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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別 : 日間部碩士 110學年度第2學期 列印日期 : 2022/01/21

中文課程名稱 : 雲端運算 英文課程名稱 : Cloud Computing 授課教師 : 黃文楨

 開 課 班 級 : 資管碩士班一甲   學　　分  : 3.0 授課時數 : 3.0

 合 班 班 級 : 電商碩士班一甲 實習時數 : 0.0

1.中文教學目標(Chinese Teaching objectives)

介紹並說明雲端運算領域常見且重要的機器學習演算法，這些演算法可用於監督式與非監督學習、強化學習與半監督式學習。

書中所討論的演算法包括線性迴歸、logistic迴歸、SVM、樸素貝氏、k-means、隨機森林、TensorFlow與特徵工程。 　　你將

會學到如何使用這些演算法來解決問題，以及它們的工作原理。同時也會介紹自然語言處理與推薦系統，以協助同時執行多種

演算法。 　　最後將會知道如何挑選正確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來為你的問題進行分群、分類或迴歸。 　　你將學會： 　　•

熟悉機器學習的重要元素 　　• 瞭解特徵選擇與特徵工程流程 　　• 平衡線性迴歸的效能與誤差 　　• 建立資料模型，

與使用各種類型的演算法來瞭解它的工作方式 　　• 微調SVM的參數 　　• 實作資料集的群聚 　　• 探索自然語言處理與

推薦系統的概念 　　• 從零開始建立機器學習架構 

2.英文教學目標(English Teaching objectives)

Introduce and explain cloud computing algorithms that are common and important in the field of data science.

These algorithms can be used for both supervised and unsupervised learning, 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semi-

supervised learning. The algorithms discussed in the book include 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SVM,

naive Bayesian, k-means, random forest, TensorFlow, and feature engineering. You will learn how to use these

algorithms to solve problems and how they work.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are also

introduced to assist in the simultaneous execution of multiple algorithms. Finally, you will know how to pick

the right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 to group, classify, or return your problem. You will learn: • Familiar

with important elements of machine learning • Understand feature selection and feature engineering processes

• Balance the efficiency and error of linear regression • Create a data model and use various types of

algorithms to understand how it works • Fine-tuning the parameters of the SVM • Clustering of implementation

data sets • Explore the concept of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recommendation systems • Building a

machine learning architecture from scratch 

3.中文教學綱要(Chinese CourseDescription )

雲端運算簡介 機器學習的重要元素 特徵選擇與特徵工程 線性迴歸 Logistic 迴歸 樸素貝氏 支援向量機 決策樹與整體學習

分群基礎 階層式分群 推薦系統簡介 自然語言處理簡介 NLP 的主題建模與情緒分析 深度學習與 TensorFlow 簡介 建立機器

學習架構 

4.英文教學綱要(English CourseDescription )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Important elements of machine learning   Feature selection and feature

engineering   Linear regression   Logistic regression   Naomi Bay   Support vector machine   Decision tree and

overall learning   Grouping basis   Hierarchical grouping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s topic model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Introduction to

Deep Learning and TensorFlow   Building a machine learning architecture 

5.中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名稱(中) 核心能力名稱(英)
核心能力
百分比

備註

資訊管理英文能力     

提升學生於資訊管理方面之英文能力，重點採取任

務導向的訓練方式，讓同學練習撰寫各類資管文

章，其中包括有論文摘要、論文評論、資管短文、

資管專案規格書以及資管新知。 

財會能力     

強加財會知識上的觀念，特別是在管理上的執行與

帳務的決策，以及現行所開發的會計資訊系統的運

用在會計資料庫、網路與企業化系統等。並且介紹

帳戶資料安全（AIS）觀念的瞭解、應用、發展趨

勢、系統的開發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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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系統分析、規劃與開發能

