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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計畫簡介
(一)

計畫緣起與目的
成立本學期讀書會動機一，是導師桑教授與導生們希望有一個專門的聚會來探討
有關大數據資料分析之議題，且難得的是導師桑教授正是最專業的大數據分析老師(見
註)。成立讀書會動機二是希望藉著讀書會，有固定的時間與地點，創造導生們與導師
更有效的交流與溝通。
讀書會命名為「大數據分析入門」是因應近期「資料科學家」職業的興盛。我們
期許自己能攻克大數據的秘密，使自己對「21 世紀最性感的工作-資料科學家」有更
進一步的認識與洞見。我們實驗室研究生們藉著這次讀書會，將同時精進英文與有關
大數據資料分析的能力！
(註: 導師桑教授的大數據分析經歷:
(a) 導師桑教授本年度擔任清華與華邦
【符號系統 symbolic system】課程中
大數據資料的課程,見相片。(b)導師
桑教授本年度指導 2 組學生分別參加台
積電半導大數據與工研院低壓電錶大數
據比賽得獎。(c) 桑教授多年在中美矽晶
成功完成許多大數據分析案例,(d) 且得
到 2017 年科技部產學優良獎) 。

(二)

進行方式
1. 讀書會前，查找關於大數據資料分析的文獻並以英文報告。
2. 讀書會中，踴躍以英文發言，同學與老師間互相交流想法。
3. 讀書會後，準時繳交英文或中文讀書會心得，並請於二天內交予召集人 (意筑)。
4. 四次讀書會結束後，繳交讀書會 "總" 心得與評量表予召集人 (意筑)。

每次報告與心得人員如下：
讀書會日期地點

導讀人

進行討論內容

2017-10-04 16:30 至 18:30 工一 807

蘇意筑

小波轉換、卷積類神經網路 (CNN)、人工
類神經網路 (ANN)

2017-10-11 16:30 至 18:30 工一 807

桑慧敏

2017-10-24 18:00 至 20:30 工一 807

桑慧敏

BIG DATA,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CH11.
穩健設計、卷積類神經網路 (CNN)、人工

桑慧敏

類神經網路 (ANN)
Retinex、大數據相關實務應用、封裝製程

2017-10-31 18:00 至 20:00 工一 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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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效

(三)

1. 提高英文寫作、口說、閱讀與聽力之能力。
2. 閱讀國內外有關大數據資料分析相關之期刊文獻，對大數據資料分析有更進一步認
3.
4.
5.
6.
7.

識與洞見。
藉著讀書會來練習寫報告。例如：許多同學的寫作一整頁全部都是逗點，很少句點。
有邏輯寫作的第一步，就是分清句子結構，與逗點、句點的寫法。
藉著讀書會來練習說話的藝術與邏輯。導師桑教授在課堂中不斷的示範: 【言之有
物¸言之有理¸與言之有味】
例如：許多同學的寫作一整頁全部都是逗點，很少句點。有邏輯寫作的第一步，就
是分清句子結構，與逗點、句點的寫法。
訓練快速掌握文獻主旨與閱讀重點內容之技能。
藉著讀書會，有固定的時間與地點，創造研究生們與導師更有效的交流與溝通。

二、 讀書會內容: 以下只呈現同學的心得。註：同學報告投影片簇繁，請參考附錄
第一次讀書會心得: 談「小波轉換、卷積類神經網路 (CNN)、人工類神經網路 (ANN)」(2017-10-04)
一、 討論紀錄:
1. 開場(主持人: 蘇意筑)
各位同學，今天是第一次的讀書會，很謝謝大家願意挪出時間參加讀書會。讀書會這天是中秋節，我們無法與家人享
受烤肉、共賞月圓，但我們能飲文作歌。我想向大家獻唱一首「王菲-但願人長久」，做為今天讀書會開場的序曲。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感性的時間結束，接著我們來介紹一下讀書會的成立動機、預期成效，與相關內容。科技愈來愈發達，儲存裝置的空
間愈做愈大，我們能夠儲存與蒐集愈來愈多的資料，建立「大數據」的資料庫。但要如何用這些資料—哪些資料對我們
要解的問題有用，哪些資料提供什麼資訊，卻是等待有待發掘與提出一套分析邏輯，就是所謂的「大數據分析」。我們
成立讀書會的動機，就是希望有一個專門的聚會能分享有關大數據資料分析之議題。更利用這段時間，提供練習英文的
機會。(接續著介紹讀書會的進行方式、預期成效與本次分享內容，請見第一章計畫簡介)。

2. 同學報告內容摘要 (報告紀錄影像請見附件)
(1.1)

許峻銘同學報告-小波轉換

運用在【低壓智慧電表大數據分析與設計競賽】，主要在探討如何使用小波轉換判斷用戶用電的行為模式。小波轉
換的概念，簡單來說，可以透過小波矩陣 (濾波器的概念) 將原始數據分離出低頻與高頻數列，這有助於我們將複雜的
資料，依據分解出的低頻與高頻兩者數列特徵做分群。也可以將分解後的低頻與高頻數列再合成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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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轉換類似於傅立葉轉換，兩者的基本精神都是提供我們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原始資料。一個小波可以透過母小
波(mother wavelet) 平移及縮放後創造出來，小波轉換即是藉由母小波所變化而來的各種小波建構出觀察資料的座標系
統。母小波經由平移與縮放(或稱尺度變化) 之後可以創造出其他的小波。透過給定各個小波的位置及尺度變化，再將其
作線性組合即可還原出原始資料。

(1.2)

