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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先啟後 繼往開來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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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 Sh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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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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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hcoming Ev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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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ketch

商學院院長

編輯室報告
所有商院人的同聲喝采中，商學院甫歡度50歲生

參訪上的經驗與收穫，希望和您分享我們在邁向國際化

日，跨步邁向另一個嶄新的里程。猶記得不久前

上所作的努力。

在

的6月，剛送走一批商院人，校園頓時冷清許多；炎熱

在「專欄報導」的部分，我們邀請新上任之蔡維奇

的暑假過去，天氣逐漸轉涼，學生陸續返校，展現出另

副院長暢談他對院務的規劃；吳安妮老師獲得講座教授

一番生氣蓬勃的氣象。

的殊榮，是什麼樣的堅持與信念讓她對學術研究如此的

在這個迎接新學期到來的同時，商學院不管在院內

執著與熱愛？請讓她來告訴您。企管系資深教授、有著

的研究環境，或院務人事調整配置上，均擬定了一套整

「殺手」稱號的商學院園丁徐載華老師，他的陳年事蹟

體的發展規劃，希望能呈現一股新的風貌。

相信也值得您細細回味。

蘇院長自上任以來即宣告，商學院在追求國際化與

建國工程副總經理孫百佐是一位跨領域的成功者，

卓越學術研究上的方向與目標，期望持續帶領大家往國

政大EMBA及企管系科技管理研究班畢業的他，抱持挑

際一流商管學院之路邁進。本期刊物中，我們介紹了國

戰自我的心態，在工作生涯之路上披荊斬棘。商學院的

外名校至政大移地教學的成果、以及各系所於國際交流

孕育如何影響了他？請看本期封面故事。

AW048-COVER-PB-P001.indd 1

2008/10/7 3:47:3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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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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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ents

Sep. 2008 No.17

P.6

Cover Story 封面故事

2

堅持挑戰自我的跨界勇者
EMBA 91級財管組傑出校友──孫百佐

Special Report 專題報導

P.10

5

新學期新展望
究能量

7

永不放棄的研究態度 吳安妮展現深耕台灣
的具體行動
資深教師專訪－商學院園丁 徐載華

9

落實人力資源合理配置

提升商院整體研
放眼全世界

Snap Shots 商院視窗

10

會計系學生獲台灣區優勝！參與2008年度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
會計界年度盛事

精彩可期 第20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暨

2008海峽兩岸辯論邀請賽

11

企管系同學榮獲第一名！參加「台灣觀光『卡』讚！推動台灣
觀光校園創意競賽」活動

P.17
發 行 人 ：蘇瓜藤
指導教授：張愛華
總 編 輯 ：吳宛亭
協辦同仁：張硯筑、何振欣、張世嫈、任怡心、
戴雯華、蔡明潔、楊曼禎、連秀子、
鄭錦霞、黃思嘉、鄭玉君、林君憶、
黃靜怡、張益元、葉淑婷、王郁方、
楊文敏、黃琦雯
發行單位：政治大學商學院
發行地址：台北市文山區指南路二段64號
電話：02-2939-3091轉65391
傳真：02-2938-7524
網址：http://studentaffairs.commerce.nccu.edu.tw
執行編製：商周編輯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2-2505-6789
網址：http://www.bwc.com.tw
印刷：詮美印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郵政台北誌字第543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

金融系97年度會員大會 會員熱情招募中
12

企研所校友會大陸餐敘暨企業實習訪視

13

掌握通用設計 創造優勢「未來發生堂」── 預見通用設計大未來

14

國貿系師生參加韓國GPAC會議 知性之旅圓滿完成

15

MMOT培育更多跨領域專業人才 跨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

葉啟洲老師介紹 風管系新進教師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16

政大IMBA首辦渣打論壇 跨足金融界

17

義大利BOCCONI研究生首度移地亞洲 經驗台灣

18

政大EMBA、全球台商班11月搶先招生 50年商界蘊底 最大商
界菁英人脈

19

EMBA 97學年度「領導與團隊」熱鬧展開 激發無限創意
AMBA增加你推動企業永續的能力 政治大學AMBA 98學年度
招生開始

20

產業管理及文化創意參訪 探索韓國成功經驗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商學院校友點滴分享

߆̂થጯੰੰ఼̓ੈ 1

AW048-COVER-PB-P001.indd 2

2008/10/7 3:47:3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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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ܔ७ វົˠγѣ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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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गѺҥခᐽ̂छࢬ၆࿅Νεୀ۞གྷរĂ߄ጼҋ̎ਕĂ̙ࢋឰ௫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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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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養了從各個角度看待事情、整合與權變的習慣。

他不好意思地聳聳肩，「我原本以為自己賺到了，可

曾在國內外業界爭戰，接觸過各種不同企業文化，也

以拿到營養學分；但實際上課下來，卻發現自己過去所了

引領一家中小企業，從失敗之處重新出發，克服困難成為

解的範疇太淺薄。林老師的功力實在很深，上過他的課之

上市公司的孫百佐，儘管身經百戰，卻也在人生中面臨許

後，才發覺原來所有東西都可以串在一起，這才是真正的

多挫折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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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ᖚࢵ࿃क़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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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ٸฟᘃ ૈዳፋЪᝋត
對孫百佐而言，case study帶給他很大的震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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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案討論過程中，可以聽到各種產業的同學用不同的角度

