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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理組(PhD)             ●經營管理組(DBA)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一）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二）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三） 

  企業管理專題研究（四） 

必修課程 

     

＊高等數量方法（一）(博一上) 

＊高等數量方法（二）(博一下)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博二下) 

＊高等管理理論(博一上)(異動) 

＊個體經濟分析(博一上) 

必選修課程(六選三) 

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管理與研究 

財務管理與研究 

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策略管理 

 

註：博士班學生在提出論文學

位考之前，必須至少在本系博

士班專題討論系列上，公開報

告其研究專題一次 

  專業課程(五門) 

 
經營管理哲學 

國際企業研究 

企業經營實務 

產業研究(一) 

產業研究(二) 

 

 

必修課程 

     

＊高等管理理論(博一上)(異動)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博二下) 

＊量化研究（博一上） 

＊質性研究與方法論（博一下） 

 

必選修課程(六選三) 

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管理與研究 

財務管理與研究 

人力資源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策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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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修課程 

生產管理 科技 創業 創新 

＊生產管理專題研討(一) 

＊生產管理專題研討(二) 

＊生產管理專題研討(三) 

＊生產管理專題研討(四) 

＊全面品質管理專題討論 

＊成本管理理論專題研究 

＊技術移轉專題研究 

＊技術移轉管理專題討論 

＊供應鏈品質 

＊服務業品質管理 

＊統計品管專題討論 

＊作業管理 

＊後勤管理專題研討 

＊高等生產理論專題討論 

＊服務業品管專題討論 

＊中小企業生產管理專題 

＊科技創新策略專題討論 

＊科技管理專題研究(一) 

＊科技管理專題研究(二) 

＊科技管理專題研究(三) 

＊科技管理專題研究(四)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一)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二)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三) 

＊科技管理專題研討(四) 

＊智慧財產權專題討論 

＊創業與敘說探究 

＊創業與敘說探究(一) 

＊創業與敘說探究(二) 

＊創業理論與研究(一) 

＊創業理論與研究(二) 

＊創業學習 

＊高等創業管理研究 

＊創新管理專題研討 

＊創新管理專題討論 

＊策略與組織專題討論 

＊綠色管理與創新 

＊企業與創新專題研討 

＊企業與創新專題討論 

國際企業 財務 行銷 法律與企業 

＊國際競爭環境分析 

＊新興市場跨國企業之國

際化理論 

＊新興市場企業國際化策

略 

＊國際企業專題研討 

＊國際企業專題討論 

＊國際企業專題討論(一) 

＊國際企業專題討論(二) 

＊國際企業理論與研究 

＊國際企業與組織理論專

題研討 

＊國家層級分析與國際企

業競爭策略 

＊高等國際企業管理 

＊大陸科技管理 

＊中國企業管理 

＊公司理財專題研究(一) 

＊公司理財專題研究(二) 

＊公司理財專題研討 

＊公司治理專題研究 

＊保險財務專題討論 

＊保險經濟理論 

＊財務研究方法 

＊財務會計專題討論  

＊財務經濟學 

＊產業經濟學專題研討 

＊投資理論專題討論 

＊金融資產訂價理論 

＊金融機構管理專題研究 

＊高等投資理論 

＊行為財務專題研討 

＊券市場專題(一) 

＊國際財務管理 

＊證券市場專題 

＊保險財務專題研究 

＊預算與控制行為專題 

＊行銷理論專題研討 

＊行銷思想專題討論 

＊行銷研究方法 

＊行銷理論專題討論 

＊行銷通路專題討論 

＊行銷管理 

＊行銷管理專題研討 

＊行銷與社會專題討論 

＊行銷與環境專題討論 

＊行銷傳播與廣告效果專

題討論 

＊企業結盟與行銷通路專

題討論 

＊消費社會學專題 

＊消費者行為 

＊總體行銷專題研討 

＊總體行銷研究專題 

＊顧客行為專題研討 

＊顧客滿意專題討論 

＊智慧財產法律與管理 

＊產業政策與法律 
＊競爭優勢與法律 

組織與人力 策略 競爭 會計 

＊人力資源經濟專題研究 

＊人力規劃數量模型  

＊人力維持管理專題研究   

＊人力資源管理專題研討 

＊人力確保管理 

＊文化行政與管理 

＊企業動態策略 

＊學習型組織專題研討 

＊非營利組織行政與管理 

＊行為科學專題研究 

＊知識管理 

＊策略行銷專題討論  

＊策略管理專題研究 

＊策略管理專題研究(二) 

＊策略管理專題研究(三) 

＊策略管理專題研討(二) 

＊策略管理理論專題研討 

＊策略與組織專題討論 

＊比較策略管理理論 

＊高等策略管理(一) 

＊高等策略管理(二) 

＊高等策略管理理論 

＊競爭理論專題討論 

＊競爭理論專題討論(二) 

＊競爭理論(二) 

＊高等競爭理論 

＊國際競爭專題研討 

＊國際競爭專題討論(二) 

＊國際競爭策略 

＊產業分析 

＊動態競爭：巨觀與微觀的

整合 

＊產業分析與競爭策略 

＊成本會計專題研究 

＊高等管理會計(一) 

＊高等管理會計(二) 

＊高等管理會計學 

＊會計資訊系統專題  

＊資訊會計學 

＊管理會計研究方法 

＊管理會計專題討論 

＊實質選擇權 

＊醫療會計專題討論 

＊審計學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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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管理(二) 

＊國際人力資源管理專題 

＊組織行為專題討論  

＊組織理論與管理 

＊組織理論專題研究 

＊組織理論專題研討 

＊組織理論與跨文化管理

專題研討(二) 

＊組織理論與跨足文化管

理專題討論 

＊組織網路 

＊組織學習專題研討 

＊組織學習 

＊產業組織理論專題討論 

＊學習型組織專題研討 

＊非營利組織行政與管理

＊非營利部門專題討論 

＊高等組織理論 

＊高等管理理論研討 

＊高等企業經營決策模式 

＊管理理論研討 

＊高階管理行為專題討論 

＊產業組織理論 

＊公共部門人力資源管理 

＊敘說探究方法 

＊敘說探究方法(一) 

＊敘說探究方法(二) 

＊永續發展與社會企業 

 

經濟 醫務管理 其他  
＊高等企業經濟理論 

＊高等個體經濟分析(一) 

＊高等個體經濟分析(二) 

＊高等管理經濟學 

＊組織經濟學 

＊賽局理論與應用 

＊模糊理論專題討論 

＊篩選理論與應用 

＊應用迴歸分析 

＊高等醫療體系專題研討

(一) 

＊高等醫療體系專題研討

(二) 

＊老年照護與管理 

＊健康服務研究 

＊健康照護的風險調整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一)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二)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三) 

＊企業管理專題討論(四)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一) 

＊高等企業研究方法(二) 

＊高等數量方法(一) 

＊高等數量方法(二) 

＊研究發展管理專題討論 

＊動態系統思考 

＊管理學習實驗室 

＊調查研究(一) 

＊調查研究(二) 

＊質性研究方法(一) 

＊質性研究方法(二) 

＊質性研究與方法論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專題研討 

＊抽樣調查專題 

＊管理資訊系統  

＊管理資訊系統專題(一) 

＊管理資訊系統專題(二) 

＊資訊管理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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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方法設計與資料分

析 

＊實驗設計專題研究 

＊數量方法專題研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