陳泰榮、郭宗淵同學報告-卷積類神經網路

卷積神經網絡是近年興起的一種人工神經網絡結構，由卷積(面的概念)和神經網絡二詞所組成，它的優點為神經網
絡不在是對每個像素「點」單獨做處理，而是對每小塊像素「區域」做處理，從「點」到「面」跨維度的處理方式，增
加了照片輸入訊息的連續性，進而提高判斷結果的正確性。
這次報告 CNN(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是希望藉由這次的講述使大家對於深度學習有一些基本的理解，並以
此明白大數據資料用於圖像分析上能有什麼效果。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是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的一個分
支，而 CNN 是歷往深度學習的發展主力，深度學習在以往機器學習一直無法突破的應用上，都獲得相當優異的成果，比
如在 MNIST 這個手寫數字的資料集上得到空前的佳績，於測試資料中只有 0.23%的錯誤率，比人類平均的錯誤率還要低。
(1.3) 黃品皓同學報告-人工類神經網路
Electric Load Forecasting Using A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Power Systems, Vo1.6, No. 2, May 1991)

針對用電資料的預測，大部分的研究方法論可區分為兩類：
(1)時間序列分析：例如 ARMA，利用用電資料的自我相關特性，以過去的用電資料預測未來的用電資料；缺點是當一些因
素，例如天氣(氣溫、風速、濕度…)有劇烈變化時，光靠過去的用電資料自我相關無法準確預測。
(2)找出影響因子與用電量的關係：典型的作法例如用迴歸分析擬出氣溫、風速、濕度、地區等變數對於用電量的影響。
本篇所報告的 ANN(人工類神經網路)則是想結合兩者長處，利用過往的用電資料以及溫度，訓練出能夠準確預測用電量之
模型；雖然論文結論中預測之誤差不大，但其效用尚須實作驗證。

二、 同學會後撰寫的心得感想:
1. (蘇意筑)
睽違已久的讀書會終於在今天正式舉辦。要謝謝大家在繁忙之中，在中秋佳節抽空前來參與。非常難得的是
還有在職專班的學長 (纪俊宇) 與專題生 (張劭新) 也特別前來捧場。這次的讀書會，大家還不太習慣用英文報
告，仍需要許多的中文語句來輔助。但今天的讀書會仍然激勵了我們做研究的熱情，是一個好的開始。其中令我感
受最深的是今天是由我來主持讀書會，我試著扮演老師曾經擔任的導讀人位置。我構思了幾段話作為開場，但是對
於回饋同學的報告內容仍然需要加強。也很謝謝同學分享自己在大數據方面對於方法與文獻的認識，使我又學到一
些新的概念。
2. (許峻銘)
這是本學期第一次的讀書會，主題是大數據分析。由於我手邊正好在進行一個智慧電錶大數據競賽的東西，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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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就拿我最近正在實作的內容(小波轉換)來與大家分享心得。大數據分析是近年來十分熱門的話題，而 R 正是目前相
當熱門的大數據分析工具之一。目前我所使用的工具就是 R。期望未來的讀書會可以從其他同學身上聽到更多新的東
西，彼此互相激盪出火花，為我們的研究生活增添樂趣。
感謝總召意筑的用心，還為了第一次的讀書會獻聲給各位，覺得意筑的膽量越來越大了，很棒。
3. (黃品皓)
今天是中秋節，在讀書會開始時蘇博士還唱了一首但願人長久作為開場，非常有趣。聽完大家的分享之後其
實可以總結出，針對大數據分析的各種工具(方法論)，其實都有很相近的邏輯：首先，大數據就是很大量的資料，
然而對於數據分析而言，真的有用的資料量實際上不會這麼多，以今天讀書會的內容為例，不管是小波轉換還是類
神經網路，都有提取特徵的動作，提取得愈好，其分群與預測效果也愈好。很感謝今天大家的分享讓我又學到不少
東西。
4. (陳泰榮)
對我而言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讀書會這種活動，所以對於各項流程都覺得十分新奇，其他人對於這次讀書會也都
有準備不少內容，因此也覺得有學習到不少東西，再加上蘇意築同學在開場時的熱情開場曲，也使這場活動更為有趣。
這種自學的活動我挺喜歡的。因我是比較被動的人，如果沒有特別的動機或壓力不會特別去深究一項事物但是
在讀書會的壓力下會去把先前模糊的事物弄懂。在許多小細節上也會特別注意，以求不會讓人困惑。這次讀書會我還
是覺得自己準備有些不夠充足。在許多部份我都覺得應該能講得更清晰也更完整，但在演講當下卻無法明確地講出內
容同且漏掉許多部份讓我有些難過。下次讀書會時會依此進行改善，使下次的內容能表達得更為完善且簡易明瞭，不
會再發生同樣使人疑惑重重的狀況。同且從他人熱烈的詢問和討論中我也感覺對於許多不熟悉的觀念也都被清楚的糾
正，許多在先前想當然爾的認知當面臨其他人提問時的思考也讓我明白我需要改進什麼，實在是收穫不少。
這次報告的有三組其中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學長的報告，因我從前就聽過不少轉換的名諱但是都不知道詳細的內
容，這次聽完學長清楚明白的報告後我才了解到轉換有何作用，小波轉換又是什麼，不過其中也有需多我仍然是迷惑
的部分，比如：其在分群上的效用要如何評估、分群數量要用什麼做衡量和我該如何辨別與其他轉換的優劣之處。不
過總體而言還是能讓我能清晰明白為什麼要使用該轉換且他做到什麼。
最後黃品皓同學的報告主題對我有些相似但是他偏重目的與對比，反倒不深究結構，也因此沒讓我聽到我想聽
聞的細節，算是有點可惜，不過這畢竟是我們第一次讀書會所以未能有充足的訓練，我相信之後我們會更好。
5. (吳俊慶)
今天是中秋節，開場時由蘇意筑同學唱一首，但願人長久來慶祝佳節，接下來就開始今天的讀書會，我們的
主題是大數據，大數據的重點是，在巨量的資料裡，經過一些處裡後，取得有用的資訊，來做預測或分析，第一個
分享的是小波轉換，報告人是峻銘學長，小波轉換的重點是將資料經由小波轉換的矩陣運算後，用轉換後的數據去
計算變異數將資料分群，應用的部分學長將一位使用者的一年當中每天蒐集 96 個點的資料，經由小波轉換過後，
大致分群為 15 群，代表這位用電者一年當中用電行為主要有 15 種模式，未來是希望將更多的人的用電資訊經由小
波轉換後，將資料分成幾大類，再利用類神經網路，來預測每日用電量，再來第二個報告主題是 CNN(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報告者是陳泰榮同學和郭宗淵同學，CNN 主要是用來處理圖像的類神經網路，整體有分為前處
理、輸入資料，類神經網路運算，輸出資料，在前處理的部分他們先將圖像經由一些向量上的轉換，去除掉圖形中
不必要的資訊，再將剩下的資訊轉換成輸入形式，Input 到類神經網路裡運算，中間他們講了很多細節，時間快要
不夠所以下次還會繼續分享，最後是由黃品皓同學簡單介紹 ANN(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 是用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and linear Regression 來預測，他看的這篇是由 1991 年提出來的 ANN 用於預測用電量，準
確度竟然高達 90%以上，但由於過去的用電量紀錄方法沒有那麼好，所以這個方法有待我們再去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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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郭宗淵)
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不但是中秋節也是第一次讀書會的開始，感謝我們的導讀人在開場時為我們帶來一首
十分應景的歌曲，非常地扣人心弦。大數據是現在資料分析的趨勢，而大數據重要的便是如何從這麼龐大的數據中
找出有用的資料且分群處理。而第一位演講者小銘便介紹他是如何運用小波轉換將用電資料分群，他對小波轉換的
介紹邏輯十分清楚，使我們能簡單的了解小波轉換的結構，且資料分析都有圖片使我們可以一目了然，也有合理的
分群解釋，對同學的提問也能清楚說明，非常厲害，真的是我們需要學習的榜樣。而我們這組第一次上台報告，介
紹的內容是ＣＮＮ（卷積類神經網路），在台上的經驗差距很明顯就出來了，內容有許多地方沒邏輯說清楚，導致
很多同學因為聽不太懂而提了很多問題，且沒有足夠的內容可以對照說明，更增加了理解上的困難，這是我們需要
改進的地方。而最後是品皓簡介了他所看到ＡＮＮ論文，其中他所提到的時間序列問題及變數問題十分有趣，因為
要將天氣、天災、人禍等因素考慮進去預測用電量感覺十分複雜，若是ＡＮＮ能解決這問題真的是十分厲害。這次
的讀書會十分的有趣，大家也都十分的用心聽台上的人講解，也希望以後的讀書會我們都能準備充足的內容，並改
善自己在台上的表現。
7. (纪俊宇)
工工所「大數據分析入門讀書會」在花好月圓的中秋夜開始舉行，開場主持人唱了一首王菲「但願人長久」為讀
書會帶來了序曲，同時也讓讀書會的氣氛變得輕鬆。這次讀書會的成員分享了自己最近手上正在進行的專題，主要
內容牽涉大量的數據或照片，為了處理這麼大量的資料，成員運用了一些方法來加速資料被處理的效率並且提升最
終判定的正確性，這讓大數據分析處理起來更為理想。
過程中，成員彼此交流如何處理遇到的難題及正在想辦法解決還沒克服的癥結點，我想這確實起到了「做中學，
學中做」的精神，藉由讀書帶動學術的交流，同時也讓所學的知識慢慢發酵，讓知識成為陳年老酒，越陳越香，我
想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這樣一點一滴累積起的吧!

