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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的 話

各位商院校友平安：
初夏是畢業季節，校園裡驪歌再起，看著朝氣蓬勃的畢業生披上黑袍，穿梭在校
園中拍照，不禁也感染了他們的青春活力。和商院的許多畢業生一一合影留念，衷心
祝福他們未來能在人生和事業各方面一帆風順、鵬程萬里。
向大家報告商院最近發生的幾件大事：
（一）六月中旬，大陸新華都商學院院長，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菲爾普斯博士
( Dr. Edmund S. Phelps)，特地前來政大商院與我們簽約，培養具有國際視野
的跨兩岸商管創業人才。初步規劃第一年將由政大負責推薦本院學生與大陸精
英共60名至新加坡南洋理工學院修習一年創業管理課程，所有學雜費將由新華
都商學院負責，完成學業後，學生將進入新華都集團進行與創業相關的工作。
接下來，兩院將更緊密合作，共同開發創業課程，培養創業人才。
（二）這兩個月來，商院陸續與法國IESEG、ESCP和德國HHL等校簽訂雙向交流的雙
聯學位，同時，與法國Audencia和德國Mannheim、EBS等三校的合約也在最
後的審核階段。這是國內商學院第一次與國際知名商學院簽訂雙向交流的雙
聯學位，雙方互頒學位、互免學費。其中ESCP在去年倫敦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管理碩士全球排名第一，而Mannheim則是德國最佳之商學院。今後我
們的學生將可以在雙方學校各研讀一年，即可獲得兩方的碩士學位，這對培養
本院學生成為國際經營管理人才將有莫大幫助，也將本院的國際化進程推向另
一里程碑。
八月一日起，本院的新任院長唐揆教授即將赴任，唐院長現為美國普度大學管理
學院副院長，是華人在美國管理領域表現最傑出的學者之一。在台灣正在擔心人才流
失的此刻，唐院長選擇回到台灣貢獻心力，意義異常重大。唐院長三十多年來在美國
的教學研究與管理的豐富經驗，及在美國、大陸、台灣所累積的豐沛人脈，將為商學
院未來的發展，注入無比嶄新而強大的活力。且讓我們帶著興奮的心情拭目以待吧！

商學院代理院長

編 輯 室 報 告
政大商學院長期以來致力於個案教學之推

望她的心血不管是對國家或對個人，都能作為

廣，如今成果卓越非凡，尤其今年別蓮蒂副院

一個指標，應該要學習先進國家可取之處，也

長與資管系管郁君主任撰寫之個案雙雙獲得國

把落後國家當作一個借鏡，以此為鑑。

外期刊介紹，將政大商學院這塊金字招牌又向

本期傑出校友介紹畢業自企研所之白崇亮

世界更加推進了一步，本期特別報導專程闡明

學長，白學長目前叱吒風雲於廣告公關界，現

商學院歷年來如何深耕於個案教學。

任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董事長一職，地位崇

與林月雲教授的訪談除了令人如沐春風，

高，卻不忘於政大求學時期，自教授與同學之

言談中亦能明瞭老師對同學與國家未來如何增

間互相切磋當中所獲得的成長。即使白學長謙

進實力之期許，特別是老師嘔心瀝血之作出版

沖自牧，不難看出他的領導特質自求學時期就

成書，得以一窺林老師14年來的研究，就是希

已展現出來。

感謝
國貿系 李宏騫先生

國貿系 孟令傑先生

國貿系 申榮輝先生

會計系 陳信宏先生

統計系 羅昌南先生

統計系 張忠本先生

企管系 王修本先生

財管所 王銘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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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個案教學
商學院表現榮獲國際肯定
以學習者為中心

連結實務與理論

文／商院小記者 林信成

政大商學院別蓮蒂副院長和資管系

由

的撰寫，並推廣至全球，展現政大商學院在

管郁君主任所撰寫的CNCCU-IVEY

亞洲華語教學區參與式教學的領導地位，並

個案（Franz Collection, Inc.: The Road from

提升其全球知名度。

Subcontracting to Brand Marketing、Unimicron

政大商學院每年積極遴選教師參加哈

Technology Corporation）分別獲得HBSP

佛大學商學院所舉辦的參與式教學與個案

Newsletter及Asia Pacific Foundation of Canada

教學寫作研習營（2005至2008年研習營名

專文介紹的肯定，表現十分亮眼。

稱為Program on Case Method and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簡稱PCMPCL；2009年

積極培訓教師
落實參與式教學和個案教學精神

起研習營名稱調整為The Global Colloquium
on Participant-Centered Learning，簡稱

為了加強商管教

GCPCL）。該研習營

育實務與理論的連結，

希望能提升教師在個案

並提高與學生的互動

教學的能力，並加以彰

和學習動機，注重以學

顯個案教學在學習表現

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方

上的成效。自民國2005

式，政大商學院長期

年8月至今，政大商學

致力發展具亞洲特色的

院已成功薦送38位種子

個案教學，並與加拿

教師參與研習營課程，

大西安大略大學毅偉管

約達商學院教師總數的

理學院（Richard Ivey

25%。

School of Business, The

比較2005年至2009

University of Western

年政大商學院教師參加
哈佛個案教學研習營的

Ontario，簡稱IVEY）
上圖：個案參與式教學著重老師與學生互動討論，圖中講

攜手合作進行亞洲個案

師為商學院前院長周行一教授。

教學表現，受訓前後的

下圖：企管系于卓民教授帶領分析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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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在教學滿意度
的分數上均有顯著
提高，結果顯示經
培訓過後的種子教
師在教學過程中能
夠激盪出更多創意
思維和多元觀點，

商學院推動個案教材開發有賴國內各廠商的支持。

深受學生喜愛。而
超過9成的教師也在課堂中積極落實參與式教

的品質，政大商學院與IVEY也合辦個案研

學和個案教學的精神，提升政大教師在商管

習營，向亞洲的國內外大專院校推廣個案教

領域的教學水準。

學的優點，及撰寫個案教材的準備與方法。
隨著今年又即將展開的第四屆個案寫作研習

撰寫本土個案 行銷台灣管理思維

營，已吸引了為數不少的頂尖海內外大專院

除了教學水準提升，參與哈佛個案教學

校的教師前來參與，包括新加坡國立大學、

研習營的教師回來至今共撰寫125份個案，出

澳門科技大學、香港科技大學，以及中國大

版發行至國內外，平均每位教師完成3.6份個

陸許多聲譽卓著的大學。由於本土個案教材

案，證明研習營不僅提升教師的教學品質，

的不足，以往借用西方個案教材進行教學，

也協助教師增進撰寫具國際水準的個案能

因為時空隔閡與背景環境的差異，影響到學

力。

生的學習意願與成效；透過此個案寫作研習
其中，由政大商學院與IVEY自2007年

營的推廣，希望能鼓勵更多國內老師投入台

簽訂共同合作計畫，預計開發撰寫25份台灣

灣本土個案的撰寫，借由豐富的本土個案資

的本土個案，目前有11份已經以中英文發行

料庫，也讓初次接觸個案教學的學習者排除

至世界各地，成功將台灣獨特的管理思維透

陌生的疑慮，著實體現了以學習者為中心的

過個案撰寫推行至全球，至今這些個案的總

互動思維。

使用數已經超過8000份且銷售數量仍不斷成

著眼於政大在國際商管教育教學水準

長，顯示開發個案的用心受到國際的肯定與

的全面提升，商學院已經與哈佛商學院出

推崇。藉由台灣本土個案的撰寫與發行，不

版中心（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但提升台灣本土優質企業的品牌形象及國際

Corporation，簡稱HBSP）簽約，成為HBSP在

知名度，讓全世界都能瞭解這些優秀的標竿

台灣與新加坡唯一的個案分配中心，同時也

企業，同時也提供合適的教材運用於個案教

是IVEY在台灣地區的獨家個案分配中心。藉

學中，促進學習的成效。

由代理權的取得，政大商學院與哈佛商學院
及IVEY建立國際合作關係，並持續積極以個

多元研習營 推廣個案教學

案教學和研究達成知識分享的目標，建立政

為了提高教師以個案教學提升商管教育

大商學院於亞洲地區的領先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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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學院林月雲教授出新書
探討國家潛在競爭力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 出版 引起廣大迴響
文／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

