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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班EMBA课程优势 

因应全球产业趋势，延续企业永续经营与公司高阶干部长期培育计

划，本课程能为企业培养出数百位高阶干部，能够为企业培养出精

英团队。对于扩展企业竞争优势、树立产业标竿，提升管理专业能

力，加强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加强塑造企业内部的特有文化特质，

大幅提升企业内部整体的工作绩效。 

捷安特企业专班 

      小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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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专班EMBA课程优势 

全员学习能共同接受新知及公司理念，进而达成企业干部拥有共
同语言，摒除公司阳奉阴违上下不同调之缺点，以达成同步精进，
完成公司共同目标，发挥同侪竞争又合作之最大效果。 

采用高效能团队领导管理，带动公司干部与领导之间的互动与互
信，打破下上之间的沟通障碍与藩篱，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充
分发挥团队与组织力量最大的效能。 

 宁波泰茂企业专班 



本课程是由欧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 HEC管理學院 HEC Liège Management School – 
University of Liège (世界、中国及台湾教育部承认之大学)与香港新华卫管理学院共同联合开办
EMBA高阶企业管理硕士专班(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 

 

客制化课程： 

本课程以欧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 HEC管理學院 HEC Liège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Liège EMBA课程为主体，课前和企业高阶领导者，做课前访谈，课程内容规划60%依校方规定，40%依

据产业特性、企业未来目标展望愿景，客制化教材编辑。 

 

目标： 

为企业培训、建立黄埔军校嫡系核心部队，培养永续经营人才，以建立企业最核心的企业文化成为最
高指导原则，强化高阶领导干部对公司之认同与归属，深化团队对公司之忠诚度；并藉最新管理理论
与技术的引进、再教育，提升高阶领导干部之专业学能，以达成任务为最高使命与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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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卫与企业联合开办之历届EMBA专班成功案例分享 
 

 捷安特（中国）企业（台湾上市公司）连续开办3班 
  台湾巨大集团于1992年选定江苏昆山市，独资设立的公司，生产享誉全球知名自行车品牌： 
  捷安特(GIANT)。2000年荣获中国最大外商投资企业500强，2001年中国自行车市场销售第一， 
  评选为先进 技术企业、2002年销售额排名中国第四，江苏省列为重点名牌产品。 

  

 

 新金宝集团(泰国、台湾上市公司)  
   于台湾、中国大陆、泰国共计开办五个企业专班，本课程在金宝集团开办后，该公司工作效能大幅提升，   
   工作产量增加20%，换模时间原本需30-40分钟，改善后只需8-12分钟。新华卫管理学院于2008年获得新 
   金宝集团颁赠 ｢最佳服务奖」。 
 
 

 宁波泰茂集团(中国筹备上市) 
   宁波泰茂车业打造的“Bailey”品牌，如今已经成为享誉海外的自行车童车品牌，年产量高达800万台 
   。在海外市场上拥有极高的占有率。开办EMBA专班课程后，透过每个月课程学习落实执行工作实务上， 
   加强了部门间的凝聚力与提高产能，使得公司营收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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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国台达电子（泰国上市公司） 
主要开发全球体积最小、多用途携带型电源供应器，同时生产多项电子零组件如电源供应器、散热
风扇等产品，亦居于世界级的领导地位。   

 

 

 维乐工业(自行车坐垫世界排名第三) 

 全球知名自行车座垫厂，主要生产自行车座垫、手握制造商，并资助世界级自行车队，目前代工
Serfas、SDG Giant等世界级大厂。  

       

 

 

 泰金宝电通（泰国上市公司） 

  金宝电子关系企业，于台湾、新加坡及韩国均设有研发中心，主要产品：如LED照明灯具、多功能事    

  务机、蓝芽耳机、车用GPS、USB网络电话等消费性电子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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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成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台湾上市公司） 
台湾可成集团转投资设立的子公司，主要生产：笔记本电脑、手机、MP3、数字相机等产品， 

为Motorola、Sony、KONKA、IBM、Dell、HP、Apple、Nokia等国际企业主要供货商。 

   

    

 

