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堅持挑戰自我的堅持挑戰自我的
跨界勇者跨界勇者

EMBA 91EMBA 91級財管組傑出校友──級財管組傑出校友──

孫百佐孫百佐

企管系獲台灣觀光創意競賽首獎

德勤稅務菁英賽
會計系學生獲台灣區優勝

新學期新展望　蔡維奇副院長專訪

深耕台灣放眼世界　吳安妮老師專訪

商院園丁桃李滿天下　徐載華專訪

政大IMBA首辦渣打論壇

政大EMBA 11月搶先招生

Special Report 專欄報導

Snap Shots 商院視窗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Sep. 2008 No.17一份專屬於政大商院人的刊物

CommerceChengchi
College of

政大商學院院友通訊

AW048-COVER-PA-PZ.indd   2AW048-COVER-PA-PZ.indd   2 2008/10/7   1:33:09 PM2008/10/7   1:33:09 PM



C
over S

tory
S

p
ecial R

ep
ort

50 A
nniversary

M
B

A
 

Forthcom
ing E

vents
Life S

ketch
S

nap
 S

hots

政大商學院成立至今50週年，正如所謂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了前輩的努力，至今我們才能在

如此優良的環境中學習、研究。近年來，我們完成了AACSB國際商管認證，與55所國際頂尖商管學

院結為姊妹院，建設「頂尖學園」以支援個案教學，申請ETP與IEP學程之學生人數亦逐年增加。

為了邁向世界頂尖，在未來3年，政大商學院將在頂大計劃支持下，繼續精進學術之路。這些努

力將包括：持續扶植研究團隊、發展本土個案研究、進行學習成效確保計畫（AOL）之推動、與國

際頂尖商管學院交流合作、協助師生進行國際交換學術合作、持續進行本院校友資料庫之建置與聯

繫。另一方面，商學院在行政運作上，亦將配合教育部對本校頂大期許及本校之學院實體化政策，

逐步推動配套的組織及學程之調整。

瓜藤忝受本院師生愛護，經遴選委員會推薦擔任院長一職，未來3年必將盡心盡力為本院付出。

為了再提升本院領導地位，特別商請陳春龍教授與蔡維奇教授擔任副院長，借重其在國際化與研究

學術上之卓越能力，繼續帶領本院在國際一流商管學院之大路上邁進。在此感謝校友們長期以來對

本院的支持，尚祈一如以往繼續愛護本院並不吝給予本人指教。

在
所有商院人的同聲喝采中，商學院甫歡度50歲生

日，跨步邁向另一個嶄新的里程。猶記得不久前

的6月，剛送走一批商院人，校園頓時冷清許多；炎熱

的暑假過去，天氣逐漸轉涼，學生陸續返校，展現出另

一番生氣蓬勃的氣象。

在這個迎接新學期到來的同時，商學院不管在院內

的研究環境，或院務人事調整配置上，均擬定了一套整

體的發展規劃，希望能呈現一股新的風貌。

蘇院長自上任以來即宣告，商學院在追求國際化與

卓越學術研究上的方向與目標，期望持續帶領大家往國

際一流商管學院之路邁進。本期刊物中，我們介紹了國

外名校至政大移地教學的成果、以及各系所於國際交流

參訪上的經驗與收穫，希望和您分享我們在邁向國際化

上所作的努力。

在「專欄報導」的部分，我們邀請新上任之蔡維奇

副院長暢談他對院務的規劃；吳安妮老師獲得講座教授

的殊榮，是什麼樣的堅持與信念讓她對學術研究如此的

執著與熱愛？請讓她來告訴您。企管系資深教授、有著

「殺手」稱號的商學院園丁徐載華老師，他的陳年事蹟

相信也值得您細細回味。

建國工程副總經理孫百佐是一位跨領域的成功者，

政大EMBA及企管系科技管理研究班畢業的他，抱持挑

戰自我的心態，在工作生涯之路上披荊斬棘。商學院的

孕育如何影響了他？請看本期封面故事。

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編輯室報告

發行人的話

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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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聚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忠本董事長

企研所校友  吳麒麟先生

企管系校友  張財源先生

銀行系校友  邱芳明先生（現為金融系）

國貿系校友  孟令傑先生

資管系校友  張金順先生
        

感謝以上校友熱情支持「商學院學生邁向國際領袖」及「獎勵研究卓越教師」

募款計畫

您的慷慨解囊，讓政大商學院能朝向國際一流的商管學院大步邁進，再次感謝

您的熱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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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持挑戰自我的孫百佐，

披荊斬棘、全心全意對工作奉獻。

在辛苦耕耘即將收割時，他選擇急流勇退，

返回校園再充實自己，卻也無心插柳地

將自己推向人生的更高境界。

堅持挑戰自我的
跨界勇者

EMBA 91級財管組傑出校友——             

孫百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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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
著難得回國開會、出差空檔接受我們採訪的孫百

