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關│於│北│商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創立於1917年，超過百年輝煌歷史，是台灣最好
的技職類商業大學，也是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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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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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一
段321號

●  電話：（02）3322-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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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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園校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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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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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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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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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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第一、全台唯一
本校創立於民國6年，是臺灣史上第一所商業職業
學校，是具有百年傳承金字招牌的優質學府。

註冊率公立科大第一
本校2018年全校新生註冊率以96.92%獲公立科大
冠軍，2019年提升至97.90%，成為好校新指標。

畢業生獲企業主肯定
1111人力銀行調查2019企業最愛，本校「財經學
群」、「管理學群」為雙冠軍，畢業即就業。

產學合作成果優異
近年透過有計畫的教育訓練、推廣實習、強化職場
連結，有效縮減學用落差，讓學生朝夢想邁進！

輔導就業成效卓越
建立就業輔導e化平台，組織職涯志工團隊，由學
生主動蒐集就業機構與議題，辦理就業輔導活動。

協助學生與企業媒合
辦理線上就業博覽會，連續三年獲臺北市政府頒發
「青鳥展翅獎」，表揚本校提升就業力的成果。

品格教育的關鍵影響
強調從課程中落實道德價值觀念，培養學生透過服
務學習，把良好品格觀念從校園推廣至社會。

技職人才完整培育
身為商業技職龍頭，橫向與大學締約，縱向與高中
職連結，將技職體系人才養成計畫建立更完整。

傑出校友為最強後盾
畢業傑出校友不計其數，影響力遍及金融與商業及
社會各領域，不斷挹注母校資源成為最強後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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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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設計研究中心」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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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高階數位設計與管理人才，有效鏈結數

位內容及設計產業需求，協助台灣數位內容與設計產業再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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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規劃培養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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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發展

特色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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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智慧研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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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鏈結零售產業的商業智慧應用需求，

建立國內外產、官、學、研的商業智慧應用研究交流平台。

管理學院 College of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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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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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遵科技）、數位防洗錢、數位稽核及政府所推動

之無形資產評價等特色議題，期能有效果與效率地提升應用研究能量。

財經學院 College of
Business

會計資訊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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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務金融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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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高級財金實務人才。

國際商務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培養國際化、科技化與創新能力之跨國企業管理人才。

財政稅務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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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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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經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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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設計管理系  二技  四技

培育具商業化思維之設計應用專業人才。

創意科技與產品設計系  二技  四技

培育具有創意科技應用能力之跨領域產品設計專業人才。

創意設計與經營研究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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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二技  四技

培育具有人文關懷及創客思維的實務型遊戲與動畫人才。

資訊管理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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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外語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培育精通外語並兼具翻譯、商管知能及觀光餐旅等技能之專業人才。

資訊與決策科學研究所  碩士
培育學生具備資訊技術與資料分析能力，預期在進入業界後，提供可行

決策與支援參考依據之優秀人才。

企業管理系
五專  二技  四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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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