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系在職專班沿革

民國74年管理學研究所成立

民國90年招收第一屆碩士在職專班

民國98年與企業管理學系系所合併，統稱為企業管理

學系，共設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三個學制



本系在職專班特色

K

S

A孕育管理的服務精神 探索企業創新的研究與實務

學習自我學習的技能與方法

管理

EMBA

活動

社團活動

(體育競賽)
共融交流 企業參訪

學術

課程 論文寫作

系所架構



修業相關規定

學雜費

• 110學年度學雜費標準為 61,630 (元)

修業年限

• 修業年限：1-4年（以在職身分得延長兩年）

• 畢業學分數：42學分

（必修15學分、專業選修6學分、選修15學分、論文6學分)

授予學位

• 管理碩士學位

•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27位

專任

4位

兼任

人力資源

行銷管理

財務管理

管理科學

策略管理

企業社會責任

師資陣容與課程結構



人力資源

• 共計5位(楊君琦老師、夏侯欣鵬老師、林瑩滋老師、徐皓馨老師、林思伶老師)

• 專長領域：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理論、組織行為、核心職能、企業倫理、企業

社會責任評量、社會企業、知識管理、組織與策略管理、組織能耐、職場健康

心理學、效率及生產力分析領域

行銷管理

• 共計7位(高義芳老師、林耀南老師、黃麗霞老師、顧宜錚老師、林育則老師、

劉上嘉老師、曾祥景老師)

• 專長領域：行銷管理、科技管理、創新管理、體驗行銷、關係行銷、消費者行

為、經營策略、工商心理學、協同行銷、資料庫行銷

財務管理

• 共計4位(許培基老師、江淑貞老師、邱琦倫老師、連育民老師)

• 專長領域：財務管理、基金投資、行為財務、投資學、證券市場分析、金融市

場、民營化

師資陣容

管理科學

• 共計6位(李天行老師、黃榮華老師、楊長林老師、陳銘芷老師、陳麗妃老師、

黃凱斌老師)

• 專長領域：生產與作業管理、顧客關係管理、背景情境(音樂、顏色、光線) 、

績效評估、專案管理、生產資訊系統、生產決策、綠色供應鏈、新產品開發管

理、全面品質管理、六標準差管理、統計推論與實務應用、品質工程及可靠度

分析、資料探勘及機器學習方法應用、服務科學及作業管理 、人工智慧於再

生能源管理之應用、實驗室品質管理 、最佳化理論與應用

策略管理

• 共計9位(周宗穎老師、李禮孟老師、黃愷平老師、張詠晴老師、顏孟賢老師、

鍾璧徽老師、高人龍老師、胡哲生老師、王慧美老師)

• 專長領域：產業經濟、競爭策略、組織管理、家族企業、國際企業、策略管

理、社會企業、非營利組織管理、新興市場、國際化策略、策略管理與創新、

執行長傳承

師資陣容



活動

社團活動

EMBA高爾夫球隊

EMBA慢跑隊

EMBA壘球隊

EMBA羽球隊

EMBA籃球隊

EMBA鐵馬隊

共融交流 新生始業式

所友會

企業參訪
海外參訪

國內參訪

系所活動

歷年學生統計

高階主管

17%

中階主管

41%

組長、課長

8%

職員

31%

其他

3%

高階主管 中階主管 組長、課長 職員 其他

製造業

14%

批發零售業

15% 運輸倉儲業

4%

出版、影音製作、傳

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6%

金融及保險業

18%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

務業

12%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

服務業

7%

其他

24%

製造業 批發零售業

運輸倉儲業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金融及保險業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其他



書審應備資料說明

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表
(表格請自本系網站下載)

歷年成績單正本
學位證書影本

相關工作年資
(未附證明不列入年資)

詳細資訊請以本校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所載為準

企管系
招生資訊專區

輔大
招生資訊網

詳細資訊請以本校111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所載為準

重要招生日程

110/10/29(五)

招生簡章公告

110/12/20(一)10:00
至

111/01/03(一)16:00

網路報名
111/03/05(六)

招生口試
(國璽樓11樓郎世寧廳)

111/03/22 (二)

放榜

110/12/20(一)
至

111/01/03(一)

繳交系所指定應繳資料

及報名費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在職專班110學年度修課一覽表 

一年級 二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論文 6 論文6 

必修 15 
管理思潮與組織理論3 系統思考與方法3 企業分析與診斷3 策略管理3 

整合管理3 

專業
選修 

6 

(四選二) 

