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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320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3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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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國立嘉義大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6年3月17日

發文字號：中大管字第10636900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A09570000Q10636900100-1.pdf)

主旨：檢送中央大學企業資源規劃暨大數據分析中心舉辦「中央

大學教學聯盟暨認證說明會」，請惠予公告並鼓勵貴校商

管學院或資訊相關科系教職員生踴躍前往，請查照。

說明：

一、說明會謹訂於106年4月10日(臺北場)，106年4月12日(臺

中場)，106年4月13日(高雄場)舉辦，邀請貴校相關教職員

生踴躍參與。

二、106年4月10日(一)臺北場舉辦地點為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106年4月12日(三)台中場舉辦地點為昭盛52行館，106年4

月13日(四)高雄舉辦地點為君鴻國際酒店，說明會議程與

交通資訊詳見附件。

三、報名方式:

(一)線上報名: https://goo.gl/vYVupr

(二)紙本報名表

１、傳真:03-4264250

２、電子郵件: ncu_erp2@mgt.ncu.edu.tw

四、懇請將說明會訊息轉知相關系所(資管、企管、工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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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學院各系所)與研究中心，並公布於貴校相關網站上。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含大學系統)

副本： 2017-03-17
11:06:41



     Beyond ERP 

2017 中央大學教學聯盟暨認證說明會 

一、 活動宗旨 

中央大學 ERP 中心為全亞洲第一個以 ASP 模式運作的 SAP 教學資源中

心，並積極將這套全球最多大企業使用的 ERP系統，推廣至校園。迄今已

成功地幫助 30 幾所大專院校建立了以 SAP ERP系統為基礎的完整課程。  

2016年為因應時代趨勢，增加大數據分析及設計思維相關業務，正式

更名為「企業資源規劃暨大數據分析中心」，並且引進更多企業管理相關

系統，增加學生知識學能以及教師授課選擇。今年更成立 SAP S/4 HANA

學生團隊，積極發展 SAP S/4 HANA，為了培訓更多雲端人才，中心將於首

次開辦 SAP HANA 人才培訓暑期營，讓學員了解基礎概論，並且實際在系

統操作。 

中心為推動全方位企業資源規劃及大數據分析教學，更引進了以下相

關教學內容： 

1. 中心與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QUT 合作引進 ERP之外的系統(Data 

Analytics、Mobility、Cloud、HANA)，邀請各大專院校共同加入 SAP

大學聯盟。 

2. 中心於今年度正式與國際知名軟體系統公司 Saleforce.com 合作推廣

雲端 CRM軟體，此套 CRM軟體在國際市占率非常高，中心將以此創造國

內大專校院內推廣 CRM相關教學及人才培育的新契機。 

3. 為了因應 BIG DATA 大數據分析時代來臨，中心與賽仕電腦合作推廣 SAS 

EG 中文認證，為全台獨家擁有 SAS 認證考試的認證中心，深耕校園內

部認證推廣，讓教師推動更加得心應手，學生學習也能得到深厚的成就

感。於 2016 舉辦認證至今，已有近百餘學員考取認證。 

～歡迎全國大專校院相關教學老師及學生共襄盛舉～ 

二、 活動內容 

【企業系統入門教學】 

中大 SAP 教學聯盟計畫 

【超越 ERP】 

QUT SAP 系統服務介紹 

【新系統新展望】 

Salesforce.com CRM 系統聯盟介紹 

【大數據時代來臨】 

SAS EG 中文認證 



三、 舉辦日期 

1. 臺北場 2017年 4月 10日 (一) 13:30-16:00 

2. 臺中場 2017年 4月 12日 (三) 13:30-16:00 

3. 高雄場 2017年 4月 13日 (四) 13:30-16:00 

※下午一點整即可到場簽到 

四、 邀請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之教師及職員皆可參與。凡參加認證說明會教師，皆可取得

SAP ERP EHP7.0 系統，一個月測試帳號(需現場場簽到，帳號資訊將於會後

聯繫與提供。) 

五、 舉辦場地 

1. 2017/04/10(一) 臺北場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 (拉斐爾廳) 

