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紀錄
時 間：99 年 10 月 1 日(星期五)中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浩然圖書館 8 樓第 1 會議室
主 席：吳重雨校長

執行長：劉尚志教授

出 席：林進燈教務長、傅恆霖學務長、曾仁杰總務長（王旭斌副總務長代理）、
張靄珠主任秘書、莊振益院長、張新立院長、莊明振代理院長、黃鎮剛
院長、莊英章院長（連瑞枝副院長代理）、楊永良主任委員、黃中垚委
員、徐保羅委員、黃遠東委員、崔秉鉞委員、蘇朝琴委員、李大嵩委員、
鍾崇斌委員、張明峰委員、陳永富委員、林貴林委員、金大仁委員、唐
麗英委員、任維廉委員、劉尚志委員、李秀珠委員、趙瑞益委員、張玉
佩委員、廖威彰委員、蔡熊山委員、林伯昰委員、陳慕天委員（學聯會
陳良敬副會長代理）
請 假：許千樹副校長、李鎮宜研發長、林寶樹主任、陳信宏院長、林一平院
長、陳俊勳院長、葉伯琦院長、曾煜棋委員、劉復華委員、陳登銘委
員、洪志真委員、張翼委員、林清發委員、韋光華委員、張基義委員、
莊雅仲委員
列 席：會計室葉甫文主任（魏駿吉組長代理）
、營繕組楊黎熙組長、綜合組張
漢卿組長
記 錄：柯梅玉

壹、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
二、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99 年 5 月 25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
：
（一）前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之執行情形：
1.有關計中北側及南側餐亭之相關設置地點，經總務處重行評
估並與原建議設置餐亭之資訊技術服務中心協商，因考量本
案經二次公告招商均未有廠商投標，廠商無投資意願，爰本
案暫緩執行。
2.有關綜一館外餐亭之排煙問題，廠商已將原使用水洗式排油
煙機拆除，改設靜電式除油煙機，已有明顯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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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發展處組織調整案及「國立交通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
修正案，業經 99 年 6 月 9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
（三）有關「北區電站小島景觀餐廳整修工程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案」
凃秀瑋建築師事務所已完成基本設計案，針對設置區位及量體
形式案：
1.業提 99 年 6 月 9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報告。
2.刻正探詢潛在投資廠商意願中，目前與南僑企業（承包台北
藝術大學）、台北網耐文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承包中正紀
念堂廠商）
、大秋店（餐飲物流上游廠商）
、信心健康美食及
全家等廠商探詢投資意願。
（四）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申請補正 98 及 99 學年度設立
程序案，業經 99 年 6 月 9 日召開之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並經教育部 99 年 7 月 19 日台高(一)字第 0990116215
號函核定。
三、校園建築與景觀審議委員會報告：無。

貳、討論事項：
討論事項：
案 由：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GMBA)」申請 100 學年度起續辦案。
（教務處提）
說 明：
一、管理學院之說明如下：
（一）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申請補正設立程序案，經 99 年 6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其決議略為：
「同意
先補正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之設
立程序，100 學年度如將續辦，請再依設立程序重新申請。」
另亦通過同意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之英文名稱使用 GMBA(Global MBA Program)（
（附件 1，
P.5
P.5~P.6
~P.6 ）， 並經教育部 99 年 7 月 19 日台高(一)字第
0990116215 號函核定（
（附件 2，P.7
P.7）。
（二）在第二期頂尖大學計畫之國際化要求下，國際化已成為國
內各頂尖大學管理學院競爭之重要指標，教育部更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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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尖大學之英語授課數比率達 20%之目標。GMBA 之推動
對管院國際化之幫助極大，亦可藉此帶動管院英語教學風
氣。管院除督促各系所新聘教師必須每年以英語開授一門
課外，管院並已向校方爭取兩名以全英語授課之專任教師
員額，推動 GMBA 教學並強化管院之英語課程數量，以解
決日益增加之國際交換學生的上課需要，同時亦歡迎管院
所有教師參與本學位學程之英語授課及學生論文指導。
（三）99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90116935 號函知（
（附
件 3，P.8
P.8）「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之
申請，該計畫以建立專業學群(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
分流機制及組織設計，每年由教育部審核以擇定一學校為
原則，一年最高補助以 1,200 萬元為上限。由於適逢暑期，
召開院務會議不易，管院乃邀請系所主管及 GMBA、EMBA
主任討論研提計畫書內容，並已送教育部審議。計畫如獲
通過，本院將進一步與經營管理所、科技管理所及管理科
學系協商，並結盟 GMBA 與 EMBA 共同運作商管專業學
院之執行方式等相關細節，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
學院計畫要點」請參閱附件
附件 4（P.9
P.9~P.12
~P.12）。
二、教育部於 99 年 9 月 21 日召開「研商推動大學校院精進全英語學
程之配套措施會議」
，鼓勵各大學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
三、本案業經管理學院 99 年 9 月 15 日 99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
（附件 5，P.1
P.13~P.14
~P.14）。
四 、 檢 附 「 企 業管 理 碩 士 學 程 (GMBA) 」 續 辦 計 畫 書 （ 附 件 6 ，
P.15
P.15~P.3
15~P.32
~P.32）。
決 議：
一、唐麗英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唐麗英委員提出之修正案：
（ 一 ） 本案案由
本案 案由修正為
案由 修正為：
修正為 ：「通過
「 通過管理學院
通過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 『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GMBA)
) 』申請 100 學年度起續辦案。
學年度起續辦案。」
（二）本案通過之附帶決議為
本案通過之附帶決議為：
決議為：GMBA 所需經費由管理學院開會
討論後，
討論後，於 9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報告。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報告。
本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本修正案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同意 27 票，不同意 1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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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之名稱修正為
之名稱修正為「
修正為「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
學程」，
本案之案由、
（同意
本案之案由、說明及計畫書等相關附件併予修正。
說明及計畫書等相關附件併予修正。
（同意 28 票，不
同意 0 票）
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後之
)」續辦
檢附依前述決議修正後之「
依前述決議修正後之「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學位學程(
學程(GMBA)
計畫書，
計畫書，請參閱附件 7（P.33~P.50）
P.33~P.50）。

主席裁示
主席裁示：
裁示：有關委員提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會議紀錄須修正，
有關委員提出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會議紀錄須修正，因非屬
校規會討論事項，
校規會討論事項，請管理學院張新立院長於會後向該會議提出
修正意見。
修正意見。

參、臨時動議
案 由：請本校員額配置審議小組於 9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列
席報告。
席報告。
提案人：
提案人：金大仁委員提出，
金大仁委員提出，並經在場委員 1 人以上附議。
人以上附議。
決 議：本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同意
案經舉手表決通過。
（同意 24 票，不同意 0 票）

肆、散會：
散會：13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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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交通大學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
次校務會議紀錄(
紀錄(節錄)
節錄)
時間：99 年 6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30 分
地點：資訊技術服務中心 2 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吳重雨校長
出席：許千樹、林進燈、傅恆霖、曾仁杰、李鎮宜、許尚華、楊永良、張靄珠、
莊振益、趙天生、吳培元、李威儀、陳秋媛、王念夏、陳鄰安、林志忠、
陳信宏（孟慶宗代）
、陳紹基、林大衛、王蒞君、胡竹生、宋開泰（陳永
平代）、張振雄、黃家齊（黃乙白代）、黃遠東、崔秉鉞、蘇朝琴（蕭得
聖代）、徐保羅、劉柏村、林一平（徐慰中代）、陳玲慧、謝續平、曾文
貴、簡榮宏、陳俊勳、洪士林、許鉦宗、張翼、張新立、劉復華、吳宗
修、李明山、虞孝成、唐麗英、洪瑞雲、李弘祺（曾成德代）
、佘曉清、
賴雯淑、莊明振、黃鎮剛、趙瑞益、黃美鈴、廖威彰、黃杉楹、伍道樑、
王旭斌、張漢卿、陳政國、葉裕國、楊喻名、劉人豪、陳良敬、施哲儒、
張筑軒、徐晨皓、陳建都、孫承憲【共計 68 人】
請假：林寶樹、陳登銘、鍾世忠、曾建超、王國禎、傅武雄、陳仁浩、蔡春進、
劉尚志、謝文良、劉辰生、李秀珠、莊英章、簡美玲、李美華、陶振超、
黃憲達、孫治本【共計 18 人】
缺席：成維華、張家靖、黃學惇【共計 3 人】
列席：會計室葉甫文、魏駿吉、圖書館楊永良、人事室譚潔芝、資訊技術服務
中心林盈達（陳昌盛代）
、頂尖大學辦公室黃志彬
記錄：柯梅玉

壹、主席報告(
主席報告(略)
貳、確認前次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前次會議紀錄(
會議紀錄(略)
參、報告事項(
報告事項(略)
肆、討論事項
案由二：
案由二：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MBA) 」，申請補正設立程序案
，請討論。（教務處提）
說 明：
一、依據 98 年 12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決議：「刪除組
織系統表所列之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俟管理學院及教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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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依相關規定補正設立程序後再列入。」(
(附件 11，
11，P.35
P.35~P.
35~P.36
~P.36）
36）。
二、雖然教育部對「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之額外經費補助已告結束，
惟企管專業學院是教育部近年重要政策之一，而例如政大、中山
等辦理 MBA 學程之各校仍持續辦理該學程，本校每年也依規定陳
報招生名額並獲教育部逐年核定。
三、管理學院在此學程已轉型全面英語教學之情況下，擬調整英文名
稱(Global MBA Program)，並以自給自足為目標繼續運作，除向
校方爭取額外之全英語教學教師員額及相關經費補助外，亦歡迎
全院教師參與本學位學程之英語授課及學生論文指導。
四、本案擬請同意補正程序及調整英文名稱(Global MBA Program)。
五、本案業經 99 年 5 月 12 日管理學院第三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附
件 12，
。
12，P.37
P.37~P.
37~P.38
~P.38）
38）
六、本案業經 99 年 5 月 25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通
過（
（附件 7，P.26
「本案同意先補正 98 學年及
P.26~P.
26~P.29
~P.29）
29），決議為：
，
99 學年度設立程序，100 學年度如將續辦，請再依設立程序重新
申請。」
七、檢附本案計畫書(
(附件 13，
13，P.39
P.39~P.
39~P.51
~P.51）
51）。
決 議：
一、經投票表決通過同意先補正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
士學程」
士學程」之設立程序，
之設立程序，100 學年度如將續辦，
學年度如將續辦，請再依設立程序重
新申請。
新申請。（同意
（同意 50 票，不同意 12 票）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同意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之英文名稱使用
之英文名稱使用「
使用「Global MBA Program」
Program」。（同意
（同意 41 票，不同意 6
票）