亚力山卓（家俬）集团（上市申请）  

亚力山卓集团由家具制造业起家，成功转型专为美国白宫家具品牌Century、美国家具股王Ethan 
Allen等全球知名家俱品牌代工。  

 

 

 

信隆实业（中国深圳上市公司） 

全球最大自行车零配件制造商，产品占全球销售市场40％以上。信隆实业创立自有品牌如Hlcorp、
Zoom、Kalin车手、立管、座管等零配件产品，亦为全球知名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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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University of Liege 

欧盟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法语：Université de Liège；英语：
University of Liege)。创校于1817年，是一所具有200年悠久历史，
学术地位崇高的综合大学，也是比利时第一所国立资助的法语国际性
大学，位于比利时法语区的首府- 列日市。 
 
ULg是以严谨的学术教育和一流科研水平而著称的一流综合性大学。现
有教授400多名，博士生2000名，在校学生17000名，其中4800名为
来自世界各地 119多国的国际学生，拥有欧洲最大的科学图书馆之一。 
 
学位课程有38种学士，191种硕士和65种进阶硕士，以及18种博士及
博士后课程，其中商学院管理课程十方驰名，以多元文化、国际视野、
大众参与和学术活跃为风格。 
 
是全球、台湾及中国教育部都认可的外国大学。 
 
University of Liege 介绍影片 
https://www.ulg.ac.be/cms/c_6100202/fr/l-universite-de-liege-en-120-secondes 

中国教育部 -教育涉外监管信息网 -goo.gl/BnmHVO 
http://www.jsj.edu.cn/n1/12050.shtml 

台湾教育部 -外国大学参考名册 
https://www.fsedu.moe.gov.tw/show.aspx?TempId=&Id=12353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niversity_of_Liege_arms.png


★CWUR 世界大学2018年排名                      第206名 

★国际权威QS 世界大学2015排名                 第265名 

★全球世界大学排名                                         第224名 
★全球高校网《4ICU》比利时国排名全球                             第5名 

★全球大学学员国际化程度全球排名                                           第186名 

★《Wise Future》比利时大学综合实力排名                             第7名 

★国际商学院联合会《AACSB》认证资深成员(会员)  

★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QUIS》认证通过 

★列日大学为台湾教育部认可之国外大学 

★列日大学为中国教育部 涉外监管网认可之国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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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University of Liege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le:University_of_Liege_arms.png


全球學生來自119個不同的國家地區 

4800多位國際學生 

 
 

列日大學HEC高商管理學院，全球國際化 
HEC-ULg, an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學生人數：17000 
外籍學生：23% 
管理學院學生人數：2500 

Spain 西班牙 
South Korea 南韓 
Switzerland 瑞士 

Taiwan 臺灣 
Chad 查德 
Czech 捷克 
Togo 多哥 
Tunisia 突尼西亞 
Turkey 土耳其 
Ukraine 烏克蘭 
United-States 美國 
Vietnam 越南 
 

 

Mexico 墨西哥 
Moldova 莫爾達瓦 
Mongolia 蒙古 
Nigeria 奈及利亞 
Uganda 烏干達 
Poland 波蘭 
Portugal 葡萄牙 
Romania 羅馬尼亞 
Russia 俄國 
Rwanda 盧旺達 
Senegal 塞內加爾 
Slovakia 斯洛伐克 
 

Hungary 匈牙利 
Iran 伊朗 
Italy 義大利 
Japan 日本 
Kazakh 哈薩克 
Kyrgyz 吉爾吉斯 
Latvia 拉脫維亞 
Lebanon 黎巴嫩 
Lithuania 立陶宛 
Luxembourg 盧森堡 
Mali 馬里共和國 
Morocco 摩洛哥 
Mauritania 茅利塔尼亞 
 

