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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國立交通大學於1958年在新
竹重新建校，與中國四所交通大
學有相同淵源。
• 上海交通大學
• 西安交通大學
• 北京交通大學
• 西南交通大學

上海交大 西安交大 北京交大 西南交大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新竹光復校區鄰近新
竹科學工業園區及多所國家實驗室，科
學園區超過65%的高階經理人為本校校
友，本校可謂之為臺灣高科技產業領袖
人才的搖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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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簡介

 原國立交通大學於1958年於新竹重新
創校，管理學院於1970年設立管理科
學碩士班。

 本院目標培養企業領袖及管理專業人才，
追求學術卓越及研究創新，強化特色管
理教育。

 本院自2007正式通過美國商管學院促
進會AACSB認證，肯定本院已具備國
際認可之商管學院教學品質，並於
2012年及2018年通過維護認證。。

• 本院積極鼓勵國際商管學院優秀學生組織，成立 Beta 
Gamma Sigma (BGS)台灣交大分會，並與參與各項全球
學生活動。



管理學院系所架構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研究所

管理科學系--管理科學研究所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

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系--運輸與物流管理學研究所(臺北/新竹校區)

資訊管理研究所

經營管理研究所(臺北校區)

科技管理研究所

管理學院

本校管理學院擁有四個系、七個研究所、兩個碩士學位學程：高階主管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
程（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EMBA）、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Glob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MBA）、一個碩士在職專班（管理學院碩
士在職專班），擁有學生2342位（其中大學部學生787位、研究生1555位）、專任教師89
位之研究型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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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北門校區

新竹：光復校區、
博愛校區、竹北校區

台南校區

台北北門校區
院本部、經營管理研究所、運輸與物
流管理學系所

新竹光復校區
院本部、資訊管理與財金金融學系、
財務金融所、管理科學系所、運輸與
物流管理學系所、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所、資訊管理所、科技管理研究所、
(EMBA、 GMBA、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 共同必修課

 管理學院為提升大學部基礎課程，自96年起將各系共同之必修課程總計規劃整合
成十二門「院共同必修課程」及七門「院管理基礎課程」，其目的在強化學生基
礎課程訓練及管理專業能力，不同學系學生更可藉由修習相同必修課而增進彼此
交流。

 院共同必修課程

經濟學(一)(二)，會計學(一)(二) ，統計學(一)(二) ，

計算機概論，程式設計，管理學，線性代數，作業研究(一)(二)

 院管理基礎課程

財務管理 管理資訊系統 資料庫管理

生產與作業管理 行銷學 人力資源管理 物流運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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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迫切需要更多同時懂金融與資通訊的人才
1. 市場交易方式的改變

宅經濟的盛行，零接觸的數位金融服務需求增加，市場
需要更多同時懂金融與資訊的人才，如資訊安全、資料
隱私、人工智慧、大數據分析…等。

2. 台灣目前大專院校的科系大都仍以單一相近專業訓練為主。

在金融培訓方面，以財務金融、會計等相關商管學院的
科系為主。

在資訊培訓方面，以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科系為主。這
些科系行之有年且發展較久，培育的人才較多。

3. 目前懂財金與資訊的跨域人才佔市場的比率很小，市場所
需金融科技的人才預估將有急迫性需求的情況。



培育跨金融與資訊人才在陽明交大資財系
 台灣現在同時跨金融與資訊領域的科系，只有陽明交大資財系、台北科
技大學資財系、與高雄科技大學的資財碩士學位學程。

 在此三個資財科系中，以陽明交大資財系發展最久及最為知名，利用交
大在資訊方面的優勢，將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做跨領域的結合，這是全
國第一且獨特的學系

 屢獲主流媒體報導與專訪(天下雜誌、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財
訊、鏡週刊、環宇電台等) ，奠定在一類組(財金組)、二類組(資管組)皆
為大學熱門科系。

 陽明交大資財系於民國93年成立，民國102年，分資訊管理、財務金融
兩組，各招收20位學生。

 金融科技(FinTech)為金融產業最新的熱門關鍵字，近來越受學子青睞，
大學指考位居第一類組及第二類組第三志願。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
111學年度個人申請學測採計科目

校系名稱
招生
名額 檢定標準

(國文）
檢定標準

(英文 )
檢定標準
(數學A）

檢定標準
(社會）

檢定標準
(自然）

資財系
資訊管理組

12 — 前標 前標 — 前標

資財系
財務金融組

12 前標 前標 前標 — —



資財系111學年度考試分發採計科目

組別 採計科目及加權

資訊管理組

數學甲*2.00

英 文*1.50

國 文*1.00

財務金融組(自然組)

數學甲*2.00

英 文*2.00

國 文*1.00

財務金融組(社會組)

