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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的話

北商大百年來以「務實致用」的校風培養

出無數的優質商管人才，為廣大學子所嚮往之

學府；目前校友已逾15萬人，服務於各行各

業，深受好評。本校從1917年創校，經歷30年

代的高商時期、50年代的專科時期、90年代的

技術學院，乃至現今的商業大學，伴隨著國家

經濟成長、人力需求、產業升級及科技進步，

一直在調整轉型，並已建立起一貫而完整的學

制；所培植的人力，對於臺灣的經濟發展，更

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

教育是任何國家社會最重要的基礎，真正

的國家發展必須以教育為起點，涓滴累積方可

成就。面對全球化的競爭，北商下一個百年教

育，仍必須從基本做起。尤其技職教育的課程

規劃強調專業實務領域，然而這幾年消費特性

改變、資通訊技術發展迅速，造成整體商業環

境丕變，原有的課程內容必須配合社會及產業

的發展來調整強化，才能培育出符合當前社會

及產業所需的人才。

因此未來將朝向四個目標發展──前瞻研

究，以研究為根；深化教學，以教學為本；著重

資源整合，以產學為道；提升行政效率，以體制

為理，並以「放眼國際，追求卓越」、「凝聚

共識，建立標竿」、「數位轉型，追求效率」及

「企業精神，行政革新」為四大理念。

本校將繼續秉持公能弘毅的校訓，發展為

具國際化與變革典範、數位創新特色之商業大

學，並將北商大打造成為臺灣高等商管人才的

培訓基地，邁向「全國商管學院標竿」的目

標，再創北商大另一個百年榮耀。

臺北商業大學校長

校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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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念

關於本校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立於1917年，超過

百年輝煌歷史，是臺灣最優質的技職類商業大

學，也是臺灣最重要的商業人才孕育搖籃。臺

北商大專精於商學教育，注重商業創新設計、

數位應用及實務教學，積極接合產官學研各

界，成立多樣化的產學合作管道，全面推動學

生的企業實習，培養具有優異品格及專業能力

的商管創新人才。 

本校發展臺北與桃園雙校區，由臺北校區

教育理念

的財經與管理學院，與桃園校區的創新設計與

經營學院，整合雙校園的學術領域與產學資

源，為面對台灣教育資源有限與少子化的挑

戰，本校積極結合兩校區周邊的企業、法人、

學術機構與政府資源，發展為具有商管創新與

數位創新的應用研究型大學，並期許成為世界

知名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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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最愛

技職招牌

本校校風優良，以「商管、數位、創新」為

特色領域，畢業生深受業界喜愛，近年來在相關

雜誌調查及評價屢獲各界肯定。根據1111人力

銀行「企業最愛大學調查」中，國立臺北商業大

學多年穩居「財經」與「管理」學群雙榜首，其

中「財經」學群已蟬聯 7 年冠軍，充分顯示北商

大的人才培育方式符合業界需求。

在全台各大專院校中，北商大「全校新生註

冊率」高達100％，為公立科大第一，辦學深獲

各界肯定，被譽為「財經商管界的育才搖籃」。

企業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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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菁英

經濟推手

本校是一所歷史悠久，校譽良好的學校，

也是臺灣史上第一所商業學校，向來都是執臺

灣商業技職教育體系之牛耳。

高商時期的北商，係屬臺北地區最佳之商

業職業學校，進入北商者人人稱羨。高商改制

為臺北商專後，與臺北工專分別為商業及工業

學校龍頭，培育出各行各業的專業人才，放眼

過去，處處皆是北商人。現今畢業校友已超過

15萬人，對國家經濟建設及促進社會繁榮貢獻

至鉅，為臺灣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優質充沛的人

力資源。

眾多受過本校嚴格培育的商業菁英，長期

以來，散佈服務於全臺各商業、金融機構，以

及政府財經部門，成為過去數十年來開創臺灣

商業前景的重要推手。而堅實的商學教育是臺

灣經濟發展的活水泉源，本校將秉持「商業」

辦學之專業堅持，致力提升學生受教的知識水

準，以培養學生迎接職場的挑戰，為臺灣再闢

新經濟的活路。

本校未來發展，仍將堅持「技職教育」、

「務實致用」的路線與原則，結合臺北市都會

經貿金融優勢條件，與桃園航空城的腹地發

展，為學生妥適規劃教育內涵，未來並將定期

省度社會環境變化及學校資源條件，持續商學

教育之永續經營，延續「北商」優良傳統名

聲，矢志以「培育商業精英的學府，開創商業

前景的推手」為北商發展之願景。

商業菁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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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介紹

