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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文者：如正本行文單位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04 日 
發文字號：SCG-OM 2016-10-0401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品評數據分析與實務應用研習課程 

 

主旨：謹訂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8 日至 105 年 11 月 10 日舉辦「品評數據分析

與實務應用研習課程」擬請協助公告周知，並轉知 貴屬教師與博(碩)

士生踴躍報名參加及給予參加人員公差假，請 查照。。 

說明： 

一、時間：民國 105 年 11 月 8 日至 105 年 11 月 10 日 

二、地點：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 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三、報名方式：請於民國 105 年 11 月 1 日前至以下網址線上報名並完成報

名程序。 

http://www.e-sinew.com/sinewclass/classshowscg.php?classID=50 

四、詳細課程資訊如附件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院校 

 

地址：30062 新竹市食品路 25 巷 26 號 
聯絡人：汪毓屏 
電話：03-5733684 
傳真：03-5739579 
電子信箱：silvia.wang@e-sin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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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08~11/10

品����析
與�計��。

◎

�程簡介：

　���感官�析的四大�本要求中�

�一項即為�計應�，可見�計工��

感官�析應�之重要。在����顧�

��有限公司的感官�析�訓系列�程

中���程�求的�二�。　　

　　感官�析已是�業在�發/品�/�銷功�

上的重要工�之一，要如���品��提�的

��與�訊有�，必須�感官�析��人��

�作��，才�透過��的�法，��觀的工

���群的主觀，透過品��量�出�。��

計�析工作，就是透過�嚴���的�法，�

���成有結�的�述。

　　與感官�析��的�計中，除���本的��

��(ISO)�計�法(��各感官�析�法特有的)

之外，多�量�計�析�法已成����，本�程

因此將囊括�計�本應概�、一�常�的�好��

��適合����計軟��作、一�常�三角��

�順����計軟��作、多�量�好�地�

(preference mapping)�計軟��作、多�量偏

�小平�法(PLS/LPLS)等�計軟��作等�程。

Training
Conterences

�程亮點：

1.一次給予�確��多項�計�法的三��程。
2.集合三�專業�師�專���。�助軟��你不必���計背景不�。
3.���計�法��雲�軟�，�隨�隨地隨人都可以應�。
4.有利��業提�感官�析�，��處理與�計�析的�力。

�程�名：http://www.e-sinew.com/sinewclass/classshowscg.php?classID=50

感官�析應�系列

��周 �士 
Dr. Newton Yau

上�地點：

新�市食品�331號

食品工業發展�究��究
大�一�會議�

����顧�(�)公司 首席顧�
SCG感官品���� ���負責人

�程�師

��� 顧� 
Sandra Huang
����顧�(�)公司 ��顧�
SCG感官品���� 品�主�

�與�象

1.各高中職與�專院�食品�

  餐飲���師與����在

  �之�究�。

2.各�業���作人�。

劉伯康 �士 
Dr. Bo-Kang Liou
中臺��大�食品��系 專�助理��

　*本課程需自備筆電並請上課學員
　　事先下載 unscrambler及x-stat
　*本�程�提�電子版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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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析應�系列◎

��本�程�師群

��周 �士 
Dr. Newton Yau

首席顧�

����顧�(�)公司

���負責人

SCG感官品����

��：

��岡州�大� 食品��暨感官�� �士

��岡州�大� 食品��暨感官�� �士

經�：

現�Food Quality and Preference 等�刊

��審查�、��農業部計畫審查�，��

�食品工業發展�究��究�，��感官品

����究與��感官合作�究�食品產業

�術服�等工作，�輔�過多家知名�業。

品����析與�計��。

劉伯康 �士 
Dr. Bo-Kang Liou

專�助理��
中臺��大�食品��系 

��：

��密蘇里大�������食品�� �士

 ��密蘇里州�廉�德大� ���士

��中興大�食品�� �士

經�：

����密蘇里大�������食品��系

�究助理�品�����理�、新�食品��

發展�究���究�。

��� 顧� 
Sandra Huang

��：

 靜宜大�食品�養系 �士

經�：

曾�元�科大、中台科大、南台科大及靜宜

大���講師，科�顧問研發部主�、大�

鯊育��業公司食品�業部研發品管經理、

喬志亞食品廠研發部專員，及食品工業發展

研究所�術組�研究員��輔�多家�業�

�感官�析�作與�術服�等工作。

��顧�

����顧�(�)公司

品�主�

SCG感官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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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析應�系列