China 中國 
Congo 剛果 
Ivory Coast 象牙海岸 
Danmark 丹麥 
Finland 芬蘭 
France 法國 
Georgia 喬治亞 
Germany 德國 
Greece 希臘 
Guinea 幾內亞 
Haïti 海地 
Netherlands 荷蘭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Angola 安哥拉 
Armenia 亞美尼亞 
Australia 澳洲 
Austria 奧地利 
Benin 貝南 
Brasil 巴西 
Bulgaria 保加利亞 
Burkina Faso 布吉納法索 
Burundi 蒲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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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Liege 杰出校友名录 
Dr. Jean-Baptiste Nothomb  
 -第六届比利时首相 
Dr. Jean Rey 
 -第二届欧盟委员会主席 
Dr. Albert Claude  
 -1974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Dr. Guy Quaden  
 -2003-11比利时国家银行总裁 

 -2003-11欧洲中央银行理事会议员 

Dr. Paul Demaret  

 -欧洲大学前校长 

Dr. Theodor Schwann  

 -细胞学说和对胃蛋白酶的发现与研究 

Dr. Jacques Drèze  

 -1986欧洲经济协会首席 

Dr. Pol Swings  

 -1948法朗基得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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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山辉 (亚洲-中国)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前总会长 
-台升集团(香港上市公司) 董事长 
许瑞麟 (欧洲-荷兰)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届总会长 
-帅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温玉霞 (非洲-南非) 
-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一届总会长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 监事长 
刘双全 (亚洲-印度尼西亚)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五届总会长 
-昊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新华卫管理学院 杰出校友名录 
江永兴 (亚洲-东埔寨)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二十三届总会长 
张志康 (欧洲) 
-欧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总会长 
-东隆贸易集团 总裁 
康树德 (亚洲-泰国） 
-泰国外商投资协会首位亚裔主席 
-泰国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副会长 
谭荣根 (亚洲-香港) 
-国际狮子会国际总会  首任华人总会长 
-TAM WING GUN HOLDINGS LTDS 董事长 
 
 
 

卢起箴 (非洲-南非)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七届总会长 
钟仕达 (亚洲-新加坡)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七届总会长 
-SANTEC INDUSRIES(S) PTELT 董事总经理 
谢世英 (亚洲-菲律宾)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监事长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一届总会长 
-菲律宾环球集团(ATLAS FEEDS) 董事长 
张峰豪 (亚洲-泰国)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九届总会长 
-泰国和庆电子公司 董事长 
 

 

 

 

…及多位优秀校友学长姐 



1 会计与财务管理 
    Accounting and Finance 
2 组织与人力资源规划 
   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3 营销策略  
   Strategic Marketing 
4 企业永续经营规划  
   Strategy and Sustainability 
5 企业财务管理与绩效评估 
    Corporate Finance 
6 国际企业策略管理 
    International Business 

7 策略资源信息系统管理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8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9 作业管理  Operation Management 
10 全球经济决策分析与公司治理 
      Global Economics and Governance 
11 企业伦理 Business Ethics  
12 企业专题研究 Case Study of Enterprise 
13 企业实境模拟 The i-Business Game 

课程总共十三门科目，为期18个月 
上课时间为: 
 
企业专班: 每月安排一次星期五六日进行授课。 
 

 

企业管理管硕士班 
HEC Liège Executive Education, 
 Management School - Liège Université , EMBA 

 课程科目 Subjects 

 授课时数  Hours 

课程方式采面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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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资格 Admission Criteria 
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或专科毕业者，5年以上工作经验。 

               (大专毕业生视所修学分基数，不足学分者需再   
                  补修学分，同时缴交学分费。) 

 经学术委员会教授面试通过        



學位頒授 
修讀並達到成績合格之學員，授與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HEC高商管理學院   
HEC Liège Executive Education, Management School – 
Liège Université   
高階企業管理碩士學位(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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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时 学位认证 

比利时外交部认证 

比利时教育部认证 

驻欧盟兼驻比利时台北代表处认证 



师资阵容 
Faculty 

University of Liege HEC & 新华卫管理学院共同成立亚洲区学术委员会，负责教学课程之设计与质量控管，同时特约聘

任跨校际优秀师资群，教授皆来自知名大学院校，分别自以下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比利时列日大学              University of Liege    
   美国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美国密歇根大学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SA 
   美国西北大学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美国宾州大学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USA 
   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  Ohio State University, USA 
   美国马里兰大学               University of Maryland, USA 
   美国拉撒勒大学               LaSalle University, USA 
   英国伯明翰大学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英国布莱福大学               Bradford University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           Keio University, Japan    
   中国南京大学                   NanJin University 
 