佐，一身輕便polo衫裝扮的他顯得朝氣十足，格外

年輕有活力。他爽朗地笑說，「這真的是很難得的機會，

我在台灣的時間屈指可數，沒想到你們還找得到我！」

訪談過程中，不時可見他與部屬間互動熱絡；在孫百

佐的身上，你完全看不到高高在上的架子，有的只是一種

讓人發自內心敬重的親和感。

 
回憶起當年自政大企管科技班畢業後，正走在尋求工

作突破的分岔路上，孫百佐坦率地表示，進入EMBA並非

計畫中的事；「那時候剛好有一個科技班同學來找我，他

問我為什麼不繼續唸書，認識更多朋友、學習更多事情，

還順便塞了報名表給我。」半推半就之下，他接受了朋友

的建議。

有鑑於財務工具在國內企業的使用率不高，一方面他

抱持一股挑戰自我的心態，另一方面也試圖擴大自己的專

業範疇，於是選擇了EMBA財管組就讀。

提及EMBA的課程，孫百佐立刻笑容滿面，更對林基

煌老師讚不絕口。基於自己大學主修會計的底子，選了財

務報表分析的課程。

他不好意思地聳聳肩，「我原本以為自己賺到了，可

以拿到營養學分；但實際上課下來，卻發現自己過去所了

解的範疇太淺薄。林老師的功力實在很深，上過他的課之

後，才發覺原來所有東西都可以串在一起，這才是真正的

學問。」

這件事讓他深刻地體會，不要以為自己懂的東西就不

再去接觸、深究它；生活中許多事物的背後，往往都隱藏

著更多更深的未知學問，值得大家深思。

 
對孫百佐而言，case study帶給他很大的震撼。「在

個案討論過程中，可以聽到各種產業的同學用不同的角度

看待每一件事情；不僅如此，更讓我理解到身在不同位

階，觀察事情的角度會有多大的不同。」

課堂上與各行各業不同菁英的接觸，讓他漸漸習慣在

人際相處上可以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敞開心胸去傾聽別

人的想法，「even別人的想法錯的也ok，至少我要知道他

真正的想法；這是我認為上課後最大的改變，包括我跟供

應商或客戶談事情時，我比較不會那麼武斷，也不會一味

堅持認為自己都是對的。」

專業知識的學習只是基本前提，EMBA的訓練也讓他

培養了從各個角度看待事情、整合與權變的習慣。

曾在國內外業界爭戰，接觸過各種不同企業文化，也

引領一家中小企業，從失敗之處重新出發，克服困難成為

上市公司的孫百佐，儘管身經百戰，卻也在人生中面臨許

多挫折與挑戰。

 
他曾經滿懷抱負，隻身到泰國接下財會經理的位子，

到最後卻使不上力，充滿無力感；「或許是民族性的不同

吧，當地員工的工作步調始終跟不上來；台灣的制度在那

邊完全沒有用。」他也曾空降擔任主管，卻因為無法融入

該公司的組織運作與人際關係，造成不小的挫折感。

「作為一個管理者，必須認知到一個組織的經營講求

的是團體戰，而不是個人戰。」個人的能力有限，企業組

織要成功，不是靠個人就能獨撐大局，而是要所有組織成

員齊心一致才有可能達成目標。

「講到按摩，大家都知道那種被按到穴道的感覺有多

痛吧，但痛完後反而會通體舒暢，精神百倍。」孫百佐認

為，面對過去失敗的經驗，他一定會嘗試去改善處理，克

服重重障礙，挑戰自己的能耐；「人生頂多只是失敗了重

來而已，為什麼不跨出這一步、放開手勇敢去嘗試？」

他也提到，現代人往往喜歡抱怨，但這卻無法帶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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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改變；「還不如把不順心的事當成老天爺的考驗，讓你

跟自己競賽，不要想去跟別人比較。」這種負面的抱怨 

不能持續太久，否則容易失去鬥志；一旦跨越過去，一定

就會豁然開朗。

 
回憶起工作最繁忙的那一段時光，孫百佐披荊斬棘，

全心全意奉獻給公司。他不好意思地搔搔頭，「老闆都跟

同業笑稱我是『應召男』，一天要應付一大堆客戶，往往

好幾個月完全沒有休假日可言。」而當前途一片光明，辛

苦耕耘即將收割時，他卻認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

成，當下選擇急流勇退。

現今的大環境瞬息萬變，秉持著一股莫名的堅持，他

警惕自己要勇於改變現狀，隨時準備向更高難度工作挑

戰，不讓習慣綁住自我的發展與潛能。

提到擔任公司財務主管的經驗，孫百佐頓時間就嚴肅

了起來。「我們搞財務這一塊的，最大的財富就是上級對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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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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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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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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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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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我們的信任。就這個觀點來看，我覺得我做得還可以，歷

任老闆都很肯定我的表現。」

他堅信，領導者一定要具備誠信與清廉的特質，不然

部屬會群起效尤，企業容易產生問題。「任何人是功是

過，都是蓋棺論定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對得起自己，認真

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用堅定的口吻如是說。

 
畢業以來，孫百佐不時仍會瀏覽EMBA網站訊息，有

空時甚至會回來參與研討會等活動；他建議校友可以多利

用學校資源，吸取各種不同資訊。進入EMBA的這段期

間，在老師與同儕的啟發下，更讓孫百佐對自己重新認

識，愈加清楚了解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他期勉所有在校的學弟妹們：「好好把握在校求學的

這幾年，透過老師的引導及同學間的競合，你可以再次真

正去了解、認識自己，激發自己的潛能，相信一定可以得

到滿滿的收穫！」

EMBA

EMBA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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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
持「新學期新氣象」的精神，我們正積極著手進行

院務之改革，希望商學院在不久的將來，不論在行

政人力配置或學術研究環境之現況，均能夠有效改善提

升，呈現出嶄新的風貌。

完成本院助理人力分析整併

有關本院行政人力配置部分，我們規畫從兩個面向來

進行調整：一為合理化配置各辦公室（不含各系所人員）

人力部署，一為制定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包括獎金

與升遷制度，以落實激勵管理，並提升員工士氣與工作滿

意度。

針對合理化配置商院內部人力的問題，起因於日前學

校對各院助理人數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商學院各辦公室助

理總數為全校各院之冠；再就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商院師

生比例與社科院相似，但助理人數卻為其兩倍。這個結果

使得我們不得不仔細探討，究竟怎樣的人力配置才是合理

的？若能有效回答此問題，也有助於說服校方同意我們增

聘助理的需求。

因此，我們計畫從10月份開始，著手進行商學院及所

屬各辦公室的業務盤點，包括商學院院辦、三學程

EMBA、AMBA、IMBA，參與式教學及研究發展辦公室

（PERDO）及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OSAAS）。

我們規畫組成一個訪視小組，由商學院院長、我本

人、陳春龍副院長、各辦公室現任主管以及兩三位曾任商

院辦公室主管的老師，一同前往各辦公室瞭解實際運作情

況。我們希望每個單位主動呈報各類業務資訊，說明其業

務量與人力配置之合理性，並與其他國立大學間同質性業

務及人力進行比較分析，運用標竿管理的概念，讓訪視小

組認定各單位人力配置之合理性。希望藉由這個機會，來

重新盤點、合理調整各辦公室的業務量，以協助進行後續

同質性業務的統整及各單位人力調配工作。

健全薪給制度 訂定激勵管理辦法

目前院內愈來愈多助理具備約用人員身份，他們的敘

薪是依學歷與年資為基準；對於這個制度，我們也認為有

調整的必要。同時間，我們也會對其職務內容執行工作評

價，視每位人員業務量的多寡、難度與重要性來調整薪

給；也就是說，未來的薪酬標準將效法業界模式，不再適

用現有之架構，而是完全依照助理所從事的工作內容與績

效而定。

在每位同仁的業務獲得明確規範，以及敘薪制度得以

確立後，接下來我們要思考更深層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激

勵員工、留住人才。過去學校為了吸引人才，對工作性質

特殊、專業能力需求及責任繁重的職務訂定各式各樣的協

辦費、專業加給與津貼；這種疊床架屋的結果，就是制度

過於繁雜，缺乏完整的薪給系統，往往造成窒礙難行之結

果。再者，學校的調薪幅度相較於業界並不高，且以年資

做為調薪的依據，更是影響到人才留任的意願。

由於牽涉到整體性的薪給制度，因此不只是商學院，

學校的其他單位同樣也對改革抱持極大的期待。過去一年

來，我擔任本校行政人力評估小組召集人，已針對學校數

個行政單位（如：學術處、教務處、總務處）的同仁，完

成有關薪資與績效兩個構面的評估分析；而類似的調查，

在新的學年，也會陸續擴展至學校其他單位。一來我們希

望導入業界在人事薪酬管理上的概念，實施彈性薪資，讓

從事高難度、高價值工作的同仁，獲得較優渥的報酬；二

來則希望建立一個績效調薪的制度，按照同仁工作表現作

為報酬調整的依歸。

落實人資合理配置

提升商院研究能量
口述／商學院蔡維奇副院長　採訪撰文／吳宛亭　照片提供／蔡維奇副院長

新學期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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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獎金報酬的變革外，完整的升遷與發展機會也很重