作業策略與管理3 

行銷管理3 

人力資源管理3 

財務管理3 

選修 15 

消費者行為研究3 

產業經濟與競爭策略3 

國際財務管理3 

通路與零售管理3 

國際企業管理3 

服務領導專題研究3 

輔大使命與社會企業創新創業講座3 

策略管理專題3 

網路行銷3 

企業社會責任與永續發展3 

社會創新與創業管理3 

其他 

選修 

管理學院 

至多6學分 
-

國際產業分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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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修業規則(節錄版) 

109.12.30 109學年度第 3次系務會議修正 

110.04.14 109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議通過 

110.04.29. 109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輔仁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則第四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學士班 

第三章  碩士班 

第四章  碩士在職專班 

第九條 修業與選課  

（一）本系碩士在職專班畢業學分數為 36學分（不含論文 6學分）。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包含必修課程、專業選修與選修課程。 

1.學生除必修課程外，另需修讀專業選修與選修課程。專業選修

課程至少需修讀 6學分(四選二)，選修課程除本系開立課程外，

另可修讀本院其他系所開立課程至多 6學分及海外參訪 3學分。 

2.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經錄取後如曾在研究所修習企管相關

碩士級學分，倘科目名稱相同、內容相同，得於第一學年開學

時，依本校抵免規定辦理學分抵免申請。若所有學分皆於本系

碩士班或碩士在職專班修習，且皆達 80分（含）以上者，則至

多可抵 15學分。若非皆於本系修課者，則經授課教師審核通過

者，至多可抵 9學分，但核可與否由本系決定。 

3.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於入學前需修畢會計學及統計學等 2

課程。如未修習或修課未及 60分者，經錄取後需至大學部補

修、參與免補修檢定考試或暑修課程，通過者始得畢業。 

4.每學期選課上限為 15學分，不包括論文 6學分。不在此限制

範圍內者，則由系主任核准。 

第十條 論文指導與學位考試 

（一）指導教授應以擔任本系專任教師為優先考量，本系兼任教師或

本院他系所之專任教師次之。 

（二）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得於研一第二學期規定日期前，向系辦

提報論文方向及指導教授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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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應於研二寒假或暑假，經指導教授簽署

同意書後，送交其論文計畫書內容至系辦，以利後續論文計畫

發表作業進行。其中，寒假論文計畫發表為共同發表，暑假為

個別發表。 

（四）學生須完成論文計畫發表後，始可申請學位考試。 

（五）如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因論文題目及論文內容撰寫，需變更指

導教授時，需填報「論文指導教授異動表」，經原指導教授及新

任指導教授簽署後，再擬請系主任審核。更換指導教授程序完

成後滿九個月使得進行論文口試。 

（六）學生須提交兩次論文抄襲比對結果，第一次於論文口試當天提

供抄襲比對資料給口試委員，並於口試完成後繳交至系辦;第二

次論文修改完畢後，論文審核時提供。論文抄襲比對資料須有

指導老師與學生簽名。 

（七）學生提交論文抄襲比對系統之電子檔不含參考文獻及目錄。另，

抄襲比對相似度不得超過 20%，若指導老師有更嚴格之規定

時，從之。 

（八）口試修改後之論文內容，需經指導教授簽署「論文修改完畢證

明書」後，送交系辦審核論文格式。 

第五章  附則 

第十一條 本系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必須參與並協助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及

其他相關學術活動。 

第十二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輔仁大學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管理碩專第 20屆  汽車批發業 李佳玲 

 

「了解自身的長處、知道如何提升長處、明白自己的限制，這些是不斷學習的關

鍵」。By管理大師 彼得‧杜拉克 

 

還記得學生時期: 

為了要辦一場完美社慶，每日客後主動留校演練，不論多累，都堅持不斷彩排，

只求演出的順暢與完美! 

為拚一個 All Pass，就算平常活動再多、打工再晚，回到家也要堅持複習，只求

不要留下學生遺憾! 

曾幾何時，這些堅持已經不再…。 

 

畢業離校那天，同學們彼此約定要繼續學習、持續成長的那一席話，似乎因工作

與家庭的責任逐漸壓下，讓我們有理由自然而然的隨著人生的複雜，而塵封在腦

海裡的最角落… 

 

轉眼 20 年，我努力經營人生，雖然工作與家庭皆能善營，但總是感覺日子是庸

碌的一天過一天!總會問自己:「是不是缺了什麼?為什麼靜下心時，總有一股失

落與不足感?我還要什麼?」 

 

仔細的思考，清出了腦中早已塵封的堅持!終於，我明白了! 

