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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 EMBA 校友會 創業主管理精修班 第五期 師資陣容（依授課時間序排列） 

課程名稱 師資 現職與經歷 最高學歷 

專題講座：企業倫理與公司統理 許士軍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任教

授 

現任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管系主任、研究所所

長 

曾任台灣大學管理學院首任院長 

曾任國立新加坡大學管理學院行銷系主

任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創造數據的價值 唐  揆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講座教

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兼 

曾任美國普度大學講座教授兼學術副院

長 

曾任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講座教授

兼系主任 

美國普度大學葛蘭

管理學院博士 

企業成長策略 

國際觀與企業國際化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一)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二) 

企業參訪 

期末報告 

于卓民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特聘教

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 EMBA 執行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主任 

美國密西根大學企

業管理博士 

企業成長策略 

國際化經營與管理-個案研討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一)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二) 

企業參訪 

期末報告 

黃國峯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主任秘書兼企業管理

學系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管理

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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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矩陣初解 

策略矩陣應用 

期末報告 

彭朱如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PERDO辦公室

主任兼企業管理學系教授 

曾任靜宜大學企管系教授 

曾任靜宜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

主任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

管理系博士 

策略分析方法 

管理個案研討 
司徒達賢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副校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所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主任 

美國西北大學企業

管理博士 

平台策略與創新轉型 邱奕嘉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EMBA 執行長兼科技

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科技

管理研究所博士 

服務創新與企業轉型 蕭瑞麟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所長 

英國華威大學資訊

管理博士 

平衡計分卡解析 吳安妮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講座教授 
美國喬治華盛頓大

學會計學系博士 

環境與企業經營-個案研討 

全球經濟與企業經營-個案研討 
郭炳伸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主任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經濟學博士 

東南亞市場商機與經營策略 林立凱 
現任外貿協會行銷專案副處長 

曾任雅加達台灣貿易中心主任 

雲林科技大學企管

系畢業 

兩岸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向 林祖嘉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經濟學系教授 

曾任行政院陸委會首席副主任委員 

曾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計畫主持人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

磯分校經濟學博士 

策略行銷：全球觀點 邱志聖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副院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主任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

學 Eli Broad 管理

學院博士 

http://acct.nccu.edu.tw/zh_tw/Faculty/tea/%E5%90%B3-%E5%AE%89%E5%A6%AE-60030839
http://acct.nccu.edu.tw/zh_tw/Faculty/tea/%E5%90%B3-%E5%AE%89%E5%A6%AE-60030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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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行銷 陳建維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副教授 

英國華威大學企業

管理博士 

產業大未來：趨勢與商機 詹文男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兼任副

教授 

現任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資深產業顧

問兼所長 

中央大學資訊管理

學博士 

績效管理與激勵 蔡維奇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兼企業管

理學系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主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人力資源管理博士 

人才管理的瓶頸與迷思 李瑞華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IMBA教授 

北京清華大學客座教授 

曾任台積電人力資源副總經理 

美國史丹佛大學商

業管理碩士 

接班人培育 黃家齊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 

曾任東吳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與系主

任 

國立臺灣大學商學

研究所博士 

智慧財產權法律與運用策略 馮震宇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

研究所教授 

曾任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主任暨法律研

究所所長 

美國康乃爾大學法

律學系博士 

無形資產評價 蘇瓜藤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主任 

美國路易斯安納大

學會計學系博士 

財務報表分析 陳明進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學系主任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會計學系博士 

資金來源與運用 陳嬿如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財務管理學系副教授 
美國休士頓大學財

務金融學系博士 

投資方案評估 周行一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兼財務管理系特

聘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院長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商學系博士 

http://finance.nccu.edu.tw/zh_tw/Members/members_1/%E9%99%B3-%E5%AC%BF%E5%A6%82-50770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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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解析 王文杰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院長兼教授 

曾任國立政治大學主任秘書 

國立政治大學法學

博士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

博士 

公司治理-個案研討 馬秀如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會計系教授 

曾任監察委員 

美國阿拉巴馬大學

會計學系博士 

企業社會責任 黃正忠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MBA

學程)兼任副教授 

現任 KPMG 永續顧問管理公司總經理 

中原大學化學工程

學系博士 

媒體與公關 張美慧 

現任戰國策國際顧問股份有限公司總經

理 

現任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 

曾任中華日報採訪組主任 

文化大學中山學術

研究所法學博士 

數位設計與呈現 蔡敦仁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EMBA 學程兼任助理

教授 

現任華碩設計中心資深設計研究員 

日本千葉大學設計

科學院博士、博士

後研究 

設計與企業經營 官政能 
現任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教授 

曾任實踐大學副校長 

美國紐約  Pratt 

Institute工業設計

碩士 

商業談判 李克明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 EMBA 學程兼任副教

授 

曾任元大創業投資公司董事長 

美國哈佛法學院法

律學博士 (J.D.) 

