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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7.2
創新經營學院
College 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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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 (含會計財稅碩士班) 
培育具備國際視野與社會關懷，且
具有會計、資訊、稅務、公司治理
及金融整合性專業知識與技能之會
計人才，以及瞭解當前企業經營之
會計財稅高階實務人才

特色

■會計與資訊科技之整合學習

■強化實務實習及培養專業實務技能

■提升整合分析思考與表達溝通能力

財務金融系(含碩士班)
培育財務金融理論與實務兼備之高級專業人才

特色

■培育具備國際視野之財務金融人才，並持續培訓本國金融業發展
所需專業人力

■以實習與證照制度建立財金專業知識

■強化國際金融相關課程

國際商務系(含碩士班)
培養國際化、科技化與創新能力之跨國企業管理人才

特色

■嚴謹的專業訓練，培育出具有寬廣的國際觀，與多元發展方向的
國際企業管理人才

■課程規劃主要分為三大領域：國際企業經營管理、國際財務金融
管理、國際經貿管理

■部分課程採取全英授課，藉以提升學生之英語專業能力

■設置「國際商務專題」課程，以提升學生專業技能與整合能力

財政稅務系

培育具備專業學能、人文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的財政稅務人
才

特色

■培養稅務法規與財政分析方面的人才

■培養稅務會計與審計查核方面的人才

■培養財務管理及租稅規劃方面的人才

企業管理系暨商學研究所

    ●企業管理系

培育「術德兼備」及「理論與實務兼具」之管理人才

特色

■關注市場需求，培育具多元管理知能的專業人才

■落實考照制度，鼓勵並輔導學生取得各專業領域相關證照

■充實人文涵養，強化學生職業道德與團隊精神

    ●商學研究所

培育全方位具備經營管理與商務科技之中高階管理人才

特色

■擴大產學合作資源，積極規劃實務性教學

■拓展國際經營視野，積極推動國際交流活動

■注重品格倫理教育，培養學生社會關懷及人文素養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培育整合資訊技術與決策能力之理論與實務兼備人才

特色

■加強資訊技術專業知識訓練；提升獨立思考創新推理能力

■培養健全品格解決問題技能；儲備專業管理高階決策人才

■推展國際兩岸學術文化交流；強化英文能力因應全球發展

資訊管理系

整合資訊科技與管理科學，配合商業技術應用，培育能適應環境變
遷且為企業所用之資管專業人才

特色

■發展特色以「企業e化、數位內容、行動應用」三大方向規劃

■透過「產學合作、實務專題、企業參訪、資管講座」等方式培養
學生核心能力

■設計證照輔導課程，搭配高階證照獎勵金，鼓勵學生取得國際專
業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

應用外語系

培育精通外語並兼具翻譯、商務資訊及文教事業經營等技能之專業
人才

特色

■厚植基礎英語能力及培養外語應用專業知識，提高學生就業競爭
力

■全面推動小班教學，精緻而多
元，強化第二外語能力，提
供學生多元外語學習機會

■增進人文素養及溝通整合
能力，強化國際視野，拓
展生涯機會之實力

商業設計管理系

培養企業所需之設計應用專業人才

特色

■提升國際化之設計專業競爭力

■強化創意產業知識，提升跨領域整合的專業能力

■培育具備多元思考與判斷能力之高水準商業設計人才

商品創意經營系

培育具文化素養、創意運用及商業經營之服務人才

特色

■提升學生之文化美學素養，具有靈活的創意思考能力，以
孕育文化創意人才

■訓練學生充實語文表達、商業管理和美學設計技能

■理論與實務並重，配合業界或國家政策之需求，成為未來
創意產業之重要尖兵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培育數位遊戲設計及數位美術設計之專業人才

特色

■以數位遊戲(遊戲設計)及數位美
術(動畫設計)為發展目標，
培養同學從基礎札根，磨
練程式設計及美工創意技
術

■培育具備多媒體專業技
術、文化創意、人文素養
與數位應用專業知識之技術
人才

通識教育中心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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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具通識素養之一流商業人才，營造人
文藝術、通識博雅、師生情誼融合之校園文
化

