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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教學計畫大綱(格式) 
填表說明： 

1. 依據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第 5 條：學校開授遠距教學課程，應依學校規定由開課單位擬具教學

計畫，依大學法施行細則及專科學校法規定之課程規劃及研議程序辦理，經教務相關之校級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應公告於網路。前項教學計畫，應載明教學目標、修讀對象、課程大綱、上課方式、師生互動討論、

成績評量方式及上課注意事項。 

2. 教學計畫大綱如下，請填入教育部「大學校院課程網」或「技職校院課程網」之「課程大綱」欄位，且能有

效連結閱覽。 

3. 本件提報大綱為基本填寫項目，實際撰寫內容格式，學校可依需求進行調整設計。 

學校名稱：＿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開課期間：＿＿105＿＿學年度＿2＿＿學期  (本學期是否為新開設課程： □是  否) 

壹、 課程基本資料 (有包含者請於□打) 
1.  課程名稱 圖形識別 

2.  課程英文名稱 Pattern recognition  

3.  教學型態 非同步遠距教學 

同步遠距教學主播學校   

請填列本門課程之收播學校與系所： 

(1)學校: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系所: 資訊工程系 

4.  授課教師姓名及職

稱 

陳士煜助理教授 

5.  師資來源 專業系所聘任  □通識中心聘任  □以上合聘  □其他 

6.  開課單位名稱 (或

所屬學院及科系所名

稱)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系所: 資訊工程系 

7.  課程學制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在職專班 

碩士班  □碩士班在職專班  □博士班 

□學院（□二年制 □四年制） 

□專科（□二年制 □四年制） □進修專校   

□進修學院（□二技  □四技 □碩士在職專班） 

□學位學程（□二年制  □四年制  □碩士班） 

□學分學程 

8.  部別 日間部  □進修部(夜間部)  □其他 

9.  科目類別 □共同科目    □通識科目   □校定科目 

專業科目    □教育科目   □其他 

10.  部校定 

(本課程由那個單

位所定) 

□教育部定 

□校定  □院定  所定  □系定  □其他 

11.  開課期限(授課學

期數) 

一學期(半年)  □二學期(全年)  □其他 

12.  選課別 □必修  選修 □其他 

13.  學分數 3 

14.  每週上課時數 3小時(非同步遠距教學，請填平均每週面授時數) 

15.  開課班級數 1 

16.  預計總修課人數 20 

17.  全英語教學 是  □否 

http://ace.moe.edu.tw/


檔案下載網址 https://ace.moe.edu.tw/                                                105 學年度起適用本表 

2 
 

18.  國外學校合作遠距

課程 

(有合作學校請填

寫) 

國外合作學校與系所名稱:_無_______________ 

□國內主播 □國內收播 □境外專班 □雙聯學制 □其他 

19.  課程平臺網址（非

同步教學必填） 

http://elearning.yuntech.edu.tw/sys/reg/ssoLogin.php   

20.  教學計畫大綱檔案

連結網址 

https://webapp.yuntech.edu.tw/WebNewCAS/Course/Plan/Query.aspx?&105&2&2113 

http://ace.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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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課程教學計畫 

一  教學目標 Pattern recognition is a classical research area that deals with 

recognizing patterns based on their features. It has seen wide 

applications in speech recognition, image analysis, target 

detection, 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fingerprint 

identification, dating services, insurance fraud detection, data 

mining, and among many others. This includes statistical and 

information theoretic concepts. Students will present research 

papers and complete programming projects.   

二  適合修習對象 大四以上或研究所學生 

三  課程內容大綱 （請填寫每週次的授課內容及授課方式） 

週

次 
授課內容 

授課方式及時數 
(請填時數，無則免填) 

面授 
遠距教學 

非同步 同步 

1 Syllabus/Introduction    

2 Introduction to Pattern Recognition    

3 Review of Probability Theory, 

Conditional Probability and Bayes 

Rule 

   

4 Random Vectors, Expectation, 

Correlation, Covariance 

   

5 Information theory, entropy    

6 Maximum Likelihood    

7 Review of Linear Algebra, Linear 

Transformations 

   

8 ROC Curves    

9 Computer project presentation     

10 Computer project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11 Linear Discriminant Learning,    

12 Support Vector Machines    

13 K-Nearest-Neighbor Classification    

14 Unsupervised Learning    

15 Clustering , K-means, ISODATA    

16 Computer project presentation     

17 Computer project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18 Follow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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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課程主要及補充教材 

2.提供線上非同步教學 

3.有線上教師或線上助教 

4.提供面授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27＿小時 

5.提供線上同步教學，次數：＿9＿次，總時數：＿27＿小時 

□ 6.其它：（請說明） 

五  學習管理系統 呈現內容是否包含以下角色及功能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給系統管理者進行學習管理系統資料庫管理 

 個人資料 

 課程資訊 

 其他相關資料管理功能 

2.提供教師(助教)、學生必要之學習管理系統功能 

 最新消息發佈、瀏覽 

 教材內容設計、觀看、下載 

 成績系統管理及查詢 

 進行線上測驗、發佈 

 學習資訊 

 互動式學習設計(聊天室或討論區) 

 各種教學活動之功能呈現 

□ 其他相關功能（請說明） 

六  師生互動討論方式 Shih-Yu Chen,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Email: sychen@yuntech.edu.tw 

Office hours: Thur 4PM-5PM 

 

七  作業繳交方式 （有包含者請打，可複選） 

1.提供線上說明作業內容 

2.線上即時作業填答 

3.作業檔案上傳及下載 

4.線上測驗 

5.成績查詢 

□ 6.其他做法（請說明） 

八  成績評量方式 Homework 20%, 2 computer projects 60%, paper presentation 20% 

九  上課注意事項 We will start promptly at 1 PM. Try to be on time! 

Please turn in your work on time. The Homework and projects 

are very important, as it's the only place you get to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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