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10學年度第1學期

課程攻略
掌握整合與應用人工智慧相關知識與能力
成為AI及物聯網時代炙手可熱雙專業人才



為何要學習智慧運算課程？

✓ 人工智慧無疑將滲透至生活的各個面向，代表
著各行各業將脫離不了人工智慧。

✓ 自我學習式人工智慧是未來主流，其中的關鍵
在「演算法」。敏求智慧運算學院的開課目的
，是讓各領域的學子擁有演算法的背景知識與
應用能力。

✓ 可認列智慧運算學分學程，強化個人競爭力。
詳細了解「智慧運算學分學程」

http://computing.ncku.edu.tw/credit-program-page-1.php
http://computing.ncku.edu.tw/credit-program-page-1.php
http://computing.ncku.edu.tw/credit-program-page-1.php


課程概覽



大學部課程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學年度第 1學期



選課路徑

課程查詢：系所課程 >

大學部>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快速前往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WOVFlAG4LewBwCjBTNFZoBSYAOVcmXDEAOVM5DG9aZFBoBDtUdloxUWIKOw4lUzQEKQNrXGAFaFg9AGEFLgE6VzgFNQNsC2FaYwMyA29VKlclXjRSNlwwUSMEMA06WSZSJgRfAj0CPFBwXW0Ndwg2ADpTOlAvUjsHdgEbUzoHclYhUWoAKQtpADkKO1M0VmIFPwAxVz5cOABqU3gMLVpvUGMEOlQnWnhRKgpyDiVTbAR4A2pcNAVoWCwALgU7ATdXZwV3A3ULO1oqAzkDYlVrV3RebVJuXGZRbQQxDThZM1JwBDsCIAJpUGNdbA0mCEEALVM7UHBSbAdrAWtTMgdgVjhRMABuCzEAOQpxU3ZWaAUzAGpXJlxuADVTcwwqWgpQPgRvVCdaMFEgCjsONVNtBCkDGlwxBXBYNQAmBSgBIFc4BTQDbQsiWisDIQNuVTBXbF46UjtccVFoBG4Nb1ltUjsEOgJjAmhQO11sDTUINwBmUzpQPFI1B2EBYVNqB29WMVFqAD0LOgAyCjtTNVZpBW0Aalc3XDEAOVM5DG9aZFBlBDtUeFp4UWkKMA49U3UEbANyXDoFMFg0AGsFbgEu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WOVFlAG4LewBwCjBTNFZoBSYAOVcmXDEAOVM5DG9aZFBoBDtUdloxUWIKOw4lUzQEKQNrXGAFaFg9AGEFLgE6VzgFNQNsC2FaYwMyA29VKlclXjRSNlwwUSMEMA06WSZSJgRfAj0CPFBwXW0Ndwg2ADpTOlAvUjsHdgEbUzoHclYhUWoAKQtpADkKO1M0VmIFPwAxVz5cOABqU3gMLVpvUGMEOlQnWnhRKgpyDiVTbAR4A2pcNAVoWCwALgU7ATdXZwV3A3ULO1oqAzkDYlVrV3RebVJuXGZRbQQxDThZM1JwBDsCIAJpUGNdbA0mCEEALVM7UHBSbAdrAWtTMgdgVjhRMABuCzEAOQpxU3ZWaAUzAGpXJlxuADVTcwwqWgpQPgRvVCdaMFEgCjsONVNtBCkDGlwxBXBYNQAmBSgBIFc4BTQDbQsiWisDIQNuVTBXbF46UjtccVFoBG4Nb1ltUjsEOgJjAmhQO11sDTUINwBmUzpQPFI1B2EBYVNqB29WMVFqAD0LOgAyCjtTNVZpBW0Aalc3XDEAOVM5DG9aZFBlBDtUeFp4UWkKMA49U3UEbANyXDoFMFg0AGsFbgEu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WOVFlAG4LewBwCjBTNFZoBSYAOVcmXDEAOVM5DG9aZFBoBDtUdloxUWIKOw4lUzQEKQNrXGAFaFg9AGEFLgE6VzgFNQNsC2FaYwMyA29VKlclXjRSNlwwUSMEMA06WSZSJgRfAj0CPFBwXW0Ndwg2ADpTOlAvUjsHdgEbUzoHclYhUWoAKQtpADkKO1M0VmIFPwAxVz5cOABqU3gMLVpvUGMEOlQnWnhRKgpyDiVTbAR4A2pcNAVoWCwALgU7ATdXZwV3A3ULO1oqAzkDYlVrV3RebVJuXGZRbQQxDThZM1JwBDsCIAJpUGNdbA0mCEEALVM7UHBSbAdrAWtTMgdgVjhRMABuCzEAOQpxU3ZWaAUzAGpXJlxuADVTcwwqWgpQPgRvVCdaMFEgCjsONVNtBCkDGlwxBXBYNQAmBSgBIFc4BTQDbQsiWisDIQNuVTBXbF46UjtccVFoBG4Nb1ltUjsEOgJjAmhQO11sDTUINwBmUzpQPFI1B2EBYVNqB29WMVFqAD0LOgAyCjtTNVZpBW0Aalc3XDEAOVM5DG9aZFBlBDtUeFp4UWkKMA49U3UEbANyXDoFMFg0AGsFbgEu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入門AI必備Python技能

