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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訊學院 
一○七學年度 

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 

     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一○七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記錄：吳靜茹 

開會時間：107.11.8(四)12:10 

開會地點：格致大樓 3 樓  電資學院會議室 

出席人員：陶金旺院長、葉敏宏召集人、莊鎮嘉班主任(請假)、吳庭育班主任、郭寒菁委員、         

胡懷祖委員、夏至賢委員、紀冠宇委員(學生代表)。 

議題： 

一、 通訊學分學程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修訂實驗課程與輔助課程提案，提請討論。 

說明:  

   1.電機系錢膺仁老師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將開設『訊號處理實驗』課程，該課程經錢老師

申請加入通訊學程。經檢視課程內容與電子系『數位訊號處理實驗』相近，建議採取併

格承認一門課方式。 

   2.電機系曾志成老師擬於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虛擬儀控程式設計實務』課程，並申

請成為通訊學程輔助課程。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公告實施。 

 

電資學院碩士在職專班提案：  
二、 提請審議，本專班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含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三、 提請審議，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選修課程。 

說明:「大數據理論與應用」--張介仁老師、檢附教學大綱。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四、提請審議，本專班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 

說明：本碩專班開設「電機驅動控制理論與分析」課程，授課教師：彭世興老師。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電機工程學系提案：  

五、提請審議，電機工程學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含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六、提請審議，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選修課程。 

說明: 1.「人工智慧物聯網實務」--彭世興老師 

      2.「虛擬儀控程式實務」--曾志成老師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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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系 107學年度進修學士班之專題研究改回必修，提請討論。 

說明：配合工程認證之規範，將本系 107學年度進修學士班之專題研究改回必修，通過後，

續提教務會議審議。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八、提請修訂「控制學分學程」、「電力電子學分學程」課程。 

說明： 

1.控制工程學分學程異動：新增-人工智慧物聯網實務三下、四下，人工智慧四下，刪除

-電子電路專論、機器人學、電子系FPGA設計與實驗。 

2.電力電子學分學程異動：電性量測實務修課年級改為二下、電子電路專論因控制學分

學程已刪除該課程，故刪除「＃」，切換式電源供應器，刪除備註：隔年開。電子電力

學程硬體描述語言保留，人工智慧物聯網實務加入控制工程學分學程。 

決議：本案通過後，敬請系所公告實施。 

 

 

電子工程學系提案：  

九、提請審議，本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含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提請終止『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 
說明： 

1.本系『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業經 107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107年 10月 31日)通過，

將取代已歷經十多年的『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 

2.本系原有三個學分學程(含院的通訊學分學程)，本系同時維護四個學程對系的負荷過

重，由於此兩個學分學程有半數以上課程是重覆，為使學程推動與維護順利，提請討

論『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終止。 

3.相關終止配套措施請參閱說明書。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十一、提請新增『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設立案。 
說明：檢附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修習辦法與課程規劃表。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教務會議審議。 

十二、提請審議，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選修課程。 
說明: 因應新設立「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所需，擬新開下列專業選修五門及修訂課名一

門，並列入本系專業選修一覽表，檢附教學大綱。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1.胡懷祖老師新開專業選修「機器學習」、林作俊老師新開專業選修「運算模型建構與

推論方法」，申請為碩士班與大學部合開。 

2.陸瑞強老師新開大學部三年級專業選修「物聯網實驗」。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1.葉敏宏老師新開大學部三年級專業選修「資料工程與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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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1.葉敏宏老師新開專業選修「電腦視覺」，申請為碩士班與大學部合開。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三、提請修訂，課程更名案。 

說明：因應新設立「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所需，107 學年度專業選修一覽表中「物聯網

概論與應用」課名修正為「智慧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四、提請追認，106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設兩門微學分課程。 

說明： 

    1.因計畫簽呈奉核已逾 106學年度院課程會審議時程，於 107.05.14專簽奉核在案。 

2.張介仁老師--「地方博物館數位行銷應用」及「地方博物館數位行銷實作」。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五、提請追認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微學分課程。 

