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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鴻鵠之志 留後世之史

Special Report

本院自95年獲得教育部頂尖計畫經費支持後，得以加速國際化教學與研究發展，在短期目標方
面，致力於在3年內進入Financial Times 世界商管學院前一百大排名。感謝全體同仁之努力衝刺、校

Snap Shots

友之持續支持及前院長周行一教授之積極領導，這個目標在今年有了重大突破，我們在MS排名獲全
球第47名，EMBA排名獲全球第73名。97年頂尖計畫執行部分，亦已於10月24日完成自我評鑑，在
計畫整體執行績效部分，本院獲外部委員評鑑為優良，在研究部分則仍有提升的空間。

MBA Bulletin Forthcoming Events

本院之發展以國際化為基礎，除了積極參與國際商管認證外，將努力建立具國際水準之優良學
習環境，並致力於提供更優渥的條件，以協助本院教師深化其研究層次，及發表更多具國際影響力
之期刊論文。在未來，本院將著力於拓展兩岸交流及締結姊妹校，以增加本院師生學術合作交流之
機會；而本院發展已久的台商班，亦能於此發揮效益，進一步促成亞太管理研究領域之發展。
本院未來藍圖，將參考荷蘭Rotterdam管理學院推動國際化的作法，以及AACSB、EQUIS、
Financial Times Ranking等評量指標，致力調整教學體質，並運用本院既有之個案教學優勢，以發
展出更具特色之研究領域。爭取國際認證之過程相當漫長，極大部分仍有賴校友的持續支持，尚祈
您給予肯定，攜手共進，為政大商學院邁向國際一流商管學院之路奠定更堅實的基礎。

Life Sketch

商學院院長

編輯室報告

今

年英國《金融時報》商學管理碩士排名調查中，

培育出無數金融頂尖人才的資深教授侯金英老師，

我們獲得了全球第47的成績，也是全台灣第一。

您知道她是如何聰明地安排她的人生規劃嗎？陪伴商學

對於我們一步一腳印，提升商學教育品質與水準等面向

院走過50年的資深教授雷惠民老師，一路以來為商學院

所做的努力，是一種最實質的肯定與鼓勵。

的貢獻與付出，也值得您致上最深的敬意。同時，我們

呼應蘇院長期許，商學院以邁向國際化為發展之目

也邀請了特聘教授獲獎人選——企管系管康彥老師以及

標，本期刊物中，我們將介紹商學院與加拿大西安大略

統計系楊素芬老師，暢談他們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

大學IVEY商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雙方規劃於3年內共

期許；詳情請見本期「專題報導」單元。

同撰寫25個台灣知名企業個案，並於日前共同發表首批

風管所畢業的林建智校友，憑著他的堅強韌性與好

完成個案之成果；政大商學院更成為國內獨家代理IVEY

勝心，在人生的各領域上交出亮眼的成績單。本期「封

個案的發行中心。此外，德國名校U n i ve r s i t y o f

面故事」就要帶您一探這位橫跨產學兩界傑出校友的精

Mannheim校長亦於10月時親自來訪參觀分享我們與國

采表現。

際接軌之具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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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商學院小記者 楊馥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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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是政大商學院第一位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的教

他的教學方式見解獨到。個案教學時，必先講授課

授，19年前即開始在政大服務，在鮮少人重視研究

程，才討論個案。「如果同學在一個沒有適度學理基礎調

的年代，便已開始在研究道路默默耕耘著。孤單也好、沒

教下，就去討論個案，那常常是言不及義。」

人關注也好，他依然堅定、踏實地走在這條路上。如今，
他獲得特聘教授的榮譽。

研究、教學、服務均衡發展
研究、教學之外，管康彥有時也身兼行政職。他說：

一步一腳印 堅定不懈研究信念

「做事要做到盡責，就得花很多時間；如果在某一領域花

「這是遲來的正義。」說起話來有條有理、神態自若

很多時間，就免不了剝奪另一領域的時間。」因此，他心

且安適的企管系教授管康彥，如此形容他獲獎的感受。特

中有理想的教授生涯規劃藍圖。資淺教授專心研究，較資

聘教授的榮譽，肯定他在研究、教學與服務領域的貢獻。

深教授以教學為重，最資深的教授經驗豐富，以服務為

從無人關注研究的以前，到研究受到極大重視的今

重。而在目前講求三者均衡發展的體制下，他表示，要找

天，管康彥在研究領域有一番心得。他引用一位日籍世界

到三項全能超人型的教授實在不易，應該讓教授有各自展

權威學者野中郁次郎所言「Most papers published in top

現其長才的舞台，同時他也認為校方應多實質表揚那些

journals are garbage.」，堅信真正對社會有幫助的研

「非擔任行政主管、卻常常在支援行政事務的教授們。」

究，必是長期深入的耕耘，而非短期內一蹴可幾的成果。

談到對商學院的感想，管康彥相當感謝前商學院院長
林英峰，使商學院目前享有現代化的建築與硬體設備。提

日本取經強化國際觀 教學不遺餘力

到商學院的未來，管康彥希望商學院走向院實體化，「商

管康彥近年來都在研究日本企業組織變革與轉型，探

學院的性質和其他學院不同，院實體化能使商學院更獨立

討長年不景氣下，日本企業的生存之道。甚至在1998年開

自主、彈性更高，這也是目前世界各國商學院的走向。」

始學日語，1998∼1999年赴日一年開拓了他的視野，回

最後，管康彥也呼籲商學院校友們善用商院的資源。

國後更加強深化這項研究與相關的教學。擔任特聘教授

「新挑戰不斷地出現，舊有知識也可能過時，歡迎大家與

後，管康彥也會持續進行此項研究，他表示：「成果已逐

我們老師高度聯繫，獲得更好的售後服務！」他期許校友

漸成形，現代日本企業融合了東西方經營管理的精髓，且

們能與老師多交流，讓企管知識與時代俱進，更為有用。

佈局中國甚深，我相信這無論對台商，或是轉型中的台灣
都會有很大的啟發。」

გ̈ ޜᑫ९

由於研究對象在日本，管康彥常在寒暑假帶領政大學
生赴日本企業觀摩研習，瞭解現代企業的變革思維，同時
也落實管理教育國際化，更激發許多學生對日本的興趣，
有些學生還因此畢業後即在日本工作。談起學生，他神采
奕奕；教導學生，他不遺餘力，「在教學上，我就是只要
教室裝得下，我一定簽。」

現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專任教授
學歷：美國西北大學組織管理博士
經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
經濟部研究發展委員會研究顧
問、國防部中山科學研究院計
畫處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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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教授專訪

楊素芬
積極創造研究價值
文∕院慶特刊記者

陳文心

幾年來連續獲得傑出研究講座教師獎、學術研究優

近

學術環境完善 期許各領域研究整合

良獎、國科會研究獎之後，統計系楊素芬教授再度

政大的教學相當頂尖，但教師的教學負擔過重。她認

榮獲97學年度特聘教授。對此，楊素芬教授謙虛地說：

為若要教師們能更投入研究，應比照其他公立大學，減少

「我只是運氣好，院裡還有很多老師也相當優秀。」

授課時數。近幾年來，政大的學術研究和教學環境有很大
改進，研究獎和教學獎的設立，對老師而言是很好的誘

做研究「勤勞踏實、追根究柢」

因，學校期刊論文發表數和教學成效也突飛猛進。她認

「勤勞踏實、追根究柢」是台塑集團創辦人王永慶一

為：「學校以研究團隊的方式來提升研究能量是件好事，

生奉行不渝的人生哲學，同時也是楊素芬視為圭臬的研究

但需要時間，可能要好幾年才會有明顯成果。」她希望團

理念。在政大任教以來，秉持著永恆持續的原則，做研究

隊的老師間慢慢地尋求共識以逐漸提升研究能量。

18年從未中斷，「做研究要持續且有耐心，千萬不能中

擔任特聘教授後，對於提升本校教學、研究之規劃，

斷。一旦中斷就糟糕了，因為知識要銜接起來，往往要花

楊素芬教授擔負起研究團隊召集人的責任，就工業統計、

上加倍的時間。」

貝氏統計、醫藥統計等三個領域，結合統計系五位老師不

在做研究的態度上，她表示，要花很多時間去吸收新
知，如此才能了解現今發展和趨勢。除此之外，做研究還
要有創意，才能得到有價值的研究結果。

同的專長，讓這三個領域各自發展，也希望未來能與其他
系所合作，開創更多元化的研究與方向。
談到對校友的服務，楊素芬不禁感嘆，「學生畢業後
剛開始還會聯絡，時間一久，都不知道他們的情況嘍。」