第二次讀書會心得: 談「BIG DATA,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 CH11.」 (2017-10-11)
一、 討論紀錄:
老師這次提供了一本有關大數據的書籍《BIG DATA,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作者是 Jared Dean。
這本書前十章為大數據分析相關方法論，第十一至十七章是案例分享。我們預計從這本書的第十一章開始讀起，這次讀書
會大家一起讀、一起討論第十一章。下次讀書會開始，由一個人負責報告第十二章的重點，其他人則先預習第十二章，並
在讀書會一起討論第十二章的內容。下次讀書會除了討論書的內容，也會由同學報告大數據相關的方法論: 「類神經網路
(NN)」與「卷積類神經網路 (CNN)」。
這次讀書會的進行方式是由每個人輪流唸書本第十一章的英文段落，並由老師帶領討論。討論時老師問我們書籍裡的
哪句話你覺得有道理，或你覺得沒道理，每個人提出一句來進行討論。藉著討論，老師幫助我們了解第十一章的重點內容
與此本書的可以再更言簡意賅的編寫方式。詳細討論內容如下:
1. 「The final phase in this step is the assessment of all the candidate models to pick a best model…averaged
squared error(ASE), misclassification rate, and profit」<- 列舉出常見的模型績效指標
2. 「Overfitting the model will lead to poor model generalization.」<- overfitting 的意思就如要去買衣服, 兩袖子
要符合左手長度與右手長度，幾乎難以找到這種衣服，難作又沒有必要。
3. 「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more time you give to building your model, the better the model will be.」<-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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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不同意這句話, 因為花費愈多時間建模型不代表模型建得愈好，花較少時間建的模型也不見得不好。
4. 「With this additional time, the modelers at the bank were able to try more statistical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to search for a more effective model predict who would respond to the campaign.」<-此句話顯示此
作者同意建模方法分成統計方法與非統計方法。
最後，很歡喜有兩位在職專班的學長加入我們的讀書會，使我們的讀書會更加熱鬧！

二、 同學會後撰寫的心得感想:
1.

(蘇意筑)
今天的讀書會由老師來主持，與我上次主持不一樣之處在於老師建議要報告的話，一定要準備投影片。老師認為
讀書會要讓大家能夠確實學到東西，不是含混過關。老師這樣的想法又啟發了我對讀書會的認識。這次讀書會的進行
方式是由大家輪流唸《BIG DATA,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這本書第十一章的英文段落。每個人都認
真地唸每個字，讓我也享受著唸英文的當下，也驅趕了近日勞累的心境。要能邊唸邊理解句子意涵，則是我的尚待克
服之處。不過老師結論說這本書不夠言簡意賅，我們也才覺得確實有很多冗言。

2.

