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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動態競爭論壇 

主題：動態競爭與學術社群的建立 

◎ 綱要：借鑒動態競爭研究、教學與應用建立 CMSC台灣社群 

◎ 時間：9/28 (星期日) 15:00-20:00  

◎ 地點：政治大學逸仙樓一樓會議室 

◎ 議程： 

14:30-15:00 報到 

15:00-15:05 開幕 

主持人：許牧彥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來賓致詞：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唐揆 

15:05-15:45 開場演講：跨越與回歸：從動態競爭到文化雙融  

分享人：陳明哲教授 (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 

蘇國賢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蔡維奇教授 (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5:45-16:00 姜占魁教授薪傳獎學金得主研究成果分享 

分享人：樊學良博士 (台灣大學工商管理系博士後研究員) 

楊燕枝教授 (明道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6:00-16:20 休息及茶敘 

16:20-17:00 專題：學術創業：動態競爭從無到有的歷程 

分享人：陳明哲教授 (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 

17:00-17:50 「動態競爭研究與(或)教學經驗」座談分享 

分享人：許牧彥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侯勝宗教授 (逢甲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 

喬友慶教授 (中興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17:50-18:00 論壇總結 

主持人：陳明哲教授 (維吉尼亞大學達頓商學院) 

18:00-19:00 CMSC台灣社群的建立 

主持人：許牧彥教授 (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林豪傑教授 (中山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討論提綱： 

– 如何建立與定位台灣的 CMSC社群 

– 如何推動社群的 Peer Review System 

– 如何推動「動態競爭」與「文化雙融」的研究、教學與應用 

– 台灣社群如何與其它地區的 CMSC社群互動及聯繫 

– 台灣社群如何支援 AOM的 CMSC活動 

19:00-20:00 晚宴    CMSC台灣社群 

◎主辦：政治大學動態競爭與創新平台  ◎協辦：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 

聯絡窗口：樊學良  sam.fan@gmail.com  02-33669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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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文章 

學術文章 

1. “Competitive Dynamics: Themes, Trends, and a Prospective Research Platform,” (Ming-Jer Chen 

and Danny Miller), Academy of Management Annals, 2012, 6, pp. 135-210. 

2. 2013 Presidential Address, “Becoming Ambicultural: A Personal Quest─and Aspiration for 

Organizations,” (Ming-Jer Chen),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14, 39, pp. 119-137. 

商業文章 

1. “動態競爭專欄文章” (陳明哲)，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2012年 7月號~2014年 2

月號。 

2. “從文化雙融看聯想” (陳明哲)，哈佛商業評論 全球繁體中文版，2014年，7月號，頁 118-120。 

3. “動態競爭” (愛門森)，世界經理人，2012，3月號，頁 12-26。 

教學分享 

1. “台大 EMBA 最棒的課! 陳明哲『動態競爭』”，2009，7月 25日。 

2.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聽陳明哲教授授課有感” (蘇勇)，復旦大學 EMBA，2011，夏季刊，

頁 74-76；“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陳明哲先生側記” (韓冬)，頁 77-79。 

3. “當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你想讓別人記住什麼” (謝嵐)，星期日新聞晨報，2012，11月 4

日。 

4. “明哲方（心）法” (陳明哲)，2014，6月。 

 

 

 

 

 

The Chinese Management Scholars’ Community (CMSC) is an informal, open-platform 

community that offers career-related services to Chinese (or Chinese-speaking) management 

scholars.  Our community represents a grass-roots, voluntary effort initiated by individuals who 

are bonded by common interests and values.  We are guided by our mission, to pass the baton (傳

承), and our core values derive from the “middle” or “zhong” (中) philosophy: integrity, harmony, 

balance, integration, dynamics, and independence.  Founded in 2006 by Ming-Jer Chen  

(http://www.mingjerchen.com) as a small “workshop” for Chinese scholars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dedica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well-balanced business academics, the group is now composed of 

200-some members.  Our current focus is on serving scholars in the macro management area, and 

we offer the following member-centered programs: 1) CMSC-Workshop; 2) CMSC-Reunion; 3) 

CMSC-RF (Research Forum); 4) CMSC-TF (Teaching Forum); 5) CMSC-Camp (Mentors’ Camp). 

http://www.darden.virginia.edu/web/Faculty-Research/Directory/Full-time/Ming-Jer-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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