科系介紹

財
經
學
院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財經學院博士班

財務金融系

金融科技學分學程

數位防制洗錢學分學程

（與會資系合辦）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財政稅務系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數位防制洗錢學分學程

（與財金系合辦）會計資訊系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國際商務系

東南亞商務學分學程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國際商務

全英語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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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介紹

管
理
學
院

企業管理系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應用外語系

五專

四技／二技

資訊管理系

五專

四技／二技

碩士
人工智慧與商業應用

碩士班

資訊與決策

科學研究所
碩士 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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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介紹

商業設計

管理系
四技／二技

創意設計與

經營研究所
碩士／碩士在職專班

創意科技與

產品設計系
四技／二技

數位多媒體

設計系
互動科技微學程

四技

進修部四技

創
新
設
計
與
經
營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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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科系

● 博士班

● 碩士班一般生（甄試入學、考試入學） 
● 碩士在職專班（EMBA）
● 碩士在職境外專班

● 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秋季班）

研究所

●  四技（特殊選才、申請入學、繁星計

畫、技優保送、技優甄審、甄選入學、

聯合登記分發）

● 身障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 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

● 四技寒、暑假轉學考（日間部、進修部）

● 體優生入學

四技

● 二技技優甄審入學

● 日間部二技申請入學

● 身障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  二技寒假轉學考（日間

部、進修部）

二技

10
多元入學

多 元 入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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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科系

●  全國五專優先免試入學招生
●  北區五專聯合免試入學招生
●  五專轉學考
●  體優生入學

五專

●  二專部（高中職以上畢

 免試登記入學）
●  二技部（專科以上畢免

試登記入學）

※皆有平日班及假日班

附設
空中進修學院

●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 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

● 海外僑生及港澳生聯合招生

● 境外專班（春季班、秋季班）

境外生

● 二技進修部單獨招生

● 四技進修部單獨招生

● 四技進修部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單獨招生
● 二專進修部企業管理科、

 應用外語科單獨招生
● 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招生

●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暨

 技術校院二年制進修部甄試招生
● 國軍退除役官兵就讀大學校院

 四年制進修部甄試招生
● 專科就業導向80學分班招生

進修部

11
多元入學



12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學校特色

學校特色 

本校校區分為校本部與桃園校區兩地。校

本部位於臺北市中心，鄰近臺北車站三鐵匯集

之處，商業繁盛、交通方便，也因鄰近博愛特

區、國家圖書館、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等政治行

政人文中樞區域，環境安全、人文薈萃。

桃園校區位於桃園市平鎮區，鄰近桃園國

際機場，為臺灣對外交通樞紐，桃園校區結合

大桃園地區工商發展資源及航空城開發建設，

培育優質高級商創設計人才。

絕佳的地理位置

●地理位置優越，臺北桃園雙核心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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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本校致力推動品格校園，將品格教育──

服務學習課程列入學生基礎能力培育目標，期

許學生在「做中學」的過程中培養關懷社會的

態度，學習尊重生命、文化及環境的差異與獨

特，厚實品格養成達關心人類福祉及維護共同

生存環境之目標。此外，本校學生社團長期投入

多樣化的社區服務，並成立志工團隊赴偏鄉地區

從事志願服務，讓正向、服務及互助的力量從校

園傳遞至社會各處。

本校獎補助措施全面且多元，提供各類學

業獎學金、清寒獎學金、急難救助金及各項表

現優異獎勵金，並積極推動教育部高教深耕計

畫，充分落實各式獎補助金之設立宗旨，以達

致協助學生安心就學之目的。

此外，結合各界及計畫資源，挹注各項職涯

發展與促進就業多元活動，並辦理職涯講座、企

業參訪等職輔活動擴大學生產業接觸面，掌握產

業脈動與趨勢，同時提升就業競爭力。

優質的學生輔導

●落實品格教育，培育社會關懷人才　　●獎助輔導完備，扶助學生管道多元
●多元職涯輔導，職場無縫接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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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建置特色實驗室提供優質教學環境，系所