教研是本份 樂在其中最重要
談到教學，楊素芬教授強調：「教書是良心事業，我們

她認為商院季刊能夠搭起母院與院友之間的橋樑，是一個
非常有用的溝通平台，也期許大家能夠善加利用。

授予學生專業知識，但對於鬆散的學生也要嚴格要求。」儘

৵̈ ܆ᑫ९

管她認為「教學跟研究是本份」，楊素芬教授不諱言做研究
相當辛苦，「要從中產生興趣，才會樂在其中。」

現職：政治大學統計學系專任教授

教學不僅只是授予學生課本專業知識，也須告訴學生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河濱校區統計博士

實務應用案例以吸引興趣，更應鼓勵學生為自己的將來及

經歷：政治大學統計學系系主任、品質
學報編輯委員；Communication
i n S t a t i s t i c s、J o u r n a l o 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IIE Transactions等刊
物期刊編審

早做努力。
專業知識的實務運用對教授而言是寶貴的經驗，而其
成效則會帶來莫大的成就感。楊素芬教授舉國科會產學合
作計畫研究工業用筆記型電腦耐摔落性為例，以統計方法
決定筆記型電腦設計方式，大大提升企業電腦之抗摔落品
質。在教學中讓學生知道統計方法如何可以與科技或金融
結合，理論可以應用於實務，更能吸引投入。

政治大學特聘教授介紹：
政治大學為獎勵校內專任教授在教學、研究及服務上之卓越表
現所授予之榮銜。商學院共有14名教授獲選，本次特別專訪管
康彥及楊素芬教授。
߆̂થ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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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97年11月11日共同發表首批完成的台灣本土個

案。此為國內首次與國外學者合作撰寫台灣本土個案，透
過本合作計畫，希望將台灣本土個案推向國際舞台，並進
一步奠定政大在個案教學及研究之領導地位。
個案教學近年來廣泛的應用於全球高階商管教育上，
而國內採用個案教學的比例亦與日遽增，但迄今為止，個
案教學所採用的教材仍以國外知名企業為主，關於國內企
業的個案仍相當有限。事實上，台灣有許多值得借鏡的優
良企業個案，只是未能透過學術界有系統的開發撰寫，使
之完整推廣落實於全球商管教育。因此政大商學院於去
（96）年9月與Ivey商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

œ 吳安妮教授（左起）、于卓民教授、政大樓主任秘書永堅、商學院副院

長蔡維奇、加拿大Ivey商學院代表陳時奮、喬美國際董事長簡永松、周
行一教授共同啟用政大商學院Ivey個案發行網站。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雙方將於3年內合
作開發撰寫25件以台灣本土企業為主軸的個案，並由雙
方教師聯名發表，讓台灣的本土企業可以在世界上更加發
光發熱。
加拿大Ivey商學院獲『華爾街日報』評為全加拿大第
一商學院，對於個案教學研究擁有悠久的歷史，同時亦深
耕已久於研究開發亞洲商業個案。政大主任秘書暨企管系
樓永堅教授即表示，本項合作計畫不但可以開發出高品質
的台灣本土個案，更能透過Ivey商學院的個案發行通路，
將台灣個案推向國際舞台！而Ivey商學院陳時奮教授也表
示，雙方規劃除了在3年內完成撰寫25個台灣知名企業個

●企管系別蓮蒂教授和Prof. Shih-Fen Chen（陳時奮）以
聯強國際為對象，探討企業行銷議題。
●會計系吳安妮教授與Prof. David Sharp以匯豐汽車為主
題，探討企業平衡計分卡之應用。
●財管系周行一教授與Prof. Jim Hatch以喬美國際為主
題，探討財政與企業家精神。
●企管系于卓民教授與Prof. Paul W. Beamish以捷安特為
對象，探討台灣腳踏車工業如何跨足國際。
●資管系蔡瑞煌教授與Prof. Darren Meister，以寶來集團
為對象，探討企業資訊化、電子化。

案，也將合作辦理個案教學師資培訓班，提升台灣在個案
教學的師資。

產業與學術合作 企業個案經驗分享
在此次個案發表會中，也邀請到撰寫個案的財管系周

今年首批完成之個案項目

行一教授與企業代表喬美國際簡永松董事長進行本次合作

●金融系江永裕教授與Prof. Glenn Rowe以理律法律事務

經驗分享。周行一教授表示，此次與國外學者以「喬美國

所為對象，探討企業領導與倫理。

際」為主題，探討財政與企業家精神，對於促進理論與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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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近年推動參與式個案教學成果
2006.01
開始遴選商學院種子教師至HBS進修PCMPCL課程，迄今已薦送
32位教師參加。
2006.04
成立參與式教學與研究發展辦公室（Participation Educ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Office）
2006.05
與哈佛商學院( HBSP )
簽約，成為HBSP在台灣
與新加坡的個案分配中
心，提供參加HBS主辦的
PCMPCL之學校，個案訂
購與配送服務。
2007.03
元大京華證券集團贈予政治大學商學院國際水準的「元大講
堂」，讓個案教學法可在政大順利開花結果。

œ 周行一教授（圖右）與喬美國際簡永松董事長（圖左）為本次個案代

表，向與會人士分享合作撰寫個案的緣起與過程。

務的結合有極大的助益。而參與個案研究教材的撰寫，不
但能讓台灣學生更瞭解本土個案，透過生動的個案教學，
學生也更能融入課程學習，對老師而言是莫大的鼓勵。簡

2007.09
與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學Ivey商學院簽訂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將於三年內合作開發撰寫25份台灣的本土企
業個案，並由雙方教師聯名發表，發行於全球。

永松董事長表示，透過參與本次的個案研究計畫，他也發
現了公司許多不足之處，彷彿讓公司做了一次健康檢查。
除了感謝政大給予這次機會，也期盼未來有更多優秀的本
土企業接受個案研究，打響國際聲譽。

政大商學院Ivey個案代理發行中心
正式啟用
此次個案發表會亦同時舉辦Ivey個案代理發行網站啟
用典禮，政大商學院將成為國內獨家代理Ivey個案的發行
中心。未來政大商學院將同時代理發行全球個案發行量排
名第一及第二的哈佛個案及Ivey個案，除了可縮短直接向
國外訂購的長途寄送時間，提供全國大專院校更直接便利
的個案訂購與配送服務，同時也以更優惠的價格提供個案
販售服務，將大幅提升全國商管教育能量。

ѣຍࢎᔉIvey࣎९۰Ăኛۡତ̂߆זથጯੰIvey࣎९ந
൴Җშ৭ણ҂ߤྙĞh t t p://w w w.i v e y c a s e s.n c c u.
edu.twğĄ

2008.06
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寶來文教基金會以及游忠德先
生共同捐贈『頂尖學園』，除既有的90人座元大講堂外，另外興
建四間60人座參與式個案教學教室及一間100人座多功能室。
2008.07
與加拿大Ivey商學院
合辦全國教師個案
教學研習營。

2008.09
與加拿大Ivey商學院簽約，成為Ivey在台灣地區唯一的個案分配
中心，提供個案訂購與配送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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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過日治時期到現今的台灣社會，現年77歲的侯金英

的課程，學生人數

老師，1959年進入政大財稅系任教，本著「教育為

總是大爆滿，甚至

良心事業」的理念， 為台灣培育出無數金融頂尖人才。

連非本科系的旁聽生都把教室擠得水洩不通。
民國65年，侯金英老師轉授銀行系，在擔任系主任期

最懷念被稱「侯老師」的時光

間，她與學生互動頻繁。她經常對學生說：「老師在課堂

前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侯金英，出身於台南地方望

上傳授給你們的只是了解分析現象的工具，如何運用則要

族，中學以前接受的都是日本教育，後來進入台南女中並

靠你們自己。」直到如今退休在家，還是有許多學生經常

考進台大經濟系，成為第一屆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唯一的

到家裡拜訪請益。侯老師始終以學生的成就為榮，她認為

女學生。

當初選擇教職，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研究所畢業後接受當時政大財稅系系主任張則堯老師
的大力邀請，她進入政大教書。侯金英老師自述，從求學

