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Frontiers in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Course No： 02804010                                     Program：Graduate 
Credit：2                Instructor：Wang Hui & Wu Yajun 
Prerequisite：                                              Semester：2016 Spring 

 

Instructor’s resume/brief introduction(Within 500 words):   
 
王辉，管理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

组织行为和战略领导，中国情境下的领导行为。 
 
 
武亚军，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副教授，主要研究

领域：本土企业战略模式与创新，管理案例与扎根研究方法。 
（备注：其他邀请讲授教员包括：路江涌、张建君、马力、仲为国、张闫龙。） 

 
Instructor’s contact information： 

王辉，   光华 2 号楼 452 室， Tel: 62753645,   Email: wanghui@gsm.pku.edu.cn 
武亚军， 光华 2 号楼 472 室， Tel: 62756280,   Email: wyj@gsm.pku.edu.cn 

 
TA’s contact information:: 

待定 
 
Office hour: 

每周三：15:00-17:00.（或通过电子邮件预约）。 
 

 
Program Learning Goals and Objectives 

1 Learning Goal 1 Graduates will be thoroughly familiar with the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theories required for the completion of academic research.  
1.1 Objective 1 Graduates will have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basic knowledge and theories 

in their specialized area.  
1.2 Objective 2 Graduates will be familiar with the latest academic findings in their 

specialized area and will be knowledgeable about related areas. 
1.3 Objective 3 Graduates will be familiar with research methodologies in their specialized 

area, and will be able to apply them effectively. 
 

2 Learning Goal 2 Graduates will be creative scholars, who are able to write and publish 
high-quality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and research papers. 
2.1 Objective 1 Graduates will write and publish high-quality graduation dissertation and 

research papers 
2.2 Objective 2 Graduates will be critical thinkers and innovative problems solvers. 



                                          

 
3 Learning Goal 3 Graduates will have a broad vision of globalization and will be able to 

communicate and cooperate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3.1 Objective 1 Graduates will have excellent oral and written communication skills 
3.2 Objective 2 Graduates will be able to conduct efficient academic communication in at 

least one foreign language 
 

4 Learning Goal 4 Graduates will be aware of academic ethics and will have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4.1 Objective 1 Graduates will have a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4.2 Objective 2 Graduates will be aware of potential ethical issues in their academic career. 
4.3 Objective 3 Graduates will demonstrate concern for social issues. 

 

 
Course Overview 

本课程为一门前沿研讨课。课程在学生熟悉组织与战略领域的背景知识和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让
学生了解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员的前沿和特色研究，帮助学生在组织管理的宏微观研究领域发现自己
的研究兴趣，研讨内容涉及战略领导、政商关系、人力资源管理、创新创业、本土战略等多个领域。
课程以研讨班方式进行，通过让课程参与者阅读和理解背景文献、学习与评述教员研究、反思前沿研
究问题、提出个人研究计划等方式，最终提高学生进行中国情境下组织管理前沿研究的能力。 
 

●让学生了解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员的前沿和特色研究； 
Course Objectives 

●帮助学生在宏微观多领域发现自己的兴趣与研究问题； 
●提高学生进行中国情境下组织管理前沿研究的能力。 
 

 
Detailed Course Plan 

课程时间 主题 主讲人 
第 1 周（2 月 25 日） 管理研究前沿 王辉 

  第 2 周（3 月 3 日） 战略领导研究前沿 王辉 
  第 3 周（3 月 10 日） 从有趣的故事到有趣的文章：国

际管理一篇文章的历程 
马力 

  第 4 周（3 月 17 日）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张闫龙 
  第 5 周（3 月 24 日） 政商关系与社会责任 张建君 
  第 6 周（3 月 31 日） 国际创业前沿 路江涌 
  第 7 周（4 月 7 日） 创新研究前沿 仲为国 
  第 8 周（4 月 14 日） 本土理论与研究范式 武亚军 
  第 9 周（4 月 21 日） 本土战略案例研究 武亚军 
  第 10 周（4 月 28 日） 本土战略扎根研究 武亚军 
  第 11 周（5 月 5 日） 研究计划汇报（1） 学生/Wang & Wu 
  第 12 周（5 月 12 日） 研究计划汇报（2） 学生/Wang & Wu 

 



                                          

以个人提交的研究计划，作为课程期末考察和成绩评定的主要依据（在课程结束后 2 周内提交
教员，成绩占 50%）；平时成绩依据课堂表现加以评定（出勤 20%，课堂参与及表现 30%）。 

Final Exam： 

 

课程以研讨班方式进行。 

Teaching Methods 

 

常规 IT 技术或手段。 

IT tools to be used in the classroom 

 

   无指定教材。 

Textbooks 

 

 教员在课程开始时布置阅读资料。 

References & Readings 

 

    无。 

Videos, CD-ROMs and other adjunct learning resources used 

 

   学生需积极参与课堂学习，缺勤 3 次以上（含），成绩为不通过；每次课程按照老师布置，课前
阅读材料、按要求准备讲读，并积极参与课堂讨论。 

Rules students must follow 

 

    由主讲教员提前两周进行任务布置。 

Course Assess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