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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一、 課程說明 

人工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亦可稱為機器智慧，是機器展示的智慧，利用

電腦程式的設計、輸入與執行，使機器與人類的自然智慧一樣具有思考與認知能力，

面對外在環境的改變可以適時調整因應環境的變化，進行系統性的分析，以機器智慧

有效解決各領域的問題以及完成最佳化目標，實現人類的行為和思想構成人工智慧。

目前在學術與實務，人工智慧已成功應用於許多領域的問題解決與最佳化。Stuart 
Shapiro (1992)將人工智慧研究分為三種方法，計算心理學(computational psychology)：
用於製作模仿人類行為的計算機程序、計算哲學(computational philosophy)：用於開發

自適應及自由流動的計算機頭腦、以及計算機科學(computer science)：實現計算機科學

的目的是創建可以執行以前只有人類可以完成的任務的計算機。目前在實務界，人工

智慧已成功應用於許多領域的問題解決與最佳化，例如：物聯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無線感測網路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WSN）、智慧音箱、各種智能家電、機器

翻譯 (Machine translation)、語音辨識 (Voice recognition)、影像辨識 (Image recognition)、
Google DeepMind 開發的人工智慧圍棋程式 AlphaGo、以及自動駕駛汽車，並獲得大

量創新、專利及財務收益。 

本課程的目地在於有系統的學習及研究人工智慧(AI)方法，並且實現理論同步應

用於實務各領域問題的解決。因而本課程除了課堂授課外，亦加入許多案例說明與練

習，達成學用合一的綜合學習效果。並帶領學生把人工智慧(AI)應用於課程研究上，以

及解決實務問題，應用軟體把人工智慧(AI)完成創新設計，以做為研究或實務應用之準

備。歡迎產業界學生把產業問題帶進來演練以解決問題。 

本課程效益含： 

 學員能透過 WEKA 與 MATLAB 等套裝軟體之實務操作，而能親身感受人工智慧

之未來可能之應用與。 
 學員能有效學習及研究人工智慧(AI)的知識，並可培養產業實務各領域的應用分析

與解決問題能力。 
 不僅有效學習及研究人工智慧(AI)如何應用於產業實務，亦能施展於生活實用中，

提升創新發明的卓見。 
 有效提昇學員創新思維及邏輯能力。 

 



 

 

課程大綱 

二、 教學進度 
周次 課程進度/內容 

1 從最簡單的 AI 入門 – Simplified Swarm Optimization (SSO) 

2 隨機的魔力 

3 最佳化問題簡介與建模 

4 應用 SSO 解決實務最佳化問題 (一) 

5 應用 SSO 解決實務最佳化問題 (二) 

6 以 SSO 訂製自己的人工智慧 

7 統計方法與演算結果分析 

8 進化計算(Evolution Computation) – 遺傳演算法 (GA) 與 MATLAB 

9 期中專題報告 

10 結合 SSO 與 GA 以解決實務最佳化問題 

11 結合 SSO 與 PSO 以解決實務最佳化問題 

12 數據挖礦與 WEKA 

13 SSO 與數據挖礦 

14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 神經網絡 (ANN) 

15 結合 SSO 與 ANN 以數據挖礦 

16 深度學習(Deep Learning) – CNN 

17 模糊理論簡介 

18 期末專題報告 
 

教 材 
 Class Handout (講義) 

 WEKA 3-5-5 Explorer 使用者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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