力 

    依據教師不同的研究與實務領域的專長，並掌握目

前產業的特性與動態,設計出與資訊管理相關之各

類型議題。同時強調學生能實際的操作電腦或管理

相關技術與知識，做為印證學生所學理論與實務上

需求的機會。以期望對修課的學生，來提供物件導

向技術分析與程式撰寫所需的基礎概念，使學生了

解在物件導向技術的分析與開發中，有那些技術與

應用重點，來確保高效能的系統分析與設計。 

網路建置與營運能力     

讓學生能力執行網路伺服器的架設，到深入作業系

統管理所需知識的建立，進而整合電腦系統硬體、

作業系統、應用程式的執行及網際網路的連結，完

成整體資訊網路系統的正常運作與安全性，達到有

系統管理專業技能，增加自己在職場之競爭力。並

使學生培養雲端運算能力，此能力是利用網路連線

使用遠端電腦提供的服務或是運用網路串連多台電

腦的計算工作都可視為是雲端運算。更是一個整合

資源、節省成本，並且達到更好的效果。 

資訊管理與決策能力     

介紹資訊管理如何支援企業活動的功能及資訊科技

帶給個人、企業及社會的衝擊，一方面使學生瞭解

管理資訊系統之概念、特性及架構等，進而培養學

生發展管理資訊系統與決策之經驗能力。另一方面

則是讓學生瞭解資訊科技下各種社會、倫理議

題。 

企業資訊整合應用能力     

其內涵結合管理、技術範疇，是資管核心課程之

一，各課程分別介紹基礎的EC管理與技術概念及其

應用外，並對電子商務的全球著名個案之營運模式

做廣泛的剖析，希望能給同學們對電子商務實務課

題有一深入的了解。另外﹐全球的電子商務應用，

仍還在快速發展階段，如果能夠對國內外的電子商

業環境有一些普遍的了解，對同學未來的就業或創

業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並且安排許多的個案深入

討論，希望能誘發同學提出創新之可能EC營運模

式。 

量化能力     

促進學生對數理方面的觀念與應用，為奠定優良的

數學基礎、發展成熟的數學技巧，以建立解決問題

的能力，以及培養學生積極學習的態度。 

資料庫應用能力     

著重在基本的資料庫應用理論與實務演練探討，並

以目前廣受歡迎的Microsoft SQL Server做為實務

演練的對象，以資料處理的演進過程做為切入點，

說明整體資料庫系統的發展概觀、資料模式、關聯

式資料庫管理系統的架構等等相關資料庫應用知識

與實作方法。再以專案的製作方式作為習題，讓學

生有實際演練的機會加強庫料庫設計的應用能

力。 

無英文核心能力資料。

7.教科書

1

中文書名 : 無　英文書名：N/A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8.參考書

2 中文書名 : 初探 機器學習演算法　英文書名： 

中文作者 : Giuseppe Bonaccorso 著，賴屹民 譯　英文作者：Giuseppe Bonaccorso 著，賴屹民 譯 

中文出版社 : 碁峯 出版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3

中文書名 : 　英文書名：N/A 

中文作者 : 　英文作者： 

中文出版社 : 　英文出版社： 

出版日期 : 年 月　備註： 

9.教學進度表

週次或項
目

Week or
Items

中文授課內容
Chinese Course Content

英文授課內容
English Course Content

分配節次
Assigned
Classes

備註
Note

1 雲端運算簡介  
 

Introduction to cloud
computing 

3   

2 介紹python  
 

Introducing python 3   

3 介紹docker  
 

Introducing docker 3   

4 深度學習快速入⾨  
 

Deep Learning Quick
Start 

3   

5 機器學習的重要元素 
 

Important elements of
machine learning 

3   

6 特徵選擇與特徵⼯程  
 

Feature Selection and
Feature Engineering 

3   

7 線性迴歸 Linear regression 3   

8 Logistic 迴歸 Logistic regression 3   

9 期中考試或報告 Midterm exam or report 3   

10 樸素⾙⽒ Naive Bayesian 3   

11 ⽀援向量機 The support vector
machine 

3   

12 決策樹與整體學習 Decision tree and
Ensemble learning 

3   

13 分群基礎 clustering basis 3   

14 階層式分群 The hierarchical
clustering 

3   

15 推薦系統簡介 Introduction to the
recommendation system 

3   

16 ⾃然語⾔處理簡介 Introduction to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3   

17 NLP的主題建模與情緒分析 NLP topic modeling and
sentiment analysis 

3   

18 期末考試或報告 Final exam or report 3   



10.中文成績評定(Chinese Evaluation method )

期中 30% 期末 30% 平時成績 40% (含出席紀錄，作業，與上課參與程度) 

11.英文成績評定(English Evaluation method )

Midterm 30% Final Exam or report 30% Others 40% (including attendance record, homework, and participation in

class) 

12.中文課堂要求(Chinese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會介紹機器學習應用概念與程式開發。修完此門課會對機器學習有更深入的了解。同時也介紹一些處理機器學習的相關軟體的

應用與工具．  

13.英文課堂要求(English Classroom requirements )

We will introduce machine learning concept and application.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will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to machine learning. Some machine learning applications and tools will also be introduced.  

「遵守智慧財產權」 ﹔「不得非法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