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個人資料表 

◎ 簡易個人資料 

 
  報考組別： 

  □一般經營管理組 

  □兩岸經營管理組 
 

  目前工作狀態： 

  □在職中 

  □非在職/待業中 

 
 

目前年齡：________歲 

考生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應考學歷資料（或同等學力）： 

□博士、□碩士、□學士、□專科同等學力、□卓越成就同等學力(第七條)、□其他_________ 

畢業時間：民國______年，畢業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 科系：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狀態： 

請列出現職與前份工作之資料；如目前非在職/待業中，則「現任工作」欄位可免填、僅填寫「前任工作」欄位： 

 服務機構全銜 任職部門 職稱 
員工 

總數 

部屬 

人數 

工作年資 

（年） 

現任 

工作 
      

前任

工作 
      

歷年總工作年資（包含上述工作）為___________年。 【現任工作年資請計算至西元 2022 年 08 月 31 日】 

 

如目前非在職/待業中，以下工作相關欄位請填寫前一份工作之資料： 

工作管理性質（單選）： 

  現職工作管理階層：□無管理職、□基層主管、□中階主管、□高階主管、□企業主或雇主 

  現職工作管理人數(執掌所及範圍內)：______________人 

現職服務機構/公司性質（可複選）： 

□政府部門、□國營事業、□民營事業、□國有民營事業、□非營利組織、□大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跨國企業、□獨資、□合資、□外商/外資（國籍：____________________）、 

□隱形冠軍企業、□股票上市公司、□股票上櫃公司、□家族企業、□控股公司、□新創企業、 

□集團子公司（所屬集團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 

 

 

 

 

請貼上 

 

現職公司名片（中文/正面朝上） 

如目前非在職/待業中，請使用前一任職名片 

 

請貼上 

 

近三個月 

彩色 2 吋大頭照片 



現職職責範圍（可複選）： 

□綜合管理、□策略、□專案、□行政、□法務、□智財、□人力資源、□公共關係、□公會、

□財務、□會計、□投資、□行銷企劃、□業務、□採購、□資訊、□廠務、□總務、□研發、

□設計、□生產作業流程、□客服管理、□環保、□營建工程、□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 

學費來源： 

  □自費、□公司補助_____________%、□其他（請說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個人資料 

 

出生日期：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月________日 

服役情形：□已服役（民國_________年________月退伍） 

          □未服役 

          □免役 

聯絡電話：（可填入多組臺灣、大陸地區電話號碼） 

市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手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可填多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主要工作地/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主要居住地/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可收紙本掛號信之通訊地址（僅限臺灣地址）：郵遞區號 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學經歷 

請依時序由近至遠列出至多 4 個(包含應考學歷)： 

學校 科系 學位 就讀時間（民國年/月）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工作經歷 現職工作年資請計算至西元 2022 年 08 月 31 日 

請詳列包含現職之工作經歷，依時序由近至遠列出至多 5 個；如目前非在職/待業中，第一列「現職工作」欄位可免填，

由第二列「前任工作」欄位開始填寫： 

服務機構全銜 任職部門 職稱 

服務期間（西元） 服務期

間合計 起 迄 

年 月 年 月 年 月 

(現職工作) 

    2022 08   

(前任工作) 
        

         

         

         

歷年總工作年資(不含義務役年資)：____________年，擔任管理職之工作年資：____________年 

如目前非在職/待業中，以下工作相關欄位請填寫前一份工作之資料： 

服務機構/公司設立時間：西元_______________年，實收資本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萬元 

年度營業額：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_____萬元，年度淨利：新台幣__________________萬元 

主力產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工作內容簡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職務表現 

請以一段話簡短敘述您近年的工作表現： 

範 

 

例 

如考生為中小企業主：創業 20 多年來，從 1 人公司成長到員工超過 2000 人的規模，目前在兩岸皆設有工廠

和研發中心。公司 5 年前便開始導入 ESG，去年成功打入電動車供應鏈、業績暴增 2 倍，今年初更榮獲經濟

部小巨人獎，在疫情與原物料上漲的影響下，今年業績仍估計有爆炸性的成長。 

 

如考生為業務部門主管：所帶領之業務部門去年業績達 5 億台幣，所有事業群績效排名第一名，並佔全集團

營收的 35%。亮麗的表現也引來同業挖角，導致去年有幾位優秀的同仁離去，所幸在團隊的努力下，近兩年

業績依舊維持兩位數的成長，也因此今年獲頒公司的年度最佳業務團隊獎項。 

 

如考生為無管理職的研發人員：從事光學研發工作近 20 年，共研發出 5 項專利技術，其中的光能驅動技術

成為公司熱賣的 EX 系列產品的主打功能，去年銷售量達 5 萬件、用戶佳評如潮，讓公司在同業間保持著領

先的地位。今年更開始擔任公司內部的資深技術講師，協助業務、客服部門和協力廠商了解產品的技術層面。 

考 

生 

職 

務 

表 

現 

 



◎ 社團經歷 含工商團體及人民團體等，例：紅十字會、經貿協會、同業公會、工業會、獅子會、醫師公會等 

請填寫至多 5 個近期最常參與的團體/組織： 

團體名稱 職稱 參與時間（民國年/月）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至      / 

 

◎ 推薦人 

請提供至多 3 位推薦人及聯絡方式： 

推薦人姓名 任職單位與職稱 聯絡電話 聯絡 Email 

    

    

    

 

【檢查表】必繳報考資格審查資料 以下資料請合併為一個 PDF 檔案後上傳至報名系統(上限 80MB) 

□ 報名表（完成網路報名後，可於報名系統另存或列印該報名表） 

□ 本表：「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院 EMBA 個人資料表」（共 4 頁） 

□ 應考學歷證件影本（限中文），國外學歷繳交文件請依照總則規定 

□ 符合各組規定年資之歷年服務年資證明，如在職證明、離職證明、勞保承保記錄等（格式不限） 

□ [兩岸組考生] 派駐大陸地區之相關工作證明文件（大陸地區之在職證明亦可） 

【檢查表】選繳審查資料 得自行選擇是否檢附，資料請合併為一個 PDF 檔案後上傳至報名系統(上限 80MB) 

□ 自傳（格式不限） 

□ 公司組織圖，並標示出您的部門與職稱（格式不限） 

□ 最近一年薪資所得證明影本（例如扣繳憑單等） 

□ 在職證明書（格式不限） 

□ 職務及服務機構簡介 

□ 證書、證照、各類其他進修證明 

□ 專利、獲獎紀錄、發表、著作或創作（若為書籍類，請附書籍封面即可） 

□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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