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 

EMBA與 AMBA 106 學年度甄試招生預計於 105年 10月 3-11日報名，EMBA於 11月 5-6日、

AMBA於 11月 7 日舉行面試，詳情請見招生簡章。 

 

大事記 

2016.04.11 舉行第二屆國際商學院絲綢之路挑戰賽授旗儀式。 

2016.04.24 成大 EMBA戈壁挑戰賽「成功挑戰戈壁、戈壁大成功～啟航誓師」大會，蘇慧

貞校長親臨授旗。 

2016.05.20-25 首度參加第十一屆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2016.04.30-01 參加 2016EMBA商管聯盟高峰會個案競賽。 

2016.06.05-06 舉行 EMBA/AMBA 105級畢業典禮暨畢業晚會。 

2016.06.09-12 首度參加第二屆國際商學院絲綢之路挑戰賽。 

2016.06.25 與商業周刊合辦「沒有大學文憑的日子，我說故事」專題演講，演講人：商周

集團執行長王文靜，對談人：吳寶春食品有限公司創辦人吳寶春師傅。 

2016.07.18-22 與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中國科學院大學於澳洲黃金海岸進行「跨國管

理實務融合」第四期課程。 

▲ AMBA105 級畢業典禮師生合影留念。 

▲ GIC 第四期，澳洲 Griffith、中國科學院大學與本校三校師生合影留念。 

▲ 絲路挑戰賽授旗儀式。 



榮譽榜 

本校勇奪 2016EMBA商管聯盟高峰會元大盃個案分析比賽冠軍，獲頒「君子之爭」鼎與獎金八

萬元。 

成大 EMBA獲得第二屆國際商學院絲綢之路絲域挑戰賽「最佳風尚獎：張騫獎」；陳憶菁學

姐榮獲個人獎「絲域之星」女子組人氣獎第一名，凃穎洲學長獲得「絲域之星」男子組人

氣獎第二名。 

 EMBA105級王逸萍學姐榮獲 2016富邦人壽管理碩士論文獎【一般管理組優勝】及【最佳實

務應用獎】 

論文題目：探究產學合作中的價值共創─以跨領域新產品開發專案為例 

指導老師：賴孟寬副教授 

 

演講訊息 

演講日期 演講主題 演講者 服務單位/職稱 

2016-03-22 福憩青年旅舍 柯凱文 福憩青年旅舍/負責人 

2016-04-10 競技型與參與型運動設施之規劃與管理 劉田修 
樹德科技大學休閒遊憩與運動管理

系/教授 

2016-04-25 國家品質獎沿革與評審標準 朱興華 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 

2016-04-25 企業追求卓越的全面品質經營管理 吳英志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經營品質委員會/

主任委員 

2016-05-02 正暘科技 吳佩殷 正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6-05-09 瓜瓜園 邱裕翔 瓜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16-05-12 
質化研究的介紹與實做：「用八字學質化研究

解讀與田野」 
李慶芳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 

2016-05-23 馬修嚴選 王世煌 
彩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兼執行長 

2016-05-25 台灣小型軟體業者的經營實錄與分享 廖慶河 帝緯系統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2016-06-05 行銷策略不是做較好，而是做不同！ 謝志鵬 中華職棒行銷公司/董事長 

2016-06-08 生產自動化改善專案 陳飛龍 昆山邁致科技/CTO 

2016-06-13 製麵事業的轉型 邱明仁 陸仕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6-06-15 如何縱橫專案管理 錢士謙 
樹德科技大學國際企業與貿易系/副

教授 

2016-06-19 漫談經營與工程 歐嘉瑞 中興工程顧問社/執行長 

 



活動訊息 

成大 勇奪 EMBA商管聯盟高峰會 2016「元大盃」冠軍 

2016EMBA商管聯盟高峰會「元大盃」校際個案分析賽，成大 EMBA勇奪個案分析賽中華組冠

軍；成大師生關懷社會弱勢，獎金八萬元全數捐給瑞復益智中心。 

EMBA商管聯盟是由中山、中央、中正、中興、交大、成大、政大、清華、台科大等校組成，

而「元大盃」校際個案分析賽則是 2007 年在元大文教基金會贊助下舉辦，今年已邁入第十年。

比賽目的在帶動個案分析的學習，比賽選手來自各校不同產業的 EMBA 高階經理人，針對個案進

行深度分析探討，進而提供問題解決方案，以達到「以文會友」的目標。 

  

元大盃競賽除了腦力的激盪之外，最大的挑戰是時間的壓力，比賽當天在領取個案題目後，

團隊必須在 5.5小時內閱讀個案，透過小組討論，來界定個案問題、運用相關理論與架構來分析

問題並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與方案，最後再製作完成簡報 ppt，向評審委員報告並接受詢答。 