(許峻銘)
這是本學期第二次的讀書會，這次由桑慧敏老師來帶各位同學一起讀大數據分析的案例討論。大家一起閱讀同一
篇文章，然後分享每個人的心得與想法，可以學習到其他的人是怎麼思考的，覺得很棒。桑老師在開始的時候分享她產
學合作的經驗，也讓我感受到廣結善緣的重要。只要我們能夠認真做事、用心待人，相信機會總是會在意想不到的時候
出現在我們眼前。

3.

(黃品皓)
今天是雙十連假之後的第一天，認識了兩位新學長，一個是在台灣半導體照明工作，另一個則是在日月光的桃園
廠工作。老師帶領著大家閱讀一本有關大數據分析的英文書，據說這本書是以前的學長們參加台積電舉辦的大數據比賽
後，得獎當天台積電送給老師的禮物之一。我們輪流一人念一段，在抓取各個段落重點的同時也一起練習了英文呢！

4.

(陳泰榮)
這次很幸運地認識了兩位在業界工作的學長，兩位學長一位任職於 LED 封裝廠另一位任職於日月光中壢封裝
廠，兩位學長簡單的說明著曾經遇過的狀況以及為何來念碩士班的原因，同且今天老師帶領我們一同以英文朗讀台
積電送老師的大數據書籍，看台積電的相關案例，讓我們複習英文閱讀，並訓練台風，可惜的是本書有些不足，但
該有細節之處並未多加著墨反倒一筆帶過，整體注重於流水式講述，使得我沒法了解它具體是以何種方法改善，這
實在讓我稍顯難過。在朗讀過程中，也讓我認識到我的不足，無法在朗讀時理解文字，而是被文字帶著走，必須要
停下口舌才能反思文字的意涵，但讓我佩服的是老師的理解力，老師能在文章中理解到核心意涵，而不會因為過多
的文字造成理上的困擾，這也是我要學習的。

5.

(吳俊慶)
今天是我們第二次開讀書會，跟上次最不同的地方是這次的導讀者是桑惠敏教授，一開始讓兩位在職專班的學
長自我介紹，今天也決定我們這學期讀書會要讀《BIG DATA, DATA MINING, AND MACHINE LEARNING》，我們這次進
行的方式是由本書裡企業運用大數據方法改善公司成功的案例，今天是主要讀的部分是 CHAPTER.11:Case Study of a
Large U.S.-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我們由老師開始一個人唸一段，唸完後我們一一分享讀完的心得，
當中有一句話，It is well known that the more time your give to building your model, the better the model
will be.我們覺得這個是不對的，花越多時間並不代表會得到更好的 model，另外一段是 the modelers at the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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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re able to try more statistical and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to search for a more effective model
to predict who would respond to the campaign.這個看法和老師的理念不謀而合，雖然這本書的內容介紹成功使
用大數據的案例，但書裡沒有講的很明確。今天我們有練習英文和大數據的知識，下次我們會有詳細介紹大數據使
用的方法和繼續閱讀實際案例，收穫良多，期待下一次的讀書會。
6.

(郭宗淵)
這次的讀書會比上次有多了一個學長，而這次兩位專班的學長都詳細的自我介紹，讓大家更認識他們，真是一件
非常福氣的事情，也感謝兩位學長分享他們在產業界經歷。而今天的讀書會跟上次相比就有方向性，因為這次有老師
帶領我們，讓我們可以比較有目的性的進行讀書會。而這次的讀書會特別的是老師讓我們讀了英文文獻，從中我發現
我的英文真的是跟不太上，而且因為平常沒有講英文的習慣，所以雖然念了內容，卻沒讀進腦子，因此在最後老師要
我們發表短心得的時候我也是腦子一片空白。幸好下次讀書會之前我們有機會先看過內容，我想這樣下次我較可以跟
同學有建設性的討論，也有更好的收穫!

7.

(紀俊宇)
此次讀書會主題是「Case study of a Large U.S.-Based Financial Services Company」,教授先讓每位成員用
英文念過，雖然有些發音的地方輕重音不是很對，不過在教授與同學的協助下，大家還是完整的把內容輪流唸完了，
說明大家的英文能力其實都不錯。而後，成員們開始進入並討論這次主題的重點，並發表書上內容寫得好與不好的地
方。舉例來說：好的地方為，作者能運用統計方法建模找出重要的幾個因素，使其可以大幅度改善他所面對的問題。
不好的地方為內容冗長交代不清。
這樣的讀書會方式，可以讓我們去欣賞並學習作者的寫作優點，並同時去思考有哪些地方是作者做得不夠好，而
我們“能夠發現並做得比他更好的地方“。此不僅可以增進我們看一個人或一件事情的深度，並且也幫助我們跳脫慣
性的思維模式 。

8.

(巫昇餘)
非常感激桑教授能每學期舉辦了一係列的讀書會相關活動，這次的讀書會的主題是談論「Case study of a Large
U.S.- Based Finance Service Company ，一開始教授先讓大家輪流念英文內容，加深大家的印象，雖然大家發音皆
有誤，但在同學和教授的協助之下，還是順利念書本章內容，大家英文皆還不錯，希望能持續保持下去；會後也再次
復習本章節的內容以及預讀下次讀書會的內容。
在讀書會中教授讓我們彼此互相分享資訊、心得與發現，過程中很快樂，更開闊我的視野與想法，同一章的內容因為不
同的人而有了不一樣的詮釋與解讀，那是因為每個人思想獨特，因為如此才能成就這個讀書會，很珍惜每一次的讀書會
活動。

第三次讀書會心得: 談「穩健設計、卷積類神經網路 (CNN)、人工類神經網路 (ANN)」 (2017-10-24)
一、 討論紀錄:
1.

