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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大綱暨計畫 Syllabus & Teaching Plan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Ｅｘｃｅｌ在資料科學上的運用 
Data Science with Excel 

系所課號 

Curriculum No 
YUST5100 

學年期／課號 

Semester／Serial No 
108-1 / 8670 

必/選修 

Required/Elective 
通識 

授課方式 

Course Type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開課年級 

Class 
通識中心 

講授-實習-學分 

Credits 
2-0-2 

上課時間地點 

Schedule/Classroom 
2-GH/AC209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登揚(前瞻學程) 

人數上限 

Max 
限 50 人 

備註 

Remarks 

通課課程類別：<br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課程簡介 

Course Introduction 

本課程為資料科學系列課程中之一，旨在了解：以 Execl 進行資料處理的一般技術。
本課程首先介紹資料科學的一般原則，然後介紹 Excel 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
PowerBI 等資料分析工具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等；使得學生得以熟練操作 Excel，
以處理各種樣態的資料。 學生透過本課程，將可了解資料處理的目的、程序與確
保資料品質的一般手法；並有能力透過 Excel 所內建之工具，實現資料處理的各個
階段性任務。 

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s 

1. 認識資料科學的基本概念 
2. 了解資料科學於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3. 了解 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 
4. 學習熟用 Excel 的各項功能 
5. 練習運用資料科學概念與 Excel 工具解決實際的問題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methods 

平時成績：60% 
期中報告：10% 
期末展示：30%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星期三 EFGH 

教材網站資訊 

Teaching Material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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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劃暨大綱 

說明網頁 

Teaching Plan Link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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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參考書目 Teaching Materials 

序 
號 

教材 
類別 

編訂 
方式 

書名/ISBN 作者 出版者 
出版 
年份 

索書號/ 

登錄號 
備註 

1  參考書 非自編 
大數據分析 Excel Power BI

全方位應用(第二版) 

謝邦昌、鄭宇庭、

宋龍華、陳妙華 
碁峰資訊 2018   

2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不會就太

可惜的 Excel+Power BI 大數

據視覺圖表設計與分析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7   

3  參考書 非自編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

析：Power Query、Power 

Pivot、Power View、Power 

Map 應用解析 

王作桓、蕭涵憶 碁峰資訊 2017   

4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樞鈕分析和商業邏

輯：Power Pivot & Power BI 

Rob Collie &amp; 

Avichal Singh 
博碩文化 2017   

5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 碁峰資訊 2014   

6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 - 不會就

太可惜的 Excel 必學函數

(第二版)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8   

7  參考書 非自編 

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

課進階篇｜查詢函數 x 陣列

函數  

Excel Home 碁峰資訊 2017   

8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高效實用範例必

修 16 課-善用資料圖表 x 

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6   

9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 x 樞紐分析 x Big 

data 分析工具 PowerPivot 及

PowerView 

王仲麒 碁峰資訊 2017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課程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項
次 

核心能力 
無 

關聯 
低度 
關聯 

中度 
關聯 

高度 
關聯 

完全 
關聯 

       



3 

教學計畫及進度 Teaching Plan 

週次 

Week 

教學內容與進度 

Teaching Plan 

教學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 

備註 

Remarks 

第 1 次 課程簡介、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介紹 面授  

第 2 次 Excel 儲存格資料輸入、格式設定、工作表的編輯處理 面授  

第 3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4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5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6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7 次 Excel 資料編修及 Word 套印 面授  

第 8 次 Excel 統計圖表的建立、編修與格式化操作及 ppt 圖表 面授  

第 9 次 期中報告 面授  

第 10 次 Power Bl 概論 面授  

第 11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1 面授  

第 12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2 面授  

第 13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1 面授  

第 14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2 面授  

第 15 次 Power Map 面授  

第 16 次 Power BI Home 面授  

第 17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1 
面授  

第 18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2 
面授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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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大綱暨計畫 Syllabus & Teaching Plan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Ｅｘｃｅｌ在資料科學上的運用 
Data Science with Excel 

系所課號 

Curriculum No 
YUST5100 

學年期／課號 

Semester／Serial No 
108-1 / 8668 

必/選修 

Required/Elective 
通識 

授課方式 

Course Type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開課年級 

Class 
通識中心 

講授-實習-學分 

Credits 
2-0-2 

上課時間地點 

Schedule/Classroom 
1-GH/AC209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登揚(前瞻學程) 

人數上限 

Max 
限 50 人 

備註 

Remarks 

通課課程類別：<br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課程簡介 

Course Introduction 

本課程為資料科學系列課程中之一，旨在了解：以 Execl 進行資料處理的一般技術。
本課程首先介紹資料科學的一般原則，然後介紹 Excel 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
PowerBI 等資料分析工具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等；使得學生得以熟練操作 Excel，
以處理各種樣態的資料。 學生透過本課程，將可了解資料處理的目的、程序與確
保資料品質的一般手法；並有能力透過 Excel 所內建之工具，實現資料處理的各個
階段性任務。 

