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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系統架構與巨量資料平台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蕭宏章

上課日期:2018年8月3日~10月5日
考試日期:2018年10月12日
上課時間:每周五晚上7:1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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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電腦系統架構與巨量資料平台(Computer Architecture
and Big Data Platform)課程，教授分散式基礎設施平台相
關ICT技術背景與應用課程，其涵蓋從分散式系統基本理
論乃至廣為業界實務上所使用的Apache Hadoop系統，等
等技術背景介紹。藉由本課程學員得對巨量資料處理與
運算平台技術有廣泛性的認識，以及對Hadoop有基本的
架設、管理、服務及應用程式開發之概念。本課程亦將
搭配實際運用Hadoop於產業界案例來說明Big Data
Storage及Computing中令人有感之關鍵性技術及門檻，學
員得參考並規劃未來投入方向上的優先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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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巨量資料平台技術簡介 蕭宏章

2 計算機計算與儲存系統概要 蕭宏章

3 資料庫概述 蕭宏章

4 檔案系統概述 蕭宏章

5 平行暨分散計算模型與範例探討 蕭宏章

6
開源軟體分散式巨量資料儲存及計
算平台Hadoop MapReduce、HBase
與HDFS元件介紹

蕭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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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同步控制 蕭宏章

8 資料一致性 蕭宏章

9 In-Memory計算、資料串流與即時
處理

蕭宏章

10 巨量資料平台產業應用個案探討 蕭宏章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6

智慧工廠導論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邱煜程

上課日期:2018年8月4日~10月6日
考試日期:2018年10月13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早上9:10~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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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各週課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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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智慧工廠已成為全球製造產業的必要配備，運用新興資
訊科技達到產量、良率、效率、以及成本兼顧的生產線
，來解決需求快速變動、產品生命週期縮短、勞動力減
少等競爭挑戰。本課程將介紹建置智慧工廠之規劃、步
驟、及方案，如產品生命週期管理(PLM)、製造執行系統
(MES)、統計品質管制(SPC)、配方管理系統(RMS)、工
業物聯網(IIoT)、戰情中控系統、工程資料分析(EDA)平
台、及先進製程控制(APC)系統等；使學員更清楚了解資
訊科技如何運用在生產工廠中，並在理論與實際的搭配
講授下，協助學員規劃自己未來的職涯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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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智慧工廠簡介
 智慧製造技術藍圖

邱煜程

2
工廠資訊與控制系統-I
 企業流程與管理、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生產管理概論
邱煜程

3 工廠資訊與控制系統-II
 製造執行系統(MES)、UML塑模

邱煜程

4
工廠資訊與控制系統-III
 配方管理系統(RMS)、統計品質管制系統

(SPC)
邱煜程

5
工業物聯網-I
 廠房設施介紹、生產設備架構與單元、設

備通訊
邱煜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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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2/2

週次 標題 講師

6 工業物聯網-II
 感測器介紹、監控系統設計

邱煜程

7
品質良率系統-I
 工程資料分析(EDA)、失效偵測與分類

(FDC)、失效模式及效應分析(FMEA)
邱煜程

8 品質良率系統-II 
 前饋與回饋控制(R2R)、預測保養(PdM) 邱煜程

9
工廠績效管理
 工廠重要績效指標、資料倉儲&資料超市、

管理報表
邱煜程

10 專案管理
 專案規劃與監控、建構管理、軟體工程

邱煜程

11 認證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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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積層製造概論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羅裕龍/張景閔

上課日期:2018年8月4日~10月6日
考試日期:2018年10月13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下午2:1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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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週課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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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教授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概述
、選擇性雷射熔融(SLM)設備介紹、選擇性雷射燒結
(SLS)設備介紹、直接能量沉積(DED)設備介紹、電子束
積層製造(EBAM)設備介紹、及金屬粉末材料特性分析介
紹…等技術。藉由金屬積層製造概論課程可讓學員對金
屬3D列印技術有初步的認識，使其未來進入相關產業，
可對設備、檢測分析和軟硬體應用，能快速適應且具備
一定程度的能力，達成符合業界招募人才所需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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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積層製造技術與應用概述 羅裕龍

2 選擇性雷射熔融(SLM)設備介紹 張景閔

3 選擇性雷射燒結(SLS)設備介紹 張景閔

4 直接能量沉積(DED)設備介紹 張景閔

5 電子束積層製造(EBAM)設備介紹 張景閔

6 金屬粉末材料特性分析介紹 張景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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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金屬熱處理介紹 張景閔

8 金屬工件檢測設備分析介紹 張景閔

9 金屬工件後加工設備介紹 張景閔

10 製程建模分析軟體介紹 張景閔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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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ython機器學習概論

智慧製造系統證照班

授課講師: 許志華/楊浩青

上課日期:2018年8月4日~10月6日
考試日期:2018年10月13日
上課時間:每周六晚上6:1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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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各週課程標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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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課程以Python為工具，介紹製造現場所需之機器學習

之分類理論與方法，包含巨量資料分類、主成分分析、

支援向量機、與類神經網路等。從資料匯入、訊號處理

、資料前處理、特徵選擇、模型訓練、到模型驗證與應

用等。課程目標在於使學者可藉由方便的Python語言與

其豐富套件，達到有效熟習機器學習方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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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週課程標題 1/2

週次 標題 講師

1 機器學習與PYTHON簡介 楊浩青

2 訊號處理與資料前處理 楊浩青

3 特徵選擇與特徵工程 楊浩青

4 線性迴歸與複迴歸 許志華

5 Logistic 迴歸分類 許志華

6 類神經網路 許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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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標題 講師

7 支援向量機與決策樹 許志華

8 深度學習網路 許志華

9 時間序列分析 楊浩青

10 智慧製造實例 楊浩青

11 認證考試

各週課程標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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