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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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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LG 連續四年獲得歐盟推薦 26 所卓越大學品質標章 

★ULG 為中國教育部推薦之比例時十所知名大學之ㄧ 

★ULG 為台灣教育部認可比利時 91 所大學院校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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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簡介 

歐盟比利時萊德大學 ULG（又稱國立萊德大學或萊德大學——法語：Université de Liège；英語：

University of Liege)，創校於 1817 年，有 200 年悠久歷史，是一所極具學術地位崇高的綜合大學，

是第一所由國家資助的公立法語國際性大學，位於比利時的法語區首府——第三大城市列日市。一百多

年來，已發展成為一所學科齊全、以嚴謹的學術教育和一流科研水準而著稱的世界一流綜合性大學。現

有教授 400 名，科學研究員 1500 名，在校學生 14000 名，其中 2050 名為來自 70 多個國家的國際學

生。同時大學的圖書館還是歐洲最大的科學圖書館之一。ULG 目前是 QS 世界大學排名第 239 名，全球高

校網(4ICU)比利時排名第 5，國際商學院聯合會(AACSB)認證資深成員亦是歐洲管理發展基金會(EQUIS)

認證大學合格會員，該校尤其以商學院管理課程馳名，他是中國教育部、台灣教育部承認的國外大學。

如今的萊德大學在全球化的世界中，以多元文化、國際視野、大眾參與和學術活躍為風格，正以自信、

從容姿態奔向全球，成為一所全球化的國際大學。 

EMAM 申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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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具有三年以上高級領導管理職務經驗者。 

（2）專科學歷申請： 

    ☆ 具有五年以上高級領導管理工作經驗者。(須補足學分) 

 

 

 

 

 

 

 
全球 QS 排名世界知名大學 兩岸三地 

 
 

 

 

 

 

排名 大學名稱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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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復旦大學 中國 175 南京大學 中國 252 北京教育大學 中國

34 香港科技大學 香港 104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 199 國立清華大學 台灣 295 國立陽明大學 台灣

39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 123 上海交通大學 中國 230 國立交通大學 台灣 363 南開大學 中國

46 北京大學 中國 161 香港理工大學 香港 363 台北醫學大學 台灣

48 清華大學 中國 165 浙江大學 中國

239

UL .歐盟比利

時國立萊德

大學 

比利

時 372 西安交通大學 中國

82 台灣國立大學 台灣 174 中國科技大學 中國 247 國立成功大學 台灣 384 中山大學 中國

香港新華衛管理學院New World Institute of Management H.K.網址：http://www.awedug.org/
     行政總部     406台中市北屯區崇德路二段128號13F-1 
Room1, 13F, NO.128 Section 2, Chung Te Rd., Taichung, Taiwan 

報名諮詢︰+886-4-22369692 email: nwim@awedug.org  

         第二屆捷安特企業專班合影 
 世界前五大知名自行車品牌 (台灣上市公司) 

   亞洲區畢業典禮-泰國 信隆企業專班合影 

自行車車架世界產量第一(上市公司-中國深圳) 



課程效益及企業推薦感言 

《金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先生 http://goo.gl/UHmMxh》《捷安特(中國)公司董事長-鄭寶堂先生 http://goo.gl/HLuDfK》

 

 

 

 

 

 

 

 

 

 

 

 

  

 

 

 

 

 

 

 

『課程與歐美日接軌、理論與實務兼備』 

引用最新的歐美日管理新知及中國大陸、台灣特別管理方法加上專案導入式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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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導學員進行另類思考。 

『培育企業中高階主管成為企業永續經營之核心團隊』 

香港新華衛管理學院累積的豐富經驗及企業回饋的數據結果顯示，讓企業中高階主管擁有一個核心文化，建立共同的理念，

創建具有競爭優勢的團隊來達成共同願景，是企業獲利及永續經營的最直接有效方式。 

 
 
