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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程目的
義守大學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因應全球化趨勢及企業對國際管理人才之
需求，特設全英語授課之國際菁英管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程)，以培育學生兼具
英語能力與管理知識之專長，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貳、發展重點與特色
一、本學程發展重點在培育整合英語能力、國際觀與管理知識之跨領域專業人
才，以期與國際接軌。
二、本學程之特色為全程英語授課，且不論專業背景皆可修習，兼具跨領域學
程及同時提升英語能力與管理知能之特性。本學程授課師資由校內英語專
精之專任教師組成，並可延聘國內外學者共同參與學程之各項課程。
參、組織與職掌
一、本學程相關業務由管理學院辦公室辦理；另設立學程委員會負責規劃及審
議學程相關事項。
二、學程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如下：
(一) 學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組成由管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工業管
理學系、企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國際商務學系、會計學系及
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各推派一位教師擔任委員，共計七名委員；並由
院長推薦其中一位委員擔任執行長。
(二) 委員任期一年，為當學年度八月一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新委員尚未成
立前由舊委員出席會議直至任期結束。
(三)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每次開會需由
出席人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肆、實施對象
本校大學部學生，符合下列標準者，可提出申請：
一、A 級標準：(A 級標準之申請者，無須檢附學業成績證明)
(1) TOEFL 紙筆測驗 500、電腦測驗 60；

(2) TOEIC 640；
(3) IELS 4；
(4)全民英檢(GEPT)或網路全民英檢(NETPAW)中級初試；
(5)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CSEPT)第二級 170；
(6)外語能力測驗(FLPT) 180；
(7)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 (PET)；
(8)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BULATS) ALTE Level 2；
(9)其他與上述相同等級之國際英文認證或英語能力證明，並由本委員會
審核通過。
二、B 級標準：(B 級標準之申請者，須檢附學業成績證明)
(一) 學業成績：前一學期排名在全班百分之五十；大一同學若為本校「國際
英語夏令營」之學員，可於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提出申請。
(二)英語能力：
(1)本校大一實用英文分級考試獲中級標準者；
(2)獲得本校學海獎學金資格者；
(3)本校「國際英語夏令營」之學員；
(4)其他相關英文能力證明 (如國外修課證明)，並由委員會審核通過者。
伍、課程規劃
一. 本學程規定之結業學分總數至少 18 學分。
二. 修讀本學程學生，其所修讀之學程課程應修學分數，至少應有 6 學分為非
原系課程，並由各主修系(所)酌予認定併入畢業學分。
三. 本學程需於畢業前完成。
陸、學程開始日期：100 學年度。
柒、申請日期：依學校跨院系學程申請日期辦理。
捌、申請程序：申請人須於申請期間備妥申請表及相關資料，經所屬系(所)主管同意
後，送交管理學院辦公室辦理，以提送本委員會辦理。
玖、審核標準：由本委員會審查已修滿學程結業學分總數後，頒發記載所修習課程科
目之證書。

管理學院全程英語授課「國際菁英管理」學程-課程規劃表
(International Elite Management Program)
開課單位

課
程
中文名稱

課
程
英文名稱

學分數

工管系

決策分析

Decision Analysis

3

工管系

系統模擬

Systems Simulation

3

企管系

全球運籌管理

Global Logistics Management

3

企管系

服務業行銷

Service Marketing

3

財金系

國際金融

International Finance

3

財金系

國際財務管理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會計系

多國籍企業專題

Seminar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3

會計系

公司治理與管理決策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ial
Decision

3

國商系

網路行銷

E-marketing

3

國商系

國際商務談判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gotiation

3

政管系

國際關係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政管系

制度與政策網絡

Institution and Policy Network

3

※本學程同學可以選讀上述課程或其他管院或國際學院開授之全英課程，惟修習國際學
院課程須補繳學分費差額。

義守大學全英語授課「國際菁英管理」學程 修讀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Elite Management Program (IEMP)
中英文姓名
Chinese/English Name
個人照片
學

號 ID No.

Photo
解析度高之數位照片
亦可

電話 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所屬學院 College

班別 Program

所屬學系 Department

年級 Year

英語能力
English Proficiency

學業成績
Academic Record

□A 級標準(Standard A)

(請說明)

□B 級標準(Standard B)

(請說明)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

(附班級排名百分比) Former academic record

□國際英語夏令營學員證明

(於上學期申請之大一學生) Other certification

申請人簽章
Candidate’s Si gnature

所屬系所主管審查意見
Department Approval

辦公室收件日期
Date of Submission

系所主管簽章
Signature

審核結果
Final Decision

注意事項

Note

□
□

通過 Yes
未通過 No

☐大學部 ☐進修部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
□

同意 Yes
不同意 No

核章/日期
Stamp/Date

1. 請檢附英語能力或語言課程修業證明、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附班級排名百分
比）或國際英語夏令營學員證明，各乙份。
A proof of English proficiency and academic outstanding must be provided on
application for selection purposes.
2. 若為傳統照片背面請註明姓名、學號、所屬學院、學系與年級。
Please put applicant’s name, student ID, college, department, and year of study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hotogr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