針對特色課程結合資訊科技所設置，如RFID

物流與供應鏈應用示範實驗室、圖形演算法實

驗室、智慧型企業運算實驗室、虛擬會計師事

務所、企業經營模擬實驗室、數位治理實驗

室、數位防制洗錢實驗室（實作場域跟展示場

域）；財金系之金融資訊實驗室，資管系之數

位學習實驗室，數位多媒體設計系之創客工

坊，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最完整的工具機創

客工坊，共有近百台微型工具機進駐，並設立

三個研究中心－「金融科技研究中心」及「商

業智慧研究中心」及「數位設計研究中心」，

分別與金融機構、智慧零售與物流及數位製造

設計產業合作發展應用型研究。針對金融科

技、商業智慧及數位設計等相關議題辦理國際

研討會與學術系列活動以累積研究能量。

鼓勵學生自發性組成創新社群，透過群體

研討活動及同儕學習與知識分享的能量來激發

學生創新能力，提倡學生多元自主學習風氣，

並舉辦創新社群聯合成果發表會。

創新的學習資源

●專業特色實驗教室，全國最大實作工坊　　●設立研究中心，累積研究能量
●學生創新社群，發展創新特色領域



15
學校特色

本校設有學期制與學年制的全英語國際學

程，以及暑假中的外國學生商用華語暑期班，

接受世界各地姊妹校學生及其他研修生的申請

交換。目前姊妹校遍及美國、加拿大、智利、

澳洲、紐西蘭、匈牙利、德國、荷蘭、英國、

法國、捷克、奧地利、俄羅斯、日本、南韓、

越南、新加坡及中國等國家，每年來自各地的

學生與本校學生充分地交流互動。

本校學生前往海外姊妹校交換留學者逐年

增加，亦有許多學生選擇從事海外實習、海外

志工及參加海外國際競賽等活動，我們鼓勵學

生在畢業前累積海外研習經驗、擴大國際視

野，因而在畢業時即具備了國際競爭力與移動

力。

豐富的國際交流

●全英語授課學程，推動海外交換學習
●積極開展各式國際交流活動，成果豐碩



16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學校特色

結合各方豐富的校友人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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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相結合管道。透過產業專題實作、企業參

訪、企業講座課程等推動學生國內外實習，提

升專業與企業倫理認知。

此外，分別在臺北及桃園兩校區設立創新

育成中心，建構完整的創業平台，協助中小企

業升級轉型，並提供空間、設備、技術及管理

諮詢等多項資源，以降低創業初期的成本與風

險，致力於提昇創新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及推動

本校研發成果的商品化。本中心提供師生與廠

商更多元之溝通管道，鼓勵輔導校園創業。

與多所專業大學（元智大學、中央大學、

東華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及產官學研單位

（資策會、保發中心、中衛發展中心、商發

院、中華經濟研究院、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

等）簽署策略聯盟，並與臺北市立大學、國立

臺北護理健康大學及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共組

「臺北專業大學聯盟」；與國立臺灣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大學、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東吳大學及普匯金融科技，正式成立「AI

金融科技聯盟」，彼此進行資源互享及技術研

發合作以達到互惠。

優異的產學合作

●結合各方校友資源，開創產學合作契機　　●創新育成中心產學交流平台
●深耕產學合作關係，企業個案導入教學　　●與產官學研結盟，資源互享及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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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產官學研合作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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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臺北商大畢業校友已達15萬人，培育商

業界菁英無數，不管在公部門、私部門及商業

界皆嶄露頭角，也在政界、文教界表現可圈可

點。傑出校友如前監察院長王建煊先生、駐

日代表謝長廷先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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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光集團榮譽

董事長陳定川先生、全聯福利中心董事長林敏

雄先生與將捷集團董事長林長勲先生等，都在

工作領域上有著傑出表現。

畢業學長姐不僅為台灣經濟發展做出卓越

貢獻，本校校友會向心力大，對後輩學弟妹照

顧有加，成為本校發展的強大後盾。

校友資源豐富

●北商校友人才濟濟，十五萬校友遍佈工商業及政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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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特色