要。學校傳統的人事制度，對於以行政或專案助理進用之

約用人員，並無特別的升遷辦法。因此，我們也規劃研擬

一套完整的升遷制度，希望未來人員可在行政或專案雙軌

中，從行政助理或專案助理，伴隨頭銜與薪水的改變，逐

步晉升至「行政秘書」或「專案經理」之最高職等。如此

一來，不僅在實質金錢報酬上可以激勵員工，暢通的升遷

管道帶來不同職銜的recognition，更可使員工獲得無形的

滿足。

成立研究團隊 提升商院研究能量

商學院老師的研究能量是有目共睹的，近年來發表在

SSCI或SCI期刊的paper更是不在少數。而我們除了關注

學術研究的「量」，在過去這一兩年也更進一步追求

「質」的提升，包括訂定一些論文獎勵辦法，鼓勵老師投

稿頂尖期刊。此外，由於頂大計畫資源的挹注，我們在年

初成立服務創新頂尖研究中心（CSI），希望集中大部分

資源，更有效率地投注在能夠於國際間發揮影響力的研究

領域上。

此外，為提升商院整體的研究能量，我們積極向校內

外爭取資源，並規劃組織若干研究團隊，帶動研究風潮。

目前學校正進行特聘教授之

遴選，而商院被提名的教授

們，對於組織領導研究團隊

與促進院內學術研究的發

展，均有某種程度上的共

識。相信有了這些老師的參

與，以及未來更多資源的注

入與整合，本院的研究風氣

一定會更加活絡。

在實際執行上，我們計

畫結合類似領域專長之老師

組成數個研究團隊，由本院

講座教授、特聘教授或研究

優異教授作為團隊leader，

掌管資源之分配運用，帶領

院內副教授、助理教授與博

士班學生共同對特定領域的

主題作研究。近年來由於學

術環境轉變，使我們深刻體

會，過去因為老師的teaching load過重，無法專注在學術

研究上，因而影響到研究表現；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這個

機會，提供一些資源給有心升等的老師，使其在研究優異

的老師引導下，研發能量得以激發，讓院內優良的研究風

氣得以傳承壯大。

許多研究不可能單靠個人能力完成，一定要結合大家

的力量，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及影響力。我們在此也呼

籲有意願加入研究團隊的老師，能夠凝聚團隊意識，儘速

建立內部具體運作機制，藉由定期召開meeting、自行管

控研究進度與品質，致力耕耘研究。我們有信心，本院不

但可以保持在國內學術界的領先地位，在不久的將來，也

將成功進入世界頂尖商管學院之列。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專任教授兼商學院副院長

學歷．美明尼蘇達大學人力資源管理博士（1997）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專任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專任副教授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 專任助理教授

 

蔡維奇副院長期許新學期的開始，可以落實商學院行政人力合理配置，並提升院內整體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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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
獲得政大頒授校內教師中擁有崇高學術地位之「講

座教授」名銜，儘管是暑假期間，會計系教授吳安

妮仍舊是忙碌於台大、成大等地一連串的全國會計學術研

討會之行程，並分享自己18餘年來的研究經驗給新進學

者。對於自己身為政大第一次授予本項頭銜的教授之一，

吳安妮感性地說：「這是對我長期堅持研究、默默耕耘 

的一種肯定，我真的非常地感動，也深受鼓勵及感謝。」

宗教信仰帶來力量 對研究永不放棄

吳安妮回想起約18年前初任政大教職時，當時的研究

環境尚未臻成熟，但憑著一股對研究的熱愛，儘管在內外

資源都缺乏的情況下，她還是咬緊牙根、自掏腰包，甚至

在回國多年中，將大部分之薪水投入於出席國際大大小小

的學術研討會中，以增進研究新知，且補強自己研究之不

足；在忙碌的服務與教學之外，她堅持一定利用每分每秒

的零散時間來作研究，甚至晚上就睡在研究室內。

對吳安妮來說，研究是一條艱辛又充滿挑戰的道路。

回憶起過去曾經一度沒有申請到國科會的研究經費補助，

她雖為此難過了好一陣子，但她沒有任何怨言，反而更加

認真想辦法補足自己的不足，持續在研究上努力，且想盡

各種方法走出自己研究之特色。

身為虔誠的「創價學會」佛教徒，她每天早晚皆持續

不斷的唸經，如流水般的信仰，在每天的唸經中，讓自己

的生命力、智慧、及慈悲湧現，進而克服任何在教學、研

究、甚或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及瓶頸。她深深地體會每

天皆應該要耕耘自己的潛力，提升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去

應付人生的任何困境及挑戰。

也就是這股對宗教的信念，讓吳安妮堅持「無私無

吳安妮展現深耕台灣

放眼全世界的具體行動
採訪撰文／吳宛亭　照片提供／吳安妮老師、商學院辦公室

永不放棄的研究態度

吳安妮認為，研究是她一輩子的志向；她的目標是要讓台灣的研究在國

際間發光發熱。

我」的付出，大方提供其辛苦建立的整合性策略成本管理

制度，包括三大部分：1、平衡計分卡（BSC），2、作業

制成本管理制度（A B C M），及3、智慧資本制度

（IC），給學術界及企業界無償使用。她笑著說：「如果

因為我的know-how可以帶給其他人任何一點助益，我都

願意無我的付出。」

創價學會會長「池田大作」先生曾鼓勵她要成為一流

的學者，一流學者的表現是對人類要做出極大的貢獻，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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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合作與研究中心」，

期望能推動學術界以產

業界的需求為導向，將

理論與實務作緊密的結

合，進而解決實務界之

問題。

此外，由於美國聖

地牙哥大學「周齊武」

老師開啟了她對管理會

計的興趣，更因為她曾

在 美 國 會 計 協 會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的管理會

計 s e c t i o n中擔任過

international director的

經驗，她認為自己有使

命將國外先進的管理會

計理念帶到亞洲來，希

望兩岸三地的管會發展能

夠與世界接軌；同時，她也希望將自己在台灣深耕的研究

成果，延伸到台商及大陸企業，期望走出未來一條嶄新的

研究道路。

搭起母院與校友間的橋樑

吳安妮呼籲所有的校友們，若對母院有任何想法或需

求，敬請大聲且即時的反應出來。不管是對有興趣的課程

需求、或母院對校友服務的意見等⋯⋯她都鼓勵大家能主

動及積極的提供寶貴建議：「最重要的是希望校友您們給

我們建議，我們就會想辦法去改善及解決它，如此雙方才

能獲致雙贏之地步，這也才是我們辦學之最終目標！」

要成為國際具影響力的學者。照著池田先生的指導，她努

力地奮鬥，這種不求回報、對研究持續不懈的精神，更讓

她被媒體封為「學術苦行僧」。她認為自己目前待改進之

處甚多，不過她每天皆以「池田先生」對她的鼓勵當為座

右銘，不斷的前進，不斷的改革自己，希望未來能達到池

田先生對她的極大期許。

深耕台灣 放眼全世界

提到學術研究，吳安妮總是滔滔不絕，手舞足蹈。受

到恩師「劉維琪」董事長的鼓勵，她把研究當作終身的志

向，努力累積自己研究的能力。面臨國際化下的競爭，她

強調「創新」的重要，並不時要求自己要主動去挖掘新的

研究議題，俾確保研究成果經得起國際學術的考驗。

吳安妮很感謝商學院當初薦送她到美國哈佛大學學習

個案教學及寫作的能力，使她可以把學到的知識全數應用

於自己最重視的台灣議題的研究及教學上。「研究要對實

務有貢獻，而且要對教學有極大的用途，我的目標是要把

本土研究議題帶到國際舞台，讓台灣的研究在國際間發光

發熱。」她用堅定的口吻如是說。

赴哈佛訓練後，她的學術生涯有更多元化的轉變，除

了專注於個人的研究外，吳安妮對於建構國內產學合作的

機制更是不遺餘力。日前剛接受國科會的委託，負責執行

國內商管領域之「產學橋接計畫」，並規劃成立「商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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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專任教授

