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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主題 
 課程中所討論主題 

 案例 
 過去作業範例，期末報告案例 

 程式 
 四大類程式語言 

 演算法 
 九大演算法 vs 十大演算法  

 資源 
 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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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索與分析 

問題 

理論 
（公式） 

分析：數據化 

分析：視覺化 

計算機 
程式設計 

 summary( Math ) 

 sort ( Math ) 

 boxplot( Math ) 

 hist( Ma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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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探索與分析 

•資料格式 
•邏輯判斷 
•流程控制 
•計算 
•繪圖 

分析：數據化 

分析：視覺化 

程式 輸出 輸入 

內建資料庫 

因果關係推論 

檔案 

網路上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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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進度 

 U01: 課程介紹：討論主題，作業，報告，進行方式 

 U02: 主題，案例，程式，演算法，資源 

 U03: 設定軟體 R 與 Rstudio 

 U04: 數據處理與繪圖指令功能  

 U05: 資料類別與基本運算  

 U06: 邏輯判斷與流程控制  

 U07: 函數：計算與排序  

 U08: 多維度資料格式  

 U09: 檔案資料輸入與輸出 

 U10: 繪圖功能與文字  

 U11: 多重繪圖與顏色 

 U12: 函數：動畫與動作  

 U13: 探索性資料分析  

 U14: 資料間的相關性 

 U15: 資料連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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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題進度 

 U01: 課程介紹：討論主題，作業，報告，進行方式 

 U02: 主題，案例，程式，演算法，資源 

 U03: 設定軟體 R 與 Rstudio 

 U04: 數據處理與繪圖指令功能  

 U05: 資料類別與基本運算  

 U06: 邏輯判斷與流程控制  

 U07: 函數：計算與排序  

 U08: 多維度資料格式  

 U09: 檔案資料輸入與輸出 

 U10: 繪圖功能與文字  

 U11: 多重繪圖與顏色 

 U12: 函數：動畫與動作  

 U13: 探索性資料分析  

 U14: 資料間的相關性 

 U15: 資料連結分析   

 HW01  初步處理數據與繪圖，以及儲存程式檔案 

 HW02  挑選一組數據，進行數據計算與繪圖 

 HW03  產生數列，計算與處理數列 

 HW04  針對10個人成績，判斷成績等第 

 HW05  寫一個函數進行特定功能的數據處理 

 HW06  建立一個可以存放與處理多維度的手機資料格式 

 HW07  從電腦中，網路上，檔案讀取資料 

 HW08  繪製一張專業的數據圖，加上不同符號與文字！ 

 HW09  繪製一組圖，具有不同顏色，大小，風格！ 

 HW10  產生一個左右搖擺的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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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主題 
 課程中所討論主題 

 案例 
 過去作業範例，期末報告案例 

 程式 
 四大類程式語言 

 演算法 
 九大演算法 vs 十大演算法  

 資源 
 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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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範例：鳶尾花(iris)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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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範例：鳶尾花(iris)資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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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範例：動作與動畫 

 使用 Ball_0( ), Ball_1( ), Ball_2( )  
可以繪製下圖的六個不同姿態（腳的站姿）的主角 

 也可以使用 Ball_0_OFF( ), Ball_1_OFF ( ), Ball_2_OFF ( )  
把這這個主角消除掉。 

 寫一個動畫程式， 
讓這個主角自由自在地遊走在您的螢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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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範例：動作與動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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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專題案例 

 人口 

 人數 

 自然物質 

 行為 

 金錢 

 氣候 

 消費 

 數據 

 選票 

 頻率 

 營運 

人口 台灣近 20 年年來來癌症死亡⼈人數分析 死因年齡 縣市分佈

人口 死亡原因分析 死因統計 年齡層 性別 疾病

人口 近年來台灣人口變化 人口 婚姻狀況 出生率

人口 臺灣各區域人口統計與分析 人口數據 遷入 遷出

人口 探討弱勢國小學童生理健康 疾病 家庭經濟

人口 台灣人口婚姻狀況 婚姻狀態 年齡

人口 全國十五歳以上人口年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統計 人口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

