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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 
University of Liege 

★國際權威QS 世界大學排名   第239名 

★全球高校網《4ICU》比利時國排名全球    第5名 

★全球大學學員國際化程度全球排名  第186名 

★《Wise Future》比利時大學綜合實力排名  第7名 

★國際商學院聯合會《AACSB》認證資深成員(會員) 

★歐洲管理發展基金會《EQUIS》通過認證大學 

★萊德大學圖書館為歐洲最大的科學圖書館 

★萊德大學為中國教育部涉外監管網權威推薦之國外大學 

★萊德大學為台灣教育部認可比利時91所大學院校之ㄧ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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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最新的2014年QS全球大學排行榜，兩岸三地大學當中，香港大學仍然名列前茅。QS世界
大學排行榜中，前十名都是美國同英國的知名大學。頭五位分別是麻省理工、哈佛、劍橋、倫
敦大學學院和倫敦帝國學院。 

• QS世界大學排行榜是誇誇雷利·西蒙茲公司（Quacquarelli Symonds Limited）在每一年定期公
佈該研究計畫，制訂全球800所頂級大學的年度排名，所根據的凖則包括：學術聲譽、雇主聲
譽、學系與學生比例、學系研究被提及次數、國際學生人數等等。QS的報告指出，在亞洲地區
，大學的排名繼續有所提升。不過，沒有一所亞洲大學能進入排行榜的頭20名之內。新加坡國
立大學（24）今年超前香港大學（26）成為區內的排名第一。 

UL全球知名度高+EMBA學位含金量高 

  

QS世界大學2013年排行榜四百強兩岸三地共22所大學進榜 
排名 大學名稱 地區 排名 大學名稱 地區 排名 大學名稱 地區 

26 香港大學 香港 123 上海理工大學 中國 247 國立成功大學 台灣 

34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161 香港理工大學 香港 252 北京教育大學 中國 

39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65 浙江大學 中國 295 國立陽明大學 台灣 

46 北京大學 中國 174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 363 南開大學 中國 

48 清華大學 中國 175 南京大學 中國 363 台北醫學大學 台灣 

82 台灣國立大學 台灣 199 國立清華大學 台灣 372 西安交通大學 中國 

88 復旦大學 中國 230 國立交通大學 台灣 384 中山大學 中國 

104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239 

UL 歐盟比利時 

國立萊德大學 
比利時 

551~600                    台北科技大學 台灣 

QS世界排名401名後採區間排名 

Top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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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 
歐盟比利時國立

萊德大學 
高階管理碩士班 

五大理由 

世界名校 
歐盟比利時 

萊德國立大學 

知名度高 

含金量高 

頂級師資 
歐美亞洲 

世界百大名校 

博士教授 

親臨授課 

亞太區首創 
導入跨歐盟東盟經濟區 

全球化企業實境模擬 

實戰課程 

全球華商No.1 
聯盟佈局 

連結世界華商 

最大交流平台 

接軌管理新知 
課程與歐美日接軌、
理論與實務兼備專
案導入式學習 



課程主旨與目標 
主旨： 

本學程是由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Liege  

(中國及台灣教育部承認之大學)與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共同策
劃，開辦中國上海總裁高階企業管理碩士EMBA班。 

目標： 
   最新管理理論與技術的引進，讓學員間互相求知討
論且更提升高階領導人之全球市場趨勢專業學能。一位
新世紀的企業領導人如何掌控大局，臨危不懼，追蹤產
業變化趨勢、探索可能出現的策略性轉折點，鞏固與加
強企業的智慧資本，發揮最大槓桿作用，創造社會與市
場所要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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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課程優勢(1) 

1996年後香港新華衛教育事業集團在中國地區(廈門/漳

州/昆山/東莞/蘇州/深圳/浙江等地)、馬來西亞、泰國、
印尼、新加坡、越南等地區開辦世界華商EMBA課程。 
 

在世界台商會與亞洲台商總會21屆以來共有各八位總會
長皆為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優秀校友。 

 

在東盟國家中許多各國總會長皆為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
優秀校友，學員更桃李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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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全球共168個地區商會分佈於全球六大

洲地區共62個國家。 

 

 

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 WFCTA 
共36個地區聯誼會分布於全球六大洲，
促進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為目的。 

 

新華衛全球校友聯盟 
4000位校友分布全球六大洲 

宗旨:發揮校友聯誼效能，為全球校友 
建立商業平台寰宇全球，共築精英群
組獲取企業管理以及商業新知。 

中國大陸全國台企聯誼會 
全國137個台協會分部於中國十大 

分區，設立十個功能委員會 

宗旨：團結、服務、聯誼、交流發展 

維護會員權益及促進兩岸經貿發展。 

華商

No1 

EMBA課程優勢(2) 

擴展國際人脈        連結世界華人商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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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歐美日接軌、理論與實務兼備』 

 引用最新世界各國歐美日管理新知及中國大陸、台灣
特別管理方法專案導入式學習，讓學員聆聽課程案例
時感同身受並即學即用，同時加強成功與失敗之案例
及精闢解析，引導學員進行換位思考~「成功往往也
是失敗之母」。 

