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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CO攜手元智大學工管
系培訓智慧型資料分析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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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BCO announced to work with Yuan Ze University 
about Industrial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on 
Feb.12 and they will introduce TIBCO Spotfire, the 
smart analytics tool for Data Visualization, to conduct 
a research and open professional course for 
information tool.

TIBCO Spotfire is the analytics tool for Data 
visualization which YZU introduces to teachers and 
students for the first time. It is helpful for students’ 
future research and career if they can learn to use the 
international software, and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triple-win outcome. Starting from the TIBCO Spotfire, 
YZU expects to contribute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TIBCO and brings in more advanced software.

【本報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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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科學當道，應用領域多元化，專業人才的培訓也刻不

容緩。TIBCO於2/12上午宣佈與元智大學攜手合作，鎖定

工業工程與管理領域，引進智慧型的資料視覺化分析工具

TIBCO Spotfire，進行專題研究及開辦專業資訊工具課

程。

TIBCO與元智大學之間的計劃合作目的在於協助工業工程

與管理系的學生和教師。 TIBCO Spotfire解決方案平台將開

放給元智工管系學生，並將接受TIBCO工具的實作練習，

支援各種資料分析技術，為未來的研究和就業做好準備。

(TIBCO Alan Ho總監與元智工管系梁韵嘉主任簽訂合約/
照片由本報提供)

TIBCO亞太及日本區總經理Melissa Ries表示，資料分析逐

漸成為全球重要的新興趨勢，擁有合適的技能和人才是一

項緊迫的挑戰。作為推動數位商業發展的領導者，在培養

資料分析領域專業人才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此合作案中，

元智學生將透過實作進行學習。TIBCO表示，很榮幸能與

元智大學一起合作，致力於培養學生的專業能力，並成為

台灣第一個大專院校的合作案例。Melissa Ries說，製造業

牽涉到複雜的製程以及龐大的機器設備，我們的解決方案

可幫助製造商藉由掌握流程中的瓶頸，根據即時現況隨時

主動調整產線。畢竟提高整個製造系統的靈活性就是智慧

製造的精髓所在。

TIBCO Spotfire方案將會被運用在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

學系的五大重點發展領域，包括智慧型生產、行動科技與

雲端運算、人因工程及設計、全球運籌管理、大數據分

析。老師和學生將可採用TIBCO先進的解決方案來規劃各

自的研究專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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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未來也將TIBCO 

Spotfire納入專業資訊工具課程，規劃至少10小時的實際上

機教學，預定今年上半年就會開放工管系學生參加，希望

藉由短期的密集課程讓學生迅速掌握軟體的使用操作，進

而讓TIBCO Spotfire更快普及到不同的研究或應用領域。

(與會人員合影/照片由本報提供)

元智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系主任梁韵嘉表示，元智工

管系的教育理念是培育具備工程技術與管理科學之系統整

合人才，讓傳統工業管理的核心課題如品質管理、生產管

理，能與科技發展密切結合。TIBCO Spotfire是元智首度引

進及開放全系師生使用的資料視覺化分析工具，學生在校

時就能學習國際級軟體，對於未來研究或就業都有助益，

可望帶來三贏的成效。此外，TIBCO的解決方案讓元智師

生在學理和實務都有很大的成長，產品的高市占率也有助

於提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期許以TIBCO Spotfire為起點，

累積良好的合作經驗，做為未來與TIBCO長期合作及引進

更多先進軟體的最佳基礎。

TIBCO除了與元智大學的合作外，也持續與亞洲地區不同

大學合作，為學生提供未來資料分析所需的相關技能與知

識。

有關TIBCO

TIBCO為透過相連的智能雲平台， 為數位商業注入能源，

實現更佳的決策和更快、更智慧的營運。從應用程式界面

API和系統到設備與人員，我們將一切相互連接，隨時隨

地獲取資料，並通過深度觀點分析增強商業智慧。全球數

千個客戶依靠我們建立值得信賴的用戶體驗，注入營運動

能，並推動企業創新。更多TIBCO資訊，請參考

www.tib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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