今年 4月 30日在交通大學舉行。EMBA商管聯盟是由中山、中央、中正、中興、交大、成大、

政大、清華、台科大等校組成，而「元大盃」校際個案分析賽則是 2007 年在元大文教基金會贊

助下舉辦，今年已邁入第十年。 

比賽目的在帶動個案分析的學習，比

賽選手來自各校不同產業的 EMBA 高階經

理人，針對個案進行深度分析探討，進而

提供問題解決方案，以達到「以文會友」

的目標。元大盃競賽除了腦力的激盪之

外，最大的挑戰是時間的壓力，比賽當天

在領取個案題目後，團隊必須在 5.5小時

內閱讀個案，透過小組討論，來界定個案

問題、運用相關理論與架構來分析問題並

提出有效的解決策略與方案，最後再製

作完成簡報 ppt，向評審委員報告並接受

詢答。 

▲ 元大盃參賽選手。 ▲ 商管盃參賽選手。 

▲ 後援會與院長、執行長到場為元大盃參賽選手加油打氣。 



 

 

 

每屆元大盃各校競爭激烈，今年成大由郭芝蘭、陳嘉鴻、蔡幸君、李育聰、蘇育德、彭千芸

六人組隊，不同產業背景的隊員，在師長以及學長姐的指導下，一次又一次的模擬競賽，培養默

契並不斷精進個案分析與溝通表達能力，比賽當天根據題目「微信」個案內容深入分析，針對

WeChat如何跨出中國，進軍歐美國際市場，提出短程、中程目標，傑出的表現獲得評審肯定而奪

冠。除獲頒重達 8公斤的「君子之爭」鼎外，另得到八萬元的獎金。 

競賽期間，E105-108四屆學長姐也成立後援會，提供物資支援與精神鼓勵，到場加油打氣，

充分展現成大人的團結精神。(轉載自：成大新聞中心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54184,r81-

1.php?Lang=zh-tw ) 
 

全球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成大 EMBA不缺席 

玄奘之路全球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2006 年開始於甘肅敦煌，至今已成為世界知名賽事之一，

來自各產業企業負責人與高階經理人的成功大學 EMBA 今年(2016)參加五月的戈壁挑戰賽，與中

國、美國、香港、新加坡等全球 51所商學院 EMBA同時參賽，體驗在嚴峻的大自然環境下超越極

限的考驗，培養毅力，迎向日後人生無盡的挑戰。 

戈壁挑戰賽是一場集合毅力、體力、行動

力、執行力、團隊力的競賽，地點就位於世界最知名的戈壁沙漠，在 4天 112公里的賽程裡，

將面臨攝氏 35度高溫、平均海拔 1500公尺及一望無際及多變樣貌貧脊沙漠，還必須隨時迎接

沙塵爆的侵襲，即使到達休息點也無水洗澡，而且夜晚氣溫遽降至 0~5度，與賽者必須在號稱

▲ 由 E106 級郭芝蘭、陳嘉鴻、E106 級蔡幸君、李育聰、E107 級蘇育德、

國企所彭千芸勇奪 2016EMBA 商管聯盟高峰會元大盃冠軍。 

▲ 院長完成戈壁體驗。 ▲ 第十一屆玄奘之路全球商學院戈壁挑戰賽。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54184,r81-1.php?Lang=zh-tw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4-1054-154184,r81-1.php?Lang=zh-tw


八百里流沙中，面對艱辛的環境與壓力，體悟玄奘大師 1400年前的「理想、行動、堅持」之成

功法則，與勇往直前的求法精神。 

 

 

戈壁挑戰賽路程險峻、艱辛，隊員的體能

與毅力相當重要，為迎戰這最艱難的競賽並展現成大團隊合作的精神，EMBA 特別成立戈壁後援

會，帶領成員鍛鍊體魄、進行各種耐力訓練，包括個人自主訓練與團體訓練，其中團體訓練除台

南市科技盃馬拉松半馬比賽之外，還有大坑休閒農場露營及中興林場長跑訓練、佛光山玄奘大師

朝聖既南部三校 EMBA團練(成功大學/中山大學/高應大)…等等。 

    

蘇慧貞校長於 4 月 24 日「成功挑戰戈壁、戈壁大成功～啟航誓師」大會中親自授旗，由管

理學院林正章院長親自帶領 7 位學生參賽，包括隊長世寰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何昆龍、呂老師文理補習教育事業聯盟負責人呂鴻華、台積電研發部經理黃仲仁、子侯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黃年岑、元晃合成樹脂有限公司總經理歐俊廷、昶奕建設經理陳天利、健舟企業

有限公司負責人李旻道等人勇闖戈壁大沙漠。 

成大 EMBA挑戰隊今年得以出賽，要感謝各界

的資源協助，成大 EMBA學長姐的熱心熱血出錢出

力、中華強友文教協會的鼎力幫忙、還有成大 EMBA

戈壁挑戰後援會的成立，十足展現成大 EMBA的團

隊合作及整合能力。 (轉載自：成大新聞中心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3-1054-153004-