學歷．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會計學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企管研究所碩士

經歷．政大出版社商管領域編輯委員會委員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人文處管理（一）學門

諮議委員暨召集人

美國會計協會（AAA）之管理會計sect ion之
international director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智慧資本研究中心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會計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政大吳思華校長（圖右）頒發講座教授證書予吳安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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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國48年，政大還沒有自來水供給的那個時代，徐

載華老師便已任職於政大會計統計學系，綜觀整

個商學院，沒有人比他更資深。在教育界這塊園地，他

就像位老園丁，近40年來在政大商學院廣栽桃李，作育

無數英才。

商學院第一把交椅　育才無數

走進徐載華老師簡潔而質樸的書房，寫字桌上立著政

大企管系第19屆文化盃冠軍的獎牌，見證著企管系輝煌的

歷史戰績。身為全商學院最資深的老師，徐載華老師驕傲

地說：「政大商學院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看著長大的！」

17歲時，跟著堂哥，也就是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離

開家鄉浙江，渡海來到台中，自台灣省立法商學院畢業

後，徐載華原欲就讀國防醫學院，因緣際會下，來到政大

擔任助教。在當時，「助教」這個職位就等同「教師」。

民國52年，因應美援計畫，徐載華被政大遴選為代

表，遠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留學，「我當時學回來的都是最

新潮、最前端的知識！」隔年學成歸國，任教於政大企管

系迄今，並接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簡稱

公企中心）電腦教學館主任的職位。

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他以馬可夫決策過程、數理規劃、賽局論等領域見

長，當時他在企管系教授的必修課程「管理數學」，每學

期起碼當掉1/5的學生，學生私底下都稱他為「殺手」。

「我的要求很少，只是學生沒有達到而已。」身為嚴格淘

汰主義者，徐載華老師秉持著認真嚴謹的教學態度，因

此，這門必修課成為系友們畏懼卻又難忘的回憶。

「做為一個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學』。讀書是智慧

的累積！我吶，年輕時只懂得死讀書，拚命地將知識從書

中塞入腦袋。但現在，知識讀進去很快又忘記，只能不斷

地重複閱讀、重複吸收知識，一直讀到自己老死為止。這

就是我的讀書三部曲：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徐載華老師給學生三點建議：挑閱好的書籍、就讀好

的學域、跟隨好的老師。他認為知識的基礎根基勝過於其

他本事，只有「回歸知識」才是最純粹的學術殿堂。雖然

鬢髮花白，徐載華老師仍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與其說政

大帶給他50年的美好回憶，倒不如說，是他陪伴政大走過

了半個世紀。

商學院園丁

徐載華
文／院慶特刊記者　陳文心

企管學系資深教授專訪

現職．退休

學歷．台灣省立法商學院統計會計學系商學士

經歷．政治大學會計統計系助教、政治大學企管系講師、公企中心電腦教學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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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為
鼓勵全國大專院校莘莘會計學子發揮實事求是態

度，並增進團結合作精神，政大會計系、會計研究

發展基金會與會計研究月刊，將於97年10月18日至20日

假本校商學院舉辦「第20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暨2008

海峽兩岸辯論邀請賽」，此辯論賽堪稱會計界年度最大盛

事，除有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組隊參加，亦邀請2007

年海峽兩岸大學會計辯論賽大陸冠亞軍隊伍來台，共襄盛

舉，希望透過兩岸辯論高手精彩刺激的交鋒，加強兩岸會

計學子學術交流與往來。值得一提的是，地主隊政大會計

系為去年的冠軍隊伍，是否能夠連莊稱霸，勢必眾所矚

目。

本屆辯論賽將進行3天，競爭最激烈的冠亞軍賽將於

10月20日下午1:30於商學院6樓元大講堂舉行，歡迎師生

校友踴躍蒞臨現場觀賽！

相關訊息請至http://acct.nccu.edu.tw或http://www.

accounting.org.tw參閱。

2008

狂
賀！會計系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再創佳績，本系大學

部趙衛翎、陳怡君、鄭大同、余若瑄、楊翊羚五位

同學，組隊參加2008年度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由全國各

校中脫穎而出，榮獲台灣區優勝，將於2008年10月16日

前進廈門參加決賽與來自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之優勝隊

伍同場競技！

 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是由全球第一大會計事務所德

勤全球組織（Deloitte Touche Tohmatsu）所舉辦，該稅

務專業競賽自2004年發起，每年吸引來自中國大陸、香

港、澳門及台灣兩岸四地，數十所學校參賽。本年度參賽

學校共計50所，幾囊括兩岸著名之重點學校，如：國立政

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台北大學、東吳

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

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武漢大

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

本次台灣區之比賽過程中，上午參賽學生被要求關在

與外界隔絕的小房間內，靠著彼此的腦力激盪及絕佳的學

術涵養，在規定的3.5小時內，單憑著兩台未上網之電

腦、數本法規彙編及計算機等文具，完成整份個案分析報

告；而下午則是進行稅務知識的競答比賽。政大會計系代

表隊因總積分最高，從台灣區各隊中脫穎而出，獲得優

勝。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希冀藉由此競賽，讓學生從中瞭解

大型企業在稅務方面運作的實際狀況，並提高學生的分析

能力、表達技巧及培養專業的判斷力，也藉此增加學生對

中國稅務的認知及提高研習稅務的興趣，為社會培育稅務

優秀專業人才！這項競賽更將成為該會計師事務所挖掘人

才的重要管道。

（左起）楊翊羚、余若瑄、趙衛翎、董麗貞會計師、鄭大同、陳怡君於活

      動會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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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
通部觀光局與V i s a國際組織合辦的「台灣觀光