我的「失落感」來自:固定範圍的職場經驗，使我降低工作熱情。 

我的「不足感」來自:缺乏專業的補充，我的專業無法提升! 

職涯要向上提升!工作技能要持續精進!就是我想追求及堅持的! 

而，若我要達成這些，返回學校就是我的最佳解! 

     



這一份結論，讓我激動也促使了我認真的想再為自己做點甚麼! 

此時，就那麼巧!輔大 EMBA招生訊息，神奇的傳到我耳裡…。 

輔大企業管理課程內容涵蓋面向廣泛，內容專業、扎實且學習氣氛融洽，師資優

良，著實創造了指標好口碑….。 

於是，唯一報考輔大企管 EMBA 就是我的決定! 

然後，一切就這樣展開了，然後，我的 EMBA生涯也就開始了。 

 

暑修開始至今已經有近 4 月的時間，學習過程中與同學間的分組互動，讓我充分

腦力激盪。每次小組討論的衝擊與火花讓每份報告都能廣義呈現而不限縮。這樣

的學習豐富度，真是令人興奮。 

現在就下定決心，不要因為一時的安逸而錯失更多的學習與成長機會。態度決定

一切。 

 



                                       管理碩專第 20屆  醫藥服務業 呂勝堂 

起心動念 vs自我突破 

    在職場逾三十年的工作經驗，加上的一路順遂當上高階經理人，自滿平常保

有看書自學、不斷參加短期課程進修的習慣，卻讓我自滿於當下，忘記有系統完

整進修的重要性。當工作中遭遇陌生的領域，出現瓶頸而遲遲無法順利突破時，

「退休」的念頭就開始浮現，退休後要做什麼？能做什麼？若不退休，我又要如

何突破現況?在左思右想之際，老闆鼓勵我是不是再重回學校進修？輔大企管

EMBA 有說明會要不要去聽一聽？當再次決定重回校園讀書時，心中自有千迴百

轉的情緒，但最終還是突破了自我(人生中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抱著期待又怕被

傷害的心情報考輔大企管 EMBA，雖經一番波折但也如願上榜。 

 

    我們處在資訊爆炸、海量訊息充斥的年代，相信你我都聽/看過許多演講、

書籍、文章，這當中一定也有讓我們有所感的心靈雞湯(佳句或哲理)，例如: 

˙做你沒做過的事是成長， 

  做你不願意做的事是改變， 

  做你不敢做的事是突破。 

˙你不能决定生命的長度，但你可以控制他的寬度； 

  你不能控制他人，但你可以控制自己； 

  你不能預知明天，但你可以利用今天； 

  你不能樣樣勝利，但你可以事事盡力。 

˙觀念產生言行， 

  言行養成習慣， 

  習慣塑造性格， 

  性格決定命運。 

這些聽/看的當下有如打了雞血般的興奮，但往往熱情消退後(平均 3~7天)就全

忘了，聽/看的多、想的少、做的更少，是現代你我的共通問題，若不能將資訊



快速透過一套自我的學習系統行轉化為知識，資訊將永遠等於資料，是無法內化

轉為自己來使用。而學校就是一個提供系統學習的地方，因為藉由課程的設計可

以學習到完整的架構，並在師長的引導下可以分辦問題的層次，由面、線、點及

點、線、面的思維交叉串聯，不斷提昇自己面對問題的處理能力。 

 

    選擇來輔大讀 EMBA，當然有人是因交通便利、學費便宜，免筆試而來，但

我的選擇是輔大校風樸實，因天主教會辦學宗旨是為追求真、善、美、聖，它沒

有公立大學官僚體制學術的傲慢，但也不像私立大學只要交錢就可洗學歷。因自

己已經過了以學歷換取職位的階段，期許透過 EMBA系統化學習過程，提升自己

在工作中問題的處理能力，而我們管理學院又是國內第一個獲得國際商管學院促

進學會(AACSB)的認證，且強調做中學的實踐，課程的設計與規劃強調學術理論

與實務工作之結合，以培養系統化問題分析與整合性解決管理問題的能力，這正

合乎自己的需求，也是我最終的選擇。 

 