內外兼具

教學不忘家庭

過程到進入職場，她擁有許多不同的稱號，有人叫她「侯

談起家人，侯金英老師臉上掩不住喜悅的神情。與先

教授」、有人稱她「侯董事長」，但她最喜歡，也最懷念

生梁國樹老師結婚後，她雖然忙於教書，卻仍不忘做好身

的，還是學生稱她為「侯老師」的那段時光。

為一個妻子與一個母親應盡的責任。退休後的她十分滿足
現況，平常的休閒不是打高爾夫球，就是跟孫子一起四處

講課清晰

學生爭相修習

旅遊。

剛開始任教的侯金英老師，一方面要顧及家中年紀尚

「人生的舞台除了職場舞台外，還有為自己生活的舞

小的子女，一方面尚未累積足夠的教學經驗，往往花上一

台，應該留一點時間給自己，為自己生活。」走過48年職

個禮拜準備教材，只為短短一小時的授課內容。她扎實又

場的輝煌時光，人生中有大半輩子時間貢獻給台灣金融界

有條理的授課方式，從剛開始在財稅系所開設的經濟分

及教育界。未來，她打算利用退休後的空閒時間，替自己

析、經濟數學，到後來的貨幣銀行學，只要是侯老師開設

寫一本回憶錄，留給後代子孫。

̈ ࡻܛܭᑫ९
現職．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董事長
學歷．台灣大學經濟系學士、台灣大學第一屆經濟研究所碩士、美國范彼德大學碩士
經歷．政治大學財稅系教授、政治大學銀行系（現為金融系）系主任、台灣省政府委員、台灣金
融暨銀行學會理事長、台灣金融研訓院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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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貿系資深教授專訪

雷惠民
走過商學院50年
文∕院慶特刊記者 楊馥如（本文轉載自政大商學院50週年院慶特刊）

陪

伴政大商學院走過50年歲月，雷惠民老師對政大商

務，直到82年退休為止。此外商院大樓在興建前成立的規

學院及國貿系的情感至深，誠如好酒沉甕底一般，

劃小組，也由他擔任秘書。

愈陳愈香。

座右銘——正直誠信、公正無私
苦生活

堆砌好感情

擔任院務助理及在公企中心擔任訓練組主任期間，他

雷惠民老師是國貿系第一屆校友。憶起當年，他說那

堅持的原則：公平、公正、沒有私心。他自信地說：「院

是「生活較苦、感情卻比較好」的年代。「5塊錢就吃三

長甚至將私人圖章放在我這裡。」若院長因公外出，各單

頓，神奇吧？」新台幣150元現在只能吃兩餐，但當年可

位簽辦會商學院的最速件公文就由他代閱，足見他的大公

是他一個月的餐費。

無私，讓院長十分放心。畢業後的學生也很感激他，因為

想當年，他最記得白瑜老師和韋從序老師。「老師將
我們視為子女，他交代的事，我們一定全力以赴！」和老

老師當時對他們不留情面的要求，讓他們在職場上也以此
準則要求自己。
重視語言能力的雷老師，認為要多學幾種語言，無論

師感情好，加上做事認真負責，畢業後，受到當時商學院
院長韋從序教授的邀約，回到商學院特別教室服務。

將來就業或升學都會有幫助。在一次因緣際會下，他陪同

雷惠民老師連續12年擔任三位院長韋從序、任維均、

慈濟基金會前往北韓勘災，刻苦的生活及慈濟濟世精神，

魯傳鼎教授的院務助理，長期兼任行政工作的他，身心均

都令他印象深刻。回國後，當時的國貿系系主任林柏生教

感疲乏，曾經一度想要轉往金融界工作，那時對方開給他

授與他談到，希望能培養在校學生多關懷社會的無私精

的條件相當優渥，職等相當於副理以上。但因為韋從序、

神，於是他成為首堂商學院人文關懷課「人文與企業—

林英峰教授的慰留，珍惜與老師之間情感的雷惠民老師，

以慈濟精神之探討與實踐為例」的幕後推手。

決定再度留在政大，但不兼任行政工作。

去年12月底，國貿系系友會舉辦系友與學生對談的國

專心教學的他，不到兩年時間，又再度被當時的公企

貿薪傳論壇活動，雷惠民老師以其豐富的職場人脈居中牽

中心主任殷文俊教授，力邀擔任在職訓練組主任，他做了

線，功不可沒。他表示，以商學院的優勢及豐沛的師資與

7年3個月，並歷經兩位主任—殷文俊、華力進。民國80

專業水準，在校學生應該好好善用資源，努力追求新知，

年林英峰教授擔任商學院院長，又邀他回到院長室襄助院

他相信商學院學生的未來應該會走得更好。

ϔ ̈ᑫ९
現職．政治大學國貿系系友會榮譽理事長
學歷．政治大學國貿系
經歷．裕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兼總經理、士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巨光設計印刷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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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心、獅心、
赤子心

風管所第二屆傑出校友——
典型獅子座好勝性格的林建智
憑著一股堅強的韌性與毅力
在求學與事業的道路上
一路過關斬將 創造紀錄與工作價值
活出他充實而精采的人生

林建智

ଳణᇤ͛ƟӓܩؤāᛷᇆƟԠ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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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林建智以約4年的時間拿到英國碩
士與博士的學位，並創下畢業論文完

全不用修改的紀錄。放棄了業界提供的工作機會，他選擇
返回母校，貢獻一己之力。別以為面對熟悉的環境就可以
輕鬆以對，好勝的他，不斷要求自己在人生的各領域上交
出漂亮的成績單。從小到大，儘管他的生活圈似乎都離不
開學校的範疇，然而，跳脫平淡無奇的校園刻板印象，林
建智活出他充實而精采的人生。

ՐጯྮāҋᛇᔙՎ
法律系畢業後，基於自己對保險研究領域的興趣，林
建智接受老師的建議，選擇進入剛成立不久的保險研究所
就讀，從此也與商學院種下不解之緣。他有些不好意思地
說，自己從小考運就不錯，「包括考研究所，到後來的公
費留考，或是在台灣、國外考駕照等，我都沒有找補習
班，常常是自己找朋友教一教，準備、練習一下就考過
了。」學習能力超強的他，就像塊海綿似的不停吸收，無
論各種考驗都難不倒他。
œޙڒംаጸ༊ѐдࡻ઼ጯ۞Ϡ߿Ăጐგ༱ְБያҋ̎ጬၤ৶Ă

回憶起當年就讀保險研究所時，所長施文森老師嚴格

ҭҹࢦࢦڇᙱᙯ̝ޢĂ˵ݒ౹˭౾̀லຽኢ͛ԆБ̙ϡ࣒Լ۞ࡔᐂĄ

的教導態度，帶給林建智很深刻的印象與影響。
「當時班上只有8位全職同學，每天到學校後都要定

進入學校工作後，為了充實自我，並追求更高深的學

時簽到、簽退，所長除了要求你要認真上課之外，你要到

問，林建智參加公費留考，成功取得出國進修機會。留學生

社資或圖書館唸書，都必須要事先報備，因為他隨時會查

活大不易，他笑著說，「第一年到國外時，真的是非常的辛

勤。」林建智表示，也就是因為老師這般軍事化的嚴格規

苦，不但是『拋妻棄女』，更要重新適應學生念書與考試的

定，大家更能夠真正靜下心來念書，奠定良好的讀書風

生活，離鄉背井，全都得靠自己奮鬥摸索……。」在重重難

氣。除此之外，由於與同學每天都相處在一起，更是培養

關的考驗之下，憑著一股堅強的韌性，以不到4年的時間，

了濃厚的情感，「直到現在，大家還會攜家帶眷一同出

他一路披荊斬棘，不僅順利拿下另一個碩士學位，更旋即朝

遊、參與聚會，友誼歷久彌新，也算是一種學習之外的附

向博士學位繼續奮鬥。博士論文口試時，更憑藉著他優異的

加收穫吧！」

研究表現，通過最高等級的學位資格要求，獲得口試委員一
致同意論文不需進行修改的高度肯定。

ፄିᖚāᐹྼጯఙ໒ૅ
念完保險研究所，正好是林建智人生的轉捩點。不管

णԈဦāඕЪநኢᄃ၁ચ

是家人或朋友，甚至在自我的認知上，總覺得他的未來脫

林建智除了將所學貢獻母校、作育英才，也協助保險

不了法律或商界的範疇；但在保險所畢業後，儘管有許多

業界設計規劃其公司之經營管理制度。此外，他更整合學

業者願意提供他工作機會，林建智卻選擇教職一途，跌破

校所學之保險與法律等專業知識，與過去在專案實務上的

大家的眼鏡。

經驗，參與建構與民生相關的保險政策與法令規章。例如

他回憶道，「那時候指導教授陳繼堯老師非常地照顧

全民健保制度之諮詢提供、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的修改與

我，當我在企業實習時，透過他的關係，接觸到很多高層

制定，以及因應921地震而規劃建立的住宅地震保險制度

主管，學到許多難得的寶貴經驗。」在老師細心的引導之

等。

下，激發了他對學術的興趣與渴望；當面臨事業抉擇的分

就專業法規而言，很多學者總是全盤引進國外的制度

岔路時，他聽從恩師的建議從事教職，成為當時政大最年

與作法，但是林建智認為，一個務實的政策制定，必須先

輕的講師。

對國內法律體系與市場架構有清楚了解，法案才可能切實
߆̂થጯੰੰ఼̓ੈ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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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提到自己在技術法規上的著墨與心血，他自信地表

