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屬於政大商院人的刊物

救火哲學
努力不懈堅持到最後一刻 成功才會難得可貴
——
唐揆接任商學院院長 注入朝氣蓬勃的活力
掌握資源整合 統籌全球佈局 品牌大革命 台灣精神再出發
司徒達賢傳授策略矩陣 實用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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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行 人 的 話

各位商院校友平安：
首先謝謝政大給我這個機會，來到商學院服務。在八月一日到任後，除了忙
於瞭解和熟悉院務及校內的行政程序，也積極拜會校內各單位的主管和老師、院
諮詢委員、校友及對學院發展有助益的相關友人。聽到了許多的意見、忠告和建
議，得到了很多的啟示和幫助。
本院有輝煌的歷史，在商管教育上，擁有無可取代的品牌精神，在歷任院
長、全體師生和校友努力下，建立了崇高的國際聲譽。過去五年來，我曾經帶領
超過一百五十位美國普渡大學的同學，來到商學院做移地教學，在合作的過程
中，我深深感受到老師們對學院的熱誠，以及行政同仁的細心和投入。在院長遴
選的過程中，大家真誠地提出問題，深切地關心學院未來的發展。我有幸能到院
裏服務，希望不負大家的信任和託付。
在國際強烈的競爭環境中，為了保持競爭力，並且發展成為國際上卓越的商
學院，我們必須繼續招聘、培養和發展優秀的師資及行政人員，發展有特色的研
究和學程，提昇教學品質和研究能量，爭取高素質的學生，繼續推動國際化，提
昇國際上的能見度。在做這些努力時，強大的校友支持是一大關鍵。因此，我們
強烈地呼籲校友回來關心母校，做我們的後盾。
在院辦公室的安排上，陳春龍老師和別蓮蒂老師留任副院長，周玲臺老師和
王儷玲老師也加入團隊，我個人非常謝謝他們的付出，和所做的犧牲，也慶幸能
和這四位資深又優秀的老師，組成一個堅強的團隊。我們現在積極地收集資料和
意見，來訂立未來的發展方向和具體計劃，在時機成熟時，我們會公佈這些計劃
的內容。
到任一個月來，努力於認識校內同仁和校友，希望在將來，有許多的機會見
到大家。我也特別歡迎有關院務的討論和意見。希望在未來，一起為政大商學院
努力！
商學院院長
敬上

編 輯 室 報 告
商學院為加速國際化腳步，特地自美國普

身兼數職也不忘回母校擔任諮詢委員，由此可

渡大學挖角教研及行政經驗豐富的唐揆教授擔

見金董事長救火哲學的人格特質，希望讀者亦

任院長一職，唐院長於訪談中侃侃道出美國學

能自金董事長不屈不撓的精神中獲得啟發。

生與台灣學生不同之處，此外也表達對商學院

商學院在漫長暑假期間仍舉辦多項活動為

之期許，院長活力豐沛的言談中為商學院帶來

開學暖身，請別錯過商院視窗中商學院的新動

一股新氣象！

向；另，一年一度的讀者問卷調查亦歡迎您的

本期封面故事人物為畢業自EMBA資管組之
金慶柏學長，金學長貴為聯電旗下三家子公司

參與並不吝賜教，我們將抽出十位幸運校友，
可獲得今周刊一年份雜誌，請大家踴躍參與。

董事長，為人謙遜並以幫助別人為己任，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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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table Annoucement

接任商學院院長
唐揆注入朝氣蓬勃的活力
商學院院長 唐揆專訪

文／商學院小記者

林信成

抱

們解釋拓展國際經驗的重要性。

美國教研及行政經驗，唐揆接受政大商

剛開始，學生對於來台參訪充滿各種的疑

學院院長一職的機會，同時準備面對瞬息萬

慮，不知道自己能在此獲得什麼，直到結束整

變的挑戰。相對過去回台拜訪，多有作客的

段行程後，許多人都對台灣有了全新的認識，

感覺，他一派自信地說：「這次，終於是玩真

甚至開始主動關心亞洲時事。唐揆回憶，許多

的！」

學生對他說，「這是我一輩子最好的經驗」、

持著回饋台灣的初衷，帶著近三十年的

「這是我來普渡最棒的一次回憶」，甚至有學

教學的真諦來自長期耕耘
而不是短期得失

生二度來到台灣交換。正是這段令人印象深刻
的經驗，讓唐揆了解這一切的付出全都來自於

耐心栽培中發現，教學的美好莫過於看到

自身的堅持，能夠為學生帶來改變生命的一次

學生們成長和改變的歷程，這是唐揆仔細檢視

體驗，才是給自己無價的報酬。實踐和滿足，

過去教學的成績單後，替自己下的一段評語。

是他教學生涯一路走來最大的禮物。

他幽默的表示，年輕的時候，身為老師似乎總
有堆積如山的「業績壓力」，需要面對許多評
鑑及研究考核，容易患得患失，這種心態相當
不健康；隨著經驗的逐漸累積，他才了解到教
學中所獲得的成就，是需要時間慢慢醞釀出來
的，而其中精華在於看到學生的改變。
在美國任教期間，唐揆帶領超過一百五十
位普渡大學（Purdue University）學生前來政大
商學院參與移地教學；普渡大學位處美國中西
部，當地的學生往往不熟悉國際事務，為了完
成這個參訪計劃，他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向學生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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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靠著建立互動才能持續，唐揆提醒，「在

落實商學院精神
鼓勵學生珍惜每一次的學習

美國，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進入有效的對談是
相當重要的；在面試的前五分鐘，很可能就決

商學院學生面對的是汰換快速的激烈環
境，如何在學校培養一身功夫，以備面對職場

定最後的結果，剩下的時間只是面試官用來支
持自己的想法無誤罷了！」

挑戰時處變不驚的能力，永遠是一項重要的課

另外，唐揆認為學習的熱情來自於好奇

題。唐揆認為，相比美國的教育體制，台灣學

心，因此他鼓勵學生追求求學的好奇心，而這

生缺少的是熱情；美國教育提供學生彈性的發

絕不僅限於課業上的滿足，而是各種知識的探

展空間，要求在學習上獨立自主，勇於思考和

求，例如在談話的過程中，問問題是很重要的

批判。台灣的學生則容易囿

螺絲釘，如何能延續精彩

於社會價值的期待，忘了追

的話題，即是好奇心啟動

求真實的自我。

的時機。

因此，他希望台灣學生

我們畢業生的成就
決定了商學院的表現

能積極善用各種資源，包括
學校提供的演講、社團和實
習機會，並廣泛接觸不同領

甫接下商學院院長

域的資訊，最重要的是，永

一職，唐揆希望維持體系

遠提醒自己希望變成什麼樣

內一貫的教學品質，吸引

的人，思考所欠缺的並且勤

更多優秀的學生並繼續提

能補拙。

供完善的設備，同時逐步

溝通能力也是台灣傳統
教育上較不受重視的特質，

加強校友間的聯繫；學校

關於

唐揆

然而這卻是生活及工作中極

方面也應該持續協助學生
培養踏入職場的能力，提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兼商學院

為重要的能力。唐揆發現，
在美國求學的台灣學生，較
無法以完整的架構和清楚的
邏輯上台簡報，這並非語言

院長
學歷：美國普渡大學管理科學博士
(1984）
經歷：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商學院講座
教授兼系主任、普渡大學葛蘭

高就業的機會。他也將帶
領政大商學院獲取更全面
的國際經驗，積極爭取既
有體制上的彈性，逐步調

的問題，而是根基於過往的

管理學院講座教授兼學程副院

整未來發展的方針，並爭

學習習慣；其實課堂中的每

長（2006-2009）及學術副院長

取更多的資源來支持，以

一次報告都是一次練習的機

（2009-2011）
主要獲獎記錄：美國國家基金會總統青

期更能與國際化的學術環

會，唯有透過不斷的討論、

年研究獎（1998）、國際決策科

境接軌，使政大商學院能

編修架構和調整邏輯，才能

學學會院士（2007）、國立交通

再次迎接不一樣的成長契

清晰地表達想法。

大學傑出校友獎 （1998） 、沙
構基金會最優教師獎（2003）

機。

除此之外，溝通能力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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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資源整合 統籌全球佈局
品牌大革命 台灣精神再出發
企管系特聘教授 于卓民專訪

