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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一頁 列印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NATIONAL KAOHSI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授課大綱　Syllabus  

部別 : 日間部碩士 110學年度第1學期 列印日期 : 2021/11/09

中文課程名稱 : 行銷研究與資訊分析 英文課程名稱 : Marketing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授課教師 : 郭訓志

 開 課 班 級 : 國管學程一甲   學　　分  : 3.0 授課時數 : 3.0

 合 班 班 級 :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本課程是針對主修國管學程碩士班學生所開設。本課程的目標如下： （1）數據分析工具-R語言的程式設計 （2）市

場研究和數據分析的基本統計技能 （3）運用統計技能進行行銷研究和資料分析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This course is intended for students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he

goals for this course are as follows: (1) to introduce the data analysis tool R programming (2) to

introduce basic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market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3) to introduce advanced

statistical techniques for market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本課程設計予國際管理碩士學程的研究生，旨在學習以數據分析工具-R語言的程式設計，用以進行市場研究和數據分

析。 修習課程後，學生應能將本課程所學習到的技術、概念以及方法結合運用，進行分析行銷研究資料。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to introduce the data analysis tool R programming to 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Program for market research and data analysis. After

completing the course, students should be able to apply the techniques, concepts, and methodologies

learned in this course to analyze marketing data.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中) 核心能力名稱(英)
核心能力
百分比

備註

瞭解企業實施組織再造的重

要性 
   

1.瞭解企業實施組織再造的重要性 2.瞭解管理

在設計組織再造過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瞭解

IT在實施組織再造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

學習各種執行企業再造的方法的優劣。 

了解到國際間關於智慧財產

權的政治、經濟與科技與法

律的能力 

   

讓學生了解國際間基本重要的智慧財產權規

範，透過閱讀、討論與課堂報告，讓學生充分

了解到國際間關於智慧財產權的政治、經濟與

科技與法律面向 

具備將應用供應鏈的相關方

法於實際的環境中的能力 
   

期望能探索有關供應鏈設計與管理的相關主要

議題，而本課程之主要目標是介紹供應鏈管理

的基礎理論與實務，隨著課程的進展，學生期

能應用供應鏈的相關方法於實際的環境中。 

國際投資與金融環境的意

義，理論與實務的觀念 
   

1.國際投資與金融環境的意義，理論與實務。

2.國際投資，資產計價與市場均衡。 3.國際股

票市場的投資。 4.國際固定收益證券及衍生性

金融商品的投資。 5.國際投資的策略，組織與

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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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分析與規劃各個國際市

場之資源運用能力 

    引導學習者在面對國際經營環境之差異下，設

計一有效能的管理架構，使得企業能有效地整

合其可運用的資源，以滿足各個國際市場的需

求，進而建構企業的優勢地位以及達成企業的

經營目標。 

論文撰寫能力     

蒐集國內博碩士論文，並研判有續後發展潛力

之研究題目；以師生相承之訓練方式漸次培養

學生有獨立進行社會科學研究之能力。 

英語能力     

語文能文是所需具備的必要能力之一，用意在

於加強學生全英文溝通能力(包括說、聽、讀、

寫的能力)且規定畢業生須用英文撰寫畢業論文

與進行口試。 

無英文核心能力資料。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R for marketing research and analytics, 2nd ed.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Chapman and Feit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Springer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8.參考書

1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TBA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
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課程介紹 Introduction and
Overview 

  https://meet.google.com/xmo-
bzmx-dyt 

 R語⾔導覽 Introduction to R   https://meet.google.com/xmo-
bzmx-dyt 

 基本R語⾔程式設計 R Basics    

 資料描述 Describing Data    

 連續變數間的關係描述 Relationships Between
Continuous Variables 

   

 群組比較:圖表技巧 
Comparing Groups:
Tables and
Visualizations 

   

 群組比較:統計檢定 Comparing Groups:
Statistical Tests 

   

 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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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中評量 Midterm Evaluation    

 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資料複雜度縮減(主成分分
析) 

Reducing Data
Complexit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資料複雜度縮減(因⼦分析) 
Reducing Data
Complexit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資料複雜度縮減(因⼦分析) 
Reducing Data
Complexity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分群技巧 Clustering    

 分群技巧 Clustering    

 分類技巧 Classification    

 待宣布 TBA    

 期末報告 Final Evaluation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作業, ---------------------- 30 % 期中考, -------------------- 30 % 期末考, -------------------- 40 %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Homework, ------------------- 30 % Midterm, ------------------- 30 % Final, --------------------- 40 %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每位同學必須： 1. 參加每節課， 2. 課前預習， 3. 課後花足夠的時間在復習和習題練習上， 4. 當你課堂上有問

題時，請立刻提問。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You are expected to 1. attend every class, 2. preview before class, 3. spend enough time to review and

do exercises after class, 4. ask question immediately in class when you have one.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