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s 

1. 認識資料科學的基本概念 
2. 了解資料科學於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3. 了解 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 
4. 學習熟用 Excel 的各項功能 
5. 練習運用資料科學概念與 Excel 工具解決實際的問題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methods 

平時成績：60% 
期中報告：10% 
期末展示：30%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星期三 EFGH 

教材網站資訊 

Teaching Material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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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劃暨大綱 

說明網頁 

Teaching Plan Link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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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參考書目 Teaching Materials 

序 
號 

教材 
類別 

編訂 
方式 

書名/ISBN 作者 出版者 
出版 
年份 

索書號/ 

登錄號 
備註 

1  參考書 非自編 
大數據分析 Excel Power BI

全方位應用(第二版) 

謝邦昌、鄭宇庭、

宋龍華、陳妙華 
碁峰資訊 2018   

2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不會就太

可惜的 Excel+Power BI 大數

據視覺圖表設計與分析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7   

3  參考書 非自編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

析：Power Query、Power 

Pivot、Power View、Power 

Map 應用解析 

王作桓、蕭涵憶 碁峰資訊 2017   

4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樞鈕分析和商業邏

輯：Power Pivot & Power BI 

Rob Collie &amp; 

Avichal Singh 
博碩文化 2017   

5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 碁峰資訊 2014   

6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 - 不會就

太可惜的 Excel 必學函數

(第二版)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8   

7  參考書 非自編 

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

課進階篇｜查詢函數 x 陣列

函數  

Excel Home 碁峰資訊 2017   

8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高效實用範例必

修 16 課-善用資料圖表 x 

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6   

9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 x 樞紐分析 x Big 

data 分析工具 PowerPivot 及

PowerView 

王仲麒 碁峰資訊 2017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課程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項
次 

核心能力 
無 

關聯 
低度 
關聯 

中度 
關聯 

高度 
關聯 

完全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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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及進度 Teaching Plan 

週次 

Week 

教學內容與進度 

Teaching Plan 

教學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 

備註 

Remarks 

第 1 次 課程簡介、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介紹 面授  

第 2 次 Excel 儲存格資料輸入、格式設定、工作表的編輯處理 面授  

第 3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4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5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6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7 次 Excel 資料編修及 Word 套印 面授  

第 8 次 Excel 統計圖表的建立、編修與格式化操作及 ppt 圖表 面授  

第 9 次 期中報告 面授  

第 10 次 Power Bl 概論 面授  

第 11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1 面授  

第 12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2 面授  

第 13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1 面授  

第 14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2 面授  

第 15 次 Power Map 面授  

第 16 次 Power BI Home 面授  

第 17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1 
面授  

第 18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2 
面授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大綱暨計畫 Syllabus & Teaching Plan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跨域學術概論 
Introduction to Interdisciplinary Academic 
Fields 

系所課號 

Curriculum No BPIP2002 

學年期／課號 

Semester／Serial No 
108-1 / 7307 

必/選修 

Required/Elective 
必修 

授課方式 

Course Type 
課堂教學 

開課年級 

Class 
四產專二 A 

講授-實習-學分 

Credits 
2-0-2 

上課時間地點 

Schedule/Classroom 
1-EF/EC504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登揚(前瞻學程) 

人數上限 

Max 
 

備註 

Remarks 

 
 

課程簡介 

Course Introduction 

針對習慣於單一技術領域的技職生，介紹全校以至於其他大學的多元學術領域，以
拓展學生的思考格局與廣度，促使學生跨領域思考與嘗試接觸，以作為後續發展溝
通能力、會通能力、及跨域統整能力的基礎。 

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s 

1.論述大學學術的意義、知識構成機制、知識變遷模式、社群運作、與知識效用。 
2.論述大學學術與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族群、性別、社會、文化等相生關係。 
3.論述技職體系的知識與技能結構。 
4.論述跨領域思考與實踐的必要性，促使學生跳脫單一技術領域的狹隘思考。 
5.介紹本校工程、管理、設計、人文與科學等四大領域學術內容、成就及相關設施。
並旁及其他諸如醫療、公共衛生、藝術、海洋等本校所無之學術領域。 
6.介紹各學術領域所對應的產業類別與應用樣態。 
7.以產業運作及社會重大議題為例，論述統整運用多元領域知識與能力的必要性。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methods 

1. 每週依照課程進度，進行必要的課前閱讀、田野、思考、作業。（60％） 
2. 上課必須積極參與討論。（10％） 
3. 期末報告發表與展示（30％）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三 GH 

教材網站資訊 

Teaching Material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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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劃暨大綱 

