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班務會議會議記錄 
 

 

一、時間：108 年 1月 29 日(星期二)  

二、地點：商學院院辦公室會議室(R303) 

 三、委員：黃啟瑞老師、王祝三老師、陳達新老師、林美珍老師、施懿宸老師 

 四、討論提案： 

 

第一案   

案 由：擬開設國際財務金融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08年 1月 3日院務會議，宜蘭金六結營區之現役軍人營區碩

士在職專班擬移轉至本專班承辦開設為「國際財務金融碩現役軍人

營區碩士在職專班」，其專班修業規定、專業科目規劃表、各科課

程大綱詳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擬進行課程外審，並提案至院務及院課程會議。 
 
 
 
 

 

五、臨時動議  

六、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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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現役軍人營區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計畫書 

 

 

 

 

 

 

 

 

 

 

 

申請學校 ：國立臺北大學 

申請學系 ：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開設單位 ：陸軍第六軍團/ 

陸軍步兵第一五三旅金六結教學點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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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基本資料 

 

申請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學校名稱 國立臺北大學 

所屬學院/系所名稱 商學院/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學制班別 一般大學碩士在職專班 

擬招生名額  30 名（外加） 

招生管道 單獨招生 

學系(所)資料 
在職專班設立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一般生） 現有師資人數 

2003 碩士在職專班 60 人 兼任：30 名 

上課時間 夜間  假日 

授予學位名稱 商學碩士學位 

開設單位 陸軍第六軍團 

營區教學點 陸軍步兵第一五三旅金六結教學點 

學校專班聯絡人 

單位： 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 職稱： 行政助理 姓名： 謝英慧   

電話： 02-25024654 傳真： 02-25029353  

Email： iemba@gm.ntpu.edu.tw 

營區教學點聯絡人 
單位：陸軍步兵第 153 旅  職稱：少尉文書官  姓名：陳志旗少尉 

電話：0926-308604 

 

貳、 申請理由 

一、臺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IEMBA）歷史悠久，成立至今邁入 16 年，累積

豐富教學資源，課程內容深受校友喜愛與肯定。 

二、授課時段為週一至週五夜間及週六整天，並且配合社會、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一系列課

程再造與活化，以上規劃皆有利國軍官兵在職進修。 

三、能就地利之便，提供陸軍第六軍團現役軍人利用公餘之暇，於營區就讀學位在職專班之

進修管道，期望本校對於我國推動募兵制政策，鼓勵國人踴躍從軍，能略盡棉薄之力，

促進募兵制政策順利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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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系所發展目標及優勢 

一、系所沿革 

民國 89 年原國立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改制為國立臺北大學，改制後更加速推動提升競爭力

的腳步，當時的商學院除了企業管理學系、合作經濟學系、會計學系、統計學系等各學系之

外，並於三年後的民國 92 年成立國際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IEMBA）。成立的主要

動機與原因是透過過去中興法商學院的優勢與悠久的歷史來滿足大臺北地區在職人士對財金

教育的殷切需求，並且配合臺北大學設立的宗旨與目標提供質優的在職進修教育。自 92 年開

始招收第一屆(第一屆學生稱為 IEMBA 1，第二屆為 IEMBA 2，以此類推)30 名學生以來，迄

今已有 16 屆四百多名學生。每年的報考人數與錄取率跟本校其他專班比較中都有很好的表

現，與他校相同性質的專班相比較也不遑多讓。 

（一）系所特色：通過 AACSB 認證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經由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不斷吸收新知，提升自身經營理念與教