前監察院長王建煊校友

駐日代表謝長廷校友

前陸委會副主委、前外貿協會副董事長許柯生校友

前海基會副董事長高孔廉校友

前中央銀行副總裁陳戰勝校友

遠見、天下文化事業群創辦人高希均校友

永光集團創辦人兼榮譽董事長陳定川校友

寶來金融集團前總裁白文正校友

寶來證券董事長林孝達校友

和成集團前總裁邱俊榮校友

台糖公司前董事長錢秉才校友

海峽會會長蔡辰男校友

將捷集團總裁林長勲校友
全聯福利中心董事長林敏雄校友

優力公司董事長陳智平校友

忠泰建設董事長李忠義校友

前立法委員陳茂男校友、邱創良校友、林永瑞校友、賴振昌校
友、陳曼麗校友、高潞．以用校友

華南銀行董事、前臺北市議會議長吳碧珠校友

高雄市議員吳益政校友

前臺灣省商業會常務理事吳益利校友

震旦行前總經理陳正雄校友

板橋信用合作社前理事主席邱明政校友

板橋信用合作社前總經理陳錦成校友

優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清華校友

天福（開曼）控股有限公司總裁李家麟校友

山富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金玉玲校友

良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尤利春校友

國際木球總會會長翁明輝校友

時碩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黃亞興校友

複成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盛文校友

乾宇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定乾校友

星裕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馬隆政校友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副總經理戴燈山校友

合作金庫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前董事長胡富雄校友

傑出校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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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為了針對金融科技、商業智慧及數位設計

等相關議題辦理國際研討會與學術系列活動

以累積研究能量，本校特地設有三個院級的

研究中心，財經學院下設有「金融科技研究

中心」；管理學院下設有「商業智慧研究中

心」；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下設有「數位設計

研究中心」，分別與金融機構、智慧零售與物

流及數位製造設計產業合作發展應用型研究。

金融科技研究中心

係契合國際數位經濟發展潮流及政府當前

政策與產業之需求，定位於數位化法遵、數位

防制洗錢、數位稽核及政府所推動之無形資產

評價等特色議題，期能有效率地提升應用研究

能量，以協助產業創新發展、升級或轉型；將

研究成果回饋於教學，提升教學創新化、實務

化與多元化；培育Ｅ化洗錢防制人才、Ｅ化法

遵人才、Ｅ化稽核人才、風控人才、金融科技

人才、無形資產評價人才及商業大數據分析人

才等，契合產業前瞻發展所需的人才目標。

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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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

商業智慧研究中心

其設立宗旨是以建置智慧零售服務之實作

場域，應用物聯網技術，發展智慧零售及智慧

物流的應用研究中心，期能建構臺灣新零售產

業生態系統（Ecosystem）。而中心任務是建立

本校成為商業智慧應用研究標竿學校，並鏈結

零售產業之商業智慧應用需求，培育本校師生

商業智慧應用研究能力；建置國內外產、官、

學、研的商業智慧應用研究交流平台，透過此

平台交流，提升本校在智慧零售及智慧物流應

用領域之研究能量。

數位設計研究中心

為遵循政府推動「數位國

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之政

策，利用台灣數位科技與資通

訊產業實力優勢，整合師生研

究能量、教學資源及產業數位

技術，本院建置「數位設計研

究中心」，凸顯本校特色研究

領域，並強化師生數位設計研

究能量，培育高階數位設計與

管理人才，體現本校以「數位

創新」及「商管創新」的教學

內容，有效鏈結數位內容及設

計產業需求，協助臺灣數位內

容與設計產業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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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學院

基於配合國家經濟與產業發展之人才需

求，遵循技職教育「務實致用」之培育實務人

才教育宗旨，並依循「公能弘毅」校訓及「專

業素養、國際視野、社會關懷」之校級教育目

標下，致力於培育會計與稅務實務、公司治

理、財務金融、商務經營之全方位專業實務技

能，及獨立思考、創新思維、表達溝通能力，

使學生成為術德兼備且具國際觀、人文素養及

服務精神之優質財務管理與商務經營專業人

才。據此，財經學院因而產生，財經學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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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碩士班）、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

