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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國際化
專題報導

管院一直致力於打造國際化的學習環境，期望培養學生國
際移動力與競爭力，除開設英語授課的專業課程、「國際
企業管理」學分學程外，也與美國優質大學商管學院合
作，在大學部建立【3+2】、【4+1】橋樑學程，在研究所
建立雙聯學位學程。這些積極的合作方案，目的在於提供
管院學生更多流程簡便、節省時間金錢，並拓展國際經驗
的深造選擇。本專題報導將會介紹管院橋樑學程的合作學
校，與研究所的雙聯學位學程。相關資訊都能在管院網頁
找到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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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申請流程
大三/大四時提出申請
↓
大三/大四時先修美國大學碩士班學分
↓
畢業前通過該校入學條件 (如GMAT、
TOEFL、GPA...等)
↓
赴國外修課2年/1年，並符合畢業資格
↓
獲得輔大學士學位+美國大學碩士學位

更多管院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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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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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橋樑學程
【3+2】&【4+1】Bridge Programs
【輔大4年+ND 1年 】MS in Management (適合資管/統資及非商管背景者)

聖母大學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IN, USA
聖母大學為美國著名的私立天主教大學，同時也是在美國與全球學
術聲譽極高的頂尖大學。該校創立於1842年，座落在美國印地安納
州南灣市聖母鎮。其校園十分優美，建築莊嚴，校風嚴謹。
小檔案：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美國四千多所大專校院中名
列美國最佳大學第18名；其商學院則排名全美第25名。
 2015 英國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世界大學排名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中，排名86名，為世界級頂尖大學。
 聖母大學的校友在各領域都有表現卓越的菁英，例如前美國國務
卿Condoleezza Condi Rice；Eric F. Wieschaus為1995年諾貝爾生
理學/醫學獎得主。

【輔大3年+GU 2年 】MS in Mathematics / Computer

喬治城大學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USA
喬治城大學成立於1789年，位於美國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其
除了是美國最古老的耶穌會和天主教大學，也是全球知名、學術聲
譽極高的大學。其校園歷史悠久，風景優美，更座落於美國行政、
商業與文化中心，生活機能相當完善，學術資源也十分豐富。
小檔案：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21名；其商學院則排名全國第24名。
 2015 英國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世界大學排名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中，排名173名。
 喬治城大學的校友在法、政、經濟等各領域都有傑出的表現，例
如前美國總統Bill Clinton 即為喬治城大學校友，西班牙國王費利
佩六世 (Felipe VI) 、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 (Abdullah II) 、希臘
和丹麥王子、美國在線前任總裁Ted Leonsis等，都是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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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通過後，學生可於大三/大四時先修美國大學碩士班學分，但不代表該生取得該美國大學
之入學許可。該生仍應於大學畢業前通過學校之入學條件 (如GMAT、TOEFL、GPA...等) 。
2. 管院保留本報導內容變動之權力，詳情以管院與各系所公告為準，所以同學要多留意學校的
公告信與網頁訊息唷!
3. 大學排名每年會因權重指標不同而有浮動，僅供參考。找到適合自己的大學才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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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大4年+FU 1年 】MS in Global Finance / Applied Statistics & Decision Making

福坦莫大學
Fordham University, NY, USA
由天主教紐約總教區於1841年創辦，之後由耶穌會接手管理，1907
年更名為Fordham University，位於紐約的市中心。其為美國著名的
私立大學，在紐約的知名程度僅次於哥倫比亞大學及紐約大學。由
於歷史悠久，校園十分古典優雅。
小檔案：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66名。
 2014 美國〈Businessweek〉：該校的商學院—Gabelli School of
Business 大學部於美國排名第38名。

【輔大4年+SBU 1年 】MS in Technological System Management

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學）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又稱Stony
Brook University), NY, USA
石溪大學成立於1957年，坐落於美國紐約州石溪，為一所公立大
學。該校不只是紐約州最年輕的大學，在許多出版物中也被列為紐
約州最頂尖的公立大學之一。
小檔案：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美國最佳大學排名中名列第
89名。
 2015 英國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 的世界大學排名 (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中，排名第188名。

【輔大4年+UD 1年 】MS in Accounting / Finance

達拉斯大學
University of Dallas, TX, USA
達拉斯大學位於美國德州歐文市 (Irving) ，距達拉斯市中心約24公
里。該校成立於1965年，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學，因而十分重視教
學品質與師生互動，生師比僅11:1，其中有62.6%的課程之上課人
數低於20人。
小檔案：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美國大學排名：美國西部地區最
佳大學中排名第15名。
 2014 〈Washington Monthly〉美國碩士班排名：其碩士班於全美
排名第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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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EM
Master of Global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
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三邊雙聯組