     并任教于列日大学、旧金山州立大学、台湾大学、清华大学、交通大学、成功大学、政治大学、中央大学、南京大学等， 
     皆是专业领域与学术地位崇高，并同时兼具丰富实务经验的教授群，授与企业专班学生学习前瞻性的国际视野，透析全 
     方位企业管理新观念。 15 



林修葳 教授   Dr. Hsiou-Wei Lin 

现职：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所)专任特聘教授 
              
学经历：美国史丹佛大学商学博士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所)系主任兼任所长 
          美国史丹佛大学(Stanford Graduate School)商学院访问学者 
                东海大学管理学院 院长 
 
专长：    财务金融创新/金融机构风险管理/财务报表分析/成本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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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 比利时列日大学 金融与法律系所 副教授/学术发展指导 

HEC-Ulg 管理学院 院长  

学经历：比利时列日大学商业与金融/IT 管理硕士 HEC  

Management School University of Liege(Belgium) 会计师 /税务顾问 

专长：商业对策、策略 /金融市场 /会计 / IT管理及创业 

Dean. Wilfried Niessen 

黄恒奖 教授  Dr. Heng-Chiang Huang  

现职：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所) 专任特聘教授 

学经历：美国密歇根大学企业管理博士 
                Ph.D in Enterprise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ichigan 

                 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所)所长 

专长：     国际企业管理/国际营销/营销研究 



现职：国立台湾大学管理学院国际企业系(所) 教授  

学经历：英国伯明翰大学商学博士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荣获国际科管学会(IAMOT)推举为全球科技与创新管理领 

         域顶尖五十名研究学者之一 (刊登于Technovation, 29(2009): 235-236) 

专长：  科技与创新管理/策略管理/产业与政策分析 

吴学良 教授  Dr. Hsueh-Liang Wu 

史习安 教授  Dr. Hsi-An Shih 

现职：国立成功大学国际企业研究所    教授 

学历：英国布莱福大学人力资源管理博士  

            Ph.D.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Bradford 

专长：策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国际人力资源管理/薪资管理/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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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国立清华大学工业工程与工程管理系 副教授 
学经历：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管理工学博士 Ph.D. in Administrative Engineering, Keio University  
专长：工程经济/工厂改善方法/JIT生产方式 
译着：工程经济与决策分析/JIT生产方式之理论与实务 

陈光辰 教授  Dr. Kuang-Chen Chen 



钟昆原 教授   Dr. Kuen-Yung Jone 

现职：高雄医学大学心理学系(所) 副教授 

学经历：国立中山大学管理学博士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美国宾州大学华顿管理学院访问学者 

                美国宾州大学华顿管理学院GLOBE研究计划协同研究员 

专长：    组织行为/人力资源管理/领导理论/团体动力学  

季延平 教授  Dr.Yan-Ping Chi 

现职：国立政治大学信息管理学系 副教授 

学经历：美国马里兰大学信息管理博士 Ph.D i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Maryland-College Park  

专长：  企业程序再造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会计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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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国立政治大学国际经营与贸易学系 教授  

学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学系博士  

            Ph.D.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荣获《Asia Marketing Journal》研究产量丰富及影响力排名，台湾第一名、亚洲第八名殊荣 

专长：国际企业管理/国际营销管理/策略管理/电子商务 

简睿哲 教授  Dr. Ruey-Jer J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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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职：旧金山州立大学商学院财政金融系 教授 

学经历：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 经济学系 博士 Ph.D. in Economics, Ohio State University 

                旧金山大学 财务长       

                中国管理教育协会理事长 

专长：银行管理、创业投资与财务管理、亚洲金融市场分析、国际财务市场分析、财务制度与市场分析 

陈溢茂 教授  Dr. Yea-Mow Chen 

  
赵大维 教授 Dr. David Zhao 

现职：睿华国际管顾公司 特聘顾问 

            法国 ESSEC商学院「谈判教学与研究中心(IRENE)」资深研究员 

 
学经历：国立台湾大学土木工程学系研究所 
 
               法国 ESSEC商学院「谈判教学与研究中心(IRENE)」亚洲分部创始主任 
                 
                Accenture大中华区管理咨询部门顾问经理 
 
专长：跨文化谈判与管理、领导力与决策、并购管理 

现职：国立政治大学经济学系(所) 教授  

学历：美国威斯康辛大学 (麦迪逊校区)经济系博士 Ph.D. in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USA 