(以下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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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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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要點
MOE Subsidy Guidelines for Establishing and Assessing
Profess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chools
94 年 12 月 30 日台高字第 0940175968C 號令訂定
97 年 7 月 9 日台高（一）字第 0970128520C 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99 年 7 月 6 日台高（一）字第 0990105954C 號令修正條文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依據行政院九十九年一月二十三日及二十四日「全國人才培育
會議」決議，為發展學士後專業學院，以培育跨領域人才，並配合國內商管專業教育之
未來發展需求，以強化學生實務訓練之專業知能、專業認同、專業倫理與自律能力，整
體規劃結合實習制度及實務教學，並強化國際認可的專業知識與學習經驗，以達成與國
際接軌之目標，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條件：
符合下列各項條件之公私立大學校院得提出申請：
（一）學校財務會計制度健全且最近一年無重大違規事項。
（二）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之招生人數不得少於二十五名。
（三）商管學院所設系所應全數通過大學系所評鑑，或經本部認可之國內外專業評鑑機構評
鑑通過，免受評鑑者。
（四）學校應提供足夠之行政運作及教師聘用之支援，給予商管專業學院更多之自主性。
（五）商管學院已建立專業學群（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分流機制及組織設計。
（六）商管學院統籌系所資源，開設符合產業需求之課程。
三、規劃理念：
各大學商管專業學院，應著重落實商管教育專業精神，規劃具專門知識與實務領域知識
課程，加強產學合作並增聘實務界師資，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通才型專業經營領導人才，
以提昇該學院專業領域之國際競爭力並與國際接軌。
教學上應兼具知識、技能及態度三方面，同時符合以下特色：
（一）寬廣之企管知識學習（除經濟、會計、統計等基礎課程外，至少應包括行銷、財務、
作管、行為及策略等課程），修課學分至少應五十學分以上。
（二）透過多元教學形式，培養學生之領導氣質、分析整合能力、創新能力、問題解決能力
及專業倫理。
（三）透過各種途徑，例如外語課程、國際實習或交換學生等，輔導學生具備寬廣之國際視
野及外語能力。
商管專業學院招生對象、課程架構及學位名稱應與國際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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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關規範：
（一）辦理規模：每年由本部審核擇定一所學校為原則。
（二）招生名額：於各校碩士班名額總量內或由學士班名額調整為原則。
（三）招生資格：以招收具有二年實務工作經驗之學生為原則；詳細招生資格由各校自訂，
並依相關規定辦理。
（ 四 ） 學 位 名 稱 ： 經 營 管 理 （ 或 企 管 ） 碩 士 ， 英 文 名 稱 MBA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五）修業年限及課程學分數：由各校依大學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辦理。
（六）學位論文：所提交論文應以實務性研究為主或以技術報告取代學位論文。
五、申請作業、計畫內容及審查作業：
（一）申請作業：
各校應審慎評估計畫之需求性、經費執行能力等，並依申請格式擬訂計畫，於本部公
告日期前，將計畫書送本部。但未依規定辦理或計畫書未臻完備者，不予受理。
（二）計畫內容：
1.學校商管教育辦理現況。
2.規劃辦理商管專業學院計畫具體目標。
3.商管專業學院學生參與國內外實務及實習課程計畫。
4.研提校內整體調整方案及商管專業學院教學改進方案。
5.計畫具體實施策略（例如增加學生實務經驗、國際歷練，提昇溝通能力、分析整合能
力、問題解決能力、創新能力與國際視野等，及發展教師從事專業教學所必要之能力
措施等）。
6.相關行政配套機制（包括學校配合款及學校內部共識，未來組織、資源與課程整合，
共同發展具國際競爭力之 MBA 專業學程等各項配套措施；學校應提供足夠的支援）。
7.申請補助經費之用途明細項目及額度。
8.計畫實施之具體效益及評估指標。
9.其他。
（三）審查作業：
1.由本部邀請相關專家學者及業界人士組成專案審核小組。
2.本部參酌大學系所評鑑報告，訂定相關審核指標。
3.本部就各校所提計畫進行實質審查，必要時得請各校簡報說明規劃內容。
六、考核機制：
本部針對執行情形，將依下列指標進行考核：
（一）獲補助經費之商管學院應進行自我評鑑。
（二）依據學生參與國內外專業實務之人數進行評量。
（三）考評產學合作及實務個案發展之成效。
（四）畢業生就業與專業發展之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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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考評經費執行情形及成效。
（六）促進商管專業學院進行合作、交流之成果。
（七）所開設課程應至少三分之一，由具有實務經驗教師教學或業界教師協同教學。
七、補助原則：
（一）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每年補助經費額度最高以
一千二百萬元為上限。學校應提出相對應之配合款支應，並不得低於本部核定總計畫
額度之百分之十。
（二）本計畫補助額度視本部年度預算經費及計畫審核結果實際核定補助金額。
（三）補助經費項目如下：
1.國際交流及產學合作等行政機能之建置。
2.增開課程所必要增聘客座教師及兼任教師之授課（講座）鐘點費。
3.教師專業成長、專業教材發展及課程開發所需經費。
4.學生進行國際交換、國際實習及外語能力提升所需之經費。
5.促進商管專業學院間合作、交流所需之經費。
6.其他組織調整或系所整合所必要之經費。
八、經費請撥及核銷：
（一）各校補助經費按學年度撥付，其餘有關經費執行及結報作業依本計畫經費使用原則及
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補助經費應於執行期限內完成，未支用之補助經費，由學校依比例繳回。
（三）補助經費包含經常門及資本門，補助經費項目不包括人事費、建築經費、與教學無關
之設備經費、行政管理費及校內場地費。
（四）本計畫經費應用於國內學生進行國際交換、國內外實習及外語能力提升，如有編列招
收外國學生經費者，由學校配合款勻支。如有出國之必要，應以學校配合款支應教職
員出國所需國外差旅費，不得以本部補助經費支用之。
（五）其餘各用途別科目支給標準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執行單位預算有關用途別科目應行注意
事項規定辦理。
九、執行期程：
本計畫執行期程為二年，經費應依期程分學期執行。
十、補助成效考核：
（一）獲補助經費學校依本部規定時間及格式，提出成果報告，並建置專屬成果網站，隨時
更新執行成果，俾利本部隨時查核；另每年應辦理計畫成果發表會或研討會，以分享
執行成果及經驗交流，並配合本部政策協助引導其他學校提升商管專業學院辦學品質。
（二）獲補助經費學校應建立管考機制，依計畫確實執行，以達本計畫之目標，其辦理成效
將列為次一年度補助審查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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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預期效益：
（一）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具有國際競爭力及國際知名度。
（二）獲補助經費商管專業學院應促進其他商管專業學院間之合作、交流。
（三）商管學院組織運作機能提昇，有效進行產學合作、國際交流。
（四）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之學生外語能力提高，擁有國際交
流或國際實習之經驗，具備國際視野。
（五）所開設課程應至少三分之一，由具有實務經驗教師、業界教師教學或由專任教師與業
界教師協同教學，得以提升學生實務學習成果。
十二、其他應行注意事項：
商管專業學院、系所組織應朝下列方向調整：
（一）商管學院應包括專業學群（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二類，經營管理（或企管）
碩士（MBA）學程由學院統一辦理，學術性學群（MS/MA）由各系所辦理。
（二）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應由學院設置學位審查小組，統一
負責規劃課程，管考學生之入學、修業及畢業審查；該小組成員除學院內教師外，得
邀請產業先進與國際學者共同組成。
（三）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各專業課程應組成教學小組，因應
社會需要，定期檢討教學內容與教學方法，並有效整合院內資源。
（四）商管專業學院經營管理（或企管）碩士（MBA）學程以學程形式運作，應整合全院教師
共同支援教學，必要時得增聘短期客座教授或業界教師。
（五）商管學院之行政功能應實體化，以推動相關行政業務，例如國際事務、學生就業輔導
及產學合作等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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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九十九學年度管理學院第一次「院務會議」記錄(節錄)
日 期：99 年 09 月 15 日(星期三)中午 12:00
地 點：院會議室、台北校區會議廳 (視訊會議)
主 席：張新立 院長
記錄：楊珍珍
出 席：【管理學院】羅濟群
【管科系】張家齊(陳佩樺代)、朱博湧(請假)、黃仁宏(請假)
【運管系】王晉元、姚銘忠、任維廉(請假)、黃寬丞
【工管系】梁高榮、巫木誠、許錫美(彭德保代)、鍾淑馨
【資財系(含資管所、財金所)】
羅濟群、林妙聰(請假)、王克陸(郭家豪代)、蔡銘箴、郭家豪、林孝倫(請假)
【經管所】胡均立、林介鵬(唐瓔璋代)
【交研所】許鉅秉(胡均立代)、黃承傳、邱裕鈞(請假)
【科管所】林亭汝、虞孝成
【科法所】王敏銓、倪貴榮、林建中(劉尚志代)
列 席：唐瓔璋教授、韓復華教授

甲、報告事項：
1.確認前一次會議記錄(99.06.29 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院務會議記錄如附件一)。