『卡』讚！推動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活動，主

要是為鼓勵年輕學子參與推動觀光產業，藉由策劃兼具創

意及特色計劃書，協助推動台灣觀光業發展，今年共吸引

61所大專院校共1,211位學生參加。

根據統計，2007年海外旅客在台消費總額接近52億

美元，約占全年國內生產毛額的1.4%。為推廣觀光，交

通部觀光局與Visa國際組織合辦「台灣觀光『卡』讚！推

動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活動，並於7月21日公佈得獎

名單，來自政治大學及台灣大學的6名同學的「iTaiwan愛

台灣」勇得第一名，並獲得5萬元獎金。

第一名團隊成員包括政治大學企管系學生王韋程、許

耀升、陳韻伃、賴志維、曾郁涵和台大日文系學生黃家嫻

等，計劃書主要聚焦於提升台灣整體形象，以「來台灣寫

你的故事」為廣告主軸。成員之一的王韋程表示，要讓台

灣從International（提升國際知名度）升級到Individual

（創造個人體驗），再

到Infatuation（醉心台

灣），將台灣塑造成一

個旅遊品牌。評審認

為，這是一份具備對台

灣觀光資源的詳盡分

（右二起）政大企管系許耀升、王韋程、賴志維、陳韻伃、曾郁涵、與台

大日文系黃家嫻於會場受獎之合影。

台灣觀光卡讚競賽第一名得獎同學設計

之互動式導覽網頁。

跨越了半個世紀、從政大畢業後的你，有多久沒見到昔日

同窗了？有沒有什麼故事、喜事、新鮮事等不及要和大家

分享呢？您是否想親自走一趟今年剛完工的「楓香步

道」、親自體驗一下剛落成的國際級的頂尖學園個案教

室？

金融系聽到了校友們的呼喚，因此我們特別訂在12月6

日（星期六）舉行97年度會員大會，我們將在10月中寄發通

知給各位，在此殷切期盼各位系友能夠抽空參加，ㄧ同站在

這50週年的時間點上，回味過去的感動，迎向更美好的未

來，相信您的熱情參與將讓此次會員大會更加圓滿！

97

今
年正值金融系成立50週年，50年來政大銀行系（民

國85年改名為金融系）為社會培育了很多專業人

才，在產官學各界都有優秀的表現。50年說長不長，卻已

析，及極富創意吸引海外旅客的計劃。

發展台灣觀光，一定要靠創意！政大、台大同學，設

計了一系列的活動，還有互動式網站，能在GPS地圖裡，

放上自己的照片，果然在創意競賽裡，勇奪冠軍。年輕人

就是創意無限，利用行銷台灣旅遊的活動企劃書，這些同

學參加創意競賽，豐富的內容，在61所大學，318組學生

中，拔得頭籌。冠軍企劃書，當然充滿活力創意，包括了

舉辦玉山攻頂賽、單車旅遊活動、互動式導覽網站，還能

把自己的照片直接放在GPS地圖上，自己寫自己的故事。

台灣觀光商機無限，充滿熱情的活動，果然吸引大眾，為

台灣旅遊產業，盡一份心力。

這次比賽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初賽要求參加隊伍在今

年6月28日前提交推動台灣觀光產業的創意計劃書，當中8

組優秀隊伍可晉級決賽；決賽7月21日舉行，由8組晉級隊

伍現場向評審進行口頭報告。評審團依據參賽隊伍的企劃

分析內容、創意、策略規劃能力、計劃可行性及現場報告

的表現評分，決定比賽名次。

至於問到第一名的5萬元獎金怎麼用？這些同學很懂

得精打細算。他們說，扣掉15%的稅金，還剩下42,500

元，平均每人分到7,000∼8,000元，先存5,000元，剩下

的再拿去吃大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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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
更生主任上任後，首度於7月26日至30日，與實習

計畫主持人黃秉德老師，聯袂前往大陸訪視7名暑

期實習同學。

繼兩年前成功聯繫上許多長年在大陸打拚的校友後，

再一次特別邀集40餘位大陸華東地區之政大企管校友，舉

辦年度聚會聯誼，商討華東地區成立校友分會大計。

短短三個上班日，師長一行人馬不停蹄，密集拜會了上

海的特易行國際貨運代理（台灣航空貨運承攬）、藍天電

腦、DOOR培訓諮詢顧問及怡東國際行銷四家公司；還特地

到位於廣州的百腦匯及深圳的銘檜國際（亞力山卓傢俬）等

企業拜訪，感謝他們熱心提供學生這樣好的實習機會。

大陸實習計畫有了諸多企業界的鼎力支持，同學得以

親身體驗、學以致用，相信對增進職場競爭力更有助益。

這趟行程不僅讓學生體驗到大陸工作環境的嚴苛競爭，更

幫助學生了解實務應用的重要性。值得一提的是，企管系

所歷年來參與實習的同學，畢業後都迅速順利獲得較一般

平均值優渥的工作機會，尤以曾赴大陸實習者為甚，足見

跨文化實習效果確實卓著。

在此要特別感謝特易行國際貨運代理周曉君副總經

理、藍天電腦百腦匯朱承天、林洋洋、林碧桃總監、吳佳

容特助、黃錦郎店總經理、DOOR培訓諮詢顧問經小明總

經理、怡東國際行銷蔡鴻賢執行長、銘檜國際（亞力山卓

傢俬）蕭金聰董事長及廣州寶潔李郁文學長在當地的熱情

接待。藉由此次餐敘，我們發現在大陸地區發展的校友們

都展露競爭實力，令我們與有榮焉。此外，他們也對母校

懷抱熱誠，並樂於提供機會拉拔學弟妹們，此舉更令我們

警惕，要以更好的校友服務來回報他們！

拜訪台灣空運上海分公司（左起）、深圳亞力山卓傢俬、上海百腦匯總部。

97
97.12.6   1F

97

10:00∼10:30

10:30∼10:40              

10:40∼11:00 1∼10

11:00∼11:15

11:15∼11:20

11:20∼11:30

11:30∼11:40

11:40∼12:00

12:00∼13:00

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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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90  

當全球的設計產業關注焦點已從「造型」、「功能」

全面轉向「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UD）」的年

代，台灣設計產業該如何定位自己？又該去鍛練那些能

耐？對通用設計的相關策略又該是什麼？ 

日前，由科管所舉辦的「未來發生堂—預見通用設計

大未來」產學論壇中，來自台灣設計產學界的200多位相

關人士，從各種立場觀點交鋒對話，為台灣通用設計的未

來激盪出不少值得深思的方向。

這場由政大科管所溫肇東老師帶領「未來發生堂」研

究團隊所規劃主辦的產學論壇，在長達八個小時的馬拉松

式對話中，聚集設計產業的產學菁英鎖定「定位」、「行

銷」、「社會」、「教育」四大面向議題，共同研討台灣

通用設計當前面臨的問題與種種可能。這場論壇所激盪出

來的各項結論重點，也反映出目前台灣發展通用設計的各

項挑戰與機會。

「通用設計」主張，所有的設計應該考慮所有不同使

用者的需求，強調所有產品與環境的設計，能讓所有人使

用，不只是考慮正常使用者，而且考慮高齡者、兒童或是

身心障礙者等個體。

通用設計觀念的興起，可以回溯至工業革命的開端，

科學與技術急速地發展，大量生產的物品與設計，似乎造

就一個令人滿意、便利且富庶的社會。

然而，通往理想社會之路，卻遇到一些障礙。高齡化

的社會到來，個體差異與權力漸受重視，對於現存的設計

與產品、服務與環境感到不便與不滿的人漸增，以生產者

為中心的思維不再適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考量，才能為

所有使用者提供舒適便利的產品與環境。在這樣的時代背

景下，產生了通用設計的概念。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的「通用設計中心（Center of 