觀看實驗設計 (Design of experiment) 之影片
老師提供了幾分鐘講解實驗設計中「穩健設計」的英文影片。穩健設計是田口主要的貢獻。穩健設計與我們之
前學的實驗設計差別在於，其考量了雜音因子 (noise factors) 的效用。穩健設計可以提供我們哪個主效用受雜音
因子的影響小或大，使我們了解主效用與雜音因子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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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同學報告與老師回饋 (同學報告之投影片請參見附錄)
3.1 Neural Network and Big Data (報告人：蘇意筑)
(1) 對於整個報告主題，老師建議應該要問的問題是：機器學習和非機器學習的差別為何? (2) 對於「What is the
difference among Big Data, Neural Network, Machine Learning, Deep Learning,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老師建議一
次只比較兩個東西就好，不同種類的東西也不要放在一起比較。

3.2 Neural Network (NN) (報告人：黃品皓)
(1) 老師讚許同學在一開始提出了一個好問題「Why do we use Neural Network?」，但同學對於這個問題沒有提出較
好的答案。 (2) 同學報告中特別解釋在上次讀書會有提到之「Overfitting」，並舉例說明。而「Overfitting」在類神
經網路裡面以「Loss Function」表示。(3) 老師說明，類神經網路就是很多層的迴歸模型，因為太多層了，已經無法
用數學式寫出來，也無法從 output 回推得到 input，所以才會稱類神經網路為所謂的「黑箱」。若是類神經網路只有
一層，其實應與我們以前所學的迴歸模式預測資料方式相同，同學可當作練習並驗證之。(4)「類神經網路的輸入值
介於 0~1 之間」的原因為何，尚待解釋。

3.3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CNN) (報告人：陳泰榮)
老師說明其實所謂的 CNN 的 C，就是智慧型資料轉換的意思。與 NN 的差別就在於 CNN 先對資料做了轉換，再套用 NN
的架構。老師一語點出 CNN 與 NN 的差異之處。再次見到老師的本事:「言簡意賅」或是「一針見血」。

二、 同學會後撰寫的心得感想:
1.

(蘇意筑)
對於我的報告，老師的回饋是『大數據分析有 2 種方法，一種是統計方法，一種是機器學習。統計方法就是以
機率模式或模型，將世界作為母群體來看待。我應該有更好的問題要問，例如：「機器學習與非機器學習的差別為
何」。另外，每次比較 2 種東西就好，且要同類同層的東西比較才會有意義。』
老師在上一次讀書會就提到過大數據分析有統計方法與機器學習，只是當時我沒有完整記下這句話，所以在做
投影片的時候仍然對大數據和方法間的認知不夠清楚。雖然沒有報告得很好，但至少我釐清了我納悶很久的問題「大
數據和類神經網路的關係」，大數據就是我們要分析的資料，類神經網路是分析方法的一種，主要應用於將資料分
類。而我接下來要繼續理解機器學習與非機器學習的差別為何。

2.

(許峻銘)
這是本學期第三次的讀書會，本次讀書會桑老師帶領我們欣賞一段有關實驗設計(Design of experiment)的影
片，學習實驗設計的內涵。接著由讀書會成員來報告他們研究近年很熱門的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可用來建構較為複雜(例如非線性)的模型，主要的精神是透過選擇不同的層數和神經元數量，反覆試
誤找出一個較佳的配適組合。其中在圖像辨識領域又以卷積類神經網路(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效能較佳。而所
謂卷積類神經網路的差異則是在於原始資料需先經過卷積這道手續，再將經處理後的資料放入類神經網路中進行後續的
建模。
類神經網路的概念雖然看起來並不複雜，但要如何應用到實務上，我想我會找時間先從小型簡易的範例開始練
習，讓自己更進一步瞭解項工具。感謝這次讀書會同學的分享，讓我對一個熱門但陌生的工具有了多一些的認識。

9

3.

(黃品皓)
今天的讀書會有 4 項收穫：
1.今天的開場我們在討論之前去參加大數據比賽的心得，其中有兩組的題目是比較不一樣的，但光從比賽現場的簡報
來看只能說是有趣，具體如何應用不知道，對於他們的論文我其實挺好奇的。
2.之後老師帶著我們看了一部在解說實驗設計的影片，一方面也訓練我們的英文聽力。
3.今天我報告了 NN(類神經網路)，經由老師的指導後發現了還有很多能夠改進的地方！
4.其實數據處理的邏輯都是一樣的，其中共同的核心價值之一就是對資料做「智慧型轉換」

4.

(陳泰榮)
這次讀書會報告經過老師的講評我又知道如何去精進自己的簡報能力，同且聽聞老師的勸言，我也明白到該要如
何去爭取表現的機會，畢竟在這個社會上，你要如何讓人看見你，最快的方法就是自己站起來，當大家都在坐的時候
你站起來就特別明顯，而這也是我們將來出社會時最重要的一點，再來老師還提到簡報切中要點的厲害之處，若是我
們想要進行教學就需要去除干擾主軸的支線，使自己所要表達的東西直接傳遞給聽眾們，實在很感謝老師。
再來學長們對於我們的諫言，也讓我回味許久，不努力或許不會怎樣，但是努力就有可能可以怎樣。能者多勞，
勞者多能，有作雖累，但是這些都會成為我們的血脈，這些努力構建了我們的知識，當有人檢驗時，有真正做事的人，
才會真正通過，反之一直打混摸魚的，遲早會出事，這是我要像學長學習並致謝的事。
最後也要感謝一下意筑，讀書會的雜事和主持都要麻煩於他，多虧了他我們省下許多麻煩。

5.

(吳俊慶)
今天讀書會開始我們先看一題全英文的實驗設計題目，看完後老師替我們解答，之後老師便開始分享最近一次
出去比賽的小組分享出去比賽的心得，在分享的過程當中我學到很重要的一點是，要懂得替自己爭取機會。接下來
讀書會報告就正式開始，今天第一位報告者是意筑，要介紹的是大數據與類神經網路的關係，主要的重點是類神經
網路可使用大數據來提升預測與判斷的準確性。再來是由品皓報告類神經網路，第一問是為什麼要用類神經網路?為
什麼不用其他方法?他以房地產來舉例如果你要幫助不動產經理人, 對不同房屋進行估價。考慮到價格與生活 空間
大小、儲藏室大小、屋齡、等等皆有關, 請問要如何推論適當的房屋價格?然後比較 SVM、線性方程式和類神經網路，
當中我們討論到類神經網路和迴歸的關係，老師提出，類神經網路可能就是一個很複雜的迴歸，這邊老師出了一個
功課，要我們用類神經網路分析一個簡單的題目，再利用迴歸式去驗證它。

6.