乙、討論事項：
提案一：管理學院「
」申請 100 學年度起續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辦案，
辦案，請討論。
請討論。
說 明：1.「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申請補正設立程序，經 99
年 6 月 9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
「一、同意先補
正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設立
程序，100 學年度如續辦，請再依設立程序重新申請。二、
同意 98 學年度及 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英
文名稱使用「Global MBA Program」(校務會議記錄及教育
部函如附件二)。
2.在第二期五年五佰億(已改稱頂尖大學計畫)之國際化要求
下，國際化已成為國內各頂尖大學管理學院競爭之重要指
標，教育部更要求各頂尖大學之英語授課數比率達 20%之目
標。GMBA 之推動對本院國際化之幫助極大，亦可借此帶
動本院英語教學風氣。本院除督促各系所新聘教師必須每年
以英語開授一門課外，管院並已向校爭取得兩名以全英語授
課之專任教師員額，推動 GMBA 教學並強化本院之英語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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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數量，以解決日益增加之國際交換學生的上課需要，同時
亦歡迎全院教師參與本學位學程之英語授課及學生論文指
導。
3.暑期接獲 99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專業
學院計畫」(台高(一)字第 0990116935 號)申請通知函，該計
畫以建立專業學(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分流機制及
組織設計，每年由教育部審核以擇定一學校為原則，一年最
高補助以一千二百萬元為上限。由於適逢暑期，召開院務會
議不易，本院乃邀請系所主管及 GMBA、EMBA 主任討論
研提計畫書內容，並已送教育部審議。計畫如獲通過，本院
將計一步協商經營管理所、科技管理所與管理科學系，並結
盟 GMBA 與 EMBA 共同運作商管專業學院之執行方式等相
關細節，再提本會討論。(教育部函如附件三)
4.檢附本案計畫書(如附件四)。
決 議：經在場 17 位代表舉手表決結果，同意通過(17 票同意、0 票不同意)。

(以下略
(以下略)
以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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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續辦
計畫書

中 華 民 國 99 年 9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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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條件檢核表
申請條件

(本部檢核
是否符合)

項目
（一）學校財務會計制度
健全且最近一年無重大
違規事項
（二）商管專業學院經營
管理(或企管)碩士（MBA）
學程之招生人數不得少
於 25 名
（三）商管學院所設系所
應全數通過大學系所評
鑑，或經本部認可之國內
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通
過，免受評鑑者
（四）學校應提供足夠之
行政運作及教師聘用之
支援，給予商管專業學院
更多之自主性

現況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最近一年無重大違規事項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Global
MBA，全英文授課)，招生名額人數計 45 人，含本地
生 20 人與外籍生 25 人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於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育
認證(AACSB Accreditation)。
1.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隸屬於管理學院，並配合校級
新設立之「國際學院」之運作
2.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所有英文課程皆由管理學院師
資支援，含交大管院與通識教育中心其他英語授
課教師，約有五十名教師支援。

（五）商管學院已建立專 專業學群（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分流機制，
業學群（MBA）及學術性
已於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時，初步
學群（MS/MA）分流機制
規劃完成；上述的三系所以及財務金融研究所為專業
及組織設計
學群（MBA）。管理學院組織架構圖，詳見附錄二。
（六）商管學院統籌系所 除專業必修課程含全球科技策略、全球化專題、全球
資源，開設符合產業需求 供應鏈管理、海外研習、與創業與興業家精神外，預
之課程。
計加開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哈佛經營管理講座、與
全球經濟視野，以符合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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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學校商管教育辦理現況：
學校商管教育辦理現況：
GMBA 成立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程 (NCTU MBA) 是為配合國內商管專業教育之
未來發展趨勢與需求所設立，學程教育重點為經營管理專業知能、專業認同、專業倫理與自
律能力培養，並結合實習制度及實務教學，强化國際學習經驗。
在全球唯科技馬首是瞻的趨勢下，更將善盡利用本校在資訊科技之既有優勢來規劃專門
知識與管理實務課程、加强産學合作，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專業經營領導人才，提升本校
管理學院之國際能見度。以教育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觀、全球視野的一流國際企業經理人才。
在有關「全球化」的評比中，我國在管理的高等教育一向落後於香港、新加坡、韓國，
以及最近崛起的中國重點大學。為力求與國際 MBA 同ㄧ標準並與國際接軌，本校獨特之全英
文授課、全球招生、全面國際化之 GMBA 學程之設立，更加值得肯定與重視。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在 95 至 97 學年度為教育部商管專業學院試辦期，97 學年度更擴大國
際化招生，轉型成為 GMBA (Global MBA)。GMBA 學程結合本國生與外籍生於同一班級全英語授
課，目標著眼於「地球村」概念，不但可強化國際學習經驗，更可以讓不同國籍的學生能夠
學習彼此的文化，相互支持，進而培養出具有跨文化精神、全球視野的企業領導人，達成真
正與國際商管教育接軌之效果。
本學程在未來將配合學校規劃中之「國際學院」一起運作，提供校級商業管理相關專業
課程與師資。

二、商管專業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定位：
商管專業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定位：
教育目標
1. 經營管理專業知能、專業認同、專業倫理與自律能力培養。
2. 結合實習制度及實務教學，强化國際學習經驗。
3. 培養具有管理專業知識且能實際解決企業問題能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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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對象
1. 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畢
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届畢業生，或具有報考大學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
者；有2年工作年資(男性考生可含服役年資)，並具有英文能力檢定(TOEIC 700分以上
或TOEFL 550分以上)，方可報考。
2. 外籍生: 比照教育部規定辦理
3. 在職生: 本學程不招收在職生，學生需全時在校修業。
畢業要求：詳見下表，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修課規定。
畢業要求
最低修業年限

一年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含基礎課程 21 學分，專業課程 12 學分，選修課程 9 學分；不含
先修課程 9 學分與畢業論文 3 學分。

1.本學程畢業學分數為 42 學分。入學後所修課程非本校管理學院開設或
非透過學術交流合作之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研究生修滿畢業學分，滿
足修業規定，並符合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授予作業
程及符合畢業
規章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授予企管管理碩士學位，英文名稱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資格之修課相 2.三門先修課程：「財務會計」、「統計方法」、「經濟學」。
3.必修基礎課程(七門)：
「行銷管理」
、
「財務管理」
、
「組織行為」
、
「資訊管理」
、
「全球企業管理」、「全球供應鏈管理」、「研究方法論」。
關規定
4.必修專業課程(四門): 「全球化專題」、「全球科技策略」、「海外研習」、「創
業與興業家精神」。
5.畢業論文或技術報告
6.課程可依規定申請免修或抵免，抵免學分上限為 9 學分，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7.研究生在學期間須前往國外商管學院修課、從事學術交流或至國際企
業參訪或實習，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8.母語非英語的研究生畢業前須提供托福成績 new internet-based TOEFL 79
分或 computer-based 213 分或 paper-based 550 分之英文能力證明或多益成
績 TOEIC 700 分，否則須修習通過本學程許可之英語訓練課程 3 學分(該
3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9.外籍研究生在學期間須修習華語課程，並於畢業前提供「初等華語文能力
測驗合格證明」。
應修（應選）課

備註

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章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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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管專業學院計畫具體目標：
商管專業學院計畫具體目標：
行政配套及組織調整
(1)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隸屬於管理學院，並配合校級規劃中之「國際學院」運作，學程師資配
額由院方統籌管理。
(2) 企管碩士學程設置「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委員會」，統一負責規劃課程，管考學生之入學、
修業及畢業審查；該小組成員除管理學院院內教師外，將邀請產業先進與管理學院專家學
者共同組成，群策群力，共同推動相關業務，包括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產學合作、學生
國際實習、及技術報告的審查等。

四、具體實施策略
具體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全院 MBA 培育模式
為整合資源多元運用，長期發展而言，企管碩士學程設置「執行長」一職，負責學程行
政管理之職務。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將配合校級規劃中之「國際學院」運作，支援「國際學院」
領導課程，含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哈佛經營管理講座、全球化專題、全球經濟視野等商管
專業課程。
教師來源，除現有管院老師外，另增聘兼任業師(竹科校友等)以及約聘專任業師(退休教
授或專技人員)，以英語授課為主；增聘產業包括半導體、電腦、材料、奈米、顧問等。此外，
列入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台灣 50、影響 50」的 50 名傑出校友，將陸續辦理專業講
座，落實與企業契合。
課程規劃與師資整合
本校 GMBA 學程招收的學生皆需擁有二年以上的工作經驗，課程的規劃設計以 AACSB
所規範的業界合作為準則，朝向精緻化且兼顧專業性的整合型課程。除基本的學術理論外，
更強調「廣且有專」的教育訓練，鼓勵學生跨領域研究，以經營管理為體，資訊科技為用，
兼備實務處理之能力。在兩年修業期間，我們從師資、授課、產業互動、校院資源等多方推
進，期使學生能獲得各方整合的最大效益。課程規劃分兩部分：主修課程由 GMBA 開出；選
修課程由管院其他單位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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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上學期
第一年

下學期

兩科先修課程
(財務會計、統計方法)
三科基礎課程
(組織行為、資訊管理、

一科先修課程(經濟學)
三科基礎課程
(全球企業管理、全球供應鏈
管理、研究方法論)

行銷管理)
一科專業選修

一科專業必修課程
(全球科技策略)

第一年寒假

英文營-認識臺灣

第一年暑假前

英文營-認識世界

第一年暑假

一科專業必修課程 (海外研習)

第二年

一科基礎課程
(財務管理)
三科專業必修課程

論文/技術報告
其他專業選修課程(加選)

(全球化專題、海外研習、
創業與興業家精神)
兩科專業選修課程
GMBA 學生須由九個管理專業領域中選定一主修領域，主修領域至少須修習三門專業課
程。每一主修領域設有專業重點課程（請參見後面各專業領域課程參考表中標示星號(*)者）
。
九個管理專業領域（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s）包括(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專業領域
決策科學與研究
方法

專業課程名稱
決策原理*、績效評估*、研究方法*、賽局論*、統計方法與資料分析*、
多目標決策分析、多變量分析、線性結構模式、決策模式專題討論、
最佳化方法
總體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法律之經濟分析*、中國經

