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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與IBMBA簡介



IBMBA 系所概觀

1/  系所簡介
IBMBA成立於2006年，學生來自世

界各地，本籍生與外籍生比例約1:1

，採全英語授課。提供國際化學習

環境並與業界合作累積實務經驗。

IBMBA致力於培養學生成為跨國際

與跨領域高階專業商業人才。

2/  系所特點
• 跨文化跨領域的學生組成

• 出國交換只需繳中山學費

• 全英語教學多元特色課程

3/  錄取名額

• 台灣學生: 28 位

• 國際學生: 25 位

4/  雙學位學程
• ACT 學程
• KEDGE 學程
• ESSCA 學程
• Burgundy學程
• Florida國際大學學程



國際認證與世界排名

國際商學院促進協會
(Association to Advance Collegiate 
Schools of Business, AACSB)

於2005年成為台灣第一家取得

AACSB認證的大學，並分別於

2010年、2015與2020連續三次

取得再認證。

AACSB

管院與IBMBA

• 2018年在商業與管理學領域，名列第201-250名
• 2019年在前50名中，名列第48名

IBMBA 於2020年 FT MiM
全球管理學碩士榜

• 全球排名第85名
• 亞洲排名第14名

• 獲4棕櫚葉類別

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QS世界大學排名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全球最佳1,000所商學院排名 (Eduniversal)



師資介紹IBMBA

Thijs Velema
系所副主任

Frank Wong
系所副主任

David Andersson
副教授

Jeeyeon Kim
助理教授

Ryan Brading
助理教授

Francois 
Bouchetoux
助理教授

Kim Choy Chung
副教授

Chien-Yuan Sher
系所主任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程

畢業所需學分 39 學分

學分組成
必修 6 學分
核心課程 24 學分
選修 9 學分

師資 7位外籍教授 + 1位台灣教授

每學期學費 學雜費 + 4,000元/每學分

畢業門檻

1. 修業39學分（每科不得低於70分）

2. 海外修業6-9學分（涵括在39學分內）

3. 英文碩士論文與英文口試

IBMBA



02 課程介紹



課程地圖

必修(6學分) 必選(24學分)

基礎課程

核心課程(任選五門)

選修(9學分)

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國際企業管理 會計學 管理經濟學 統計與計量方式

研究方式 管理資訊系統 國際經濟

商管論文寫作 財務管理 國際行銷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 企業管理研討

全球供應鏈管理

企業經營策略 國際實習 投資組合 電子商務

亞洲經營管理 創新與創業管理

國際企業環境專題 組織理論與管理

選擇權市場理論與策略 國際企業永續發展

亞太經營環境 歐美市場 企業決策分析

顧客關係管理 跨國企業法律風險評估

創業管理與實務 企業諮詢方法與實作

跨文化管理 國際商務新興議題

社會企業商業模式發展與實作 商業數據分析
(管院各系所開設之碩士班英語授課課程)



企業管理研討/企業諮詢方法與實作課程介紹

英迪格酒店
總經理

客座演講 校外教學

蝦皮
商業智能經理

芝林企業參訪

優品醫事檢驗所參訪

實際企業諮詢與訪談



海外學習課程-移地教學

• 小班制教學，能更積極與專業指導員學習

• 能親自接觸當地文化與企業環境

• 與全球企業專家互相交流

正大管理學院 (泰國) 一橋大學 (日本)漢陽大學 (韓國)

課程介紹



03 海外交換計畫



國際交流

265 所姐妹校
遍佈 43個國家

亞洲 144
美洲 26
歐洲 91
大洋洲 4

姐妹校分佈

國立中山大學
2020.07 Updated



• KEDGE Business School, France 2017

• ESSCA Business School, France 2014

•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Austria (2 
programs) 2014

•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France 2019

歐洲

雙聯學位IBMBA

•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Campus)

• University of Brawijaya, Indonesi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 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USA