口述／于卓民教授

文／商學院小記者

林信成

年來，面對遞減的利潤和日益競爭的

近

一個乍看細微末節的變化，進而調整市場策

市場，台灣代工業的經營已逐漸亮起

略，並充分利用每一分資源，正如選手跑步

紅燈，再加上來自新興經濟市場的挑戰，

時，一方面要注意自己與其他人的距離，並

台灣企業對於建立自有品牌的意識已愈來

同時仔細觀察最適宜的路線，才能將爆發力

愈強。在產業轉型之際，已有數個台灣品

發揮得淋漓盡致。

牌成功登上國際舞台，使得MIT（Made in

然而，從代工過渡到品牌的台灣業者，

Taiwan）形象逐漸轉為正面；然而，有眾多

在掌握市場需求的變化時，馬步還紮得不夠

企業仍在自建品牌這條路上耕耘、摸索，品

穩，不論是委託代工或設計代工，傳統的重

牌如何能脫穎而出仍是未知之數，行銷品牌

點放在製造的內容上，而現今的趨勢卻是消

到底有多難呢？

費者導向，在B2C（Business to Customers）
的市場裡，趨勢總是瞬息萬變，客戶散落在

品牌戰是一場馬拉松

各個角落，就好比在空氣中抓機會，若是無

持續的補給和堅持才能奔向終點

法將砲火集中便形同亂槍打鳥、毫無目標，

參加過馬拉松競賽的人都知道，速度控
制跟體力的維持是相當重要的，在整場無間

聰明的戰略。

斷的比賽中，終點是你的最後標的，速度成

通路在品牌自建的過程中也扮演著關鍵

為策略考量的利器，還要適時補充水分維持

的角色，和通路商建立良好關係及善用不同

身體所需。

通路以創造差異化，都是品牌能否發光發熱

同樣地，行銷品牌何嘗不是一場漫長
又艱辛的耐力賽！為了抓住消費者的胃口，
業者需要長期投注市場趨勢的研究，捕捉每

4

因此區隔市場以進行差異化行銷便成為一種

的重要因素，目前台灣業者在這方面的能力
仍待增強。
舉例來說，當品牌要提升知名度時，業

者便要謹慎謀劃要透過哪

盟之路，以壯大力量。

些相關通路以達成形象整

一旦隊伍茁壯，能量充

合之便，同時有效增加品

沛，品牌的力量也會開

牌亮相的機會；而業者也

始等比級數的成長。台

需要發揮差異化優勢，說

灣蓬勃的高科技產業正

服通路商採取增加品牌曝

是一群整合後的最佳代

光的行動以增加產品的買

表，靠著專業分工和

氣，這些都是品牌業者在

上、下游整合，從在地

行銷品牌的過程中，極需

規模擴增到全球，眾志

小心處理的重要環節。

成城之下，台灣的高科

面對全球市場
小企業團結一心拚品牌

關於

于卓民

技產業才能發揮規模經
濟的效益，在國際市場

現職：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特聘教授
學歷：美國密西根大學企業博士
（1987）

完成品牌差異化就已

上立足。
時至今日，過去物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經成功跨出第一步，接下
來便需要提振聲譽，維持

美價廉的台灣業者形象

碩士 （1979）
經歷：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企業管

名聲！投資品牌即之於馬
拉松，中間的辛勞和汗水
總是不計其數，一波波廣
告宣傳成本投入平靜無波
的水面，無聲無息總是令

理學系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系主任；國立政治
大學商學院代院長；鴻海精密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顧問；中小企業
國家磐石獎評審委員；傑出經理
人選拔評審委員；中國石油公司
董事；華陽中小企業開發公司董
事；研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元

業者格外憂心，然而品牌

大證券董事；瀚宇彩晶股份有限

的維持不僅需要持續有效

公司董事

似乎不能再提當年勇，
面對大陸市場的快速成
長和大陸業者的崛起，
台灣的品牌精神需要重
新定位，脫離低價、另
建優勢，才能重拾往昔
風光。
此 一 優 勢 與 差

的媒體曝光，更需要多元

異化有關，也與品牌

的產品（或是不斷推出新的產品）來滿足顧

有關，因此業者的品牌創建像是經歷一場

客善變的心，龐大的資金壓力和多元產品的

「革命」，顛覆過去的策略思維（我們很便

必要性，顯示了品牌規模的重要性，而這正

宜！）而轉換成新的策略思維（我們很不一

是台灣中小企業普遍的致命弱點。

樣！），再由新的策略思維指引企業的各項

未來的市場在全球各地，為了善用資

運作（由服務少數企業客戶的流程改成服務

源、強化資本結構，並擴大產品的豐富性，

眾多四散消費者的流程），旺盛的企業生命

台灣中小企業在發展品牌時，勢必走向結

力由此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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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哲學 ——
努力不懈堅持到最後一刻
EMBA 資管組
傑出校友
文／商院小記者 林信成

成功才會難得可貴

金慶柏
攝影／今周刊 吳東岳

大

學就讀經濟系的金慶

點下課鈴聲響起。「同學們

柏，因為暑期在IBM實

都笑著說你來幹嘛呢？都要

習的特別機會，讓他的生命出

下課了。」笑談往事的這些

現大翻轉，繼而陸續在聯華電

片段，金慶柏笑著答：「我

子、公信及昱聯等知名電子企

就只是想要來上課啊！」同
樣地，在IBM工作的期間，他

業中身兼要職，帶領高科技的
千軍萬馬打造事業堡壘。

金慶柏不論對工作、進修都有他的態度和原則，也
正是這些堅持讓他能夠在各大電子業中身兼要職。

也一樣拿出最誠懇的態度面
對。IBM相當尊重員工，也

態度正如稻穗 姿態愈低更顯其飽滿
然而，在這傲氣磅礡的背後，卻只有一個

同意彈性地開放讓員工可以在家自由工作，但這
樣的前提是，公司尊重你，你也要尊重公司。秉

最簡單的信念支撐著，那就是態度。「可能當

持這樣的原則，金慶柏知道公

初IBM的面試官被我的謙遜所感動，才會錄取我

私分明的重要性，公司所提供

吧！」回想當初，坦言因為熬夜準備考試而深怕

的資源，就應該利用在公務

面試表現不佳的金慶柏，卻也因為這分坦承的勇
氣，才換來往後飛黃騰達的入場券。
而這樣的經歷僅是拼圖中的一小塊，更多
的面貌是透過求知若渴的上進心和忠於責任
的懇切原則，明明白白地在金慶柏身上
勾勒出一道最真實的輪廓。回憶當年
就讀政大EMBA，他時常往返於
新竹的工作和台北的學校之
間。有次，不巧遇上交通
堵塞，等到終於趕到教
室時，已屆晚上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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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金慶柏

現職：公信電子（Clientron）董事長暨總經理、丞信電子（Bcom）董事長暨總經理、昱聯科技（ASint）創辦人及
董事長、政大商學院諮詢委員、Ex-IBMer Club in Taiwan 會長、台灣車載資通訊協會（TTIA）常務理事。
學歷：國立台灣大學經濟學系學士、國立政治大學EMBA資訊管理組碩士
經歷：IBM東南亞及南亞區公眾服務事業群總經理、聯華電子（UMC）資訊長（CIO）及資訊安全委員會主任委
員、矽統科技（SiS）全球業務、行銷及技術支援資深副總經理兼美國子公司總經理、矽統教育基金會執行
長、中華民國資訊長協進會理事、臺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資訊委員會主任委員、RosettaNet標準組織
全球半導體製造產業理事、圖誠科技（XGi）監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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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右一）也
柏（前排
慶
養
金
的
，
高外
企業態度
己要求很
，他認為
度
制
除了對自
的
明
。
立公私分
和培養的
公司中建
需要累積
是
，
幾
可
成非一蹴

上；公司所提供的方便，就不應該成為私人偷閒
的藉口。

就如同球
場上的比
賽，工作
的重要力
中的團隊
量，金慶
合作和凝
柏
（後排中
先士卒，
聚力是達
）期許自
扮演好領
成目標
己能在挫
導者的角
折和低潮
色，激勵
中身
團隊盡快
恢復鬥志
。