經濟分析與兩岸 濟研究*、兩岸經貿研究*、經濟決策分析、環境經濟學與管理、資訊
經濟體系
經濟、資訊與網路經濟學應用專題、國際企業管理專題研究、高等個
體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高等財務管理*、投資學*、計量經濟學*、金融市場*、財務報表分析*、
財務

管理會計*、期貨與選擇權*、財務工程、財務金融資訊系統專論、財
務時間序列、財務經濟專題、投資組合管理、財務理論、財務計量、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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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管理

電子商務*、財務金融資訊系統專論*、商管知識系統*、智慧型管理決
策系統*、資訊科技與企業流程管理*、決策輔助系統*、資訊安全、商
用資料通訊、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科技專題、知識管理系統

科技管理

創業投資*、高科技創業*、技術商品化*、科技產業分析*、創新與研發
管理*、資本投資決策分析、高科技商品行銷、系統晶片行銷管理、全
球科技競爭與管理議題、高科技行銷管理
行銷研究*、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整合行銷傳播*、服務行銷*、

行銷

環球行銷*、高科技行銷管理、網路行銷、品牌管理策略、零售通路管
理、銷售管理、系統晶片行銷管理、行銷理論
績效評估*、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供應鏈管理*、物流與運籌管

作業與物流管理 理*、作業研究、專案管理、全面品質管理、生產管理、服務管理、物
料管理
組織行爲與
人力資源管理

經營策略管理

組織行為*、領導與統御*、變革管理*、組織理論*、習慣領域與決策*、
組織設計、薪酬管理、勞資關係、招募與甄選、人力訓練與發展、職業
生涯規劃、全球商業領導
企業購併*、知識管理*、變革管理*、國際企業管理與策略*、管理技能
發展專題研討*、企業法律*、賽局理論與産業競爭策略、危機管理、產
業分析與策略規劃、兵法與競爭優勢、新儒學經營管理、日本式經營
管理、中小企業經營與管理、管理個案分析、宏觀策略管理、國際商
務談判

五、預期效益及評估指標：
預期效益及評估指標：
(一) 本校自 2003 年起開始 AACSB 認證申請作業，並在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
Accreditation)，預計 2012 年通過再評鑑。

(二) 本校企管碩士（GMBA）專業學程具有國際競爭力及國際知名度。五年內爭取進入 Financial
Times 百大排名。

(三) 管理學院組織運作機能提昇，有效進行產學合作、國際交流，過去雨年已吸引超過百名
國際學生，估計未來每年會有百名以上國際學生報考申請。

(四) 本校企管碩士（GMBA）專業學程之學生在入學前之外語已具有 TOEIC 700 以上能力，擁
有至國外商管學校交換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或國際實習之經驗，具備國際視野。同學畢
業後，將在各行各業中嶄露頭角。

(五) 未來發展遠景:
未來發展遠景 創造台灣學生國際化學習環境，提供國際規格教學，朝向地球村零距離
邁進。目前學程除了全英文課程規劃，包涵組織領導、財務、行銷、生產、科技、資訊、
運籌、國際化等專業知識外，亦包含國際化活動如：發現新世界(Knowing the world)、海外
實習交流活動(Internship)、與移地教學(Country Visit)，執行至今四年來成果卓越。招生方面，
以 Harvard、Stanford、Thunderbird 為例，每年跨國招收各不同職場領域的學生，讓畢業生
在各行各業皆有校友網絡提攜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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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教學品質與整合機制:
教學品質與整合機制 除了遵照教育部規定學生須撰寫論文之外，本學程課程教學反應
問卷，由課務組統籌辦理，從學生對於授課老師課程準備方向、教學態度方向、授課方
法方向、課程內容結構、作業考試評分等構面，進行五等級評量，以五分代表最滿意，
一分為最不滿意代表。本學程自成立以來，教師評鑑結果極佳，學生教學問卷平均得點
大多有四分以上。

(七)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實習與就業輔導:
實習與就業輔導 依據 GMBA 學程修業規章第 7 點的新規定：研究生在學期間
須前往國外商管學院修課、從事學術交流或至國際企業參訪或實習，並提供相關證明文
件，始符合畢業資格，確實執行國際接軌拓展眼界。執行至今二年來成果卓越，透過
AIESEC、ITI、以及交大思源基金的協助申請，本地生實習的國家分佈在西歐、北美、南
美、中東歐、亞太地區等，外籍生部分則鼓勵申請在台之跨國企業，深入了解台灣企業
文化與運作模式，實際學習其成功經驗。

(八) 畢業生表現:
畢業生表現 本地生目前畢業生人數共達 37 人，在 GMBA 國際觀養成、國際化的專業課
程培訓下以及對英語能力的要求，畢業同學在各行各業中嶄露頭角，就業領域遍佈科技
業、資訊業、金融業、製造業、國營事業等，例：Deloitte、Ernst & Young、TSMC、D-Link、
HTC、Chi Mei LCD、美商花旗、台灣中油、台電等，未來發展潛力無限。同時透過 MBA
的學習與進修，畢業生取得學位後的工作薪資皆有增加的趨勢，年薪平均達 70 萬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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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事

由：「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討論會議

時

間：民 國 99 年 7 月 21 日 (星 期 三 ) 中 午 12:00

地
點：管理學院院會議室(管二館 201 室)、台北校區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新立 院長
出
席：羅濟群副院長、姚銘忠主任、林君信主任、吳宗修主任、梁高榮主任、羅濟
群主任、林妙聰所長、王克陸所長、胡均立所長、許鉅秉所長、虞孝成所長、王
敏銓所長、MBA 學程唐瓔璋主任、EMBA 陳安斌主任、鍾惠民教授、張家齊副教授、
王晉元副教授、林亭汝教授
---------------------------------------------------------

會議討論 備忘錄 (Memorandum)
1.
2.
3.

企業管理碩士學程支援「國際學院」設計之企業領導相關課程，包含企業倫理與公司治
理、哈佛經營管理講座、全球化專題、全球經濟視野等商管專業課程。
整合全院教師共同支援教學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分流學術性學群（MS/MA）仍由各系所
辦理。
企管碩士學程設置「企業管理碩士學程委員會」，統一負責規劃課程，管考學生之入學、
修業及畢業審查；該小組成員除商管專業學院內教師外，將邀請傑出校友、產業先進、
兼任業師、以及約聘專任業師(退休教授或專技人員)、與管理學院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群
策群力，共同推動相關業務，包括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產學合作、學生國際實習、及
技術報告的審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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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組織架構
一、管理學院發展背景
本校管理學院係在本校改制大學時整合管理科學系、運輸管理學系、海洋運
輸學系及航運技術學系而設置之學院，並未有完整之管理學院長程發展藍圖。加
以早期協助政府部門培育「管理」與「交通建設」專業人才之需要，將「管理科
學系」與「運輸管理系」之研究所設立於台北校區，造成兩系所因分隔兩地，成
立近四十年來一直無法健全發展之現象。此外，本校管理學院在大學迅速擴展之
時期，因無法得到校方支援適時擴充成立管理領域所必要之基礎學系(如經濟
系、會計系)，加以後續成立之許多獨立研究所及學系均無法獲得教育部足夠教
師員額之支持，讓管理學院多年來一直處於教師員額嚴重不足、教學館舍四處分
散、新竹與台北兩地資源無法有效使用之窘境，致使本校管理學院在國內各大學
商管學院積極擴充之競爭下，眼睜睜地看著他校迅速成長，而我們的排名卻一直
滑落。
本院在資源不多之情況下，教師們仍都積極努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之推動，
過去十餘年來每年所發表之 SCI 與 SSCI 國際期刊論文數量一直都居於國內所有
大學商管學院之冠。惟近年來國內各研究型大學在五年五百億經費之挹注下，均
對其管理學院投下為數可觀之資源，大量增聘教師(台大、政大、成大、台科大、
中山等校管理學院過去五年之教師員額成長均在 15~30%)並發展各項具特色之國
際化學程，在研究與教學績效上均有極為耀眼之成長與提升。反觀本校管理學
院，不但教師人數沒有增加，甚且有逐年減少之現象；加以教師年齡逐漸老化，
教學與研究動力之提升不易，要能持續領先研究、精進教學並拓展國際化，均已
深感力不從心。
優良管理學院是國際一流大學之重要指標，本校校友過去在科技產業界之傑
出表現確實需要良好之管理學院將其智慧結晶加以保留傳承，而面對知識經濟時
代的來臨及全球化運籌之競爭，企業更需要優良之管理學術機構與專業人才的協
助。本校管理學院有過半之教師將於十年內陸續退休，在此青黃不接之時期既是
危機也是轉機，如能把握機會重新規劃，賦予管理學院一個新的組織與功能定
位，將能在本校未來之發展中能扮演一個重要之角色。

二、管理學院之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組織架構
本院依據所擁有之優勢資源與條件，以發展精緻之研究型管理學院為目
標，並以高科技生產與經營管理、資訊財金、運輸與供應鏈管理為特色之發展領
域。利用台北與新竹兩個校區分別發展以「科技管理」與「資訊財金」為主軸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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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碩士班。此外，本院將透過如下之短、中、長期計畫，逐步推動各項資
源重整工作，強化體質以迎接全球化運籌之商管學域競爭。
(一) 管理學院組織重整之短、中、長程計畫
(1) 本院在「一院多學程、一所一學程」之長期發展目標下，學程之設計將配
合研究所之設置，引導學生走向專業之管理學域。本院已自 97 學年度起將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研究所」、及「財務金融研究所」
整合為一系二所。「管理科學系」與「經營管理研究所」也於 98 學年度完
成所有教師合聘之作業，朝向進一步系所整合之方向邁進(如圖 1 所示)。
(2) 本院長期(6 年以上)將以發展「一院一系多學程、一學程一研究所」為目標，
並達到全體教師均隸屬於院之結構。大學部學生必須完成一個「學程」方
得畢業，並鼓勵學生輔修第二個學程。
(3) 本院所屬各研究所之碩士班(Master of science)與博士班(Ph. D.)均屬學術研究
型之教學單位，而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專班(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MBA)及全英與教學之全球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lob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MBA )則由院統籌營運，並由全院之教師共同
參與教學(如圖 2 所示)。

