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智大學】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學分班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招生簡章
一、 宗旨：
提供產業及公營機構各階主管與專業人員研修最新企業管理相關知識，以適應環境變
革，贏取競爭優勢，提昇組織績效。

二、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簡介：
依據105學年度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簡章。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不分
組，招收三年以上全職專業工作經驗者，共176名。

三、 特色：
1. 本班經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承認所修習之學分。
2. 本班之學員依規定考取本校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時，已修習之相關科目及格學分，得依教育
部規定酌予抵免。本中心所開之學分班課程，待修業完成後，學期成績達80分以上，均予
以抵免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專業經理學程之選修科目學分，抵免學分以畢業總學分數之1/2為
上限（必修科目以抵免兩門為限），學分抵免限五年內選修學分。
3. 於元智大學修習之學分，最高可抵免1/2畢業學分；於外校修習之學分，最高可抵免1/3畢
業學分。
4. 如有未盡事宜或更動，以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公告之修業規定為準。

四、 報名資格：
1. 大學畢業一年以上工作經驗
2. 三專畢業二年以上工作經驗
3. 二專、五專畢業三年以上工作經驗

五、 招生名額：每班40名。（報名未達20人，本中心保留開課權利）
六、 研習時間：
板橋分部碩士學分班：（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
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
106年2月20日(六)至106年5月27日(六) 課程時數依補助單位規定辦理
周一（晚間）18:30‐21:30
週六（整日）3/25(六) 4/15(六) 5/6(六) 5/27 09:00‐12:00&13:00‐16:00
共計54小時
上課地點：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28號6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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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真報名專線：03-4354624

校本部碩士學分班：（無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106年2月22日(三)至106年6月21日(六) 遇國定假日不補課。
每周三（晚間）18:30‐21:30
共計54小時
上課地點：桃園市中壢區遠東路135號

七、 報名方式與時間：
板橋分部碩士學分班
目前尚在申請勞動部補助中，如獲勞動部補助，學員需自行上勞動部網站進行報名，報名學員
需符合農（勞）保身分，報名方法如下：
1.請先至台灣就業通：http://www.taiwanjobs.gov.tw/Internet/index/index.aspx 加入會員。
2.再於報名期間（通常為課程開始前一個月），至產業人才投資方案網：
http://tims.etraining.gov.tw/timsonline/index.aspx 報名。
《請注意：已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者，請牢記會員密碼。另需於線上報名時，登錄勞保證
號、郵局/銀行帳號。》
校本部碩士學分班
請填寫附件報名表格，傳真03‐4354624，或 email: amypeng@saturn.yzu.edu.tw，或親送至元
智大學管理學院六館60403室，報名時間自即日起至106年2月6日(一)止，週一至週五
09:00~16:30。

八、 收費標準：
板橋分部碩士學分班課程
因「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課程目前尚在申請勞動部補助中，如獲勞動部補助，學員需於課程
開始前依照勞動部規定全額繳費（3學分課程15,000元），待結訓後通過勞動部相關規定學員
可獲80%補助（補助金額由勞動部直接匯款至學員帳戶）。
校本部碩士學分班課程
單門學費為13,000元，團體報名（3人（含）以上一同報名），可享學費折抵$1,000元優惠。

元智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碩士學分班招生簡章

2

傳真報名專線：03-4354624

九、 開設課程：


105‐2學期
科 目

上課時間

學分數

課程簡介

3

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
團隊運作探討人們的態度、心理、與
行為，以及這些行為如何創造一個卓
越與健康的組織。這些知識可以幫助
學生增進對自我的暸解、提昇人際能
力，並建立自我管理能力。在進入職
場之後，這些知識可以幫助組織成員
適應組織生活、使職涯發展更為順
利。對於管理者而言，這些知識是有
效帶領他人、創造組織優勢的重要基
礎。

3

課程的特色主要是探討企業電子商務
的基本概念、策略、經營模式、技術
架構與營運流程，同時討論網路行銷
與企業電子化等相關議題。課程內容
將涵蓋電子商務的特性、理論、策略
規劃、商業模式、營運架構與行動商
務等面相，藉此讓學生瞭解企業電子
商務的建構、功能及其對企業流程與
組織整體營運關係的影響。此外，本
課程亦將針對網路行銷的應用與發
展，網路創業以及電子商務未來展望
作進一步的了解。

每週一
18:30‐21:30
每週六
09:00‐16:00
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
管理學院組織管理學群