學品質，最後通過極為嚴謹的教學、研究、人員績效及行政等 21 項指標檢定，於 2016 年 2

月 12 日正式通過 AACSB (The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國際商

管學院促進協會，簡稱 AACSB) 認證。 

AACSB 成立於 1916 年，為國際上歷史最悠久且最具公信力的商管專業教育評鑑機構。

全球現約有 1 萬 5 千多所商學與管理相關學院，但僅約前 5%的商管學院具有 AACSB 認證

資格。 本院此次通過 AACSB 認證代表本校商學院在商管教育之教學品質上已獲國際評鑑認

可，已與世界一流知名商管學院並駕齊驅。 

通過 AACSB 認證除了是教學品質的肯定外，更替本院與全球知名商管學院搭起國際合

作的橋樑，例如姊妹校院締結、雙聯學位與交換計畫、國際生招募等，在在都能擴展本院師

生國際化的視野以及教師國際合作的連結。 

二、發展目標及優勢 

專班設立的利基主要是配合當時新改制的國立臺北大學所建立的發展目標，同時基於過

去中興大學法商學院在商管領域的悠久歷史與優勢，以及臺北校區附近金融業在職人士對金

融理論知識的殷殷需求，發現本校可以加強財金領域系所的設立，因此本專班設定的具體宗

旨為： 

針對從事金融相關工作的中高階在職人士，提供一個優質、地理位置方便、配合工作時

間，而且具有國際觀、專業性的碩士班程度的財務金融進修課程，以滿足在職人士對金融專

業知識的強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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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各領域之發展趨勢及科技整合之需要，本專班之課程規劃擬朝下述四個方向發展：  

(一)、針對企業的投資與理財活動，培養專業的財務專才，強化經理人對資金的投資與應

用，俾益公司之之財務資源，增進組織財務結構的健全完善。 

(二)、協助我國提升金融科技，培育優秀財務工程高級人才，累積傳承國際金融經驗，培

養具國際觀、前瞻性視野，且善於投資理財及衍生性金融商品之專業經理人。 

(三)、針對證券資產的管理與運用，提供理論與實務的整合學習環境，結合企管、法律、

會計等相關系所，在股票、債券、期貨與選擇權等金融工具的設計與運用，使本專班更具市

場區隔的競爭優勢。 

(四)、建立金融機構與保險管理的專業人才，提供具有國際視野的管理課程，自 106 年

開始，不定期邀請具有豐富實務經驗之國外專家至本專班授課，以開拓學生之視野並吸收國

外新知  

肆、 招生規劃 

一、 報考條件： 

大學畢業或符合大學同等學歷(力)資格，須工作滿 1 年(含)以上之工作年資，且為宜蘭

縣金六結營區、宜蘭地區現役人員或三軍司令部、國防部相關現役人員。 

二、 招生宣傳機制說明：校內說明會、營區說明會 

三、 招生名額：3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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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課程規劃 
 組織與策略類 財務管理 作業管理類 資訊管理類 行銷與國際企業管理類 一般管理類 一般課程 

一

年

級 

※組織理論與行為(3,0) 

※策略管理(3,0) 

人力資源管理(0,3) 

管理心理學(3,0) 

策略領導專題研討(0,3) 

國際人力資源專題研討

(3,0)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3,0) 

招募與選任(3,0) 

商業溝通與簡報技巧

(3,0) 

專利分析與管理(3,0) 

※財務管理(3,0) 

※投資學(3,0) 

風險管理(3,0) 

財務計量(3,0) 

國際金融市場 (0,3) 

債券市場與交易分析

(0,3) 

成本與管理會計(0,3) 

固定收益證券分析(0,3) 

財務研究專題研討(0,3) 

作業管理(3,0) 

品質管理專題研討

(0,3) 

國際運籌管理專題研

討(0,3) 

顧客關係管理(3,0) 

計量決策分析(0,3) 

顧客滿意與欣喜設計

(3,0) 

資料庫管理(3,0) 

服務科學與電子化

(3,0) 

行銷管理(0,3) 

休閒運動管理(3,0) 

通路管理專題研討(0,3) 

服務行銷專題研討(0,3) 

企業倫理專題研討(3,0) 

決策與判斷分析專題研

討(3,0) 

創業管理 (3,0) 

大陸企業專題研討(0,3) 

休閒遊憩管理(0,3) 