時常，公司上下都會為了爭取大型標案而
同心協力，然而結果並不是每次都相當順遂，對

態度必須被培養，而非一日可及，金慶柏深

金慶柏來說此時正是領導的關鍵：要如何才能再

知這是企業生存的根本之道。「在我們公司裡，

次地迅速凝結團隊士氣，為下一次的奮鬥衝刺。

任何的文件或是簡報只要被我抓到錯誤，就要請

他提到，身先士卒能夠體現領導的魄力，董事長

我一杯咖啡。」從小處著眼，才能避免大處遺

或是總經理，都應該是公司裡面最後一個放棄的

憾，金慶柏相信，很多習慣若從小沒有被糾正，

人。而當團隊失去鬥志的時候，領導者便需要充

很容易變成理所當然，甚至把錯的當成是正確的

分發揮激勵的功能，鼓勵每位下屬都能堅持到最

看待，這些都該及早訓練，這也是一種態度，不

後一刻，才有可能獲得最終勝利，這永遠都是企

管在企業裡或求學都是相當重要的。

業中不變的精神。

企業如戰場
沉穩的將帥才能激勵驍勇的士卒

唸書的快樂
是職場後的珍惜

在瞬息萬變的高科技產業中，每一步都不得

踏入職場多年，讓金慶柏一直念念不忘的，

馬虎，同時身兼公信、丞信和昱聯科技董事長的

便是當年讀書時專屬於學生的純粹快樂。「念書

金慶柏，更加深諳其中的生存法則。謙稱自己像

是最快樂的事情，偏偏這種感覺要直到工作後才

救火隊，每當派駐到新的公司接管時，總免不了

會了解。」檢視這一代的大學生，他發現了不一

一陣兵慌馬亂的過渡期。但是，金慶柏的方向卻

樣的機會和轉變，許多人常認為現在的業務員一

很明確，他告訴自己：這些都是一次次的挑戰，

代不如一代，回想當年在IBM實習，金慶柏謙虛

而首要之務，便是如何在最短時間內集合一批適

地認為自己剛好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擁有

當的團隊，怎樣才能發揮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

許多學習的機會。對大學生來說，隨時敞開心胸

帶領整個新公司重新找到定位。事業上的挫折總

嘗試各種的可能，在面對挫折時學習忍耐，才是

如潮水般席捲而來，可是逃避卻不能永遠當作脫

未來能夠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生存的條件，金慶

困的護身符，金慶柏謹記在心，只有不放棄才能

柏深深期許後輩，多努力一點、勤奮一些，成功

扭轉劣勢。

的機率就會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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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S基金會教育總監麥可威爾斯
與本校會計系師生座談
鄭丁旺教授與威爾斯總監精彩交流

文／會計系

nap Shots

則（Rules）」。「概念」是最上位的組成要
素，由「概念」指導「原則」，再由「原則」
律定「規則」，而此一階層性結構便形成了
IFRS的「概念架構」。
威爾斯說明財務報導的觀念性架構為
制定IFRS之依據，其內容涵蓋財務報導的目
的、品質特性、財務報表的要素、認列、衡量

「國

際財務報告準則（International Financial

以及表達與揭露。由於IFRS偏向原則性基礎

Reporting Standards，IFRS）」是國際間

（principles-based），僅有特殊需要者才以規

最普及的會計準則，為提升我國資本市場的國

則性的應用指引加以規範，相較美國一般公認

際競爭力，金管會要求我國上市（櫃）公司

會計原則的規則導向（Rules-oriented），編製

自2013年1月1日起，應採用IFRS編製財務報

IFRS財務報表需要較多的專業判斷，因此，觀

告。換言之，我國上市（櫃）公司自2012年1

念性架構也是形成專業判斷與評估專業判斷之

月1日起即應開始準備IFRS兩期對照式財務報

來源，此架構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表所需資料。面對此一重大變革，會計系特

我國國際會計準則翻譯覆審專案委員會召

別於8月2日邀請「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基金會

集人國立政治大學鄭丁旺講座教授指出，國際

（IFRS Foundation）」教育總監麥可威爾斯

會計準則對於資產與負債之認列仍有少部份不

（Michael Wells）為本系師生進行專題座談，

一致處，建議委員會可就此部份加以研究。威

主題為“Understanding IFRSs - A Framework-

爾斯精闢演講使與會師生受益良多，會計系師

based approach to applying IFRSs＂，重點在於介

生並於會中踴躍提問，尤以鄭教授與威爾斯總

紹IFRS下財務報導的「觀念性架構（Conceptual

監之精彩對話使本次活動更具學習價值。

Framework）」及其應用原則與實例說明。
威爾斯說明現行的 IFRS利用了「概念架
構」觀念，將IFRS的構成位階區分為「概念

會計系金成隆主任指出，面對國際化趨勢
本系將持續關注IFRS之發展，加強師生對IFRS
了解以迎接會計國際化時代之來臨。

（Concepts）」、「原則（Principles）」、「規

會 計 系

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電腦審計
參訪與座談會
深入了解資訊科技在審計實務上
的操作及運用

望透過會計師精闢講解及現場互動，讓海峽兩岸
教師與研究生對於台灣資訊科技在審計實務的操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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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活動陸續拜會包括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羅瑞蘭會計師團隊、資誠聯合會計師事

文／會計系

務所許林舜會計師團隊、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陳嘉祥會計師團隊以及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

治大學會計系99學年度陸續安排大陸來台

政

所王彥鈞會計師團隊；同時亦拜會美商甲骨文

蹲點的青年教師、博士生與本系博士生前

ORACLE深入瞭解企業資源規劃導入、企業資源

往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及企業資源規劃資訊系統大

規劃資訊系統查核之實務以及資訊大廠與四大會

廠，進行電腦審計議題相關之參訪與座談會，期

計師事務所的合作模式與經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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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管 系

S

nap Shots
延續著在廈門的強烈學習心，6月27日前

企管系首次移地教學
「亞太區域產業發展趨勢
參訪」圓滿完成

往本次移地教學的第二站——金門。金門地區
由系主任蔡維奇教授領軍，拜訪金門最高學
府——國立金門大學及參觀金沙文化園區，透
過園區內的導覽，全體師生更加了解金門的

為期七天的廈門、金門學習之旅

歷史及金門與廈門間的緊密關聯，更透過實
地的參訪，實際應用課堂中的管理知識研究

文／企管系

金門休閒產業的經營與發展。

管系首次舉辦的移地教學之行「亞太區

企

綜觀廈門、金門七天的移地教學，同

域產業發展趨勢參訪團」，6月23日由

學們都獲益良多，大學部張文愷同學表示，

本系李易諭老師、黃思明老師及張愛華老師

雖然只參加了廈門的行程，但在這四天中卻

帶隊，一行包括EMBA、科技班、企家班及大

是收穫滿載且意義非凡，參訪了包括君龍

學部同學32人，進行為期七天的學習之旅。

人壽、金龍客車以及天福茗茶等大陸知名企

此次移地教學主要參訪廈門及金門，由

業，透過公司經理人的簡報了解各行業在兩

李易諭老師擔任廈門總領導，帶領同學們與

岸市場的環境異同，經理人與系上多位教授

廈門大學MBA老

及EMBA學長姐們

師、同學交流，透

精闢且犀利的問

過實地企業參訪、

答，讓同學們得以

文化創意產業及品

深入思考各行各業

牌行銷學習，擷取

在當下及未來的中

台商、中商企業的

國市場可能面臨的

經驗，瞭解兩岸經

轉型與挑戰，各大

營策略之異同，將

企業用心的款待也

課堂與實際經驗結

讓人感受到成功的

合。

企業經理人所具備
廈門大學的參

參與移地教學的師生於廈門大學前合影。

的熱情。除了學術
交流之外，移地教

訪是此趟旅程的重
頭戲，第二天晚上廈門大學MBA中心程文文

學亦深入當地名勝的文化探索行程，結合學

教授設宴款待，充分展現出廈門大學師生的

術與實務，更加拓展了學生的視野與眼界。

熱情。

蔡維奇主任表示：「透過亞太地區移地

翌日由廈門大學安排兩位校友——福建

教學，增加本系學生與國外學生共同學習的

福晶科技CASTECH陳董事長及三棵樹塗料

機會，培養學生宏觀之國際視野與開放的多

（股）公司洪董事長的演講，以自身的實務

元觀點是本系一直以來努力的方向。未來本

經驗帶領大家進入不同的管理視野，並在幽

系將積極與亞太地區學校洽談，希望明年能

默風趣的言談間分享創業的心路歷程及未來

有更多大陸一流大學參與，讓本系學生有更

企業的成功之道——要有夢想、為人處事要實

多機會擴展視野及提升國際競爭力，使政大

在真誠和胸懷廣闊，為即將步入職場的大學

企管系成為培育亞太地區頂尖管理人才的搖

部同學提供寶貴經驗。

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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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管 系