特色

■豐富全校學生通識的基礎與素養，以專業系所之專業教育
為起點，從知識面、人格面與文化面，提供學生未來在發
展職涯、面對生活與參與社會時，所應具備的通識素養

■提供多方位之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具備人文素養，及有效
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辦理大學入門及通識講座，邀請各界名人、學者蒞臨演
講，豐富學生的知識涵養，強化通識博雅教育功能，培養
具通識素養之一流商業人才

進修推廣教育
Extensio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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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社會在職人士進修二專、二技、四技與EMBA的機會，現

已增設雙軌旗艦計劃學制

■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晚間及週六全日上課

■課程以先進、實務之科目為主；理論與實務並重，講授與討論

並行

■行政作業電腦化，資訊均可上網查詢

■辦理多元化之推廣教育課程。

■注重專業知識之傳授與商業技能之訓練，並內含通識課程以加

強人文素養，俾使學生學以致用、術德兼備

附設學校
Subsidiary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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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中進修學院 
■週日返校面授，其餘時間以函授、電視、

　廣播、網路播映等方式上課

■大學部：應用商學系，修滿78學分獲頒學士學位

　二專部：財務金融科、會計科、企業管理科、資訊管理科、

    　　　　應用外語科，修滿80學分獲頒副學士學位

■採免試，登記入學，輔導處遍及全省－設有桃園、宜蘭、

　花蓮、臺東等輔導處

專科進修學校

■二專學制，修業時間三年，畢業授予副學士學位，歡迎在職人

士或高中職畢業生報考

■設有企業管理科流通管理組及應用外語科流通管理組，提供流

通相關產業之管理理論與實務實習課程，以培育流通相關產業

優秀幹部及專業人才

■產學合作班學生大多採511制上課方式，即學生每週5天在企

業工作，1天返校上課，1天休假（非產學合作班學生於每週

五晚上及週六返校上課），可兼顧學業及工作

國 立 臺 北 商 業 大 學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臺北校區：

100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電話：(02)3322-2777

桃園校區：

324 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100號
電話：(03)450-6333    

http://www.ntub.edu.tw/



學
制
與
學
部

臺北校區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民國6年日治時期創校，原名「台灣總督府立商業學

校」，為全臺第一所商業學校。

■本校臺灣光復續為國家培育優秀商業人才，歷經改隸、

更名等，民國57年改制為「台北市立商業專科學校」

■民國71年7月改隸中央，校名改稱為「國立台北商業專

科學校」。

■民國90年8月1日改制為「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民國103年8月1日改名為「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現設有研究所、EMBA班、四技、二技，及五專部，目

前有10系(含4個碩士班)及1個研究所，並附設空中進修

學院、專科進修學校及高商進修學校等。

北商簡史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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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商優勢
Advantage

04

校園資源
Resources on Ca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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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提供多元化資訊服務及發展商管專業館藏特色，與臺灣大學、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等多所學校圖書館訂定圖書互借合作案，引進