#商管、人文、社會科學到電機領域都適用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吳進義老師

隨著資訊教育越來越普及，程式語言儼然成為這個世代的顯學。
在各個程式語言中，又屬Python 最易入門，並且應用廣泛，例
如：爬蟲、數據分析、影像處理、機器人控制與深度學習等。這
堂課將教導Python的基礎語法與進階應用，培養學生使用
Python實做的能力，讓學生可以利用Python解決生活、研究或
工作上遇到的問題。

中文授課．星期二 2-4節

課程大綱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100&class_code=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認識人工智慧運算的基本概念與跨領域應用現狀

＃具備人工智慧運算基礎能力，為自己的未來加分

人工智慧運算與應用
林偉棻老師

在現今社會，無論你身處哪個領域，擁有跨人工智慧領域的知識
是你脫穎而出的關鍵之一。此門課程希望將人工智慧帶給成大九
大學院的同學，透過介紹人工智慧運算的基本概念與跨領域應用
現狀，讓各學院的同學能系統性地進入人工智慧的世界，並經由
實作過程融會貫通。

中文授課．星期五 5-7節

課程大綱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2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2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200&class_code=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當AI進入我們生活之中，在人工智慧法律與政策面前，沒有人是局外人

＃跨人工智慧領域工作者的法律規範基本素養

人工智慧法律與政策
李韶曼老師

AI技術逐漸應用於社會生活之中，在不久的將來極有可能與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因此，AI技術應用的法律與管制政策成為我們重要的課題。
這堂課目的在於探討人工智慧治理的管制框架與主要議題，提供跨領域
研究者所需要初步法律素養，希望能作為跨域思考的起點。課程除了講
授概念外，更在於認識相關爭議：課堂著重同學藉由分組討論相互挑戰
並完善個人想法。希望藉由注入民主社會多元價值於人工智慧研發應用
的方式，幫助形塑整全的人工智慧治理願景。

中文授課．星期一 5-7節

課程大綱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30100&class_code=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了解人工智慧未來趨勢從計算認知科學開始

＃建立自我學習 AI機器人模型入門課

計算認知科學
張亞寧老師

計算認知科學是一門運用計算模型理解腦神經元活動和行為的學科，
結合認知科學、計算神經科學與人工智慧三領域。這堂課程希望讓學
生了解神經網路的理論基礎與模型，以及大腦與認知科學研究議題與
研究方法，進而了解計算模型的建構及其在認知科學研究的應用。對
於非本科生而言，這堂課可以帶領你進入認知科學，了解心智運作的
基礎理論與模型。目前計算認知科學已為人工智慧領域帶來突破，對
於欲精進人工智慧的同學而言，是具啟發性的跨領域嘗試。

中文授課．星期二 5-7節

課程大綱敬請期待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機器學習及巨量資料分析等熱門領域的必備先修課

＃學習處理大數據

機率與資料導論
李國榮老師

熱門領域的必備先修技能！無論是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或是巨量資料分析，都需學生擁有機率與資料導論的
知識能力。本課程將介紹基礎機率模型及統計方法，包括描述性
統計，機率，隨機變數，及樣本平均值的分佈…等。本課亦會講
授進階的統計方法：變異數分析和迴歸分析，學生將學習如何把
統計方法應用於解決實際的問題。