「作為一個管理者，必須認知到一個組織的經營講求

看待每一件事情；不僅如此，更讓我理解到身在不同位

的是團體戰，而不是個人戰。」個人的能力有限，企業組

階，觀察事情的角度會有多大的不同。」

織要成功，不是靠個人就能獨撐大局，而是要所有組織成

課堂上與各行各業不同菁英的接觸，讓他漸漸習慣在

員齊心一致才有可能達成目標。

人際相處上可以採取比較開放的態度，敞開心胸去傾聽別

「講到按摩，大家都知道那種被按到穴道的感覺有多

人的想法，「even別人的想法錯的也ok，至少我要知道他

痛吧，但痛完後反而會通體舒暢，精神百倍。」孫百佐認

真正的想法；這是我認為上課後最大的改變，包括我跟供

為，面對過去失敗的經驗，他一定會嘗試去改善處理，克

應商或客戶談事情時，我比較不會那麼武斷，也不會一味

服重重障礙，挑戰自己的能耐；「人生頂多只是失敗了重

堅持認為自己都是對的。」

來而已，為什麼不跨出這一步、放開手勇敢去嘗試？」

專業知識的學習只是基本前提，EMBA的訓練也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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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信任。就這個觀點來看，我覺得我做得還可以，歷

跟自己競賽，不要想去跟別人比較。」這種負面的抱怨

任老闆都很肯定我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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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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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ਥഌ ᕇާ߹യੜ

堅持自己的信念。」他用堅定的口吻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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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ޢݍዅ ๔ጯ௫፬ሕਕ

同業笑稱我是『應召男』，一天要應付一大堆客戶，往往

畢業以來，孫百佐不時仍會瀏覽EMBA網站訊息，有

好幾個月完全沒有休假日可言。」而當前途一片光明，辛

空時甚至會回來參與研討會等活動；他建議校友可以多利

苦耕耘即將收割時，他卻認為自己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

用學校資源，吸取各種不同資訊。進入EMBA的這段期

成，當下選擇急流勇退。

間，在老師與同儕的啟發下，更讓孫百佐對自己重新認

現今的大環境瞬息萬變，秉持著一股莫名的堅持，他

識，愈加清楚了解自己的目標與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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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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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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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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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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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學期新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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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新學期新氣象」的精神，我們正積極著手進行

重新盤點、合理調整各辦公室的業務量，以協助進行後續

院務之改革，希望商學院在不久的將來，不論在行

同質性業務的統整及各單位人力調配工作。

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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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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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本院助理人力分析整併

薪是依學歷與年資為基準；對於這個制度，我們也認為有

有關本院行政人力配置部分，我們規畫從兩個面向來

調整的必要。同時間，我們也會對其職務內容執行工作評

進行調整：一為合理化配置各辦公室（不含各系所人員）

價，視每位人員業務量的多寡、難度與重要性來調整薪

人力部署，一為制定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包括獎金

給；也就是說，未來的薪酬標準將效法業界模式，不再適

與升遷制度，以落實激勵管理，並提升員工士氣與工作滿

用現有之架構，而是完全依照助理所從事的工作內容與績

意度。

效而定。

針對合理化配置商院內部人力的問題，起因於日前學

在每位同仁的業務獲得明確規範，以及敘薪制度得以

校對各院助理人數進行統計，結果顯示商學院各辦公室助

確立後，接下來我們要思考更深層的問題，也就是如何激

理總數為全校各院之冠；再就數據分析，可以發現商院師

勵員工、留住人才。過去學校為了吸引人才，對工作性質

生比例與社科院相似，但助理人數卻為其兩倍。這個結果

特殊、專業能力需求及責任繁重的職務訂定各式各樣的協

使得我們不得不仔細探討，究竟怎樣的人力配置才是合理

辦費、專業加給與津貼；這種疊床架屋的結果，就是制度

的？若能有效回答此問題，也有助於說服校方同意我們增

過於繁雜，缺乏完整的薪給系統，往往造成窒礙難行之結

聘助理的需求。

果。再者，學校的調薪幅度相較於業界並不高，且以年資

因此，我們計畫從10月份開始，著手進行商學院及所

做為調薪的依據，更是影響到人才留任的意願。

屬各辦公室的業務盤點，包括商學院院辦、三學程

由於牽涉到整體性的薪給制度，因此不只是商學院，

EMBA、AMBA、IMBA，參與式教學及研究發展辦公室

學校的其他單位同樣也對改革抱持極大的期待。過去一年

（PERDO）及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OSAAS）。

來，我擔任本校行政人力評估小組召集人，已針對學校數

我們規畫組成一個訪視小組，由商學院院長、我本

個行政單位（如：學術處、教務處、總務處）的同仁，完

人、陳春龍副院長、各辦公室現任主管以及兩三位曾任商

成有關薪資與績效兩個構面的評估分析；而類似的調查，

院辦公室主管的老師，一同前往各辦公室瞭解實際運作情

在新的學年，也會陸續擴展至學校其他單位。一來我們希

況。我們希望每個單位主動呈報各類業務資訊，說明其業

望導入業界在人事薪酬管理上的概念，實施彈性薪資，讓

務量與人力配置之合理性，並與其他國立大學間同質性業

從事高難度、高價值工作的同仁，獲得較優渥的報酬；二

務及人力進行比較分析，運用標竿管理的概念，讓訪視小

來則希望建立一個績效調薪的制度，按照同仁工作表現作

組認定各單位人力配置之合理性。希望藉由這個機會，來

為報酬調整的依歸。
߆̂થጯੰੰ఼̓ੈ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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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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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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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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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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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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環境轉變，使我們深刻體

除獎金報酬的變革外，完整的升遷與發展機會也很重

會，過去因為老師的teaching load過重，無法專注在學術

要。學校傳統的人事制度，對於以行政或專案助理進用之

研究上，因而影響到研究表現；因此，我們希望藉由這個

約用人員，並無特別的升遷辦法。因此，我們也規劃研擬

機會，提供一些資源給有心升等的老師，使其在研究優異

一套完整的升遷制度，希望未來人員可在行政或專案雙軌

的老師引導下，研發能量得以激發，讓院內優良的研究風

中，從行政助理或專案助理，伴隨頭銜與薪水的改變，逐

氣得以傳承壯大。

步晉升至「行政秘書」或「專案經理」之最高職等。如此

許多研究不可能單靠個人能力完成，一定要結合大家

一來，不僅在實質金錢報酬上可以激勵員工，暢通的升遷

的力量，才能創造出最大的價值及影響力。我們在此也呼

管道帶來不同職銜的recognition，更可使員工獲得無形的

籲有意願加入研究團隊的老師，能夠凝聚團隊意識，儘速

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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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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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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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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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ችჯ؈ ̈ᑫ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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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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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爭取資源，並規劃組織若干研究團隊，帶動研究風潮。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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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放棄的研究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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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政大頒授校內教師中擁有崇高學術地位之「講