1.php?Lang=zh-tw) ▲ 戈壁挑戰賽團員心路歷程分享。 

▲ 賽前體能訓練 ▲ 「成功挑戰戈壁、戈壁大成功～啟航誓師」大會，

成大校長蘇慧貞親自授旗。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3-1054-153004-1.php?Lang=zh-tw
http://news.secr.ncku.edu.tw/files/13-1054-153004-1.php?Lang=zh-tw


成大 EMBA 在絲域挑戰賽贏得美名 

成功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學員勇於自我挑戰，6 月組隊到大陸參加第二屆「國際商學院絲綢

之路絲域挑戰賽」，在高度意志力的支持下，不畏酷熱、乾旱、翻山越嶺、溯溪，奮力挺進走完

全程，勇奪團體「最佳風尚獎：張騫獎」等三個獎項，表現優異不辱厚望，具體展現成大人樸實、

耐操、團隊合作的精神。 

 

本次參賽除了奪得象徵最佳團結合作、最佳人緣、最佳道德風範、最受到關注、最佳團隊

獎的「風尚獎：張騫獎」外，個人獎的部份陳憶菁學姐抱回絲域之星女子組人氣獎第一名，凃

穎洲學長也獲得絲域之星男子組人氣獎第二名。 

EMBA校友總會理事長鄭明指出，成大隊伍參賽的成員以 EMBA為主，我們 EMBA的年齡較長、

體力也略遜於 MBA，但 EMBA輸人不輸陣，充份發揮潛能、體力，團隊合作無間下勇奪佳績，每個

人都大為興奮。參賽期間，每個成員也都把握機會向其他隊伍介紹自己來自台灣代表成大出賽，

要讓與會的世界各國團隊對成大有更多的認識。 

絲域之星陳憶菁學姐表示，參加絲域挑戰賽是人生難得的經驗，沿途風光雖然美麗，但道路

崎嶇、陂度陡峭，高低落差的起伏約一千公尺以上，從海拔二千驟升到三千公尺的高山峻嶺路程、

對都市或平地人來說，體力、精神都是很大的負擔與考驗，但艱辛的過程讓大家體驗到前人的篳

▲ 絲路挑戰賽參賽隊員橫跨 EMBA 多屆校友與在校生。 



路藍縷，有助於培養意志力，相信對日後生涯發展會帶來很多正面的能量。 

此次挑戰賽成員在確定參賽後，個人便已展開自主訓練，另外，團隊也在週六安排 2小時的

肌耐力訓練，並規劃 4 次長距離的 12到 35公里不等的徒步訓練，果然在此次競賽展現最佳的體

力與精神。 

EMBA 慢跑社社長賴永坤學長及副社長葉清棋學長，兩人竟穿夾腳拖跑完三天的崎嶇賽程，

還分別獲得男子組的第五名及第七名，讓其它參賽隊伍感到相當震憾，不僅好奇兩人如何穿夾腳

拖完賽，還不斷稱讚成大奇人輩出，爭相與他們拍照留念，風靡整個賽事。 

EMBA 陳欣妤和黃鍚禎，分別提供豆豐實業有限公司面膜及保濕噴劑、三帆製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的痠痛貼布，做為伴手禮贈送給其它國家的參賽隊伍，拓展良好的國民外交。 

2016絲域賽採邀請制，共邀請到美國、新加坡、英國、台灣在內共 50所知名商學院組隊參

賽，所有參賽成員都必需是所屬的商學或管理學院正式成員，國際商學院絲綢之路絲域挑戰賽，

簡稱絲域賽，2015 年首度舉行，今年為第二屆，吸引 668 人參加，6 月 9 日至 13 日於中國甘肅

河西走廊進行；參賽者必需在三日內徒步走完平均海拔 2500公尺、67.2公里長的路程，沿途涵

蓋戈壁、雪山、草原、峽谷等地質地貌，景色瑰麗、震撼，但也一條讓人聞之色變艱鉅之路。(轉

載自：成大新聞中心 http://web.ncku.edu.tw/files/14-1000-155765,r1932-1.php?Lang=zh-tw ) 

 

EMBA/AMBA105級『驪駒在門 五登巔峰』畢業典禮 

EMBA/AMBA105 級畢業典禮 6 月 6 日下午在管理學院演講廳溫馨

舉行，畢業生們偕同家人一起參與這榮耀時刻，這群業界的管理菁英

終於在成大完成一段人生里程碑，現場師長們、畢業生及親友齊聚，

合影留念、獻花祝賀，分享學成的喜悅，場面相當溫馨感人。成大蘇

慧貞校長特別到場給予祝福，恭喜每位畢業生，畢業快樂，期許畢業

生為自己、為成大、為台南、為台灣以及下一世代寫出不一樣的歷史。 

 

▲ 蘇校長頒發畢業證書給

E105 級班代莊佳璋學長。 

▲ 蘇慧貞校長致詞。 

▲ EMBA105 級畢業典禮師生合影留念。 

http://web.ncku.edu.tw/files/14-1000-155765,r1932-1.php?Lang=zh-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