专长： 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翁永和教授  Dr. Yung-Ho Weng 



香港新华卫管理学院 

 香港新华卫管理学院，拥有二十七年开办海外EMBA企业在职进修经验，丰富的合作专班经验。 
 

 香港新华卫管理学院1990年起即欧美澳知名大学联合开班企业内部EMBA专班至今， 

   班级数超过25个专班，期间更与北京清华大学联合开办两岸企业家专班课程，合作学校包括： 
 
 欧盟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 University of Liege (ULG)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ANU) 
 国立比利勤大学   Bulacan State University (BSU) 
 安德鲁杰克逊大学   Andrew Jackson University (AJU) 
 澳洲查尔斯杜大学   Charles Sturt University (CSU) 
 席勒国际大学       Schiller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SIU) 
 美国加州密拉玛大学 California Miramar University (CMU) 
 格瑞大学         Griggs University (GU)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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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中国) 郑宝堂董事长 

对新华卫EＭＢＡ课程感言及推荐 

  捷安特（中国）为了创造最佳综合价值及推动自行车新文化，以及创新市场的新需求，必须朝向高级化发展，
特别结合了十六家主力零件的供货商，并成立G-TEAM 「捷安特协同促进会」中心厂与配套厂，一起努力推动改
善创新，协同精实、合作创赢来转型升级。为了提高G-TEAM 的成效，本公司特别聘请新华卫教育集团到本公司，
来开办EMBA G-TEAM专班。 

 
现代企业竞争是全面性的竞争，因此也要全方位的经营，而要全方位的经营管理，公司内的干部就得不断的

全面学习，做到「做中学、学中做」的自我充实，企业才能不断的茁壮成长，新华卫教育机构所主办的EMBA学
程，对培养全方位经营管理的人才，就增进其经营绩效而言，的确对公司营运过程有很大的帮助。 

课程效益及客户推荐感言(一) 



课程效益及客户推荐感言(二) 

    我们这一期开了一个EMBA专班，主要是为了企业未来的人才发展上面，做出一些努力，企业的经营在未来
复杂性越来越多，我们需要在公司未来上面做一些投入，去培养更多未来公司发展的人才。 

     当初我们选择新华卫在泰茂开EMBA专班，主要原因是我们从业界得知捷安特已经开了三期专班，而且听到
他们回馈的结果是效果非常好，在连续几年内开了三期，这个是从业界得到的消息。另外也有业界的朋友们觉
得刘总你可以试一下，后来我们开始跟Tina、老师、总监见过面，我们决定拍板下来了，总体上我们每一期的
效果都非常好，每一期学员在老师讲课课堂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们每一期都能够积极完成老师教给我们课堂练
习的作业，同时课后我们也把跟老师学到的东西再拿到企业里面做消化，同学们在一起的时候有一些专题也可
以做一些研究，所以这个大半年下来过后，综合数值上得到很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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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宁波泰茂集团 刘鹏 董事长 
对新华卫EＭＢＡ课程感言及推荐 



第三届捷安特(中国)2015年  信隆专班 (中国深圳B股上市公司)2010年 

第二届捷安特(中国)2013年  

维乐专班 (台湾台中)2010年 

第一届捷安特(中国) 2009年 
可成科技专班 (中国苏州) 2008年 

In- House EMBA精选 



泰金宝电通开学典礼 (台北) 2006年 金宝电子开学典礼 (台北) 2006年 金宝电子开学典礼 (中国长安厂) 2007年 

In- House EMBA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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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金宝专班(中国吴江厂) 2006年~2007年 泰金宝专班 (泰国) 2006年~2007年 宁波泰茂专班 2016年~2017年 



歐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HEC高商管理學院院長Wilfried 
Niessen 

