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經營管理全英語學士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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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管學程]學系簡介
★ 管理學院創立於1984年，本院教師100%具有博士學位，其中

76%屬海外學位。2019年榮獲Eduniversal全球商學院評比4棕
櫚葉，2020年通過AACSB第三次再認證。國際姊妹校高達81所，
更提供14個跨國雙聯學位學程；每年出國的交換生達150餘位，
來院的外籍交換生超過150位。

★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achelor Program (簡稱IBBA)，自111
學年度起正式招生，計畫重點3M (Mutual understanding, 
Mobility, and Migration of skilled labor )，透過彈性、跨領域
與跨國境修課機制來達成目標。每年招收30名台灣學生及15名
外籍學生，學生在台即能享受全英語上課環境，奠定出國留學基
石。

★ 第一年與第二年修畢基礎經營管理、跨文化溝通課程，本籍生可
選擇與本校(院)簽約的國外姐妹校出國交換一年，或以二年時間
取得雙聯學位。外籍學生可銜接院內亞太經營管理、巨量資料分
析、全球財務金融的專業模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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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管學程]焦點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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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課程厚實基礎知能
◆配合博雅教育，培養具
備經營管理技能、企業
倫理與企業社會責任實
踐的認識。

◆全英語課程與多國籍學
生組成的學習場域，輔
以跨文化溝通和英文簡
報與寫作的課程訓練，
使學生習慣以第二語言
和他群文化學生共同學
習。

交換計劃或雙聯學位

◆本籍生前往國外姐妹
機構交換一年，或二年
取得雙聯學位，培育跨
文化溝通與管理能力。

◆外籍生自主學習彈性
選課，透過專業學群
(模組)的學習，熟悉亞
太地區的經營管理環境、
或台灣的經營管理長處。

豐富國際交流機會
◆學院與加拿大維多利
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的彼得·古斯塔
夫森商學院和英國愛塞
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Essex)，簽有大學部
2+2雙聯學程。
◆薪傳學海圓夢國際交
流獎學金，補助出國交
換及修習雙學位學生，
並提供檢定報名費獎助
金申請。

「一對一職涯諮詢」
打通職涯發展任督二脈
◆「職涯發展辦公室
OCD」整合各系所資源，
增進與校友鏈結、促進
產學合作效益、提供企
業實習徵才等服務。透
過一對一諮詢與線上預
約，與校友進行職涯討
論。
◆【職涯準備】、【職
涯講座】及【履歷工作
坊】，及早儲備就業力。

教學輔導系統一條龍
◆出國前的學校媒合與
課前規劃、出國期間的
生活大小事，及返國後
的學分抵免及返校服務，
提供全面支持。



[國經管學程]專業研究領域
★ IBBA課程係於企業管理的架構上，藉由全英語課堂環境、
交換計劃或雙聯學位的國際交流機會，取得國際商管經驗

微積分、統計學、國際企業概論、經濟學、會計學、跨文化溝通、企業倫理與法律、英語簡報
與寫作、行銷管理、財務管理、人力資源管理、企業資訊系統、生產與作業管理、
亞太經營管理、亞太經營環境與管理、跨文化管理、新興市場議題、國際企業永續發展、
國際行銷、跨國企業法律風險評估、全球供應鏈管理、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巨量資料分析、
程式設計、計算機概論、統計計算、資料庫管理、商業數據分析、巨量資料分析導論、雲端運
算導(概)論、修讀國際線上教學平台數位課程、全球財務金融、國際財務管理、國際金融市
場、國際經濟學、國際投資學、投資組合、財務報表分析、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財務工程
與金融創新、國際貿易實務、當前財金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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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管學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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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經管學程]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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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特色選修課程規劃

模組 一、亞太經營管理 二、巨量資料分析 三、全球財務金融

選修
課程

• 跨文化管理(3)
• 亞太經營環境(3)
• 新興市場議題(3)
• 國際企業永續發展 (3)
• 國際行銷 (3)
• 跨國企業法律風險評估(3)
• 全球供應鏈管理(3)
•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3)

• 程式設計(3)
• 計算機概論(3)
• 統計計算(3)
• 資料庫管理(3)
• 商業數據分析(3)
• 巨量資料分析導論(3)
• 雲端運算導(概)論(3)
• 修讀國際線上教學平台

數位課程(3)

• 國際財務管理(3)
• 國際金融市場(3)
• 國際經濟學(3)
• 國際投資學(3)
• 投資組合(3)
• 財務報表分析(3)
• 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3)
• 財務工程與金融創新(3)
• 國際貿易實務(3)
• 當前財金問題分析(3)



IBBA主要由國際學程及管院各系所專業師資群組成。

[國經管學程]教學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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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英瑞 Ryan Brading助理教授
民粹主義、全球化與消費主義、地緣
政治學

林帆 François Bouchetoux 助理教授
社會科學、人文 (哲學、社會學、人
類學、外文)、商業(市場、管理)

佘健源副教授(國際學程主任)建
應用個體計量經濟學、公共經濟學、
健康經濟學、文化經濟學

安大衛 David Andersson 副教授
創造力、創業精神、革新、城市經濟
學、城市規劃

金志衍 Jeeyeon Kim 助理教授
數位行銷、多通路零售、社會互動、未結
構化文字資料分析、市場政策、進入策略

Wil Martens 助理教授
會計學、統計學、計量經濟學、盈餘管理、效
率測量、新興市場、

鄭義副教授
投資組合管理、
資產配置、股
票多因子模型

張世賢助理教授(國際認證辦公室主任)建
營運與財務管理之整合構面、盈餘管理、公司
理財、存貨管理、財務供應鏈管理

李澄賢助理教授
心理計量、結構方程
模式、測驗與評量



[國經管學程]學生未來發展

10

 國內碩士班
 國外碩士班

升學
(學術深耕)

 自立創業
 跨域職業：專案管理師、

使用者經驗研究員、使
用者體驗設計師、互動
式網路購物主播、新興
科技專案管理師、產品
企劃師

 跨國企業：海外市場開
發人員、企業駐外人員、
國際行銷人員

就業
(跨域跨國)

 數據分析師
 顧客關係管理人員
 財務人員
 理財專員
 人力資源管理人員

就業
(金融人管)



有關更多本校各學系
「審查重點與準備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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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do108.nsysu.edu.tw/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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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加入
IB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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