輔大管理學院與美國舊金山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簡稱USF) 、西班牙 IQS 管理學院 (Institut
Químic de Sarrià, Universitat Ramon Llull) 合作，於國際創業與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成立三邊雙聯組
(Master of Global Entrepreneurial Management，簡稱MGEM) ，是管院極具特色的學位學程。
輔仁大學為天主教學校，而USF與IQS則為耶穌會學校，彼此的辦學核心理念相近；同時，此三所學校均
通過AACSB認證，課程與學分可相互承認，因此成為極佳的合作夥伴！MGEM招收的是來自美洲、歐洲
與亞太地區的學生，在這裡可以遇到來自世界各國的同學唷！

MGEM特色

．以1年時間，獲得歐亞美三校共同認證的碩士學位 (於第3學期由USF主發)
．密集修課1年：第1學期在西班牙IQS (9月~12月) / 第2學期在輔仁大學 (1月~
4月) / 第3學期在美國USF (5月~8月)
．課程內容超豐富！培養學生創意、創新與創業的整體能力；
．我們用絕佳的師資、多元的師生組合、最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讓你的學習收穫
滿滿，累積全球人脈！

舊金山大學

IQS 管理學院

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 USA

IQS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at Ramon Llull, Spain

舊金山大學成立於1855年，位於美國加州舊金山
市，也是第一所在舊金山成立的大學。舊金山大學

拉孟大學成立於1990年，由四大獨立的高等教育組

雖然歷史悠久，但辦學風氣以國際化、多元化、創

織結盟成立，IQS為其中之一。IQS 是由耶穌會神

新創業著稱。

父 於1905年 創 辦，位 在 巴 塞 隆 納 市 區，迄 今 已 有
110年的歷史，下轄工程學院與管理學院。IQS管理

小檔案：

學院為西班牙最佳的商管學院之一，拉孟大學在企

 2015 《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於美國最佳大

業管理領域中，排名西班牙第5名。

學排名中名列第108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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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Forbes〉：創業與創新領域之學科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jor) 為全美前
25名。
 學生來自各個不同的國家，根據《美國新聞與世
界報導》，其國際化程度排名為全美第8名。

聯絡MGEM MGEM網站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esubweb/jmgem/
MGEM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fjumg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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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MBA
MBA Program in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研
究
所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班

輔大管院國際經營管理碩士班 (簡稱imMBA) 為全英語授課，一直以來均有來自歐美、亞太地區的國際學
生前來就讀，學生來源十分多元，例如加拿大、法國、匈牙利、香港、印尼、祕魯、馬來西亞等。其課程
以兼顧理論與實務，並培養學生全球思維 (global mindset) 與國際移動力 (international mobility) 為目標。

FJU imMBA + QUT IB雙聯碩士
2年時間．2所優異大學．2個碩士學位
為了提供學生更國際化的學習環境，輔大管院與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 (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簡稱QUT) 合作，辦理【1+1 雙聯碩士學位計畫】。兩年取得雙碩士！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商學院
QUT Business School, Australia
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商學院成立於1849年，經多年更迭，在1990年
獲得政府通過，成為現在的「澳洲昆士蘭理工大學」，辦學歷史悠
久，同時又位於澳洲大城布里斯本的市中心，氣候乾爽晴朗，交通
與生活便利，生活機能絕佳。該校校訓為“a university for the REAL
world”，故其商管教育以實務應用見長，很受雇主青睞。
小檔案：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2014-2015：全球大學排名第285名，
於澳洲大學之中排名第13位；其商學院排名全球101-150區間內，
為全澳洲第6佳的商學院。
 QUT除AACSB認證外，也通過了AMBA與EQUIS認證，其辦學品
質受到國際與國內的認可。QUT也是世界上極少數具有三大商管
學院教育認證資格的學校 (目前僅有66所) 。

聯絡imMBA imMBA網站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immba/
詳細資訊 http://www.management.fju.edu.tw/subweb/immba/
01_subedit.php?EID=79
執行編輯：蔡小婷  (02)2905-2915  083850@mail.fju.edu.tw
1. 本報導之資訊與圖片取自維基百科、各校網站、各大學排名網站、google搜尋，並未用於商業用途或商
業行為，如有侵權請來信告知，將立即撤下處理，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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