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 

2020 課程火熱熱出爐啦 

專業社群網站 LinkedIn 近日公布「十大新興工作」排行榜， 

人工智慧專家成為 2015 年至 2019 年企業招聘成長速度最快職位。 

而求職網站 Indeed 同樣將機器學習工程師排在「今年 25 個最棒工作」首位，該

職缺徵人數量過去幾年來暴增 344％、基本年薪高達 14.6 萬美元（約 440 萬台

幣），足見 AI 人才極為搶手。 

 

你想更進一步提升自身專業能力嗎? 

你想運用 AI 提升工作效率嗎? 

你想跨領域找尋 AI 相關職缺嗎? 

你的工作會被 AI 取代嗎? 

 

不用擔心!南科 AI_ROBOT 自造基地都幫你準備好囉!! 

跟著我們的規劃學習，讓我們祝您一臂之力!! 

#資料分析師養成班 

 Python 程式設計入門 

第二梯次 2020/5/4,5,11,12 

18:00-21: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9zNYGX 

 

第三梯次 2020/8/3-4 10:00-

17: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W4QZr5 

 

 Python 程式設計進階 

第二梯次 

2020/5/18,19,25,26 18:00-

21: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Ob38KA 

 

第三梯次 2020/8/5-6 

10:00-17: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6gO3n6 

 

 

https://reurl.cc/9zNYGX
https://reurl.cc/W4QZr5
https://reurl.cc/Ob38KA
https://reurl.cc/6gO3n6


 

 Python 程式語言考證班 

上課時間：2020/7/20-22 

9:00-18:00，共 24 小時 

考證時間：2020/7/31 10:00-

12:00，共 2 小時 

https://reurl.cc/mdeobA 

 

 

#資料工程師養成班 

 Python 資料學實踐(Mosky 老師)： 

2020/5/16(六) 09:00-

18:00，共 8 小時 

https://reurl.cc/NaMOZ9 

 

 

#物聯網人才養成班 

 輕鬆玩 Linkit 物聯網： 

2020/8/13-14 10:00-

17: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pD008a 

 

 

#資料爬蟲人才養成班 

 Python 爬蟲實戰(2)： 

2020/10/20-23 10:00-

17: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L1rO1e 

 

 Python 網頁資料擷取與分析認證班 

上課時間：2020/7/27-29 

9:00-18:00，共 24 小時 

考證時間：2020/7/31 

14:00-16:00，共 2 小時 

https://reurl.cc/al6G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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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學習工程師養成班 

 機器學習影像辨識： 

【本課程學員若符合資格可獲得工業局 AIGO 補助 50%學費】 

2020/4/22,23,29,30 

10:00-17: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NadMYm 

 

 機器學習自然語言及語音辨識： 

【本課程學員若符合資格可獲得工業局 AIGO 補助 50%學費】 

2020/6/8,9,10,11 10:00-

17: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9zkxyX 

 

 深度學習實戰：人工智慧打造工業智動化： 

【本課程學員若符合資格可獲得工業局 AIGO 補助 50%學費】 

2020/4/20,21,27,28 

10:00-17: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NaMngn 

 

 人工智慧與機器人之理論與實踐： 

【本課程學員若符合資格可獲得工業局 AIGO 補助 50%學費】 

2020/6/6,7,13,14 10:00-

17: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5gYlk7 

 

 

#機械手臂人才養成班 

 多軸機器人搬運之實務操作： 

2020/5/6 及 5/13 

10:00-17:00，共 12 小

時 

https://reurl.cc/9zg17V 

 

 

 

 

https://reurl.cc/NadM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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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軸機器人組裝之實務操作： 

2020/5/20 及 5/27 

10:00-17:00，共 12 小

時 

https://reurl.cc/e5jWVR 

 

 

#軟體應用人才養成班 

 機械製圖圖學養成班 

上課時間：

2020/5/13,14,20,21,27,28, 

6/3,6/4 18:00-21:00，共

24 小時 

https://reurl.cc/pdy2GQ 

 