(郭宗淵)
這次的讀書會也是受益良多。老師一開始語重心長的教導我們該如何把握機會，令我發現我作為一個學習者的
態度是多麼的不積極，也感謝老師將我們當作自己的孩子般教導。接下來我們看了一個有關實驗設計(Design of
Experiment ,DOE)的英文影片，雖然只有影片的時間不長，但是我實在是聽不太懂影片的內容，所幸老師後來有為
我們講解，而老師只花了 2~3 分鐘便將影片整個架構解釋得很清楚，真的是令我佩服的五體投地。最後到了這次的
報告，品皓的報告十分令人驚艷，投影片的架構十分有邏輯性，而他所提出的問題及講解也都淺顯易懂且有架構，
我想我們都應該向他好好學習。也因為我這次的投影片做的不是很好，要講的內容順序顛倒，架構不對，因此讓聽
眾對於我們要講解的內容有點混淆，我想這就是我需要好好改善的地方，也希望我在下次的讀書會能夠更進步。

7.

(紀俊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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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參加大數據讀書會，過程中得知組員及教授所組的團隊「二十不惑」參加 106 暑假【低壓智慧電表大數據分
析與設計競賽】-研析組，並贏得第二名，恭喜。猶記在中秋節的當天，第一次參加讀書會時聽到組員參加此競賽，在
讀書會的過程中開始介紹取得了什麼資料及如何分析這些用電戶的行為模式，經過一層層及解構的方式(小波轉換)，
最終將原本看起來雜亂無章的 Big Data 理出了一個條理分明的用電戶行為類型，得到此結果可以應用到預測未來的用
電量，並藉此預估是否有用電危機，在反核的聲浪中更加重要，切中時事並做到學以致用。
另一個讓人記得的事是教授播放了一部英文短片，影片內容是實驗設計，探討如何對影響因素做適當的實驗安
排，最後由小組成員發表影片心得，透過:分享，討論，影片，朗誦，做到面面俱的多方面的學習。

第四次讀書會心得: 談「Retinex、大數據相關實務應用、封裝製程」(2017-10-31)
一、 討論紀錄:
1.

同學報告與老師回饋 (同學報告之投影片請參見附錄)
3.1 Retinex (報告人：郭宗淵)
宗淵同學利用色彩恆常性與一個例子來解釋 Retinex 將色彩濾掉反射光，轉換成「原本的顏色」。老師回饋
說 Retinex 與曾經學過的獨立成分分析 (ICA) 的精神。至於兩者的相同與不同之處為何，仍然有待深入了解。老
師讚許宗淵把 Retinex 講得很清楚，若能以更精簡的頁數呈現會更好。

3.2 大數據相關實務應用 (報告人：紀俊宇) (因涉及公司機密所以投影片不公開)
最後一次讀書會，主要分享自己 (紀俊宇) 現在在職場上所遇到的各類問題，很有趣，每個問題都有著自
己的屬性，我們可以嘗試著從各方面去挖掘出金礦。報告的內容，可以讓大家發現 Why 數據科學家是 21 世紀「最
性感的職業」，猶如一件衣服的誕生:
「我們有著一堆布料(原始資料)，我們開始規劃設計一件符合身材曲線的衣服(要求的目的)，我們決定需要用什
麼布料去做各部件(資料的蒐集)，我們去掉多餘或不好的部分(資料的清洗)，我們裁剪布料 (資料的取捨)，我
們用各種工具去製作這件衣服(資料分析方法)，最後縫製出一件高品質且能襯托出個人品味的衣服(所求的目
的)。」
為什麼要提這麼多次的我們，因為這些布料最終的成品是成為路邊攤呢或者是讓人眼睛一亮的藝術品，取
決在「我們，如何去使用它們。」

3.3 封裝製程 (報告人：巫昇餘) (因涉及公司機密所以投影片不公開)
最後一次讀書會，一開始我 (巫昇餘) 先講解半導體的製程主要可分成 IC 設計、晶圓製程、晶圓測試、晶
圓封裝/測試，我主要分享了半導體封裝製程的介紹，讓學弟妹們了解實際工廠是如何運作，如何產生出小小一
塊塊的 IC 晶片，且告訴大家 IC 晶片運用在什麼類型的產品上，我用簡單淺顯易懂的方式讓大家皆為了解，比喻
一片 PIZZA 是如何製造出來，當然這生產過程中會面臨許多大大小小的問題，在報告中就略為概述，這需在實際
現場中才會有所了解，此次的報告，也當作事研究生們職場前暖身的體會；期許學弟們未來在職場皆為一帆風順。

二、 同學會後撰寫的心得感想:
1.

(蘇意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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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地又到了第四次的讀書會。一開始由宗淵報告 CNN 裡 Retinex 的介紹。宗淵利用了衣服的顏色、蛋白
的顏色介紹了色彩恆常性。在說明 Retinex 其實就是色彩恆常性的原理，將顏色經過轉換後重新呈現色彩。老師
又聯想到曾經學過的獨立成分分析 (ICA)，與 Retinex 的精神似乎很相近。至於兩者的相同與不同之處為何，仍
然有待我們深入了解。這次的讀書會很歡喜也有兩位在職專班的學長準備了投影片來報告。紀學長報告的是他在
公司內做過與大數據分析相關的內容。紀學長很用心地把所有的內容都帶來，很可惜由於時間的關係沒能聽到全
部的內容。紀學長在最後提到他與高層人員的對話，也呈現了其謙遜與感恩之心境。巫學長則是介紹了其廠內的
封裝製程，使我們不用走進工廠也能知曉工廠的作業流程。從這次的讀書會我又學到不少的新知，也謝謝老師和
我們分享她的想法，使我們能夠有更深入思考的機會與可能。謝謝老師！

2.