位學程及博士班。

博士班

以產業實務為導向，培育兼具跨域整合治

理、風險管理與法規遵循等商業專業知識及數

位科技應用能力之商業主管實戰人才。

●  強調將數位科技應用於公司治理、風險管

控、法規遵循、舞弊鑑識、投資行為分析、

無形資產評價、電子商務或政府金融監理等

議題。

●  以「專業化、實務化、創新化、數位化及國

際化」為導向之課程規劃。著重務實致用與

產業接軌及企業管理階層所需數位科技應用

能力之培養。

● 鏈結國際資源平台，著重個案教學。

●  培養具備帶領企業數位化與創新化之跨域高

階實務領導人才。

財經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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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學院

會計資訊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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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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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具備品格素養與財務管

理能力，以及熟悉金融商品與交

易機制的中高階財金實務人才。

●  培育銀行、保險、企業財務、

證券，與金融科技相關產業所

需之人才。

●  著重財金生涯規劃與品格領導

教育。

●  以實務型課程、實習與證照制

度輔導學生建立財金專業知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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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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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嚴謹的專業訓練，培育具有國際觀和多元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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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財務金融、國際經濟貿易。

●  部分課程採取全英語授課，設置「國際商務

講座」，增進學生專業英語能力和職場實務

經驗。

●  因應數位經濟人才需求，培育學生數位經

貿、數位行銷、跨境電商等數位專長。

●  提供碩士雙聯學位、國際交換生與海外實習

機會。

財政稅務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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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培養稅務法規與財政分析人才。

● 培養稅務會計與審計查核人才。

● 培養財務管理及租稅規劃人才。

貿易實務法律暨談判碩士學位學程

循著「實務導向」及「國際導向」為產業

界培育兼具整合性經貿法律專業知識與英語交

涉能力的實戰人才。

●  扎實的經貿實務知識，以應用法律暨法律應

用為主軸。

● 全英語跨國交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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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本學院規劃培養學生「專業素養」、「品

格教育」、「實務技能」為主要核心能力指

標。以「培養全方位企業管理人才」為培育目

標，提升學生具備高品格、國際觀與實務技能

之商業管理決策人才為教育理念。結合本學院

內商管、資訊、外語等各項資源，規劃各系所

完善的學業課程、實習機會及學習研究環境，

以符合學子的殷殷期待。這些發展特色將促成

本學院達成培養全方位企業管理人才之培育目

標，使學生在畢業後能夠成為商場上的菁英。

本學院整合企業管理系、資訊管理系、應用外

語系和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管理學

院。

企業管理系（含碩士班）

透過系所完備課程、強健師資結構及多元

學習空間，培育「流通服務暨連鎖加盟產業」

管理專才。

●  培養學生跨領域、整體性專業知識及實務案

例研究技能，提升學生就業發展性。

●  推動流通服務暨連鎖加盟產業之研究與應

用，並簽訂多項產學合作，有助學生與就業

市場接軌。

●  強化語文能力及國際視野，培育學生具備國

際宏觀及跨文化認知。

●  授課內容理論與實務兼具，提升學生實務技

能養成。

●  培養學生具備規劃經營策略及面對創新變革

之應變能力。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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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應用外語系

培育精通外語並兼具翻譯、商管及資訊知

能及社會學習統合能力之專業人才。

●  厚植專業英語溝通能力及培養外語教學、翻

譯及經貿商務能力等應用專業知識，提高學

生就業競爭力。

●  針對英語聽說讀寫譯訓練全面實施小班教

學，並強化第二外語能力，提供學生多元外

語學習機會。

●  聚焦於國際商務、外語教學、翻譯、文化創

意與數位科技等產業，增進人文素養及溝通

整合能力，強化國際視野，拓展職涯實力。

資訊管理系（含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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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迎接大數據與人工智慧時代的到來，本

