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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雲端數據分析人才養成班 
 

課程費用 
＄49,784元 

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申請獎勵金每月$8000元(僅補助開訓日於6/30前之班級)。 

上課時數 254小時 訓練人數 20人 上課地點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三民校區) 

因應疫情課程暫採線上教學 

訓練日期 自110年6月23日至110年9月3日止 報名截止日 110年7月2日止 

上課時間 週一至週六：08：00～17：00，每日最多8 小時。(按實際課程表上課) 

訓練目標 

本班訓練內容涵蓋自基礎的程式語言(Python)、資料庫分析(MySQL)、PowerBI數據分析、AI人工智慧、

Azure雲端平台應用實務，課程規劃由淺入深，配合專題實作，磨練學員專業技能能力與強化產業應用創

新能力。其中能夠協助學員在未來就業後，能夠彙整團隊數據、提供專業的分析後能夠產製美觀的報

表，其視覺化呈現-Power BI在此即是一個很好的選擇並且更廣泛的被接受，因此於呈中將透過題庫的模

擬與解析說明，輔導學員考取證照，加以佐證自我能力。在本課程之後學員亦可朝向Python、MySQL、

AZ900、AI900等證照認證目標，為求職履歷增添加分項目。學員未來可應用於協助企業軟件開發、數據

分析、數位轉型、電子商務、市場分析規劃行銷等多元化跨產業的就業市場。 

就業方向 
訓後可從事軟體開發工程師、電子商務管理師、資料工程師、數據分析師、網頁管理師、資料庫分析

師、專案經理、新創自營事業等。 

甄選暨計畫 

說明會日期 
110年6月21日(一)下午 14：00(視疫情，未線上報名者請提前來電詢問) 

➢ 報名資格：(1)計畫補助適用對象為15歲至29歲之本國籍待業青年。(2)一般未就業人士並對本課程有興趣者。(3)須具備

基礎程式語言能力為佳(請提供修課紀錄或研習證書等佐證證明)。 

➢ 補助資格：15 歲至 29 歲之本國籍失業青年 ，資格審查通過後，補助全額訓練費用及每月最高8000元學習獎勵金。如不符

合補助資格仍欲參與課程，可以自費生身分參訓，自行負擔課程費用新臺幣49,784元，且無法申請學習獎勵金。 

➢ 報名方式：申請學員自台灣就業通網頁申請報名後於本計畫專區下載或列印｢報名及參訓資格切結書｣，閱覽切結書及相關

須知後加以簽名或蓋章印出後，連同最高學歷影本及個人簡歷(含參與本課程原因需求及對未來工作期許)，寄回本單位(臺

中市北區三民路三段129號推廣部收，或電子檔email至extension00@nutc.edu.tw)。請於110年6月17日12:00前寄達。 

➢ 甄選暨計畫說明會日期：本單位於6/21進行書面審查及筆試(程式設計基礎概論)，各佔50%。請務必出席。 

➢ 錄訓標準：依總分高至低依序錄訓，如總分同分者，依線上報名順序優先錄訓。 

➢ 錄取公告：錄訓名單公佈的日期時間為110年6月11日中午12:00，錄訓名單將以簡訊、電話或email通知。 

➢ 報名方式：請務必事先加入「台灣就業通」會員 (電子郵件將作為後續訊息發布通知重要管道，請務必確實填寫)，加入會員後

登錄資料並完成「我喜歡做的事」職涯興趣探索測驗(https://exam1.taiwanjobs.gov.tw/Interest/Index )。 

➢ 注意事項： 1.參訓時數未達總課程時數3分之2以上者，依本計畫規定1年內不得參加本署職前訓練。 

2.參加本計畫訓練課程，以1次為限(含中途離退訓)。 

3.遵循訓練單位管理及請假規定。 

4.備妥身分證明文件，配合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所屬分署之不預告訪視。 

5.離訓應提前5日通知訓練單位。 

6.不得有以詐欺或其他不正當之方法申請本計畫或申請資料有虛偽、隱匿等不實情事。 

7.於本計畫期間不得有已領取本署、分署或其他政府機關相同性質之補助之情事。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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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雲端數據分析人才養成班】 