(許峻銘)
這是本學期第四次的讀書會，這次的讀書會有宗淵同學分享利用大數據進行影像辨識的基礎慨念，還有兩位
工工所在職碩班的學長來分享平時工作上的製程介紹和數據分析帶來的價值。
近年來熱門的 AI 人工智慧應用中，影像識辨是一項重要的分支。透過大量資料的訓練，可以讓電腦學習辨識
不同的物體，進而讓電腦能夠自行判斷物件的屬性。這項應用可以到自動駕駛車上(行車電腦自行判斷週遭的物件
屬性)，也可以應用到醫療領域上(讓電腦取代醫生來辨別醫學影像，使得醫生能專注在診斷和分析的流程中)。今
日透過宗淵同學的介紹，我學習到了一個名為 retinex 強化影像的方法。此方法可以讓我們過排除光線對物件本
身的干擾，還原出物件與環境間的原始資訊。
另外兩位在職碩班的學長，則是分享了他們實際在業界的工作經驗和業界的資料，讓我們接觸到了教科書
以外更真實的數據和利用數據來解決問題情況。能夠在學校中就聽到、看到這麼多業界機密的數據和照片，覺得
真的機會難得。感謝他們無私的分享。

3.

(黃品皓)
今天是最後一次讀書會，聽了宗淵的精采報告之後，我對於 Retinex (影像增強演算法) 有了初步的認識，色
彩恆常性的涵義其實就是說，物體的顏色是由物體本身對於各個不同波長光波的反射率所決定，而跟光源的光波
長比例無關。紀俊宇學長的報告讓我看到，在職場上應該要有的態度，即使老闆沒給你問題，也要積極的去找出
問題，而且我對於他所提到的 SAS 的 JUMP 這個工具也很感興趣，待會就來查查看！最後巫昇餘學長的報告讓我
初步了解到工廠封測的運作流程。

4.

(陳泰榮)
感謝昇餘學長、俊宇學長和宗淵同學這次辛苦的報告。昇餘學長總結式的帶領我們瀏覽封裝製程的可能錯
誤原因和各項流程的實際狀況，讓我們對於半導體封裝廠的運作和問題點都更加的了解，而俊宇學長則告訴我們
現實上他是如何去尋找問題並解決的，從資料攫取到分析問題尋找解決方案，這使我們看見工程師是要如何主動
挖掘情況，不會有人帶領，這是我們應該要多加學習的態度，只要我們能從中學習到十分之一，那便能大有長進。
宗淵同學則使我們得以更加了解資料前處理 retinex 是什麼及怎麼運作，他引用藍黑衣服還是白金衣服的例子，
告訴我們色彩恆常性是什麼，在此之後才介紹 retinex 是以此為基礎去進行延伸處理，巧妙而簡單的介紹使我們
能輕易的理解，同且將其中複雜的卷積運算、傅立葉轉換都省略不使我們受限於複雜的數學函式，再加上老師深
刻而點睛的問答，實在使我們受用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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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吳俊慶)
今天一開始宗淵同學先介紹 CNN 裡面的 Retinex，首先他先舉了一個衣服的例子然後問我們說這個衣服是甚
麼顏色，答案有黑藍跟白銀，接下來他告訴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兩個差別，原因是大腦有沒有白平衡，然後再切入
到 CNN 應用於青光眼分析，資料做 Retinex 後，判斷特徵會更加明顯，然後老師問他們在做 CNN 時一張照片的判
斷時間大概是多久，宗淵他們說平均一張大約是十分鐘，但無法跑超過三張圖，原因大概是判別區域太廣，老師
提出來應該將醫生的判別區域取出來，減少判斷時間，並且嘗試用迴歸分析做出與簡單類神經網路的練習，後面
緊接著是俊宇學長上台報告他在公司解決的案例，學長給我們最好的示範是我們平時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手的
工作，但是俊宇學長能夠發現產線上的問題，並且以有邏輯又正確的方法解決，並且還不忘感謝同仁，這是我們
該學習的精神，昇餘學長替我們介紹日月光公司在做的事情，將公司內部產線，介紹非常清楚，我今天最大的體
悟是我其實感到開心，能從俊宇學長的案例中看見何為思考並解決問題，就像老師說的發現問題，就已經將問題
解決一半了，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一定會更加進步。

6.

(郭宗淵)
終於來到了最後一次的讀書會了，沒想到這次讀書會報告的人，在 LAB 之中只剩下我，讓我真是非常緊張，
而受過老師那麼多的薰陶，讓我在準備投影片及報告時，不禁開始想，要怎樣才能像老師一樣講的簡單明瞭，以
及要如何才能像老師一樣吸引全場的關注。於是我便照著老師的基本要求，投影片做個 5 頁左右就好，要怎麼做
的少又講的好，也真的是很困難的點。所幸這次的主題滿好發揮的，而學習老師演講的方式也讓我的架構比較有
邏輯性，也感謝老師在我報告中給我的指導，告訴我在什麼地方應該放慢語調。這次兩位專班的學長也上台報告，
也令我收穫良多。平常老師告訴我們要先訓練好「手」的能力在訓練「腦」來解決問題，而俊宇學長就充分地為
我們展現何謂手腦都訓練的結果，他不但 SAS 的 jmp 程式用的很好，也能想出方法解決問題。而也感謝昇餘學長
詳細為我們介紹製程。總之這次讀書會是個完美的 ending，也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參與，更謝謝老師無私的分
享!

7.