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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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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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為虔誠的「創價學會」佛教徒，她每天早晚皆持續

制度，包括三大部分：1、平衡計分卡（BSC），2、作業

不斷的唸經，如流水般的信仰，在每天的唸經中，讓自己

制成本管理制度（ABCM），及3、智慧資本制度

的生命力、智慧、及慈悲湧現，進而克服任何在教學、研

（IC），給學術界及企業界無償使用。她笑著說：「如果

究、甚或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及瓶頸。她深深地體會每

因為我的know-how可以帶給其他人任何一點助益，我都

天皆應該要耕耘自己的潛力，提升自己的智慧與勇氣，去

願意無我的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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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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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߆̂થ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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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能推動學術界以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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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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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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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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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 國 會 計 協 會
（American Accounting
Association）的管理會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計se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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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政大吳思華校長（圖右）頒發講座教授證書予吳安妮老師。

望兩岸三地的管會發展能
要成為國際具影響力的學者。照著池田先生的指導，她努

夠與世界接軌；同時，她也希望將自己在台灣深耕的研究

力地奮鬥，這種不求回報、對研究持續不懈的精神，更讓

成果，延伸到台商及大陸企業，期望走出未來一條嶄新的

她被媒體封為「學術苦行僧」。她認為自己目前待改進之

研究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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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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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台灣 放眼全世界

需求、或母院對校友服務的意見等……她都鼓勵大家能主

提到學術研究，吳安妮總是滔滔不絕，手舞足蹈。受

動及積極的提供寶貴建議：「最重要的是希望校友您們給

到恩師「劉維琪」董事長的鼓勵，她把研究當作終身的志

我們建議，我們就會想辦法去改善及解決它，如此雙方才

向，努力累積自己研究的能力。面臨國際化下的競爭，她

能獲致雙贏之地步，這也才是我們辦學之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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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ӓщؐ ̈ᑫ९

個案教學及寫作的能力，使她可以把學到的知識全數應用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專任教授

於自己最重視的台灣議題的研究及教學上。「研究要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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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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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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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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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商管領域之「產學橋接計畫」，並規劃成立「商管產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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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學系資深教授專訪

商學院園丁
徐載華
文∕院慶特刊記者

民

陳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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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個商學院，沒有人比他更資深。在教育界這塊園地，他

他以馬可夫決策過程、數理規劃、賽局論等領域見

就像位老園丁，近40年來在政大商學院廣栽桃李，作育

長，當時他在企管系教授的必修課程「管理數學」，每學

無數英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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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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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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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企管系第19屆文化盃冠軍的獎牌，見證著企管系輝煌的

「做為一個學生，最重要的就是『學』。讀書是智慧

歷史戰績。身為全商學院最資深的老師，徐載華老師驕傲

的累積！我吶，年輕時只懂得死讀書，拚命地將知識從書

地說：「政大商學院的一草一木，都是我看著長大的！」

中塞入腦袋。但現在，知識讀進去很快又忘記，只能不斷

17歲時，跟著堂哥，也就是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離

地重複閱讀、重複吸收知識，一直讀到自己老死為止。這

開家鄉浙江，渡海來到台中，自台灣省立法商學院畢業

就是我的讀書三部曲：死讀書、讀死書、讀書死。」

後，徐載華原欲就讀國防醫學院，因緣際會下，來到政大

徐載華老師給學生三點建議：挑閱好的書籍、就讀好

擔任助教。在當時，「助教」這個職位就等同「教師」。

的學域、跟隨好的老師。他認為知識的基礎根基勝過於其

民國52年，因應美援計畫，徐載華被政大遴選為代

他本事，只有「回歸知識」才是最純粹的學術殿堂。雖然

表，遠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留學，「我當時學回來的都是最

鬢髮花白，徐載華老師仍精神矍鑠、步履矯健，與其說政

新潮、最前端的知識！」隔年學成歸國，任教於政大企管

大帶給他50年的美好回憶，倒不如說，是他陪伴政大走過

系迄今，並接下「公共行政及企業管理教育中心」（簡稱

了半個世紀。

公企中心）電腦教學館主任的職位。

षྶර ̈ᑫ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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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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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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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同學，組隊參加2008年度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由全國各

本次台灣區之比賽過程中，上午參賽學生被要求關在

校中脫穎而出，榮獲台灣區優勝，將於2008年10月16日

與外界隔絕的小房間內，靠著彼此的腦力激盪及絕佳的學

前進廈門參加決賽與來自香港、澳門及大陸地區之優勝隊

術涵養，在規定的3.5小時內，單憑著兩台未上網之電

伍同場競技！

腦、數本法規彙編及計算機等文具，完成整份個案分析報

德勤稅務菁英挑戰賽是由全球第一大會計事務所德

告；而下午則是進行稅務知識的競答比賽。政大會計系代

勤全球組織（Deloitte Touche Tohmatsu）所舉辦，該稅

表隊因總積分最高，從台灣區各隊中脫穎而出，獲得優

務專業競賽自2004年發起，每年吸引來自中國大陸、香

勝。德勤會計師事務所希冀藉由此競賽，讓學生從中瞭解

港、澳門及台灣兩岸四地，數十所學校參賽。本年度參賽

大型企業在稅務方面運作的實際狀況，並提高學生的分析

學校共計50所，幾囊括兩岸著名之重點學校，如：國立政

能力、表達技巧及培養專業的判斷力，也藉此增加學生對

治大學、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台北大學、東吳

中國稅務的認知及提高研習稅務的興趣，為社會培育稅務

大學、香港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

優秀專業人才！這項競賽更將成為該會計師事務所挖掘人

技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上海財經大學、武漢大

才的重要管道。

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等。

Ŗ ົࢍ ր

ௐ20ࢍົبයࡻ࠵ኢͧ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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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鼓勵全國大專院校莘莘會計學子發揮實事求是態

