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好： 

 

中山 EMBA 在歷屆學畢業生及各界企業主管的愛護及支持下，2011 年已正式邁入第

14 個年頭了，有鑒於兩岸三地的人力資源和市場日益合流已成為趨勢，為因應此一臺灣及

中國網絡整合的潮流，本院獲教育部核准於大陸設立 EMBA 之「兩岸高階主管經營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CSEMBA﹞」，而這也是目前國內少數學校中取得可在大陸開設境外 EMBA
班之一。 

 
本班匯集兩校長期經營 EMBA 之雄厚經驗與卓越成果，結合上海同濟的城市規劃、

交通樞紐強項及台灣中山卓越的管理優勢，精銳師資與豐富資源，導入兩岸企業個案討論，

透過移動課程的經驗交流及畢業校友之龐大高端人脈網絡，為兩岸高階經理人創造更多元

之機會與開展更深廣之商業網絡。 
 
 

本專班特色如下： 
►集中面授 1 次(周四到周日)，三分之二大陸，三分之一台灣上課 
►兩岸企業共創知識價值、交織綿密高端人脈網絡 
►緊密兩岸實地互動平台、共創中華經貿合作商機 
►移動學習增廣異動交流、共享信息資源再創高峰 
►兩岸頂尖名校雙位合一、綜攬兩岸優勢經濟知識 

 

誠摯歡迎您推薦公司高階主管人員來加入中山同濟 EMBA 專班行列，更期盼更期待在

未來有機會在邁向知識經濟的道路上與您一起建構終身學習網絡。共同掌握大中華區域經

濟規劃，增強內需市場開拓的平台。 

 

本班預計招生 60 名學生，台灣、大陸各 30 名，簡附報名簡章及簡介請您參酌。若

您任何問題，或需我們提供更詳細的訊息，敬請您與本班執行秘書陳羿伻、張嘉芬聯繫， 
聯絡電話：+886-7-5252000 分機 4503、4504、4505 陳羿伻、張嘉芬 

     電子郵件信箱：ebom@cm.nsysu.edu.tw 
 
 
敬祝 
 
順心如意！ 
 
 

中山 EMBA 執行長 鄭 義 敬邀 
+886-7-5252000 轉 4503 

+886-936 438 752





 

 

 

上海同濟 — 台灣中山 EMBA 上海班 

    兩岸三地(台灣、香港、大陸)的人力資源和市場日益合流已成為

趨勢。而台灣的服務機能及高科技生產製造業之優勢正面臨中國市

場迅速增長所帶來的挑戰及機會；尤其，在台灣的很多世界級製造

商與美國、中國及香港之供應鏈有高度整合。  

  為因應此一臺灣及中國高科技網整合的潮流，本院「兩岸高階

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CSEMBA)」的設立，將因應台商企業高階

經理人學習、管理人才之培育及廠商輔導之強大需求以及臺灣與中

國簽訂之「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快速促成台商產業高

值化之經營目標。  

  台灣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EMBA 與上海同濟大學 EMBA 深耕兩

岸 EMBA 有成。台灣中山大學為台灣第一個通過 AACSB 國際學術

認證與再認證的 EMBA，且於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排名為

2010 全球 EMBA 課程第 53 名，目標達成率全台灣第一。而上海

同濟大學 EMBA 於中國市場最具領導力 EMBA 排名，評選綜合排

名第三，中國最具特色與發展潛力 EMBA 項目。此次兩校共同攜

手，扮演積極的角色於課程中導入亞太經濟圈內經貿實務，提供切

合台商經營環境所需的專業管理知識與實務需求。  

 
 
 

 

 
 
 
 

 
 
 
 

 

 
 
 

 
 
 
 

 

課程特色 

►集中面授 1 次，周四到周日，三分之二大陸，三分之一台灣上課 
►兩岸企業共創知識價值、交織綿密高端人脈網絡 

►緊密兩岸實地互動平台、共創中華經貿合作商機 

►兩岸頂尖名校雙位合一、擁攬兩校優勢經濟知識 

►移動學習增廣異動交流、共享信息資源再創高峰 

 



 
 

 合作緣由 

同濟大學 向來低調卻又底蘊深厚同濟大學，具有濃厚德國血

統，本科生在畢業時都必須修畢德文，因此由中國到德國留學生中

有相當比率是來自於同濟大學。同濟早期以醫學專業聞名，近期則

在城市規劃與專案管理累積豐厚實力。 

中山大學 管理學院與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早在數年前就已

經開始學術交流，教師互動頻繁，惟因政府戒急用忍政策之實施使

得合作計畫急凍，直至近來兩岸關係改善後兩校往來才又轉趨活絡。 

中山同濟 EMBA 境外專班從一年多前開始進行申請，今年三四月間

獲准開辦，設立目的在於掌握兩岸經貿關係密切，台資企業赴陸產

銷比重提高之趨勢，並且結合同濟經管學院強項，希望能為為數眾

多台商提供高含金量學習環境，師資與同學俱佳的網絡。 

  該課程主要訴求 ECFA 通過後，金融業、流通業、服務業赴對岸

開闢市場的熱潮，配合大陸城市化發展的既定政策，讓學員藉由中

山大學年輕活力校風，管院豐富實務經驗，同濟大學紮實穩健格調，

經管學院深耕城市發展，國家級項目規劃，能夠迅速融入當地社會，

結識具有決策權力人士，並培養與大陸企業同業間的關係，相信會

讓專班成員立足穩固，成長得力。 
 
本班師資除了台灣中山大學堅強的師資群外，上海同濟也有多位知名教師

參與課程： 

 
 