說明： 

1.配合本校執行「高教深耕計畫-子計畫創思實作精進計畫」，擬新開設一學分微課程「物

聯網智慧感知系統概論」(附件一)，作為四年解一題劃先導課程。 

2.本課授課時數 15小時，(15/18)學分，經費由「高教深耕計畫-子計畫業務費」支應。 

3.配合高教深耕畫結案，擬於本年度結束前完成開課。 

4.本課程授課教師為邱建文、陸瑞強老師及業師蘇海永。 

決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2.本案已於 107.9.27簽呈奉核准。 

 

資訊工程學系提案：  

十六、提請審議，本系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含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七、提請審議，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選修課程。 

說明:「資料科學」--吳政瑋老師。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十八、本系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線性代數」開授全英語課程。 
說明: 授課教師--黃于飛教師。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多媒體網路通訊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提案：  

十九、提請審議，本專班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開課審查表(含課程時間表)。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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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提請審議，107學年度第二學期新開選修課程。 

說明:107-2新開課程並列為遠距課程，「資料探勘軟體與應用」--吳政瑋老師 

決議：1.本案修正後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2.卓信宏老師原「最佳化方法」課名，修正為「最佳化演算法」 

二十一、提請審議，本專班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遠距教學課程。 

說明：107-2多媒體網路通訊碩專班開設「網路安全」、「行動裝置程式設計」、「行動通訊」、

「網路攻防技術」、「人機介面與行為分析」、「資料探勘軟體與應用」、「最佳化演算

法」、「專題研究二」、「專題研究四」共九門為遠距教學課程。 

決議：本案通過，續送校課程委員會議審議。 

 



控制工程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105.12.13 105 學年度第四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1.11  105 學年度第六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6.04.19 105 學年度第二次電資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03.07 106 學年度第 6 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04.03 106 學年度第三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10.24 107 學年度第 1 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10.31 107 學年度第 3 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11.8 107 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學期 

學

分 
備註 

核心課程 

 (至少應修習

及格達2門) 

微處理機#/ 

微處理機原理# 

微處理器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上/ 

3上/ 

2上 

3  

自動控制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學分學程必修) 

線性控制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實驗課程 

(至少應修習

及格達1門) 

微處理機實驗#/ 

微處理器系統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 下 

3 上/ 

2 下 

1  

數位系統設計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1  

自動控制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1  

FPGA系統設計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1  

線性控制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1  

 

輔助課程 

可程式控制器應用及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2 上 3  

向量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3 上/ 

3 下 
3  

複變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DSP晶片原理與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電機驅動控制#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類神經網路 
電機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4上/ 

4下 
3  

人工智慧物聯網實務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107新增 

人工智慧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107新增 

自動化工程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電子商務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電性量測實務#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新增 

校外實習一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1 新增 

註：#為多個學分學程共列科目，僅採計一次 

eecs
文字方塊
附件



電力電子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105.12.13 105學年度第四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6.01.11   105學年度第六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6.04.19 105學年度第二次電資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03.07 106學年度第6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04.03 106學年度第3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10.24 107 學年度第 1 次電機系課程委員會通過 

107.10.31 107 學年度第 3 次電機系系務會議通過 

107.11.8 107 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學期 

學

分 
備註 

核心課程 
(至少應修習

及格達2門) 

電機機械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電力電子學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學分學程必修) 

電力系統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實驗課程 

(至少應修習

及格達1門) 

微處理機實驗#/ 

 

微處理器系統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2下/ 

3上 

2下 

1  

電機機械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1  

電力電子實驗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1  

嵌入式系統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4下 1  

輔助課程 

網路分析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硬體描述語言 電機工程學系 2下 3  

DSP 晶片原理與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3上 3  

電機驅動控制# 電機工程學系 3下 3  

數位電源控制與電路設

計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新增 

微處理機#/ 

微處理機原理# 

電機工程學系

/ 

電子工程學系 

2上/ 

3上 
3  

電性量測實務# 電機工程學系 2下 3  

電子電路專論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隔年開)  

切換式電源供應器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高等電力電子學 電機工程學系 4上 3 (隔年開)  

電力電子學應用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隔年開)  