    今天來參加說明會的您們，已經起了再進修的動念，就不要輕言放棄，唯有

透過學習才能突破自我設限而不斷成長。不要猶豫，選擇輔大企管 EMBA將是您

最佳的決定，也將豐富您的一生！ 

 



                                       管理碩專第 20屆  教育服務業 李明霈 

我人生的第一篇論文 

從事百貨精品業銷售近 20 年的我，因為要照顧當時意外受傷的母親離開了

原有的職場，感謝上蒼保佑母親在一年內恢復健康，原本喜歡與小朋友互動的我

便轉職到國小的課後輔導班，在一年的職前訓練並通過考核後服務現職的 桃園

樂善國小，開啟了我人生的第二曲線-課後輔導老師的人生。 

學而後知不足，心中就有一股要再持續進修的念頭，在我先生跟一群他校

EMBA 畢業學長姊的鼓勵與煽動下，便報考了我從小就很嚮往的 輔仁大學 企管

EMBA,從小在新莊丹鳳長大的我，有很多的機會進入輔大的校區，從小就熟知輔

大是人文薈萃，很國際化的高等學府，放榜的第一時間看見榜單上面有自己的名

字，心中是多麽的雀躍歡欣更湧入滿滿的榮譽與驕傲⋯⋯我是輔大人。 

時間在每天趕車上班下班，看著自己學生作業後送走學生下課，換成自己由

老師變成學生，想著上課的個案報告思潮中都是滿滿的 PPT畫面，真的是上班盯

作業 下班寫報告，非常戰鬥又精實的 EMBA學習生活！ 

課堂上教授老師如同開啟知識殿堂大門的導遊，引領我們探索知識與實務結

合的領域，而同學們彼此之間亦師亦友，互相扶持互相學習，從老師提出的個案

研究當中，引出同學們在各個行業多年的實務經驗與見解的分享，真的讓我覺得

來就讀輔大 EMBA真的是如獲至寶。 

我們的科技政委 唐鳳 說過：萬事萬物皆有缺口，缺口就是光的入口。如同

當我們在人生迷茫的時候，透過祈禱總能指引我們人生方向，而在報考 EMBA 時

就有學長姊和我先生都有提到，碩士論文寫作的過程是多麼的艱辛，但我上課 2

週後就跟我先生說，不用等到一年後才知道，我現在寫報告已經嚐到什麼叫艱辛

了，而我先生回應一抹淡淡的微笑說：加油，妳一定可以的。 



此刻的我一直相信，透過每個個案透過每一篇報告與作業的扎實訓練，一年

後的我們要產出一篇對實務分析對學術研究有貢獻的碩士論文是水到渠成的一

件事，感謝自己的一股勇氣感謝身邊一群一起參與的同學，感謝家人的支持，就

如同 系主任楊君琦老師說的:一個人可以走得比較快，一群人可以走得比較遠，

就讀輔大 EMBA 在課堂上認識了良師益友，參加了 EMBA 籃球社透過 校際的友誼

賽的聯誼活動，更擴大了自己的人脈關係，認識了如淡江 政大 臺大 EMBA 熱愛

籃球運動的學長姐們，這又是一份意外的驚喜，高投報率的時間投資。 

雖然上課下課加上舟車勞頓是件累人的事，但是心裡對自己的期許與家人同

學們的鼓勵如強心針般，激勵著我持續精進持續朝著我人生的第一篇論文寫作邁

進，人生何嘗不是像一篇未完待續的論文，相信在輔大企管 EMBA 求學的過程一

定會讓我留下繽紛多彩的一篇章節，裝進更多的管理工具在我的思路，在我人生

的第二曲線建立穩固的思維模型，努力不懈的寫出屬於我自己精彩的人生論文。 



管理碩專第 21 屆 汽車批發業 孫羽 

 