整理／商院小記者 林信成

緣際會下，企管系林月雲教授應國科會

因

林格（Springer）發行。書中精闢的論述與廣泛

之邀，擔任智慧資本整合型研究計畫主

的研究，不但受到歐盟服務創新年鑑（Service

持人。經過多次籌備與研討，為了幫助此研究

Innovation Yearbook 2010-2011）邀請報導，引起

計劃能順利落實，林月雲決定一手挑起撰寫英

國際學術界廣大迴響外，也成為政策制定者的極

文專書的責任，終於完成「National Intellectual

佳參考書。

Capital」(國家智慧資本)一書，研究成果不但

「智慧資本」一詞源於企業界，泛指所有能

深受許多國家的政府官員重視，同時也提高台

夠提升公司競爭優勢的無形資產，像是人力、結

灣在國際舞台的知名度。

構及創新等資本。林月雲認為，隨著知識經濟的
時代來臨，實體財富不再是衡量競爭力的唯一標

深耕智慧資本領域
系統性論點受矚目
林月雲目前為企管系教授暨政治大學特聘教
授，同時也是政大商院智慧資本研究中心的資深

準，各類無形資產才是脫穎而出的致勝關鍵。她
透過各類指標數據的統計比較，在書中進一步解
讀各國的發展情況，並提出系統性的論點，別於
以往智慧資本的相關學術論著。

研究員。她不僅於任教期間，應各大名校之邀擔

過去雖有學者將研究層級提升至國家層面，

任訪問教授，更在2001年籌劃創立IMBA學程，

但整體而言，仍存有涵蓋不夠廣泛和資料來源

成為國內第一個全英語授課的

不穩定等問題。而本書的資料
取自瑞士洛桑國際管理

MBA課程。
深耕「智慧資本」

發展學院（Inter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領

Institute for Management

域多年，林月雲與瑞典

Development，IMD）資料

學者，同時也是著名智慧

庫，範圍橫跨全球各大洲共

資本大師Leif Edvinsson合

四十個國家，著重自1995年

作，蒐集多達40國的歷史

以來，十四年間各國各項統

資料分析並撰寫此書，於去
年底由全球知名出版社施普

「National Intellectual Capital」一書（右）
受到歐盟服務創新年鑑（左）的報導引介，
引起國際學術界廣大迴響。

4

計指標，數據資料來源穩定且
深獲國際信賴。

要面對的真相。

智慧資本研究
預知未來經濟發展趨勢

同時，隨著組織議題的複雜化，以及國際
競爭更趨激烈，智慧資本預知經濟發展的能力也

雖然本書研究的是過去的數據，但林月雲表

逐漸引起各界重視，林月雲在該領域的研究成果

示，過去的發展其實可以預視未來，透過不同的

也受到注目，不斷受邀至各國演講。芬蘭國際諮

指標交叉比較，十四年的時間足以看到未來的趨

詢小組去年便邀請林月雲擔任該小組成員之ㄧ，

勢走向，像是菲律賓和阿根廷過去因政治問題，

國內資策會也已將本書贈送給相關的政策諮詢委

而無法提升智慧資本的實力，可能導致長期競爭

員，作為日後重大決策的參考。

的劣勢。「分析師看的是短期發展，智慧資本則

除了鑽研學術，林月雲也在本學期於

可預知長期展望」，林月雲認

IMBA學程開設「中小企業管

為「歐豬四國」（葡萄牙、愛

理」（Small and Medium Size

爾蘭、希臘、西班牙）正是一

Enterprises Management）課程，

個鮮明實例，這些國家近兩年

和六間曾榮獲國家磐石獎表揚

發生的金融危機都可從圖表中

的卓越中小企業合作，安排一

一路下滑的曲線窺知ㄧ二，足

系列參訪及相關課程活動，讓

見過去的歷史數據扮演不容小

學生走出教室，從過來人的經

覷的角色。

驗分享了解中小企業經營之

林月雲相信，透過本書

道，進而發揚台灣中小企業的

四十個國家之間的交叉比較，

永續經營理念。

能夠直接的指出各國的發展態

關於

林月雲

勢。對已開發國家而言，歷史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特聘教授

吸引人才，突顯國家的優勢，

數據可以指出它們在未來國家

學歷：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人力

藉以邁向更長遠的發展前景。

資源發展博士(1991)

現在，各國都在想辦法

政策發展上的改善空間；對開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學生事務長、荷

林月雲表示，台灣充滿各種機

發中國家來說，便可依循前者

蘭萊頓大學(Leiden University)

會，但放眼世界，我們更需要

的經濟發展路徑，作為研擬國

交換教授(2008/2-2008/7)、國立
政治大學國際教育交流中心主

積極的培養國際觀，不能僅滿

家發展策略的參考模範。「在

任 (2004-2006)、美國 Fulbright

足於現階段的表現，才能持

這個全球競爭的時代，一國發

Scholar-訪問美國普渡大學

續突破並創造新的局面。接

展不可能一蹴即成，但是重視
潛在無形資本的投資，才能確
保未來的競爭力。在資源有限

(Purdue U) (2002-2003)、國立政
治大學商學院IMBA英語學程首
屆主任 (2000-2002)、國立中央
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暨企
管系教授（1997/8-1999/7 ）、

下來，林月雲打算再出第二
版書，納入更多的國家一同比
較，並檢視金融危機之影響，

的情況下，各國政府官員應善

台灣勝家縫紉公司顧客服務經

以分析國家的競爭優勢和發展

加整合無形資產，發揮創新能

理 (1980-1984)、凱其（K-Mart

路徑，提供國家投資政策之參

力，才能帶動整體國家長遠的
進步。」透過本書，林月雲如
實道出國家在未來發展中勢必

Taipei）貿易公司行政經理
(1974-1980)
最新獲講紀錄：教育部暨所屬機關100
年度優秀公教人員

考。只有把眼光拉長，投資無
形的資產，才能化困境為潛在
榮景，創造長久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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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 就不愁找不到方向
MBA 傑出校友

白崇亮

文／商院小記者 林信成

攝影／今周刊 林煒凱

對

固友情，仍持續發光發熱。

時光，老師與同學是求學生涯裡兩道最

良性競爭又互 相學習的氛圍，在MBA的

精彩的花火。本著務實的行動力，他帶著這些

環境中格外濃烈。白崇亮猶記得在學期間，與

豐富的行囊在廣告公關界中大放異彩！其實，

好友們一同暢談畢業後的志向，印象最深刻的

在這些令人欣羨的背後，確保自己站對位置才

便是宋學仁和林毅夫。早在MBA求學時，宋

是致勝關鍵。善用身邊的資源，把握每一次機

學仁便很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一位卓越的國際銀

會，夢想，才不會只是藍圖中的一個參考座

行家，畢業後便積極投入花旗銀行的經理人行

標。

列，並於之後獲得哈佛MBA的學歷，正式展開

白崇亮來說，回顧當年在政大讀MBA的

他的國際生涯，足跡遍佈紐約、倫敦、雪梨、

同儕間的學習 永遠是進步的催化劑

香港和台灣；至於林毅夫，抱著滿腔熱血游過

「學習管理十分重要的一大元素是人。」

台灣海峽，不但堅決自我的信念逐步追尋每一

而領導與協調更必須要仔細周旋於複雜的人際

個夢想，也懷抱感恩之心努力貢獻一己之長，

關係，幸運的是，白崇亮很早就發現自己擁有

在仕途上開拓嶄新道路。正是這些精彩動人的

這方面的天賦。在MBA的教育中，為了發揮個

故事，讓白崇亮的格局變得更不一樣，也確定

案研討的團隊效益，組成個案小組共同學習是

自己的夢想志在何方。

很重要的學習方式，而白崇亮在當時就充分發

當時同學間彼此真誠的分享人生目標，憑

揮了他識人的能力，找來背景互異的5人成立小

著一股年輕旺盛不服輸的傲氣，如今各個發芽

組，發揮團隊合作無間的默契。「那種同學間

的種子都一躍而成枝葉繁茂的大樹。

的深度互動，才是在企研所讀書時最可貴的經
驗。我們5人小組經常聚在一起討論個案，也彼

遇到對的老師 確定對的道路

此督促課業，更把話題延伸到各種課外讀物，

而老師的影響也像是不可或缺的顏料，讓

並出外郊遊。」至今，白崇亮與小組成員的堅

白崇亮的求學色彩更繽紛。其中，許士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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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白崇亮