電力電子系統分析與模

擬 
電機工程學系 4下 3 (隔年開)  

註：#為多個學分學程共列科目，僅採計一次 

 





國立宜蘭大學  教學大綱 

開課學制 夜間部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7/2 

開課班級 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系所 

電機資訊學院

碩士在職專班 
選課編號  

課程名稱 
大數據理論與應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alytics 
合開 □是   █否 

教學目的 

教導學生大數據分析的理論方法與應用，並加入實務

案例介紹，具體說明如何應用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

技術以解決真實問題，剖析大數據中的資訊。內容涵

蓋資料挖礦基本概念與資料準備、資料挖礦的方法與

實證、資料挖礦的進階運用，進而提升大數據分析和

數位決策能力。 
任課教師 

所屬系所：電子系 

教師姓名：張介仁 

先修科目 無 

學分數  3 演講時數 3 實習時數  

上機 □是   █否 課程性質：□必修  █選修 

實習 □是   █否 上課教室  上課時間 星期六  789 

教科書目 

自編講義：█是    □否 圖資館館藏：□是     █否 

1. 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Handbook of big data technologies/edited by Albert Y. Zomaya, 

Sherif Sakr/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7. 

2. 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Big data analytics :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 Francesco 

Corea. /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6. 

3. 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 簡禎富, 許嘉裕/前程文化 

參考書目 

1.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Big data analytics :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Saumyadipta 

Pyne, B.L.S. Prakasa Rao, S.B. Rao. / Springer India 2016. 

2.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Big data analytics : a practical guide for managers / Kim H. 

Pries, Robert Dunnigan./ CRC Press 2015. 

3.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Data science & big data analytics : discovering, analyzig, 

visualizing, and presenting data / EMC Education Services. / John Wiley & Sons 2015. 

4.書名/作者/出版社/ISBN Data science & big data analytics : discovering, analyzing, 

visualizing and presenting data / EMC Education Services. / Wiley 2015. 

考試及成績 

計算方式 

1. 期中考 30% 

2. 作業 30%  

3. 期末成果報告 40%     

 

上課方式 
課堂講課、分組完

成作品 



本 課 程 核 心 能 力 雷 達 圖 本課程核心能力權重 

開課後會依據核心能力權重，由系統自

動產生 

R1：專精電機電子等電資領域知識之能力。(50) 

R2：企劃及執行電資領域專題研究之能力(10) 

R3：撰寫及發表電資領域專題論文之能力。(10) 

R4：啟發創意思考與獨立解決問題之能力。(10) 

R5：有效溝通協調與重視團隊合作之能力。(0) 

R 6：具理論結合實務及跨領域整合之能力。(20) 

R7：參與國際交流及自我終身學習之能力。(0) 

 

            

週次 上   課   進   度 

1 大數據概論與資料模型 

2 大數據資料程式模型架構 

3 關聯規則與模糊關聯規則 

4 序列型態與模糊關聯規則 

5 類神經網路、簡單貝氏分類法與貝氏網路之大數據分析 

6 大數據之群集分析 

7 大數據之雲端平台之建置 

8 大數據之資料組織與策略 

9 期中考 

10 約略集合理論 

11 約略集合理論 

12 多變量決策分析 

13 時間資料分析與模糊關聯規則 

14 工業與商業智慧 

15 大數據與 IOT智慧之應用 

16 數位決策及商業分析與最佳化 

17 期末專題報告 

18 期末專題報告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切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終止說明書 

 

一、 電子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之『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為

本系計算機領域學程，其選修科目與『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多有重疊，為免課程於不

同學程中重覆採計，擬終止『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 

二、 申請修讀本學分學程者，至遲應於 108年 3月 1日前提出申請，並經核可方具修讀資格。 

三、 對尚在修習本學分學程同學之補救措施 :  