房屋周俊吉董事長、上海世達（桂冠）食品王坤

政大企管上海校友會2011盛夏
饗宴，華東校友展現團結實力！

山董事長、華威國際張景溢董事長及政大企管系
策略大師司徒達賢講座教授進行經驗分享。四場
精彩講座主題涵蓋各產業企管新知，尤其壓軸的

明年政大企管50週年系慶活動，
歡迎校友一起回娘家！

司徒教授以「教與學」帶領全場深入淺出瞭解企
管教育，絕妙互動讓大夥欲罷不能。
系主任蔡維

文／企管系

奇教授表示，過

大企管

政

去10年政大企管

上海校

每年暑假都有碩

友會7月31日

士生到大陸進 行

舉 行 2 0 11 盛

2011盛夏饗宴圓滿結束，會後全體校友合照。

夏饗宴，現

企業實習，今年
人數更是從10人

場湧入近200位賓客歡聚一堂，除了企管系所屬

大幅增加至22人，這豐碩的成果絕大多數都歸功

的企家班、科技班、EMBA、博士班、碩士班、

於大陸地區校友廣大的資源及影響力，一步一腳

學士班，更有政大外系校友、中央大學上海台商

印建立起政大企管兩地校友交流網絡。

班校友、復旦大學校友、中歐管理學院校友、

政大企管上海校友會自2008年成立，迄今

上海交大校友、西安交大EMBA校友、上海大學

已滿3年，王坤山會長也在會務達到最高峰時圓

MBA校友、上海台商協會、台協青工委（台商

滿卸任，獲頒榮譽會長榮銜；接棒的新任會長為

二代聯誼會）等多個友校單位前來共襄盛舉。東

上海大潤發行銷部總經理丁虹（博士班校友）。

道主王坤山會長開幕時笑稱，這就是台灣人辦

政大企管深自期許未來和校友建立更緊密的連

桌、喜愛熱鬧的好客精神。

結，提供更完善的校友服務平台，同時歡迎各地

今年活動以下午論壇接續晚宴餐敘促進校
友聯誼，邀請兩岸知名企業家暨傑出校友：信義

商 學 院

IACMR研究方法研習營
首度在台舉辦

校友響應明年政大企管50週年系慶活動，一起回
娘家！

（AOM）會長、現為政大企管系講座教授的
David A. Whetten在內8位國際頂尖學者授課，
同時安排小組深度研討，讓參與學員更透徹了
解論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

文／商學院

商學院表示，課程內容涵蓋研究方法、研

政大商學院向中國管理研究國際學會

由

究構想與研究架構發展等，有助提升國內新進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學者學術水準，並提高發表高品質國際期刊論

Management Research；IACMR）爭取、首度在

文的能力。

台舉辦論文計畫書與研究方法研習營，7月18日

IACMR由曾任《Academy of Management

起正式登場，商學院期待藉此奠立台灣年輕學

Journal》主編的美國亞利桑州立大學（Arizona

者研究實力根基，提升論文水準及研究品質以

State University）教授徐淑英（Anne Tsui）邀集眾

面對國際學術競爭。

多國際頂尖管理學者創立，主要目標在促進華

研習營參與學員都是國科會管理學門的
優秀年輕教師及博士生，由曾任美國管理學會

人企業組織與管理議題的學術研究發展，是華
人企管研究最具權威的國際性學術研究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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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學 院

100學年度商院交換生
新生訓練
國際交換生認識台灣、採茶初體驗

和所有的新生一樣，在祈福牌樓的祈福卡上許
下願望：「希望在台北一切順利，永保健康和
美麗。」
除了傳統建築外，交換生們也在宜蘭傳
藝中心體驗陀螺、龍鬚糖、毛筆、糖蔥和捏麵

文／商院記者

倪浩倫

糰，並穿戴採茶裝備踏上體驗之旅。學生們聽
了解說員介紹有機的台灣茶後，紛紛將剛採

商

學院於8月30日為國際交換研究生舉

下的茶葉放進嘴裡，來自挪威NHH的William

辦的新生訓練，特別移師到宜蘭的傳

Guaham說：「我以為會有茶香，結果發現苦

統藝術中心，讓新生親自體驗傳統文化及採

苦澀澀的。」

茶經驗；同時，為了加速新生對台灣的了解

政大Buddy和導遊藉此活動與外籍生們練

及融入，特別安排政大學生作為在地學伴

習基本中文，並贈送每位同學元宵節提燈和頭

（Buddy），讓交換生們安心展開在台學習之

巾，祝福每位同學短暫的台灣學習能順利展

路。

開；商學院國際事務辦公室（OIP）也將持續
儘管各自擁有不同的宗教信仰，交換生

提供幫助，給予身處異地的遊子最溫暖的依

們仍對精細又考究的台灣傳統建築感到驚奇，

靠，讓他們擁有多采多姿的台灣學習之旅，相

來自荷蘭RSM的Stephanie非常喜歡各地文化和

信這也是政大商學院國際交換生年年增加的原

建築，也樂於認識基督教以外的宗教信仰，並

因之一！

資 管 系

2011中國安利盃大學生
電腦作品賽
政大資管系是大贏家

文／資管系

6

廣大師生和業內人士提供了廣闊的交流平臺，
促進電腦同行間的合作交流。
金牌得獎隊伍指導教授為資管系尚孝純老
師，成員三人為陳怡安、謝沛剛、車育賢，作
品「5 idancing－開放式協同創意平臺」透過
Web2.0與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實做，讓不同國家
的使用者提出想法與舞蹈作品，藉網路平臺打

月26日，2011安利盃大學生電腦作品賽在

破既有疆界並透過群眾力量共同創作新舞步，

椰城海口落下帷幕，政大資管系兩項作品

彼此互相切磋激發創意，開創舞蹈新世紀，該

獲得金獎，是本次競賽的大贏家。

隊並獲得大會「最佳實用價值獎」。

本次賽事由海南省電腦學會主辦，安利

另一金牌得獎隊伍指導教授為資管系傅豐

（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獨家贊助，共136所

玲老師，成員有陳姿璉、謝文豪、梁凱智、張

學校、近400件作品參加，評選出金獎5個、銀

仲元，作品「i Gift：資料探勘式禮物網」系

獎10個、銅獎37個及「最佳實用價值獎」、

統以創造收禮者感受為目標，配合個人化服務

「最佳創新獎」和「最佳演示答辯效果獎」等

針對送禮者與收禮者條件，透過創新的資料探

獎項。

勘技術替送禮者找出適合禮物與送禮情境，送

安利盃以「面向應用、面向市場、面向社
會」鼓勵優秀學子們積極創新、突破，同時為

禮決策準確度高達80%，該隊並獲得大會「最
佳演示答辯效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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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院 視 窗
科 管 所

S

劣勢創新：
聯合報的經驗與驚豔
以「少力 」設計，
發揮自身優勢來克服制約

nap Shots

梵谷與米勒等策展及活動都為聯合報系帶來
重要營收；第二是教育事業的發展，包括作
文班、夏令營隊及發行國中生閱讀刊物《好
讀周報》等；第三是奠定聯合線上的流量與
讀者，開始經營電子商務，嘗試將讀者轉換
為消費者；第四是民意調查事業，將原來的
民調中心轉型為市調機構，成立獨立公司以