亞洲

北美洲



加拿大
University of Victoria, 

Canada
八月中～十一月初
（北美商業範疇）

台灣
十一月中～一月底
（亞洲商業範疇）

奧地利
JKU Linz, Austria
二月初～四月底
（歐洲商業範疇）

僅供管院學生申請

雙聯學位 JKU/ACT Global Program

ACT計畫

IBMBA

全球領導力

跨文化交流

語言能力ACT學程為中山管院與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ctoria)及奧地利林茲大學(JKU Linz)三校共同
舉辦之特色跨國學程，以「區域企業經營」(Doing Business in Region)為主軸，強調區域特色與跨洲際
管理的學習，兼具理論與實務，除課程外，並模擬跨國企業的國際團隊學習模式，聚集來自三校的學生
共同生活與上課研討，學習亞洲、歐洲及北美的管理經貿議題，並體驗國際企業管理中各個面向與環節
，希望透過此學程培養來自亞洲、美洲與歐洲的全球化領導人才。
本課程為全英語授課，分三階段於三個國家進行：第一階段於8月底至11月初在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
第二階段於11月中至隔年1月底在台灣國立中山大學；第三階段於2月初至4月底在奧地利林茲大學。



• 補助優秀青年學子赴國外大學校院修讀學分
• 每月新台幣1萬元，最高補助1年
• 經本校甄選錄取出國交換交換及雙聯學位者
自動獲獎不需申請

西灣領航

出國獎學金申請

• 補助低收中低收入優秀學子赴國外大學校院
修讀學分

• 補助金額: 新台幣30-60萬元不等
(實際獎助金額由教育部核定)

教育部學海惜珠

• 清寒學習獎勵金，近乎全額補助機票、海外學
費、生活費 (實際獎勵金審查委員會核定)

• 可同時申請教育部學海惜珠補助

乘風萬里，轉動人生

• 每月獎助新台幣五千元及機票費補助
• 亞洲地區機票上限一萬、其他地區上限三萬
元

管院薪傳學海圓夢



04 未來出路與
學長姐分享



校友人數: 360 
1.3M: 行銷副理

2.特力集團-客戶分析暨市場

調查部: 專案副理

3.業英達: 國外業務

未來出路
畢業職涯發展



學長姊來分享

IB 103級
孫嘉慧 Joyce

IB 105級
陳怡錚 Sandy

IB 106級
謝博勛 Dennie

“IBMBA的全英語教學環境給
了我很棒的語言訓練，讓我在
日常生活中有機會可以練習英
語聽說讀寫，也藉此認識了來
自不同國家及文化背景的同學

”

“在歐洲的課堂上，很大一部分
是建立在公開演講、小組合作和
學生討論之上的，而IBMBA的課
程訓練早已為不習慣這種學習方
式的台灣學生做好了準備。”

“我非常喜歡《國際企業管理》
這門課，因為老師會透過小組討
論、角色扮演、課堂辯論及個案
分析等不同的教學方法，讓學生
循序漸進地明白商業世界裡的實
際運作。”



05 甄試/考試報名資訊
備審資料與面試技巧



報名資訊

• 初審書面資料:
個人履歷、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讀書計劃、曾參加之進修或

相關訓練證明、專業證照或曾獲得各種績優獎項、語文證明文件，如：TOEFL、IELTS、

TOEIC、GMAT等)、線上推薦信二封(必繳)

• 面試日期: 另訂(詳細日期與地點，請關注學程網頁)

• 考試費用: 初審1,000元，通過初審參加複試者再繳交複試費500元 實際日期與資訊 以簡章為主

甄試入學 一般生18名
報名日期:   9月底-10月中
成績計算方式: 
初審(書面)成績*40% + 
面試成績(中文+英文)*60% 

考試入學 一般生10名
報名日期:   12月初-12月中
成績計算方式: 
初審(書面)成績*50% + 
面試成績(英文)*50% 



•內容簡單明瞭，文字排版簡潔，善用圖表

•多著重之前的社團、語言、出國經驗、實習經驗...等，並
找出和IBMBA的關聯性

•重點陳述時，可多加利用紅字和粗體字

•以IBMBA學制的特質來說，

語言成績＆出國經驗＆實習經驗>>社團經驗

備審資料



• 要有獨立思考的能力

• 全神貫注，要專心聆聽在場每一位的發言

• 盡量將考官的問題，跟自己的經驗/專長做結合

• 加強對國際時事的了解

要有自信！

面試技巧



• 請依中山IBMBA官網 & 臉書粉絲團公告為主

更多資訊

NSYSU IBMBA粉絲團中山IBMBA官網

• IBMBA Office 聯絡資訊
Email:  ibmba@cm.nsysu.edu.tw
TEL: 886-7-525-2000 ext.4506

mailto:ibmba@cm.nsys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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