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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緣起、一份助緣、一個成果!

上海招生
m莖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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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起於傑出校友謝士滄學長對蕭介夫

一份來自校友的助緣，成就了

校長的建議，教育部對大學赴大陸開設境

EMBA上海班的開設與招生;招生?問題

外專班的解禁，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現

是:誰是生?學生在哪裡?也就是，誰是

已更名為管理學院)林丙輝院長及

上海台商班的招生對象?如何讓他知道開

EMBA班楊聲勇執行長及筆者承接了赴上

班訊息?畢竟是在幅員遼闊、人生地不熟

海開設 EMBA班的申辦。在短短的三個月

的大陸招生!況且時程緊迫!

內，從申請、補件到核准，中興大學與台

在招生對象上，因為此班授予的是教

灣大學、高雄大學及世新大學成為台灣首

育部的碩士學位，因此，具有台灣教育部

批經教育部正式核准開設 EMBA班的四所

認可的大學及專科學歷是必要的報考條

大學之一， 此碩士在職專班的正式名稱為

件，在台灣對大陸學歷不採認的原則下，
上海班僅能招收具有報考資格的「台灣

可招生 30 名學員。基於與「上海社會科學

人」。台灣人在大陸的哪裡最多呢?當然

院」的長期深厚友好關係，及「上海社會

是華東地區!是上海市?是昆山?是蘇

科學院」做為上海市政府智庫的身份，可

州I? 還是?在此茫然時，校友聯絡中心林

以提供課程所需要的政官人脈;位於上海

端午組長帶來了好消息，蕭介夫校長率領

市精品店買要集的涯海中路上的「上海社會

校友總會柯興樹理事長、楊德華學長要到

科學院」成為此學程的合作伙伴(教育部

上海青浦賓館甫成立一年的華東校友會興

的申請要件)。獲得核准後，隨即面臨招

北校友會(中興大學與台北大學)李茂盛

生、課程規劃、及決定上課方式的諸多難

會長、謝士滄副會長、涂木林學長、林鎮

題，因為大家都沒有經驗!

世學長等人，並商請學長們協助上海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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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班主由東美源等財級管理專

此外，興大上海EMßA 的成

教育部核准、第也在上何在生，

家規直1)成立，綜合兩岸頂;從優

功開班後，驗盡皂求國祭化的

並全捏在上海上課的中與太學

濟學家、一流企業管理師資 ，

決心悅賞力，也閑啟與大社管

EMBA兩岸台商組己正站用班 。

整合上海社會科學院和上海台

院在兩岸企業管理教育的新契

錄取的學員均來 白台灣知名企

商協會f雍有的政商人脈平台與

業 ( 達英蛇、大潤發、廣達、華

給黨向你以提升台商令業經

碩、統一、 五l~巢盟及興農公司

營管理能力 - 拓展中國政喃棍

等 ) 高階主管及台商企業主 。

23日 IÍI校長蕭介失親自率領

!h典人脈胡係

傳承台商 (p孝

經毛主IJl(J}j\'æ.驗峙中例 ， 假ií、業

EMBA師生一行 ' :ttJ:海青浦賓

柄的管理人才有EH 主J"'.1<區比德

銷聲勢辟興大叫 ßA.上海班「飪躁

i對視野、敏銳船臼觀主運 jJ 、 全

式」開學典禮 ， 會中有來自上海

1fi址~Jî聖經營管邦制改明 ru:會

市政府官員、 台商企業、 且MBA

li佳 ， 以尚無全球串在于向旱地變

學校及台灣的學者專家等共同

化 ， 洞察新發展模式 ﹒ 進而達

油站立即尉持學與交流見證盛事 。

成企業永續經營的目標 ， 深獲

中興太~社管學院院長林丙

台商企業主與日階經理的認兩

輝、 倒臥執行長揚聲勇、上

， 也是明星闌珊姐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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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興大學校長薪 介夫 ( 前排中 ) 率領 EMBA師 生， 在上海青浦賓留學辦 EMBA上海 班 「始業

式」開學典禮 。

中興大學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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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加上林丙輝院長與中國大潤發黃明

商，但車程總是超過四、五百公里;在那

踹總裁深厚的從屬、室友、學長學弟等多

段時間中，真是聽到要上車，總是會頭皮

層友好關係'上海大潤發總部不但提供了

發麻!