課程表 
課程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授課大綱 

觀
念
課
程 

[1] Python 程式語言 36 

Basic Python( 環境安裝與工具介紹、Python 的基本結構、變數、容器、條件式、迴

圈、寫入讀取檔案)  

OOP in Python  

Flask & Restful API 

Flask & SQlite 

Basic HTML5 & CSS 

Javascript & Ajax Programming 

響應式網頁設計 - Bootstrap4 

人工智慧概論 - 理論與應用 

機器學習專案實作 

[2] 資料庫分析 36 

資料庫基本概念、MySQL 軟體安裝 

實體關係資料模型(ER Model)說明與操作 

關聯式資料模型說明與操作 

SQL 基礎語法說明、實機操作 

SQL 實際案例說明與練習 

前後台系統整合說明與操作 

[3] AI 人工智慧 42 

人工智慧概論 

人工智慧執行要素 

機器學習核心原理及核心任務 

Azure AI 電腦視覺應用 

Azure AI 電腦視覺深入應用 

自然語言處理（NLP） 

Azure AI 對話式 AI 應用 

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服務實作 

[4] PowerBI 數據分析 57 

◆ 數據分析核心觀念 

◆ Power BI 工具介紹 

◆ Power Query 及 Excel 資料表格-資料匯入 

◆ Power Query-資料清理與實務範例 

◆ Power View 與實務視覺效果實務範例應用 

◆ Power BI for Excel 補充 

◆ 進階整合應用 

◆ Power Map 與實作課程 

◆ Power Pivot 與實作課程 

實
務
實
作
課
程 

[5] Azure 雲端平台應用

實務 
42 

■ 觀念篇:雲端基本觀念、雲端運算與 Microsoft Azure 概觀 

■ 實務篇 : Azure PowerShell 與 Xplat-CLI 指令工具 (PowerShell 入門、Azure 

PowerShell、Xplat-CLI) 

■ 實務篇: Azure 應用程式服務(Azure Web App 簡介、建置網站、部署與更新網站、

管理與組態網站、擴展網站、監控網站) 

■ 實務篇: Azure 虛擬機器服務(Azure 虛擬機器服務簡介、建置虛擬機器、網路連線) 

■ 實務篇: Azure 虛擬機器服務(磁碟與映像管理、高可用度與擴展、 管理與監控虛

擬機器) 

■ 實務篇: Azure 虛擬網路( 名稱解析、建置虛擬網路、建置站對站 VPN) 

■ 實務篇: Azure 虛擬網路( 虛擬網路概觀、建置點對站 VPN、流量管理) 

■ 實務篇: 虛擬服務綜合實驗室(企業跨境服務架構建置) 

■ 實務篇：Azure 儲存服務(儲存服務概觀、服務等級與備援、建立儲存服務、檔案

類服務-Azure Blob 和 Azure Files、Azure Table 與 Azure Queue、監控儲存服務) 

■ 實務篇：Azure SQL Database 與 SQL Server VM(SQL Database 概觀、服務供應

模型、建置與變更、移轉資料)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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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分類 
課程名稱 

課程 

時數 
授課大綱 

■ 實務篇：Azure SQL Database 與 SQL Server VM(管理與監控、備份與復原、SQL 

Server on VM) 

■ 實務篇: Azure Active Directory(分散式身份驗證服務、Azure AD 概觀、建立與設

定 Azure AD 環境、管理使用者與群組) 

 [6] 證照題庫解析 26 

AZ900 證照題庫解析 

AI900 證照題庫解析 

PowerBI 證照題庫解析 

專題課程 15 
(一)智慧科技創新與應用趨勢、(二)科技浪潮下打造數位競爭力、(三)履歷撰寫與面談技

巧(四)企業媒合暨模擬面試會、(五)企業參訪 

  備註: 本校保留課程師資、內容、時段等課務相關之彈性調整及變更的權利 

本計畫 請點選台灣就業通網站加入會員後，線上報名 
線上相關資訊查詢網址: https://elite.taiwanjobs.gov.tw/ 

課程諮詢請洽專線 04-22195563  賴小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