計學子學術交流與往來。值得一提的是，地主隊政大會計

度，並增進團結合作精神，政大會計系、會計研究

系為去年的冠軍隊伍，是否能夠連莊稱霸，勢必眾所矚

發展基金會與會計研究月刊，將於97年10月18日至20日

目。

假本校商學院舉辦「第20屆會計菁英盃辯論比賽暨2008

本屆辯論賽將進行3天，競爭最激烈的冠亞軍賽將於

海峽兩岸辯論邀請賽」，此辯論賽堪稱會計界年度最大盛

10月20日下午1:30於商學院6樓元大講堂舉行，歡迎師生

事，除有全國各大專院校相關科系組隊參加，亦邀請2007

校友踴躍蒞臨現場觀賽！

年海峽兩岸大學會計辯論賽大陸冠亞軍隊伍來台，共襄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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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希望透過兩岸辯論高手精彩刺激的交鋒，加強兩岸會

accounting.org.tw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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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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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

通部觀光局與V i s a國際組織合辦的「台灣觀光

析，及極富創意吸引海外旅客的計劃。

『卡』讚！推動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活動，主

發展台灣觀光，一定要靠創意！政大、台大同學，設

要是為鼓勵年輕學子參與推動觀光產業，藉由策劃兼具創

計了一系列的活動，還有互動式網站，能在GPS地圖裡，

意及特色計劃書，協助推動台灣觀光業發展，今年共吸引

放上自己的照片，果然在創意競賽裡，勇奪冠軍。年輕人

61所大專院校共1,211位學生參加。

就是創意無限，利用行銷台灣旅遊的活動企劃書，這些同

根據統計，2007年海外旅客在台消費總額接近52億

學參加創意競賽，豐富的內容，在61所大學，318組學生

美元，約占全年國內生產毛額的1.4%。為推廣觀光，交

中，拔得頭籌。冠軍企劃書，當然充滿活力創意，包括了

通部觀光局與Visa國際組織合辦「台灣觀光『卡』讚！推

舉辦玉山攻頂賽、單車旅遊活動、互動式導覽網站，還能

動台灣觀光校園創意競賽」活動，並於7月21日公佈得獎

把自己的照片直接放在GPS地圖上，自己寫自己的故事。

名單，來自政治大學及台灣大學的6名同學的「iTaiwan愛

台灣觀光商機無限，充滿熱情的活動，果然吸引大眾，為

台灣」勇得第一名，並獲得5萬元獎金。

台灣旅遊產業，盡一份心力。

第一名團隊成員包括政治大學企管系學生王韋程、許

這次比賽分為兩個階段進行，初賽要求參加隊伍在今

耀升、陳韻伃、賴志維、曾郁涵和台大日文系學生黃家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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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計劃書主要聚焦於提升台灣整體形象，以「來台灣寫

組優秀隊伍可晉級決賽；決賽7月21日舉行，由8組晉級隊

你的故事」為廣告主軸。成員之一的王韋程表示，要讓台

伍現場向評審進行口頭報告。評審團依據參賽隊伍的企劃

灣從International（提升國際知名度）升級到Individual

分析內容、創意、策略規劃能力、計劃可行性及現場報告

（創造個人體驗），再

œ 台灣觀光卡讚競賽第一名得獎同學設計

的表現評分，決定比賽名次。

到Infatuation（醉心台

至於問到第一名的5萬元獎金怎麼用？這些同學很懂

灣），將台灣塑造成一

得精打細算。他們說，扣掉15%的稅金，還剩下42,500

個旅遊品牌。評審認

元，平均每人分到7,000∼8,000元，先存5,000元，剩下

為，這是一份具備對台

的再拿去吃大餐。

灣觀光資源的詳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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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ŖܛᏉր

ܛᏉր97ѐົࣶ̂ົޘ

ົࣶሤଐ٢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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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ƟܛᏉրāՔ܉㝳

今

日（星期六）舉行97年度會員大會，我們將在10月中寄發通

年正值金融系成立50週年，50年來政大銀行系（民

知給各位，在此殷切期盼各位系友能夠抽空參加，ㄧ同站在

國85年改名為金融系）為社會培育了很多專業人

這50週年的時間點上，回味過去的感動，迎向更美好的未

才，在產官學各界都有優秀的表現。50年說長不長，卻已

來，相信您的熱情參與將讓此次會員大會更加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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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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ƟЋგ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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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主持人黃秉德老師，聯袂前往大陸訪視7名暑

理、藍天電腦百腦匯朱承天、林洋洋、林碧桃總監、吳佳

郭

更生主任上任後，首度於7月26日至30日，與實習

期實習同學。

容特助、黃錦郎店總經理、DOOR培訓諮詢顧問經小明總

繼兩年前成功聯繫上許多長年在大陸打拚的校友後，

經理、怡東國際行銷蔡鴻賢執行長、銘檜國際（亞力山卓

再一次特別邀集40餘位大陸華東地區之政大企管校友，舉

傢俬）蕭金聰董事長及廣州寶潔李郁文學長在當地的熱情

辦年度聚會聯誼，商討華東地區成立校友分會大計。

接待。藉由此次餐敘，我們發現在大陸地區發展的校友們

短短三個上班日，師長一行人馬不停蹄，密集拜會了上

都展露競爭實力，令我們與有榮焉。此外，他們也對母校

海的特易行國際貨運代理（台灣航空貨運承攬）、藍天電

懷抱熱誠，並樂於提供機會拉拔學弟妹們，此舉更令我們

腦、DOOR培訓諮詢顧問及怡東國際行銷四家公司；還特地

警惕，要以更好的校友服務來回報他們！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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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AW048-P010-015.indd