系成立碩士班，培育同時具有商業管理、資訊

應用能力以及業界實務經驗之產業人才。除可

學習大數據、AI及商業智慧等資訊相關的專業

知識外，更能與其他領域結合，養成包含商業

需求與金融科技等領域的關鍵跨領域能力。

●  發展特色以「商業資訊化、商業智慧化」兩

大方向規劃。

●  透過「產學合作、實務專題、企業參訪、資

管講座」等方式培養學生實務能力與視野。

●  設計證照輔導課程，鼓勵學生取得國際專業

證照，提升就業競爭力。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本所以「AI科技」以及「數據分析」為基

礎，「創新」及「商業」為專長領域之教學特

色。課程理論與實務並重，培養具產業數位轉型

與跨域整合之數位科技創新與經營決策人才。

● 培養數位科技創新與商業決策之高階人才

● 培養具備AI科技與數據分析之專業人才

● 培養具備理論與實作能力之跨域整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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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

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位於桃園市平鎮區，

擁有豐沛自然與工商發展資源，配合鄰近航空

城的建設開發，及政府積極推動文化創意產業

與休閒觀光的蓬勃發展，學院所屬之創意設計

與經營研究所、商業設計管理系、數位多媒體

設計系、以及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的發展與

地區產業密切結合。學院以「人文關懷、創新

設計與知識整合」為核心價值，期許發展為北

臺灣設計創新服務中心；教學著重於地方資源

之整合創新，國際多元文化的視野，產學合作

與創新思考，整合行銷與資訊運用等內容，以

培育學生成為跨領域創新設計與經營人才。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聚焦於「創意設計、經營管理、以及知識

整合」之實務應用與學術研究。

●  著重設計思考，培育具備「創意設計」與

「經營管理」之跨領域高階人才。

●  強調「設計」與「行銷」之整合，培養學生

具備數位行銷與品牌經營、創意；設計與創

業管理，以及設計企劃與資料分析等能力。

●  遴聘業界專家協助教學並擔任論文共同指導

教授，強化理論與實務之整合。

創新設計
與經營學院

College of Innovative Desig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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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設計與經營學院

商業設計管理系

培育具有企劃開發、行銷管理與設計整合

能力之跨域設計專業人才。

● 在教學課程方面：厚植學生之商業行銷思

維，發揮跨域設計總體效益。

● 在核心能力方面：培養學生之創新創業能

力，創造設計商業化競爭力。

● 在實務技能方面：透過產學合作與職場實

習，務實學生設計應用能力。

● 在國際視野方面：強化國際競賽與交流活

動，提升師生宏觀設計視野。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

培育具有創意科技應用能力之跨領域產品

設計專業人才。

●  訓練產品創意設計、互動科技設計及智慧生

活設計三大核心能力。

●  積極推動國際化，建立海外創意科技相關科

系之交流合作。

●  聯結相關產業，開創特色產品設計競爭力之

利基。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培育具有人文關懷及創客思維的實務型遊

戲與動畫人才。

●  「數位遊戲設計」以遊戲企劃、遊戲美術為

主，程式設計為輔，利用角色、場景、關卡

設計與動畫特效，將人機互動應用在學習及

娛樂上，並在電腦及行動設備展示成果。

●  「數位動畫設計」以故事、角色、影片、音

樂、文字及聲音整合包裝創意，經過後製修

飾，成為可以感動人心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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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教育

●  為落實產學合作機制，結合企業資源，開辦

專科就業導向80學分班，提供更寬廣的升學

管道，讓有志學習者，以彈性的時間學習並

兼顧工作，展望未來。

●  申辦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劃，以創新教學

法，建立學員作業能力及實務推理，訓練學

員結合理論與實務，以培養其第二專長。

●  為配合國內新住民就業及求學需求，推廣教

育擬依新住民特性開設學分班課程，依事業

單位職類特性及新住民技能及語言需求，以

企業專班或併班方式，辦理招生及辦學。

●  為配合政府人才培訓方針，建立在職進修管

道，落實專業證照化之政策，開設各項證照

輔導班及專業訓練課程，辦理回流教育，實

踐終身學習管道。

進修推廣教育 Continuing Education

進修學制 Continuing Education

●  提供社會人士在職修讀二技、四技、二專及

EMBA進修之終身學習機會。

●  上課時間以週一至週五晚上為主及週六白天部

分排課（依學生個人選課），提供多元化、彈

性學習方式及管道，融合工作教育及生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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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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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進修教育更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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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of Business