才、甚至是在研究成果的落實等，都是一種成功的展現。

示，「通常我在研究計畫所提出的改進建議，多半都能轉

他認為不一定要好高騖遠，建立一個積極、可行的目標，

換為實體上的法規，這也是我覺得自己最有貢獻的地

才是最重要的。

方。」

除了擔任教職，林建智也身負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在求學以及工作的過程中，難免會遭遇挫折與困難，

主任與I M B A執行長的重擔，在國際競爭日趨劇烈的今

笑稱自己具備典型獅子座好強性格的林建智說，「我的好

天，各大學莫不致力於提升課程水準與服務品質，尋找自

勝心很強，當壓力愈大時，愈能激發我的鬥志。」每當困

我定位及發展獨特的優勢，才能在世界舞台上站穩腳步。

難或挑戰擺在眼前，面對該選擇跨越或放棄的分叉路上，

「我們的願景是要成為世界上一流的商學院。我們的對手

他總是能冷靜思考判斷問題的根本，抱持積極處理的態

將不只是在台灣，整個大陸、歐美名校，都將會是我們競

度，按部就班解決難題。

逐的對象。」他用堅定的口吻如是說，推動落實商學院國
際化的任務，責無旁貸。

ኘјΑā྿јล߱ϫᇾ

最後，林建智勉勵所有同學們用心將所學的知識、訊

對於成功，林建智也有其一番獨特見解。「在人生的

息內化並活用，「我一直跟學生講，不要讀死書，知識要

每個階段中，你都會有不同的目標，當你在那個階段完成

能靈活運用；我甚至鼓勵他們多閱讀雜誌漫畫、觀賞電視

設定的目標時，我認為這就是成功。」或許成功對很多人

電影、聽流行音樂等。」從每天的生活細節中，只要秉持

而言，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想；然而，他卻提出另一個思

你的赤子之心，發揮觀察力與想像力，知識隨手可得，一

考角度，舉凡獲得學位、家庭和諧圓滿、乃至於作育英

定可以讓你體會更深的領悟與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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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在教學、研究、國際化等三個架構上提出創新與變
革，盡力打造國際化校園，提高教師研究品質，亦積極與

߆̂થጯੰგநჇ̀ၷᒔ

ࡻ઼ĮܛᏉॡಡį
ଵЩၳāБௐ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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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知名商學院締結姊妹校、合作移地教學。值得一提的
是，在此次的《金融時報》排行前10名當中，就有3所是
政大商學院的姊妹校。
此次代表政大商學院參與排名的國際經營與貿易學
系，不但是商學院的創院元老，更累積超越半世紀的豐碩
理論研究和實務根基。系主任郭炳伸表示，國貿系強調面
對總體經營環境，培育解決問題能力，期望學生有朝一日

英

國《金融時報》新出爐的2008年全球商學管理碩士

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商場占有一席之地。2008年有幸代表

（Financial Times Masters in Management）排名

政大商學院參加《金融時報》全球商學碩士管理課程排

調查當中，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M S i n

名，和世界頂尖大學同場競技，榮獲47名的佳績實屬不

International Business）代表商學院參加評比，榮獲世界

易，更進一步邁向世界百大商學院的目標。

排名第47名。此名次不但是台灣之冠，更位居亞洲之首。

前政大商學院院長周行一表示，商學院此次榮登2008

由於該排名開辦之後向來以歐洲學校為主要入圍者，今年

年全球商學碩士管理課程排名，證明台灣學生有立足國際

首次有亞洲學校突圍成功，而政大商學院自眾多世界名校

的競爭力，不需妄自菲薄；現任商學院院長蘇瓜藤也表

脫穎而出，對於台灣甚至是亞洲地區的商學教育，具有非

示，此次獲得47名的佳績不但是商學院的榮耀，整個政大

凡的意義。

也與有榮焉。然而躋身世界之列雖然象徵外界的肯定，但

礙於地理位置隔閡，台灣學校往往難以見著於世界，

商學院並不會因此陷入排名迷思，在經過世界各個頂尖大

為了登上國際學術殿堂，政大商學院在8系10所3學程齊心

學評比較量之後，更瞭解現有的競爭力和優缺點，期望

努力之下，於2006年獲得AACSB國際級認證，在競爭激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商學院未來更將繼續致力於國際

烈的國際商管教育中嶄露頭角。能獲得國際肯定絕非一蹴

商管菁英人才之培育，為台灣及國際社會提出商管領域在

可幾，商學院一直以來都將世界級的評比標準列為具體目

學術及實務上之嶄新貢獻。
● 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
英國《金融時報》是全球最有公信力的百大
學院排名舉辦單位。每年固定邀請擁
有AACSB，EQUIS，AMBA全球三大商管教
育國際認證的學校參加排名，而每年針對全
球商學院的MBA、EMBA以及MS依據各項指
標進行排名。
● Financial Times Masters in Management
The top 50 Masters in Management
Programmes
《金融時報》2005年開始針對歐洲學校，
沒有工作經驗的管理碩士學程進行排名，並
於2007年擴大對全球商學管理進行排名。
排名調查多達16項的評分準則，不但直接查
訪學校資料，更探訪畢業後的校友表現，經
過仔細的數據統計研究，遴選出質量兼具的
頂尖大學。
評分依據主要以課程校友畢業後三個月內的
就業率概況（政大就業率100%）、校方幫
助學生就業成功人數（政大排名第4）、學
院整體的國際經驗，以及教授是否具有博士
學位（政大96%），作為排名依據；總括各
項評分，政大商學院在排名榜上位列47，
以校友就業概況和師資素質方面表現尤為出
色。晉升全球前50大商學院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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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貿系系友會經內政部2007年12月19日函准設立社
團法人─「中華政大國貿系系友會」，於97年3月

29日在商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行成立大會。凡畢業系友均為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當然會員，並歡迎目前就讀之學生申請加入此會，俾增進

œ

「系友聯歡晚會」促進了系友及在校師生間之交流，活動結束後佳評如
潮。

國貿系系友間之聯繫、互助、情感交流，協助或贊助政大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國貿系加強經貿學術研究、實務與發展，舉辦有關國際經

念獎助學金以及第19屆系友設置的感恩獎學金外，自96學

貿專題講座或相關議題之研討、座談，設置政大國貿系在

年度第2學期開始，亦設置了清寒學生助學金，名額暫訂

校學生獎助學金及協助辦理急難救助事宜，以及從事社會

為每學期10名，給予有需要的每位學弟妹們每學期二萬

公益等活動等。

五千元的補助。另外，亦援助社會弱勢團體或個人，抑或

系友會的經費來源除了入會費、常年會費、事業費、

是贊助商學院及國貿系舉辦之各項學術活動。

委託收益、基金及其孳息外，很重要的便是系友們熱心的

96學年度系友會舉辦了很多活動，包括貓空健行、頒

捐款；除了運用在配合國貿系與外貿協會開授「國際貿易

發魯傳鼎老師紀念獎助學金、國貿系薪傳論壇、春遊杏花

推廣」課程，更邀

林、社團法人中華政大國貿系系友會成立大會以及系友聯

請傑出系友或重要

歡晚會……等等不勝枚舉。97學年度開始，系友會依舊將

企業人士講授「國

秉持成立之理念，以服務本系以及商學院的精神持續努

際商學經營專題」

力，希冀拋磚引玉作為其他系所成立系友會的參考，並歡

課程。

迎各界隨時提供意見，不吝指教。

此外，除了既
œ

為聯繫系友之情誼，系友會於96年11月10日
舉辦貓空健行活動之情景。

更多政大國貿系系友會的訊息請見網站 http://www.it.nccu.
edu.tw/alumni/associ/associ_index.htm

有的魯傳鼎老師紀

Ŗົࢍր

ົࢍጯրௐ24ب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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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後山及藝文中心等地，讓校友們重溫校園生活。我們也
特別安排系友們參觀位於商學院六樓，耗資千萬打造，專
屬哈佛個案研討的頂尖學園，與系友分享母院在提升教學
環境品質上所作的努力。最後，整個活動就在系友們輕
鬆、愉快的茶敘交談中，畫下了完美的句點！