文／科管所

投入更多的民意調查事業。
政治大學頂尖大學媒體創新計畫及創新

在

鍾蔚文院長則談及未來報業發展的通則

與創造力中心的支持下，科技管理研

化與專精化議題，首先指出近期美國調查報

究所蕭瑞麟所長率領行動研究團隊，以聯合

告顯示，新聞出版是未來十個勢必衰退的產

報系的媒體創新議題進行為期一年的研究，

業，傳統報紙似乎已賺不到錢。從媒體的角

並在6月15日舉辦成果發表，特別以「劣勢創

色來說，過去傳播產業談報紙，目前則是新

新」為主軸，探討聯合報系由平面媒體轉向

聞平臺（News platform）的概念；因此，新聞

數位匯流的劣勢與創新契機。

教育也必須跟著調整，未來新聞人必須像藝

本研討會由政大創造力中心講座教授

術家一樣在不同媒介間進行轉換。

吳靜吉教授擔任主持人，並邀請媒體產業代

蕭瑞麟所長總結這次「劣勢創新」的主

表—聯合報系總管理處副總經理兼新事業發

軸意涵，談論行動研究團隊透過聯合線上、

展處處長黃素娟、聯合晚報總編輯兼聯合線

捷運報（Upaper）、梵谷展以及太陽劇團，

上內容部總編輯

凸顯媒體劣勢創新

游美月、聯合報

議題。在這四個案

系金傳媒集團活

例中，聯合報系在

動事業處營運長

市場原處於劣勢地

楊大德出席座

位，遭遇外在環境

談。傳播學院鍾

限制，後來卻巧妙

蔚文院長、創新

運用智慧化阻力為

與創造力中心主

政大教授群及媒體產業代表參與以「劣勢創新」為主軸的成果發表會。

任溫肇東與傳院
副院長盧非易教授也特別蒞臨指導。

助力，轉劣勢為
優勢。所謂「劣

勢創新」概念，依據字面上的拆解，「劣」

黃素娟處長特別指出傳統報紙正面臨

意指「少力」。少力有兩層涵意，第一是代

廣告營收大幅滑落至四分之一，媒體在構思

表企業擁有的力量很少，處於弱勢狀態，所

新獲利模式的轉型內涵。她不諱言地指出，

做的努力常常受到制約，創新因而胎死腹中

在由報業轉型到數位匯流的過程至今仍處於

（useless innovation）；第二，在此劣勢情況

「驚嚇」中；她強調要利用聯合報系的老資

下，企業必須用最少的資源達到最大的功效

源去賺取新銀子，必須奠定在報社原有的核

（use less for more）。因此，如何以「少力

心價值上並妥善加以應用。首先要藉由策展

」設計，發揮自身優勢來克服制約，便成了

等文創事業經營拓展新財源，聯合報活動處

創新成敗的關鍵。

也因此擴張為金傳媒事業，例如太陽劇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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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強調，SWOT分析只是策略制定中的一環，
在訂出不同的策略方案後對不同方案分別做
SWOT分析才具意義，待選出最有可行性的方

司徒達賢傳授策略矩陣

案後即能制定具體的執行計畫來達成目標。

實用策略分析

值鏈所組成，司徒老師利用學生提問的方式以

策略矩陣是由策略形態六大構面和產業價
實務的例子做解釋；一位從事外商銀行的 學生
提到：「我們公司具備良好的系統與服務，但

文／陳昱陵

較缺乏通路，該如何運用策略矩陣訂出最可行
有「台灣企管大師」之稱的司徒達賢

素

的策略？」司徒教授表示，策略矩陣是一個能

教授，4月17日於商院國際會議廳，為

夠把所有可能的面向都納入考量的矩陣圖，經

EMBA與大師有約課程講授「策略形態分析法

過周全的分析就能有利於訂出最可行的策略。

及策略、產業矩陣」，把複雜的策略矩陣變得
淺顯易懂。

演講進入尾聲時有位同學持反對意見，
他認為通常都是先有目標才會開始訂定策略，

傳統的策略制定過程中，通常都是先有

司徒教授再次強調，若在尚未了解現況時訂出

目標或願景再擬定策略，司徒教授表示這一直

的目標都會流於空泛，缺乏可行性，即使擬訂

是策略制定上的誤解。當公司訂定策略時，應

策略也難以達成，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先了解現

該先描述公司現在的形貌及未來希望公司欲變

況，再依照現況訂出具可行性的目標才最實際

成的形貌，評估之間差距後擬定具可行性的目

有效。

標，並依據目標訂出不同的策略方案，從中選

司徒教授建議同學，將來要呈現策略分析

出最可行的辦法。如果未事先描述現況，訂出

給主管時，可以實際運用策略矩陣做分析，周

的目標會太過籠

全地把所有面向

統，也較不具有

納入考量，簡單

可行性。

呈現策略形態構

另一項誤解

面即可，如此一

是，SWOT分析時

來，主管會認為

常被當作策略分

此分析既嚴謹又

析使用，司徒教

司徒達賢教授（左圖）所講解的策略矩陣法則可用於EMBA學員的企業實踐上。

EMBA

97級EMBA迎接畢業
不朽傳奇閃耀未來
文／陳昱陵

不會太複雜。

締

造許多創舉的EMBA97級於今年6月舉行

畢業典禮及晚會，EMBA97級是十組分班

的末屆，團結卓越的表現連續創下三項97級障
礙：首度在個案競賽中打敗蟬聯多年的台大、
奪得冠軍，也首度舉辦「領導與團隊回眸一
笑」畢業一日行維繫彼此感情，同時也是首屆
將畢業紀念冊數位化的畢業班。
今年6月3日EMBA97級於六福皇宮盛大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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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朽傳奇，閃耀未
來」畢業晚會，象徵三年
來創造的不朽傳奇將在畢
業後持續閃耀。晚會一開
始，各組畢業生搭配不同
音樂及隊形出場，經貿組
在少女時代歌曲中活力四
射的進場；科管組則穿上
銀色西裝配戴銀光項鍊，
創意亮眼的造型博得滿堂
采；而台商班全員到齊、
聲勢浩大。學弟妹們紛紛
上台獻花表達祝福。

97級EMBA畢業生將學士帽用力上拋，期許自己的未來也能展翅高飛！

畢聯會準備的畢業回
顧影片中收錄97級EMBA的點點滴滴，從入學

企業無社會責任，只顧私利，犧牲公益，校長

的「領導與團隊」四天三夜行程、精采奪冠的

期盼畢業生不僅自己傑出，也要成為受人尊敬

個案競賽、日月潭活動及春宴等，張張照片都

的專業人才，持續為社會付出貢獻。撥穗儀式

勾起學長姊的回憶。

中，畢業生分別由該班系主任祝福、院長撥

曾帶領97級的歷任商學院院長及EMBA執

穗，並向校長領取證書。

行長分別上台致詞，陳春龍前代理院長表示，

畢業生代表中也邀請了總統府發言人—非

「希望同學們在畢業後扮演社會上重要的角

營利組范姜泰基上台致詞，他巧妙形容各班特

色，持續為社會貢獻。」楊建民前執行長則

色，同時不忘為政策做宣導，希望大家可以多

很珍惜與97級的緣分，「個案競賽一同並肩作

生子女及為員工加薪。

戰、奪得冠軍，學長姐不僅能夠事業有成，學
業也能並重，真是創造了不朽的傳奇！」

本屆97級畢聯會致贈十一棵樹苗給學校，
一棵主樹象徵全體97級學員，另外十棵則代表

曾任執行長的李志宏教授看著97級畢業生

十組班級，由十位班代表進行捐贈儀 式，象徵

從入學開始，接二連三碰上金融海嘯的衝擊，

97級持續在校園中永續發展；薪傳儀式中，畢

卻沒有因為工作壓力而荒廢學業，反倒創下個

業生劉長泰將「氣蘊隆昇鼎」傳給98級在校生

案競賽的創舉，精神十分可貴。周行一前院長

代表林欣杰，期盼97級的精神將會持續傳承下

亦期勉，「EMBA這個平台不會因為畢業而解

去。典禮最後，全體畢業生舉起碩士帽奮力往

散，希望97級事業可以蓬勃發展！畢業時期正

上拋，祝福彼此鵬程萬里！

臨景氣好轉的時機，希望各位可以是社會上永
遠的中流砥柱。」

不朽傳奇來自永不放棄的特質，97級所
創下的光輝並不會因為畢業而停止，「當我們

畢業典禮則於6月5日在藝文中心大禮堂

踏出校門，便擁有嶄新的人生風貌，恭喜，我

舉行，弦樂四重奏演出My Way為畢業生獻上

們畢業了！」范姜泰基激昂表示，畢業不是終

祝福，「畢業是句點，也可以是起點」，校長

點，97級這三年來的卓越表現，將會持續閃耀

吳思華致詞時感性表示，近期塑化劑風暴顯示

未來，貢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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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對此賽事皆積極熱心參與。本次夏季賽由政大
主辦，政大好手也不負眾望，報回冠軍盃。
比賽當日首先由政大商學院專任教授司徒達

100年度夏季盃四校
EMBA高爾夫聯誼賽

大球員王年清不負眾望以76桿勇奪總桿冠軍，周
青麟與林文彬也同時以淨桿76桿奪得淨桿亞軍與
季軍。另外，在團體戰績中，政大EMBA也以總
桿數825桿戰績，順利奪得團體賽冠軍，政大此