人口 探討台灣結婚及離婚率變化 結婚率 離婚率 縣市 年齡層

人口 有什麼因素導致出生的分配並不平均呢？ 出生人數 月分

人口 法定傳染疾病感染人數分析 傳染病 年齡

人口 身心障礙者 人數 類別 表現

人口 國家英語能力與收入之關聯 英語能力 GDP

人口 以馬拉松數據分析跑者特質與成績 馬拉松數據 參賽比率 國籍來源 年齡 成績

人數 Instagram粉絲人數成長分析 社群粉絲 讚數 留言數

人數 Instagram粉絲專頁抽獎活動 粉絲人數 抽獎活動

人數 大學就學人數趨勢 學生數

人數 轉系的各系分析 轉系人數 學院資料

人數 台北市犬貓總數趨勢之探討 寵物數量 人口數

人數 北捷客運量與地區觀光發展 客運量 觀光人次

人數 北車、中正紀念堂的流量關係 捷運流量 轉乘轉變

人數 台北捷運進出站人數分析 進出站人數

人數 台北捷運⼈人潮分析 捷運站人數 不同時間人數

人數 台大系所成員情緒分析 ⽣活照⽚ 情緒

人數 捷運各站進出人數分析 進出站人數

自然物質 探討登革熱案例的分佈情況 數量 月份 地區 年齡層

自然物質 稻米產量與氣候的關係 稻米產量 氣溫 雨量 日照時數

自然物質 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及簡單性質歸納 胺基酸數目 蛋白質分子量 區域分布