Business Game 企業實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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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HEC高商管理學院院長Wilfried Niessen 

Business Game 企業實境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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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古荣生 全球营销长  (台湾上市) 

子曰：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去年以来，参加新华卫管理学院 H.K.共同联合办理的 EMBA 课程，感受良多。虽
然很多课程在大学时代，已经学过。但 30几年后，再来重新学习，时空环境的变化，有了不同以及更深一层的体
认。尤其是经过 30 几年在人生道路上的奔波奋斗，在工作上的累积经验及心得，回过头来，再从学习上的验证和
启示。让我真正感受到“学海无涯” “终身学习”的真谛。感谢公司及新华卫能够提供这么好的机会、课程、及
师资，能够让我再次学习，再次成长！谢谢！ 
 

 

 

 

 

 

 

 

 

 

 

 

 

 

捷安特G-TEAM企业专班 

捷安特G-TEAM企业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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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乐公司  余彩云 总经理   
活到老学到老，虽然无法计算所获，但自觉较有学问也不错，课程设计不错，当遇到需决定事情时，
把老师说的话，重新思考一次，面对处理类似的情事时，也可以较易了解成功者的思路。 

学无止境，不进则退！捷安特开办EMBA专班课程，是生产,销售，供应的连结共识，透过个案能上下垂直整合，让
团队的情报更加透明快速，也因应瞬时万变的市场变化，挑战不缺货，要啥有啥，完成低成本，有利润，快速供应
的有效连结，经过本次的学习更让我了解，供需双方有了透彻的一体连结，才能有效的发挥更大的效果，一起供应
市场，一起服务市场，创造出更好的品牌能量，希望还有更多更好的课程，提供我们督促我们，不断努力与学习，
挑战更高更好的目标。 

 

捷安特(昆山)有限公司 康文昌 协理 

 

捷安特G-TEAM企业专班 

校友分享心得-捷安特企业专班 



校友分享心得-宁波泰茂企业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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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参加新华卫的EMBA企业专班，两年课程下来使我获益匪浅，不仅开阔了我的思维，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模式，同时
也学习到许多新的管理知识，以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所谓经验现在通过专业的解答也有了答案。 

课程中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并结合我们的产业来授课，分组讨论与碰撞，在激烈的辩论后达成共识，这让你记忆犹新，
更容易理解及应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与此同时也不知不觉让自己变得更棒更强。感谢新华卫及各位教授，还有刘老板给
与我人生中这么重要的一次机会！ 

 

宁波泰茂集团  刘鹏  董事长 

 

句容益柯赛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李杰  总经理 

 通过在欧盟比利时国立列日大学第一届宁波泰茂专班将近两年的时间系统学习各门课程，过程虽然紧张、辛苦，但收获颇多。 

 首先，经过学习渊博、实战经验丰富的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对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有了全面的了解。 

其次，通过教授经典案例分析，帮助我们进一步消化、吸收理论知识，并初步掌握实操技能。 

最后，通过小组作业和个人作业的训练，在老师、同学们的帮助下更加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基础。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我们将会利用所掌握的知识，学以致用，不断摸索、创新，为企业、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宁波泰茂集团  沈庆  副总经理 

 

EMBA学习使我开阔新思路，改变旧思维。 

EMBA学习加强深度的沟通技巧。 

EMBA学习培养团体的分工合作。 

综合3要点，系统规划、精辟剖析、融会贯通，超赞!! 

  

 



 吴松柏 

(非洲-南非)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四届总会长 
海华文教基金会 董事长 
 

黄正男 
(亚洲-泰国) 
世界华商经贸联合总会 第十五届总会长 
正隆合板企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连元章 
(中南美洲-巴拉圭)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六届总会长 
世界华商经贸联合总会 创会长 

赵桂林 
(非洲-南非) 
世界华商经贸联合总会前总会长 
Kuei Lin property investment co.董事长 

许瑞麟 
(欧洲-荷兰)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届总会长 
帅达实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游万丰 
(非洲-南非)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二十五届总会长 
侨务委员 

温玉霞 

(非洲-南非) 
中华民国总统府国策顾问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一届总会长 
世界华人工商妇女企管协会 监事长 