附設學校

附設學校 Affiliated Colleges

空中進修學院

●  學生除返校面授外（有假日班及非假日班），

 其餘時間以網路、電視、廣播、函授等方式上課。

●  目前設有大學部－應用商學系，

 二專部－財務金融科、企業管理科、資訊管理科、應用外語科。

●  本學制以免試登記入學為主。除台北校本部外，

 另有輔導處設於桃園、花蓮、臺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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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位置

交通位置

台北校區

● 捷運最近站點為板南線善導寺站出口4、出口5
●  公車最近站牌為臺北商大（濟南）站、華山文
創園區站、成功中學（林森）站

● 臺鐵高鐵臺北車站下車步行約15分鐘即可到達
● 校址：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321號
●  電話：（02）33222777

臺北
校區

桃園
校區

成功中學（林森）站
成功高中

臺北車站

出口2

臺北商大（濟南）站

華山文創園區站

捷運善導寺站

出口3

出口 4

出口 5

出口 6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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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直達校
門口之班次時刻表請參閱本校桃園校區
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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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　　運
最近站點為板南線善導寺站出口 4、
出口 5

公    車
最近站牌為臺北商大（濟南）站、華山文創

園區站、成功中學（林森）站

臺鐵高鐵
臺北車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即可到達

校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號

電話：(02)3322-2777

新 竹 客 運
中壢南站( 火車站西側)，搭乘【5645】中壢-
黃泥塘，【5672】中壢- 八O四醫院，【5674】
中壢 - 金雞湖，平東橋站下車，步行約 100
公尺，搭乘【5646】中壢 - 隘寮頂，可到校
門口下車

校址：324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 100號

電話：(03)45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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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校區

● 桃園客運中壢站（火車站前NET旁），搭乘【115A或115B】中壢－平東路，北商站校門口下車。
●  新竹客運中壢南站（火車站西側），搭乘【5646或5646A】中壢－隘寮頂，至北商站下車。【5645】中壢－黃泥
塘、【5672】中壢－八０四醫院、【5674】中壢－金雞湖，至平東橋站下車，往南步行即達桃園校區。

● 開車資訊

 【國道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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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銜接（台66線東西向快速公路）

 　3  續行於23平鎮三出口往（113甲縣道／平鎮
／中壢/龍潭）方向行駛

 　4 續行（快速路一段）右側２車道

 　5 右轉（金陵路五段／113甲縣道）

 　6 續行（金陵路五段）銜接（福龍路一段）

 　7 至桃園校區門口

 【國道三號】

 　1  於62大溪出口往（台66線／中壢／平鎮）
方向行駛

 　2 銜接（永昌路/112甲縣道）續行左側２車道

 　3 左轉（台66線東西向快速公路）

 　4  續行於23平鎮三出口往（113甲縣道／龍潭
／平鎮／中壢）方向行駛

 　5 續行（快速路一段）左側車道

 　6 左轉（金陵路五段／113甲縣道） 

 　7 續行（金陵路五段）銜接（福龍路一段）

 　8 至桃園校區門口
● 校址：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100號
●  電話：（03）45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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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區

桃園
校區

成功中學（林森）站
成功高中

臺北車站

出口2

臺北商大（濟南）站

華山文創園區站

捷運善導寺站

出口3

出口 4

出口 5

出口 6
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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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部分直達校
門口之班次時刻表請參閱本校桃園校區
網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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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捷　　運
最近站點為板南線善導寺站出口 4、
出口 5

公    車
最近站牌為臺北商大（濟南）站、華山文創

園區站、成功中學（林森）站

臺鐵高鐵
臺北車站下車步行約 15分鐘即可到達

校址：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段 321號

電話：(02)3322-2777

新 竹 客 運
中壢南站( 火車站西側)，搭乘【5645】中壢-
黃泥塘，【5672】中壢- 八O四醫院，【5674】
中壢 - 金雞湖，平東橋站下車，步行約 100
公尺，搭乘【5646】中壢 - 隘寮頂，可到校
門口下車

校址：324桃園市平鎮區福龍路一段 100號

電話：(03)450-6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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