自然物質 分析電生理數據 細胞電壓 細胞電流 通道開啟

自然物質 台灣地地震據�數據的分析 地震數據 經緯度 深度 震度

自然物質 臺灣地震和各縣市位置的關係 大於4.0地震 地區

自然物質 吉野櫻低溫需求與開花時間 開花時間 低溫累積量

自然物質 石門水庫的缺水問題 降雨量 水庫蓄水量 用水

自然物質 火龍果生產 市場價格 產量 生產時間

行為 天氣對於出外旅遊的影響 天氣雨量 日照時數 氣溫 遊客人數

行為 How does in game gold affect LOL games in the competitive scene  gold match 

行為 影響中學生酒精飲用情況的因素探究 飲酒年齡 父母工作 studytime class failures

行為 自身健康狀況調查 走路運動量 生活習慣

行為 評估電影影評對票房的影響 票房 影評

行為 CSI 誰才是兇手？ 行兇的方式 族群 年齡 被害者 城市

金錢 男女薪資比較 薪資 教育程度

金錢 外匯市場相關性 貨幣 利率

金錢 個人時間與金錢分配 時間 金錢

金錢 個人悠遊卡消費數據分析 次數 金額 星期時間

金錢 透過人口數據統計預測信用卡違約風險 人口統計 支付資料 信用資料

金錢 探討薪資問題：22K的問題是否真的存在? 薪資 年齡 年代 職業 學歷

金錢 探討美金走勢 匯率

氣候 探討台灣北區近五年的空氣成分的相關變化 空氣成分

氣候 香港氣溫變化 溫度

氣候 廟宇對於空氣汙染的影響 空氣數據

氣候 降雨和風向是否會影響PM2.5濃度 PM2.5濃度 降雨量 風向

氣候 台北地區PM 2.5季節變化 PM2.5濃度

氣候 探討台灣地區空氣汙染的季節變化與日變化 空氣品質

氣候 台灣空氣品質變化 空氣品質

氣候 探討台灣地區近8年降雨型態的變化 年雨量

氣候 PM2.5空氣污染指數分析 測站指標 季節

消費 探討兩年半在美國的冰淇淋消費趨勢 消費量 薪水 氣溫 價格

消費 平日開銷數據分析 支出 時間

消費 資產組合配置 資產 喜好要求 風險 報酬

消費 比特幣各交易所間的價格變動關係 匯率

消費 美國電影票房與 GDP 的關係 電影票房 GDP

消費 台北市房價資訊整理 房價 類型 成交數

消費 iPhone近年來市場之變化 銷售量 總營收

消費 支出統計分析表 金錢

消費 手機費率的數據分析 月租費 通話量

數據 智慧成績計算系統 表單點名 留言參與

數據 讀書時間以及相應的時間分配 讀書時間

數據 經濟系麻將統計 麻將數據

選票 美國總統大選比較 投票率 投票差距 黨派 收入

頻率 社群軟體各類功能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使用頻率 使用原因 使用方式

頻率 廉價航空班機誤點分析 準點率 天氣因素

頻率 棒球比賽獲勝關鍵 三振數 好壞球 上壘率 打擊率

頻率 中華職棒球隊數據對晉級季後賽的關係 勝場敗場 得分失分 打擊率 防禦率

營運 三大法人買超與股價漲跌預測 買超量 股價

營運 經濟成長率和股票指數之間的關係 經濟成長率 股票指數

營運 比較科技公司的專利數量，與營業額等指標數據的關係 專利數量 營業額

營運 分析特定公司股市走向及趨勢判斷 股市 趨勢 信心水準

營運 台大各系館用電分析 用電量 地板面積

營運 股票進出價分析 財務報表 股價

營運 巴塞隆納足球隊之比賽數據分析表現與球隊改進 球隊比賽數據 進攻 防守 個人能力

營運 基隆港船隻動態 船隻動態 天氣

營運 台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貿易總額 匯率走勢 外匯存底與匯率

營運 天氣和股價的關係 天氣 股價

營運 F公司與GOMAJI產業競爭優勢分析 銷售量  產品名稱 競爭優勢 行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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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主題 
 課程中所討論主題 

 案例 
 過去作業範例，期末報告案例 

 程式 
 四大類程式語言 

 演算法 
 九大演算法 vs 十大演算法  

 資源 
 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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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普格碼島的法師：歡樂自學寫程式 

 唐宗浩 著，網路與書出版，2017/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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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普格碼島的法師：歡樂自學寫程式 

 唐宗浩 著，網路與書出版，2017/07/31 

 

 擅長創造效果的火系法術 ── 

 透過 Scratch，排列程式積木創作小遊戲。 

 特別重視結構的水系法術 ── 

 利用 Python 和 Haskell，輕鬆解決數學習題。 

 掌管網際溝通的風系法術 ── 

 結合 HTML、CSS、JavaScript，設計好看又好玩的網站。 

 注重實際運用的土系法術 ── 

 拿起 Arduino 開發板，搭配 Java 語言打造機械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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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擅長創造效果的火系法術 ── 

 透過 Scratch，排列程式積木創作小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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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擅長創造效果的火系法術 ── 

 透過 Scratch，排列程式積木創作小遊戲。 

http://www.maki.com.tw/index.php/steam/scra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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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特別重視結構的水系法術 ── 

 利用 Python 和 Haskell，輕鬆解決數學習題。 



計算機程式設計 – 2018S 

Unit 02: 主題程式資源 

Feng-Li Lian at NTU-EE 

19 

四大類程式語言 

 特別重視結構的水系法術 ── 

 利用 Python 和 Haskell，輕鬆解決數學習題。 

http://www.onlinecodegeek.com
/2017/06/bubble-sort.html 

http://www.koderdojo.com/blog
/bubble-sort-in-python-and-
hackerrank-30-days-of-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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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掌管網際溝通的風系法術 ── 

 結合 HTML、CSS、JavaScript，設計好看又好玩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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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掌管網際溝通的風系法術 ── 

 結合 HTML、CSS、JavaScript，設計好看又好玩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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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注重實際運用的土系法術 ── 

 拿起 Arduino 開發板，搭配 Java 語言打造機械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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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類程式語言 

 注重實際運用的土系法術 ── 

 拿起 Arduino 開發板，搭配 Java 語言打造機械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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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主題 
 課程中所討論主題 

 案例 
 過去作業範例，期末報告案例 

 程式 
 四大類程式語言 

 演算法 
 九大演算法 vs 十大演算法  

 資源 
 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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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改變世界的九大 vs 統治世界的十大  

 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 
讓今日電腦無所不能的最強概念 

 John MacCormick 著，陳正芬 譯，經濟新潮社 2014/08/07 

 http://meliodaseren.blogspot.tw/2014/11/nine-algorithms-that-changed-future.html 
 https://en.wikipedia.org/wiki/9_Algorithms_that_Changed_the_Future 

 

