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設計學程化 兼顧統計 管理應用
　統計系課程規劃首重理論的扎根與符合市場的需求，學程化將
系所課程分為三學程，分別為「工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
「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與「生物統計學程」，三學程皆各
具特色，提升專業與課程深度。
　工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結合經營決策學系及運輸管理學系
的課程，朝向品質管理、可靠度分析、生產管理與供應鏈管理四
大方向發展；商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結合經營決策學系、企
業管理學系、財務金融學系及經濟學系之課程，朝統計資料分析
應用、商業管理、行銷研究及投資決策四大方向發展；生物統計
學程－特規劃大四修讀生物統計課程，並結合上述兩學程選修科
目。訓練學生具有統計諮詢及實務資料分析之能力，培養具生物
知識的統計分析人才。

　　　           　開設專業證照課程 加強競爭力
　為增強學生就業競爭力，96學年度起開設「證券投資分析」課
程，由前康和證券資深協理邱志昌講授，輔導學生考取金融證
券投資證照，加強學生未來在就業市場上之競爭力，普獲學生
好評。98學年度起與經營決策學系合作開設「六標準差管理」課
程，為工業統計與管理學分學程提供認證課程。

 　　　             企業導師制 打造就業力
　為讓學生與社會企業接觸、擴增視野，不侷限於學術範疇，希
望藉由企業導師彌補學生實務上的不足。97年度起，大學部推動
「企業導師制」，每學年選出6位傑出系友擔任企業導師，每位
企業導師帶領4位將踏入職場的學生觀摩、訪問各家企業。在企
業導師的帶領下，學生能了解企業運作及高階經理人的成功之
道，系友也能對學生提供生涯規劃建議，學生並於訪問後繳交參
訪報告。
    
         　         師資陣容堅強  學術研究成績佳
　統計系擁有堅強的師資結構，專長分屬於工業統計、商業統計
及生物統計三領域。工業統計研究師資團隊，不論是師資人數結
構及發表文章質量皆佳。商業統計以應用為主，負責主持校內

「統計調查研究中心」，承接產官學計畫案，和以研究為主的其
他兩大領域團隊形成互補。
　此外，教師皆積極從事學術研究，追求自我成長，在期刊論
文、研討會論文與專書方面之學術著作發表表現出色，質量並
重。95至97學年度，教師國科會研究計畫共23件，教師發表學術
期刊論文共79篇，其中SCI、SSCI、EI三大索引論文共59篇，研
討會論文共51篇，其中兩岸研討會論文23篇及國際研討會論文21
篇。不論是國科會計畫通過件數，及發表在SCI、EI、SSCI上研
究文章總量，皆在私立大學統計系所中名列前茅。
　另外，據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基金會96年5月出版之評鑑雙
周刊第9期報導，近5年台灣WOS期刊論文「期刊影響係數」權重
積分統計結果，及97年7月公布近5年台灣地區2008 WOS論文統
計結果顯示，本校在數學學門（含統計與機率）排名前10名，研
究成績豐碩。

                     建立橋樑 畢業系友聯繫密切
　自96學年度起成立系友服務委員會，加強系友服務工作，並時
常邀請傑出系友返校演講與學弟妹互動，強化學生學習動機。除
了以電訪的方式，進行系友資料的建檔與更新，以利系友連絡及
系友回應相關建議用外，還會定期召開系友大會、班代表大會與
系友理監事會，提供系友服務與意見交流的橋樑，如：服務區、

系友衣料查詢、留言板等。系友網站上也會
主動提供系友就業資訊、相關活動報導，並
出版「統計人專刊」，強化系友對母系的向
心力與聯繫。透過系友會的合作，統計系也
安排規劃企業參訪活動、推動企業導師制
度，將學生帶到企業從事實務工作。每學年
不定期邀請業界人士蒞校演講，隨時提供學
生就業相關資訊及應準備之項目與建議。 

     致力國際與兩岸交流 增強實力
　統計系努力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與大陸西
南財經大學統計學院進行學術合作，共同舉
辦學術研討會，也推動師生互訪及合作研究
等；在與歐美學術合作方面，該系邀請到國
外知名大學教授如：美國路易斯安納大學法
拉葉分校的Nabendu Pal教授及美國韋恩州立
大學的梁大成教授分別於2005、2006年擔任
講座老師，並開設短期課程。
　此外，2007、2008年暑假，該系助理教授
陳怡如、陳麗菁分別獲邀前往美國范德堡大
學癌症生物統計中心短期研究；系上多位