 

 SolidWorks 基礎零件設計考證班 

上課時間：2020/5/29-31 

9:00-18:00，共 24 小時 

考證時間：2020/6/12 

10:00-12:00，共 2 小時 

https://reurl.cc/nVWZ2e 

 

 SolidWorks 實體設計考證班 

上課時間：2020/6/15-17 

9:00-18:00，共 24 小時 

考證時間：2020/6/24 

10:00-12:00，共 2 小時 

https://reurl.cc/XXv5Ke 

 

 Solidworks 3D 建構技巧應用班 

上課時間：

2020/7/4,11,18,25,8/1,8/15 

9:00-17:00，共 42 小時 

https://reurl.cc/WdLQZZ 

 

 

#ROS 人才養成班 

 機器人作業系統 ROS 介紹及應用： 

第一梯次 

2020/5/16-17 10:00-

17:00，共 12 小時 

https://reurl.cc/1QVz

jQ 

 

https://reurl.cc/e5jW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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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XXv5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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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學員若符合資格

可獲得工業局 AIGO 補助

50%學費】 

第二梯次 2020/9/5-6 

10:00-17:00，共 12 小

時 

https://reurl.cc/rlqXd

y 

 

#資安人才養成班 

 工控資安基礎概論 

第一梯次 2020/7/14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5lrkAy 

 

第二梯次 2020/9/8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Njr1Wq 

 

第三梯次 2020/10/6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7Xr9al 

 

第四梯次 2020/11/3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exEveM 

 

第五梯次 2020/12/8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xZGxyb 

 

 Cyberbit 資安演練高階策略防護課程 

第一梯次 2020/8/24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xZGD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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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xZGDZe


 

第二梯次 2020/9/21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Aqk1qQ 

 

第三梯次 2020/10/19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E7nKzR 

 

第四梯次 2020/11/23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9ErzXn 

 

第五梯次 2020/12/21 

10:00-17:00 共 6 小時 

https://reurl.cc/xZGD0V 

 

 工控網路分析與偵防技術 

第一梯次 2020/7/6-8 

10:00-17:00 共 18 小

時 

https://reurl.cc/X6WDo3 

 

第二梯次 2020/9/14-

16 10:00-17:00 共 18

小時 

https://reurl.cc/qdgzyE 

 

 工控資安管理國際標準基礎專家 IEC62443 

第一梯次 2020/7/1-3 

10:00-17:00 共 18 小

時 

https://reurl.cc/g7Wky4 

 

第二梯次 2020/9/2-4 

10:00-17:00 共 18 小

時 

https://reurl.cc/4Ra5z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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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reurl.cc/X6WDo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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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梯次 2020/11/4-6 

10:00-17:00 共 18 小

時 

https://reurl.cc/V6Epxb 

 

 

#CNC 人才養成班 

 多軸 CNC 課程 

第一梯次

2020/4/16-17 9:00-

18:00，共 16 小時 

https://reurl.cc/xDmXEN 

 

第二梯次

2020/10/12-13 

9:00-18:00，共 16

小時 

https://reurl.cc/mdOXGY 

 

 

#智慧行銷人才養成班 

 專屬聊天機器人幫你提高粉絲變現力 

第一梯次 2020/6/19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Y1vnAD 

 

 

第二梯次 2020/9/11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WdrVKe 

 

 

 

 客製化虛擬助理打造 AI 化消費者體驗 

第一梯次 2020/6/23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d02vA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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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梯次 2020/9/18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Aq7zaZ 

 

 

 利用點擊流資訊挖掘商機 

第一梯次 2020/7/10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X6j9pj 

 

 

第二梯次 2020/9/25 

9:00-17:00，共 7 小時 

https://reurl.cc/b52yxd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06-5058017#4025 簡小姐

(lilichien@mail.mirdc.org.tw)  

https://reurl.cc/Aq7zaZ
https://reurl.cc/X6j9pj
https://reurl.cc/b52yx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