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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自從哈佛開創企業政策以來，其一直是為管理教育最終的整合課程。課程

整合的特性使企業政策需要決策的問題層面涉及太廣，彼此又相互糾結，

使學習者感覺到有別於其他課程的學習困難。為了能更進一步提高個案教



學方法的效率，國許多知名大學主動與哈佛大學合作；輔仁大學管理學研

究所不僅自 94 學年起便開始使用哈佛個案，更在授課方式上使用問題導

向學習法。透過模擬企業董事會形式並應用網路作為學習的平台，不但讓

同學針對個案所提供的情境進行策略決策問題的學習活動，透過錄音、錄

影與網站發言等方式，這樣的授課方式留下豐富的初級資料，使本研究有

機會探討管理教育的學習者在策略決策問題上可能存在哪些學習障礙。 

在探討學習者對策略決策問題上可能產生的學習障礙，本研究模仿基礎教

育在數學、自然科學上建立認知策略的方式去觀察學習障礙，除了重新檢

視策略理論的共同概念以發覺學習者在策略概念上的缺陷，本研究並應用

了決策程序觀察學習者在解決問題過程上可能存在的學習障礙。在策略概

念上，本研究發現學習者在進行策略決策問題學習時不能同時處理利害關

係人、價值創造流程、競爭與環境的策略概念，使學習者最後總無法針對

個案提出解決方案。在策略決策上，本研究也發現學習者不熟練甚至輕忽

決策程序的重要性，使得學習者缺乏溝通並容易發展出不成熟的策略決策

方案。俗諺說：「知道才有機會改善」，對於我們從未意識到的問題，我

們是沒有施力方向的。本研究對於面對策略決策問題的管理教育學習者有

著重要的意義。  

摘要

(英) 

Since the Harvard open enterprise policy, it has been for the final integration of 

management education cour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needs 

of the enterprise policy level decision-making problems related to too broad, and 

they tangle each other, so that learners feel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rses of learning 

difficulties. In order to further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the case teaching method, 

many of its well-known Harvard University took the initiative to cooperatio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not only from the 94 school 

year begin to use Harvard cases, the way in teaching the use of problem-based 

learning method. Form of corporate boards and through the analog network as a 

learning platform for applications, not only for the cases provided for students to 

mak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ontext of learning activities, through the audio, 

video and website statements, etc., this means leaving behind a rich primary 

teaching information to enable the management of this research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education learners issues which 

may exis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o explore the strategic decision on the issue of 

learners may have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is study imit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science, cognitive strategies to establish the way to observe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addition to re-examine the concept of policy theory to find a common 

strategy for learners conceptual shortcomings, this study applied the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to solve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observation of learners that may 

exist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t the strategic concept, this study found that 

learners learn when making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can not simultaneously 

interested, value creation process, the concept of competitive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so that learners can not last always a solution for the case. At the 

strategic decision-making, this study also found that learners unskilled or overlook 

the importance of decision-making process, making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learners and easy to develop a strategy for immature decision-making 



program. Proverb says: "I know a chance to improve", for we have never realized 

the problem, we do not force on direction. In this study, strategies for decision-

making issues facing management education learners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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