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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2.15 更新，各學年度入學修業規定以各學年度修業辦法為準 

課程結構與內容 

本碩士班規劃於修業年限內需修畢 24 學分，其中必修 9 學分，

選修 15 學分。為達成上述教育目標與特色，規畫課程分為「預備先

修課程」、「基礎核心課程」與「進階選修課程」(請參見數據科學與

工程碩士班課程地圖，圖一)。 

「預備先修課程」旨在要求學生具備基礎的程式語言能力與統計

概念，以利於順利銜接本所碩士班所開設的課程。學生需於入學前透

過自學或實際修課的方式，或入學後透過補修的方式，滿足預備先修

課程的要求。 

「基礎核心課程」是為了讓學生學習與實作從事大數據分析時所

需的電腦程式、數據分析、資料視覺化之相關方法，和數據工程 (Data 

Engineering) 層面上的問題，以培養同時具備這些技術的人才。其中

「資料探勘」與「統計方法」教授基本的資料探勘/分析的電腦演算

法/統計方法，為數據分析技術的核心課程。「數據科學概論與軟體實

務」學習與整合大數據分析在資料存取、分析與視覺化階段所使用的

軟體，讓學生通盤了解可運用的商用或 open source 工具的現況，是

執行電腦實作時不可或缺的能力。「數據科學系列演講」課將定期邀

請從事大數據分析與研究的業界、學界人士，前來發表專題演講，分

享他們欲解決的問題、經驗與成果，以增廣學生在大數據領域的眼

界。又課程亦會安排學生，就參與的計畫或參加的競賽做一個分享，

訓練其表達能力，讓他們成為一個“會說故事”的數據科學家。「巨

量資料技術與應用」涵蓋處理大量、快速、多樣資料時運算環境的建

置(包含：Hadoop、Spark、Mahout、Graph Models、Data Streams…

等)，此為數據系統與工程上的核心問題。「數據科學專題」將透過實

際參與資料科學競賽的方式，讓學生組隊參加比賽接觸實際的巨量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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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實作巨量資料分析與學習團隊合作。 

「進階選修課程」分為資訊、統計與應用數學領域，是要讓學生

進一步專精大數據分析其中一領域，培養具備改進與研發新技術能力

的人才。這部分的課程將來自現有資訊學院、理學院之統計所與應用

數學系/所之相關專業學科，學生可依據碩士論文主題或與論文指導

教授討論選修。 

為培養學生的專業領域知識，我們將鼓勵修習其他系所開設的基

礎應用課程，如：管理學院的「管理科學導論」、「財務管理」、「經濟

學」、「會計學」，生物科技學院的「普通生物學」，電機學院的「電子

學」，資訊學院的「資料結構」、「物聯網概論」、「網路通訊原理」，理

學院的「物理」、「化學」…等課程。 

各別課程的主要內容說明，請參見表一。相關課程的開設學期

別，則如表二所示。建議的修課順序，第一年上學期可修「基礎核心

課程」中的必修：「資料探勘」、「統計方法」。第一年下學期可修習「機

器學習」。第二年上學期可修習「數據科學專題」並可依學生自己的

專長與興趣，選修「進階選修課程」中某一領域的課程。所有學生至

少需修習兩學期的「數據科學系列演講」，我們亦鼓勵至少修習一門

其他系所開設的基礎應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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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數據科學與工程碩士班課程地圖 

 

表一：課程內容簡介 

課程名稱 課程介紹 授課教師 

資料探勘 

(必修、3 學分) 

本課程主要教授基本的資料分析/探勘的演算

法，其中包含關連式法則探勘(association rule 

mining)、分群法(clustering algorithms)、分類法 

(classification)、時序性資料探勘 (time series 

data mining)、Web mining、social media mining

彭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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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Text mining 等。本課程也會探討部分數據工

程 (Data Engineering) 層面上的問題，包括處

理大數據多樣、非結構與大量等特質時，在工

程上要做的系統研發與運算環境建置。本課程

將要求學生實際參與資料分析競賽或是專題，

實際運用資料探勘演算法，與相關資料分析程

式的實際撰寫。 

機器學習 

(必修、3 學分) 

教授機器學習之基礎理論，包含 supervised 

learning, Bayesian decision theory, linear models 

for classification, 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and kernel methods, dimension reduction and 

feature selection 等。 

李育杰 

統計方法 

(必修、3 學分) 

本課程將以實際的巨量資料為核心，搭配統計

軟體 R 的使用，引導課程參與者接觸並學習統

計基本原理、資料探索方法(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統計檢定(statistical hypothesis testing)

相關的概念和方法、迴歸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主成份與因素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d factor analysis)、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分類與判別分析(classific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nalysis)等資料探勘(data mining)

相關的概念和方法。上課內容，將廣泛包含所

有相關知識，上課時側重講述這些知識的基本

觀念與模型解釋(如果需要時)。對於深入的理

論與其餘詳細資訊，則僅作重點提示或提供參

考文獻。課堂中將以實際的例子來補充上課內

容，並討論相關方法的統計軟體 R 的實作。 

王維菁、黃冠

華 

數據科學系列

演講 

(必修、0 學分) 

本門課將廣邀不同領域的研究學者或是產業人

士，分享其透過資料分析技術在不同領域的成

果。巨量資料除了基礎的技術與理論(包含資訊

相關專任教師

共同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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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 統計等)，與 domains 有極高的連結，如