品����析與�計��。

◎

�程�名：http://www.e-sinew.com/sinewclass/classshowscg.php?classID=50

09:00~09:50   

 session 1 感官品��法與��收集簡介

�師：��周 �士

─各感官�析�法簡介、�法產���意義、

　��收集�式。

10:00~10:50    

session 2 感官品��計架構介�

�師：��周 �士

─從��設計����計�析�結�的步驟。

Day 1�程�

11:00~11:50    

session 3 品���的特�與���概�

�師：��周 �士

─感官��特�、�器�析��特�、���

　�析的�題。

13:10~14:00   

 session 4 品���特有的�計法I-

�師：��周 �士

─９���好����法設計、��收集、軟�

　�計�析等�作。

14:10~15:00    

session 5 品���特有的�計法II-

�師：��周 �士

─７��適合����法設計、��收集、軟�

　�計�析等�作。

15:00~16:00    

session 6 品���特有的�計法III-
　　　　　　　　　　　　異同�定（含�作）�師：��周 �士

─三角��法�順���法設計、��收集、軟

　��計�析等�作。

　　　　　　　　　　　　適合�（含�作）

　　　　　　　　　　　　�好�（含�作）

09:00~09:50   

 session 1 ��量�析的�計�理

�師：��周 �士

─���計的��、��量�析特�、�計

  �理��法。

10:00~10:50    

session 2 多�量�析的�計�理

�師：��周 �士

─多�量�計的��、多�量�析特�、�計

  �理��法。

Day 2�程�

11:00~11:50    

session 3 ��設計(含�作)

�師：��� 顧�

─��設計的意義、感官�析的��設計、善

　�軟�中的��設計。

13:10~14:00   

 session 4 內部�好�地�

�師：劉伯康 �士

─��內部�好�地�、應�情�、�計�理。

15:00~16:00    

session 6 �好�地��作

�師：劉伯康 �士

─軟�應��作。

　　　　　　　　　　　　(internal preference mapping)

14:10~15:00    

session 5 外部�好�地�

�師：劉伯康 �士

─��外部�好�地�、應�情�、�計�理。

　　　　　　　　　　　　(external preference ma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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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析應�系列

品����析與�計��。

◎

聯繫�訊
Email：service@e-sinew.com

  TEL   ：03-5733684

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SCG.Taiwan

�訓費�
�人�� 元/人(含稅，不含�宿)��7,875
樞紐科技顧問（股）公司專���另有優惠，
歡� Email�　信詢問

�程�名：http://www.e-sinew.com/sinewclass/classshowscg.php?classID=50

09:00~09:50   

 session 1 多�量�析的好處

�師：��� 顧�

─多�量應�情�、多�量�析的優點、

　應���。

10:00~10:50    

session 2 ���換的好處

�師：��� 顧�

─�����換、為�要���換、應���。

Day 3�程�

11:00~11:50    

session 3 ���換有���式

�師：��� 顧�

─�換�式簡介、善�軟�中的�換�式。

13:10~14:00   

 session 4 PLS�LPLS應�

�師：��� 顧�

─��偏�小平�法(PLS)、��偏�小平�

　迴歸法(LPLS)、應�情�與��。

14:10~15:00    

session 5 PLS�作

�師：��� 顧�

─軟�應��作。

15:00~16:00    

session 6 LPLS�作

�師：��� 顧�
─軟�應��作。

　*本課程需自備筆電並請上課學員事先下載 unscrambler及x-stat
　*本�程�提�電子版講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