人員車輛的協助，傳遞招生訊息給其台灣

在上述天時、地利及人和的助緣下，

供應商，還推薦了三名高階幹部報名。經

從 2011 年 6 月 18 日收到教育部核准函，到

過華東興北校友會學長們及黃明端總裁的

1 0 月 25 日報名截止，共有 31 人報名;經書

協助與建議，決定了我們以特定優質台商

面審查及 1 1 月 28 日在上海口試， 12 月 1 0 日

第二代及高階幹部為對象的招生策略，因

放榜的榜單上共擇優錄取了 27 名(惟在錄

此逐一拜訪台商成為必然的工作。我們唯

取公告後，一名正取生許國能先生因心肌

一的招生說明會是在台商周治華校長的協

硬塞摔死)

助下所舉辦的。

日，特別在青浦賓館舉行了「中興大學

;為顯隆重， 2011 年 1 月 23

拜訪台商?雖然已有特定的台商拜訪

EMBA班上海台高組」的始業式，蕭介夫

對象，但是，每位台商企業主的可會見時

校長、柯興樹理事長、及楊文彬學長特別

間有限且隨機，經常發現前後拜訪的台高

從台灣撥咒蒞臨與會，會中也請到上海市

所在位置相隔一、二 E 公里，在交通上的

精神建設辦公室徐建平處長、台商協會陸

問題該如何解決呢?幸好，謝士滄校友經

孝炎秘書長、上海社科院左學金院長、大

營的青浦賓館擁 有接送房客的車隊，他不

潤發黃明端總裁、陳定國 教授、李茂盛學

但以極優惠的房 價提供住宿，也完全兔費

長、涂木林學長、林鎮世 學長、謝士滄學

提供我們招生所 需的車輛及司機。一家一

長等貴賓蒞臨觀禮。

家的台商拜訪， 林院長、楊執行長、筆

開學， 2011 年 2 月 25 日上海台商班正

者、林端午組長 及湯媚卿助教等不同的人

式開學上課了!上海台商 班共規劃 13 門課

員組合，在一天中只能拜訪二到三家台

程，其中包含 1 O~~ 3學分、 3 門 2學分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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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再加上 6 學分的碩士論文，總共畢業

長、工業銀行駱明君執行長、中國人民大

需的學分，為達到優良的授課品質及學生

學涂永紅教授等。

學習效果，每門 3學分( 54小時)的課

為了能和 EMBA其他組別(企管、財

程，需分為 3次上課，每次課程從星期五

金、行錯，、會資及事經組)有一致的上課

晚上、星期六早上、下午及晚上、到星期

時間安排，能回歸到 9 月份開學 ;EMBA班

日早上、下午六個時段(共 18小時)進

決定接受挑戰、趁勝追擊，再度在 7月份

行;因此，平均而言，每三個星期需安排

展開了上海班第二屆的招生;有別於第一

一次課程，方能在兩年內讓學員完成修業

屆招生採取鎖定對象、逐一拜訪的策略，

課程。為使課程內容多元化，並兼顧海峽

我們選擇了舉辦招生說明會的方式，在昆

兩岸的經貿關係，每次 1 8個小時的課程，

山、上海市神旺酒店及青浦賓館共舉辦了

除了 12個小時的講演課程外，另安排兩場

三場說明會，結果共有 39人報名，經報考

演講，分別邀請台灣及大陸的知名學者專

資格的篩選後，合格考生計有 28 人，經書

家、政府官員及成功企業家蒞臨演講，近

面審查及口試，共擇優錄取 22 人。又是一

半年來，曾經邀請了前農委會主委彭作奎

個班的開始!

教授、天下雜誌創辦人高希均教授、上海
社科院左學金院 長、上海財經大學前校長
湯雲為教授、英 國南安普敦大學陸茂祖教

授、上海社科院 經濟所沈開豔所長、上海
市經濟發展委員 會劉磊處長、上海市人力

資源與社會保障 局鮑淡如局長 、邱創盛董
事長、黃彥達董事長、商研院陳厚銘院

一個歷史超過 90 年的大學，跨過海峽

開辦了全新的學程，靠著「誡樸精勤」的

中興精神，一步一腳印， 走出了在中國大

陸上海的「中興大學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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