͛Ɵົࢍր

由

會計學系主辦，第24屆會計系友返校參觀活動於10
月7日（二）圓滿結束！

這次的活動共有16位系友熱情參與，由政大大家長吳
思華校長致詞，為活動正式揭開序幕。為提供所有畢業政
大人一份關心、用心、貼心的服務，秘書處也為會計系友
介紹了今年暑假新落成的校友服務中心。接下來，參與的
œ

來賓們即在政大引水人的領導下，依序參觀了校史館、政

（前排左4）政大吳思華校長、（前排中）會計系鄭丁旺教授、（前排右
1）政大樓永堅主任秘書與參與系友之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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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其實習工作
多集中於專利檢
索和資訊管理；
在檢索的過程
中，除了學習到
閱讀電子零件設
計圖等技術面知

œ黃紫旻分享Finnegan事務所實習心得之情景。

智

財所學生經歷暑期國外實習洗禮之後，於10月7日

識，事務所的指導律師也不吝於分享訴訟實務經驗。其

分享其豐碩心得。本次由95級黃紫旻報告於美國飛

後，八月份於WHGC事務所擔任專利侵權財務分析的工作

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F i n n e g a n, H e n d e r s o n,

經驗亦強化了她在法律知識上的吸收能力。

Farabow, Garrett & Dunner, LLP）實習心得、96級謝夢

95級黃上上擔任MMOT國外培訓隨團助教，與學員共

蝶分享在安慶國際法律事務所（A k i n G u m p S t ra u s s

赴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華府喬治華盛頓大學、日本東京大

Hauer & Feld LLP）與美國環球科技法律事務所（Wang,

學及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專利商標局等司法單位或政

Hartmann, Gibbs & Cauley, P.L.C., WHGC）的實習生活

府機構等地進行參訪與見習，課程內容包括智慧財產實

以及95級黃上上擔任經濟部為培訓跨領域高科技管理人才

務、技術移轉以及投資評估三個專題，學習到許多新知。

舉辦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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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紫旻在實習時輕鬆打入當地律師生活圈，且更加確

Management of Technology，MMOT）國外培訓隨團助

認日後留學方向；謝夢蝶則在過程中體認到台灣廠商於專

教之感想。

利侵權敗訴的例子，多是因為不諳相關智財管理及不熟悉

95級黃紫旻於實習過程中，全程跟隨Finnegan事務
所合夥人艾立誠（John Alison）之指導，平日不僅參與判

美國訴訟事證揭露程序。黃上上則是在熟悉涉外環境、團
隊管理、專業學習、課程營運等面向皆有所斬獲。

決內容之討論、分析，更能旁聽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開庭實

實習內容分享完畢，學長姊鼓勵學弟妹們不僅應加強

況，嗣後和美國專利律師討論可能的判決結果。此外，亦

自身語言能力並踴躍參與實習，更需要培養自己適應陌生

為了替論文取材，她向專家約翰．保洛（John C. Paul）

環境的能力和積極進取之態度。最後，劉江彬所長亦親自

等人請教，就專利地痞和商標法問題進行深入研討。

為大家講評，期望同學能多方運用、珍惜把握所上提供給

96級謝夢蝶首先前往位於矽谷的Akin Gump進行實

ŖЋგր

大家的學習資源和機會！

司，強調紀律與文化，
正確定位經營模式與重

97EMBAЋ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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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人力資源與發展。除
經營企業的傑出成就受
國家肯定外，洪學長更
積極實踐「取之於社
會、用之於社會」的理
念，長期與多所中部大
œ洪榮德從總統馬英九手中接下國家磐

學進行「產學合作」計

自

石獎之獎座。

1985年創業至今，洪榮德學長領軍的振鋒企業，已

畫，積極培育專業技術人才；更於2008年成立「財團法人

多次獲得國家獎項。2002年，獲經濟部中小企業創

台中市私立振鋒慈善事業基金會」，專責學生獎助學金、

新研究獎、小巨人獎、創新研發績優中小企業；2007年榮
膺第30屆創業楷模獎，今年又獲頒象徵中小企業最高榮譽
的國家磐石獎（第17屆）。
洪榮德學長白手起家，從價值出發，用細節管理公

學術研討會贊助、清寒家庭之急難救助。
洪學長成功的企業營運為他獲得國家磐石獎，而學長
大力推廣並實踐CSR真誠企業公民的責任，更是讓大家敬
佩。恭喜您！洪學長！
߆ ̂ થ ጯ ੰ ੰ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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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5日週六的頂尖學園，由政大EMBA成員、國
貿系校友與上海交大EMFA（企業藝術家）碰撞

出一波波的火花。

œ 商學院蘇瓜藤院長（右2）接受上海交大EMFA來賓致贈之「經世濟民」

錦旗。

畢業於政大國貿系，目前任職於上海交通大學的解崙
教授，特別帶領交大EMFA的學生，拜訪政大商學院。除

同生活後，必須進行勞動分工為例，輕鬆帶出專業的經濟

了交流兩岸經濟，同時身為藝術家的解崙校友，更慷慨致

議題，充分顯露出其深入淺出的功力。

贈畫作予學校，會場多了分溫馨的氛圍。

講座結束後，贈畫儀式由政大校長吳思華主持，吳校長

本次交流訪問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台灣證券交易所薛琦

表示，創新、科技是目前企業發展組織之關鍵，尤其面臨現

董事長的講座，二是贈畫儀式，三則為兩岸企業家交流論

今金融危機的挑戰，企業組織更要隨時進行調整以因應變

壇。講座開始前，商學院蘇瓜藤院長簡介了政大商學院的成

遷。解崙教授在贈畫時表示，「分享」是一件喜悅的事，讓

立，國貿系是本院的第一個系，更與所有來賓分享政大商學

他獲益良多。隨後吳校長則代表校方回贈了紀念品予解崙教

院參與英國《金融時報》評比獲得全球第47名之殊榮。

授。國貿系校友鄭淵博更致贈深具台灣代表性的五樣水果給

薛琦董事長運用古典經濟學的巨人─亞當斯密的兩本

EMFA，表達政大對來賓的歡迎；上海交大EMFA也回贈了商

著作《國富論》、《道德情操論》為引，除了說明亞當斯

學院「經世濟民、經貿為先」兩面大錦旗。雙方禮尚往來

密的智慧，也闡述財富其實與道德不相違背，企業必須去

下，現場氣氛相當熱絡。

做到「利他」，激發現場企業家不少省思。特別是薛董事

贈畫儀式結束後，接下來登場的則是兩岸的企業家交

長能近取譬的生動演說，更是博得在場企業家的一致喝

流論壇。依照不同的產業分組後，現場所有在座的來賓莫

采。此外，他也提到市場規模決於人的分工，並舉了魯賓

不熱烈參與討論，希望藉由這次的交流開啟未來更多合作

遜漂流記中，由魯賓遜一人至多了另一人（Friday）的共

的契機。

œ （第一排左1）EMBA 李志宏執行長、（第一排左3起）國貿系雷惠民教授、國貿系校友解崙學長、商學院蘇瓜藤院長與所有參與來賓於會後之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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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旬，科管所師生在政大商學院前院長林英峰教授