圖 1 管理學院現有系所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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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管理學院短期(3 年內)之系所組織架構發展圖

三、學校的支援與協助
管理學院在本校改制大學時匆匆成立，成立以來一直都得不到學校的關愛，
以致於在八十年代大學迅速擴充之時，沒有把握機會適時調整好組織架構以健全
體質，喪失本校管理學院稱雄台灣，甚至同步於世界管理學院之林的機會。九十
年代開始本校雖已體認管理學院擴充之需要而陸續成立幾個系所，惟政府財政已
逐漸告，本校管理學院新成立之系所多在教師員額不足之情況下誕生，注定營養
不良之宿命。此外，台北、新竹兩地分隔所造成之額外資源消耗，更讓本院之發
展與營運更加艱辛困難。而不服輸之交大精神又讓我們仍勉強接辦「他校均已在
執行之許多計畫與學程(如在職專班、IMBA 與 GMBA)」
，而讓全院之老師疲於奔命。
本院在一流管理學院必須高度國際化之壓力下，推動英語教學及成立全英語授課
之 GMBA 學程已成為不可抗拒之趨勢。本院除督促各系所新聘教師必須每年以英
語開授一門課外，全英語授課之 GMBA 專任教師亦是本院亟待增補之師資。新聘
新聘
教師之專業領域包括「
興業與創新」
「領導與組織管理
領導與組織管理」
「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
教師之專業領域包括
「興業與創新
」、「
領導與組織管理
」、「
企業倫理
」等都是
AACSB 督促本院該增加之課程與師資
督促本院該增加之課程與師資。
。本院迫切需要兩名全英語授課之專任教
師以推動 GMBA，
，而中期需再增聘兩名教師以協助 GMBA 教學並強化本院之研究
英語課程，
以解決日益增加之國際交換學生的上課需要。
英語課程
，以解決日益增加之國際交換學生的上課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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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附錄三

國立交通大學商管專業學院
專任老師派遣美國研習計畫
一. 目的：
95 年起管院為提升個案教學內容，定期選派優良教師至海外培訓，95、96
學年共計 10 位教授前往以個案著名的哈佛大學參加 PCMPCL（Program on
Case-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的訓練課程，藉由引進哈佛個案
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更加了解市場動向與實際運作方式，並於 96 學年第二學期
實際開授「哈佛管理經營講座」，廣受各方好評。
97 學年起將著眼於「企業倫理」，預定以 AACSB 所主導的訓練課程：

Teaching Business Ethics Seminar1，期望以更精進的方式將精神層面的文
化導入公司治理中，讓老師與學生同步成長。
二. 參與人員及行程：
計畫出國訪查的人員以曾於本學程開授過課程的老師為主，交大管理學院相
關系所的老師為輔。

1

參考網址（http://www.aacsb.edu/conferences/events/seminars/tbes-des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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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經費說明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400,000 2 人

業
務 國外差旅費
費

98960

2人

總價(元)

說明

預估派遣專任老師至美國哈佛大學參加個案
800,000 教學培訓計畫(GCPCL)研習費，含機票、
生活費及報名費兩梯次每人約 400,000 元
*2 人=800,000 元
預估派遣專任老師至美國參加 AACSB 相關課
程研習費
美國來回機票 50,000 元*2 人=100,000 元
197,920
生活費 USD195*32(匯率)*4 天*2 人 49,920
元
課程研習費 USD750*32(匯率)*2 人
=48.000 元

四. 預期效益：
根據過去兩年執行結果發現，學生對於施行已久的個案教學有另一番新視
野，從硬體到軟體設備，從教材到授課及討論方式皆令各方大為讚賞(詳見附錄
教學反應問卷)，這也是本校商管專業學院邁向國際化的關鍵計畫之ㄧ，
有鑑於此，第二波企業倫理課程能有效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讓無形的倫理透
過教學潛移默化的方式，深值再未來職場上的每一位專業經理人，讓企業永續經
營不再只是利潤極大化的追求，而有更深一層的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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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立交通大學商管專業學院
GMBA 企業暑期海外實習
實習計畫領域：
實習計畫領域：
國際企業管理、資訊科技管理、行銷、人力資源、公共關係、財務會計管理…等。
計畫目的：
計畫目的：
運用本系學生所學之專業管理知識，透過實做方式培養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提
昇學生在全球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並藉由國際企業實習，以求發展自我潛能，培
養個人領導力，確實執行國際接軌拓展眼界，進而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實習國家：
實習國家：
美國的合作單位為 Boise State University。AIESEC 提供企業實習的國家分佈在西
歐、北美、南美、中東歐、亞太地區…等，提供暑期 3 個月以下實習機會的前五
名國家分別為土耳其、印度、波蘭、德國、日本。
實習單位名稱與國際聲譽：
State
University
Overseas
Internship
Program,
1. Boise
http://career.boisestate.edu/Employers-Internship.htm
2. AIESE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tudiants en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http://www.aiesec.org.tw/
ITI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e) 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執行方式：
執行方式：
學生進入本所後第一年暑假期間，以個案撰寫模式，向贊助的跨國公司，提商業
計劃書(business plan)或創業計劃書(IPO proposal)等具體的解決方案。同時，學生在
第一年暑假期間，前往跨國公司實習，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並由「企業管理碩
士學程委員會」事先認可者，得以抵免「企管研究專題」 (Special Topic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修習「企管研究專題」的學生，須在國際實習完畢後返校，在第
二年上學期，公開發表研究學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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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ship Report Preparation Guide
Within two weeks of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ship, the student should submit the
Internship Report to the GMBA program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course requirement.
The report is a scholarly statement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internship work. The
following guideline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all papers were high in quality and
consistent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ntents. The report must be a professionally
finished work in format, style, spelling and appearance, as the finished document
reflects on both the student and the University.
1. Title Page
Similar to the thesis format that includes full name of NCTU and GMBA program,
Intern Company’s name, your name, student ID number, and intern period
2. Abstract
The abstract must include: (a) state the problem or problems that you worked on; (b)
describe your activities; and (c) summariz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Limit it to 350
words in length. The abstract should include your name and internship report title. It
should be double-spaced, using only one side of the paper, and should be within the
internship report margin requirements.
3. Dedication and/or Acknowledgements
If you wish, you may include a page with a brief note of dedication or
acknowledgment of help received from particular persons.
4. Main content of intern report (five pages at most)
a.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introduce the reader to the problem that you
worked on. It should outline the scope, aim, and nature of the work. You should
describe your role in the project.
b. Methods
This section recounts what you did on the project and how many hours that you
worked.
c. Outcome
This section reflects the findings or outcome of the project. If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manufacturing or marketing of company products, a copy of these items or
company’s profile can be attached in the appendices.
5. Reference
Include literatures, books or Web sites that you have referred to.
6. Appendices
Examples of appendix material are certificate (from employer), data sheets,
questionnaire samples, tables, charts, and figur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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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附錄五

國立交通大學商管專業學院
課程國際參訪計畫－全球企業管理
一. 目的：
全球企業管理顧名思義即著眼於全球市場動態，因此課程內容涵括組織行
為、策略聯盟、創意行銷、人力資源管理、企業倫理、社會責任、企業法律與資
訊科技等，為實地了解各地企業文化，了解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政經環境、
文化差異、全球發展趨勢及貨幣系統等，本課程將於期末移地海外教學，透過親
訪的互動，加深學生對於全球企業的發展趨勢。
二. 參與人員及行程：
全球企業管理課程限定本學程學生選修，且為本學程設定的必修課程，因此
參與人員將由授課教師與”全球化專題”教授帶隊，整班移往菲律賓進行四天的參
訪。
Day 1 (Sun. 06/27/2010):
• Taipei to Hong Kong
• Depart HK for CEBU宿霧島
• Check in Hotel
Day 2 (Mon. 06/28/2010):
• COMPANY VISIT: TERADYNE
• Island Truism
• Ferry depart for BOHOL薄荷島
• City Tour and night market
Day 3 (Tue. 06/29/2010):
• Local Tour
- Baclayon Church 巴卡容教堂
- View Tarsiers
• Lunch on Loboc River “CRUISE”
• Blood Compact Site
• Ferry depart for Mactan馬克島
Day 4 (Sat. 06/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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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ck out hotel
• Cebu-HK; HK-Taipei
Brief company introduction
Teradyne, Inc. is a global supplier of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測試機器) which
is mainly used in the semiconductor, automotive, military, aircraft navig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 industries such as memory and hard disk drives. The company's
HQ is based in Boston, MA with branch offices in the US, Japan, Philippines, Taiwan,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Korea,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 company's
Philippine branch office houses the company's repair facility,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nd logistics/warehouse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三. 經費說明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業
務 國外差旅費
費

29,400

2人

總價(元)

說明

預估課程國際參訪-全球企業管理移地教學
(詳見課程國際參訪計畫 Country Visit)
58,800 帶隊教授及助理亞洲機票
15,000 元*2 人=30,000 元
生活費 USD150*32(匯率)*3 日*2 人
=28,800 元

四. 預期效益：
實地訪查國際企業將可縮減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把紙上談兵的構思導入實體面
的運作，此不僅達成教育部對商管專業學院的期待：國際接軌與產學合作，更能
完全發揮教學效益，根據過去第一至三屆
根據過去第一至三屆 MBA 學程學生的意見反饋，
學程學生的意見反饋，皆對海外
研習留下深刻印象，第三屆越南的移地教學參訪了台商富美興
第三屆越南的移地教學參訪了台商富美興，
研習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屆越南的移地教學參訪了台商富美興
，亦開啟了同學海
外實習機會，此次第二度將本學程課程移往海外教學，帶隊教授有全球企業管理
外實習機會
授課教師暨本學程主任唐瓔璋教授以及全球化專題授課教師暨學程副主任姜真
秀教授，盼能從中創造更多產學合作之機會，激發出一番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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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依 99 學年度第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規劃委員會議決議修正後之版本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續辦
計畫書