1:12

2008/10/7 4:42:25 PM

Ŗࡊგٙ

ĶϏֽ൴Ϡૅķęę֍఼ϡ
నࢍ̂Ϗֽ

ೠ೪఼ϡనࢍ
౹ౄᐹ๕
͛ƟEMBAࡊგ90৺ ӓ̥អ

當全球的設計產業關注焦點已從「造型」、「功能」

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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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者等個體。

全面轉向「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UD）」的年

通用設計觀念的興起，可以回溯至工業革命的開端，

代，台灣設計產業該如何定位自己？又該去鍛練那些能

科學與技術急速地發展，大量生產的物品與設計，似乎造

耐？對通用設計的相關策略又該是什麼？

就一個令人滿意、便利且富庶的社會。

日前，由科管所舉辦的「未來發生堂—預見通用設計

然而，通往理想社會之路，卻遇到一些障礙。高齡化

大未來」產學論壇中，來自台灣設計產學界的200多位相

的社會到來，個體差異與權力漸受重視，對於現存的設計

關人士，從各種立場觀點交鋒對話，為台灣通用設計的未

與產品、服務與環境感到不便與不滿的人漸增，以生產者

來激盪出不少值得深思的方向。

為中心的思維不再適用，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考量，才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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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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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對話中，聚集設計產業的產學菁英鎖定「定位」、「行

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大學的「通用設計中心（Center of

銷」、「社會」、「教育」四大面向議題，共同研討台灣

Universal Design）」是UD研究的發源地，也一直是全球

通用設計當前面臨的問題與種種可能。這場論壇所激盪出

通用設計的思想重鎮。創立之初，就為UD定義了七項原

來的各項結論重點，也反映出目前台灣發展通用設計的各

則，也就是通用設計的基本要項，所有的通用設計都必須

項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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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ᜪ̙Т۞ᅮՐ

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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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ᜪࠎމপ۞
針對「通用設計該為個體（fo r o n e）或全體（fo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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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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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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大學與越南大學。五國100多位學生共聚一堂，

Ŗ઼ր

透過學術研討激盪出更開闊的經濟視野。

ّ̝ۢॠ႕Ԇј

Specia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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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GPAC研討會活動內容相當精彩。主要部分為利

઼րरϠણΐᔹ
઼GPACົ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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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nap Shots
商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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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Ɵ઼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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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台日韓大學生聯合舉行的亞洲經濟問題研

情交流，將透過交換的電子信箱與即時通不斷綿延下去。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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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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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2008亞洲經濟問題研討會（Global

Partnership of Asian Colleges, GPAC）合影

Ŗ ࢲგ ր

ࢲგրາซିर

ཧୁ߷
͛Ɵࢲგ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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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導教授，於2006年7月通過博士考試，並以特優

葉老師另在1999年考入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就讀博士班，繼

（summa cum laude）的成績畢業，為該校該學期唯一以

續從事保險法與民法的研究，並在2002年6月通過資格考

全部「特優」成績畢業之法學博士。

試，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

葉老師對保險法之教學及研究工作，有極高的熱忱與

葉老師任職法官期間，又於2002年考取教育部公費留

成果，相信葉老師加入本系後，藉由他的審判實務經驗及

學（碩士後赴歐洲留學），在2003年前往德國弗萊堡大學

留德所學，與本系現有的優秀師資合作，必能獲致極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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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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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技術處委託政治大學智慧財產研究所舉辦的跨

經

領域科技管理研習班（Multi-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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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參加MMOT培訓班可上網報名。

!!NNPUშӬĈ!iuuq;00xxx/nnpu/oddv/fev/ux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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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產出順利，以及養成閱讀美國法院判決能力，本次會議

課程內容及行程規劃，以及為學員加強論文寫作與美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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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就學員返國後須提出發表的研究

法，以及台積電處長、政大智財所宿文堂助理教授講授美

論文，提供分組、命題及與指導教授討論的平台。

國智慧財產案例閱讀方法。

集訓會議在智財所劉江彬所長主持下展開，劉所長先

在學員經過一輪充電後，緊接的就是返國論文的分

恭賀所有錄取培訓學員，並說明本培訓班學術性質的宗

組、命題與指導教授分配，本次會議要求學員須在此二天

旨，而在劉所長過去8年帶領本培訓班的經驗下，也讓學

集訓會議的時間內，以智慧財產、技術移轉及投資評估相

員們清楚了解自己未來在美東、美西及日本的課程安排、

關主題，探討如何落實智慧財產的商品化及產業化，並訂

研習任務及須知事項，同時旅行社則向學員們報告行程細

出論文的中、英文大綱，這也是本次會議最主要的目的。

節。其後，由過去海外培訓班學員及助教，與學員分享集

在劉所長的主持及與各組學員討論下，學員們於當晚

訓感想。

發揮個人不同領域所學，互相磨合論文題目、大綱架構及

95年培訓班的蔡嬪嬪學姊提醒學員功課的份量及團隊

參訪對象，並於隔天一早依序簡報，由商學院蘇瓜藤院

的紀律，96年方修忠學長則談起培訓期間研讀美國案例及

長、劉所長、科管所吳豐祥所長、宿文堂助理教授及王偉

聽課的助益，隨班助教古筱玫及馮志峯，則以讀書會及課

霖助理教授親自到場提供意見及評論指正，建議學員調整

程參訪等主題，叮嚀學員注意及配合。而為讓學員返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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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多位教授出席評論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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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 Shots
商院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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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的高階主管擔任講師，於本學期開辦