 

EMBA課程優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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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日海歸及中國、新加坡、台灣頂尖院校師
資群』 

• 教授群皆任教於歐洲校本部教授群，台灣國立知名大學，新加坡知名
大學教授，中國知名大學教授及台灣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
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頂尖學府。專業、學術地位崇高，並
兼具豐富實務經驗，以前瞻性的國際視野，傳授學員各產業特有的經
營優勢，透析全方位的管理新觀念。 

• 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是目前亞太區唯一結合各校名師的教育團隊，依
據香港新華衛管理學院針對超過4,000位學員課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
學員對於新華衛管理學院承辦MBA整體課程滿意度調查，師資滿意度平
均高達7.18(滿分為8.0)。 

EMBA課程優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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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 方法 

創建具有 
問題預測 

創意創新 

策略佈局 

高度競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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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廠與供應鏈整合 
(團隊新世代) 

(策略聯盟新模式) 

自動化管理 
與通路服務 

催生亞洲基礎
設施投資銀行  

團 隊 
《供需鏈、配套廠、生命共同體》 

企業經營 
最重要的命脈 

《人》 

製造 VS. 創新 
產品研發 

 

品牌與服務 
品牌效益趨勢 

能源、水資源 
電網、海洋資
源問題與趨勢 

東盟與歐盟經濟
體的關係與趨勢 一帶一路 

跨世紀商機

行銷採購 
金流物流 
新模式 

研發成本 
與新品效益 

中國、歐盟、東盟經
濟體下的市場趨勢 
原料、半成品、成品 
來源供應新關係 
標準制定與話語權 

人力短缺與
碳足跡認證 
政策與大環
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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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 

       本課程以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Liege 

(UL)EMBA課程為主體，課前根據本班成員的商業屬性與
行業，做課前規劃與訪談，讓企業領導人在全球市場對事
業版圖追求目標與願景。 

 

       依據學術教學理論為基礎，著重世界知名實務案例之
企業成功與失敗，作為教學探討研究，教學特色配合上海
台商企業家特有的企業文化、產業及其背景，分別編整課程
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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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counting and Finance 

   會計與財務管理 

2.Organizations and Human Resources 

   組織與人力資源規劃 

3.Strategic Marketing 

   行銷策略 

4.Strategy and Sustainability 

   企業永續經營規劃 

5.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 

   國際企業策略管理 

6.Operatio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作業與專案管理 

7.Global Economics and Governance 

   全球經濟決策分析與公司治理 

8.Ethics and Leadership 

   企業倫理與領導效能 

9.Corporate Finance   

   企業財務管理與績效評估 

10.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 

   策略資源資訊系統管理 

11.The i-Business Game 

   企業實境模擬 

課程科目 

管理大師許士軍教授對畢業生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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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時數&授課概況 
 課程總共十一門科目，為期18個月，上課時間為每月單一次週六

週日兩天08:30~17:30進行實景授課。 

 
授課概況： 

• 授課前學員必須先分組並以線上課程和教授研討課程內容，教授
給予引導。 

 

• 每門課進行二天的實體教室上課，及採用理論與實務的個案教學
方式，並於課程結束前，需以分組做Presentation(個案解說報告)，
藉由同學及教授互相探討分析，促使學員對課程內容能更深入的
理解易懂。立即展開對工作職能運用。 

 

 

課程考核 
 個人作業25%        ◆課堂表現25% 

 小組作業25% 

 課後審核25%  學員總平均84分(含)以上者，通過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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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資格申請 
入學資格要求： 

（1）本科學歷申請： 
☆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 
☆具有五年以上高階領導管理職務經驗者。 
（2）大專科學歷申請： 
☆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大學本科或以上學歷 
☆具有五年以上高階領導管理工作經驗者。 
注：如無上述學歷，須經由校方安排補足學分，並面試通過  
 

入學申請所需證件： 
中英文入學申請書與履歷表。 
大學畢業英文成績單正本與畢業證明正本 
有效護照影本一份。 
兩吋半身照片10張，背面註明中英文姓名。 
 

◆入學申請與錄取通知： 
 繳齊報名文件與報名費之後，經校方初審資格通過者，由校方推派 
 教授代表進行面試審核。 
 經面試資格審核錄取者，校方正式發給入學許可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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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頒授 
修讀並達到成績合格之學員，授與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 

高階企業管理碩士學位(E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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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證書範本 

畢業學分表範本 



師資陣容 
授課教授皆具備留學國外名校博士學位，並具備豐富
的國際企業管理經驗。 

 

『歐盟萊德大學校本部師資團及歐美日海歸、中國、
新加坡、台灣頂尖院校師資群』教授群皆任教於歐洲校
本部教授群，台灣國立知名大學，新加坡知名大學教授，中
國知名大學教授及台灣國立:台灣大學、中國南京大學、政治
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成功大學…等頂尖學府。專業、
學術地位崇高，並兼具豐富實務經驗，及前瞻性的國際視野，

傳授學員各產業特有的經營優勢，透析全方位的管理新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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