   透過企管碩專班可以增進自己的人脈跟促進實務知識的交換， 不論你是為了

公司升遷、加薪，還是為了充實自己讓未來的路好走，還是你認爲既然都花時間

進修了不如好好拿個文憑也好，更或者你是為了光宗耀祖各種動機都可以！ 而

且越早決定念企管碩專班越好，千萬不要拖延，相信正在看這篇文章的你，肯定

在生活中有個各式各樣的挑戰與責任，我們人生的責任只會越來越大，要升遷、

生孩子、養育家庭、管理員工等等，所以一定要在機會成本最小時勇敢做出這個

決定、建立心態了！相信不管幾歲的你、不論什麼條件，都可以做得到！ 

   至於要讀哪一間大學的企管碩專班?來輔大準沒錯，輔大企管碩專班學費是最

便宜的還是吃到飽制，師資是最優秀的，每位教授都有著實力堅強的背景知識，

教學設備最完善，讓你享受 VIP 等級的尊榮，每一位教授更有著無比的熱誠指導

在職的學生，來輔大準沒錯！ 



管理碩專第 21 屆 金融業 黃翠瑤 

 

   在疫情的蔓延下，生活起了不一樣的變化，節奏變慢了，人與人的距離也變

的越發陌生、緩慢。消費行為模式隨疫情改變，大家逐漸都在網絡上交易，與人

們的互動交流也產生距離，突然感覺到自己的人生似乎有著一種莫名的空洞感！ 

 

   我開始嘗試透過不一樣的學習來填補，但學習後的感覺，除了工作的忙碌，

再加上課程學習，覺得很忙碌，但也很充實！ 

 

   在尋找各種學習的課程中，我看到了輔大 EMBA 的招生，在了解到輔大是一

所為追求真、善、美、聖，全人教育的學校，以基督博愛精神，獻身於學術研究

與弘揚真理的學校，為心中帶來平靜及踏實感。 

 

   我想或許再次重返校園，接受學校制式的訓練，並接觸不一樣的環境、氣氛，

同時結交不同產業的朋友們，或許能突破自己的盲點，拓展自己的視野，並重整

思路，讓未來的人生及經歷更豐富！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在職專班 

111學年度報考 Q&A 

壹、報考資格： 

 要具備什麼樣的資格才能報考？ 

 答：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內、境外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生，得有學士學位並持有證明，或具有教育部

訂頒「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資格，且專職工作年資滿5年以上；已具有碩士學位，專職工作

年資滿3年以上；已具有博士學位，專職工作年資滿1年以上。 

 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節錄)： 

 第五條 

(一)在學士班肄業，僅未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退學或休學，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

之始日起算已滿二年，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年成績單。 

(二)修滿學士班規定修業年限，因故未能畢業，自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末日起算已滿一年，持

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歷年成績單。 

(三)在大學規定修業年限六年（包括實習）以上之學士班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畢業應修學分一

百二十八學分以上。 

(四)取得專科學校畢業證書後，其為三年制者經離校二年以上；二年制或五年制者經離校三年以

上；取得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資格證明書、專科進修學校畢業證書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

力鑑定通過證書者，比照二年制專科學校辦理。各校並得依實際需要，另增訂相關工作經

驗、最低工作年資之規定。 

(五)下列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1.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2.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六)技能檢定合格，有下列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1.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三年以上。 

2.技能檢定職類以乙級為最高級別者，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

從事相關工作經驗五年以上。 

 第七條 

大學經教育部核可後，就專業領域具卓越成就表現者，經校級或聯合招生委員會審議通過，

得准其以同等學力報考第二條、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新生入學考試。如： 

1.上市、上櫃、興櫃公司擔任負責人或總經理職務至少 2 年以上。 

2.非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公司實收資本額 1 億以上，擔任負責人職務至少 2 年以上。 

3.非上市、上櫃、興櫃公司，公司實收資本額 1 億以上，工作 10 年以上高階經理人。 

4.專業領域成就卓越，有具體事蹟或表揚獎項。 

 如果學歷條件符合但工作年資未滿，可以報考嗎？ 

 答：不行，兩項報考資格都須符合才能報考本次招生考試。 

 工作年資計算的期限到何時？ 

 答：工作年資計算係自工作證明書所載日期起算，至111年8月31日止（不包括當兵年限、義務役與

替代役年限），各項工作年資累計計算（未附證明文件者，該項年資不予採計）。 



 
 

貳、書審資料： 

 工作年資可以用什麼證明？ 

 答：可以聘書、聘函、在職證明、勞健保投保紀錄或其他資歷證明。 

 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表可以自哪下載？ 

 答：此表格請至本系網站中的招生資訊下載，並請利用本系提供之表格填寫。 

 