雲端與大數據 苑守慈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公企中心主任兼資訊

管理系教授 

曾任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顧問 

曾任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顧問 

美國奧瑞岡州立大

學電腦科學博士 

FUN 心運動 KPI  吳家慶 
現任國立政治大學體育室兼任助理教授 

現任國立台北大學助理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體育

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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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 EMBA 校友會 創業主管理精修班 第五期課表 

 上課時數：192 小時 (含體育課與期末報告) 

 領導與團隊課程：2 天 1 夜 

 企業參訪：3 天 2 夜 

 主辦單位有權視需要調整課程內容與授課師資  

主題 課程名稱 師資 日期 時數 

新生始業式- 領導與團隊課程 

(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酒店) 

2017/11/11(六) 7:30-19:00 

19:00-22:00 迎新餐會 

2017/11/12(日) 8:30-17:00 

2 天 1 夜 

掌握未來 

專題講座：企業倫理與公司統理 許士軍 

2017/11/19 

(日) 

9:00-12:00 

3 

策略矩陣解析(一) 彭朱如 

2017/11/19 

(日) 

13:30-16:30 

3 

企業成長策略(一) 于卓民 
2017/12/2 

9:00-12:00 
3 

企業成長策略(二) 黃國峯 
2017/12/2 

13:30-16:30 
3 

FUN 心運動 KPI (1) 吳家慶 
2017/12/2 

17:00-18:00 
1 

創造數據的價值 唐  揆 
2017/12/16 

9:00-12:00 
3 

策略矩陣解析(二) 彭朱如 
2017/12/16 

13:30-16: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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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 心運動 KPI (2) 吳家慶 
2017/12/16 

17:00-18:00 
1 

策略分析方法  司徒達賢 
2017/12/23 

9:00-16:30 
6 

策略矩陣應用 彭朱如 
2018/1/6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3) 吳家慶 
2018/1/6 

17:00-18:00 
1 

平台策略與創新轉型 邱奕嘉 
2018/1/13 

9:00-16:30 
6 

服務創新與企業轉型 蕭瑞麟 
2018/1/20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4) 吳家慶 
2018/2/3 

17:00-18:00 
1 

平衡計分卡解析 吳安妮 
2018/2/10 

9:00-16:30 
6 

迎向國際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一) 

東遠精技個案研討 

黃國峯 

創一 陳東欽 

2018/2/24 

9:00-12:00 
3 

創業主班校友講座(二) 

創二 葉春榮 

創三 陳本源 

創四 (邀請中) 

2018/2/24 

13:30-16:30 
3 

國際觀與企業國際化 于卓民 
2018/3/10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5) 吳家慶 
2018/3/10 

17:00-18:00 
1 

國際化經營與管理-個案研討 黃國峯 
2018/3/17 

9:00-16:30 
6 



 

9 
 

環境與企業經營-個案研討 郭炳伸 
2018/3/18 (日) 

9:00-16:30 
6 

東南亞市場商機與經營策略 林立凱 
2018/3/24 

9:00-12:00 
3 

兩岸未來經濟發展的走向 林祖嘉 
2018/3/24 

13:30-16:30 
3 

全球經濟與企業經營-個案研討 郭炳伸 
2018/3/25 (日) 

9:00-16:30 
6 

策略行銷：全球觀點 邱志聖 
2018/4/14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6) 吳家慶 
2018/4/14 

17:00-18:00 
1 

國際行銷 陳建維 
2018/5/5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7) 吳家慶 
2018/5/5 

17:00-18:00 
1 

產業大未來：趨勢與商機 詹文男 
2018/5/19 

9:00-16:30 
6 

活用人才 

績效管理與激勵 蔡維奇 
2018/6/2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8) 吳家慶 
2018/6/2 

17:00-18:00 
1 

人才管理的瓶頸與迷思 李瑞華 
2018/6/16 

9:00-16:30 
6 

接班人培育 黃家齊 
2018/6/30 

9:00-12:00 
3 

管理個案研討 司徒達賢 
2018/6/30 

13:30-16: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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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用財務 

智慧財產權法律與運用策略 馮震宇 
2018/7/7 

9:00-12:00 
3 

無形資產評價 蘇瓜藤 
2018/7/7 

13:30-16:30 
3 

財務報表分析 陳明進 
2018/7/14 

9:00-12:00 
3 

資金來源與運用 陳嬿如 
2018/7/14 

13:30-16:30 
3 

FUN 心運動 KPI (9) 吳家慶 
2018/7/14 

17:00-18:00 
1 

投資方案評估 周行一 
2018/7/21 

9:00-16:30 
6 

企業永續 

公司法解析 王文杰 
2018/7/28 

9:00-16:30 
6 

公司治理-個案研討 馬秀如 
2018/8/11 

9:00-12:00 
3 

企業社會責任 黃正忠 
2018/8/11 

13:30-16:30 
3 

FUN 心運動 KPI (10) 吳家慶 
2018/8/11 

17:00-18:00 
1 

充實技能 

媒體與公關 張美慧 
2018/9/8 

9:00-12:00 
3 

數位設計與呈現 蔡敦仁 
2018/9/8 

13:30-16:30 
3 

FUN 心運動 KPI (11) 吳家慶 
2018/9/8 

17:00-18:00 
1 

設計與企業經營 官政能 
2018/9/22 

9:00-16:3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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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談判 李克明 
2018/9/29 

9:00-16:30 
6 

雲端與大數據 苑守慈 
2018/10/13 

9:00-16:30 
6 

FUN 心運動 KPI (12) 吳家慶 
2018/10/13 

17:00-18:00 
1 

結業系列 

企業參訪 
于卓民 

黃國峯 

2018 

10/17-10/19 
3 天 2 夜 

期末報告 
于卓民 

彭朱如、黃國峯 

2018/11/3 

9:00-16:30 
6 

結業團體照  
2018/11/3 

16:30-17:00 
 

結業典禮 

 2018/11/10 

14:00-17:00 
 

結業餐會 

 2018/11/10 

18:30-22: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