Universal Design）」是UD研究的發源地，也一直是全球

通用設計的思想重鎮。創立之初，就為UD定義了七項原

則，也就是通用設計的基本要項，所有的通用設計都必須

符合以下這些原則：公平使用、彈性使用、簡單與直覺使

用、可感知的資訊、容許錯誤、省力、適當的大小與空間

等功能。

針對「通用設計該為個體（for one）或全體（for 

all）而設計？」這個議題，與會行銷學者與設計產學界的

共識是「for more」，因為通用設計的概念已經成為全球

設計產業共同的DNA，在市場的需求驅動下，設計師都必

須把UD的理念融入設計理念中。

所以，放眼未來，通用設計所面臨最大的考驗是，如

何把每個消費者視為獨一無二的個體來服務（for one），

並且不斷去擴張服務市場版圖，服務更多的消費者 （for 

all）。要達到這兩個看來難度甚高的目標，就要不斷的主

動提出更多的服務價值來滿足市場（for more）。

「通用設計」強調所有產品與環境的設計，能讓各族群的人使用。

科管所邀請台灣設計界200多位相關人士，為台灣通用設計的未來激盪許

多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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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
管系新進助理教授葉啟洲於修讀碩士期間，在1994

年10月、12月的同一年內，分別以全國第7名及第

15名的成績通過司法官特考和律師高考，並曾執業律師約

9個月，主要辦理海運貨損索賠及保險理賠爭議之案件。

葉老師另在1999年考入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就讀博士班，繼

續從事保險法與民法的研究，並在2002年6月通過資格考

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葉老師任職法官期間，又於2002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

學（碩士後赴歐洲留學），在2003年前往德國弗萊堡大學

法學院修讀博士學位，由Prof. Dr. Gerhard Hohloch 擔任

指導教授，於2 0 0 6年7月通過博士考試，並以特優

（summa cum laude）的成績畢業，為該校該學期唯一以

全部「特優」成績畢業之法學博士。

葉老師對保險法之教學及研究工作，有極高的熱忱與

成果，相信葉老師加入本系後，藉由他的審判實務經驗及

留德所學，與本系現有的優秀師資合作，必能獲致極高的

教研成果。

GPAC

一年一度的台日韓大學生聯合舉行的亞洲經濟問題研

討會（Global Partnership of Asian 

Colleges，簡稱GPAC），今年輪

由韓國主辦，於8月26日至8月31日

在首爾國立大學召開。國貿系30位

同學在陳坤銘老師與溫偉任老師帶

領下參與此一盛會。

GPAC在日本慶應大學島田晴

雄教授與韓國首爾大學閔相基教授

的倡議下，於1991年首次舉行。

2002年以後台灣政治大學、日本名

櫻大學與中央大學以及韓國濟洲大

學與延世大學陸續加入。今年參加

的學校更新增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中國北京大學與越南大學。五國100多位學生共聚一堂，

透過學術研討激盪出更開闊的經濟視野。

此次GPAC研討會活動內容相當精彩。主要部分為利

用兩個整天時間進行五國七校的聯合論文發表。論文主題

涵括財務經濟、總體經濟、勞工經濟、企業管理、環境經

濟及國際經濟。其他的活動包括體驗韓國電影產業文化，

團隊體育交流，及由韓國學生導覽的首爾市內觀光等。為

期六天的研討會，最後就在韓國舞衣島的機場接駁巴士前

畫上漂亮的句點。但是相信與會各國學生們彼此的互動與真

情交流，將透過交換的電子信箱與即時通不斷綿延下去。

2008亞洲經濟問題研討會（Global Partnership of Asian Colleges, GPAC）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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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OT

經
濟部技術處委託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舉辦的跨

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M u l t i - D i s c i p l i n e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 MMOT），於2008年6月21

日至22日以2天1夜的時間，在財政部財稅人員訓練所舉辦

國外受訓行前集訓會議，除向錄取出國受訓的學員，說明

課程內容及行程規劃，以及為學員加強論文寫作與美國案

例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就學員返國後須提出發表的研究

論文，提供分組、命題及與指導教授討論的平台。

集訓會議在智財所劉江彬所長主持下展開，劉所長先

恭賀所有錄取培訓學員，並說明本培訓班學術性質的宗

旨，而在劉所長過去8年帶領本培訓班的經驗下，也讓學

員們清楚了解自己未來在美東、美西及日本的課程安排、

研習任務及須知事項，同時旅行社則向學員們報告行程細

節。其後，由過去海外培訓班學員及助教，與學員分享集

訓感想。

95年培訓班的蔡嬪嬪學姊提醒學員功課的份量及團隊

的紀律，96年方修忠學長則談起培訓期間研讀美國案例及

聽課的助益，隨班助教古筱玫及馮志峯，則以讀書會及課

程參訪等主題，叮嚀學員注意及配合。而為讓學員返國論

參加MMOT培訓班可上網報名。

文產出順利，以及養成閱讀美國法院判決能力，本次會議

更邀請到中原大學企管系蔡文鈞助理教授講授個案研究方

法，以及台積電處長、政大智財所宿文堂助理教授講授美

國智慧財產案例閱讀方法。

在學員經過一輪充電後，緊接的就是返國論文的分

組、命題與指導教授分配，本次會議要求學員須在此二天

集訓會議的時間內，以智慧財產、技術移轉及投資評估相

關主題，探討如何落實智慧財產的商品化及產業化，並訂

出論文的中、英文大綱，這也是本次會議最主要的目的。

在劉所長的主持及與各組學員討論下，學員們於當晚

發揮個人不同領域所學，互相磨合論文題目、大綱架構及

參訪對象，並於隔天一早依序簡報，由商學院蘇瓜藤院

長、劉所長、科管所吳豐祥所長、宿文堂助理教授及王偉

霖助理教授親自到場提供意見及評論指正，建議學員調整

研究範圍、注重論文成果對我國產業的效益及價值，以及

提供學員可參訪的公司單位，教授們

不吝貢獻經驗智慧及人脈網絡，讓學

員們在此論文研究上更能掌握方向，

並奠定未來成果產出的基礎。

在短短的時間內，透過學員間密

集討論，使大家體認海外集訓並非輕

鬆的遊學，而係需投注體力與高度集

中力學習師長們精心規劃的課程。相

信參加海外集訓的學員，一定能獲益

良多，並開拓專業以外的視野，達成

透過跨領域培訓人才訓練，對國家、

產業及社會整體提升的目的。

多位教授出席評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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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想
掌握市場動向，聽取第一手專業的金融市場分

析，卻不知從何入手？政治大學IMBA首度邀請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的高階主管擔任講師，於本學期開辦