钟仕达 
(亚洲-新加坡)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七届总会长 
SANTEC INDUSRIES(S) PTELT 董事总经理 

刘双全 
(亚洲-印度尼西亚)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五届总会长 
昊昱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谢世英 

(亚洲-菲律宾)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一届总会长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监事长 
菲律宾环球集团(ATLAS FEEDS) 董事长 

卢起箴 
(非洲-南非)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七届总会长 

张峰豪 
(亚洲-泰国)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九届总会长 
泰国和庆电子公司 董事长 

李芳信 
(亚洲-马来西亚)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十九届总会长 
永信东南亚控股有限公司 总裁(马来西亚上市公司) 

江永兴 
(亚洲-东埔寨) 
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二十三届总会长 
东埔寨台湾商会 创会长 

郭山辉 
(亚洲-中国) 
中国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 前总会长 
台升集团(香港上市公司) 董事长 

张志康 
(欧洲) 
欧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总会长 
东隆贸易集团 总裁 

新华卫全球校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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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基成 
(亚洲-中国) 
亚洲华商经贸联合总会 第十四届总会长 
PT CHANG JUI FANG INDONESIA 总经理 

苏清荣 
(亚洲-孟加拉国) 
孟加拉国台商协会总会长 
Hwa Well Textiles(BD)LTD.董事长 

康树德 
(亚洲-泰国） 
泰国外商投资协会首位亚裔主席 
泰国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副会长 

郑伯卿 
(亚洲-泰国) 
泰国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第八届总会长 
莹圃国际企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谭荣根 
(亚洲-香港) 
国际狮子会国际总会  首任华人总会长 
TAM WING GUN HOLDINGS LTDS 董事长 

谢庆源 
(亚洲-中国) 
东莞台商协会 第九届会长 
台德兴钢材有限公司 董事长 

丁重诚 
(亚洲-马来西亚) 
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 监事长 

游信诚 
(南美洲-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台商总会前总会长 
ASIA COMPU-ELECTRICOS总经理 

郑宝堂 
(亚洲-中国) 
捷安特(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长(台湾上市) 

徐    沆 
(亚洲-中国) 
东莞台商协会 常务副会长 
徐福记集团 副总经理  

黄玉辉 
(亚洲-中国) 
金宝电子(长安)公司 总经理(台湾上市) 

吕榜洲 
(亚洲-中国) 
漳州台商协会 常务副会长 
欧凯金属塑料制品有限公司 董事长 

邹孔训 
(亚洲-泰国) 
泰金宝电子 总经理(泰国上市) 

林荣德 
(亚洲-中国) 
昆山台商协会 前会长 
冠军建材集团董事长 

林岂任 
(非洲-南非) 
世界华商妇女华冠奖 
Hon Enterprise(PTY) LTD. 董事长 

李崇维 
(非洲-南非) 
南非 普利托利亚 市议员 
Laurus office Group 董事长 

新华卫全球校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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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比利時國立列日大學 
University of Liege 

www.ulg.ac.be 
 

列日大學HEC高商管理學院亞太行政中心 
HEC Liège Executive Education, Management School - Liège Université  

Office of Asia Pacific Region 
 

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 

 
http://goo.gl/sPgJiU     中文頁面 
http://goo.gl/QSvrR0   英文頁面 

 
 

地址: 406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二段128號13F-1 
Add: 13F-1, No. 128, Sec. 2, Chung Te Rd., Taichung, Taiwan 

Tel: 886- 4-2236-9692 、Fax: 886- 4-2236-2057 
nwim6@awedug.org 

 

報名專線 & 招生合作 

Sign Up & part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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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ulg.ac.be/
http://www.awedug.org/
http://goo.gl/sPgJiU
http://goo.gl/QSvrR0
mailto:nwim6@awedug.org


www.ulg.ac.be 

Brussels 
布鲁塞尔校区 

Gembloux 
让布卢校区 

Liège 
列日市中心校区 

Arlon 
阿尔隆校区 

University of Liege 
4 校区 

www.ulg.ac.be 

www.hec.ulg.ac.be/en 

管理学院 

http://www.ulg.ac.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