參、報名相關事宜： 

 如何報名？ 

 答：一律採網路報名，請至輔仁大學招生平台考生專區報名。 

 報名期限從何時開始？ 

 答：自 110年 12月 20日 10:00至 111年 01月 03日 16:00止。 

 如果最後一天才報名，備審資料來的及寄嗎？ 

 答：本學年度繳交系所指定應繳資料及報名費截止日為 111年 01月 03日。請以本日郵戳為憑寄出

即可。 

 可以親自將備審資料送去嗎？ 

 答：可以採親送或郵寄。親送請於繳交系所指定應繳資料及報名費截止日（即 111年 01月 03日）

下班前送至輔仁大學利瑪竇大樓企管系辦公室(LM308)。 

 書審資料如果有遺漏文件可以補件嗎？ 

 答：請一次備妥書審資料後一併寄送，恕不接受補件。 

 書審資料可以領回嗎？ 

 答：請參考招生簡章上公告時間自行至利瑪竇大樓企管系辦公室(LM308)領回；或附上回郵信封。 

 

肆、修課資訊： 

 企管碩士在職專班上課時間都是假日嗎？ 

 答：上課時間為週一到週五晚上與週六全天。其中除碩一上學期週一晚間為必修外，其餘學期週一

到週五晚上為選修課，週六上午為必修，週六下午為選修課；可依自身時間與興趣選擇性修課。 

 需要多少學分才能畢業？ 

 答：必修 15學分、專業選修 6學分、選修 15學分、論文 6學分，共計 42學分。 

 學雜費如何計算？大約多少呢？ 

 答：依據教育部學費規定，每學期收全額學雜費約61,630元（每年依照教育部實際核定金額為準）。

前兩年採全額學雜費收費，第三年以後修課(論文指導不計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下者(含九學分)收取學分

費及110學年度各院系所雜費基準半額，每學分6,268元。在九學分以上，則收取全額學雜費。 



 
 

 如果我去修其他系所的課程是否需要額外付費？ 

 答：前兩年採全額學雜費收費，故另外去他系上課不額外收費。 

 畢業學分和個人選修學分有什麼差別呢？ 

 答：畢業學分數為 42學分含括本系碩士班、碩專班所開設之必修與選修課及本院其他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 6學分；個人其他選修學分則為修習他所課程，不計算在畢業學分，而為個人選修學分數，成績

單上亦會註明。 

 修業年限為幾年？ 

 答：修業年限為 1-4年（以在職身分可延長 2年，即為 1-6年） 



2  

壹、招生重要日期                                        
 

項       目 日       期 
招生簡章公告 110 年 10 月 29 日 
網路報名及上傳、繳交應繳資料 
網址：https://exam.fju.edu.tw/ 

110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0：00 至 111 年 1 月 3 日
下午 4：00 止 

繳交報名費及資料截止日 111 年 1 月 3 日 
開放考生應考號碼查詢 111 年 1 月 27 日 
考試 111 年 2 月 26 日至 111 年 3 月 6 日 
放榜 111 年 3 月 22 日 
開放考生成績查詢 111 年 3 月 22 日 
正取生報到 111 年 3 月 22 日至 111 年 3 月 28 日下午 3：00 止 
成績複查截止日 111 年 3 月 25 日 
公告正取生完成報到手續名單 111 年 3 月 30 日 
公告備取生遞補名單 111 年 4 月 11 日 
備取生報到 111 年 4 月 11 日至 111 年 4 月 15 日下午 3：00 止 
公告備取生完成報到手續名單 111 年 4 月 19 日 
備取生後續遞補截止日 第一學期開始上課日止 

※報考注意事項： 
一、本項考試採網路報名，完成繳費並上傳或寄出審查資料。報名前請先確認符合報考資格。本校

係採先行受理報名考試，俟錄取報到後再行審核報考資格，考生學歷（力）資格之認定，概以
網路報名時登錄之資料為依據；如發現不符報考資格時，逕行取消錄取資格。 

二、如有不符報考規定者，本校得逕行取消其報名，報名費不予退回，考生不得異議。所繳證件如
有不實者，未入學者取消錄取資格，已入學者開除學籍，本校並得送請司法機關追究其法律責
任。 

三、報名基本資料之報考系所（組）、通訊地址、聯絡電話、行動電話、電子信箱等欄請務必確實
填寫，如填寫錯誤致影響考試或錄取權益時，概由考生自行負責。報名費繳納後，不得以任何
理由要求更改報考系所（組）別、應考資格、撤銷報名及退費。報名期間因報考資格不符而放
棄報名者，退還所繳報名費二分之一。 