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領軍下，11天內走訪北京、天津、青島與香港4座城

œ 科管所師生於商學院前院長林英峰（第二排右5）領軍下參訪青島海爾集團。

市，不僅訪談了康師傅、四維精密、羅昇、大成長城各台

同學們以大陸的知名企業說明產品創新與製程創新的重

商企業的經理人與董事長，同時也向海爾、北大方正、首

要性，例如康師傅、海爾皆推出迎合不同風俗民情的在

都鋼鐵、雪蓮羊絨、青島啤酒的領導高層取經，了解中資

地化產品，而雪蓮與四維精密也在設備製程上不斷求新

企業的本土管理思維。

求變。台商西進不再是追求低成本，大陸企業發展也不

科管所本次除走入企業探查外，更直接與中國未來企

像過去依賴人海戰術；兩方都積極提升附加價值發展創

業領導人─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MBA師生，做第一線

新。陸商創新的發展仍須時間和經驗來精進技術，而台

的交流。10月24日展開此行的海外成果發表會，一同揭開

商則要以在地化做為產品創新的思維，思考如何以台灣

這個經濟成長率驚人、世界上外匯存底最高的國家，在神

經驗在大陸擴散。

秘的面紗下，究竟是什麼樣的面貌？

評論人台大工商管理所暨商研所陳忠仁教授則稱讚

發表會上，首先進行討論的議題為「台商與中國企

報告同學的努力，認真引經據典把課堂理論與實務相結

業在策略思維、人才選用和市場觀不同的地方」。台商

合，也把產品創新策略與作法詳盡地提出，是值得嘉許

在大陸的策略是「作強作大」，藉由重視人才培育、選

之處。

擇利基市場等策略，來強化自己本身核心競爭力，再去
擴充規模。
大陸當地廠商則是在官方的支持下成立，一開始即
具有大規模，再去精鍊本身的企業實力。比較台商與中

「賽事是一種服務業。」最後一個議題則是討論剛
剛落幕的北京奧運，形容京奧是2008年最受矚目的賽
事一點也不為過，然而，京奧又是如何運用三種創新與
傳統的比賽結合而成？

國企業的差異性，這兩種作法是因為不同的背景、策略

科技創新以各式新穎的體育館建築、智慧型交通管理

思維，導致其採取不同的手段。未來的產業與環境變化

系統和隨時隨地欣賞奧運的3G系統所組成；人文創新則

講核心競爭力，因此「作強」仍是台商與陸商強化本身

是將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與奧運各項賽事相結合，因此

企業實力的基礎。

在獎牌、開幕式和體育標圖上，都可以感覺到濃濃的中國

評論人劉常勇教授則提醒大家，大陸企業已經開始

味；綠色創新則回應環保的概念，以「用水天上來、用電

重視創新，最終的競爭還是在人才的運用，並以比亞迪

空中取、用熱地下尋」的概念，將雨水、太陽能、再生水

崛起的例子與大家分享。

利用在體育館、奧運村電能和熱能的使用。

第二個議題則討論到「台商與中國企業的創新」，

評論人中國大陸權威李孟洲社長則以每年去北京採
訪的經驗告訴同學，北京現在是服務業比重最高的城
市，約超過七成的職業人口皆從事服務業；雖然現今服
務品質仍有很大改善空間，但之後可望成為中國最大的
服務中心。
每年固定舉辦的政大科管海外參訪，藉由遊中學，
讓學生們從不同的文化中，接受多元的觀點；實地走訪
外國企業的經驗，也對於學生們將課堂中所學的理論知

œ 參與大陸行發表會之來賓於會場之合影。

識與實務應用的結合有相當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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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融風暴席捲全球，失業率屢創新高，徬徨不安之
際，你需要最好的選擇。國立政治大學I M B A

B u s i n e s s
School）等世界

（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程），擁有卓越的國際化環

名校的外籍教

境，創新產學合作結合哈佛式個案研究，頂尖硬體設備

授，多元而豐富

搭配最佳師資團隊，不必遠渡重洋耗費大量時間金錢，

的師資所擁有的

在台灣就能體驗到世界級水準的商管菁英教育，在經濟

廣闊人際網絡，

不景氣的今日，讓你用最少的機會成本，換取高人一等

也加值了I M B A

的競爭力，絕對是值得一搏的人生投資。

學生的人脈存

&ROOHJH RI &RPPHUFH
1DWLRQDO&KHQJFKL8QLYHUVLW\

*.#":PVS1BTTQPSU
UP&YDFMMFODF

IMBA的學生多為有5年以上平均工作年資的專業經

2008

DEC 20 (Sat.) 10:00 -12: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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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ster now: http://imba.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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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M B A推上國際
水準，為台灣培

理人，還有50%的外籍生來自全球5大洲、30多個國

育更多本土人

家，遠超過美國商學院30%的外籍生比例。來到這裡就

才，增加國際競

彷彿進入一個小型的地球村，在全台首座的哈佛式互動

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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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BA將於12月20日（星期六）舉辦招生說明
會，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

參與教室當中，藉由全方位的學術交流空間，體驗創新
教學方式，等同於國外名校的學習環境，不需飄洋過海
便能和世界接軌。此外55所遍布全球的姊妹學院，更是

ૻ̼யጯЪүāᄃຽࠧޙϲௐ˘ቢ
ତᛈ

國際化學習的延伸，除了異地交換的機會，政大IMBA

世界潮流瞬息萬變的今日，關鍵競爭力源自於與眾

也和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合作

不同的經驗和特質。政大IMBA和業界緊密結合，以本土

雙聯學位計畫，3年即可獲得兩校的學位，讓學生用最

企業實例撰寫哈佛式個案。而必修課程「企業家論

經濟的方式，獲得國際級認證的教學品質。

壇」，則邀請到知名企業現任高階經理人，建立在校學
生和業界高階經理人的第一線接觸。此外，今年更跨足

ыरྤੱट ޙϲૻˠਔშඛ

金融界首度和渣打國際商銀合作，開設6場「渣打論壇」

歐美金融市場一片低迷之際，亞洲的經濟潛力頓時

（Standard Chartered Forum），曾任亞太區經濟合作

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IMBA邀請多位知名企業傑出的

組織（APEC）首席演講的渣打銀行資深副總經理魏凱

亞洲管理者擔任教授，包括前台積電人事副總李瑞華教

（Carl Wegner）也是講師之一，由理論延伸至當前熱門

授開設的「儒家思想與領導」，美商德利盟公司

的金融議題，破除課堂教學紙上談兵的迷思，進一步掌

（Telamon, USA）總裁陳敏祐開設「創立高科技公司」，

握國際企業發展的脈動。

銳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Research Affiliates, LLC）研究

把握經濟蕭條的時機，回歸學校教育提升個人競爭

與投資管理負責人許仲翔博士教授「國際財務」，前台灣

力，已成為不可抵擋的潮流。政大IMBA開闊的國際視

惠普總經理黃河明教授開設「台灣高科技產業」等結合亞

野，多元且彈性的課程安排，就算是在職進修，也完全

洲經驗的特色課程。此外，更有來自美國普渡大學

不影響工作與收入。將創造價值的知識掌握在手中，投

（Purdue Univ.）、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以及中

入少許成本，即能培養無可取代的專業特質，成為不被

歐國際工商學院（CEIBS，China Europe International

淘汰的商管菁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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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首屈一指的曼哈姆大

德

學（University of

Mannheim）校長Dr. HansMBA Bulletin
學程專區

Wolfgang Arndt ，於10月27
日造訪政大，並安排會見目前
在商學院交換的Mannheim學

Life Sketch
院友分享

生，透過面談了解兩校交流情
形。政治大學商學院和德國曼
哈姆大學於2007年3月正式簽
訂為姊妹校，每年有4個大學
部的交換名額，正式實施交換
之後，雙方學生對於兩校的教
學環境和品質都讚譽有加。
Mannheim校長此次親自
來訪參觀政大商學院卓越的國
際化成果，並參加由商學院

● 左起商學院交換生Sebastian Winkler , Mannheim大學校長Dr. Hans-Wolfgang Arndt 與商學院副院長陳春龍教
授之合影。

IMBA黃河明教授安排和台灣兩大企業主面談溝通，洽

國AACSB（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談跨國企業實習的相關事宜，期盼從學術上的交換合作

of Business）的高標準認證，以及歐洲EQUIS（the

延伸至業界實務的交流，擴大兩校的合作交換。

European Quality Improvement System）的肯定，成為

目前在政大交換的M a n n h e i m學生S e b a s t i a n

歐洲地區頂尖的商學院之一，Mannheim目前和全球各

Winkler表示，台灣濃厚的人情味讓離鄉背井的外籍生倍

地的頂尖名校擁有200個交換學程，每年也有超過300名

感溫馨，而本地豐富的自然景觀更在學習之餘提供了休

的交換學生到該校學習。而在學校周邊更有歐洲經濟研

閒活動的好去處，種種優點讓Sebastian決定以後一定

究中心（Centre for European Economic Research，

要回到台灣學好華文；再者，Sebastian也非常高興自

ZEW），使得該校不但擁有國際化的學習環境，更具備

己有機會體驗IMBA國際化的學習環境，對於IMBA特聘

高人一等的全球視野。

的高階經理人擔任師資和產學結合的課程內容印象深

政大IMBA（國際經營管理英語碩士學程），多年

刻，而同學們豐富的實務經驗更是讓他獲益良多。

來深耕於國際的成果於近年逐漸嶄露頭角，在和各國

Sebastian也提到，未來若是有機會，他很樂意留在台

頂尖學校簽定合作交流之後，更期盼透過IMBA師資擁

灣的企業實習觀摩。

有的企業人脈，在學術交流之餘，進一步開拓國際企

曼哈姆大學1907年創辦之初以商學院起家，超過百

業交換實習合作的機會，延續此次Mannheim大學開

年的文化傳統，以及豐富的辦學經驗，加上近年來致力

啟的契機，在既有的國際化基礎上，精益求精，邁向

於國際化商管教育之發展，使得該校成為德國最具代表

世界頂尖商管教育之巔。

性的商管學院。不但在2008年英國《金融時報》
Masters in management排名中高居第十位，更通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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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55ٙ͵ࠧЩ७ЇҰ֕ణ