六場渣打論壇（Standard Chartered Forum），分享豐

富的實務經驗，帶來獨特的國際金融市場見解，第一場

已於9月26日當天熱鬧展開，選課的IMBA學生相當踴

躍。

六場渣打論壇內容配合金融界熱門議題，以銀行架

構、風險管理、財富管理為主。講師方面，皆是渣打銀

行實務經驗豐富的高階主管擔任，更有講師是千里迢迢

從國外飛來台北授課。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問題已蔓延至全球經濟

下的不同領域。了解經濟背後問題，看清目前狀況，才

有足夠能力面對變幻莫測的市場。政大IMBA有鑑於

此，課程結合時事，有現今流行議題，如美國次貸危機

所衍生的風險控管問題、精闢分析全球與兩岸經濟環境

與展望等。

政大IMBA一向重視課程內容實務與理論並重，早前也

是察覺亞洲市場不容小覷的經濟實力，特別規劃亞洲管理

課程（Management in Asia），內容包括儒家思想與領

導、華人消費者行為、亞洲企業環境等，吸引不少外國學

生前來修課，探討亞洲獨特的文化與經濟環境。

政大IMBA藉由舉辦渣打論壇邀請金融業高階主管前來分享實務經驗。 

 圖為IMBA林建智執行長（左起）、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總經理暨行政總 

 裁Sunil Kaushal、政大副校長林碧炤、商學院蘇瓜藤院長、陳春龍副   

 院長。

政大IMBA致力為學生營造國際環境，除了全英語授

課外，更有超過1/2的教授來自國外。主持六場渣打論壇

的講師都具有長久的外國工作經驗，實力非凡。如講師

關家明目前人在香港擔任渣打銀行亞洲區總經濟師。他

曾在新加坡工作，對總體經濟及政策有深入研究，了解

亞洲市場特色，這次更特別從香港飛來台北講授專題。

講師渣打銀行企業金融部資深副總經理魏凱（Carl 

Wegner）則有20年來在亞洲許多不同國家居住工作的經

驗，包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曾擔任亞太區經濟合

作組織（APEC）的首席演講家，亦曾在經濟日報擔任每

周專欄作家，掌握亞洲市場脈動。

IMBA
政大IMBA是全台灣第一所獲得AACSB認證的全英

文授課管理碩士學程，也積極與各大知名企業如IBM公司

等合作。此外，與IMBA合作的國外優質大學多達55所，

遍布23個國家。而目前就讀的本地與外國學生人數各

半，共有206名同學來自33個國家。

由政大商學院所發行的「院友通訊」，是一本每季發行予各大媒體、百大金融業、製造業與服務業，以及商學院
歷屆畢業校友的優良刊物。
若您有任何公司訊息、廣告刊登等需求，價格公道，竭誠歡迎您與本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 吳宛亭小姐
聯絡喔！
電話：02-2939-3091轉65391或E-mail：wanting@nccu.edu.tw

Wanted！
由政由政大大商學院所發發行的行 「院友通友通訊」，是是一本本每季每 發行發行予各大媒媒體、體 百大金融金融業、製造業與與服務服 業業，

刊載廣告、訊息  強力募集中！刊載廣告、訊息  強力募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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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BOCCONI

隨
著7月4日陸客的開放來

台，這股登台旋風也吹到

了歐洲，有義大利哈佛之稱的

Bocconi大學財務管理研究所的

28位研究生，也成為首批登台進

行移地教學的外籍研究生。由於

此次是該校首度將研究生送至亞

洲進行移地教學，經過一連串的

審慎評估，Bocconi從亞洲的26

所姊妹校當中，挑選出台灣政治

大學和香港城市大學，做為交流

對象，政治大學商學院也善盡姊

妹校情誼，積極籌備相關接待事

宜。

  
鑒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崛起，中文熱席捲全球，加上

台灣獨特的政經背景，對歐美學界而言是難得的經驗；

像是德國司徒加特科技管理學院（SIMT）、美國普渡

大學（Purdue University）、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等

知名大學，都先後到政治大學進行移地教學活動；而此

次來訪的義大利學校Bocconi，預計在台灣停留兩週，

由Bocconi和政大商學院合作財經投顧的專業課程，並

邀請業界知名人士暢談實務經驗。另外也舉辦多場政經

文化講座，針對當前熱門的兩岸政治議題和經濟策略進

行深入淺出的剖析。政大也特別安排這些遠道而來的貴

賓，在商學院六樓剛落成的「頂尖學園」中上課，親身

體驗六星級哈佛式互動教室的魅力，藉由全方位的學術

交流空間，期盼透過在地化的學習，能夠跨越文化隔

閡，將理論體驗於實際。

1902年創校於米蘭的Bocconi大學，是義大利首屈

一指的私立大學，在當地地位媲美美國哈佛，更在最新出

爐的2008年金融時報商管教育排名，高居全球第48名。

2006年，Bocconi在台灣締結了唯一一所姊妹校－政治

大學，積極投入商管領域的菁英培育計畫，Bocconi相當

看重亞洲市場的未來潛力，政大其他的姊妹校，例如日本

的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印度班加羅

爾管理學院（ I nd ian Ins t i t u te o f Management - 

Bangalore），以及韓國高等科技管理學院（KAIST 

Seoul），也都是Bocconi在亞洲的重要夥伴。而政大商

院從26所亞洲名校中脫穎而出，成為Bocconi移地教學的

對象，證明了不論在教學環境或品質，政大都不亞於各國

名校，尤其商管教育更是在國際中嶄露頭角。

海外移地教學是各大學強化國際學習效果的方式之

一，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商管教育已超越國界，走向國際

化的整合平台。政大商學院也秉持著這樣的理念，把握這

股亞洲熱的潮流，透過和姊妹校互動的移地教學，具體落

實國際化腳步。希望這些遠道而來的同學在「經驗」台灣

之餘，更能「驚豔」台灣。

● 義大利Bocconi大學首批移地亞洲研究生感受六星級頂尖學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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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EMBA
11

國
內老字號的政大商管學院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

學程（EMBA）將在11月初搶先出擊！過去每年

約在三至四月招生的政大EMBA，今年將提前開放網路

報名。

對政大EMBA有興趣者，且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

大學同等學力資格）以及擁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可

在9月19日上政大網站http://www.emba.nccu.edu.tw索

取招生簡章，10月15至22日開放網路報名，預計將在

11月2日展開筆試以及11月16日口試。

政大EMBA今年特別採不分組的方式，將原有的

「高階經營」、「高階財金」與「全球台商」3班10

組，調整為「高階經營」（EMBA）A、B兩班及「全球

台商」（GEMBA）班，以有效培養企業主或高階管理

人才。

為提高學程品質，EMBA執行長李志宏表示，政大

EMBA將繼續朝向課程特色化、精緻化的目標邁進，不

論是課程內容規劃或是上課時間，都務求能貼近每位學

員的實際需求及高國際規格。「高階經營」班

（EMBA）上課時間移至週五晚上、週六日上午及下

午，學程畢業條件也由45學分精縮至40學分；「全球台

商」（GEMBA）班則採分段集中授課，每月一次，每

次上課約四天，以有效培養企業主或高階管理人才。

其中，「高階經營」（EMBA）鎖定「國際視野、

創新能力、人文素養、社會責任、領導力」五大特質和

EMBA

能力，課程編排更結合創意、人文、管理及國際化四個

主軸，設計出商學基礎課程、管理核心課程、特色課程

及商管專題課程，營造全方位、客製化及精緻化的教學

品質。

攤開政大EMBA新學程課程，新鮮的特色課程也令

人眼睛為之一亮！例如「領導與團隊」、「創意、戲劇

與管理」、「美學管理」、「文化與創意」、「企業社

會責任」等課程，都是獨步全台EMBA的創新。

此外，「全球台商」（GEMBA）班則致力培養海內

外地區具創業精神、領導能力、商業洞察力、跨國經營

及社會責任之創業主及高階傑出管理人才。此外，更藉

由網路、境外、校內三維教學方式，豐富參與學生的學

習經驗。

政大EMBA累積商學院50年來深耕台灣企業的知識

庫、連結三萬名傑出校友的人脈，並在2006年取得國際

管理教育機構AACSB的認證。政大商學院擁有8系10

所、140餘位學有專精的專業教授群，是全國相關系所中

師資最完整的學府。

政大EMBA執行長李志宏期許未來加入政大EMBA的

學員，都能在多元機會下接觸創新和國際化的氛圍，把

所學習到的策略和管理工具套用於職場上，讓無形知識

轉換成更有形的價值。

欲知更多詳情，請與EMBA辦公室聯繫，電話：

02-2938-7560。

詳細日程表如下：

日期 星期 工作項目 承辦單位

97.09.19 五 網路公告招生簡章 教務處

97.10.15∼22 三∼三 網路報名 教務處

97.11.02 日 筆試 EMBA

97.11.11 二 公告口試名單 EMBA

97.11.16 日 口試 EMBA

排更結合創意、人文、管理及國際化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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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EMBA 97學年度「領導與團隊」6月