1. 輔導已修習本學分學程同學，在學程終止前完成必要學分之選修。本系 107學年度

已開設與預計開設課程計有「物件導向程式設計」、「計算機組織」、「電腦網路」、「微

處理機實驗」、「網路工程實驗」、「物聯網核心技術應用」、「行動通訊」、「微處理機

原理」、「作業系統原理」、「離散數學」、「資料結構」、「資料庫系統」等共計 32學分

之課程，足夠同學修習取得本學分學程。 

2. 檢視此兩個學分學程，已將很多『計算機與網路學分學程』課程納入『智慧物聯網

學分學程』，並鼓勵未能順利取得本學分學程之同學改選修『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 

四、 奉核後，擬立即公告，並於 109年 7月 31日（108學年度結束）正式終止學程證明書之

請領與核發。 
 

            

 

 



 

國立宜蘭大學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修習辦法 
107 學年度第一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7.09.05 

107 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0.30 

107 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7.11.8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國立宜蘭大學學分學程設置準則訂定。 

第二條、 學程名稱：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以下簡稱本學分學程)。 

第三條、 主辦單位：電子工程學系。 

第四條、 設置宗旨：人工智慧與物聯網產業為國家未來重點科技產業核心之一，而「智慧生

活」更是未來科技生活的重要指標。為配合未來發展「人工智慧、大數據」與「物

聯網」整合的產業需求，並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機會及職場競爭力，特設置本學分

學程。藉本學分學程之設立，將可培育物聯網軟、硬體整合所需之人才，並提昇電

子人才之質與量，修畢本學分學程之學生將可直接投入未來智慧物聯網相關之產業。 

第五條、 課程規劃：參閱「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 

第六條、 修讀資格：凡國立宜蘭大學學生皆可修讀。 

第七條、 學分限制： 

1. 學生修習學程科目學分，其中至少應有九學分不屬於學生主系、所、加修學系及輔

系之必修科目。 

2. 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中同一欄位所列科目均視為同一科目，僅採計一次。 

3. 本學分學程不採計已用於其他學分學程之科目。 

4. 核心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二門，實驗課程至少應修習及格達 1 門。 

第八條、 學分學程證明書核發：取得本學分學程課程規劃表內之課程至少十八學分，於規定

期限內修畢學分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且成績及格者，至教務行政系統之「申請審

核學分學程證明書」進行線上審核申請，經主辦單位審核通過後，呈由學校核發「智

慧物聯網學分學程」證明書。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智慧物聯網學分學程 課程規劃表 
107 學年度第一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107.09.05 

107學年度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10.30 

107 學年度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議 107.11.8 
 

課程種類 課程名稱 開課單位 
開課

學期 

學

分 
備註 

核心課程 
(至少應修
習及格達2

門) 

智慧物聯網概論與應用/ 
物聯網核心技術與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上 

3 
學程必修 
(二選一) 

電腦網路 電子工程學系 2上 3  

嵌入式系統與應用/ 
微處理機原理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下  

3  

實驗課程 
(至少應修
習及格達1

門) 

微處理機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2下 1  

嵌入式系統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1  

物聯網實驗/ 
物聯網與感測技術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3上/ 
3下 

1  

電腦輔助印刷電路設計與
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1  

網路工程實驗 電子工程學系 2下 1  

輔助課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Python程式設計與實務 

電子工程學系 
2上/ 
2下 

3/ 
1 

 

人工智慧導論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  

智慧型行動裝置軟體設計/ 
雲端技術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下 

3  

資料工程與實務/ 
機器學習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4上 

3  

網路伺服器建置/ 
作業系統原理 

電子工程學系 
2上/ 
3上 

1 
3 

 

無線網路/ 
行動通訊 

電子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4上/ 
4上/ 
3下 

3  

智慧感知技術/ 
RFID技術與認證/ 
無線射頻識別與近場通訊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3上/ 
3下/ 
4上 

3  

模糊理論與應用/ 
類神經網路 

電子工程學系 
4上/ 
4下 

3  

資料探勘/ 
大數據理論與應用 

電子工程學系 4下 3  

資料結構/ 
演算法導論 

電子工程學系 
2下/ 
3上 

3  

電腦視覺/ 
型態辨識 

電子工程學系/ 
3下/ 
4下 

3  

網路安全/ 
密碼學 

資訊工程學系/ 
電子工程學系 

3下/ 
4下 

3  

若為多個學分學程共列科目，僅採計一次。 

 