現職：台灣奧美整合行銷傳播集團董事長
學歷：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學士、政治大學企業管理所碩士、博士
經歷：亞洲化學公司總經理特別助理、國外部業務經理、諮群管理顧
問公司資深經理、聯太國際公關公司副總經理、敏達公關顧問
公司總經理、奧美公關顧問公司董事長、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
究所兼任副教授

7
P001-020-TD608-PY.indd 7

2011/6/17 上午 12:04:55

C

封面故事

o v e r

S t o r y

陳振銑和司徒達賢三位

會運用不同的思維來處

老師，更像色彩三原色

理事情。「我覺得跟企

般交互輝映白崇亮日後

業界人士一起上個案相

的人生光譜。從許士軍

當有趣，他們看事情跟

老師的身上，他學到了

純粹MBA的學生又截然

「態度」；在司徒達賢

不同。就像現在EMBA

老師的訓練中，他培養

和MBA合班上課，我認

出「實情」的解構與分

「管理」的意義絕非只是財務報表上的數字而已，而是
一門基本的技巧。

為非常的有價值。」

析能力；而陳振銑老師

發揚管理 社會才會更加繁榮

所帶給他的，則是「跨領域」的思考力。
「畢業後，你們千萬要養成一個重要的習

「我想學一樣東西，不管我將來做甚麼

慣，凡是從你們手上出去的東西，要有一定的

它都有用，這個東西就是管理。而管理的意義

水準，不論事情大小，都一樣。這一開始是困

絕非僅止於財務報表上的數字而已，它其實就

難的，但等你養成習慣後，就會發現其實一點

是一門基本的技巧。」秉持學為所用的信念，

都不難。」闊別校園生活已久，白崇亮始終無

白崇亮在政大MBA的求學歷程中，就像一塊

法忘記許士軍老師當初的這番叮嚀，這是一種

海綿一般，傾盡全力盡情地吸收各種知識，畢

自我要求。如今在職場中，他發現，這句話仍

業時，修課數量早已遠遠超過規定的學分。同

然印證在自己身上。

時，也自發性的組成學習小組，補充老師上課

而有幸跟隨管理大師司徒達賢老師的腳

沒有觸及的部分，大力拓展學習的彈性空間，

步，讓白崇亮不只學會如何分析個案，更獲得

創造知識網絡的分享優勢。企管所帶給他的感

親自撰寫個案的經驗。「寫個案就像在真實的

動，永遠是蓬勃朝氣、令人充滿渴望去汲取能

企業環境中，每天遇到無窮盡的事情，什麼才

量的寶庫。

是重要的得靠自己的判斷。」因此，白崇亮很

白崇亮認為，如果社會上越多人受過MBA

慶幸自己學到如何從眾多的現象中理清架構，

訓練，社會就會更均衡，因為他們都能將管理

整編成一份反映實情卻有邏輯的個案。「寫個

運用到各個層面中。「如今管理早已從營利企

案可不容易，首先得要找出個案的骨架，再來

業進到非營利機構，私部門拓展到公部門，如

逐步延伸，最後才有可能

何發揮管理的影響力，政

呈現出完整的個案，而這

大的學生其實是最有機會

些訓練到了企業，往往能

的。」擁有頂尖的師資陣

發揮驚人的效果。」

容，加上講究團隊的互助

陳振銑老師的課程則

精神，白崇亮最後勉勵政

同時結合政大、交大學生

大的學生們要比別人多下

和企業界人士共同授課，

一點工夫，多走一里路，

讓白崇亮深感跨領域之間

才能捷足先登。

的交流是多麼有趣，也學

白崇亮博士班畢業時於政大校園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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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院 視 窗
國 貿 系

打通任督二脈

S

nap Shots

前進未來

國貿系「面試立達目」就業講座

文／國貿系

為

加強本系應屆畢業生就業準備與應徵技

巧，國貿系於2011年4月30日在元大講

堂舉辦「面試立達目」就業講座，由EMBA全
球經貿校友會的學長姐鼎力協助，邀請人力資

2011.04.30國貿系與經貿組校友會合辦「面試立達目」就業講座。

源專家－光寶集團中國地區人資處長何江俊學
長與神達電腦全球行銷總監劉宜君學姐傳授面

機會，在近5個小時的交流互動中，拋出許許

試技巧，並分享人生規劃與工作經歷等寶貴經

多多有趣的問題，經貿校友會的學長姐也拿出

驗，幫助同學在競爭激烈的就業市場中取得先

畢生的功力絕學，一一解答同學門的疑難雜

機！講座現場共有電子、金融、傳產等近30位

症。活動尾聲，EMBA學長姐不僅發現年輕一

等各行各業的學長姐共襄盛舉，吸引100多位

代不一樣的想法和充滿面對挑戰的企圖心，學

學弟妹爭相報名，希望藉由這個機會與EMBA

弟妹也藉由學長姐的說明，打通任督二脈，對

學長姐接觸交流，為即將踏入就業市場的徬徨

未來充滿幹勁！

與人生規劃的質疑尋求解答。

國貿系的學生已有很好的團隊精神以及

當天，94經貿高聖凱學長以精準的串場

活力，更有願意關注學生的經貿校友會與系友

和完美臨場解說，帶動與會20多位學長姐分享

們，這樣的傳承精神，將延續國貿系強大的向

多年來的工作經驗談，學生們個個把握難得的

心力，勢必會讓國貿系更進步、更圓融！

會 計 系

首度移師台灣

2011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
審計理論與實務研討會

專家學者將齊聚政治大學，分享審計理論與
實務的經驗。
本次研討會是由政治大學會計系與中國
審計學會共同主辦，希望藉此增進學術與實
務交流、合作的機會，促進兩岸四地審計工

文／會計系

作的共同發展。政大會計系對於此次活動甚
為重視，除了積極籌備研討會的相關事宜，

「2

011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審計理論與實務

並安排與會人員拜訪台北市會計師公會、台

研討會」今年首次在台灣舉辦，5月31

灣省會計師公會、臺灣大學、靜宜大學與成

日假元大講堂盛大舉行，會中邀請包括審計

功大學，進行會計與審計實務座談會。政大

部、中國審計學會、香港審計署、澳門審計

會計系期望在促進兩岸四地會計、審計實務

署等主管機關及國內的專家學者進行論文發

之間的交流與對話之餘，也能夠大幅提升政

表與學術交流。來自海峽兩岸四地近50位的

治大學在兩岸四地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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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學 院

跨文化學習經驗

紐西蘭懷卡托EMBA學生
首訪政大

文／商學院
紐西蘭懷卡托EMBA學生首訪政大移地教學。

有

(University of Waikato, UW)，旗下管理

換學生，看準中國崛起下、東亞地區無限的

學院EMBA學生，在3月30日首度前進政大商

發展前景，懷卡托大學今年特別安排20餘位

學院移地教學。

EMBA學生來台移地教學。

南半球哈佛之稱的紐西蘭懷卡托大學

懷卡托大學(University of Waikato, UW)

為協助懷卡托大學EMBA學生更瞭解兩

創立於1964年，其中管理學院經過30多年

岸情勢，政大商學院邀請政治系冷則剛教授

發展，在紐西蘭各商學院和管理學院中獨

主講「兩岸關係之回顧與展望」，透過政治

樹一幟，同時獲得三項頂級認證AACSB、

面分析，進一步延伸兩岸經濟交流的展望，

EQUIS、AMBA，因而被英國《每日電訊

讓遠道而來的學生們能快速而完整地了解兩

報》譽為南半球的哈佛。

岸關係發展始末。冷教授專長為全球化研究

政大商學院自2010年和懷卡托大學管
理學院締結姊妹校之後，除了每學期固定交

商 學 院

積極互動交流

國際姐妹校齊聚政大商院
共盼亞洲商學教育榮景

文／商學院

和政治經濟學，這次將從政治面角度切入，
從兩岸關係延伸到中國甚至全球經濟前景。

政大商學院更是獨樹一幟，除了不斷充實教學
與研究品質外，更全力塑造跟進時代的學習氛
圍，踏穩本土基礎，放眼全球視野。政大商學
院實為國際舞台上一顆閃耀之星，持續創造源
源不絕的能量與創意，期望未來能夠造育更多
商界的英才。
而每年政大商學院優秀的表現更是吸引許