中文授課．星期三 2-4節

課程大綱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2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2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10200&class_code=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提升運算效率從學會判斷選擇哪個演算法開始

＃認識電腦的計算原理與量子電腦的革新

數學與演算法
濱野正浩老師

演算法是人工智慧發展至今重要的一環，亦已深入至許多領域的研究與應用，
如社會科學、語言分析、統計學、數據分析、資訊工程、電腦工程等。越靈
活應用演算法，越能加速執行任務的效率。然而演算法越學越多，要如何選
用最有效率的演算法呢？此時我們便需要了解「複雜度理論」。
這堂課屬於入門級別，自數學角度切入，從「複雜度理論」的根源——計算
理論（ Theory of computation ）談起，講解圖靈機模型（ Turing
Machine）及其所衍生的決定性（deterministic）與非決定性（non-
deterministic）函數，乃至複雜度理論。
這堂課亦會談到與複雜度理論相關的密碼學及量子電腦，讓同學對未來資訊
安全及未來電腦革新有基本的認識。

英文授課．星期四 6-8節

課程大綱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2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2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syllabus.php?syear=0110&sem=1&co_no=J020100&class_code=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跨國合作課程

＃Python、深度學習、AI圖像識別、人工智慧機器人四合一

AI圖像識別及機器人實驗室導論
徐禕佑老師

首堂跨國合開課程！成大敏求智慧運算學院與日本香川高專聯合開課，成大
學生將會與香川高專學生一起上課，學習人工智慧機器人實作課程。
這堂課從基礎的AI圖像識別開始講起，讓同學使用Python建置、訓練並評
估深度學習模型（deep learning model），並以此應用於實際的機器人自
走車，了解如何透過AI圖像識別讓機器人自走車與真實世界互動。老師將指
導學生結合其他軟硬體與課程所學，完成人工智慧機器人專案，擁有完整實
作的經驗。
這堂課希望學生可以享受動手做的樂趣，藉著學習人工智慧機器人實際應用
的原理與工具，擁有相關能力及經歷。在學期期間，如果疫情許可，不排除
安排實地訪問香川高專，讓兩校學生有親身交流的機會。