說明網頁 

Teaching Plan Link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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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參考書目 Teaching Materials 

序 
號 

教材 
類別 

編訂 
方式 

書名/ISBN 作者 出版者 
出版 
年份 

索書號/ 

登錄號 
備註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課程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項
次 

核心能力 
無 
關聯 

低度 
關聯 

中度 
關聯 

高度 
關聯 

完全 
關聯 

01 創新實踐     ◎ 

02 跨域整合     ◎ 

03 獨立思考    ◎  

04 合作溝通    ◎  

05 倫理辯證   ◎   

06 美感品味    ◎  



3 

教學計畫及進度 Teaching Plan 

週次 

Week 

教學內容與進度 

Teaching Plan 

教學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 

備註 

Remarks 

第 1 次 導論：大學學術的意義與知識構成機制  面授  

第 2 次 

學術的分類學 

課前作業：（1）請考察台灣各大學主要的學院與系所分類

樣態。這些是人類文明社會的知識總和嗎？（2）你未來

20 年後想做到的事，需要多少種知識類型來協力共構？

（3）請比較任一外國優秀大學的學院系所分類，有何不

同與特質？能給你什麼啟發？ 

面授  

第 3 次 

學術的框架 

課前作業：（1）雲科大有工程、設計、管理、人文四個學

院。請考察本校沒有而相近的學院（如理學院、商學院、

藝術學院、文學院）或完全沒有的學院（如醫學院、公共

衛生學院、海洋學院），則雲科大的發展將會有什麼侷限

嗎？（此包括意識型態、技術型態、知識型態的影響與侷

限。）  

面授  

第 4 次 

知識的構成 

課前作業：（1）各式各樣領域知識構成有多少種模式？（2）

各種知識構成模式各有什麼特質、優點、侷限？（3）知

識構成的要件為何？（社群共識？真理？有效？驗證？）  

面授  

第 5 次 

知識的變遷之一 

課前作業：請（擇二）考察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因

素（作為力量）如何塑造學術或知識。並請以你自己的興

趣或專長相關領域來舉例討論。參考：林崇熙, 1998,〈免

洗餐具的誕生──醫學知識在台灣的社會性格分析〉《台

灣社會研究》32：1-37。 

面授  

第 6 次 

知識的變遷之二 

課前作業：請（擇二）考察族群、性別、社會、文化等因

素（作為力量）如 何塑造學術或知識。並請以你自己的

興趣或專長相關領域來舉例討論。參考：林崇熙, 1998,〈科

技的性別政治 / 性別政治的科技〉《科技博物》2（1）：

71-85。  

面授  

第 7 次 

學術與產業 

課前作業：（1）請選擇雲科大任一學院為內容，討論其對

應的產業類型與關係網絡。（2）相應地，請考察任一你有

興趣從事的產業，需要多少學術領域知識？  

面授  

第 8 次 技職體系的知識與技能結構（一）  面授  

第 9 次 期中考試：前瞻學位學程學生的自我成長規劃藍圖的檢視

與討論 
面授  

第 10 次 
技職體系的知識與技能結構（二） 

課前作業：閱讀歸零，重組和混血後分析未來越混血越夯

的地表新職業  

面授  

第 11 次 跨領域整合很困難嗎？（一） 

課前作業：以產業運作為例，討論如何統整運用多元領域
面授  



4 

週次 

Week 

教學內容與進度 

Teaching Plan 

教學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 

備註 

Remarks 

知識與技能來解決複雜問題。  

第 12 次 
跨領域整合很困難嗎？（二） 

課前作業：以社會重大議題為例，討論如何統整運用多元

領域知識與技能來解決複雜問題。  

面授  

第 13 次 
培養跨領域的深度思考力（一） 

課前作業：閱讀老師提供之文章（深度思考的 DNA 與思

維的來處），並以文章中之觀點辯證自己所屬的專業領域  

面授  

第 14 次 

培養跨領域的深度思考力（二） 

課前作業：閱讀老師提供之文章（專業陌生人與以故事讓

你看見），並以文章中之觀點深度剖析自己所屬的專業領

域  

面授  

第 15 次 

鍛鍊卓越競爭力的跨域思考技術（一） 

課前作業：閱讀老師提供之文章（切換思考路徑與非線性

思考的建議），並以文章中之觀點深度剖析你現在遇到的

最大問題  

面授  

第 16 次 

鍛鍊卓越競爭力的跨域思考技術（二） 

課前作業：閱讀老師提供之文章（邏輯打動人心與解讀五

年後的商機），並以文章中之觀點深度剖析自己五年後會

如何  

面授  

第 17 次 
街頭智慧 vs.學院智慧：實務與學術的跨域展現 

課前作業：閱讀老師提供之文章，提出跨域觀點分析 

 