0 11 年 亞 太 國 際 教 育 協 會 ( A s i a - P a c i f i c

2

多來自世界各地一流學府的外籍學生們前來交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於三月

換，截至2010年為止，學校已與國外多達88所

份首次於台灣隆重登場，吸引眾多歐美國家的

姐妹校締結交換約定，共來自34個國家，橫跨

大專院校代表前來關心亞太高等教育的發展趨

了全球四大洲。這些交換學校當中都是世界聞

勢與現況。政大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於3月8

名的商學教育體系，在各大學術權威排行調查

日特邀請包含義大利博科尼管理學院、香港城

中都擁有顯赫的成績，其中更不乏有學校同時

市大學、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以及英國薩塞克

獲得AMBA、EQUIS及AACSB三項國際認證，

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等享譽國際的知名

諸如英國阿斯頓大學商學院(Aston Business

學府的代表在會前一同前來政大商學院交流，

School)、法國南特管理學院(Audencia Nantes

並促進姐妹校之間的文化互動。

School of Management)、香港城市大學(City

近年台灣的商管教育發展漸趨完善，而

University)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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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指導，系主任諶家蘭特別感謝系上老師的

展望未來

會計系成立諮詢委員會
爭取AACSB國際認證

推薦諮詢委員和支持幫忙。
首屆諮詢委員的陣容十分強大，由審計
部審計長、賦稅署署長、主計處執行長、臺
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櫃買中心董事長、台

文／校訊記者 賴佳伶

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長等20位重量級傑出系

資料來源／校園新聞

所友與社會菁英組成。
諶家蘭期待藉由諮詢委員對系上師資

對大陸會計學界崛起，逐漸與香港、新

面

發展、課程規畫整合及學生學習就業成效提

加坡與歐美並列國際學術重鎮，政大會

供的實務意見，提升系上發展。根據諮詢委

計系認為強化本身競爭力，並因應社會變遷

員提出建議，會計系課程可望規畫加入國際

與產業需求，今年成立第一屆諮詢委員會，

會計準則相關課程、哈佛管會個案、鑑識會

期望爭取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AACSB)會

計、企業評價、電腦審計研討、會計專題研

計認證。

討系列講座，以及俗稱綠色會計的碳會計等

會計系於2010年開始辦理AACSB會計國

創新課程，更結合實務與未來趨勢。目前會

際認證，最初是由蘇瓜藤老師在擔任商學院

計系平均師資年齡逾50歲，除了課程規劃與

院長時發起，後經由吳思華校長支持，委請

學生學習外，如何延攬年輕優秀的師資也是

林良楓老師負責認證工作。諮詢委員會會議

委員會研擬策略之一。

中，邀請吳思華校長與講座教授鄭丁旺致詞

會 計 系

首度開辦

國際會計準則（IFRS）
碩士學分班

和會計主管，以及主辦IFRS專案主管踴躍報
名參與，同時，國內中、小型會計師事務所
主持會計師以及主辦IFRS主持會計師都前來
報名，目前已進入第三期，本期將於六月底
結業。
本班除延聘政大會計系資深教授包括許

文／會計系

崇源老師、林美花老師、張清福老師，並與

10

計系因應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會

國內四大會計師合作，延聘四大會計師事務

已宣佈上市公司將於2013年採用國際會

所主辦IFRS會計師加入師資陣容，並結合理

計準則(IFRS)，而自2010年開始與公企中心合

論、實務以及案例，詳細解說最新IFRS各項

作，首度開辦國際會計準則（IFRS）碩士學

公報以及實務個案分析，課程深入淺出，生

分班，提供上市公司與社會大眾進修機會，

動活潑，深獲學員肯定。

針對新公報、未來公報修訂、以及本國產業

會計系系主任諶家蘭表示IFRS碩士學分

界採行IFRS可能遭遇的問題進行講授與分

班將持續擴大辦理，以配合國家政策並領先

析。開辦以來每期招生順利，獲得社會熱烈

學術界之國際會計準則相關領域的教學與研

迴響，包括國內大型上市和上櫃公司之財務

究。

會 計 系

五年一貫學程是政大為鼓勵大學部優秀

成果斐然

學生繼續留在系上就讀碩士班，並期達到連

政大會計學、碩士五年一貫學程
與國際雙聯學位 持續開辦

國際雙聯學位則是政大會計系為積極
推動國際化與創新，協助系上優秀學生出國
攻讀會計碩士學位，提供學生更寬廣的學

文／會計系

會

續學習及縮短修業年限之目的而特別設立。

習視野和文化體驗而特別規劃，與之合作的

計系分別自98、99學年率先開辦學、

皆為美國頂尖大學，包括University of Texas

碩士五年一貫學程與國際雙聯學位，

at Austin、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截至目前為止共計7位五年一貫學程學生順

Champaign、University of Florida、Michigan

利考取政治大學會計研究

State University、Arizona

所，另有7位剛申請通過五

State University與University

年一貫學程；而與六所美國

of Washington。

頂尖大學合作的國際雙聯學

五年一貫學程和國際雙

位迄今也有5位碩士班學生

聯學位從第一屆開始至今，

與5位大學部的學生順利申

不論在申請的學校或申請的

請出國留學。系主任諶家蘭

人數上都有明顯的增加。諶

感謝全體老師與同仁的支持

家蘭表示該系將持續推廣五

和幫忙，這也顯示會計系對

年一貫學程與國際雙聯學

於五年一貫學程與國際雙聯

位，培養具國際競爭力的優

學位的規劃符合學生們的需

秀人才，預計未來將會有更
會計系國際雙聯學位、學碩士五年一貫學

要。

程通過名單。

多優秀學生參與受惠。

會 計 系

會計與資訊科技應用

闢講解以及與現場互動，讓海峽兩岸教師與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
電腦審計參訪與座談會

研究生對於台灣資訊科技在審計實務的操作

文／會計系

與運用上有更深一層的瞭解。
台灣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對於電腦審計實
務、技術以及成效非常重視，精益求精，參
訪與座談會活動包括：拜會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系99學年度陸續安排大陸來台蹲點

計師事務所羅瑞蘭會計師團隊、資誠聯合會

的青年教師與博士生，以及政大會計

計師事務所許林舜會計師團隊、勤業眾信聯

系博士班學生前往四大會計師事務所與企業

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嘉祥會計師團隊。參訪四

資源規劃資訊系統大廠，進行電腦審計之參

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同時，也經由美商甲骨文

訪與座談會。

座談會深入瞭解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導入，以

會

系主任諶家蘭表示，透過會計師團隊精

及企業資源規劃系統查核。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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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企業創新全球化論壇 迴響熱烈

政大科管所開啟歐盟創新
全球化（FP7）研究大門

nap Shots

科尼大學（IEGI, Bocconi University, Milan）、
挪威奧斯陸大學（Centre fo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Oslo），
台灣則是由政大商學院科管所團隊組成，
另外尚有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參與。