2008થጯੰ؏ؗ७౾ᜓົ
͛Ɵથጯੰ઼ᅫְચᏱ̳ވ

「

年國際姊妹校

2008

博覽會」於12

月3日中午12點在商學院一樓大廳
熱烈展開。不同於以往的宣傳方
式，此次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別
出心裁，邀請多位交換生擔任宣傳
海報主角，吸引了許多同學到場一
睹丰采，也促進本地同學和外籍生
的熱烈互動。活動現場不但有各個
姊妹校的參考資料與簡介，同學們
也爭相索取精美的交換學程手冊，
絡繹不絕的人潮，讓中午的商學院
大廳充滿蓬勃生氣。

● 2008商學院姊妹校博覽會，IMBA交換學生親自搞笑披掛上陣，營造最佳宣傳效果。

઼ ࠧ͵ீٸᅫϹೱጯᕖ̂٢Ϡ
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日，跨國教育學習已成為不

מ઼ᅫ̼ј ڍ֗͵ࠧЩ७̝Е

可抵擋的趨勢，為了因應世界潮流，商學院從兩年前擴

在商學院歡慶50周年的同時，國際事務辦公室在推

大發展國際交換學程，招生對象也從商學院學生進而推

動國際發展上也交出漂亮的成績，目前締約姊妹校數量

廣至全校，只要是修過商學相關課程的同學，都可以把

突破55所，高居全台之冠。值得一提的是，商學院締結

握難得的機會提出申請，提供有意出國交換的同學更多

姊妹校向來以世界排名頂尖或各國第一學府為優先考

選擇機會。

慮，原有的45所姊妹校多為世界百大的商學院，2008年

博覽會當天有挪威經濟管理學院、德國曼哈姆大

更和10所名校締結合約，包含2006年世界工商管理碩士

學、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丹麥哥本哈根管理學院、

教育排行奪冠的西班牙學校E S A D E、巴西第一學府

義大利博柯尼大學管理學院等多所名校的學生代表，在

Fundação Getulio Vargas (FGV-ESESP)、2008年英國

現場替大家介紹自己的母校。不少同學表示，透過直接

《金融時報》 MBA排名亞洲第二的香港科技大學、北京

經驗交流和分享，讓他們藉此獲得姊妹校資訊，也可以

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澳洲昆士

提早規劃出國交換的相關事宜。

蘭科技大學、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菲律賓亞洲管理學

為了讓外籍交換生能盡快融入台灣文化，政大不但
提供華文課程、安排住宿，更有廣受歡迎的學伴制度。

院等一流學府。遍布世界各地的姊妹學校，也為商學院
在國際事務發展樹立新的里程碑。

在國際交換學程的用心經營之下，來到政大的交換生皆

本次展覽於12月3日下午2點，在商學院一樓大廳圓

擁有豐富的收穫。來自丹麥哥本哈根管理學院的交換生

滿落幕，短短兩小時的展覽時間，卻吸引了許多師生共

表示，回國後要向其他同學推薦政大的優點，德國曼哈

襄盛舉，並得到廣大的回響和好評，也肯定了商學院致

姆大學的交換生也說，將來有機會非常樂意回到台灣企

力國際發展的卓越成果。

業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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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與產業脫節！」政大企管系系