各類電子資料庫及電子書，並建置整合資訊查詢系統、遠端使用者認

證管理系統，提供網路化的電子資源服務。

語言中心
設有多間多媒體語言教室，另設學生自學室及提供多種外語學習有聲

期刊等軟、硬體設備。本中心不定期舉辦多元外語講座及相關活動，

並辦理TOEIC多益英語測驗校園考試。語言中心現有7間教室、1間討

論室、1間自學室，提供學生多元學習及語文訓練的良好環境。

資訊與網路中心
設於全新完工之教學大樓內，共有８間電腦教室，全面連結網際網

路，安裝教學所需之授權軟體。本校對外網路、校園骨幹與各大樓網

路交換器頻寬皆已達Ｇigabit，並已建置涵蓋全校的無線網路環境，及

校際間之漫遊機制。

體育設施
本校充分規劃運動空間，設有多功能體育館、籃球場、排球場、網球

場、韻律教室、桌球教室、飛輪教室及重量訓練室等多項室內外運動

場館、地下室內跑道及多媒體播放系統。

社團活動
現有學生社團共計53個，藉由學生社團之建立、經營，訓練學生人際

溝通、資源運用、危機處理之能力，並積極鼓勵社團關懷社區、協助

弱勢，培養學生尊重生命、參與社會的態度，以塑造術德兼備的現代

商管人。

諮商輔導
本校為教育部「北二區輔諮中心」召集學

校，擔任北二區41所大專校院學輔工作

聯絡窗口，諮商輔導人力充足，學識及經

驗豐富，提供學生完善的諮商輔導專業服

務。

桃園校區
本校桃園校區設有全新教學大樓、各類專

業教室、圖書館、電腦教室、學生宿舍及

運動場等，以及社團空間、室內運動設施

等設備。

北商願景
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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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優越；培育商業頂尖人才
本校位於臺北市中心，鄰近臺北都會區中心精華地段，金融商業

興盛；桃園校區位於桃園市平鎮區，結合大桃園地區工商發展資

源及航空城開發建設，培育優質專業及高級商業人才。

學生素質優良；畢業能力多項第一
雇主滿意度調查顯示，90％以上的企業對本校畢業生的工作表

現整體評價、敬業精神、品格操守及工作倫理表示滿意。天下、

CHEERS及人力銀行調查中，皆獲技專院校前3名的肯定。遠見

2015「企業最愛大學生調查」商管/財經系畢業生技職第1名，與

各公私立大學並列第5名。

多元職涯輔導；進入職場無縫接軌
協助學生參與證照考試及技能檢定，獎勵取得證照傑出表現。透

過各項職涯探索、諮商晤談、職涯資料蒐集建立、職涯講座、雇

主座談會、校友經驗分享、企業徵才、求職實戰履歷面試技巧講

座與模擬等多元化的活動方式，協助學生培養職業觀念、職場倫

理與態度、認知職業工作世界、提升專業技能與核心職能，及早

做好就業準備，使畢業後能順利銜接就業，與職場接軌，發展適

才適性的職業生涯。 

結合各方資源；開創產學新契機
結合各方豐富的校友資源、爭取政府及產業界資源，辦理產學合

作；教師帶領學生共同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建立學生與老師實務

經驗與教學相結合之管道。透過產業專題實作、企業參訪、企業

講座課程推動學生國內外實習，提升專業與企業倫理認知。

鼓勵創意創新；學生參賽屢獲佳績
結合學校師資、課程及相關資源，鼓勵學生多元學習及創意思

考，引導參與各項國內外專業技能競賽，學生屢獲國內外專業競

賽大獎。

成立創新育成中心，促進產學研發
設置於桃園校區，運用學校資源促進本校師生與企業產學合作蓬

勃發展，鼓勵本校產學研發成果技術移轉，協助技術導入商品

化，創造產學雙贏。

英語與跨文化學習；提升師生國際觀
多系開設全英語課程，並有全英語授課之國際學程。校園裡來自
世界各地交換學生，姊妹校遍及美國、英國、加拿大、法國、荷
蘭、日本、德國、澳洲及中國等國家，鼓勵學生赴海外進修交
換，與國際交換生外語互動學習，另舉行外籍師資講座，及英、
法、日、西語故事朗讀角落。

跨校策略聯盟；結合運用外校資源
與大學及高職(東華大學、元智大學、中原大學、士林高商、宜
蘭高商、新竹高商、新北高工等)簽署策略聯盟，範圍包含師
資、課程、設備、圖書等之交流合作，擴大資源共享效益，提升
教育水準。

重視倫理與社會關懷；培育有品格人才 
著重品格教育、服務學習及企業倫理實習；長期推動品德教育，
鼓勵學生主動參與社會服務活動，並成立國際志工隊，至海外服
務；每學年固定辦理志願服務教育訓練。