老師於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發表論文及參與國內外學術期刊編輯工
作，不僅能與相關領域之研究者分享研究經驗及心得，更拓展統
計系國際化的視野。

                承接產、官、學專案計畫 服務社會
　為善盡大學社會功能，並樹立優良的社會聲望，積極鼓勵教師
承接各項研究計畫及諮詢服務，以擴大產學合作，發揮淡江的品
牌效應，並讓學生有機會參與老師們之各項專題研究，強化統計
運用於應用科學及社會科學，並擴增師生之研究範疇。如統計系
副教授溫博仕主持中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學會委託「九十六年度
全國職場健康促進暨菸害調查」、本校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
委託「96年淡江大學校友滿意度與就業概況調查」、系主任蔡宗
儒於2008年3月，接受鴻海精密股份有限公司蘇憲禹先生委託進
行工具量測之相關問題統計諮詢，並於2008年5月起，協助工業
技術研究院電子與光電研究所，進行加速壽命檢驗等相關研究問
題。教師在從事社會服務同時也能增進本身的專業知能，藉由服
務的過程中吸收實務知識，使專業得以成長。

                                  資訊化環境優質
　統計系教師皆配有專用研究室及每人一套的電腦設備，而研究
生也配有一間專用的研究室，並配有電腦共33部，提供研究生到
校與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此外，該系也購置個人電腦、工作站，
及備有統計相關軟體支援教學與研究，並裝有各大類型統計與數
學計算程式庫，以便支援系上教師及研究生的統計分析與數學計
算，且每年均向學校爭取高額的經費購置統計圖書，以求品質能
符合學生學習的需求。

統計系優秀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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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視窗

 南京大學民國史訪問團蒞校交流　

　大陸所於12日在SG319舉辦「南京大學民國史訪問團兩岸文
教研究座談會」，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張憲文
等4人蒞校，與本校大陸所學生進行交流。
　張憲文介紹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說明此行重點
為研究宋美齡的專題來台，希望該研究中心邁向國際化，所
以也歡迎台灣學生赴大陸研究。會中，大陸所學生紛紛針對
研究方法提問，曾赴哈佛大學研究的重慶大學新聞與文化傳
播學院副院長張瑾表示，淡江學生活潑、問的問題有深度，
都使她印象深刻，淡江圖書館提供的資源也已有世界級的水
準，稱讚學生在這樣的環境下念書，已具備基本國際觀了。
負責接待的大陸所副教授楊景堯表示，藉由學術交流，可
了解兩岸在研究上的相異之處，對學生及老師都是很好的學
習。（張友柔）

       蘭陽校園《《《《  智慧之園

       台北校園《《《《 知識之海

       淡水校園《《《《  知識之城

蘭陽新設English Corner 
　為增加同學英語會話能力，蘭陽校園於本學期特別開

設English Corner，聘請Jonas Rembert老師駐校與同學聊天；
風趣熱情的Jonas老師讓同學在沒有壓力的情境中學習，即日
起，每週二、四晚上6時至8時在蘭陽校園圖書館視聽室說講
英語－No Chinese！。（蘭陽校園）

       網路校園《《《《  探索之域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為了同學們的心
理健康，依據TQM規劃出完整的「諮