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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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場渣打論壇（Standard Chartered Forum），分享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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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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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躍。

ᓾरੱटૻ̂ā๗ჸ઼ᅫ˘৺၁˧
政大IMBA致力為學生營造國際環境，除了全英語授

六場渣打論壇內容配合金融界熱門議題，以銀行架

課外，更有超過1/2的教授來自國外。主持六場渣打論壇

構、風險管理、財富管理為主。講師方面，皆是渣打銀

的講師都具有長久的外國工作經驗，實力非凡。如講師

行實務經驗豐富的高階主管擔任，更有講師是千里迢迢

關家明目前人在香港擔任渣打銀行亞洲區總經濟師。他

從國外飛來台北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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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ኝఢထඕЪॡְ

講師渣打銀行企業金融部資深副總經理魏凱（Carl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衝擊，問題已蔓延至全球經濟

Wegner）則有20年來在亞洲許多不同國家居住工作的經

下的不同領域。了解經濟背後問題，看清目前狀況，才

驗，包括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曾擔任亞太區經濟合

有足夠能力面對變幻莫測的市場。政大I M B A有鑑於

作組織（APEC）的首席演講家，亦曾在經濟日報擔任每

此，課程結合時事，有現今流行議題，如美國次貸危機

周專欄作家，掌握亞洲市場脈動。

所衍生的風險控管問題、精闢分析全球與兩岸經濟環境

IMBA˧ՐซՎāࡎԊ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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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大IMBA是全台灣第一所獲得AACSB認證的全英

是察覺亞洲市場不容小覷的經濟實力，特別規劃亞洲管理

文授課管理碩士學程，也積極與各大知名企業如IBM公司

課程（Management in Asia），內容包括儒家思想與領

等合作。此外，與IMBA合作的國外優質大學多達55所，

導、華人消費者行為、亞洲企業環境等，吸引不少外國學

遍布23個國家。而目前就讀的本地與外國學生人數各

生前來修課，探討亞洲獨特的文化與經濟環境。

半，共有206名同學來自33個國家。

Wanted！
刊載廣告、訊息

強力募集中！

由政大商學院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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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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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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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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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7月4日陸客的開放來

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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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義大利Bocconi大學首批移地亞洲研究生感受六星級頂尖學園。

宜。

ொгыጯ ྭ̼͛វរৌ၁

一指的私立大學，在當地地位媲美美國哈佛，更在最新出

鑒於亞洲新興市場的崛起，中文熱席捲全球，加上

爐的2008年金融時報商管教育排名，高居全球第48名。

台灣獨特的政經背景，對歐美學界而言是難得的經驗；

2006年，Bocconi在台灣締結了唯一一所姊妹校－政治

像是德國司徒加特科技管理學院（SIMT）、美國普渡

大學，積極投入商管領域的菁英培育計畫，Bocconi相當

大學（Purdue University）、奧地利茵斯布魯克大學等

看重亞洲市場的未來潛力，政大其他的姊妹校，例如日本

知名大學，都先後到政治大學進行移地教學活動；而此

的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香港中文大學

次來訪的義大利學校Bocconi，預計在台灣停留兩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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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Bocconi和政大商學院合作財經投顧的專業課程，並

爾管理學院（I n d i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

邀請業界知名人士暢談實務經驗。另外也舉辦多場政經

B a n g a l o r e），以及韓國高等科技管理學院（K A I S T

文化講座，針對當前熱門的兩岸政治議題和經濟策略進

Seoul），也都是Bocconi在亞洲的重要夥伴。而政大商

行深入淺出的剖析。政大也特別安排這些遠道而來的貴

院從26所亞洲名校中脫穎而出，成為Bocconi移地教學的

賓，在商學院六樓剛落成的「頂尖學園」中上課，親身

對象，證明了不論在教學環境或品質，政大都不亞於各國

體驗六星級哈佛式互動教室的魅力，藉由全方位的學術

名校，尤其商管教育更是在國際中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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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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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Щ७எਆֲ߷
έ៉થგିֈ၈ᜨᐝ֎
1902年創校於米蘭的Bocconi大學，是義大利首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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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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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內老字號的政大商管學院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士

能力，課程編排更結合創意、人文、管理及國際化四個
排更結合創意、人文、管理及國際化四個

學程（EMBA）將在11月初搶先出擊！過去每年

主軸，設計出商學基礎課程、管理核心課程、特色課程

約在三至四月招生的政大EMBA，今年將提前開放網路

及商管專題課程，營造全方位、客製化及精緻化的教學

報名。

品質。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對政大EMBA有興趣者，且具有學士學位（或符合

攤開政大EMBA新學程課程，新鮮的特色課程也令

大學同等學力資格）以及擁有10年以上工作經驗者，可

人眼睛為之一亮！例如「領導與團隊」、「創意、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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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管理」、「美學管理」、「文化與創意」、「企業社