優秀傑出校友；校友資源豐富
畢業校友已達十餘萬人，培育商業界菁英無數，:校友除在財金
公、私部門及商業界嶄露頭角，並在政界、文教界表現也可圈
可點。傑出校友如監察院長王建煊、前行政院長謝長廷、遠見天
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教授、寶來金融集團前總裁白文正先
生、六福集團創辦人莊福先生、永光集團陳定川榮譽董事長、匯
泰建設董事長盧明珠與將捷集團董事長林長勳先生等，都在工作
領域上有著卓越貢獻。

專業實驗室；提供優質特色教學
為提供優質教學，系所針對特色課程並結合資訊科技設有特色實
驗室，如商研所之RFID物流與供應鏈應用示範實驗室；資研所
規劃之網路最佳化實驗室、圖形演算法實驗室、智慧型企業運算
實驗室、移動物件實驗室、服務管理與決策科學應用實驗室；會
資系虛擬會計師事務所、會計資訊實驗室；財金系之金融資訊實
驗室；資管系之數位學習實驗室、商業智慧研究中心、複合式專
題實驗教室；企管系之商業智慧實驗室、財務金
融實驗室、行銷流通專業教室、個案教學專
業教室；應外系之口譯教室。

獎助輔導完備；扶助學生管道多元
本校提供各類學業獎學金、清寒獎學金及
專業證照獎勵金，每名學生平均可獲得之
獎助學金，排名全國技專校院第2高。

交通指南
Maps and Dir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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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車

1. 桃園客運：
中壢站（火車站前麥當勞旁），
搭乘【115甲或115乙】中壢—平
東路，東勢國小站下車，步行約
800公尺

2. 新竹客運：
中壢南站（火車站西側），搭乘
【5645】中壢-黃泥塘，【5646】
中壢-隘寮頂，【5672】中壢-八O
四醫院，【5674】中壢-雞湖，平
東橋站下車，步行約100公尺

自行開車前往

由國道三號(北二高)至大溪交流道銜
接東西向66快速道路，從金陵路交
流道下左轉，往龍潭方向接福龍路，
前行200公尺即達。

324 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100號

電話：(03)450-6333

捷    運
板南線—善導寺站第4或第5號出口

公    車
鄰近臺北商業大學站、

審計部站、成功高中站

臺鐵高鐵
臺北車站下車步行約15分鐘

即可到達

100 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電話:(02)3322-2777

www.ntub.edu.tw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暨商學研究所

● 企業管理系(科)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四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含五專菁英專班)

● 商學研究所(高階企管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班 /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資訊管理系(科)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四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應用外語系(科)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財經學院
會計資訊系(科)

-碩士班 /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四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財務金融系(科)
-碩士班 /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四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國際商務系(國際貿易科)
-碩士班 /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財政稅務系(科)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 進修部二技 / 日間部五專

創新經營學院
商品創意經營系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商業設計管理系
-日間部四技 / 日間部二技

◎附設學校：空中進修學院、專科進修學校

◎以上學制為104學年度招生學制，有關招生訊息

　請洽各學(部)制教務單位

◎雙軌旗艦計劃：二專企業管理科；四技企業管理系；

                             二技企業管理系、商業設計管理系

學制與學部
Acade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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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資訊系(含碩士班)、財務金融系
（含碩士班）、國際商務系（含碩士
班）、財政稅務系

企業管理系暨商學研究所、資訊與決
策科學研究所、資訊管理系、應用外
語系

培養具有專業素養、品格素養

的商業人才

專業素養：實務技能 / 創意創新

品格素養：社會關懷 / 自我管理

商品創意經營系、數位多媒體設計
系、商業設計管理系

以「商管實務教學型大學」

為定位，中期發展「商管」

及「創新」的特色，長期發

展為「商管及創新應用研究

型大學」。並以「跨國合

作」及「產學合作」（產官

學研合作）為策略目標。 

雙軸心：商管—創新

雙校區：臺北校區—桃園校區

桃園校區

桃園校區

桃園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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