1. 搜尋引擎的索引（search engine indexing） 

2. 網頁排序（page rank） 

3. 公鑰加密（public-key cryptography） 

4. 錯誤更正碼（error-correcting codes） 

5. 模式辨識（pattern recognition，如手寫辨識、聲音辨識、人臉辨識等等） 

6. 資料壓縮（data compression ） 

7. 資料庫（databases） 

8. 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 

9. 一種如果存在的話將會很了不起的偉大演算法，並探討電腦能力的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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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法：改變世界的九大 vs 統治世界的十大  

 統治世界的十大演算法 

 https://www.techbang.com/posts/18438-ruled-the-worlds-top-ten-algorithms 

 https://goo.gl/FOU7Ta 

 

1. 合併排序、快速排序及堆排序（Merge Sort, Quick Sort and Heap Sort） 

2. 傅立葉變換與快速傅立葉變換（Fourier Transform and Fast Fourier Transform） 

3. 迪科斯徹（Dijkstra）演算法（Dijkstra’s algorithm） 

4. RSA 加密演算法（Ron Rivest, Adi Shamir, Leonard Adleman） 

5. 安全雜湊演算法（Secure Hash Algorithm） 

6. 質因數分解（Integer factorization ） 

7. 連結分析（Link Analysis） 

8. 比例積分微分演算法（Proportional Integral Derivative Algorithm） 

9. 資料壓縮演算法（Data compression Algorithm） 

10. 亂數產生演算法（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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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主題 
 課程中所討論主題 

 案例 
 過去作業範例，期末報告案例 

 程式 
 四大類程式語言 

 演算法 
 九大演算法 vs 十大演算法  

 資源 
 網路上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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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源 

 課程網站： http://cc.ee.ntu.edu.tw/~fengli/Teaching/Computer/  

 課程臉書： 計算機程式設計 2018 Spring  

 所有課程訊息與講義等，會同步公告於：課程網站與課程臉書。 

 上課過程，會同步即時轉播，影片連結會在上課前才有辦法公告課程臉書。 

 課程結束之後，會針對 Youtube 課程影片會進行分段編輯， 

   （例如：http://youtu.be/aLw15e0I_zk ） 

 105-1 課程資料：http://cc.ee.ntu.edu.tw/~fengli/Teaching/Computer/index_2016F.html 

 105-2 課程資料：http://cc.ee.ntu.edu.tw/~fengli/Teaching/Computer/index_2017S.html 



計算機程式設計 – 2018S 

Unit 02: 主題程式資源 

Feng-Li Lian at NTU-EE 

29 

數據資料庫 

 The R Project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 

 https://www.r-project.org/ 

 The R Datasets Package: 

 https://stat.ethz.ch/R-manual/R-
devel/library/datasets/html/00Index.html 

 UC Irvine Machine Learning Repository: 

 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html 

 The Free Datasets at r-dir.com: 

 https://r-dir.com/reference/datasets.html 

 Rdatasets: An archive of datasets distributed with R: 

 http://vincentarelbundock.github.io/Rdatasets 

 Datasets in R packages (IAState): 

 http://www.public.iastate.edu/~hofmann/data_in_r_sortabl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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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實用R程式設計 

 郭英勝, 鄭志宏, 謝哲光, 龔志銘，松崗，2014/06/30 

 利用R語言打通大數據的經脈(第2版) 

 黄文, 王正林，佳魁資訊，2016/01/22 

 R 軟體資料分析基礎與應用 

 Jared P. Lander 著、鍾振蔚 譯 ， 旗標 2015/7/31 

 Learning R 

 Richard Cotton, O’Reilly, 2013 

 http://kek.ksu.ru/EOS/DataMining/1449357105_LearR.pdf 

 An Introduction to R 

 W. N. Venables, D. M. Smith and the R Core Team, V 3.3.1 (06-21-16) 

 https://cran.r-project.org/doc/manuals/r-release/R-intro.pdf 

 

http://www.books.com.tw/exep/assp.php/linleo1130/products/0010704723?loc=P_003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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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 

 普格碼島的法師：歡樂自學寫程式 

 唐宗浩 著，網路與書出版，2017/07/31 

 改變世界的九大演算法： 
讓今日電腦無所不能的最強概念 

 John MacCormick 著，陳正芬 譯，經濟新潮社 2014/08/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