賀!EMBA個人、團體戰績
雙雙告捷，勇奪冠軍！

次在單人與團體戰績上獲得雙料冠軍，實在可喜
可賀。
競賽結束後的頒獎晚宴上，主辦單位政大

文／吳書帆

E

賢老師與其他三校老師開球揭開夏季賽序幕，政

EMBA於現場安排政大熱舞社與啦啦隊的熱情表

MBA四校高爾夫聯誼賽6月12日在桃園高爾

演，炒熱晚宴氣氛，除了在賽事中以優異的表現

夫球場隆重舉行，本賽事是政大、台大、交

留下冠軍盃外，精采的活動也深獲好評，夏季賽

大、台科大每季例行之重點賽事，各校EMBA學

IMBA

在皆大歡喜中圓滿落幕。

城市越乾淨，人心清靜了治安就越穩定。
《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每年針對不同領域進行清
掃，今年順應政府推廣觀光，車站是僅次於機場

NCCU IMBA

的國家重要門面，為了建立良好觀光形象，《好

與世界同步愛地球

鄰居文教基金會》這次打出「環台淨站，美麗進

清潔環境不為人後

名觀光景點如馬祖清水濕地、大安森林公園…等

站」的口號，加強各縣市重點車站、轉運站及著
地的清掃整理。
政大IMBA今年首次參加

文／IMBA辦公室

CUW，學生陳坤彬表示，參加公

《財

團法人好鄰居文教基金

益活動不僅是為社會出一份力，更

會》於8月17日在台北凱撒

能讓班上的國際交換生更加認識台

飯店舉辦將於9月17日開跑的Clean

灣；荷蘭籍學生安彥伯（Jan Jaap

Up the World記者會（以下簡稱

Braam）也認為這類活動相當有意

CUW），政大IMBA（國際經營管

義，「環保是不分國界的，還能多

理英語碩士學程）也派學生代表前
往赴會，並共同清掃新光三越站前

認識台灣各地、多交一些朋友。」
政大IMBA學生積極參與CUW活
動，展現愛護環境和地球的心。

店廣場展現愛心。

政大IMBA全班將於9月17日
投入清掃活動，學生陳紀光說，班

《好鄰居文教基金會》於2001響應至今已累

上有許多對參與公益活動很熱心的同學，會呼籲

計超過30萬名民眾投入。「台灣很美，我們要讓

同學參加各種活動，在沒有強制性的情況下大部

它更美。」董事長徐重仁表示，由於政府機關和

分同學仍會群起響應，「從小地方可以看出來，

企業的大規模響應，今年將會是最盛大的一屆。

IMBA學生都充滿著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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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BA 生力軍報到！
47名多元人才增添國際競爭力
文／IMBA辦公室

BA Bulletin

課程之外，IMBA學生會也將舉辦一系列的活
動，並在學期剛開始的兩周安排導師輪流值班，
給學生最即時的幫助。
進一步分析今年入學新生的背景，有近八成
的同學為年齡介於26-35歲之社會中堅人才，當
中有高達八成擁有大學學位，但亦有16%的同學
已經擁有一個碩士學位，顯見大多數人在進入職
場磨練一段時間後，皆感受到實務操作瓶頸，選
擇回歸學校；藉由過往的工作經驗，結

學年即將展開，政大IMBA今

合系統化的理論課程，實為MBA教育

年將有來自世界各地共47名生

最大重要的精髓。

新

觀察IMBA學生的工作背景，可

力軍加入，一如IMBA的傳統，新同
學們不論文化或工作背景皆充滿多元色

以發現本屆IMBA新生之職業並不侷限於

彩。IMBA執行長陳春龍也勉勵各位新生，未來

商管相關科系，反而是以資訊（IT）和製造業為最

兩年的學習之路能相互激盪出不一樣的火花，成

大宗，兩者占比逾4成。就職場實務經驗而言，

為炙手可熱的國際管理人才。

有高達55%的同學，平均工作年資為3至6年，甚

IMBA卓越的國際化環境和完整的高階管理
課程，藉由全方位的學術交流空間，體驗創新教

至有超過1成的人，為工作經驗超過10年的中高
階主管。

學方式，因此每年招生皆吸引世界各地的優秀人

此外，根據政大IMBA針對歷屆校友的統

才前來競逐，在經過激烈的競爭後，今年共有47

計，畢業校友中有30%在企業擔任中階主管，

名優秀同學獲得IMBA的門票，其中有超過三分

10%為高階經理人。其中包括摩根富林明營運協

之一為遠渡重洋來台的外籍生，和美國商學院平

調部副總經理蔡明欽、還有在多明尼克政府任

均30%的外籍生比例水準不相上下。

職的Nicholas Bruno等眾多傑出的人才，在世界

IMBA表示，為幫助這些遠道而來的同學快
速融入台灣學習環境，除了為期3天的新生LECR

各地發光發熱，學長姐們的優秀表現，也將成
為 IMBA新鮮人們未來努力的標竿和方向。

IMBA

自LECR探索初發心
從IMBA新出發
「領導、倫理與企業責任」

政大IMBA新生先修課程歷年來都為新生帶來很多樂趣和成長，創
造未來學習路程中更多的機會和啟發。

文／IMBA辦公室

政
18

別邀請蘭陵劇坊創辦人，同時也是政大科管所兼

大IMBA在9月2日至9月4日為本年度新生

任教授吳靜吉精心規劃，帶領從世界各地遠道而

舉辦為期3天2夜的先修課程，本次課程特

來的新同學，透過LECR課程找回初心，並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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ڎٿԒޠᏱಭϟၰቹίᄊུޠᆓȄ
࢈τIMBAՍ98ᏱԒ࡚ۗȂଭᄈ၏Ԓ࡚
ུҢ௱я3Љ2ޠۈਯѵ፟โȂȶስᏳȃঘ౪

ޠስᏳಜெΩȂٯӤਣΠ၍Ҵ٘ަཽϟೱӉ
ڸဏଡ଼Ȅ

ᇅӍཿೱӉȷ LEADERSHIP, ETHICS, AND

IMBA੬րᗝ፝ርᏱһࢻစᡜᙵ൳ޠ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LECR)ȂयΩ

֕ᓘӢՃ৲Ȃу೪ఁيЗ౪Ᏹȃ഻ആΩ౪

ܼᘜښԓϾఁᏱȂ२ུ҉ആяӓϛӤޠһ

፤ȃርྜྷᇅყӬձȃስᏳᇅყ ๊፟

ࢻዂԓȂՍзࣩөӵॵٿȂ᐀ԥϛӤҢࣁစ

โȂᄈѯᢋޠఁࣩيᇅНࣩኈሊȄ

ᡜڸϏձनෂུޠҢᆺӶΚକȂᙥҦഷޣ௦
ࣻޠϤఃΚഀ՜НϾᐮᕞࡧڸདྷఃึȄ

ϛӤܼџԒ௵ӍཿঐःଇІᝰᗊޠР
ԓȂϭԒޠ፟โӓ௷ଷᏱःଇϲৡȂ௵ӓ

IMBAߓұȂҐ፟โҔ्ᡲུҢউӶήЉ

ུޠϏձ֬ዂԓȂӶȶᙾඳԓስᏳȷ፟இϜ፝

ޠۈڎᡞࣁϜȂՍשસяึȂໍΚؐ

ژᆧӏቒყӉᗀ৲ॣડ݃Іቔߞ㝀ၯΧࣻ

ఃึ഻ആΩٯᏱಭڸ።ᎍঐӶყӬձϜ

ֆȂഇႇᡞϤᡞᡜ౪፤ϟ༺ֽȄ

AMBA

㢃ᙵ୧ཿማၦᖃᄳΩၦྜ॓ೱ
ഞ൶ߏߓұȂҘ៊Κޣ㢃ᙵ२्ޠစᕋ๋
Ȃуউߩள२ຝᕘძߴៗȃίΚхఁ๊يឋ

㢃ᙵ୧ཿማ
ᇅӍཿҘ៊഻ཿᝰᗊ
ӶτᏱఁيϜክίҘ៊྆ޠ܉ᆎφ

ᚡȂٯӶΟԒࠊۗჃᓿӤϧעٲϏ݉ଡ଼Ȃѳ
Ԓࠊ௱яȶԥᖡעϏȷȃȶעϏៗྲȷІ
ȶԒ࡚ᓻעؿϏዪᓿᒳݳȷȂוగᡲসϏᑗ
྄עٲϏ݉ଡ଼Ȅ
ӶϵѨޠτΩМࡼϟίȂ㢃ᙵসϏעޠϏ݉
ଡ଼ᖃਣܼ2010Ԓ഻ί17,000ϊਣखᓄȂُ٘ӓᡞ