中 華 民 國 99 年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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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申請條件檢核表
申請條件

(本部檢核
是否符合)

項目

現況說明

（一）學校財務會計制度
健全且最近一年無重大 國立交通大學最近一年無重大違規事項
違規事項
（二）商管專業學院經營 國 立 交 通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企 業 管 理 碩 士 學 位 學 程
管理(或企管)碩士（MBA）
(Global MBA，全英文授課)，招生名額人數計 45 人，
學程之招生人數不得少
含本地生 20 人與外籍生 25 人
於 25 名
（三）商管學院所設系所
應全數通過大學系所評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於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育
鑑，或經本部認可之國內
認證(AACSB Accreditation)。
外專業評鑑機構評鑑通
過，免受評鑑者
（四）學校應提供足夠之 3.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隸屬於管理學院，並配合
行政運作及教師聘用之
校級新設立之「國際學院」之運作
支援，給予商管專業學院 4.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所有英文課程皆由管理學
更多之自主性
院師資支援，含交大管院與通識教育中心其他英
語授課教師，約有五十名教師支援。
（五）商管學院已建立專 專業學群（MBA）及學術性學群（MS/MA）分流機制，
業學群（MBA）及學術性 已於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育認證(AACSB)時，初步
學群（MS/MA）分流機制
規劃完成；上述的三系所以及財務金融研究所為專業
及組織設計
學群（MBA）。管理學院組織架構圖，詳見附錄二。
（六）商管學院統籌系所 除專業必修課程含全球科技策略、全球化專題、全球
資源，開設符合產業需求 供應鏈管理、海外研習、與創業與興業家精神外，預
之課程。
計加開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哈佛經營管理講座、與
全球經濟視野，以符合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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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內容
一、學校商管教育辦理現況：
學校商管教育辦理現況：
企管碩士學位學程 GMBA 成立說明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NCTU MBA) 是為配合國內
商管專業教育之未來發展趨勢與需求所設立，學程教育重點為經營管理專業知
能、專業認同、專業倫理與自律能力培養，並結合實習制度及實務教學，强化國
際學習經驗。
在全球唯科技馬首是瞻的趨勢下，更將善盡利用本校在資訊科技之既有優勢
來規劃專門知識與管理實務課程、加强産學合作，培養具備國際競爭力之專業經
營領導人才，提升本校管理學院之國際能見度。以教育學生成為具有國際觀、全
球視野的一流國際企業經理人才。
在有關「全球化」的評比中，我國在管理的高等教育一向落後於香港、新加
坡、韓國，以及最近崛起的中國重點大學。為力求與國際 MBA 同ㄧ標準並與國
際接軌，本校獨特之全英文授課、全球招生、全面國際化之 GMBA 碩士學位學程
之設立，更加值得肯定與重視。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在 95 至 97 學年度為教育部商管專業學院試辦期，97
學年度更擴大國際化招生，轉型成為 GMBA (Global MBA)。GMBA 碩士學位學程結
合本國生與外籍生於同一班級全英語授課，目標著眼於「地球村」概念，不但可
強化國際學習經驗，更可以讓不同國籍的學生能夠學習彼此的文化，相互支持，
進而培養出具有跨文化精神、全球視野的企業領導人，達成真正與國際商管教育
接軌之效果。
本學程在未來將配合學校規劃中之「國際學院」一起運作，提供校級商業管
理相關專業課程與師資。

二、商管專業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定位：
商管專業學院之教育目標與定位：
教育目標
4. 經營管理專業知能、專業認同、專業倫理與自律能力培養。
5. 結合實習制度及實務教學，强化國際學習經驗。
6. 培養具有管理專業知識且能實際解決企業問題能力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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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對象
3. 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各公私立大學校院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
大學校院畢業，獲得學士學位或學士班應届畢業生，或具有報考大學
碩士班之同等學力資格者；有2年工作年資(男性考生可含服役年資)，
並具有英文能力檢定(TOEIC 700分以上或TOEFL 550分以上)，方可報考。
4. 外籍生: 比照教育部規定辦理
3. 在職生: 本學程不招收在職生，學生需全時在校修業。
畢業要求：詳見下表，99
學年度企業管理碩士學程修課規定。
畢業要求
一年

最低修業年限
應修學分數

42 學分，含基礎課程 21 學分，專業課程 12 學分，選修課程 9 學分；不含
先修課程 9 學分與畢業論文 3 學分。

1.本學程畢業學分數為 42 學分。入學後所修課程非本校管理學院開設或
非透過學術交流合作之課程最多採計 6 學分。研究生修滿畢業學分，滿
足修業規定，並符合學位授予法及本校碩士學位及博士學位授予作業
程及符合畢業
規章授予碩士學位之規定，授予企管管理碩士學位，英文名稱
MBA(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資格之修課相 2.三門先修課程：「財務會計」、「統計方法」、「經濟學」。
3.必修基礎課程(七門)：
「行銷管理」
、
「財務管理」
、
「組織行為」
、
「資訊管理」
、
「全球企業管理」、「全球供應鏈管理」、「研究方法論」。
關規定
4.必修專業課程(四門): 「全球化專題」、「全球科技策略」、「海外研習」、「創
業與興業家精神」。
5.畢業論文或技術報告
6.課程可依規定申請免修或抵免，抵免學分上限為 9 學分，並依相關規定辦
理。
7.研究生在學期間須前往國外商管學院修課、從事學術交流或至國際企
業參訪或實習，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8.母語非英語的研究生畢業前須提供托福成績 new internet-based TOEFL 79
分或 computer-based 213 分或 paper-based 550 分之英文能力證明或多益成
績 TOEIC 700 分，否則須修習通過本學程許可之英語訓練課程 3 學分(該
3 學分不計入畢業學分)。
9.外籍研究生在學期間須修習華語課程，並於畢業前提供「初等華語文能力
測驗合格證明」。
應修（應選）課

備註

本修課規定係依據管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章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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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商管專業學院計畫具體目標：
商管專業學院計畫具體目標：
行政配套及組織調整
(1)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隸屬於管理學院，並配合校級規劃中之「國際學院」
運作，學程師資配額由院方統籌管理。
(2)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設置「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統一負責規
劃課程，管考學生之入學、修業及畢業審查；該小組成員除管理學院院內教
師外，將邀請產業先進與管理學院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群策群力，共同推動
相關業務，包括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產學合作、學生國際實習、及技術報
告的審查等。

四、具體實施策略
具體實施策略：
實施策略：
全院 MBA 培育模式
為整合資源多元運用，長期發展而言，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設置「執行長」
一職，負責學程行政管理之職務。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將配合校級規劃中之「國
際學院」運作，支援「國際學院」領導課程，含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哈佛經營
管理講座、全球化專題、全球經濟視野等商管專業課程。
教師來源，除現有管院老師外，另增聘兼任業師(竹科校友等)以及約聘專任
業師(退休教授或專技人員)，以英語授課為主；增聘產業包括半導體、電腦、材
料、奈米、顧問等。此外，列入交通大學在台建校五十週年「台灣 50、影響 50」
的 50 名傑出校友，將陸續辦理專業講座，落實與企業契合。
課程規劃與師資整合
本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招收的學生皆需擁有二年以上的工作經驗，課程
的規劃設計以 AACSB 所規範的業界合作為準則，朝向精緻化且兼顧專業性的整
合型課程。除基本的學術理論外，更強調「廣且有專」的教育訓練，鼓勵學生跨
領域研究，以經營管理為體，資訊科技為用，兼備實務處理之能力。在兩年修業
期間，我們從師資、授課、產業互動、校院資源等多方推進，期使學生能獲得各
方整合的最大效益。課程規劃分兩部分：主修課程由 GMBA 碩士學位學程開出；
選修課程由管院其他單位支援。

37

課程地圖
上學期
第一年

下學期

兩科先修課程
(財務會計、統計方法)
三科基礎課程
(組織行為、資訊管理、

一科先修課程(經濟學)
三科基礎課程
(全球企業管理、全球供應鏈
管理、研究方法論)

行銷管理)
一科專業選修

一科專業必修課程
(全球科技策略)

第一年寒假

英文營-認識臺灣

第一年暑假前

英文營-認識世界

第一年暑假

一科專業必修課程 (海外研習)

第二年

一科基礎課程
(財務管理)

論文/技術報告

三科專業必修課程
(全球化專題、海外研習、
創業與興業家精神)

其他專業選修課程(加選)

兩科專業選修課程
GMBA 碩士學位學程學生須由九個管理專業領域中選定一主修領域，主修領
域至少須修習三門專業課程。每一主修領域設有專業重點課程（請參見後面各專
業 領 域 課 程 參 考 表 中 標 示 星 號 (*) 者 ）。 九 個 管 理 專 業 領 域 （ Professional
Specializations）包括(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專業領域

專業課程名稱

決策原理*、績效評估*、研究方法*、賽局論*、統計方法與資料分
決策科學與研究
析*、多目標決策分析、多變量分析、線性結構模式、決策模式專
方法
題討論、最佳化方法
總體經濟學*、管理經濟學*、計量經濟學*、法律之經濟分析*、中
經濟分析與兩岸 國經濟研究*、兩岸經貿研究*、經濟決策分析、環境經濟學與管理、
經濟體系
資訊經濟、資訊與網路經濟學應用專題、國際企業管理專題研究、
高等個體經濟學、國際貿易理論、世界貿易組織法律
財務

高等財務管理*、投資學*、計量經濟學*、金融市場*、財務報表分
析*、管理會計*、期貨與選擇權*、財務工程、財務金融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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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論、財務時間序列、財務經濟專題、投資組合管理、財務理論、
財務計量、風險管理