文／科管所

政

大科管所在2011年4月14日舉辦歐盟企業

論壇呈現研究初步成果 獲迴響

創新全球化論壇，是國內第一個以社會

本次政大科管所舉辦歐盟企業創新全球化

科學人文角度，參與歐盟科研究架構（FP7）

論壇，主要針對歐盟企業在大陸的研發策略佈

的研究，突顯政治大學與科管所在科技與人文

局與跨國分工協調機制進行探索，可視為承辦

領域的議題主導性與研究能力，更引起熱烈迴

《創新全球化對歐盟企業及創新政策影響》研

響。

究計畫的初步成果。在計畫主持人蕭瑞麟教授
的統籌下，研究分為三大主題，分別是：製藥

FP7計畫 探索創新國際化研究範疇

業的跨國研發協作、電子業的研發在地化、以

政大科管所自2009起承辦《創新全球化對

及汽車業的跨國知識移轉。研究個案則包括歐

歐盟企業及創新政策的影響》先導計畫，該計

盟跨國製藥公司葛蘭素史克（GSK）、阿斯特

畫屬於歐盟科研架構計畫第七期（Framework

捷利康（AZ）；光電業的飛利浦（Philips）、

Program 7，簡稱FP7）之「社會經濟科學與人

諾基亞（Nokia）；以及汽車業的德國寶馬汽

文」項目。計畫目標在研究歐盟企業的全球知

車（BMW）、福斯汽車（VW）。論壇中，科

識尋購策略與對創新績效的影響，並探索創新

管所FP7研究團隊除了分享為期1年的研究成果

國際化對歐盟企業的衝擊，以及對於台灣企業

外，更特別邀請科管所吳豐祥所長、創新與創

的啟示。

造力中心溫肇東主任，以及擅長科研政策的許

這項研究的總主持為隸屬英國薩塞克斯

牧彥教授擔任與談貴賓，給予指導與鼓勵。

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的科技政策研

透過這項研究，不但有助於台灣逐步理

究中心 (SPRU: Science & Technology Policy

解跨國企業的研發思維與策略布局，並可掌握

Research Unit)，因此，這次研討會也特別邀

國際研發管理的最新動態。同時，從跨國企業

請SPRU教授David Twigg蒞臨指導。主要參

的角度來理解中國的研究發展，更可以反思台

與此研 究的歐盟團隊

灣目前的定位與在

還包括英國布乃爾

國際研發創新鏈上

大學商學院（Brunel

的角色。未來政大

University）、英

科管所也將積極爭

國國家統計辦公室

取成為FP7的正式

（Office of National

會員，以致力於跨

Statistics, UK）、荷蘭
馬斯垂克大學（UNU-

嘉賓與科管所師生合影。(左二為政大科管所所長吳豐祥教授、左三為
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教授David Twigg。右二為《創

研究機構、跨校、
與跨產業的整合研

新全球化對歐盟企業及創新政策影響》計畫主持人蕭瑞麟教授、右三

MERIT）、義大利博

為科管所許牧彥教授、右四為創新與創造力中心主任溫肇東教授)。

究。

14
P001-020-TD608-PY.indd 14

2011/6/17 上午 12:20:28

商 院 視 窗
商 學 院

S

nap Shots

傑出校友返校講座

企管所校友張景溢
暢談創投業界實務經驗

文／商學院生涯規劃輔導團隊 陳冠廷

畢業二十年的張景溢先生回母校與學弟妹分享自身經驗，現場
反應熱烈。

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

商

競爭，過去舊世代所謂的「勝利方程式」已經

(OSAAS)今年首度舉辦「傑出校友返校

不管用，贏家與輸家的主要關鍵在於掌握發展

講座」，5月9日晚間邀請企管所第26屆校友－

趨勢，他並強調隨著經濟發展，各區域間的競

華威國際科技顧問董事長張景溢先生，以「投

爭優勢將會改變，產業位移隨之而生，在此情

資與創業經驗談」為講題發表其親身經歷，由

形下，觀察變動的趨勢即是掌握商機。此外，

於他於創投業界豐富的實務經驗，不僅吸引了

隨著全球化的快速發展與未來競爭模式改變，

許多政大同學前來，給予同學們更寬廣的思考

張景溢先生提醒大家應保有未來世代的關鍵能

面向，現場亦有不少業界人士蒞臨，與張景溢

力，培養連結資訊能力、知識內化能力、系統

先生互動熱烈。

化能力以及判斷能力，在不確定環境中依據邏

張景溢先生指出，目前新產業成長速度
極快，且市場環境由國內、區域競爭轉向全球

商 學 院

五年合作不輟

普渡大學菁英再訪政大

輯思考、歸納與演繹，持續追求自我成長，才
能在下一個世代發光發熱。

在此次的課程規劃裡，除了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主任嚴震生開課探討海峽兩岸關係的過往
和現狀之外，同樣瞭解兩岸情勢的唐揆老師(現
普渡大學教授)也特別安排台灣實地體驗的戶

文／商學院

外教學課程，安排同學們參觀總統府及中正紀

自美國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 26名

來

念堂，以實地走訪的授課模式，來經歷數年來

菁英學生，12日起到政大商學院展開為

兩岸關係發展之過程；商學院副院長暨企管系

期八天亞洲管理學習之旅。本次行程除了聚焦

教授別蓮蒂在「消費者行為」這堂課中，也於

亞洲專業管理知識，更在商學院學伴(Buddies)

課前指派作業，請同學們先到信義計畫區的百

陪同下，親身經歷跨文化的在地體驗。

貨公司和內湖大賣場聚落逛街，並走訪士林夜

商學院表示，普渡大學與政大商學院合
作的移地教學課程，今年已邁入第五年，透過

市，從不同模式的消費環境，實際觀察不同消
費者行為。

教學合作累積的默契和經驗，讓移地教學的

商學院表示，在全球化潮流趨勢下，海外

課程內容和活動安排愈來愈成熟。這次為期

移地教學的風潮興起，政大商學院擁有國內最

八天「新興亞洲市場與經濟」(Asian Emerging

國際化的教學環境，目前也已經和奧地利茵斯

Markets and Economies)的課程中，商學院安排

布魯克大學(University of Innsbruck in Austria)、

多位政大老師並為普渡大學校友的老師授課，

及義大利博柯尼管理學院(Università Bocconi in

並透過實地參訪和課堂講授結合的多元化教學

Italy)簽訂相同的移地教學計畫，每年都獲得國

方式，期待給同學們全新的體驗。

外師生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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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財 所

上的判例進行討論。

各界知識與意見

激盪更多火花

政大理律法律論壇－高科技
產業之專利戰略佈局專題

論壇中，張哲倫合夥律師及孫遠釗教授
分別就「專利濫用之理論與實踐」以及「美
國對於專利濫用問題的當前實務」兩方面有
深入的探討，並對於「專利濫用（abuse）」
與「專利誤用（misuse）」之間做了概念上的

文／智財所 楊子萱

澄清；智財所馮震宇所長亦以著名的武田藥
大智財所與理律法律事務所共同主辦之

政

品專利訴訟來評析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對近來

政大理律法律論壇在4月29日於政大商

類似案例之見解；黃銘傑教授則針對專利濫

學院寶來國際廳舉行，講題為「高科技產業

用理論演變和我國公平交易法間的趨近、分

之專利戰略佈局系列一：企業專利攻防之雙

合與互動，來檢視專利濫用理論存在和適用

面刃―專利濫用理論之

的合法性與必要性。此

萌芽」。

外，神達電腦集團副總兼

台灣專利法和智慧

法務長阮啟殷先生亦蒞臨

財產相關法律多向歐美

現場，以產業界的角度與

各國學習，目前建立的

在場與會人士分享相關訴

制度與理論在實際法務

訟的實際經驗與看法。

操作面仍有許多可改善

透過多位演講者詼諧的言

的空間。因此，本論壇

談，為所有與會人士在相

特邀智慧財產法院汪漢

關議題上做了充實、精闢

卿法官擔任主持人，他

的分析與講解。

以專業的內容、親切的

會議的尾聲，蒞臨現

態度與在場人士積極互

場的多位國內專利工程師

動，配合借鏡美國司法

及來自鴻海集團的產業界
先進也提出了各種台灣當

實務之操作與經驗的討
論內容，相信將對台灣
智慧法院未來在因應專

上圖：來自產、學、研界的與會人士正仔細聆聽講者
精闢的分析。
下圖：會後汪漢卿法官、馮震宇所長與孫遠釗教授仍
就相關議題持續熱烈討論。

利訴訟衍生之相關議題

前的法律瓶頸，對於這些
爭點的提出，汪法官也以
最接近實務的角度提供了

時有所助益，台灣產業界人士在將來面對新

各種不同層面的觀點與建議。透過本次論壇

修法律或政策配套措施時不至於舉足無措，

講者及與會人員相當精采的對談與意見交流

而這也是本次理律法律論壇最主要的舉辦意

的火花不但帶來新知，更進一步檢討了台灣

涵之一。

智慧財產法規制定與適用問題，相信這些知
識與意見的整合與分享都將能替台灣帶來嶄

專利濫用議題 成論壇焦點

新且宏觀的視野，也期待未來政大智財所能

本次論壇主要針對現今產、官、學、研

有機會再次與理律法律事務所舉辦更多此類

界都關注之專利濫用議題的演變、近期變革

的論壇與研討會，為參與的同學激盪出更多

以及美國巡迴法院和我國智慧財產法院實務

學思的收穫與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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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專題講座開講
吳思華校長談人文創新重要性
文／陳昱陵
99文科資的學長姊特地換上班服一同與吳思華校長合照。