商輔導」流程，讓我們一起來看
　看吧！
　問：近幾年來，諮輔組為了能夠因

　 　 　應同學們對情緒管理、生涯規劃及人
　　　　 　際關係等問題的重視，不僅時常舉辦
　 　 　 　 　　相關活動，並逐年增加諮商輔導人員
　　　　　 　　　，為同學們解決各種疑難雜症，請
　　　　　 　　問這也是依循TQM的流程而規劃出來
　　　　　 　　的嗎？
　Ms.  Q答： 是的！為了讓同學們充分運用學務處提供的
「諮商輔導」服務，學務處依據PDCA流程規劃如下：
　P（Plan）--依據學校的教育理念，擬訂落實三級預防諮
商輔導工作計畫，（1）無所不在：建立校園危機處理標準
流程、設立24小時求助信箱、辦理各項心理衛生教育推廣活
動；（2）面面俱到：大一新生高關懷群篩檢、個案追蹤輔導
與管理、整合校園與社區資源；（3）永不放棄：特殊個案
協調會、危機個案處理、心理減壓團體（如團體工作坊）；
D（Do）--（1）無所不在：若同學長期處於情緒低潮的狀
態，只要上諮輔組網站登入「心理健康操」填寫資料與問
題，將會有專業諮詢老師針對你的問題提出適當的建議；
（2）面面俱到：以大一新生高關懷群篩檢為例，諮輔組將會
透過各種測驗歸類出高關懷群，結合導師制度針對學生在生
活適應及學業輔導上多加關懷；（3）永不放棄：結合二一預
警制度，請導師與學生約談其二一的原因，並與大一新生高
關懷群作交叉比對，視個案情況加以輔導；C（Check）--
針對個別諮商滿意度及各項心理衛生推廣活動回饋表進行分
析；A（Action）--依據分析結果修訂「三急預防諮商輔導工
作計畫」，並將改進方案納入TQM會議，進行追蹤列管改善
執行情形。
　各位同學若是有什麼煩惱，別忘了尋求諮輔組的諮商輔導
服務唷！（王育瑄整理）

Ms.Q之9 諮商輔導

　這本書，我讀過已近三十年，如今卻還帶著感動的心，
將它推薦給讀者。這就是「經典」超越時空的真理魅力。

它被譯成二十幾種文字，幾百萬讀者，從青年人到老年人，
只要有「心」，就會被感動；期待你也成為被感動的讀者。
　作者卡里˙紀伯侖，祖國敘利亞，青少年即隨家人移居美國。他是一個非常知
名卻又謎樣的文學家。有幾年時間，作品被認為帶有「叛逆」毒素，而遭祖國的
教會除籍、受政府放逐。其實，那就是紀伯侖不被虛偽、規格所綑綁的精神，純
真、自由與愛是他最主要的價值信仰。《先知》所要表現也就是這個精神。
　《先知》以寓言的敘述形式、詩的意象及節奏，藉先知阿穆斯他法在告別歐非
里司城時，向人們宣說了生命存在的真理：關於愛、婚姻、孩子、飲食、工作、
自由、快樂、痛苦、友誼、時間、美、死亡等，從物質到精神種種生命存在的問
題；紀伯侖都以他超越種族、國界而對全人類的愛與通透、鮮活的智慧，對這些
問題做出非常具有啟發性的回答。
　這本書說的雖然是人生哲理，甚至帶著宗教情懷，卻完全沒有教條腐味。因為
它出於作者純真而深切的存在感思，並且以寓言故事的趣味和詩歌意象、節奏的
美感，將讀者帶入情境中，各行體悟；真理也就隨人「自得」了。

書名：《先知》
（The Prophet）
作者：卡里˙紀伯侖
（Kahlil Gibran） 
譯者：王季慶 譯
出版社：純文學出版社
索書號：864.751 /8767 /8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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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顏崑陽 中文系教授

的品質管理

促跨國雙學位學制 強化國際競爭力

外卡效應在淡江－ 文／戴瑞瑤、王育瑄、施雅惠、柯俐如

　為配合教育部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與鼓勵本國學生
出國留學政策，本校特別與多所姊妹校簽署跨國雙
聯學制(joint degree)或雙學位(double degree)合作計
畫。所謂跨國雙聯學制與雙學位係指藉由本校與國
際姊妹校簽訂之協議，兩校學生得於修滿規定學分
數與修業年限後，至對方學校繼續進修，在完成兩
校修業規定後，獲授予兩校學位。
　本校自92學年度起，與馬來西亞韓新傳播學院、
新紀元學院等4所傳播學院合作進行雙聯學制。施
行至今，該4校業已有10餘名學生進入本校修習3、
4年級課程，並先後以優異成績畢業，取得本校學
士學位。在跨國雙學位部分，目前本校業已與美國
維諾納州立大學、法國里昂第三大學、澳洲昆士蘭
大學等9所姊妹校簽署雙學位學術合作計畫。本月
初，國際事務副校長戴萬欽甫代表校長張家宜出席
日本麗澤大學50週年校慶，與該校簽訂了2+2雙學
位協議書。本校大學部同學可望於不久的將來，在