資訊管理

電子商務*、財務金融資訊系統專論*、商管知識系統*、智慧型管
理決策系統*、資訊科技與企業流程管理*、決策輔助系統*、資訊
安全、商用資料通訊、資訊系統管理、資訊科技專題、知識管理
系統
創業投資*、高科技創業*、技術商品化*、科技產業分析*、創新與

科技管理

行銷

研發管理*、資本投資決策分析、高科技商品行銷、系統晶片行銷
管理、全球科技競爭與管理議題、高科技行銷管理
行銷研究*、消費者行為*、行銷策略*、整合行銷傳播*、服務行銷*、
環球行銷*、高科技行銷管理、網路行銷、品牌管理策略、零售通
路管理、銷售管理、系統晶片行銷管理、行銷理論

績效評估*、企業資源規劃*、電子商務*、供應鏈管理*、物流與運
作業與物流管理 籌管理*、作業研究、專案管理、全面品質管理、生產管理、服務
管理、物料管理
組織行為*、領導與統御*、變革管理*、組織理論*、習慣領域與決
組織行爲與
策*、組織設計、薪酬管理、勞資關係、招募與甄選、人力訓練與發
人力資源管理
展、職業生涯規劃、全球商業領導
企業購併*、知識管理*、變革管理*、國際企業管理與策略*、管理
技能發展專題研討*、企業法律*、賽局理論與産業競爭策略、危機
經營策略管理 管理、產業分析與策略規劃、兵法與競爭優勢、新儒學經營管理、
日本式經營管理、中小企業經營與管理、管理個案分析、宏觀策
略管理、國際商務談判

五、預期效益及評估指標：
預期效益及評估指標：
(九) 本校自 2003 年起開始 AACSB 認證申請作業，並在 2007 年通過國際商管教
育認證(AACSB Accreditation)，預計 2012 年通過再評鑑。

(十) 本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具有國際競爭力及國際知名度。五年內爭取進入
Financial Times 百大排名。
管理學院組織運作機能提昇，有效進行產學合作、國際交流，過去雨
年已吸引超過百名國際學生，估計未來每年會有百名以上國際學生報考申

(十一)

請。

(十二) 本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學生在入學前之外語已具有 TOEIC 700 以
上能力，擁有至國外商管學校交換學習、國際學術交流或國際實習之經驗，
具備國際視野。同學畢業後，將在各行各業中嶄露頭角。

(十三) 未來發展遠景:
未來發展遠景 創造台灣學生國際化學習環境，提供國際規格教學，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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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地球村零距離邁進。目前學程除了全英文課程規劃，包涵組織領導、財務、
行銷、生產、科技、資訊、運籌、國際化等專業知識外，亦包含國際化活動
如：發現新世界(Knowing the world)、海外實習交流活動(Internship)、與移地教
學(Country Visit)，執行至今四年來成果卓越。招生方面，以 Harvard、Stanford、
Thunderbird 為例，每年跨國招收各不同職場領域的學生，讓畢業生在各行各
業皆有校友網絡提攜照顧。

(十四) 教學品質與整合機制:
教學品質與整合機制 除了遵照教育部規定學生須撰寫論文之外，本學
程課程教學反應問卷，由課務組統籌辦理，從學生對於授課老師課程準備方
向、教學態度方向、授課方法方向、課程內容結構、作業考試評分等構面，
進行五等級評量，以五分代表最滿意，一分為最不滿意代表。本學程自成立
以來，教師評鑑結果極佳，學生教學問卷平均得點大多有四分以上。

(十五) 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實習與就業輔導:
實習與就業輔導 依據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規章第 7
點的新規定：研究生在學期間須前往國外商管學院修課、從事學術交流或至
國際企業參訪或實習，並提供相關證明文件，始符合畢業資格，確實執行國
際接軌拓展眼界。執行至今二年來成果卓越，透過 AIESEC、ITI、以及交大
思源基金的協助申請，本地生實習的國家分佈在西歐、北美、南美、中東歐、
亞太地區等，外籍生部分則鼓勵申請在台之跨國企業，深入了解台灣企業文
化與運作模式，實際學習其成功經驗。

(十六) 畢業生表現:
畢業生表現 本地生目前畢業生人數共達 37 人，在 GMBA 碩士學位學程
國際觀養成、國際化的專業課程培訓下以及對英語能力的要求，畢業同學在
各行各業中嶄露頭角，就業領域遍佈科技業、資訊業、金融業、製造業、國
營事業等，例：Deloitte、Ernst & Young、TSMC、D-Link、HTC、Chi Mei LCD、美
商花旗、台灣中油、台電等，未來發展潛力無限。同時透過 MBA 的學習與
進修，畢業生取得學位後的工作薪資皆有增加的趨勢，年薪平均達 70 萬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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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事

由：「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商管專業學院計畫」討論會議

時

間：民 國 99 年 7 月 21 日 (星 期 三 ) 中 午 12:00

地
點：管理學院院會議室(管二館 201 室)、台北校區會議室
主 持 人：張新立 院長
出
席：羅濟群副院長、姚銘忠主任、林君信主任、吳宗修主任、梁高榮
主任、羅濟群主任、林妙聰所長、王克陸所長、胡均立所長、許鉅秉
所長、虞孝成所長、王敏銓所長、MBA 學程唐瓔璋主任、EMBA 陳安
斌主任、鍾惠民教授、張家齊副教授、王晉元副教授、林亭汝教授
---------------------------------------------------------

會議討論 備忘錄 (Memorandum)
4.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支援「國際學院」設計之企業領導相關課程，包含企
業倫理與公司治理、哈佛經營管理講座、全球化專題、全球經濟視野等商管
專業課程。

5.

整合全院教師共同支援教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分流學術性學群
（MS/MA）仍由各系所辦理。
企管碩士學位學程設置「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統一負責規劃課
程，管考學生之入學、修業及畢業審查；該小組成員除商管專業學院內教師

6.

外，將邀請傑出校友、產業先進、兼任業師、以及約聘專任業師(退休教授
或專技人員)、與管理學院專家學者共同組成，群策群力，共同推動相關業
務，包括課程設計、國際交流、產學合作、學生國際實習、及技術報告的審
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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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附錄二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學院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組織架構
一、管理學院發展背景
本校管理學院係在本校改制大學時整合管理科學系、運輸管理學系、海洋運輸學系及航
運技術學系而設置之學院，並未有完整之管理學院長程發展藍圖。加以早期協助政府部門培
育「管理」與「交通建設」專業人才之需要，將「管理科學系」與「運輸管理系」之研究所
設立於台北校區，造成兩系所因分隔兩地，成立近四十年來一直無法健全發展之現象。此外，
本校管理學院在大學迅速擴展之時期，因無法得到校方支援適時擴充成立管理領域所必要之
基礎學系(如經濟系、會計系)，加以後續成立之許多獨立研究所及學系均無法獲得教育部足夠
教師員額之支持，讓管理學院多年來一直處於教師員額嚴重不足、教學館舍四處分散、新竹
與台北兩地資源無法有效使用之窘境，致使本校管理學院在國內各大學商管學院積極擴充之
競爭下，眼睜睜地看著他校迅速成長，而我們的排名卻一直滑落。
本院在資源不多之情況下，教師們仍都積極努力於教學與研究工作之推動，過去十餘年
來每年所發表之 SCI 與 SSCI 國際期刊論文數量一直都居於國內所有大學商管學院之冠。惟近
年來國內各研究型大學在五年五百億經費之挹注下，均對其管理學院投下為數可觀之資源，
大量增聘教師(台大、政大、成大、台科大、中山等校管理學院過去五年之教師員額成長均在
15~30%)並發展各項具特色之國際化學程，在研究與教學績效上均有極為耀眼之成長與提升。
反觀本校管理學院，不但教師人數沒有增加，甚且有逐年減少之現象；加以教師年齡逐漸老
化，教學與研究動力之提升不易，要能持續領先研究、精進教學並拓展國際化，均已深感力
不從心。
優良管理學院是國際一流大學之重要指標，本校校友過去在科技產業界之傑出表現確實
需要良好之管理學院將其智慧結晶加以保留傳承，而面對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及全球化運籌
之競爭，企業更需要優良之管理學術機構與專業人才的協助。本校管理學院有過半之教師將
於十年內陸續退休，在此青黃不接之時期既是危機也是轉機，如能把握機會重新規劃，賦予
管理學院一個新的組織與功能定位，將能在本校未來之發展中能扮演一個重要之角色。

二、管理學院之中長程發展計畫與組織架構
本院依據所擁有之優勢資源與條件，以發展精緻之研究型管理學院為目標，並以高科技
生產與經營管理、資訊財金、運輸與供應鏈管理為特色之發展領域。利用台北與新竹兩個校
區分別發展以「科技管理」與「資訊財金」為主軸之企業管理碩士班。此外，本院將透過如
下之短、中、長期計畫，逐步推動各項資源重整工作，強化體質以迎接全球化運籌之商管學
域競爭。
(一) 管理學院組織重整之短、中、長程計畫
(1) 本院在「一院多學程、一所一學程」之長期發展目標下，學程之設計將配合研究所之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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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引導學生走向專業之管理學域。本院已自 97 學年度起將「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
系」
、
「資訊管理研究所」
、及「財務金融研究所」整合為一系二所。
「管理科學系」與「經
營管理研究所」也於 98 學年度完成所有教師合聘之作業，朝向進一步系所整合之方向
邁進(如圖 1 所示)。
(2) 本院長期(6 年以上)將以發展「一院一系多學程、一學程一研究所」為目標，並達到全體
教師均隸屬於院之結構。大學部學生必須完成一個「學程」方得畢業，並鼓勵學生輔修
第二個學程。
(3) 本院所屬各研究所之碩士班(Master of science)與博士班(Ph. D.)均屬學術研究型之教學單
位，而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專班(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MBA)及全英
與教學之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lob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MBA )則由院統籌
營運，並由全院之教師共同參與教學(如圖 2 所示)。
圖 1 管理學院現有系所組織架構圖
班別

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班(EMBA)
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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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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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年 大學