數學A*1.50

英 文*1.50

公 民*1.00



資財系110學年度指考成績一資管組
採計含：數甲，物，化任1科

校系代碼 科系名稱 錄取分數 單科平均
1 0072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415.60 83.12
2 0640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甲組   413.90 82.78
3 0710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資訊管理組   409.90 81.98
4 0073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409.20 81.84
5 0667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406.70 81.34
6 0272 國立成功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普渡雙聯組)   405.45 81.09
7 0633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甲組   404.30 80.86
8 0672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   402.70 80.54
9 0627 國立清華大學 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甲組   521.28 80.20
10 0641 國立清華大學 電機資訊學院學士班乙組   398.15 79.63
11 0635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甲組(電子資訊組)   397.60 79.52
12 0044 國立臺灣大學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97.15 79.43
13 0067 國立臺灣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   394.90 78.98
14 0070 國立臺灣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A組   275.03 78.58
15 0607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甲組   312.10 78.03



資財系110學年度指考成績一財金組
採計3科：國，英，數乙

校系代碼 科系名稱 錄取分數 單科平均
1 0065 國立臺灣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411.78 91.51
2 0025 國立臺灣大學 經濟學系   403.63 89.70
3 0711 國立交通大學 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446.10 89.22
4 0363 國立政治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399.08 88.68
5 0353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社會組   398.85 88.63
6 0610 國立清華大學 計量財務金融學系乙組   350.38 87.60
7 0352 國立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469.60 85.38
8 0361 國立政治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社會組   422.50 84.50
9 0360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421.90 84.38
10 0605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學系第2組   420.10 84.02
11 0347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學系   377.75 83.94
12 0712 國立交通大學 管理科學系   417.40 83.48
13 0342 國立政治大學 財政學系   332.75 83.19
14 0364 國立政治大學 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332.63 83.16
15 0254 國立成功大學 會計學系   414.60 82.92



陽明交大資財系人才培育特色
 聚焦於財金與資訊，直接培育兩個領域都懂的跨領域人才。

 大學部分為資管組與財金組。在課程設計，要求學生須同時修習資訊
與財金的基礎知識，也要求學生必須選修另一組的專業科目。資訊課
程與一般資訊科系的資訊課程相似，但更著重培訓學生可於財務金融
領域應用，例如資訊安全與區塊鏈、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實務…等課
程。

 研究所分為資料科學、財務策略與財務工程三個組。這三組除了要求
訓練學生財務金融的專業知識，也培育學生資訊管理的能力。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運作方式符合109年金管會所推動的「金融科技發
展路徑圖」。陽明交大資財系在金融科技發展的人才培育方向，也符
合教育部欲推動未來10年的跨領域能力之資通訊數位人才的概念。



管院
共同必修
會計學(一)、(二)
經濟學(一)、(二)
統計學(一)、(二)
計算機概論
程式設計
線性代數
管理學

資財系
共同必修
微積分(一)、(二)
資訊與財金專題(一)、(二)
金融科技概論
財務管理
資料結構
資料庫管理
投資學
管理資訊系統
期貨與選擇權
公司理財

資管組必修
演算法
人工智慧與金融科技實務

財金組必修
個體經濟學
總體經濟學
財務報表分析

專業選修
資訊安全
資料科學
企業資料通訊與網路
系統分析與設計
商用資料通訊
電子商務
數理統計
財務計量經濟學
財務工程導論
貨幣銀行與金融風暴
財務風險管理
國際財務管理

資財系大學部課程架構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學習優勢
學校重點科系、小班教學

每屆資財系招生人數平均約40人。
資訊管理組20人、財務金融組20人。

直攻碩士(五年一貫)與博士學位(七年一貫)：
大四可甄試進入本院相關研究所，直攻碩士或博士學位。(在規章許可下，
可在五年取得碩士學位，七年取得博士學位)

與國外知名大學有交換學生的合作
碩士班分組

 (1)甲組(主修財務工程)：14名。
 (2)乙組(主修財務決策)：25名。
 (3)丙組(主修資料科學)：7名。



陽明交大資財系是學校重
點科系

 新生大禮包

 出國交換獎學金
1.Ａ類(學士班及碩士班適用，獎學金較
低)：本校優秀學生出國交換獎學金辦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tXB
JHHCvwxtgnpoi_zZ-xO7Z8JBI078/view)