地點: 板橋分部

林玥岑教授

每週三
18:30‐21:30

地點: 校本部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管理學院科技管理學群
鄭雅穗教授

十、 教授簡介：
林玥岑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人力資源發展博士，專長為組織行為、人力資源發展、員工創新工作行
為、組織學習與創新等，具多年教學經驗，曾為多間企業規劃設計職能發展課程，並擔任高階
主管課程講座教授，深獲學員喜愛。現任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管理學院管理才能發展
與研究中心副主任。
鄭雅穗教授：
美國 Rutgers University 作業管理博士，專長為作業管理、管理科學、資料剖析、網路金融
等，曾於美國羅格斯大學管理科學與管理資訊系擔任講師，回台灣後即加入元智大學，授課生
動活潑，授課科目場場爆滿。現任元智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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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繳費方式：
「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為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繳費方式須依照勞動部規定進行。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繳費方式請參考說明如下：
繳費方式

報名方法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戶名：元智大學，分行代碼：805‐

匯款

通

0045，帳號：004‐001‐00000272
將匯款單（註明轉帳者姓名、連絡方式）連同報名表傳真或郵寄至元智大學

訊

管理研究中心(03‐4354624)，並以電話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報

銀行名稱：遠東國際商業銀行桃園分行，分行代碼：805，

名
ATM 轉帳

帳號：004‐001‐00000272
將交易明細表（註明轉帳者姓名、連絡方式）連同報名表傳真或郵寄至
元智大學管理研究中心(03‐4354624)，並以電話告知以確認完成報名程序。

信用卡

請直接填寫報名表中的信用卡資料欄傳真

十二、 報名應繳證件資料：
「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為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繳交資料須依照勞動部規定進行。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請參考說明如下：
1. 報名表
2.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

十三、 辦理退費規定：（為維護個人權益，請務必仔細閱讀）
「團隊運作技巧與工具」為申請勞動部補助課程，退費方式須依照勞動部規定進行。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請參考說明如下：
1. 檢附收據正本。
2. 報名繳費後至開課日前退學費90%，自開課日起未逾全期五分之一者（四堂課）退學費
50%，逾期不再退費。
3. 已領取之停車證不予退費。
4. 凡為本中心未開成班者一律全額退費（包含學費、報名費、停車費）。
5. 本期課程無法保留至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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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其他注意事項：
1. 辦理停車證（僅校本部可辦理，板橋分部旁靠近亞東醫院停車場，需逐次繳費）：
校本部請學員自行上網辦理，辦理程序如下：
(1) 上網(http://140.138.35.130/GeneralOffice/park/)填妥汽車通行證申請表，並印出汽車

通行證申請表。
 第一次辦理停車證者，須於申請表上貼妥駕照、行照影本。
 舊生已申辦過停車證，但資料有變更者，亦須貼妥駕照、行照影本。
(2) 將報名表及停車證申請表一起繳交或傳真至管研中心，以完成報名手續。
(3) 中心會統一幫學生繳交停車證費用及領取停車證。

元智大學 管理才能發展與研究中心 校本部
聯絡地址: 320桃園縣中壢市內壢遠東路135號六館四樓 60403室
聯絡人: 彭本琪 秘書
諮詢專線: (03) 463‐8800轉6031
傳真: (03) 435‐4624
信箱: amypeng@saturn.yzu.edu.tw
網址: http://mcdrc.cm.yz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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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智大學校本部】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 學分班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報名表
一、學生資料欄 （請詳細填寫）
姓 名

最高學歷

公司名稱

身份證字號

部門

職稱

住家地址

住家電話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傳真號碼

E‐MAIL

手機號碼

繳費方式
學

出生年月日

費

費用合計

□匯款轉帳 □信用卡

收據抬頭

□本人
□公司_____________

＄＿＿＿＿＿＿＿＿＿元

報名費

＄＿＿＿＿＿元

共計：＄

承辦人

元

彭本琪

□舊生□報章雜誌□親友介紹□ＤＭ□主動接洽□網路資訊□其他_____（請勾選）

課程資訊來源

二、課程勾選（請在欲選修科目中勾選）
勾選課程

科

目

電子商務與數位行銷

上課時間

學分數

每週三18:30‐21:30

3

師資

科技管理學群
鄭雅穗教授

三、信用卡資料

信用卡資料

□VISA

信用卡別
卡號
信用卡
有效期限
金額

‐
西元

年

□MASTER
‐

□聯合信用卡

‐

□JCB

‐

月

發卡銀行

(EX: 03/16西元2016年3月)
新台幣

元 （請以阿拉伯數字書寫）

持卡人簽名

(簽名須與信用卡背面簽名一致)

本資料受到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保護，任何人未經當事人同意，不得隨意揭露、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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