而外商登

主任郭更生教授如是說。於是，繼

陸 中 國 的 個

韓國行之後，政大AMBA再次啟動學習之旅，前往中國

案，IBM和西門

探究北京奧運為其帶來的經濟效益，加上近年來中國在

子及奧美經過

各方面突飛猛進，經濟實力日益茁壯，其市場發展趨勢

好一段時間的

更是值得觀察。AMBA於10月26日下午在逸仙樓舉辦此

努力才達到今

次中國行之企業參訪成果發表會。

日的規模。IBM

MBA

中國龐大的13億人口，不僅因工資低吸引企業紛紛

於1979年重新

œ

AMBA中國行國際商務研習參訪成果發表會上，
參與來賓及參與學員之合影。

遷移大陸，人口成長伴隨的商業利益，也吸引外資陸續

進入中國，致力成為中國客戶「創新夥伴」，並在中國

進駐，因此中國經濟發展備受世界矚目。在眾多企業競

設立研發中心開發技術，2008年更將總部一分為二，在

逐之中，AMBA挑選出康師傅、大成、海爾、李寧、中

上海成立新的總部。奧美差不多在同樣的時間到中國探

國移動、聯想、IBM、西門子、奧美等九家具全球性定

路，1986年集團正式落地生根，奧美主打策略在於其國

位的公司作為參訪對象，一窺立足中國市場的成功要素

際知名品牌的地位，將國際客戶帶進中國，也將中國本

及其全球佈局。

土企業帶向國際，北京奧運就是經由奧美對內強化民族

中國本土企業中，以電器起家的海爾，注重品質管理

意識，對外提升知名度的一種表現。西門子則早在1904

和創新研發，也是一家訴求「名牌戰略」的北京奧運家電

年時就扎根中國，在北京奧運中提供其工業、能源和醫

贊助商；以販賣運動用品的李寧，打著民族意識的旗幟，

療三大領域方面的技術服務，特別的是，西門子相當重

藉由北京奧運業績成長60%至80%，點燃聖火之後又上升

視網絡關係的經營，與政府、企業和人民建立良好的關

了10%；中國移動是中國大陸最大的通訊公司，經濟規模

係，有別於其他跨國企業。

達67%，是北京奧運的合作夥伴，提供手機電視的服務；

此次的中國行，我們注意到中國市場的興起對全球

發跡於香港的聯想，2004年併購IBM後成為全球第三大的

企業的新要求，以及跨國企業在中國和全球市場佈局有

電腦品牌，在北京奧運中贊助「火炬登頂珠峰」的資訊指

無不同。此外，籠罩在全球經濟危機之下，中國企業面

揮系統，以運動行銷展現高品質印象。

臨的挑戰和生存之道，更是未來所要關心的重要課題。

œ

AMBA中國行國際商務研習成果發表會邀請3位師長講評。（左起）創新與
創造力研究中心溫肇東主任、企管系郭更生主任與AMBA黃秉德執行長。

œ

成果會中另邀請到2008年北京奧運經濟研究會程紹同理事一同參與討論。

20

AW058-P017-020.indd 20

2008/12/3 6:16:34 PM

થጯੰ७̓
國貿系

邱兆梅

ᕇ

ႍ

̶

ֳ

科管所 陳威廷

࣎̓͡ڈΝણ៍˞QS World MBA TourĞ͵ࠧы

லຽҌ̫̙࿅ൺൺ3࣎͡Ă҃ԧ̏ݒགྷೱ˞࣎ၟ̙

MBA౾ᜓົğĂсᄲѣֽҋБВ˛˩ೀٙۢЩ۞MBAથጯ

Т۞၁௫̍үĄ˘ߏдٙᏜࡊԫహវயຽ۞ώ˿̳ΦĂ

ੰણणĂ˘Е֗۞̚έ៉ጯ७Ăಶߏ߆̂થጯੰMBAĄ

გநฟځঈڤ։рĂԧઇ۞ߏშࢱ̍۞̍үć˟ߏдٙ

ٙͽĂ༊с઼छጯ७۞ܑ೩זҋ̎ߏଂĶ߆̂થጯ

Ꮬ็ٽயຽ۞γથ̳ΦĂঈڤᚑඥღૺĂ҃ԧઇ۞ߏ

ੰķலຽĂ̙ϡΐڵዖĂγ઼ܑಶ̏གྷ˞͕ٺĂឰ֗

·႕߄ጼّ۞ЋຽГౄ९ӄந۞̍үĄ

ࠎથጯੰ७̓۞сᛇрЍၷĄᔘԧࣇ̂α۞ॡ࣏થጯ

̍࣎үᒖဩ࠹ளᕇ̙౼ښᓝĂҭͿຐຐĂߏ˵ݒ

ੰࣣр఼࿅AACSBᄮᙋĂ֤ॡ࣏࠻זથੰ̂ૺၮခ۞ᇉৡĂ

ᆃ࠹ТĄд3࣎͡۞̍ү̚Ăԧౌᒔ˞·̶۞ࢦ

֗ࠎጯϠ۞ԧࣇĂ͕྆˘ᕇౌ̙ົຏזপҾฟ͕Ă˘ۡ˞ז

̈́ҋϤĂ̏གྷߏ̍үр۞ᒖဩĄ҃Гᚶᜈஎޥтѩض

ۤົ̍үăٕࢋϦኛ઼γጯ७Ă̖ځϨથੰ၁ߏࠎ˞ԧ

ྻ۞ࣧЯĂ൴னЊ̍ү࠰ߏ࿅ٙ˯ҁर۞ቢ҃ᒔ

ࣇ˘ۡд᎕ໂࠧ͵ତĂឰԧࣇࡦޢ੯۞ܪĶ߆̂થጯ

ĂࠤҌலຽݓޢᗞऺ۞ྫྷᐌҁरăጯԙ؏̂זౙ۞ঔ

ੰķ٢ൕјࠎр۞͚೯Ą

γણణĂ˵ޝΞਕߏԧפЊ̍ү۞ࣧЯĄᆷު̖ז

ॡม࿅ޝԣĂ̙̙ۢᛇԧ̏གྷᗓฟጯ७˘ѐк˞Ă
ҭౖҡԧࣇ˘ཏူҡαѐ۞ࡁވăܝޢୗăΞگᘲ

̂ुĂֽࣧԧॲώ՟ྤॾᆷலຽຏ֏ĂЯࠎԧזனдᔘ
˘ۡдӛќጯ७۞ዳ̶Ą

Ğᄲனд̏གྷజ̈˛˞פĉğֱથੰ̂ሁගԧࣇ۞
аጸĂᔘѣ߆̂થጯੰගԧࣇ۞ᚗෳ̓ኖᄃགྷ።Ăۡ˘ݒ
۞рညԧࣇଂֽ՟ѣᗓฟ࿅˘ᇹĄԧࣇχଂ͕྆ᇉض

金融系 陳奕甫
ᔵᄲЍౚਫࡹĂ̙࿅லຽᇴ͡˭ֽĂ֭՟ѣ֗ࠎ७̓

ҋ̎ߏ྆۞˘Њ̄Ą

۞ຏᛇĂٕధߏЯࠎ࡚р۞आ͟ౌ؇ᚥගр̙ट͘ז̖ٽ
۞һಏ˯˞ӐĄጐგᇹᄲĂ̙࿅༊൴னmsn˯̂छ۞ې

國貿系、AMBA 葉淑婷

ၗଂ؆ભតјΐć҃̂छЫฺॡมֽᙱפϹะ۞

ޝᙱຐညҋ̎ྫྷ߆̂થጯੰ۞ቡЊ̏ܜ྿10ѐͽ˯Ă

ॡ࣏ǕǕߏબĂԧࣇৌ۞லຽ˞Ą

ଂ̂ጯăࡁտٙă̍үҬͼౌᗓ̙ฟ߆̂ĂຐĂֽࣧ߆

ԧࣇГ˵՟ѣ̦ᆃᑫኝ˞Ă̦ᆃဦ३ᐡٕߏࢍ̚Ă

̂дԧϠ̏̚ѣ࿅1/3۞ࢦณĄ͍Ăԧд߆̂۞

ٕߏᆷගαฺ̌ᐡĶܛᏉրຏᔁଋķĄԧࣇᐌα۞؞Հ

߱ഇมĂඕϹ˞ΞͽஎϹ˘ዅ̄۞р̓ڈĂՀឰԧຏضז

࢜ՎˢˠϠΩ˘ล߱Ăҭߏαѐ۞аጸߏ՟ѣᏱڱᅅೡ୶

ྻĂᔵலຽޢĂ̂छ֍ࢬ۞፟ົត͌˞ĂҭΪࢋਕ༥

ᆷгԞ۞ݒĄٙͽಶӐĂޢЧҋШາ۞Ϡ߿Ӆ˧Ą

ࢬĂ̂छ˘ࢦؠଂ݈۞⸭ְĂд֤˘גĂԧࣇ̙Г
ߏϒགྷˣѺ۞˯Ă҃ߏѐ͌ܦᒁ۞̂̄ޅĂᔁᔁથጯ
ੰĂឰԧࣇཏ̓ڈѣ˞ВТ۞ᄬ֏ăВТ۞аጸĂధԧ

資管系 陳勇志
˘ۡͽֽĂ߆̂லຽጯϠኢߏдயءጯࠧĂౌѣ˩

ࣇਕдથጯੰГѨჸࢵĄ

̶۞ܑனĄ͍ͽથጯੰٺاέ៉થგᅳા۞ᅳጱг
ҜĂТጯࣇଂ७ྭˢۤົॡĂפܮдಶຽॡ۞ᐹ๕Ą

科管所 楊立德

ੵТጯࣇҋ֗۞Ӆ˧γĂᕩΑٺՏҜିᖚࣶ۞ԃԃ̙

߆̂ߏˠ͛۞ա˿Ăឰޥ҂ᄃࣰநд˿г˯ࡼ

ࢽăဏဏຽຽĂଯજЧࡁտ൴णĂ೩̿ିֈݡኳĂ͔ซ

ӴĂ֭јࠎϏֽд̙Тᅳા൴Ѝ൴ሤ۞ਕณĂ˘̷˘̷

າ۞ିጯ͞ёĂͷ೩ֻԆච۞ିጯᒖဩĄն̱͡ٺЊརј

ౌֽҋ߆̂۞Տ˘࣎ొ̶ăՏ˘࣎֎རĄ

۞ĶыጯķӈߏથጯੰᄃயຽࠧᓑЪ๊ϠĂ೩ֻන
ዋăࡊԫ̼ăˠّ̼۞ጯ௫۩มĂഇޞ࿅హർវ۞೩
̿ĂૈֈՀкы۞ˠ̖Ăࠎέ៉۞൴णڦˢາ۞߿˧Ą
ॡࣃέ៉ࢬᓜБّܛᏉࢲᇷ۞ᑝĂۤົᚢႝೌ៍ঈ
˭ڤĂିֈᄃࡁտ۞൴णՀ̙ਕЯ҃ઃĄ࠹ܫぢЄޢĂ
υਕणਂࢳĊ

ੰ̶ֳ̓ᔛࡗ
ԧࣇາᜥ˞ĺੰ̶ֳ̓Ļಏֽ̮ᖳಱԧࣇ۞؞Ώ̰टĂ
ԓ୕೩ֻથጯੰ̂छलј̢ࣶ࠹Ϲ߹ă఼۞πέĄ
ЯѩĂԧࣇྕᇞ۞ᔛኛՏ˘࣎Ķଋķ۞ણᄃǕǕ
ኘኘଋд߆̂થጯੰ۞֤߱໐͡Ă
லຽͽֽ۞Ϡ߿ᕇႍČČ
˲ሤଐ೩ֻᕇ̶ֳႍ̝७̓Ăԧࣇ౯˞થੰ̈ᖃݡᓠ
࿌Ăຏᔁଋ۞а㒝Ċই̷ഇޞଋ۞аࢰ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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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請與我們保持聯繫∼

Thanks for keeping in touch！
在此殷切期盼學長、學姐們，
能夠將最即時的個人資訊提供給我們。
讓我們與您攜手，
共同努力經營商學院大家庭！

校
姓

友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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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

表

名

聯絡電話
服務公司
職位名稱
畢業系所
畢業年屆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建議與指導

ѩγĂтڍଋ͘ᙝѣЇңᙯٺથጯੰ࿅ـ።Ϋ۞ͯăྤफ़Ăᝌܓଋ̙ӊྤफ़۞ኑώ
ٕϒώ೩ֻගԧࣇĂᖳಱથጯੰੰΫވĊ
˲а็ྤफ़ᓑඛܑٕ೩ֻ࿅ـ።Ϋͯăྤफ़۰Ăԧࣇ˵౯થੰ̈ᖃݡᓠ࿌Ăຏᔁ
ଋ၆થੰ۞ሤଐа㒝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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