MBA的專題講座於2月20日

新，並把創新融入在地生活脈絡，

登場，這是政大EMBA首次

這樣才能帶給區域人民價值。吳校

以講座方式，邀請各領域專家老

長指出：「台灣幾乎沒有人文創新

師共同授課。第一堂邀請視「創

系統，這是未能有效轉型的主要原

新」為一生中最重要理念的吳思

因」，並舉人文創新系統運作最成

華校長，於商學院國際會議廳分

功的迪士尼為例，說明迪士尼先有

享「人文創新」對台灣未來發展

許多不同的童話故事內容，再利用

的重要性，後續也將陸續由許士

電視、電影等不同的媒體形式呈現

E

軍、鄭丁旺、司徒達賢等老師精

專題講座系列課程，第一堂課由吳
思華校長開講。

采開講。

展演，接著融入迪士尼遊樂園裡，
最後出現實際的服務系統，如遊樂

園周邊的實體商店、導覽、交通和住宿。

創新

讓台灣更有競爭力

校長提供三個可以提升創新的建議，第一，

60年代的台灣，仰賴政府推動的策略，台

科研始於人性，做研究前若能對人類文明發展

灣從製造強國成功轉型成科技大國，但吳校長指

有一點夢想，研究就會變得更真實；第二，發展

出，台灣科技產業雖然發達，但卻不會應用，例

出新產品和新服務要能融入生活脈絡裡，才能吸

如台灣發展很多綠能產品，可是在生態保育上卻

引消費者目光，建立品牌形象；第三，科研時間

沒有實際應用。故面對未來更流通的市場，台灣

長，導致研究者無信心，是否能夠讓時間縮短，

必須致力於創新發展，才能保有全球競爭力。

分段展示，以增加科研的動力。針對以上幾點建

「創新，意指資源重新賦予意義」，校長
舉政大上、下山為例，由於學生傾向不選山上的

議，校長把人文和科研系統做連結，讓人文創新
更容易達成。

課，為了鼓勵同學上山，校方便大量投資山上藝

「在大學時代，讓同學有寬廣的視野、豐富

文中心，並依校友建議「讓上山成為很愉快的過

的知識與歷練，等到畢業後，他們有可能有更多

程」而設置楓香步道，這些增加了學生上山的意

創新的事業。」吳校長認為，雖然有人認為這一

願，也都是創新的概念。

代的年輕人不夠吃苦努力，但卻能勇敢嘗試，發
揮不同的可能性，因此鼓勵大家運用想像去作對

以人為本

創新來自人性

人文創新需以人為本，人有需求才會趨使創

人類更有價值的研究，如此一來就能落實於生活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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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制度，對會計學界及實務界的影響與奉獻遠
及兩岸三地，可謂華人財務會計界中的典範，維
基百科記載：會計學界尊稱他為「鄭校長」。
演講中，鄭教授引領EMBA的學員們了解

與會計界校長有約！

會計準則的框架、巧引贊成與反對會計制度的

鄭丁旺 鼓勵創造精神帳戶最大淨值

思維、回顧台灣財務會計的環境、未來的發展
動脈，和往後採用國際會計準則

文／陳昱陵

(IFRSs)的時代趨勢。短短3個小時，
宛若走過一部台灣會計現代史的歷

MBA與大師有約第三講於3月27

E

程。鄭教授最後也與學員們分享，人

日在國際會議廳舉行，邀請台

的一生都有兩個帳戶，一是世俗帳

灣第一位留美歸國的會計學博士--鄭

戶，另一是精神帳戶。世俗帳戶泛指

丁旺教授擔任講師，講授「我國財務

錢財、資產、權勢等外在表徵，當離

會計之發展及其對企業之影響」。鄭
教授從小於貧困的生活中堅毅求學，

鄭丁旺教授是台灣會計教育
領域架構建立的推手。

開人間後即歸為零，無法帶走；而精
神帳戶將依附一生，左邊是「資產

自美國取得學位後，在當時政大校長李元簇先生

類」，即幫助過的人，右邊則是「負債類」，是

力邀下，選擇回台擔任政大會計所所長。放棄美

生命中的貴人，「我們要持續幫助別人，施予恩

國高薪的他，不僅為台灣延攬國際會計教育體

惠不計較，但受人幫助要銘記在心，讓自己精神

制，也移植國際的財務會計準則，建立台灣財務

帳戶的淨值不斷擴大。」

EMBA

元總額，將於7月豐收時自契作中捐贈五千斤優
質台灣米給社福團體作「二次公益」，由宜蘭縣

熱情無邊，愛心無限!

二城國小校長黃賜福及兩位小朋友代表受贈；
同時陸續展開樂活農耕活動，讓EMBA師生與校
友一同參與稻作插秧體驗。而以99級學生發起的

政大EMBA春宴送暖

「商管講座基金」，在各班共襄盛舉下，募集
150萬元的基金，由吳思華校長代表受贈，希望

文／EMBA辦公室

利用此基金，邀請更多國內外知名講師授課，為

政

大EMBA於19日舉辦春宴，97至99級學生

EMBA創造更高價值。

齊聚一堂，師長們也熱

吳思華校長表示，希望

情參與，除了各班熱情表演助

EMBA學生能夠把學習當作享

陣，EMBA學生更發揮企業社

受，利用專業知識幫助社會做

會責任，進行公益捐贈。其

更多有意義的事情，並鼓勵從

中，99級王耀德成立的「政大

事不同工作崗位的EMBA的學

EMBA永續農業促進小組」推

員們，能夠珍惜在EMBA重新

動契作認養「我的一畝田」，
目前已達18單位9公頃約300萬

政大EMBA春宴中，商學院代理院長陳春龍將
稻米贈送給受贈代表二城國小校長與學生。

充電的求學機會跟經驗，也希
望大家的友誼可以長長久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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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發起「賞溪日」
淨掃景美溪
響應世界地球日

BA Bulletin

MBA學生及國際生共襄盛舉，EMBA學聯會會
長也出席活動，當天還有一位政大外籍校友帶
著兒女出席，以身教代替言教，讓小孩從小了
解撿垃圾以及維持環境整潔的重要性。
IMBA學程歷年都將服務學習列入畢業門
檻，學生需達到45小時的服務時數方可畢業，
這項規定正緊扣了IMBA的核心價值「領導、倫
理與企業責任」(Leadership, Ethics and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LECR)，希望未來各領域的領導

文／IMBA辦公室

者能時時保有服務的態度。對此，IMBA學生會
會長林德理深感贊同，他認為作為社會與校園

為

響應世界地球日，政大IMBA學生會

的連結，MBA課程的設計應超越學術範圍，廣

於5月1日自主發起「賞溪日」（River

納各種議題的討論。

Appreciation Day），從校園出發，沿著景美溪

他也鼓勵學生思考如何將社會議題帶入

畔行走，沿路撿拾垃圾，強調動手做環保的同

校園，從周遭環境做起，發揮影響力，「地球

時，也要珍惜並欣賞生活的環境，才能發自真

日、環保，不該只是說說而已。」此外，服務

心地愛護地球。

時數的規定，也讓學生會在舉辦活動時，不會

今年是IMBA第二年舉辦淨溪活動，打破
上一屆僅IMBA學生參與的規定，首度廣邀校內

IMBA

2011 IMBA校友會選舉
邁入嶄新的里程
文／IMBA辦公室

只流於形式上的聚會，而能有更多層次且深具
意義的選擇。

長張佑康(Patrick Chan)及副會長施薇雅(Silvia
Villalobos)帶領之下，也為校友會帶來不同的畢
業校友聯繫管道，並提供就業機會交流以及與
EMBA校友結盟互助。
新任黃會長除了延續校友會三大目標：建
立IMBA校友會團隊精神、企業網絡體系之建
立、政大商學院各學程間擴展性的社群發展之
外；黃會長也主張定期舉辦活動，不論室內保