本校修讀兩年後，再赴該校留學2年，即可獲授予
兩校雙學士學位。此計畫將大幅提升本校同學的日
語能力與未來就業競爭力。
　本校跨國雙學位學制的成果愈來愈豐碩，但有關
雙學位的申請，除了學業成績以外，外語能力亦有
一定的比重，許多學校均嚴格要求托福或相關語言
檢測的成績，而外語能力也往往成為同學裹足不前
或無法如願入選雙學位的瓶頸。因此，為鼓勵同學
努力加強外語能力，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即將推出多
項英語加強班與英檢課程，同學應把握增進外語
聽、說、讀、寫能力的良機，多多自我充實，並積
極參與外語檢定考試，強化競逐雙學位計畫的籌
碼，以在未來甄選中脫穎而出。
　綜觀跨國雙學位學制的優點，在於增進國際學術
合作、拓展國際視野及強化國際競爭力。藉此計
畫，同學們得以在同樣的、甚或更短的修業年限
中，在國外名校修習研究，與世界各地菁英聚首一

堂，不僅在專業領域上得以精進，亦可接受不同文
化的陶冶，體驗學習他國的邏輯思考模式，增進外
語能力，養成獨立自主的能力和開闊的眼界與胸
襟，進而提升自我競爭優勢。
　跨國雙學位計畫是本校國際交流暨國際教育處近
年來首要任務之一，積極的計畫如下：一、與本校
多所姊妹校密切聯繫，積極爭取建立雙學位合作協
議。二、讓各學院系所詳細了解本校與姊妹校合作
辦理雙學位的實施方法與推動機制，拓展雙學位計
畫，以提供本校更多元、更豐富的國際學術合作交
流計畫之目標。三、辦理雙學位說明會，甚至與國
際姊妹校合作推出跨國視訊雙學位說明會，協助同
學加入雙學位計畫的行列，奠定厚實的基礎，開展
美好的願景。
　國際化是淡江三化政策之首，也是國交處主要任
務，希望此次雙學位機制的強化，帶給淡江國際化
嶄新的一頁。

 　成教部培訓性別平等教育專業人員
　台北縣教育局委託成教部辦理「98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專業
人員培訓班」分別在8月13日起至9月17日、10月8日起至11月
12日在台北校園開班，參加學員是台北縣中小學教師，由本
校相關專長的英文系系主任黃逸民、通核中心教授徐佐銘、
講師黃文智及諮輔組組長胡延薇等授課，主題有關性別平等
意識、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平等教育之行政運作與整合、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設計實作與教學、性別平等安全校園空間
之建構及性別與多元文化、性別與生涯發展等課程。（進修
教育中心）

　本校統計系自民國52年成立，迄今已逾46年，以培育合乎社會
需求的統計專業人才，提供理論統計與應用統計的訓練為系所宗
旨。
　本校把歸於商學院的統計納入管理學院之中，提升學生資訊整
理、分析、歸納和利用網路資源進行數位學習的「資訊力」，統
計系學生除了統計專業也融入管理應用。而獨特的學程化課程設
計，除了加強學程專長，也加深了課程方面的深度。企業導師制
與承接產、官、學專案計畫則縮短學術與企業的隔閡，同時也致
力國際、兩岸、跨系、跨校的交流，提升系上實力與知名度。
　所以本校統計系未來出路極為廣泛，可從事金融、證券、保
險、生物科技等行業，或擔任行銷企劃、市場調查，亦可任職於
政府機構，或擔任高科技產業之品質管制工程師及專案工程師等
工作。另可報考精算師、品質技術師、品質管制工程師、可靠度
工程師、專案工程師、財務工程師等金融相關專業證照。

企業導師制 系友引領就業之路
統計

（統計系優秀系友眾多不及一一刊載。） 資料／統計系提供

　  教學助理教學講座即起報名
　為精進教學助理教學專業成長，學習與教學中心將

於29日下午2時在覺生綜合大樓 I501室舉辦「教學助理教學
系列專題講座：鴨子從此不聽雷—適應不同學習風格的教學
策略」，邀請中央大學副教務長暨資訊工程學系教授楊鎮
華，將講授應如何配合學生的學習風格，協助其建立適性化
學習，以提升教學助理課堂教學之成效。即日起至26日受理
網路報名，詳情請至http://163.13.42.154/xms/查詢。（莊雅
婷）