『亞太區最適合華商企業家的高階企業管理碩士課程』 

香港新華衛管理學院聘任歐洲、亞洲及北美一流授課師資，皆具有全球一流頂尖大學的博士學位，以及豐富的全球企業管理

經驗，專業領域與學術地位崇高，由知名教授群與校方共同組成學術委員會，針對校方規定之課程內容、授課案例、成績評

定…不斷精進，以求達到學員們在完成課程時也能夠達到精進管理實務的應用與提升。 

 
 
 
 
 
 
 

畢業典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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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宗旨以聯繫歷屆參加僑務委

員會開辦之各項經貿研習班之海

外華商學員，促進海內外華商交

流合作為目的。 

中國大陸全國台企聯誼會
全國 137 個台協會 

分部於中國十大片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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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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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商情網路連結 
宗旨：互助聯誼、經貿合作、共

謀發展及開拓全球國際市場 

華商 

NO.1

連結世界三大商業平台 

全球校友橫跨六大洲 

擴展全球商業通路 

QS全球239名頂尖大學

全球高校網 4ICU 第 5 名 

歐盟 國立比利時大學 

歐盟 中國大陸 全球 

知名之大學 



歐盟比利時萊德大學 

University of Liege 

世界華商聯合高階企業管理碩士 EMAM 專班 
 
一、 頂級師資：Liege 大學校本部教授、新加坡著名大學教授、台灣各知名大學院校教授群，

皆獲得世界知名大學博士學位:美國史丹佛大學、密西根大學、西北大學、賓州大

學、威斯康辛大學、馬利蘭大學、拉撒勒大學、英國伯明罕大學、布萊福大學、日

本慶應義塾大學等；並任教於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

學、中央大學等，皆是專業領域與學術地位崇高，並同時兼具豐富實務經驗的教授

群，授與企業專班學生學習前瞻性的國際視野，透析全方位企業管理新觀念。 

二、 學位頒授：畢業後頒發歐盟比利時萊德大學 ULG(世界各國及中國大陸、台灣教育部認

可之大學)高階企業管理碩士(EMAM)學位 。 

 

 

 

 

 

 

 

 

三、 上課時間：每月上課一次，周六、周日實體教室上課，共 12 門專業科目。 

四、 課程特色: 結合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 WFCTA 36 個地區分會、中國 137 個台協會加上

全球台商 168 個分會，首次世界華商全球接軌資源整合大匯聚，讓華商走向全球，

讓世界華商連結全球市場大平台。並針對華商企業產業當前經營管理需求增修教

材，採交叉分組及合作學習互助，導引學生研究學習，並以哈佛個案教學方式，探

討全球知名企業成功與失敗的案例，加入個案研討跨東盟與歐盟經濟區企業實境模

擬實戰方式進行，讓學生做深入的剖析與瞭解，結合理論與實務，輔導企業主及菁

英主管朝轉型升級、精湛經營邁進。 

五、 校友公司: 
泰國台達電子(泰國上市) 

泰國和慶電子 

泰金寶電通(泰國上市) 

泰國現代染料(股)公司 

萬海航運(股)公司 

台捷企業(股)公司 

力山企業集團(台灣上市) 

捷安特(中國) (台灣上市) 

可成科技(台灣上市) 

明基電通(台灣上市) 

成霖集團(台灣上市)  

協和企業股份(泰)有限公司 

麟興實業股份(泰)有限公司 

元豐國際(巴拉圭)有限公司 

永信製藥(馬來西亞上市) 

印尼永吉紙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新輪胎(台灣上市) 

福貞集團(台灣上市) 

永豐餘紙業(台灣上市) 

台昇集團(香港上市) 

佳士達電通(台灣上市) 

CHIN CHAN ENTERPRISE CO 

BELLAGIO INVESTMENT (PTY) 

T&C COLOMBIA S.A 

Crystal Window & Door Systems, Ltd 

KUEI LIN PROPERTY INVESMENT CO(泰國).

LEE PAPER INDUSTRIAL CO.LTD. 

頂茂科技(馬來西亞)股份有限公司 

翊盛股份(柬)有限公司 

佳永實業股份(柬)有限公司 

賴索托紙箱製造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