MBA校友會會長投票選舉活動，於5月22日

齡球運動或是室外登山健走，希望藉此聯絡校

投票結束，現任於台北捷運公司商業管理部

友情誼；並希望與來自各地的IMBA校友密切互

門經理的校友黃建昌(James Huang，2007) 當選

動並分享工作成果與諮詢服務，另外也會邀請

為第二屆校友會會長。

專家學者在聚會中進行演講，分享成功經驗以

I

成立於2009年6月的IMBA校友會，目標

及行銷策略、亞洲事務等等前瞻性話題分析。

在培育IMBA校友終生學習，同時提供未來學

新會長的上任，亦代表著IMBA 校友會將邁入

生就業基礎，互相扶持。過去2年來，IMBA

另一個嶄新的里程。

校友會，經由IMBA歷屆主任、IMBA創始會

18

AMBA

政大AMBA擁有各種充沛經驗，特別是國際化
的經驗。適逢中華民國建國百年，黃執行長還
以「百年開鴻運，群菁英共創新局」來勉勵大
家能為自己開創新未來，同時也把人類的未來

AMBA喜迎百年新生

提升到幸福的層次。

百年開鴻運 群菁英共創新局

為了慶祝開學，AMBA辦公室也特別以
「開心農場」為概念，安排心願祈福儀式，讓
每個人在特製盆栽上寫下自己在AMBA求學的

文／AMBA小記者 蕭韻純

願望，種植在「AMBA心願農場」中。希望每
立政治大學商管專業學院碩士學位學程

國

一位AMBA100級新生在師長豐沛學識涵養的澆

（AMBA）於4月16日上午舉辦一百學年

灌下，帶領每個未來領導種子茁壯，進而培育

度新生開學日，迎接一群即將在政大開啟另一

出一片領袖森林。祈福儀式後，黃執行長接著

趟生命旅程的新生。

以電影「挑戰星期天」做為個案，讓大家 從美

AMBA執行長黃秉德認為商管專業學院碩

式足球運動中來體會團隊合作的方式與重要，

士學位學程是帶領一批擁有工作經驗的未來經

期許大家能夠學習、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並提醒

營領袖再進修的新學制，比喻為臺灣管理教育

大家要忘記「過去光榮的歷史」，在AMBA的

新的開始。因此，他希望AMBA100級新生能在

求學過程中，一步一腳印完成目標。

AMBA

長灝與非玩不可創意文化有限公司總監郎祖
明，三位老師共同策劃。黃執行長表示，知識
可以透過閱讀、分析獲得，但態度、信念則要

團隊經營前導課程

從行動中體會。因此為了幫助100級新生建立新

由表演藝術學習團隊合作

信念，這堂課以「體驗」為學習主軸，希望大
家從他人分享的故事中，建立經驗來解決心理
障礙，達成態度的轉變，

文／AMBA小記者 蕭韻純

同時透過分享，在團隊中

在

找到自己的角色。

開學儀式後，政大

團隊經營課程結束後

AMBA旋即於4月16日下

六週，AMBA也將前往宜

午舉辦「團隊經營前導課

蘭進行三天兩夜的密集課

100學年度的新生

程」，希望以表演藝術結

授課教師與100級新生課後合照。

合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要

程。在那之前，同學們每
週都有不同的作業，例如

訣，讓大家透過活動的進行及團隊互動方式來

改編劇本、彩排表演等。黃執行長表示這六週

體驗團隊合作的真諦。對於這堂進入政大的第

的功課都將幫助大家整合、收斂，他也相信這

一門課程，大家都非常期待。

將會「值回票價」。郎老師則鼓勵大家能有創

團隊經營前導課程由AMBA執行長黃秉
德、擁有多年劇團表演經驗的綠光劇團團長劉

意的表現，不要淪落過度綜藝化，卻缺乏本身
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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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正忠秘書長表示「永續就是處處是商
機」，從今年歐洲探索之行可以發現，從永續