姓名 現任職務
夏銘賢 國華人壽董事長
陳輝逢 上華市場調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蕭景夫 健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黃壽椿 交通部副統計長
潘隆政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副總經理
周詩添 東森購物稽核襄理
黃世祿 台北國際商銀副總經理
吳純純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
陳志欣 商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區總經理
杜明翰 台灣世界展望會會長
吳再益 台灣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莊清芳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主任
謝國雄 台灣固網(股)有限公司執行副總經理兼財務長
蔡俊法 南山人壽經理
王羲之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副理
石明煌 北城證券副總經理
林豐政 宜蘭大學應用經濟系副教授兼主任
蕭碧燕 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投暨顧問商業同業公會秘書長
路繼先 成功大學統計系副教授
潘朝宗 富邦產物保險副理
胡淑貞 國際紐約人壽總裁營業處處經理
蕭文瑜 仲昌電機(股)公司董事
許錦緞 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美容經理
黃賱評 寶來證券副總經理
蔡筱婷 帝亞吉歐(股)公司行銷經理
尹翠華 德銀遠東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法人營業部副總經理
林培鎰 台灣資生堂行銷部經理
陳坤盛 勤益科技大學校長
劉玉蘭 暢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錢志遠 台灣易普索市場調查研究(股)公司總經理
藍玉玲 東華大學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助理教授
侯惠月 東森得意購營運分析處經理
洪哲裕 美商史丹索特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彭福海 光動力科技(股)公司業務部經理
王永澍 台灣富邦銀行產品營運部經理
陳錦華 中國醫藥大學生物統計研究所助理教授
王俊毅 亞洲大學健康暨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李國龍 瑞士銀行助理副總裁
蔡慧瑩 元培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楊千慧 元培科技大學企管系助理教授
陳麗娟 新光人壽商品開發部專案襄理
王獻正 驊訊電子品管生產部經理
張晏嘉 日月光品保工程師
黃廉丞 中華映管品管組長
蘇志仁 台塑生醫科股份有限公司臨床實驗事業部資料處副理
林雅婷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薪資福利處經理
劉艾薇 TVBS公關宣傳組組長 

遠距組辦說明會 增進語練助教專業能力
　為協助本校語練課程助教順利使用語練教室及英文語練
網，遠距教學發展組於10月13日、22日在L106教室分別舉辦
「英文語練網操作說明會」及「語練教室說明會」。近20位
語練課程助教參與，研習活動主要目標為增進各助教在語練
教室系統上使用順利、英文語練網的操作說明及針對大一英
聽實習課數位教材之推廣，促使助教更加瞭解校內可使用的
資源，達到教學最優化，實地瞭解語練教室系統的與英文語
練網平台操作，培養助教之專業教學能力，進而提升本校英
語教學之品質。（遠距組）

嚴師出高徒！培養清晰的邏輯

　統計系推動企業導師制，系友暢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劉玉蘭（左三）為企業導
師之一，於97年11月帶領學生參訪威寶電通股份有限公司。（圖／統計系提供）

TVBS公關宣傳組組長 劉艾薇
　學統計對我最大的影響為邏輯思考方面，清晰的邏輯可加強整
合與組織能力。唸統計系好處除了對數字的敏感度高之外，還
能學習到微積分、會計與統計，在日後的工作上有很大的應用
機會，雖然無法輕易了解，但還是要認真學習。而班級若有培養
好的學習氣氛，同學們間互相討論課業，就可提升自己的學習成
果。具有這些專長，之後畢業到職場就有與他人競爭的條件。

東森得意購營運分析處經理 侯惠月
　記得當時，雖然老師教學嚴格，但是能學習到許多專業知識，
黃炳煌老師每次考試出的題目都很靈活，所以一定要融會貫通才
可拿高分，因此使我獲得更多實際的應用。到職場後，發現相較
於他人，統計系擁有一大優點就是不會害怕數字，幫助我的邏輯
思考與歸納能力。所以在學期間一定要把基礎打好，還可考取證
照以證明自己的能力。學統計一定要學以致用，當年就讀統計系
時，系上與外界接觸方面較弱，如今企業導師的制度提供學生實
際操作的機會，對學弟妹進入職場有更大的幫助。