 
 
 
 
 
 

上海同濟大學 名師群 

方  鋼教授—全國政協副主委、科技部部長、同技大學前校長

樂  雲教授—上海世博總策劃 
王廣斌教授－上海虹橋樞紐項目開發 
成思危教授—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 
霍佳震教授—同濟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院長 
褚大建教授—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管理研究所長、上海市政 

府決策諮詢特聘專家 

彭達鶚教授—世界銀行高級顧問、哈佛大學 ARIES 研究員 
郭重慶教授—中國工程院院士 

 

 
 
 
 

 
 
 
 

 

 
 
 

 
 
 
 

 



 

 【招生名額、修業期限及學分數】 

招 生 班 別  錄取名額 修業年限 畢業學分數 上課地點 

兩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CSEMBA) 
35 名 二年 45 上海 (三分之二) 

台灣 (三分之一) 
  PS: 1.上述之畢業學分數均含論文 3 學分。 

             2.本課程將與上海同濟 EMBA 學生共同上課。 

 【上課時間及地點】 
1. 每月一次，安排在周四至周六上課。 

2. 三分之二時間在上海同濟、三分之一時間在台灣中山上課。部分課程則安排於海內外研習機構進行。 

 【收費標準】 
共計台幣 120 萬(含學分學雜費)，其繳納方式共兩種： 
   1.可選擇報到 (100 年 12 月)一次繳清；或 
   2.報到繳交 60% (新台幣 72 萬元)，再於 101 年 6 月繳交 40%（新台幣 48 萬元）。 

 【入學資格】 
1.持有中華民國護照之台灣地區人民、香港澳門居民或具外國國籍者。 

2.考生須具備大學畢業(或同等學歷)之基本報考資格，其工作年限如下： 

組別 / 報名資格及工作年資 二專 三專 大學 碩士 博士 

兩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CSEMBA) 十年 九年 七年 五年 三年 

PS: (1)兵役年資可併入工作年資計算。請備妥相關證明正本，以供查驗。 

(2)服務年資證明計算自年資證明起始日開始計算，即可以追溯自取得學位前之工作經歷。 

(3)持國外學歷者，入學時須繳驗駐外單位認證之國外學歷證件影本及歷年成績單認證證明、內政部入出境證明。 

 【甄選方式及考試科目】 
甄選方式  內容說明 

資料審查（ 40% ）  學經歷、職務、公司規模及業別、個人特殊榮譽及未來發展潛力  

筆 試（ 30% ）  「管理實務」 

面 試（ 30% ） 考生之應變能力及管理知識。  

 比較總成績錄取；總成績相同時，依序以【口試】、【審查】成績高低順序錄取。 

 



 

 【報名時程 】 (以下為暫定時程，敬請密切注意網路公佈，並以其為準。) 

簡章免費下載網址: http://exam.acad.nsysu.edu.tw/exam_netlist/netlist_main.php?ExmNo=33  
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 2011.11.01(網路報名，寄送審件) 
[報名系統登錄時間: 2011.09.15 中午 12:00 – 2011.11.01 中午 12:00 ,   

  登錄網址: http://exam.acad.nsysu.edu.tw/exam_netlist/netlist_main.php?ExmNo=33  
  先取得「網路報名專用碼」及「繳費帳號」後，點選「報名系統」，進入系統進行報名 
【收件截止日期：2011.11.01 以台灣郵戳為憑，自行送件 100.11.01 下午 5:00 止】 
筆試時間：2011.11.19 (上海/台灣兩個考區) 
面試時間：2011.11.19 (上海)、11.26(台灣) 
放榜時間：2011.12.12。 

 【考古題參考網址】  
可前往中山大學圖書館參考，網址：http://www.lib.nsysu.edu.tw/exam/master2.php 

 【聯絡我們】 
國立中山大學管理學院 EMBA 辦公室 
TEL: (07)5252000 轉 4503、4504、4505 
FAX: (07)525-1527 
E-mail: emba@cm.nsysu.edu.tw 
http://www.cm.nsysu.edu.tw   

 

2011 年中山-同濟 EMBA 上海班說明會，歡迎參加 
線上報名 請按我    線上報名網址: http://emba.cm.nsysu.edu.tw/files/15-1107-38666,c5942-1.php?LANG=zh-tw 

上海 Shanghai 

9 月 25 日(日) 
2:00pm-4:00pm 

上海。希爾頓飯店 
上海市浦西華山路 250 號 
Tel: +86-21-6248 0000 

台灣 Taiwan 

10 月 15 日(六) 
10:00am-12:00pm 

高雄。中山大學 
高雄市鼓山區蓮海路 70 號 
中山大學管理研究大樓 2037 會議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