取招生簡章，10月15至22日開放網路報名，預計將在

會責任」等課程，都是獨步全台EMBA的創新。

11月2日展開筆試以及11月16日口試。

此外，「全球台商」（GEMBA）班則致力培養海內

政大E M B A今年特別採不分組的方式，將原有的

外地區具創業精神、領導能力、商業洞察力、跨國經營

「高階經營」、「高階財金」與「全球台商」3班10

及社會責任之創業主及高階傑出管理人才。此外，更藉

組，調整為「高階經營」（EMBA）A、B兩班及「全球

由網路、境外、校內三維教學方式，豐富參與學生的學

台商」（GEMBA）班，以有效培養企業主或高階管理

習經驗。

人才。

政大EMBA累積商學院50年來深耕台灣企業的知識

為提高學程品質，EMBA執行長李志宏表示，政大

庫、連結三萬名傑出校友的人脈，並在2006年取得國際

EMBA將繼續朝向課程特色化、精緻化的目標邁進，不

管理教育機構A AC S B的認證。政大商學院擁有8系10

論是課程內容規劃或是上課時間，都務求能貼近每位學

所、140餘位學有專精的專業教授群，是全國相關系所中

員的實際需求及高國際規格。「高階經營」班

師資最完整的學府。

（E M B A）上課時間移至週五晚上、週六日上午及下

政大EMBA執行長李志宏期許未來加入政大EMBA的

午，學程畢業條件也由45學分精縮至40學分；「全球台

學員，都能在多元機會下接觸創新和國際化的氛圍，把

商」（GEMBA）班則採分段集中授課，每月一次，每

所學習到的策略和管理工具套用於職場上，讓無形知識

次上課約四天，以有效培養企業主或高階管理人才。

轉換成更有形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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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知更多詳情，請與E M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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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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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EMBA 97ጯѐޘĶᅳጱᄃဥฤķሤጂणฟ
͛ƟEMBAᏱ̳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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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œ

政大 EMBA 97 學年度「領導與團隊」結業式大合照。

課堂上，學員需組成團隊並提出企劃案，活動過程

要比報告口條，更要比演技！有學員扮起日劇「Hero」

中以氣球作為道具，學員依照手邊拿到的氣球編號尋找

中木村拓哉飾演的久利生公平，更有人挑戰現實生活中

組員，每組團員再利用各式各樣造型的氣球打造專屬自

的人物殷琪、周杰倫及成吉思汗，以戲劇方式呈現領導

己團隊的圖騰，並且發揮創意搭配隊名與隊呼。

個案報告。

經過三小時的競賽後，最後由尊敬教授吳靜吉為發

經過四天三夜的朝夕相處，讓原本彼此陌生的經理

想，利用教授名字末尾的「吉」，再結合宜蘭名產桔子

人們成為情義相挺的好同學。在教授吳靜吉貼心設計

為概念取名的「小吉桔」脫穎而出、拔得頭籌。活動尾

下，安排學員利用報紙、雜誌等為素材，將難得可貴的

聲時，全體學員與師生更以「創意無限，無限創意」作

緣分具體呈現，讓所有的感動永遠記載在畫中。最後，

為政大EMBA隊呼收尾，凝聚師生向心力。

在政大校長吳思華的帶領下，與全體師生建立共識與願

此外，在「成功的領導或團隊典範」課程中，不僅

景，替這四天三夜畫下完美的句點。

AMBA

AMBAᆧΐҰଯજЋຽϖᜈ۞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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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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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ap Shots
商院視窗

治大學AMBA在8月10日於逸仙樓舉行訪韓成果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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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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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韓國在九七金融風暴時，曾因財閥過度泡沫化而一

個單位都能肯定的說出未來的規劃」，和台灣總是延宕的

蹶不振，但短短幾年之間便迎頭趕上，不但成為四小龍

情形大不相同，無怪乎韓國能在短時間內崛起。形容參訪

之首，更與許多世界知名企業並駕齊驅，韓國的產業復

韓國親歷的震撼，「韓國是一個很能改變的民族，所以能

甦令人好奇，其文化政策的成功也令其他國家刮目相

有今天的面貌」，95級AMBA學生潘彥廷如此說道。

看。於是A M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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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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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參訪的行程涵蓋整個南韓地區，AMBA一行人

台北韓國貿易館課長金亨旭當日也勉勵台灣學生，台灣和

在短短10天之內走訪釜山港、高鐵、三星集團、觀光產

韓國情形相似，不論是歷史因素或地理條件關係，都必須

業、釜山電影、Heyri藝術村，以及仁川自由經濟區。從

以開放市場求生存，雖然韓國發展很快，但社會中仍有其

地理環境、興起背景都事前進行了解，以便跟得上韓國

黯淡的一面。此外，他認為中文將會是未來世界上第一大

人的腳步，正如AMBA執行長黃秉德所說：「參訪是確

語言，台灣比韓國更具有語言上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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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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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韓國的10天參訪當中，學生深刻感受到民族性對

鍵；而商學院蘇瓜藤院長認為，我國的民族性軟，不見得

其產業發展的深遠影響，「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是他

就是不好，不同的民族性有不一樣的危機處理方式，台灣

們的最佳寫照，凡事一定要做到最好，展現出他們對自

能躲過九七金融風暴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此外，蘇院長

我的高度期許，積極、主動、改變，更是他們建設發展

也提醒大家，不只是將韓國看做競爭對手，更要適時合

迅速的原因。97級AMBA學生葉予婕指出，「參訪的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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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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商學院院友通訊

Chengchi

College of

Commerce

˘Њᛳ  ̂ ߆ ٺથ ੰ ˠ ۞ Ώ ۏ

ԧࣇྕᇞ۞ᔛኛଋֽםӄથጯੰ൴णĂԓ୕д̂छ۞Ӆ˧̝˭Ă
ޝԣ۞ԧࣇಶΞ֗͵ࠧѺ̂થጯੰ̚Ăឰ̂छͽ֗ࠎથጯੰ७̓ࠎၷĄ
ଋ۞ᚥĂ̙ኢܛᗝкဿĂౌࠎથጯੰдՐמ۞࿅̚Ăڦˢͧ
۞ਕณĄ
߆̂થጯੰੰܜāᛂϝᘼ

઼ϲ߆̂ڼጯથጯੰጯఙ൴णૄܛ͗
๗ഠ͗ ͗ЩĈ઼ϲ߆̂ڼጯĞ512͗ğ
Ŗኛٺ౯ොොځĈથጯੰጯఙ൴ૄܛ͗Ă๗ഠԆலޢĂኛ๗ഠྤफ़ᇆώͽ็ৌٕฎ͞ёਖ਼Ҍ
ĶથጯੰጯϠְચᄃ७̓ڇચᏱ̳ވķĂਖ਼ྤफ़тώࢱ˭ٙ͞ϯĄ