英文授課．星期三 14:00-17:00

＃包含實際實作，親身體驗自走車的操作

＃建議先修Python或與「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一起修課

課程大綱敬請期待



碩士課程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學年度第 1學期



▼
▼

選課路徑

課程查詢：系所課程

▼

研究所

▼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快速前往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VOgE1B2kFdQd3ADpUMwI8VnVQaQR1VzoCOwpgBGcNMwA4U2wCIAVuDD8AMVx3UzQEKQZuUGwAbVE0Xj8NJlFqVzgCMlM8AmgBOAc2BWkEewd1BG4GYgJuB3VTZwM0CHdWIlALWWZXaVBwATFeJFdpBT8IYVUqAWgCcwsRAmsHclUiAToHLgVnBz4AMVQzAjZWbFBhBG1XMwJoCiEEJQ04ADNTbQJxBScMdwB4XHdTbAR4Bm9QOQBtUSVeYg0vUWJXZgIgUzwCegE4BzAFaQQiB2UEOwY5AjgHMlNkAzQIJVZtUCdZMlc3UGgBKF4aV3EFMQgmVWEBbAJlC2ECZwduVWEBOwdiBTQHfwBzVDgCMVZtUCIEM1dkAiIKLgQJDWwAb1N1AmgFJww0ADlcb1N1BEYGZVAvAGxRel54DS5ROVczAjhTJQJ7ASAHPAUyBDoHMgRuBi4CPQdtUzMDaghuVmxQZFkzV29QaAE7XmxXOgUwCGpVOAFmAm8LOQJoB2dVOwFoB2kFPwc1ADBUOQJvVm1QMwRsV2gCaAprBGcNNwA7UyoCIAVuDD8AMVx3UzAEKQZuUG8AbVE3Xj4NIA==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VOgE1B2kFdQd3ADpUMwI8VnVQaQR1VzoCOwpgBGcNMwA4U2wCIAVuDD8AMVx3UzQEKQZuUGwAbVE0Xj8NJlFqVzgCMlM8AmgBOAc2BWkEewd1BG4GYgJuB3VTZwM0CHdWIlALWWZXaVBwATFeJFdpBT8IYVUqAWgCcwsRAmsHclUiAToHLgVnBz4AMVQzAjZWbFBhBG1XMwJoCiEEJQ04ADNTbQJxBScMdwB4XHdTbAR4Bm9QOQBtUSVeYg0vUWJXZgIgUzwCegE4BzAFaQQiB2UEOwY5AjgHMlNkAzQIJVZtUCdZMlc3UGgBKF4aV3EFMQgmVWEBbAJlC2ECZwduVWEBOwdiBTQHfwBzVDgCMVZtUCIEM1dkAiIKLgQJDWwAb1N1AmgFJww0ADlcb1N1BEYGZVAvAGxRel54DS5ROVczAjhTJQJ7ASAHPAUyBDoHMgRuBi4CPQdtUzMDaghuVmxQZFkzV29QaAE7XmxXOgUwCGpVOAFmAm8LOQJoB2dVOwFoB2kFPwc1ADBUOQJvVm1QMwRsV2gCaAprBGcNNwA7UyoCIAVuDD8AMVx3UzAEKQZuUG8AbVE3Xj4NIA==
https://course.ncku.edu.tw/index.php?c=qry11215&i=BzRVOgE1B2kFdQd3ADpUMwI8VnVQaQR1VzoCOwpgBGcNMwA4U2wCIAVuDD8AMVx3UzQEKQZuUGwAbVE0Xj8NJlFqVzgCMlM8AmgBOAc2BWkEewd1BG4GYgJuB3VTZwM0CHdWIlALWWZXaVBwATFeJFdpBT8IYVUqAWgCcwsRAmsHclUiAToHLgVnBz4AMVQzAjZWbFBhBG1XMwJoCiEEJQ04ADNTbQJxBScMdwB4XHdTbAR4Bm9QOQBtUSVeYg0vUWJXZgIgUzwCegE4BzAFaQQiB2UEOwY5AjgHMlNkAzQIJVZtUCdZMlc3UGgBKF4aV3EFMQgmVWEBbAJlC2ECZwduVWEBOwdiBTQHfwBzVDgCMVZtUCIEM1dkAiIKLgQJDWwAb1N1AmgFJww0ADlcb1N1BEYGZVAvAGxRel54DS5ROVczAjhTJQJ7ASAHPAUyBDoHMgRuBi4CPQdtUzMDaghuVmxQZFkzV29QaAE7XmxXOgUwCGpVOAFmAm8LOQJoB2dVOwFoB2kFPwc1ADBUOQJvVm1QMwRsV2gCaAprBGcNNwA7UyoCIAVuDD8AMVx3UzAEKQZuUG8AbVE3Xj4NIA==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1 1 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攻略

＃數學工具在手，加速建模效率

＃機器人學的預修課程

隨機過程
濱野正浩老師

隨機過程是許多基本大量隨機數據建模的理論基礎，譬如卜瓦松分
布、高斯過程、排隊理論等。這些模型廣泛應用於機械工程、電機
工程、資訊科學、系統工程、社會科學、金融、財務管理、電腦視
覺，乃至現今熱門的深度學習等領域。本課程將介紹隨機過程的基
本概念，並著重離散和連續時間馬可夫鍊理論。近年來，隨機過程
常應用於優化演算法及模型。這堂課程希望能讓更多同學從根本了
解這些隨機數據模型的原理，讓同學能更靈活應用這些模型，完善
自己的研究，乃至未來更有效率的執行任務。

英文授課．星期二 5-7節

課程大綱

＃追求精簡優美的演算法從掌握更多模型工具開始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M05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M050100&class_code=
http://class-qry.acad.ncku.edu.tw/syllabus/online_display.php?syear=0110&sem=1&co_no=M050100&class_code=


對課程或學程有任何疑問
歡迎隨時聯繫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網站： http://computing.ncku.edu.tw

電話：06-2757575 分機 57000 - 102

電子信箱：kacieliu@gs.ncku.edu.tw

敏求智慧運算學院

http://computing.ncku.edu.tw/
mailto:kacieliu@gs.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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