主持人 - 拿督 李芳信博士

( 校友 )、台灣大學 - 黃恆獎教授、應屆畢業生 -

吳坤正、博士生 -張凱評。尼

新華衛管理學院二十週年慶茶敘餐會，
時代菁英匯聚

嘉賓與畢業生合影於台灣台中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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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Wilfried Niessen 晚宴進場接受訪談  

畢業生大合照，台灣台中 2016 年 11 月

辛勤努力、研修碩穫

2016新華衛畢業晚會暨20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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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管理學院團隊感謝詞 -你鼓舞了我 !!

東莞第六屆畢業生大合唱

捷安特企業專班大合唱

陳光辰教授頒授特別貢獻獎 -應屆畢業生吳坤正

新華衛管理學院二十週年慶典再創嶄新未來 20 年

2016新華衛畢業晚會暨20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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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校友聯盟籌備會

深圳 2009 年

全球校友聯盟成立大會

昆山 2010 年

第一屆第一次全球校友聯盟大會

泰國曼谷  2011 年

全球校友聯盟大會 第一屆主席拿督李芳信博士第二屆主席

劉雙全交接典禮合影

印尼雅加達  2012 年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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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事紀

全球校友聯盟第二屆第一次大會 台灣台中 2013 年

全球校友聯盟第二屆主席劉雙全 ~第三屆主席張峰豪交接典禮合影 昆山 2015 年

全球校友聯盟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台灣台中 201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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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2017年活動剪影

第三屆創會主席拿督李芳信博士與第四屆主席

莊碧玫博士交接典禮

來自世界各國精英校友群聚會留影

世界台商校友會祕書長游貴蘭致詞第四屆祕書長徐婉婷與校友們探討校友會的未

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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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2017年活動剪影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交接典禮合影 -

台灣台中 2017 

新華衛管理學院創辦人林育賢博士勉勵 

全球校友聯盟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 -台灣高雄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