ཱིĈ27841217217ௐ˘થຽᅙҖ͢ߝ̶Җ
ොĈؠϡ0ĞBഠีğםӄથጯੰጯϠᔙШ઼ᅫᅳఞࢍ൪ĂĞCഠีğረᐽࡁտמିरࢍ൪
˘ਠϡ0Ϥጯఙૄܛგந؎ࣶົᚯፋវྻϡ

ܫϡΙॕഠຍᙸ३

ϔ ઼ ţţţѐ ţţţ͡ ţţţ ͟
ώ ˠ ţţţţţţţţţţ Т ຍ ͽ  ܫϡ Ι ॕ ӄ ઼ ϲ ߆  ̂ ڼጯ થ ጯ ੰ ጯ ఙ ൴ ण ૄ  ܛĂ ͞ ё т ˭ Ĉ
˘ ă ϔ ઼ ţţţ ѐ ţţţ ͡ Ă Ҍ ţţţ ѐ ţţţ ͡ Ă Տ ͡ ॕ ഠ າ έ ။ţţţţţţ̮
˟ ă ϔ ઼ ţţţ ѐ ţţţ ͡ Ă ಏ ඊ ॕ ഠ າ έ ။ţţţţţţ ̮
ˬăśᅮࢋॕഠᙋځ३ͽљٯٙඁ
 ٶᐝ Щ Ⴭ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 Њ ᙋ ф ཱི Ğ ٕ  ˘ በ ཱིğ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α ă Ι Ҿ Ĉ ś VI SA

ś MasterCard

ś JCB

ś ᓑЪܫϡΙ

Ι ཱི Ĉ śśśś ę śśśś ę śśśś ę śśśś
൴ Ι ᅙ Җ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ѣ ड़ ഇ ࢨ Ĉ ţţţ ѐ ţţţ ͡
 Ι ˠ ᘪ Щ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Ğ ื ᄃ  ܫϡ Ι ᘪ Щ ˘  ğ
̣ ă ώ ˠ ࠎ ś ߆ ̂ ७ ̓ţţţţţţţţţր  ٙ ல ຽţţţţţţţ  ඕ ຽ


ś

̱ ă ॕ ഠ ϡ  Ĉ ś   ؠϡ Ğ B ഠ ี ğ  םӄ થ ጯ ੰ ጯ Ϡ ᔙ Ш ઼ ᅫ ᅳ ఞ ࢍ ൪
śؠϡĞCഠีğረᐽࡁտמିरࢍ൪
ś˘ਠϡĈϤጯఙૄܛგந؎ࣶົᚯፋវྻϡ
 ڇચ ಏ Ҝ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 ੈ г Ӭ Ĉ ś ś ś 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Ĉ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 ৌ Ĉ 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ţ
Ŗ ॕ ഠ ຍ ᙸ ३  ԁ  ޢĂ ኛ็ ৌ Ҍ Ĉ Ğ0 2 ğ 2 9 3 8 - 7 5 2 4
  ٕ ฎ  Ĉ έ Δ ξ 2 2 7 ͛̋ ડ   ߱ ˟ ྮ ݑ7 5 ཱི Ă ช ΅ ሁ 4 ሁ
Ķ߆̂ڼጯથጯੰጯϠְચᄃ७̓ڇચᏱ̳ވķќ
   ྖ Ĉ Ğ 1 3 ğ 3 : 4 : . 41 : 2  ̶ ፟ 7 6 4 : 2  ӓ   ܩ ؤӄ ந

AW048-CARD.indd 1

2008/10/7 2:36:46 PM

ᔁᔁଋĊኛᄃԧࣇܲᓑᘭƂ
Thanks for keeping in touchĊ
дѩই̷ഇ࠽ጯܜăጯؓࣇĂ
ਕૉӈॡ۞࣎ˠྤੈ೩ֻගԧࣇĄ
ឰԧࣇᄃଋᛸ͘Ă
ВТӅ˧གྷᒉથጯੰ̂छलĊ

७
ؖ

̓

ྤ

फ़

ᓑ

ඛ

ܑ

Щ

ᓑඛྖ
ڇચ̳Φ
ᖚҜЩჍ
லຽրٙ
லຽѐب
̄ܫቐ
ᓑඛгӬ

ޙᛉᄃጱ

ѩγĂтڍଋ͘ᙝѣЇңᙯٺથጯੰ࿅ـ።Ϋ۞ͯăྤफ़Ă
ᝌܓଋ̙ӊྤफ़۞ኑώٕϒώ೩ֻගԧࣇĂᖳಱથጯੰੰΫވĊ
˲а็ྤफ़ᓑඛܑٕ೩ֻથጯੰ࿅ـ።Ϋͯăྤफ़۰Ăԧࣇ˵౯થੰ̈ᖃݡᓠ࿌Ă
ຏᔁଋ၆થੰ۞ሤଐа㒝Ċ
ኛଋͽ˯ྤफ़ฎҌ
Ķ116έΔξ͛̋ડ߱˟ྮݑ64ཱིช΅ሁ3ሁ ઼ϲ߆̂ڼጯથጯੰጯϠְચᄃ७̓ڇચᏱ
̳ވĞOSAASğќķٕۡତ็ৌҌĞ02ğ2938-7524Ăຏᔁଋ۞ሤଐםӄĄ
E-mailĈwanting@nccu.edu.tw
ྖĈ02-2939-3091̶፟65391

AW048-CARD.indd 2

ᓑඛˠĈӓܩؤӄந

2008/10/7 2:36:46 PM

AW048-COVER-PA-PZ.indd 1

2008/10/3 8:55:15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