НʝBNCBᒳϵࡊ

সϏᄈעϏࣁۢޠȄ

࿌ණژማ᜔ֆࣁȂשউ

ؑ

ഞ൶ߏᖃᇰ࣐Ȃഇႇԥਞע

ᖃདྷକၰແȃାᅮЊ౩ȃᆪ

Ϗ݉ଡ଼Рԓϑ݃ᡘᡑӤϧޠቌঅ

౩ᝰᗊ๊ၽᗊٲȂᜳདྷማ

ᢏȂӤਣηழসϏᇰӤ࡚62%

ཿၮҘ៊စᕋޠഀ๗Ȃᜳདྷ

ණ݈Վ78%ȂȶӍཿϜԥҔጃޠ

ማཿཽᑗ྄ஊيᏱҢᄈҘ៊྆

ቌঅᢏȂӤਣΚӤϏձޠηܳࡼ

ޠ܉ජඬȂτΩМࡼпҘ៊࣐ဵѣ

ࣻӤቌঅᢏȂ൸ཽ֝ЖᇰӤԫቌঅ

ޠ഻ཿᝰᗊȄ

ᢏࡋޠထȂঐӍཿϘߞεစ

Ӷ࢈τAMBAܛлᒳޠȶӍ

ᕋȷԃಂઢۢӵᇴȄȶӱ࣐שউ

ཿҘ៊഻ཿᝰᗊȷϟϜȂഀ៊ڎ

ޠџȂϘޤၿԥӼЎӶ

۪ޠӍཿҘ៊഻ཿᝰᗊഎᗝ፝Π

ኻٲޠȄȷ೩ӼᄈܼҘ៊ޠᇰ
ᜌϛ٘Ȃ௵ޠڦηӼࢻܼߓቺ

Ӷማཿᓹᓟș㢃ᙵ୧ཿማ
ȞHSBCȟӬձȂӔӤఃึȃஊي
ᇄᢋ୧ᆔϘޠҘ៊྆܉Ȅ

㢃ᙵ୧ཿማഞ൶ߏᖃ೩ᙥ
ȶӍཿҘ៊഻ཿᝰᗊȷޠ௱ᡲҘ
៊ᢏ܉යክཽަژȄ

ܗኈΩၷϊٲޠȂഞᖃ覺ூ
ࣦ࣐ѠȇȶӍཿᔗึදΩ໕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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ޠȄȷഞᖃࣻ߭ӍཿҘ៊഻ཿᝰᗊӶଌጜґ

ӱԫȂ㢃ᙵлসϏޠఁيକȂևΩӶ

ޠٿስᏳȂџԒޠԚཽߓึݏϜȂԃདژڨᏱ

ϵѨϲഌ௱ᆧՔ࢈๋ȂழήξӼ՞সϏΚӤ

Ңഇႇ௦ԞژѵӒໍޠݳȂርᢏԥ

עٲϏ݉ଡ଼ȂկਞݏϬԥࠂܛ४ȂӱԫȂ㢃ᙵ

ܛቩߞȂഌϸцԃདȂηӱԫٻԃۢ

Ӎშ൷ؒԥਞޠРȄ

㢃ᙵӬձӍཿҘ៊ᝰᗊޠཏȂуউࣻ߭Ȃ

ҔԂAMBAࠊஉߞ༂ީழӍཿҘ៊
഻ཿᝰᗊޠᄻདྷژٿ㢃ᙵȂђα㢃ᙵளԒӶٴЋ

ཽኈܛԥᗊࡧՄໍٯΚؐࠊ܂Ҕጃޠၿ
ၰȂഷಥኈަཽȄ

ӵୣ௱ȶԒሇӍཿঢ়ᝰᗊȷȇڎτӱષ๗Ӭϟ

ഷࡤȂഞᖃჃᓿܛԥޠᗊึද഻ཏȂ

ίȂ㢃ᙵማ๗Ӭ࢈τޠΩ໕ȂӔӤМࡼӍཿҘ

ϛ्ѬٻңᆪၰࡺෲޠၦਠȂӼӼࡷӍཿٯ

៊഻ཿᝰᗊȂҘ៊܉྆ޠ௱ኅՎަཽȄ

ᏱಭԚѓپȂҘ៊྆܉ழΤӍཿ࿌ϜȂᗘռ

ȶ൸ክᆎᡲᆎφाֶȂ࿌ѻԚ࣐ීݔ
ϜഷڿȃഷՃޠᐚਣȂѻޠᆎφϘཽഷԂ

AMBA

࢈ݾτᏱBNCB212ᏱԒ࡚
ܤҢକແȊ
ȶϜлᆔȷᎵԚੳ
НʝBNCBᒳϵࡊ

ӶґٿяᄈᕘძІίΚхԥড়ޠᆔ౪ۢ؛Ȃ
ژҔޠҘ៊စᕋȄ

ࡤץഁߖӲᙜൠଔᝧܛᏱȂAMBAޠᏱҢѠ
ᒶᐆΫѳঐУஞঔ፟ዂԓȂпഷϊޠᐡཽ
ԚҐڦூᆉςᏱ՞ȂತᑗҐٙޠርᝰލᓻ
༗ȇܗᒶঔΡԒښ፟โȂᙵ൳ঐᒶঔ፟โ
ޠਣდȄ
AMBA᐀ԥ࢈τ୧ᏱଲϥΫԒᓻًޠᏱ
ၦྜȃӍཿᄃଡ଼Іࠕޠᄃஆᙄȇ৲ၦ
Р८Ȃ࣐Πচᙜൠޠөঐ८ӪȂଷΠԥ୧
ཿڸᆔ౪ޠϘȂᆪᛴٿՍኅ֚ȃࡢݳȃ
ऌ๊ስޠঢ়ȄԫѵȂAMBAҼӪር

࢈

ݾτᏱ୧ᆔཿᏱଲᆉςᏱ՞Ᏹโ

ӫਯࣽቇȂЖໍࠥդᇅԓঐఁᏱȂηණ

ȞAMBAȟ100ᏱԒ࡚ܤҢܼ9УϜ

ٽყᆡઢᇅር௦क़ޠ੬Ք፟โȂпІ

ԡȂAMBAܼ100Ԓ9У17СίЀ1ᘉ30

ርһࢻᇅᄃଡ଼ޠ፟โȂוగᙥҦ౪፤ᇅᄃଡ଼

ϸȂܼ࢈τਯҐഌ୧ᏱଲΚዃርཽឋᢉᖟ

ޠᏱಭȂஊᎵஊيᏱҢᆔ౪ࡧՄᡓᒯІ၍؛

ᒳܤҢᇴཽ݃ȂژൠರࣲڏԥήԒп

ӍཿୱᚡޠЇᔗΩȂӤਣණЁཿΩᇅ

αϏձစᡜޠཿࣩςȂൣՄ๗ӬτϜҀ

ር௦क़Ȃޤோѵᕘძޠᗎ༗ȂԚ࣐ڏ

ൠᇅርϾ੬Ք፟โ࢈ޠτAMBAȺ14ঐУ

റርຝഐІᝰލΩޠȶϜлᆔȷȄ

ஞঔ፟ዂԓȻܗȺΡԒښঔ፟ዂԓȻȄ

ӶԫȂ࢈τAMBAΚԒΚ࡚ൣՄਣȂ

࢈τAMBAఁيഌ௱୧ᆔཿᏱଲ

Ս100Ԓ10У6СՎ100Ԓ10У12СᄡЦȂ

ॏฬ࢈๋ίޠଲ឵MBAᏱ՞ᏱโȂߟܤԞ

ߕԥᑺ፹ൣՄޠӍཿࣩऽȂൣӫܤҢᇴ݃

τᏱཿڏٯԥήԒпαϏձစᡜϟަཽߨ

ཽᕤ၍፟โหІൣՄ101ᏱԒ࡚AMBAᅸၑ

ԒൣՄ൸ӓਣᆉςੳȄ࣐ΠᡲᏱҢܼཿ

Մၑ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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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Sketch