管理個案專題研討(0,3) 

管理理論專題研討(0,3) 

餐旅管理(0,3) 

管理實務專題研討(3,0) 

※企業倫理(1,0) 

管理經濟(3,0) 

多變量分析(0,3) 

資訊系統分析與設計

(0,3) 

國際投資法(0,3) 

二

年

級 

公司治理專題研討(3,0) 

訓練與發展專題研討

(3,0) 

產業競爭分析(3,0) 

組織社會學(3,0) 

策略性人力資源專題研

討(3,0) 

薪酬管理專題研討(3,0) 

企業文化專題研討(0,3) 

國際經營策略(0,3) 

組織設計專題研討(0,3) 

組織發展專題研討(0,3)

績效評估專題研討(0,3) 

經營策略專題研討(0,3) 

招募與選任專題研討

(3,0) 

創新管理(3,0)跨行銷 
綠色環境管理(3,0) 

跨文化管理研究專題研

討(3,0) 

社會企業(3,0) 

※國際金融(3,0) 

不動產經營管理專題研

討(3,0) 

國際財務管理(3,0) 

公司理財專題研討(3,0) 

投資管理與分析(3,0) 

投資銀行專題研討(3,0) 

金融創新(3,0) 

財務管理專題研討(3,0) 

財務工程專題研討(3,0) 

行為財務專題研討(0,3) 

衍生性金融商品專題研

討(0,3) 

期貨與選擇權(0,3) 

投資實證研究(3, 0) 

公司理財實證研究(0,3) 

財務數學與隨機過程

(3,0) 

金融機構管理專題研討

(0,3) 

財務時間數列分析(3,0) 

財務風險管理專題研討

(0,3) 

供應鏈管理(0,3) 

研發管理(3,0) 

科技管理(3,0) 

生產管理專題研討

(3,0) 

作業研究專題研討

(0,3) 

企業資源規劃(0,3)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

(0,3) 

知識管理(3,0) 

電子商務(3,0) 

企業資訊應用專題研

討(0,3) 

資訊科技理論與應用

(0,3) 

網站企劃(0,3)跨行銷 

網路行為專題研討

(3,0)跨行銷 

行動商務(0,3) 

當代資訊管理專題研

討(0,3) 

廣告管理(3,0) 

國際行銷管理(3,0) 

工業行銷(3,0) 

行銷研究(3,0) 

消費者行為(3,0) 

國際通路管理(3,0) 

策略行銷(3,0) 

資料探勘(3,0) 

休閒事業行銷專題研討(3,0) 

數位行銷(3,0) 

品牌管理(3,0) 

網路行銷管理(0,3) 

行銷研究專題研討(0,3) 

金融行銷(0,3) 

訂價策略與分析(0,3) 

國際企業管理(0,3)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一)(3,0)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二)(0,3) 

新產品行銷專題研討(3,0) 

綠色行銷專題研討(3,0) 

非營利行銷專題研討(3,0) 

創意產業專題研討(3,0) 

關係行銷專題研討(3,0) 

銷售管理(0,3) 

服務創新管理(3,0) 
綠色產品創新與管理(3,0) 

企業經營診斷(3,0) 

國際會議管理(3,0) 

服務管理(0,3) 

俱樂部管理(0,3) 

國際貿易法(0,3) 

※研究方法(0,3) 

企業法規(3,0) 

企業犯罪防範專題研討

(3,0) 

企業規劃與法律(3,0) 

多變量專題研討(3,0) 

商用英文寫作(3,0) 

實驗設計(3,0) 

廣告法(3,0) 

商用英文(0,3) 

數量方法專題研討(0,3) 

證券交易法(0,3) 

人際關係與組織溝通

(3,0) 

企業與社會(3,0) 

全球化管理(3,0) 

企業專業實習(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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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授課時段、授課方式及修業年限 

