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9學年度各學院「大學程式設計」課程地圖規劃表 
         
美國總統歐巴馬在推廣程式教育時提及「學習程式，不再是面對難懂的文字符號，而是培養邏輯、勇於嘗試、實現創意的過程」。 
隨著世界的潮流，本校在108學年度將「程式設計—初階課程」納入通識核心的必修課程中，並依照各學院之專業屬性自選程式
設計之工具，讓全校學生皆具備程式設計的基本素養。 
對於非資訊領域的學生在學習初階程式設計課程後，仍想進一步擴大其所屬專業領域在資訊應用上的想像空間，各學院提供與建
議可加選的中階或高階程式設計課程之建議課程地圖(如下表)，最終進而達到其專業領域上的典範移轉，創造更多跨領域發展加
值應用的可能。 

學院名稱 初階課程 
(核心必修) 

中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高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完整修習後，可獲得何種能力 

智慧科技 python 人工智慧概論 機器學習 

1. 邏輯思考與程式撰寫能力 

2. 資料處理能力 

3. 人工智能處理能力 

理工 python 

資料科學導論 

(財數系開課) 

演算法 

(財數系開課) 後臺開發、web 開發、網路爬蟲、科學

計算、數據分析、機器學習…等 資料科學與 python 

(理工學院開課) 

機器學習與資料分析

(財數系開課) 

工程計算與程式應

用 

(材料系開課) 

- 

1.將可獲得電腦硬體元件、數字系統、作

業系統、數位電子邏輯線路等基本知識 

2.將可學習基本文書處理、數據整理與分

析、投影片製作與放映動作、VBA 程

式撰寫、Python 程式撰寫等技巧 

3.學習之資訊能力將可推廣至未來的工

作職場 

管理 R 語言 大數據概論與應用 - 獲得使用 R 語言與其應用於大數據分析



學院名稱 初階課程 
(核心必修) 

中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高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完整修習後，可獲得何種能力 

軟體(管理學院開課) 的基礎能力 

傳設 

數媒 

mBlock 

人工智慧與虛實整

合(大四選) 

網頁程式設計(大二

選) 

程式語言設計(大二

選) 

行動與社群遊戲設計

(大四選) 

多媒體程式設計(大三

選) 

具有設計數位遊戲程式的專業能力。 

大傳 
網頁程式設計(大二

選)(數媒系開課) 

行動與社群遊戲設計

(大四選) (數媒系開課) 

多媒體程式設計(大三

選) (數媒系開課) 

具有網頁設計及社群經營的專業能力。 

影視 
網頁程式設計(大二

選)(數媒系開課) 

多媒體程式設計(三系

選) (數媒系開課) 
具有數位程式的專業能力。 

創設 
互動設計(三下

選)(創設系開課) 

電子學(一)(二上) 

(電機系開課) 

具有設計互動機器人、互動 APP 之能

力、手機觸控面板、倒車雷達、跑馬燈設

計 

國際 

國財 R 語言 
財務資訊分析(一)、 

財務應用模型 
財務資訊分析(二) 

具有 Excel 操作能力、財務數據分析能

力、大數據分析能力、設計程序或數據庫

來處理大量數據的能力 

其他 python 人工智慧導論 深度學習網路 
具有大數據分析、資料探勘、財務與股票

預測分析、神經網路學習相關知識及能力 

觀餐 app inventor 網站建置與管理 觀光虛實整合 具備線上線下資源規劃及整合能力 



學院名稱 初階課程 
(核心必修) 

中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高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完整修習後，可獲得何種能力 

(電資學院開課) (觀餐學院開課) 

語文 mBlock 
Arduino 初階課程 

(電資院開課) 

Arduino 進階課程 

(電資院開課) 

具有設計互動機器人、互動 APP 之能

力、手機觸控面板、倒車雷達、跑馬燈設

計…等 

醫學 

健管 python 

R 語言初階課程 

(醫學院-健管系選

修) 

R 或 Python 進階課程 

(相關學院開課) 

具有處理健康大數據、進行資料搜尋與統

計分析能力 

醫技 python 大數據分析 
機器學習 

(資工系) 

具有處理生物資訊和醫學檢驗數據，進行

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資料識別與大數據

分析能力。 

醫工 C++ 

健康照護物聯網、健

康大數據分析、醫用

智慧感測 

(教育部核定智慧醫

療科技微學程預計

109-1 新增課程，由

醫學院、電資學院教

師合開) 

1. 智慧感知介面設計

(資工系) 

2. 物聯網原理與技術

(資工系) 

3. 虛擬實境實務(資工

系) 

4. 機器學習(資工系) 

5. 資料探勘(資工系) 

6. 醫工實驗(二)(醫工

系) 

具有健康照護與智慧醫療之實務理解與

基礎實作能力。 

醫管 R 語言 
1. 機器學習導論 (課

程共授，跨領域合

1. 智慧醫療網路分析與

應用(課程共授，跨

1. 具備巨量健康資料整理能力 

2. 具備巨量健康資料視覺化設計能力 



學院名稱 初階課程 
(核心必修) 

中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高階課程 
(欲擴大學習者可選修) 

完整修習後，可獲得何種能力 

作，理工學院師資

支援) 

2. 資料庫管理(醫管

系師資) 

3. 大數據視覺化設計

(管理學院開課) 

4. 大數據概論與應用

軟體(管理學院開

課) 

領域合作，傳設學院

師資支援) 

2. 醫療巨量資料與管理

決策(課程共授，跨

領域合作，義大醫院

師資支援) 

3. 健康資料庫應用(管

理學院開課) 

3. 具備巨量健康資料分析與預測模式建

立能力 

4. 具備巨量健康資料結果解讀能力 

5. 具備醫療網路(社群媒體)分析與解讀能

力 

醫學 R 語言 

1. 大數據概論與應用

軟體(管理學院開

課) 

2. 人工智慧導論(國

際學院開課) 

1. 機器學習與資料分析

(理工學院開課) 

2. 深度學習網路(國際

學院開課) 

由初階課程建立 R 語言的程式基礎，並

在中階課程了解到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

慧的相關應用知識，最後在高階課程學習

到機器學習與深度學習網路相關知識與

技巧。透過循序漸進的修習過程，將建立

程式撰寫以及獨立資料處理與分析的能

力。 

其他 mBlock 
APP 程式設計 

(資管系開課) 

資料科學與 PYTHON 

(理工學院開課) 

1. 中階：能夠結合各系專業課程，開發具

個人特色的手機應用程式。 

2. 高階：認識資料科學，並透過程式設計

來探索、分析並運用巨量資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