100羅斯福路四段 85號 B1(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2. 2017/04/12(三) 臺中場   

昭盛 52行館(第一會議室) 

403台中市西區忠明路 52號(台灣大道與忠明路交叉口) 

3. 2017/04/13(四) 高雄場 

 君鴻國際酒店(原高雄金典酒店 41F-星河廳) 

802高雄市苓雅區自強三路 1號 37~85樓 (新光路口) 

六、 報名方式：(亦可接受當日現場報名) 

1. 附件報名表直接傳真至 03-4264250張小姐 

2. 線上填寫報名資料: https://goo.gl/vYVupr     

 

    報名網址 QR Code  

七、 聯絡方式： 

TEL：(03)422-7151 #26261 張小姐 

FAX：(03)426-4250 

E-mail：ncu_erp2@mgt.ncu.edu.tw  

https://goo.gl/vYVupr
mailto:ncu_erp2@mgt.ncu.edu.tw


 交通資訊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交通資訊： 

[地點] 拉斐爾廳 

[地址] 106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B1(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電話]  (02)2363-5868 

 

捷運 

1. 捷運新店線 公館站 2號出口，2號出口左轉 (步行 2分鐘) 

公車 

1. 捷運公館站一 (羅斯福路)：254 

2. 捷運公館站(公車專用道-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0(直達車)、

284、311、505、530、606、 

自行開車 

1. 國道一號： 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

續行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側「台灣

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2. 國道三號：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

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昭盛 52 行館交通資訊： 

[地點] 第一會議室 

[地址] 403台中市西區忠明路 52號(台灣大道與忠明路交叉口) 

[電話]  (04)2315-6656  

 
 

自行開車者 

中山高 --- 中港交流道 --- 直走臺灣大道二段 --- 忠明路左轉 --- 約

100公尺到達飯店。 

客運 

SOGO百貨站或科博館站下車 --- 往忠明路右轉 --- 約 100公尺到達飯店 

高鐵 

搭乘免費接駁車至 SOGO百貨站(科博館站)下車 

火車 

搭乘客運往東海大學方向，於忠明國小站下車，步行約 100公尺到達飯店。 

 

 



 

 君鴻國際酒店(原高雄金典酒店)交通資訊 

[地點] 41樓星河廳 

[地址] 高雄市自強三路 1號 37~85樓 

[電話]  (07)566-8000 

 
自行開車者 

於高雄端出口下中正交流道。直走右轉三多一路，車程約 15分鐘。左

轉自強三路後，至新光路右轉即抵達 

高鐵-左營站 

搭乘至高鐵左營站。轉乘捷運紅線至捷運三多商圈站。從2號出口出站，

直行右轉新光路。直行右轉新光路，步行約 8~10分鐘。 

台鐵、客運-高雄站 

搭乘至高雄車站。轉乘捷運紅線至捷運三多商圈站。從 2號出口出站，

直行右轉新光 路。直行右轉新光路，步行約 8~10分鐘。 

捷運-三多商圈站(R8) 

搭乘捷運紅線至捷運三多商圈站。從 2號出口出站，直行右轉新光路。

直行右轉新光路，步行約 8~10分鐘。 

公車-85大樓站/捷運三多商圈站 

 紅 16、70(三多幹線)、83、100。抵達迄站後，步行約 5~10 分鐘。 

  



 

 

2017 中央大學教學聯盟暨認證說明會報名表 

場次 □臺北 2017/04/10(一)   □臺中 2017/04/12(三)  □高雄 2017/04/13(四) 

學校    

系所  職稱  

姓名  e-mail  

手機  

學校電話  分 機  學校傳真  

通訊地址  

歷年所開設

課程 
 

目前學校是

否已有其他

ERP 系統 

□有，使用系統為：______________    □無 

如何得知此

訊息 

□學校發文  □同事朋友告知  □網頁搜尋  □宣傳文件   

□其他___________ 

諮詢專線 (03)422-7151 #26261 張小姐 傳 真 (03)426-4250 

其他  

 

線上報名：https://goo.gl/vYVupr 

 

報名網址 QR Code 

 

https://goo.gl/vYVup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