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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度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服務應用 

人才培訓實務課程 

 

智慧物流-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主辦單位：  

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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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爆炸時代的來臨，每秒正以翻數倍的驚人速度迅速增加中，現今 Big Data 一

詞已成人人討論與關注的重點。企業也因應此潮流，進行了流程面、作業面與制度面等

的改善，以期能搭配該技術的運用，來為企業提升作業效率、降低成本、提升客戶滿意

度，並達利潤最大化，同時亦能整合企業的商業智慧，進行預測規劃與掌握先機，增加

企業競爭力，進而促使企業成功轉型。 

本課程將從物流與供應鏈的發展近況，並搭配智慧物流的應用趨勢分析，至運用專

業資訊軟體工具的操作進行相關資料分析作業，業者能透過該系列課程建立企業在資料

蒐集、儲存、處理、運用分析到決策的整體培訓計畫，並搭配國內外成功案例的研析探

討，使得更能加深學員的純熟度與靈活度，以期培養符合企業需求之大數據領域之專業

人才。 

 

課程資訊 

課程日期：7月8日~8月19日（09：00~16：00），計39小時（不含企業參訪3小時） 

課程地點：德明財經大學(台北市內湖區環山路一段56號) 暫定 

課程內容： 

※本協會保有授課課程內容、講師及課程地點調整之權利 
 
 

日期  時間  主題  課程  時數   

7月8日
(六) 

09：00-12：00 
趨勢篇  

全通路與供應鏈之發展趨勢  3hrs 
13：00-16：00 Big Data 打造智慧物流新商貿模式  3hrs 

7月15日
(六) 

09：00-12：00 
實務篇  

智慧物流大數據創新應用  3hrs 

13：00-16：00 供應鏈大數據發展探討(Case Study) 3hrs 

7月22日
(六) 09：00-16：00 知識篇  

善用  EIQ 數據分析、判讀與應用  

-物流作業最佳化解決方案  
6hrs 

8月5日
(六) 09：00-16：00 

實操篇  
EIQ 物流數據分析與實務演練  6hrs 

8月12日
(六) 09：00-16：00 善用R語言，學習Big Data 掏金術  6hrs 

8月16日
(三) 09：00-12：00 實例篇  

智慧零售全通路標竿企業實務參訪  

-寶雅(彩妝)快速崛起的真相  
3hrs 

8月19日
(六) 09：00-16：00 實用篇  

Big data 圖像式分析，快速擷取資訊

情報-Tableau軟體之應用實作  
6h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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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對象： 

1.欲想了解物大數據概念、大數據資料分析及運用於物流產業或其它產業從業人員。 

2.對本系列課程有興趣之個人或企業。 

3.想取得大數據分析師資格之各界人士。 
 

課程費用：原價 15,000 元，政府補助，優惠如下 

報名對象 台灣物流聯盟會員、本協會會員或
SOLE 學員 

一般學員 

早鳥優惠價 

(6/30 前) 
12,000 元 13,000 元 

6/26~開課日前 14,000 元 15,000 元 

*學員收到上課通知確定信後即可進行匯款。匯款完成後，可利用傳真匯款單或來信告知匯款日期及帳號後 5 碼。 

*符合結訓者資格者，主辦單位將頒發獎助金 2,000 元 

 

報名方式：(E-mail 或傳真) 
 E-mail 報名：service@glct.org.tw 

 傳 真 報 名：02-2599-7286 

*報名表傳真或 e-mail後，請洽電至本協會進行確認作業，電話：02-25997287 

注意事項 

 報名資格：學員需在職。(需提交「在職證明」) 

 結訓條件：缺席不可超過 9 小時。 

 取消報名與退費：已完成報名之學員，如欲取消報名，請於開課日前 7 天通知業務承

辦人，主辦單位將退還 80%課程費用；開課當天通知或未出席者，恕不退費。 

 依結訓條件完成結訓者，將由亞洲大數據決策發展協會頒發「大數據分析師」結業證書 

聯絡方式 

 聯絡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鄭小姐 

 聯絡電話：02-2599-7287 

 聯絡 E-mail：lydia.cheng@glct.org.tw 

  

 

mailto:service@glct.org.tw
mailto:lydia.cheng@glct.org.tw


美國 SOLE 國際物流協會台灣分會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亞洲大數據決策發展協會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Logistics             The Global Logistics Council of Taiwan    Asia Council of Big Date strategy Development 
Taiwan (Taipei) Chapter 

                  

4 

智慧物流-大數據分析與應用 報名表 

公司名稱  

聯絡地址 □□□ 

報名聯絡人  電話  行動電話  

項次 *姓名 職稱 *e-mail(必填) *行動電話(必填) 
1     

2     

3     

收據抬頭  

繳費金額 

協會會員/SOLE 學員 早鳥價$12,000   一般價$14,000 

一般學員 早鳥價$13,000   一般價$15,000 

共計______人，課程費用為_________元 x_______人 

學員產業 

業態 

汽車貨運業 航空運輸業  報關業 船務代理業  貨運承攬業 

海洋貨運承攬業  航空貨運承攬業 港埠業 普通倉儲業  冷凍冷藏

倉儲業 郵政業  快遞服務業 資訊業  設備業  其他:          

得知課程訊

息之管道 
協會電子報 親友推薦 報紙 網路廣告 官方網站 

 
報名方式 
 E-mail報名：service@glct.org.tw 
 傳 真 報 名：02-2599-7286 

注意事項 
 報名資格：學員需在職。(上課第一天需提交「在職證明」) 
 結訓條件：缺席不可超過 9 小時。 
 取消報名與退費：已完成報名之學員，如欲取消報名，請於開課日前 7 天通知業務承辦人，
主辦單位將退還 80%課程費用；開課當天通知或未出席者，恕不退費。 

聯絡方式 
 聯絡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 鄭小姐 
 聯絡電話：02-2599-7287 
 聯絡 E-mail：lydia.cheng@glc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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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暨個人資料提供同意書 

蒐集個人資料告知事項 

社團法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為遵守個人資料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個人資料予本社

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一、社團法人台灣全球運籌發展協會(以下簡稱本社)因協助亞洲矽谷智慧商業服務應用

人才培訓實務課程補助計畫目的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料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

居住或工作地址)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料。 

二、本社將依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依本社隱私權保護政策，蒐集、處

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料。 

三、本社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料。 

四、除蒐集之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本社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

料。 

五、本社將於原蒐集之特定目的、本次以外之產業之推廣、宣導及輔導、以及其他公務

機關請求行政協助之目的範圍內，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料。 

六、您可依個人資料保護法第 3條規定，就您的個人資料向本社行使之下列權利：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請求刪除。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社不負相關賠償責任。另依個

人資料保護法第 14條規定，本社得酌收行政作業費用。 

七、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料，本社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八、本社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料時，本社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九、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料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社留存此同意

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料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司上述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貴司蒐集、處理、利用本人之個人資料，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

目的之提供。 

 

立同意書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