底在宜蘭圓滿落幕！於四天三夜課程中，顛

覆以往「教師中心」的教學方式，學員們脫

離文字框架，在團隊裡一同分享生命故事、

大秀創意與演技。

學員在火車上以「說故事時間─領導與

生命故事」為題，採圓桌式討論分享學員從

小到大的領導經驗。在座的經理人有人娓娓

道出創業辛酸史，也有人分享工作從黑翻紅

的心路歷程，更有人回憶小學行俠仗義的英

勇時光。

課堂上，學員需組成團隊並提出企劃案，活動過程

中以氣球作為道具，學員依照手邊拿到的氣球編號尋找

組員，每組團員再利用各式各樣造型的氣球打造專屬自

己團隊的圖騰，並且發揮創意搭配隊名與隊呼。

經過三小時的競賽後，最後由尊敬教授吳靜吉為發

想，利用教授名字末尾的「吉」，再結合宜蘭名產桔子

為概念取名的「小吉桔」脫穎而出、拔得頭籌。活動尾

聲時，全體學員與師生更以「創意無限，無限創意」作

為政大EMBA隊呼收尾，凝聚師生向心力。

此外，在「成功的領導或團隊典範」課程中，不僅

要比報告口條，更要比演技！有學員扮起日劇「Hero」

中木村拓哉飾演的久利生公平，更有人挑戰現實生活中

的人物殷琪、周杰倫及成吉思汗，以戲劇方式呈現領導

個案報告。

經過四天三夜的朝夕相處，讓原本彼此陌生的經理

人們成為情義相挺的好同學。在教授吳靜吉貼心設計

下，安排學員利用報紙、雜誌等為素材，將難得可貴的

緣分具體呈現，讓所有的感動永遠記載在畫中。最後，

在政大校長吳思華的帶領下，與全體師生建立共識與願

景，替這四天三夜畫下完美的句點。

與國際頂尖MBA課程同行，黃金14個月密集課程，

讓你花最少的機會成本取得學位，擁有最大的發展空

間，提早再進入社會，成為新世紀的決策領袖！課程內

提供國際交流機會、海外研習課程、企業實習、商務競

賽及個案教學等獨特規劃，培育學生管理思考邏輯及解

決企業問題的反應力。

98學年度將招收全時生45名，報考人需大學院校畢

業，且具備兩年以上工作經驗者或應屆畢業生數名。最新

招生資訊請詳見AMBA網頁 www.amba.nccu.edu.tw 

政大AMBA 招生說明會（僅此一場）

時間：2008年10月19日（日）13:30∼17:00（13:00起

報到入場）

地點：政治大學校本部商學院1樓國際會議廳（僅此一

場，請盡早報名。）

報名方式：請至政大AMBA「招生資訊」網頁填寫個人 

     相關資料。有疑問請與AMBA辦公室聯繫！

Email：amba3@nccu.edu.tw
T e l ：02-2939-3091 轉65330、65303、65305
F a x：02-2938-7723

 政大 EMBA 97 學年度「領導與團隊」結業式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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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A

政
治大學AMBA在8月10日於逸仙樓舉行訪韓成果

發表會，會中邀請不同領域的教授和專業人士共

同蒞臨指教。發表會主軸圍繞「產業如何復甦」和「文

化創意發展」兩個面向，共由賴育瑜等8位同學進行報

告，除了對韓國的產業發展有更深入的了解，也將韓國

經驗帶回，作為台灣經濟發展的借鏡。

韓國在九七金融風暴時，曾因財閥過度泡沫化而一

蹶不振，但短短幾年之間便迎頭趕上，不但成為四小龍

之首，更與許多世界知名企業並駕齊驅，韓國的產業復

甦令人好奇，其文化政策的成功也令其他國家刮目相

看。於是AMBA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深入了解韓國的文

化、政策和產業間的交互影響。

此次參訪的行程涵蓋整個南韓地區，AMBA一行人

在短短10天之內走訪釜山港、高鐵、三星集團、觀光產

業、釜山電影、Heyri藝術村，以及仁川自由經濟區。從

地理環境、興起背景都事前進行了解，以便跟得上韓國

人的腳步，正如AMBA執行長黃秉德所說：「參訪是確

認已有的知識、探勘新的發現」，因此每一個人都做了

十足的準備。

在韓國的10天參訪當中，學生深刻感受到民族性對

其產業發展的深遠影響，「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是他

們的最佳寫照，凡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展現出他們對自

我的高度期許，積極、主動、改變，更是他們建設發展

迅速的原因。97級AMBA學生葉予婕指出，「參訪的每

AMBA

個單位都能肯定的說出未來的規劃」，和台灣總是延宕的

情形大不相同，無怪乎韓國能在短時間內崛起。形容參訪

韓國親歷的震撼，「韓國是一個很能改變的民族，所以能

有今天的面貌」，95級AMBA學生潘彥廷如此說道。

與會的貴賓，包括曾在行前給予指導的教授們，對於

學生豐富的收穫感到十分欣慰，也相當肯定他們的努力。

台北韓國貿易館課長金亨旭當日也勉勵台灣學生，台灣和

韓國情形相似，不論是歷史因素或地理條件關係，都必須

以開放市場求生存，雖然韓國發展很快，但社會中仍有其

黯淡的一面。此外，他認為中文將會是未來世界上第一大

語言，台灣比韓國更具有語言上的優勢。

外交系劉德海教授則提醒同學，參訪中看到的不只是

看到，還要化為行動，行動是今日社會取得優勢的重要關

鍵；而商學院蘇瓜藤院長認為，我國的民族性軟，不見得

就是不好，不同的民族性有不一樣的危機處理方式，台灣

能躲過九七金融風暴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此外，蘇院長

也提醒大家，不只是將韓國看做競爭對手，更要適時合

作，才能創造雙贏。

AMBA是政大MBA的Program之一，主要培育學生具

備更高階的管理能力，學生需有兩年以上的工作經驗。從

2005年開始，AMBA為使台灣管理教育有更進一步的發

展，每年開始有三個海外研習的課程，以即時掌握世界的

脈動。參訪的對象主要設定在先進市場、新興市場和大中

華經濟圈。此次參訪對象──韓國即為近年來新興市場的

代表之一，未來AMBA還將前往中國、印度、英國等地取

經，特別是近期北京奧運帶來的經濟效益，將是下一個參

訪的目標。

● 政大AMBA一行人參訪南韓地區，對韓國產業發展做更深入的了解，也

     將韓國經驗帶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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