2.Ｂ類(學士班優秀學生適用，獎學金較
高)：本校延攬學士班優秀學生出國交換
獎學金辦法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46
1NwBDbIW8BZL8srHpiN9Ym4iYSr1l/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ytXBJHHCvwxtgnpoi_zZ-xO7Z8JBI078/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H461NwBDbIW8BZL8srHpiN9Ym4iYSr1l/view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資源
金融科技創新(FinTech)中心：給予
學生更完善的金融科技學習資源，並與
業界緊密合作，提供學生到業界實習的
機會，也栽培實務界所需人才，推動金
融科技發展。
合作夥伴： 40個合作廠商，包含元大證
券、富邦銀行、玉山銀行、康和證券、台
灣晶技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工業策進會、
國泰銀行、日盛期貨、群益證券與知名服
飾品牌Life8 …。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資源
期交所與資財系合作設立「期貨智能研究
室」，專供博士級研究員與博士班學生進行
雙邊合作。
期交所捐贈兩台PowerEdge R7515刀鋒式伺服
器，以因應金融計算與模擬的高度運算需求，
搭配資財系原有的人工智慧運算資源，進行
MATLAB、TensorFlow執行財務工程、蒙地卡
羅模擬法、風險管理分散式運算，以進行高效
率的金融計算與模擬。

 期貨智能研究室的設立，有助培養期貨與選擇權等
衍生性金融商品校園人才培育，又可在研究上利用
學術最新的金融資產定價、人工智慧研究、區塊鏈
全等專業知識，透過產學合作，有效銜接學用。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資源
豐富的科技部研究計畫、企業合作的產學計畫案…等，提供學生
的學術研究與業界實習合作的資源與機會，栽培市場所需人才，推動
金融科技發展。
科技部「哥倫布計劃」科技部產學小聯盟 (科技部績優產學聯盟、進入第
二個三年期計劃)

資財系與資工系合作「玉山產學合作案」 (兩年2200萬)
科技部「數位經濟前瞻計劃」
元大教學暨產學合作案
與元大課程合作：元大金融科技講堂、ESG與資產管理專題、ETF指數化投
資專題

科技部跨校合作計劃「人工智慧在資產配置、衍生性商品定價與風險管理
的應用」

櫃買中心及保險發展中心的財務工程及保險精算研究案
管院Fintech深耕計劃



陽明交大資財系的其他資源

財金資料庫與電腦軟體
 擁有一些重要的財金資料庫，提供本系學生更完整的投資理財實習與研究環境，
提昇本系學生投資分析與操作能力，增進未來在職場之競爭優勢。

 財金資料庫則擁有完整豐富的國內外財金資料庫以及線上WRDS(Wharton 
Research Data Service)平台。

 統計軟體有Matlab、Eviews以及SAS等統計分析軟體。

提供外系跨域學程的學習
 金融科技跨域學程-跟資工系合作，提供資財系與資工系學生跨領域學科的學習。

(雙方合作)

 財務金融跨域學程-提供外系來資財系學習

電腦硬體與網路資源
本系所設有電腦室，共擁有60部PC，各式儲存設備，並持續汰舊換新，以提供完善
的電腦使用環境。



陽明交大資財系-師生優異表現
教師：
 俞明德教授獲得「李國鼎紀念獎章及「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葉銀華教授獲得「金椽獎」及「傑出研究獎」的獎勵。
 林智勇教授獲得「吳大猷先生紀念學者獎」及科技部「年輕
學者養成計畫」 (哥倫布計畫)

 游家牧教授獲得「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 (哥倫布計畫)
 黃宜侯教授獲得「國際高教認證」教學獎。

學生：
 每年的「全國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均獲得多
項獎項: 已累積四十多獎項。

 2016年: 共獲得3個第一名，3個第二名， 2個第三名與1個
佳作的獎項)。

 2019年:  獲得4個第一名,2個第二名,及3個佳作
 2020年:  獲得1個第二名及2個第三名



陽明交大資財系-就業發展表現

1. 半數以上畢業生繼續升學—

 財金與商學相關研究所、資訊與相關研究所…等。

2. 出國

多為自行申請，亦有公費留學者

以至歐洲攻讀碩士學位居多，美洲次之

(歷年已有多位學生被美國知名大學接受)。

科系則以財金居多、資訊、行銷、經濟及統計次之。



 財務金融相關就業：
 金融市場與機構：銀行業、證券業、如券商的經紀、自營、承銷等業務，證券分析師、
投資顧問、證券金融公司..等

 投資相關領域：創業投資、投資銀行、基金的操作管理等。
 公司理財：一般企業財務部門、財務顧問與規劃、租稅規劃等工作

 資訊管理相關就業：程式設計師、大數據分析師、網路管理師、資料庫管理師、
資訊安全人員、系統分析與設計工程師、資訊及通訊操作技術人員..等。

陽明交大資財系-就業發展表現

金融市場與
機構

電腦軟體服
務業

IC設計相關
業

半導體製造
業

消費性電子
產品製造業

網際網路相
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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陽明交大 資財系:
Finance X Information Management
掌握程式剖析金融脈動

Dual Proficiencies 培養多元專業
資訊業金融業完成你的斜槓夢想
透過豐富資管資源建構金融新浪潮

https://imf.nycu.edu.tw/

財
務
金
融

程
式
設
計

資
料
結
構

資
料
庫

演
算
法

數
位
金
融

投
資
理
財

公
司
治
理

程式能力

資財系
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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