國立宜蘭大學  教學大綱 

開課學制 日間學制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7/02 
開課班級 大學資工 2 

開課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選課編號  

課程名稱 
中文：資料科學 

英文：Data Science 
合開 □是   ■否 

教學目的 

本課程將介紹學員資料科學之基礎概念及 Python 程式

設計。Python 是近年來國內外資料科學家必備的程式

語言，其強大的套件支援資料分析、網路爬蟲、資料

視覺化、資料探勘、機器學習、深度學習與人工智慧。 

本課程將介紹學員微軟資料科學證照之考取方法。 任課教師 

所屬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吳政瑋 

先修科目 無 

學分數  3 演講時數 3 實習時數 0 

上機 ■是   □否 課程性質：□必修  ■選修 

實習 □是   ■否 上課教室  上課時間  

教科書目 

自編講義：■是    □否 圖資館館藏：□是     ■否 

Python 資料科學與人工智慧應用實務 / 陳允傑著 / 旗標出版社 

參考書目 

Python 大數據特訓班：資料自動化收集、整理、分析、儲存與應用實戰 /文淵閣工作室  

/碁峰出版社 

考試及成績 

計算方式 

平時及作業成績 50% 

期中驗收 20% 

期末專題 30% 

上課方式 
授課、討論、 

程式實作 

本 課 程 核 心 能 力 雷 達 圖 本課程核心能力權重 

開課後會依據核心能力權重，由系統自動產生 

R1：運用數理、邏輯、資訊專業知能之能力(10) 

R2：策劃與執行電機資訊相關專題研究與分析

解釋數據之能力(20) 

R3：發展與執行資訊領域相關技術之能力(10) 

R4：創新與整合資訊領域專題實務之能力(10) 

R5：應用各種領域工具，發現、分析與解決問

題之能力(15) 

R6：應用中文或英文正確閱讀與表達之能力(5) 

R7：關注時事新知、拓展國際視野與齊備終身

學習之能力(10) 

R8：具備獨立思考、自我管理、跨領域協調與

團體合作之能力(10) 

R9：深化人文素養、恪遵工程倫理與踐履社會

責任之能力(10) 

            

週次 上   課   進   度 



1 資料科學簡介 

2 資料型態、屬性及種類 

3 資料處理流程控制 

4 資料結構、類別與物件 

5 網頁爬蟲資料擷取 

6 字串處理與正規運算式 

7 資料整合與資料清理技術 

8 資料轉換與標準化技術 

9 期中驗收 

10 SQLite資料庫操作 

11 向量與矩陣運算套件 NumPy 

12 資料分析處理套件 Pandas 

13 資料視覺化套件 Matplotlib 

14 資料前處理與探索性資料分析實作 

15 資料倉儲與樞紐分析實作 

16 微軟 MPP資料科學證照考取-題目練習(1) 

17 微軟 MPP資料科學證照考取-題目練習(2) 

18 期末驗收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切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國立宜蘭大學  教學大綱 

開課學制 夜間部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7/下 

開課班級 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系所 

多媒體網路  

通訊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 

選課編號  

課程名稱 
中文：資料探勘軟體與應用 

英文：Data Mining Software and Applications 
合開 □是   ■否 

教學目的 

資料探勘是從大量資料中找出潛在未知且可能有用的

資訊，與人工智慧及大數據技術應用息息相關。本課

程將介紹各種資料探勘應用及軟體工具之使用，幫助

修習者以工具快速分析資料並了解資料探勘的創新應

用。 任課教師 

所屬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吳政瑋 

先修科目 無 

學分數  3 演講時數 3 實習時數 0 

上機 □是   ■否 課程性質：□必修  ■選修 

實習 □是   ■否 上課教室  上課時間  

教科書目 

自編講義：■是    □否 圖資館館藏：□是     ■否 

資料探勘 / 郝沛毅, 李御璽, 黃嘉彥 編譯 / 高立圖書 

參考書目 資料探勘 / 曾憲雄 /譯者 蔡秀滿 / 旗標出版社/ ISBN13：9789574422364 

考試及成績 

計算方式 

平時及作業成績 3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上課方式 授課與討論 

本 課 程 核 心 能 力 雷 達 圖 本課程核心能力權重 

開課後會依據核心能力權重，由系統自動產生 

R1：運用數理、邏輯、資訊專業知能之能力(25) 