୧ᏱଲଲЅ!!ᘉᅏϸٵ
ᇾ

雷惠民老師

ߝᑲ

Ȟऌᆔܛ94઼ਯЅȟ

Ȟຸق57઼ਯЅȃଞӅՃ৲ȟ

Ȟၦᆔܛ:8઼ਯЅȟ

שҐ൸࢈ޠτစᔽقȂ

Җ50ԒཿࡤȂඐҖԥ۸ӶᏱ

ޠשτᏱпІःܛفਣӏഎӶ

ࡤٿւᓄڦΠ࢈τऌᆔܛȂᄈ

ਯ୧Ᏹଲ੬րఁࡊ݉ଡ଼ȄಫԒȂقܜл

࢈τၦᆔ෯ႇȂ2004Ԓژ2010ԒȂ

ٿשᇴȂःޠܛفఁᏱРӪڸτᏱ

ӉҪ࿋ఁ௳ࠕནӪ॰זଲߞ्ؒȂױ

Ӷ၈࡚ႇϳԒޠਣȄ࿌ߒӶᒶᐆ

ഌٯϛࣻӤȂ࣐ܺȃၦྜη

ש።ߖຸقᐋӉֆఁȂҖ55ԒЁӉ

ःܛفਣȂಂޠ୧Ᏹଲᙵ൳ޠၦ

ӼȄӶ൸Ȃऌᆔܛ።ޠᆔ

ᗀ৲ࡤȂέೞ୧Ᏹଲ॰זଲߞ።Ӳ୧

ྜȂпၦᆔپ࣐ܛȂΡΫං՞Ճ৲ޠ

౪ᇅ഻ུΩȂᙜൠαΚཽۢң

Ᏹଲଲߞࡊᖹֆଲଡ଼ȂӒࡤᐋӉ॰

ଳৡȂրޠᏱਯᜳЩூαޠȄ

ޠژ२्ȄՅ୧ଲηණٽ೩Ӽ

זȃӉᆱְȃᏈ༉ჂІݔऽ৬๊ѳ՞ଲ

ѫѵ࢈τ୧ଲޠርһඳᐡཽࣻ࿌

ၦྜȂஊᎵשউΤཿٯ᐀ԥً

ߞޠଲଡ଼ֆ౪ȄՍҖ82ԒଞӅࡤȂϬ

ӼȂؑԒ୧ଲϲഌޠһඳᐡཽ൸ԥߗ

ԂޠርᢏȂηࡤשٿӶ

ࡼ៊Ӷຸقচ፟Ȃ٠ϭົႇљзखȄ

Լ՞ӫȂԄӕђαᏱਯޠၦྜȂτ

ϛӤНϾनෂޠѵ୧݉ଡ଼ޠӱȄ

שញூ࿌ԒҦܼᏱਯӶඉਯߒ഻

ङԥົႇڎԼ՞һඳᏱҢȄ

שᇰ࣐ΚঐርϏձȂȶᇮ

ࢳȂਯ࡛ᑟዂԥ४Ȃ༊ΟঐᏱقȂ

ѵࣩᄈܼһඳᏱҢяޠঢ়

ّȷѬഷஆҐ्ؒޠȂ२्

22ঐੳ઼ȂӓਯᏱҢΚξѿѢȂђα

ӠຬӼљዊजӵୣޠᏱਯȄٲᄃ

ޠԄեᒋΤϵѨНϾȄ1996Ԓः

࿌ԒΤᏱޠᓄڦ౦մȂӤᏱউЩၷࣣ

αȂשӶ࢈τࣽژτঢ়ޠڦލܛһඳ

ܛفཿࡤȂשΚޣഎࡠӶߝᒋཿ

ໍΤτᏱڨఁޠᐡཽȂτഌϸӤᏱၷ

ঢ়ϑԥ݃ᡘޠᡑᗎ༗Ȃ೩ӼᏱ

ࣩȂӒࡤܼज୧߇ᄰማȃऽ୧

ᇰؒᏱȂϤҼၷ࣐ஞϹȂկ࿌Ԓ

ҢۗᒶᐆޠࢹٴᏱਯ࣐һඳӵ

҉ማпІུђۄማ݉ଡ଼Ȅ

ཿࡤޠᝰލᄙ༗ءԥϭЉᐮ੩Ȃܛпש

ᘉȄӱԫԥ೩ӼᏱҢࠊ܂СҐȃࠓ

ٳӍཿө឵ϛӤঢ়ȂϲഌНϾ

စளჃᓿӶਯӤᏱң୧Ᏹଲޠᓻ༗

ᗻȃॸ෬ȃϜ๊ӵȇשᒶᐆޠӶ

ϛᅿࣻӤȂկӶٳϵѨϏձȂϛ

Іᙵޠؙ৲ၦᇅཿЬྦȂ֝ԞϘᄃ

Ӡ࡚࿌ӵ௷ӫࠊήޠӠ࡚୧Ᏹଲ

ᡑޠࠍ൸्пܺޠᄙ࡚Ȃᎍ

ᏱޠහᜌȂቩђᝰލΩȂӱ࣐ղϭࡤޠ

MBA፟โȂ၈ηࣽя୧Ᏹଲ

ᔗϛӤޠϲഌНϾȂٯйᇅٿՍө

ᝰލᄈຬϛӤੳӤᏱȂՅӓзࣩԥ

ܛ᛬ۢޠһඳᏱਯഎΚਣϟᒶȄᗷ

ޠӤٲউڸᒚӔٲȄᏱۑכউᔗ

ࣻӤनෂޠȄӤਣӶਯηᔗ࿌

ดӠ࡚ᚕѯᢋᚕϛሊȂկҢࣁಭ

၏η्ԥርᢏޠᡞᇰȂױՍש

ӼᏱಭංᆎѵᇮّȂױٯඬᏱਯᇅۙ

ᄜᇅНϾৰȂࠔٙ࿌ӵϘ

೩ܝାᇅڐуঢ়ȞԄϜȃॸ

ۑਯһඳяᏱಭޠᐡཽȂΚР८Ѡп

ڔདޠڨȄӶӠ࡚࡚ႇѳঐУޠਣ

෬ȃུђۄȟޠϘᝰލȂ࢈τ୧

ܦຝഐȂѫΚР८Ѡпђᇮّྜྷ

Ȃ௦ڨΠᐍޠMBA፟โȂՅ

ଲޠጃණٽΠࣻ࿌ᙵ൳ޠၦྜȂկ

ΩȂٿณ፤ٗᏱःܗفяަཽϏ

ࢳርһࢻηණЁΠשᇅၯНϾྜྷ

ᓻ༗ࠍ҇ҦՍϐᑗ྄ஊᎵȄ

ձȂഎཽԥܛᔔֆȄ

ޠີစᡜȄ

మϸޠٵਯЅউȂ፝ᒶᐆпίӗРԓᇅשউᖓȈ
2. ႬφᔭՎ osaas@nccu.edu.tw
3. ༉Վ (13)3:49-8635
4. િҐՎȶ࢈ݾτᏱѯіҀНύୣ227 ࡿࠓၰΡࢳ75ဵ໌чዃ4ዃᏱ
Ңٲଡ଼ᇅਯЅ݉ଡ଼ᒳϵࡊȷພ݃ȶଲЅϸٵȷ֊ѠȄ
सԥӉեୱᚡȂ ፝ٿႬ (13)3:4:-41:2 ϸᐡ764:2Ȃᗃᗃ்Ȋ

ኅ֚ᗝङ

ଲЅϸٵᗝङ

ȶଲЅϸٵȷϰΚঐණٽ୧Ᏹଲτঢ়৴ԚসϤࣻһࢻȃྜྷޠ҂
ѯȄӱԫȂשউၗአޠᗝ፝ؑΚঐȶ்ȷޠᇅ˕˕ፚፚ்Ӷ࢈τ୧Ᏹ
ଲޠ٦ࢳྒУȂཿпޠٿҢࣁᘉᅏȌȌȄδዦණٽᘉᅏϸٵϟਯ
ЅȂשউྦറΠ୧ଲϊᙅࠣᖢႎȂདᗃ்ޠӲ㔴ȊϹࡠ்ޠӲॲȄ

Ҧ࢈τ୧ᏱଲึޠȶଲЅଊȷ۠ёȂ
ΚҐؑ۠ึϡөτ൭ᡞпІ୧Ᏹଲᐤ
۪ཿਯЅޠᓻًёޑȂۢϮಞഷཿ
ޠ୧ᏱःޤུفȂٯණٽөስਯЅഷޣ
௦ഷτޠһࢻᖓᛯᆔၿȄ
स்ԥӉեϵѨଊਁܗኅ֚ёี๊ሰؒȂ
שউණٽቌੀϵၿࡈޠ༉݉ଡ଼Ȃߕ்ᇅ
࢈τ୧ᏱଲᏱҢٲଡ଼ᇅਯЅ݉ଡ଼ᒳϵࡊା
໌߈ϊەᖓȂࣂၛႬၘ13-3:4:41:2 ϸᐡ
764:2Ȃ߭ٿܗosaas@nccu.edu.tw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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