四、考生如突遭教育部認定屬影響正常學習之重大災害，需本校提供考場特殊服務，請依「輔仁大學
招生考試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辦法」提出申請；因傷勢狀況無法應試時，得檢具相關證明於
考試前申請報名費退費。 

五、本項招生考試科目及成績計算，得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做適當調整；口試
當天考生因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者，得檢具證明向系所提出申請視訊口試，其相關規定請見簡
章附錄。 

六、考生經錄取後，應依規定辦理通訊或現場報到，否則取消錄取資格。報到時須繳交學歷證件正本
，尚未取得學歷證件，應先具結繳交展延日期，並於規定期限內補繳。 

七、除財經法律學系原住民專班外，各碩士在職專班如報名人數不足15人，本校得逕予退件退費不予開
班。 

八、身心障礙（含行動不便）考生如需本校提供考場特殊服務，請依「輔仁大學招生考試身心障礙考生
應考服務辦法」於報名期間提出申請，突發傷病考生如需本校提供考場特殊服務，請依「輔仁大學
招生考試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辦法」提出申請（辦法及申請表請至本校招生資訊平台查詢及下載）。 

九、本項招生不寄發應考證，考生應試（含口試）時請攜帶「國民身分證」正本（國民身分證得以
駕照或有效期限內之護照、外僑居留證正本代替）。 

十、具役男身分者（含僑民）依免役禁役緩徵緩召實施辦法規定，高級中學以上畢業生未經核定，
再就讀相同等級或低於原等級之學校者，不得緩徵。但依兵役法第44條規定，國民在營服役期
間，學生可保留學籍，相關規定請參閱簡章總則「註冊入學」。 

十一、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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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在職專班 

招生名額 40 名(以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七條資格報考者至多錄取 5 名) 

報 考 資 格 

附 加 規 定 

一、專職工作年資滿 5 年以上；已具有碩士學位，專職工作年資滿 3 年以上；已具有博士

學位，專職工作年資滿 1 年以上。 

二、本系招收入學大學同等學力第七條「專業領域表現具卓越成就者」。請參照本簡章第 4

頁說明，於 110 年 11 月 15 日（一）前提出資格審查申請，通過者始得報考。 

系所指定 

應繳資料 

資料審查所需資料項目（請於報名時備齊） 

一、學習知能與相關特殊表現表（請於本系網頁下載表格，未依此格式填寫者將予扣

分）。 

二、學位證書影本及歷年成績單正本各1份。 

三、相關工作經驗年資（得以聘書、聘函、在職證明、勞保投保證明或其他資歷證明等代

替）。 

※1.以上資料請依前述順序裝訂成冊繳交1份，於111年1月3日（含）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

系辦公室（郵戳為憑），以便審查。 

2.所繳資料若需領回請於111年4月18日至5月13日之上班時間（週一-週五13:00-

19:00），親自至本系領回；若無法親自領回，請內附回郵及信封袋，由本系寄還（郵

資不足，請自行處理）；逾期將逕行銷毀。 

考試科目 

及 

成績計算 

一、資料審查（佔總成績 50%） 

二、口試（佔總成績 50%） 

考 試 日 期 

及 

地       點 

口試日期：111 年 3 月 5 日（星期六） 

報到地點：國璽樓 A 棟 11 樓 

※口試順序名單、詳細報到時間及相關注意事項，請於 111 年 2 月 9 日(三)至本系網頁查

詢，不另行通知。 

錄 取 方 式 按總成績高低依序錄取，得不足額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依口試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 

備註 

一、如曾在研究所修習企管相關碩士級學分，倘科目名稱相同、內容相同，得於第一學年開

學時，依本校抵免規定辦理學分抵免申請。若所有學分皆於本系修習，且皆達 80 分

（含）以上者，則至多可抵 15 學分，若非皆於本系修課者，則經授課教師審核通過者，

至多可抵 9 學分，但核可與否由本系決定。 

二、會計學及統計學 2 科，錄取考生於大學部未修習、修課未及 60 分者，需於碩士班第一

學期至大學部補修、參與免補修檢定考試或暑修課程，通過者始得畢業。 

聯絡資訊 
 02-2905-2980  144515@mail.fju.edu.tw 

利瑪竇大樓 3 樓 LM308 室 

系所網址 http://www.mba.fju.edu.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