管理科學研究所

運輸與運籌管

理學系（暫）

學士班

圖 2 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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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稱雄台灣，甚至同步於世界管理學院之林的機會。九十年代開始本校雖已體認管理學院擴
充之需要而陸續成立幾個系所，惟政府財政已逐漸告，本校管理學院新成立之系所多在教師
員額不足之情況下誕生，注定營養不良之宿命。此外，台北、新竹兩地分隔所造成之額外資
源消耗，更讓本院之發展與營運更加艱辛困難。而不服輸之交大精神又讓我們仍勉強接辦「他
校均已在執行之許多計畫與學程(如在職專班、IMBA 與 GMBA)」，而讓全院之老師疲於奔命。
本院在一流管理學院必須高度國際化之壓力下，推動英語教學及成立全英語授課之 GMBA 碩
士學位學程已成為不可抗拒之趨勢。本院除督促各系所新聘教師必須每年以英語開授一門課
外，全英語授課之 GMBA 碩士學位學程專任教師亦是本院亟待增補之師資。新聘教師之專業
新聘教師之專業
領域包括「
興業與創新」
「領導與組織管理
領導與組織管理」
「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
領域包括
「興業與創新
」
、
「
領導與組織管理
」
、
「
企業倫理
」等都是 AACSB 督促本院該增加之
課程與師資。
課程與師資
。本院迫切需要兩名全英語授課之專任教師以推動 GMBA，
，而中期需再增聘兩名
教師以協助 GMBA 教學並強化本院之研究英語課程，
教學並強化本院之研究英語課程，以解決日益增加之國際交換學生的上課
需要。
需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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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附錄三

國立交通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專任老師派遣美國研習計畫
五. 目的：
95 年起管院為提升個案教學內容，定期選派優良教師至海外培訓，95、96 學年共計 10
位 教 授 前 往 以 個 案 著 名 的 哈 佛 大 學 參 加 PCMPCL （ Program on Case-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的訓練課程，藉由引進哈佛個案的教學方法，讓學生更加了解
市場動向與實際運作方式，並於 96 學年第二學期實際開授「哈佛管理經營講座」，廣受各方
好評。
，預定以 AACSB 所主導的訓練課程：Teaching Business
97 學年起將著眼於「企業倫理」

Ethics Seminar2，期望以更精進的方式將精神層面的文化導入公司治理中，讓老師與學生
同步成長。
六. 參與人員及行程：
計畫出國訪查的人員以曾於本學程開授過課程的老師為主，交大管理學院相關系所的老
師為輔。

2

參考網址（http://www.aacsb.edu/conferences/events/seminars/tbes-desc.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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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經費說明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400,000 2 人

業
務 國外差旅費
費

98960

2人

說明

總價(元)

預估派遣專任老師至美國哈佛大學參加個案
800,000 教學培訓計畫(GCPCL)研習費，含機票、
生活費及報名費兩梯次每人約 400,000 元
*2 人=800,000 元
預估派遣專任老師至美國參加 AACSB 相關課
程研習費
美國來回機票 50,000 元*2 人=100,000 元
197,920
生活費 USD195*32(匯率)*4 天*2 人 49,920
元
課程研習費 USD750*32(匯率)*2 人
=48.000 元

八. 預期效益：
根據過去兩年執行結果發現，學生對於施行已久的個案教學有另一番新視野，從硬體到
軟體設備，從教材到授課及討論方式皆令各方大為讚賞(詳見附錄教學反應問卷)，這也是本
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邁向國際化的關鍵計畫之ㄧ，
有鑑於此，第二波企業倫理課程能有效將抽象概念具體化，讓無形的倫理透過教學潛移
默化的方式，深值再未來職場上的每一位專業經理人，讓企業永續經營不再只是利潤極大化
的追求，而有更深一層的立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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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國立交通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GMBA)
企業暑期海外實習

實習計畫領域：
實習計畫領域：
國際企業管理、資訊科技管理、行銷、人力資源、公共關係、財務會計管理…等。
計畫目的：
計畫目的：
運用本系學生所學之專業管理知識，透過實做方式培養解決實務問題的能力，提昇學生在全
球就業市場的競爭力，並藉由國際企業實習，以求發展自我潛能，培養個人領導力，確實執
行國際接軌拓展眼界，進而為社會帶來正面影響。
實習國家：
實習國家：
美國的合作單位為 Boise State University。AIESEC 提供企業實習的國家分佈在西歐、北美、南美、
中東歐、亞太地區…等，提供暑期 3 個月以下實習機會的前五名國家分別為土耳其、印度、
波蘭、德國、日本。
實習單位名稱與國際聲譽：
3. Boise
State
University
Overseas
Internship
Program,
http://career.boisestate.edu/Employers-Internship.htm
4. AIESEC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Etudiants en Sciences Economiques et Commerciales）
http://www.aiesec.org.tw/
ITI (International Trade Institute) 外貿協會國際企業人才培訓中心。
執行方式：
執行方式：
學生進入本所後第一年暑假期間，以個案撰寫模式，向贊助的跨國公司，提商業計劃書(business
plan)或創業計劃書(IPO proposal)等具體的解決方案。同時，學生在第一年暑假期間，前往跨國
公司實習，能提供相關證明文件，並由「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委員會」事先認可者，得以
抵免「企管研究專題」 (Special Topics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修習「企管研究專題」的學生，
須在國際實習完畢後返校，在第二年上學期，公開發表研究學習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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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nship Report Preparation Guide
Within two weeks of completion of the internship, the student should submit the Internship Report
to the GMBA program in order to fulfill the course requirement. The report is a scholarly statement
of the results of the student's internship work. The following guideline is designed to ensure that all
papers were high in quality and consistent in the arrangement of the contents. The report must be
a professionally finished work in format, style, spelling and appearance, as the finished document
reflects on both the student and the University.
1. Title Page
Similar to the thesis format that includes full name of NCTU and GMBA program, Intern
Company’s name, your name, student ID number, and intern period
2. Abstract
The abstract must include: (a) state the problem or problems that you worked on; (b) describe your
activities; and (c) summariz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Limit it to 350 words in length. The abstract
should include your name and internship report title. It should be double-spaced, using only one
side of the paper, and should be within the internship report margin requirements.
3. Dedication and/or Acknowledgements
If you wish, you may include a page with a brief note of dedication or acknowledgment of help
received from particular persons.
4. Main content of intern report (five pages at most)
a. Introduc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ection is to introduce the reader to the problem that you worked on. It
should outline the scope, aim, and nature of the work. You should describe your role in the
project.
b. Methods
This section recounts what you did on the project and how many hours that you worked.
c. Outcome
This section reflects the findings or outcome of the project. If you were involved in the
manufacturing or marketing of company products, a copy of these items or company’s profile
can be attached in the appendices.
5. Reference
Include literatures, books or Web sites that you have referred to.
6. Appendices
Examples of appendix material are certificate (from employer), data sheets, questionnaire samples,
tables, charts, and figur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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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附錄五

國立交通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課程國際參訪計畫－全球企業管理
五. 目的：
全球企業管理顧名思義即著眼於全球市場動態，因此課程內容涵括組織行為、策略聯盟、
創意行銷、人力資源管理、企業倫理、社會責任、企業法律與資訊科技等，為實地了解各地
企業文化，了解可能的影響因素，例如：政經環境、文化差異、全球發展趨勢及貨幣系統等，
本課程將於期末移地海外教學，透過親訪的互動，加深學生對於全球企業的發展趨勢。
六. 參與人員及行程：
全球企業管理課程限定本學程學生選修，且為本學程設定的必修課程，因此參與人員將
由授課教師與”全球化專題”教授帶隊，整班移往菲律賓進行四天的參訪。
Day 1 (Sun. 06/27/2010):
• Taipei to Hong Kong
• Depart HK for CEBU宿霧島
• Check in Hotel
Day 2 (Mon. 06/28/2010):
• COMPANY VISIT: TERADYNE
• Island Truism
• Ferry depart for BOHOL薄荷島
• City Tour and night market
Day 3 (Tue. 06/29/2010):
• Local Tour
- Baclayon Church 巴卡容教堂
- View Tarsiers
• Lunch on Loboc River “CRUISE”
• Blood Compact Site
• Ferry depart for Mactan馬克島
Day 4 (Sat. 06/30/2010):
• Check out hotel
• Cebu-HK; HK-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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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ef company introduction
Teradyne, Inc. is a global supplier of Automated Test Equipment (測試機器) which is mainly used
in the semiconductor, automotive, military, aircraft navigation, and consumer electronic industries
such as memory and hard disk drives. The company's HQ is based in Boston, MA with branch
offices in the US, Japan, Philippines, Taiwan, Singapore, Thailand, Malaysia, Korea, France,
Germany, and Italy. The company's Philippine branch office houses the company's repair facility,
customer service center, and logistics/warehouse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七. 經費說明
經費項目

單價(元)

數量

業
務 國外差旅費
費

29,400

2人

說明

總價(元)

預估課程國際參訪-全球企業管理移地教學
(詳見課程國際參訪計畫 Country Visit)
58,800 帶隊教授及助理亞洲機票
15,000 元*2 人=30,000 元
生活費 USD150*32(匯率)*3 日*2 人
=28,800 元

八. 預期效益：
實地訪查國際企業將可縮減理論與實務間的落差，把紙上談兵的構思導入實體面的運
作，此不僅達成教育部對商管專業學院的期待：國際接軌與產學合作，更能完全發揮教學效
益，根據過去第一至三屆
根據過去第一至三屆 MBA 學程學生的意見反饋，
學程學生的意見反饋，皆對海外研習留下深刻印象，第三屆
皆對海外研習留下深刻印象 第三屆
越南的移地教學參訪了台商富美興，
越南的移地教學參訪了台商富美興，亦開啟了同學海外實習機會，此次第二度將本學程課程
亦開啟了同學海外實習機會
移往海外教學，帶隊教授有全球企業管理授課教師暨本學程主任唐瓔璋教授以及全球化專題
授課教師暨學程副主任姜真秀教授，盼能從中創造更多產學合作之機會，激發出一番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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