(一)授課時段：週一至週五夜間、週六整天 

(二)授課方式：以面授、參訪方式進行。 

(三)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碩士在職進修專班之修業以一至五學年為限，休學以累

計二學年為原則。若遇特殊事故，得依本校學則第四十一條之規定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 

二、 課程評量：依授課老師課程設計而定，概分為：平時成績、期中成績及期末成績等。 

陸、 師資規劃 

國立臺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共有 30 名兼任師資，師資表如下表所示。 

姓名 現      職 學      歷   經      歷 

池祥麟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教授 

兼商學院院長 

兼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主任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

經營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國立台灣大學財務金融學

系兼任教授 

 New York University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and Finance 

Department) 訪問學者(科

技部補助) 

 中華企業倫理教育協進會

理事 

 財團法人中鼎教育基金會

委員 

 Asia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評審委員

會委員 

 獲得首屆「台達企業環境倫

理研究獎助」 

黃啟瑞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 

兼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主任 

兼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班執行長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博

士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局

長 

 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董

事 

吳泰熙 
臺北大學企管系特聘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工

業工程博士 

 臺北大學商學院院長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呂

鳳章先生紀念獎章」 

 高教評鑑中心第一週期、第

二週期大學評鑑管理學門

評鑑委員 

王祝三 
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 
兼正文科技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美國田納西大學 
財務金融博士  

 國際財務金融碩士在職專

班執行長 

 全球群眾募資與金融科技

服務協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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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大學財務金融學分學

程召集人 

方珍玲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教授 

 

臺灣大學農業經濟博

士 

 合作經濟暨非營利事業研

究中心主任 

 中國合作學社理事  

 臺灣資訊系統研究學會理

事  

古永嘉 

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  
兼兆利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
事 
兼達輝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 

美國德州大學企管博
士  

 證交所暨櫃買中心上市及

上櫃審議委員 

 國營事業經營績效審議委

員  

 臺灣菸酒公司董事 

林美珍 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 兼 GMBA主任 
中央大學財務管理博

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進修訪問 

 臺北大學財務金融學分學

程召集人 

陳達新 
臺北大學企管系教授 
兼副校長 
兼進修推廣部部主任 

美國密西西比大學財
務博士  

 臺北大學財務金融英語碩

士學位學程(GMBA)主任 

 臺北大學國際財務金融碩

士在職專班(IEMBA)執行長 

彭建文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教授 
兼系主任  

政治大學地政博士  
 中華民國住宅學會秘書長 

 中華民國土地估價學會理

事 

蕭榮烈 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教授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企

管博士 
 臺北大學總務長 

吳孟紋 臺北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政治大學金融博士 
 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系助理

教授 

林婷鈴 臺北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博

士 

 台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委

員 

 台灣精品獎審查委員 

 香港浸會大學特聘教師 

游舜德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系副教授  
英國瑞汀大學土地管

理暨不動產博士  

 臺北大學國際事務處國際

學生組組長 

 政治大學商學院信義不動

產發展研究中心學術夥伴 

簡明哲 臺北大學經濟系副教授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

業經濟博士  

 嘉義大學管理學院碩專班

執行長 

林   靖 
臺北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副教授 

 

巴黎第一大學國際企

業管理博士 

 台銀證券董事長 

 臺灣人壽集團關係企業台

壽保投信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臺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施懿宸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博

士 

 中華民國期貨公會信託基

金審議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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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證券發展基金會

講師 

 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 組

長 

盧嘉梧 
臺北大學金融與合作經營學系副教授 

兼校友中心組長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博

士 
 臺北大學商學院院秘書 

顏汝芳 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博

士 
 臺北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何柏欣 臺北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博

士 

 聯合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助

理教授 

李美杏 臺北大學統計學系助理教授 
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博

士 
 臺北大學教學傑出教師 

丁克華 台灣高鐵獨立董事 
國立政治大學財政碩

士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

委員 

 集中保管結算所董事長 

 櫃買中心董事長 

沈中華 實踐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經濟

博士  

 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教

授 

 中國大陸長江學者 

林烱垚 淡江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美國愛荷大學財務博

士  

 亞洲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臺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陳春山 臺北科技大學智慧財產權所教授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法