金融資料分析、電子商務資料分析、健保資料

分析、社群行為分析、行銷分析與政府巨量資

料分析等。透過這門課，可以學習不同領域的

專家學者/產業人士如何運用資料科學技術解

決問題。 

巨量資料技術

與應用 

(選修、3 學分) 

本課程針對巨量資料的特性 (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希冀能夠教授學生如何運用一些

技術處理這些資料的特性。針對資料的 volume

之特性，將學習分散式的資料分析軟體與平

台，如 Hadoop, Spark, Mahout 等。Variety 方面，

透過 graph models 等技術，找出不同資料間的

相關性。Velocity 部份，透過 data streams 的技

術，尋找與保存有用的資料。本課程教授數據

工程 (data engineering) 上的核心技術，為實作

大數據分析能否成功的關鍵。在課程中將包含

至少 3 個實作，針對巨量資料的 3V，進行相關

技術的實作。 

曾新穆 

數據科學專題 

(必修、3 學分) 

數據科學專題將透過實際參與資料科學競賽的

方式，運用資料科學研究所所開設的課程如資

料探勘、機器學習、統計分析等，學生組隊參

加比賽。選定某個比賽後，如 ACM、KDD cup，

學生將每週報告所使用的資料科學分析方法，

效果以及目前的名次，透過團隊合作的方式，

獲得比賽的經驗，增加資料科學分析的能力。 

相關專任教師

共同授課 

平行化程式設

計 

(選修、3 學分) 

本門課將教導學生如何撰寫平行化程式技巧，

將介紹平行化的軟硬體環境，在不同的硬體環

境下，如 shared-memory, distributed computing 

environments, GPU 的環境下，如何使用 

游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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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hreads, OpenMP, MPI, data parallel programs 

with CUDA, OpenCL, Hadoop with MapReduce

等。有鑒於巨量資料量之巨大，透過平行化程

式設計，將可透過不同的硬體與軟體，達到資

料分析的目的。 

資料視覺化分

析 

(選修、3 學分) 

資料視覺化乃是透過視覺化的技術來呈現資

料，這樣的技術可方便資料探勘/分析結果的呈

現，另一方面也是藉由資料視覺化能夠輔助資

料分析。針對巨量資料得視覺化，牽涉到如何

有效率的做到資料的呈現，如社群網路結構，

如何快速地呈現大量的節點資訊等，本門課將

教授學生資料視覺化常用的軟體工具，並學習

視覺化的以論基礎。 

莊榮宏 

迴歸分析 

(選修、3 學分) 

本課程將介紹連續型(continuous)和離散型

(categorical)數據的迴歸分析方法。主題包括：

簡單與多元線性回歸分析(simple and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迴歸係數的統計推論

(inferences for regression coefficients)、干擾因子

與交互作用(confounding and interaction)，迴歸

診斷(regression diagnostics)、邏輯斯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卜瓦松迴歸 (Poisson 

regression)和廣義線性模型(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黃冠華 

統計計算 

(選修、3 學分) 

本課程將介紹在統計計算(statistical computing)

上常用的一些方法。主題包括：電腦程式撰寫

(computer programming)、亂數產生 (random 

number generation)、蒙地卡羅模擬(Monte Carlo 

simulation)、排列檢定(permutation test)與拔靴

法(boostrap)、數值線性代數(numerical linear 

盧鴻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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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gebra)、EM 演算法(expectation-maximization 

algorithm)、最佳化(optimization)、非線性迴歸

(nonlinear regression)、數值積分(numerical 

integration)、馬可夫鏈蒙地卡羅法(Markov chain 

Monte Carlo)。 

多變量分析 

(選修、3 學分) 

本課程旨在說明如何將單變量的統計方法擴展

應用於多變量數據，並介紹一些只用於分析多

變量數據的方法，與進行多變量分析時常用的

統計計算的技巧。主題包括：多變量資料的統

計推論(statistical inferences for multivariate 

data)、多變量變異數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主成份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集群分析

(cluster analysis)、多元尺度法(multidimensional 

scaling)、分類與判別分析(classification and 

discrimination analysis)。 

黃冠華 

圖論 

(選修、3 學分) 

This is a graduate course of the division of 

Combinatorial Theory. It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graph structures, graph model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he topics will include: subgraphs 

and graph decomposition, graph connectivity, 

graph colorings, genus of graphs, extremal 

graphs, random graphs, graph eigenvalues and 

graph labelings. 

傅恆霖 

科學計算 

(選修、3 學分)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introduce 

general computational methods and 

computational thinking concept. We will address 

computational issues when deal with large scale 

problems. 

林文偉 

應用數學方法 

(選修、3 學分) 

The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give a survey of 

mathematical methods for the solution of 
林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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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the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In particular, the following topics will be covered: 

1. Green's functions 

2. Method of eigenfunction expansions 

3. Calculus of variations 

4. Perturbation methods 

 

 

表二：課程開設學期別 

 基礎核心課程 進階選修課程 

資訊領域 統計領域 應用數學領域 

上學期 資料探勘、 

統計方法、 

數據科學專題、 

數據科學系列演講 

 

平行化程式設計 

 

迴歸分析 

 

圖論、 

科學計算、 

 

下學期 機器學習、 

數據科學系列演講 

 

資料視覺化分析、 

巨量資料技術與應用 

 

統計計算、 

多變量分析 

 

應用數學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