台灣易普索市場調查研究（股）公司總經理　錢志遠
　淡江統計系教授著重數理統計，也相當重視理論，雖然學習較
辛苦，但跟他校統計系相較，我們的基礎很厚實，在理論的推演
上也更懂得變通。最引以為傲的是母校的先見之明，因為當時電
腦尚未普及，但母校的電腦計算機設備已相當齊全，再加上大一
必修的計算機概論，大二、大三結合統計應用的程式語言相關課
程，都為我們在未來的就業上打下良好的基礎。即使到了大四，
系上的老師們在課業上的要求也不會有所鬆懈，反而更加要求同
學們的課業，就是因為如此嚴格的訓練，才會「嚴師出高徒」！

北城證券副總經理 石明煌
　我高中時就對數字的運用很有興趣，又因統計系老師教學嚴
謹、仔細，更加深我對數字的喜愛，所以我除了在大學時期擔任

系上統計研習社社長之外，也接任商管學會的幹部，這些機會除
了提供我與學長姊、學弟妹相互切磋與討論學業外，在人際關係
與情緒管理中，懂得考慮對方立場並給予關懷，是我獲得最寶貴
的經驗，直至今日在職場上在與人互動時，仍有很大的幫助。

台塑生醫科股份有限公司臨床實驗事業部資料處副理　蘇志仁
　系上老師的經歷豐富多元，在工業、行銷、生物統計都有各自
擅長的領域，再加上老師們教學很認真，讓我們在就學期間增廣
了很多見聞，有助於未來就業的發展。其中，我最感念的是吳錦
全老師，他的教學範圍很廣，並且會用許多的觀念及想法啟發學
生，讓同學在未來的發展上更有彈性。此外，學校提供的設備都
很不錯，尤其是系上需要使用到的許多軟體都一應俱全，讓我們
在這塊領域有更深厚的基礎。

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統計主任  莊清芳
　在當時大學錄取率只有20%的情況下，我考上淡江統計系，從
認識到產生興趣，淡江大學成為人生一個重要的轉捩點！而且我
和同學間的感情都很好，常在互助館宿舍串門子，或一起去圖書
館K書。猶記得歐陽良裕老師，擁有豐富的教書經歷，深知學生
的素質及需求因材施教，獲益頗多。當時系上積極培育為國家服
務的人才，所以我在民國70年考到高考第一名的佳績後，退伍第
二天即順利進入公家機關上班。

台灣雅芳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美容經理 許錦緞
　統計課程幫助我強化邏輯、思考及組織能力，對於數字分析能
力也較得心應手，例如財務報表等工作都有助益。我也學習到數
據的調查，幫助我做市場的分析，如今才能當機立斷下決策。在
淡江求學時，我曾半工半讀，從市場調查工作中學習到許多寶貴
的經驗，不但鍛鍊膽識，也是一種磨練與耐力考驗，有助於訓練
表達能力與人格發展。建議系上師長能與校外企業家多合作，爭
取實習機會，幫助學弟妹增加實務經驗，有助在職場的競爭力。

專精 應用管理 縱橫各業

本校統計系副教授溫博仕
　同學在求學時期有實作課程是很重要的，這使他們能先初步了
解外部公司的問卷設計和細節，日後從事相關工作時，也較其他
未受過相關學習的同學先行接軌，更重要的是，做數據的統計分
析和資料蒐集應用中，必須謹慎專心，這是無論是否從事調查研
究都須培養與具備的能力。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薪資福利處經理 林雅婷
　系上老師教學非常仔細、嚴格。溫老師對於課程的掌握與資料
的分析都相當有系統，並給予學生思考空間與實作練習，當時我
參與市場調查的實作課程，培養出對資料分類與分析的能力。大
學期間，我還參加國泰人壽教育訓練中心的實習，對我的影響很
深，藉由實習，了解興趣的所在，因此鼓勵學弟妹積極參與各種

實習機會，除了能了解是否適應該企業工作的營運外，更能加速
對職場的適應能力。

暢網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劉玉蘭
　我現在的這份工作與行銷相關，必須做問卷調查和資料分析，
大學時期的統計課程，培養我對數字擁有極高敏銳度，尤其是溫
博仕老師課堂上提供的實作機會，還到高雄及台中做實地的問卷
調查，令我印象深刻，藉由自己設計的問卷檢視自己的盲點，最
後再一同整合與分析各項問題，因此當完成這一項作業時，很有
成就感！溫老師教導的問卷設計與分析，直至今日對於工作還是
很有幫助，尤其在行銷方面，能確切的抓住重點，了解顧客的需
求，這使我受用無窮。

實作課程強化分析 校友讚「受用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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