R2：策劃與執行電機資訊相關專題研究與分析

解釋數據之能力(15) 

R3：發展與執行資訊領域相關技術之能力(15) 

R4：創新與整合資訊領域專題實務之能力(10) 

R5：應用各種領域工具，發現、分析與解決問

題之能力(10) 

R6：應用中文或英文正確閱讀與表達之能力
(10) 

R7：關注時事新知、拓展國際視野與齊備終身

學習之能力(5) 

R8：具備獨立思考、自我管理、跨領域協調與

團體合作之能力(5) 

R9：深化人文素養、恪遵工程倫理與踐履社會

責任之能力(5) 

            



週次 上   課   進   度 

1 資料探勘軟體介紹 

2 時序資料離散化技術與軟體操作 

3 時序資料特徵擷取技術與軟體操作 

4 時序資料分群技術與軟體操作 

5 時序資料分類技術與軟體操作 

6 文本前處理技術與軟體操作 

7 文本分類技術與軟體操作 

8 使用Weka預測詩籤等第 

9 期中驗收 

10 文本情緒分析及詞性標註 

11 預測 IMDb影評分數 

12 快速建置聊天機器人 

13 圖像特徵擷取技術與軟體操作 

14 實作MNIST 手寫數字辨識 

15 影像標籤技術與軟體操作 

16 圖像機器學習技術與軟體操作 

17 深度學習應用及工具介紹 

18 期末驗收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切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國立宜蘭大學  教學大綱 

開課學制 夜間部 開課學年度/學期 107/下 

開課班級 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系所 

多媒體網路  

通訊數位學習  

碩士在職專班 

選課編號 N4EL010022 

課程名稱 
中文：最佳化演算法 

英文：Optimization Algorithm 
合開 □是   ■否 

教學目的 

1. 介紹各種啟發式演算法相關理論。 

2. 訓練學生以啟發式演算法為基礎，解決工程領域

最佳化問題。 

任課教師 

所屬系所： 

資訊工程學系 

 

教師姓名： 

卓信宏 

先修科目 無 

學分數  3 演講時數 3 實習時數 0 

上機 □是   ■否 課程性質：□必修  ■選修 

實習 □是   ■否 上課教室  上課時間  

教科書目 

自編講義：■是    □否 圖資館館藏：□是     ■否 

X.-S. Yang, Engineering Optimization: An Introduction With Metaheuristic Applications, 

WILEY, 2010. 

參考書目 

 

考試及成績 

計算方式 

平時及作業成績 30% 

期中考 30% 

期末考 40% 

上課方式 授課與討論 

本 課 程 核 心 能 力 雷 達 圖 本課程核心能力權重 

開課後會依據核心能力權重，由系統自動產生 

1.運用資訊技術解決各產業中問題的能

力(30%) 

2.分析問題與應用理論的能力(20%) 

3.發掘問題與解決方案的能力(20%) 

4.整合跨產業知能與協調團隊的能力

(10%) 

5.了解國內外相關產業的發展趨勢及新

知識(10%) 

6.用中英文溝通表達的能力(10%) 



            

週次 上   課   進   度 

1 人工智慧簡介  

2 啟發式演算法基礎架構 

3 最佳化問題傳統解決方式 

4 模擬退火演算法及禁忌搜尋演算法 

5 遺傳基因演算法 

6 粒子群最佳化演算法 

7 螞蟻群最佳化演算法 

8 旅行銷售員問題及資料分群問題 

9 期中作業  

10 單機版平行化遺傳基因演算法 

11 混合式遺傳基因演算法 

12 編碼相關議題  

13 資訊交換 

14 適應式函示 

15 硬體加速方式  

16 軟體加速方式 

17 超啟發式演算法 

18 期末考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切勿使用非法影印教科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