面授  

第 18 次 期末報告、展示與發表 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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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學大綱暨計畫 Syllabus & Teaching Plan 

課程名稱 

Course Name 

Ｅｘｃｅｌ在資料科學上的運用 
Data Science with Excel 

系所課號 

Curriculum No 
YUST5100 

學年期／課號 

Semester／Serial No 
108-1 / 8669 

必/選修 

Required/Elective 
通識 

授課方式 

Course Type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開課年級 

Class 
通識中心 

講授-實習-學分 

Credits 
2-0-2 

上課時間地點 

Schedule/Classroom 
2-EF/AC209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登揚(前瞻學程) 

人數上限 

Max 
限 50 人 

備註 

Remarks 

通課課程類別：<br />課堂教學+實習 (校內、校外) 
 

課程簡介 

Course Introduction 

本課程為資料科學系列課程中之一，旨在了解：以 Execl 進行資料處理的一般技術。
本課程首先介紹資料科學的一般原則，然後介紹 Excel 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
PowerBI 等資料分析工具的基本技巧、進階技巧等；使得學生得以熟練操作 Excel，
以處理各種樣態的資料。 學生透過本課程，將可了解資料處理的目的、程序與確
保資料品質的一般手法；並有能力透過 Excel 所內建之工具，實現資料處理的各個
階段性任務。 

教學目標 

Teaching Objectives 

1. 認識資料科學的基本概念 
2. 了解資料科學於產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重要性 
3. 了解 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 
4. 學習熟用 Excel 的各項功能 
5. 練習運用資料科學概念與 Excel 工具解決實際的問題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methods 

平時成績：60% 
期中報告：10% 
期末展示：30% 

課業輔導時間 

Office hours 
星期三 EFGH 

教材網站資訊 

Teaching Materials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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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計劃暨大綱 

說明網頁 

Teaching Plan 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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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及參考書目 Teaching Materials 

序 
號 

教材 
類別 

編訂 
方式 

書名/ISBN 作者 出版者 
出版 
年份 

索書號/ 

登錄號 
備註 

1  參考書 非自編 
大數據分析 Excel Power BI

全方位應用(第二版) 

謝邦昌、鄭宇庭、

宋龍華、陳妙華 
碁峰資訊 2018   

2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不會就太

可惜的 Excel+Power BI 大數

據視覺圖表設計與分析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7   

3  參考書 非自編 

從樞紐分析到大數據分

析：Power Query、Power 

Pivot、Power View、Power 

Map 應用解析 

王作桓、蕭涵憶 碁峰資訊 2017   

4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樞鈕分析和商業邏

輯：Power Pivot & Power BI 

Rob Collie &amp; 

Avichal Singh 
博碩文化 2017   

5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工作現場實戰寶典 王作桓 碁峰資訊 2014   

6  參考書 非自編 

翻倍效率工作術 - 不會就

太可惜的 Excel 必學函數

(第二版)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8   

7  參考書 非自編 

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

課進階篇｜查詢函數 x 陣列

函數  

Excel Home 碁峰資訊 2017   

8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高效實用範例必

修 16 課-善用資料圖表 x 

函數巨集的精算達人 

鄧文淵 碁峰資訊 2016   

9  參考書 非自編 

Excel 2016 商業智慧分析｜

資料處理 x 樞紐分析 x Big 

data 分析工具 PowerPivot 及

PowerView 

王仲麒 碁峰資訊 2017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課程核心能力 Core Abilities 

 

 

 

項
次 

核心能力 
無 

關聯 
低度 
關聯 

中度 
關聯 

高度 
關聯 

完全 
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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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計畫及進度 Teaching Plan 

週次 

Week 

教學內容與進度 

Teaching Plan 

教學方式 

Pedagogical 

Methods 

備註 

Remarks 

第 1 次 課程簡介、Excel 在各產業的應用現況介紹 面授  

第 2 次 Excel 儲存格資料輸入、格式設定、工作表的編輯處理 面授  

第 3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4 次 Excel 工作表公式及基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5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1 面授  

第 6 次 Excel 進階函數操作 2 面授  

第 7 次 Excel 資料編修及 Word 套印 面授  

第 8 次 Excel 統計圖表的建立、編修與格式化操作及 ppt 圖表 面授  

第 9 次 期中報告 面授  

第 10 次 Power Bl 概論 面授  

第 11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1 面授  

第 12 次 Power Pivot 精簡版 OLAP2 面授  

第 13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1 面授  

第 14 次 Power View 資料探索智慧視覺 2 面授  

第 15 次 Power Map 面授  

第 16 次 Power BI Home 面授  

第 17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1 
面授  

第 18 次 Excel 在產業的實際運用(由學生運用 Excel 技術做一小型

專題)2 
面授  

※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不得非法影印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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