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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BA O’Camp



I

• 我



We

• 我們
陳惠芳

王議德 邱裕昌

陳怜吟 徐麗珍 陳宜君 裔式漁 鄧覲臺

楊桂山 傅仰賢 薛旭峯 林如明 劉松原 楊淑惠

吳博文 黃中平 李家丞 施瓊華 陳懿文 藍伯廷 羅尤美 林芝聖

胡漢良 王國強 戴又新 鄺書瑛 謝百欣 陳晉誼 徐文鈴 戴勝益 鄭明君 邱明玉胡漢良 王國強 戴又新 鄺書瑛 謝百欣 陳晉誼 徐文鈴 戴勝益 鄭明君 邱明玉

黃政杰 高誌謙 李宗民 董凱平 藍世旻 劉韋博 劉光華 劉純穎 黃國晉 陳政憲 朱世榮 陳明仁

梅家豪 朱登樹 馮妙芬 蔣禎明 陳政廷 蕭元華 欒佩瑜 陳瑋叡 蕭敦仁 吳建民 吳皇旗 周淑芬

周宗麟 張敬人 黃峻崢 李佳勳 林信誠 林靜慧 袁婉琳 姜新雨 柳南煌 顏景芳 宋偉 劉雅君

葉光裕 連素萍 洪芳明 林振邦 廖婉君 張鶴霖 張小倩 顏永祥 翁祖立 張洵瑜 黃程威 蕭重建

周化宇 陳蓓琪 李惠琪 劉進雙 何瑞軒 許梨芳 陳立威 夏雯霖 梁曉華 謝桂鈴 張逸昕 王致力

曾國枝 邱正迪 張子文 李祝洲 謝萬來 李麗鶴 邱詩茜 劉再媛 簡郁璇 王欽堂 劉承錦 陳銘忠

張馨心 池泰毅 馬之駿 張慶權 劉玉玲 黃于娟 余宏義 馮麗華 王景裕 吳慧娟 林秀珍 林玲如

楊大德 羅健倫 陳冠吾 陳卓人 楊秉林 施養浩 王中鼎 張美蘭 周鶴鳴 柯俊榮 何秋金 丁國書

高繼祖 王斐秋 王培倫 劉佳雯 黃勝源 陳泳睿 蔡定芳 張守燕 陳崇良 劉士源 蕭曉嵐 杜建興

Willie 

Carson Lin
黃宗仁 陳宗南 謝安 管少清 楊文澤 陳世芳 嚴建國 邱惠薰 邱曉誠 翁美慧 孫偉真

陳媛玟 紀淑梅 高啟弘 陳寰宇 吳志明 陳尚仲 蕭明麗 謝萬禮 賴佳誼 曹冠亮 陳威達 鄭文芳



NTU＋COM＋EMBA

• NTU :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COM : College of Management

• EMBA: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

for Executives/Elites









子曰
• 《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
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 《論語．學而》「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 《論語．季氏》「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論語．季氏》「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
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
為下矣！」

• 《論語．為政》「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
則殆。」

• 《孟子．盡心》「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
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EMBA

• Expensive 價格貴
• Exhausted 耗時間
• Entertaining 娛樂多• Entertaining 娛樂多
• Evening 夜間部
• Everywhere 旅遊多
• Exercise 運動多
• Easy 混混過
• Eating 吃飯多



EASY MBA

• E :  Enjoy/Energizing
（享受／充電）

• A :  Absorb/Attend               
（吸收／參加）（吸收／參加）

• S :  Simplification/Student
（簡單／學生）

• Y :  Yourself/Young              
（自己／年輕）



HARD MBA

• H :  Head/Heart
（勞心／勞力）

• A :  Accountability/Adaptibility
（自我負責／自我調適）（自我負責／自我調適）

• R :  Renew/Reinvent
（更新／再生）

• D :  Diversity/Discipline
（多元／紀律）



HARDEMBA

• Health, Arts, Realization, Delightfulness.

健康、人文、實現、喜悅
• Educational,Effective,Enlightening, Enlarge

• Eudaemonia: 能全力做你可以做最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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