歐洲企業永續趨勢研討會

觀點出發的商業模式、策略早不是空想，已經

探討結合環境與經濟的商業模式

大的效益。

有許多領先企業充分掌握極少資源，卻得到極

永續導入企業 帶來新福祉
文／AMBA小記者 蕭韻純

研討會中，同學們也向臺灣企業提出永

月初，第二屆企業永續創業競賽獲勝隊伍與

續策略的建言。對照於鬱金香公園的發展與

AMBA師生，在AMBA執行長黃秉德以及台

產值，以及台北花博的舉辦，AMBA學生吳

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黃正忠的帶領下，

佳音認為台灣應該整合官方與民間的力量，

前往歐洲進行為期11天的企業永續取經之旅。全

替蘭花找更好的出路，創造更大的產值。99級

體團員歷經整合、分析後，在4月23日舉辦「歐

AMBA學生申智宇則認為「你的想法決定你的

洲企業永續趨勢研討會」，與大家分享最新的

策略」，透過歐洲參訪深刻瞭解永續是可以轉

產業趨勢。會中除了分析歐洲企業的永續策略

變成經營的機會，他期許自己能把永續放在心

外，同學們也向臺灣企業提出建言，希望能讓

中，有機會時將影響企業抉擇。對此，工研院

永續在台灣扎根。

資深顧問楊致行也勉勵大家善用這次參訪得來

4

的心得與知識，進一步思考、分析對企業的好

永續 已不只是企業口號

處為何。相對於參訪團員對永續議題普遍持續

有別於臺灣的

參與、關注的想

企業對永續議題較

法， AMBA執行

少關注，各國領先

長黃秉德期許大

的企業早已將永續

家將永續引進本

概念運用於企業核

身服務的企業，

心價值。以HSBC

讓各個企業領入

為例，除了做到關

授課教師、貴賓及團圓會後合照。

懷社群發展、公司
內部所進行的各項減碳工作外，更推出各種低

新的紀元，開創
新商機，為全球

帶來新福祉。

碳金融相關產品，試圖讓客戶也能吸收永續概

研討會最後，黃執行長特別感謝全國商學

念。值得注意的是，目前HSBC的低碳金融商

院對企業永續議題的支持，一同為台灣的管理

品已有2兆美元的產值。此外，Philips結合供應

教育帶來新轉變。政大商學院代理院長陳春龍

商，訂定原物料標準，發展其特有的醫療、低

則認可AMBA及台灣企業永續發展協會在過去4

碳等永續商品，並為公司帶來超過30%的收益，

年間，讓企業永續變成可以擴散的知識，他期

Philips更喊出近期達到50%以上的目標。顯見永

許活動應擴大影響力，進一步對臺灣未來發揮

續也不再只是口號，而是可實踐的目標。

正面力量。

20

院 友 分 享

Life Sketch

商學院院友

點滴分享

郭家蓉

吳文傑

吳育宏

（企研所88級校友）

（財管系96級、財管所99級校友）

（IMBA95級校友）

1999年，大學就讀台大工學

木柵，跟台北市中心的商業區

回想就讀IMBA的時光，同儕間

院的我進入政大企研所就讀，從前

相比，這裡的步調相對悠閒些。我

不乏企業老闆和高階主管，課堂所學

在工學院，同儕間學業上的互動較

在政大待了六年，從財管系到財管

更是理論和實務的結合。除了同學

少，知識的接收是由老師對同學的

所，相當喜愛這裡清幽的環境。從

間的相處，我的論文指導老師扈企平

單方傳授；但在政大商院不一樣，

大學時代開始，在系上就因課程關

教授在業界與學界均有崇高地位，他

同學必須協力完成作業與報告，並

係和老師有了互動，也因為喜愛這

的謙虛隨和也對我有深遠影響，格局

進行討論。此外，研究所同學年齡

兒的環境，加上對老師的熟稔，日

與心胸更是我學習的榜樣。我將這些

差距大，有時也會與企家班學長姐

後升上研究所後，便跟隨徐老師做

點滴經驗化成文字，自2009年開始在

共同修課，期間接受的刺激，激盪

研究。去年我自財管所畢業，先後

經濟日報經營管理版發表文章，今年

更不在話下。

投入銀行與證券研究員的工作。從

聯經出版社將之集結成《突破業務最

在政大商院，我們不會空談理

校園走入業界，兩個不同的領域當

前線》一書，彙整了我過去幾年的行

論，這也是我轉換領域的初衷。司

然存有落差，銜接兩者的，就是最

銷業務經驗，尤其是我向業務團隊

徒老師的課會有大量的個案教學，

基本功夫的概念與邏輯。

分享成功方程式時歸納出的4個A：
態度(Attitude)、能力(Ability)、行動

其他老師也會談業界的案例，讓我

六年來的所學所見，政大商院

們明白外頭正在發生的事。從學校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轉變，就是在國

畢業後，我的第一份工作在仁寶擔

際化方面的長足進展。元大講堂是

對於弟妹們，我的建議是：身為

任PM，爾後也於遠傳電信等公司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硬體設

學生時就要盡量置身在實務領域，加

任職，下個月即將回資策會MIC任

備，再者國際化課程愈來愈多，還

強深度與廣度。至於有興趣繼續攻讀

職。與業界相比，法人機構更能將

獲得不少國際商管認證。如果能再

商管研究所的

研究所時期所累積的研究方法應用

回到學生時光，搭配學校所開設的

同學，最好是

於產業分析等工作之上。不過，無

課程，再加上更重要的自己努力，

帶著實務基礎

論是業界還是法人單位，政大商院

我想在木柵，不急不徐的步調，政

回到學校，才

的訓練，讓我在邏輯分析，或是與

大商院能夠幫助學生更早一檢視

能得到更好的

同儕相處的溝通能力上，都已經準

自己的條件，替未來做更充分的準

學習成效。

備好在職場上所需要的人格特質。

備。

欲分享的校友們，請選擇以下列方式與我們聯絡：
1. 將電子檔寄至 osaas@nccu.edu.tw
2. 傳真至 (02)2938-7524
3. 將紙本寄至「台北市文山區116 指南路二段64號逸仙樓3樓學生事務與
校友服務辦公室」註明「院友分享」即可。
若有任何問題， 請來電 (02)2939-3091 分機65391，謝謝您！

廣告邀約

院友分享邀約

「院友分享」單元是一個提供商學院大家庭成員互相交流、溝通的平
台。因此，我們誠摯的邀請每一個「您」的參與──談談您在政大商學
院的那段歲月，畢業以來的生活點滴……。凡熱情提供點滴分享之校
友，我們準備了商院小禮品薄酬，感謝您的回饋！殷切期待您的回音。

(Action)、成就(Achievement)。

由政大商學院發行的「院友通訊」季刊，
是一本每季發行予各大媒體以及商學院歷
屆畢業校友的優良刊物，定期介紹最專業
的商學研究新知，並提供各領域校友最直
接最強大的交流聯繫管道。
若您有任何公司訊息或廣告刊登等需求，
我們提供價格公道的宣傳服務，歡迎您與
政大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高
逸芬小姐聯絡，洽詢電話02-29393091 分機
65391，或來信osaas@n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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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 迎 索 取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College of Commer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商學院每年將院內應屆畢業生之履歷編輯並集結成商學院聯合履歷冊，
誠摯地向企業推薦這群充滿活力與衝勁的新鮮人
我們相信學校與企業搭起橋梁，必將使更多企業獲得優秀適合之人力，
也將使更多優秀同學受惠。
歡迎與我們連繫，並告知欲索取聯合履歷冊，將免費寄送。
E-mail：osaas@nccu.edu.tw 電話：(02)29393091 分機 65390 聯絡人：李沛容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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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商學院院友通訊

一份屬於政大商院人的刊物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來協助商學院發展，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很快地我們就能邁向國際一流的巔峰，讓大家以身為商學院校友為榮。
您的貢獻，不論金額多寡，我們都將致上感謝函及商院小禮品薄酬，
謝謝您的熱情支持，為商學院追求卓越的過程中注入無比的能量。

政大商學院代理院長

陳春龍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術發展基金專戶」捐款意願書
基本資料
姓名／機構名稱： —————————————————————————————————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方式：電話：——————————————————— 傳真：——————————————————— 行動：———————————————————
通訊地址：□□□-□□———————————————————————————————————————————————————————————————
電子信箱：——————————————————————————————————————————————————————————————————————
身分：□政大校友，民國̲̲̲ 年̲̲̲̲̲̲系／所／班 畢（結）業

□政大教職員

□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機構

服務單位：———————————————————————————————————— 職 稱：—————————————————————————————

收

據

□不寄收據 □立即開立 □收據保管，年底寄送
抬頭名稱：□同捐款人

□指定 ————————————————————————————————————————————————————————

寄送地址：□同通訊地址

□其 他 ————————————————————————————————————————————————————————
（*捐款可100%自個人當年度綜合所得／企業營利所得總額中扣除。）

捐款方式
□現金／填妥本單後，請至行政大樓6樓秘書處三組捐款。
□支票／抬頭請寫「國立政治大學402專戶」；請填妥本單連同支票，以掛號郵寄至「政大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
（*聯絡資訊於本頁下方）

□郵政劃撥／請至郵局填寫郵政劃撥單，戶名「國立政治大學」，帳號「00148908」，請於備註欄註明「指定捐贈予商學院學術發
展基金」。請填妥本單連同劃撥收據影本，傳真或郵寄至「政大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聯絡資訊於本頁下方）

□匯款專戶／戶名「國立政治大學402專戶」，第一商業銀行木柵分行，銀行代碼「0071679」，帳號「16730107889」，請於備註
欄註明「指定捐贈予商學院學術發展基金」。請填妥本單連同匯款收據影本，傳真或郵寄至「政大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
室」。（*聯絡資訊於本頁下方）

□信用卡捐款／ 填妥本單後，傳真或郵寄至「政大商學院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或逕至政大捐政網站 http://donation.
nccu.edu.tw 進行線上捐款，即完成捐款手續。（*聯絡資訊於本頁下方）
持卡人姓名： 卡別：□VISA

□MasterCard

□JCB

卡號：————————————————————————————————————————————————————————
發卡銀行： 持卡人簽名：————————————————————————————————————————————— （需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有效期限：西元20————— 年————— 月
卡片背面末三碼：———————
本人同意以本信用卡捐助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學術發展基金專戶，方式如下：
一、於民國————— 年————— 月，單筆捐款新台幣̲̲̲̲̲̲̲̲̲̲̲̲̲̲̲ 元
二、自民國————— 年————— 月，至民國————— 年————— 月，固定每月捐款新台幣——————————————————————— 元

政治大學商學院

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

聯絡電話：(02)2939-3091分機65391

高逸芬助理 傳 真：(02)2938-7524 地 址：台北市文山區116指南路二段64號 逸仙樓3樓309室

網 址：http://osaas.nccu.edu.tw 電子信箱：osaas@nccu.edu.tw

謝謝您！請與我們保持聯繫~
Thanks for keeping in touch！
在此殷切地期盼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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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友資料聯絡表
姓名
聯絡電話

性別
公

生日

宅

手機

服務公司
服務部門

職位名稱

畢業系所
畢業年屆

學號

電子信箱
聯絡地址

建議與指導

此外，如果您手邊有任何關於商學院過往歷史的照片、資料，
歡迎您不吝將資料的複本或正本提供給我們，豐富商學院院史室！
凡回傳資料聯絡表或提供過往歷史照片、資料者，我們也將準備商院小禮品薄酬，
感謝您對商院的熱情回饋！
請您將以上資料郵寄至「台北市文山區116指南路二段64號
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

逸仙樓3樓309室

學生事務與校友服務辦公室（OSAAS）」

或直接傳真至（02）2938-7524，感謝您的熱情協助。
E-mail：osaas@nccu.edu.tw

電話：（02）2939-3091分機65391

聯絡人：高逸芬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