學博士  

 公共電視文化事業基金

會、中華電視公司專任董

事長 

 證券交易所上市審議委員 

 櫃買中心上櫃審議委員 

胡婉玲 民視新聞部經理 
臺北大學商學博士中

國文化大學法學博士 

 經典歷史專題製播-台灣演

義 

 亞洲電視獎評審  

黃晉岳 
台灣科技大學 

企管系兼任教授級專家 

美國密蘇里哥倫比亞

大學企管碩士 

 陽信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台灣工銀證券股份有限公

司總經理 

謝劍平 台灣科技大學財金所教授 
美國肯特州立大學財

務博士 

 中華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副

總經理 

 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副總經理 

聶建中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兼華南金控(股)公司董事 

兼金門酒廠董事  

美國新澤西羅格斯大

學財務經濟博士  

 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所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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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淡江大學海峽兩岸金融研

究中心主任 

薛立言 中正大學財務金融系教授 
美國田納西大學財務

金融博士  

 中央投資公司董事長  

 台灣證券交易所監察人 

 亞太電信公司常務董事 

張鐵漢 維新資本董事總經理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MBA

碩士 

 Alliance Capital 

(Bernstein Alliance)副

總經理 

 軟銀國際大中華地區總監 

 

柒、 畢業資格 

一、學系畢業規定：畢業學分數為 31 學分，論文 6 學分另計。必修科目為組織理論與行為、

投資學、國際金融、財務管理、研究方法、策略管理、企業倫理等 7 科，共計 19 學分；

選修共計 12 學分。 

二、曾於他校碩士班或本校碩士學分班修習碩士同等級以上課程者，可依照本系碩士抵免辦

法辦理學分抵免。 

三、實際畢業學分及科目，應以入學學年度應修科目表為主。 

 

捌、 學習輔導 

一、以導師制度融入學生群體中，了解求學過程會遭遇的問題，進而協助排解。 

二、各論文指導老師亦給予論文之輔導，論文以實務導向為原則，指導老師將協助指導課本

理論及工作實務結合，完成學位。 

 

玖、 收費規劃 

（以 106 學年度企業管理學系入學學生為例，實際依本校會計室公告為準） 

學雜費 學分費 應繳學分數 
修業應繳總金額 

（以修業 4 學期估計） 

10,660 元/每學期 4,500 元/每學分 37 209,140 元 

 

壹拾、 校內外相關資源投入 

一、人力：本專班應設有專職人力或數名工讀生，以協助行政、課務事宜。 

二、空間及設備：營區教學點須備有上課教室、桌椅、麥克風、電腦、單槍投影設備等。 

三、軟硬體設施：本系擁有完善的軟硬體設施，提供師生充裕的教學資源，臺北校區設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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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中心、圖書閱覽室、各類球場。另本系單獨設有個案教室 2 間，設備相當完善，有投

影機專用螢幕、單槍投影機、音響設備、筆記型電腦及無線網路等，另有研討室 2 間，

相關設備包含有投影機專用螢幕、單槍投影機等。聯誼室 1 間，相關設備包含有冰箱、

咖啡機。提供學生休息、交流、討論課業的場所。 

 

壹拾壹、 預期效益 

一、 使志願役官兵服役期間可自我充實，持續進修，同時培育官兵軍事專長外專業學能，使

官兵服役時，也能兼顧學業，進而提升募兵誘因、精進志願役官兵學養。 

二、 透過陸軍六軍團專班建立教學口碑，期望未來可逐步成立其他單位之志願役官兵專班。 

 

壹拾貳、 計畫書填寫人資料 

姓    名：謝英慧 

電子郵件：iemba@gm.ntpu.edu.tw 

單位/職稱：商學院 IEMBA 行政助理 

聯絡電話：02-8674-1111*66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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