(紀俊宇)
今天參加最後一次大數據讀書會，聽到成員們發表如何用類神經網路方法來幫助醫生提升判定青光眼的準確
率，讓我覺得相當有趣。青光眼的判讀對於每個醫生來說某種程度上存在著曖昧不清的模糊界線，影響因素可能
為醫生的職業經驗長短及所判斷用的方法，為的避免這類因素的影響造成判斷的不一或不準，桑慧敏教授及其學
生試圖運用類神經網路來解決此問題。
今天的亮點就是在職專班的數據分析及製程介紹，我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從另名同學的製程介紹讓我發現，
雖然我們所在不同的產業，但製程卻有極高的相似度，而他們製程各站別會產生的 Defects 情況也跟我的產業很
相似。他所在的公司發展已久，系統伺服器中有著完整的製程 raw data，但卻沒有人會運用這些資料去檢視整廠
的各站情況及需要或可以改善的部分，這點實在非常可惜。尤其他們有這麼多廠，而且每廠做的又幾乎是相同的
事，如果可以解決或改善其中一廠的問題，不就可以應用或去檢視到其他各廠了嗎? 這帶來的總利益將會非常可
觀，但卻需要有人教他們如何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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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桑教授大數據演講 2017.10.27
(一)

演講題目: 大數據, 利益大 (Big Data, Big Profit)

(二)

演講由來: 此次演講為中美矽晶公司方邀請老師來演講有關「大數據」的題目。公司方從
暑假就邀請了老師。老師從 7 月份到 10 月底演講的前一分鐘都競競業業的準備著，實驗室
的同學也在最後階段趕工協助老師完成演講的投影片。此次的演講，老師放入了他的產學
經驗與學識上的精華。利用了許多生動的例子與道具，代替複雜困難的數學式，講解深奧
的理論。每個理論再結合產學的實例，提供大數據的應用與精湛的洞悉。

(三)

演講內容:
1. 感謝
2. 將數據轉成利潤: 案例說明
3. 績效指標的迷思: 例子說明
4. 讓統計思維成為第二母語: 例子說明

(四)

參與人員: (公司方) 中美矽晶徐總、徐副總與三廠連線人員、(學校方)桑慧敏老師、蘇意
筑、許峻銘、黃品皓、陳泰榮、吳俊慶、郭宗淵

(五)

與會人員心得:

(郭宗淵)
上了老師許多堂的課，接受了老師許多的教誨，但是聽老師演講還是第一次，更特別的經驗是，
這次老師的演講我幾乎可以算是全程在旁邊學習。在最一開始的時候老師的演講稿只有架構，讓
我都開始替老師擔心，但沒想到這只是我杞人憂天，真的令我不得不佩服老師思考事情的角度及
能力。
而令我感受更深的事情是，我總是怕別人看到我的報告投影片，因為看了我就不能讓他們有
驚喜的感覺了，但是我在老師身邊做了演講投影片，我卻有許多東西在當下並不知道是什麼意思，
像是老師在類神經網路加的「三思而後行」，一開始我加的時候還想說老師究竟為什麼要講這句，
但老師演講一講解到 ANN，頓時令我驚為天人，居然一個這麼複雜的網路，可以用這麼一句話來
解釋，三思就是隱藏層在做的事情，我只能用五體投地來表達我的佩服之情。
而我覺得老師所說的「讓統計思維成為第二母語」也讓我覺得十分有趣，老師還舉了一個「工
廠的人如果都用統計術語在對話」的情境，的確讓我覺得這樣變得有效率很多，因為如果大家都
能讓統計成為第二母語的話，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說明時間，讓人可以立刻就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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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師演講學到的並不只是老師所演講的內容，實際上就是老師親身示範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
演講者，像是老師在台上的站位，老師講解不同東西的語氣及速度，又或是老師如何帶動現場氣
氛，都是十分寶貴的教材。而我真的是一個幸運的人，有幸可以從頭到尾在老師身邊觀察老師是
如何完成一個精采的演講，也感謝老師在演講的最後，也不忘記教導我們學生，讓我們知道
Wise logic + Wise tool = Profit。我相信在這麼厲害的老師身邊學習，肯定能讓我文武雙全！
(許峻銘)
1 開場: 老師的題目命名不俗, 『大數據, 利益大』對於企業來說是個很具吸引力的標題。開場時就
說明即使不額外加裝任何的設備來搜集資料, 僅利用現有的數據讓資料說話進而做出改善是可行的,
這樣的開場會讓公司較有信心來推動任何相關的改善運動。另外在開場時老師用了日本企業的例子
來提問, 引導聽眾思考, 讓大家進入聽講的情緒, 覺得這樣的設計是很棒的巧思。
2 道具輔助: 老師演講後面在介紹統計思維的時候, 運用了很多生活中的道具來介紹統計中重要的
幾個核心慨念, 覺得這個部份真的非常精采。例如利用便利商店的便當提袋來介紹數學中困難的『升
維』慨念; 以及利用兩雙不同造型的鞋子來說明獨立性的慨念。這樣的介紹不但講到理論的精神,也
能提升聽眾對於理論的好奇心引發學習興趣, 降低聽眾對於統計學的害怕與不安。夠能想到這些點
子除了對理論必需有很深刻的理解, 還必需對於教學保持有高度的熱忱, 教師才有可能會在生活中
持續思考如何精進教學。
3 工業界案例介紹: 老師在演講中所有的案例都是自身的經歷, 說自己的故事總是比說別人的故事
來得生動。而且在解說每一個案例的時候, 都有清楚交待問題、流程、想法和具體的改善成果, 不會
讓人聽完之後還是不清楚到底老師做了什麼。
4 聽眾是誰:人們在說話的時候經常會把自身習以為常的術語或是想法不經修飾地表達出來, 經常
未思考聽的人是否瞭解我們口中的術語。但老師會針對每一場演講的聽眾, 設計不同的語言和呈現
方式來因材施教, 這樣的體貼讓我非常敬佩。因為我自己在修課的經驗中, 就有教師只顧著用自己的
說法來教學, 卻未思考底下的聽眾是誰, 這樣的授課方式是否適當。
5 總結: 過去我總是認為老師上課我聽不懂,那一定是我自己的問題。一個具有祟高學術地位的專業
學者所說出來的知識我聽不懂, 那一定也是我自己的問題。但這一年多在清大的學習歷程以來, 我接
觸到了不少像老師這樣的大師級人物, 能夠困才施教把專業艱涉的理論用平易近人的語言讓人消化
吸收。這讓我對於真正的大師有了不同的想法。過去我參與研討會或是外賓的演講, 遇到聽不懂的
情況總是會覺得自己不夠聰明、將聽不懂的責任歸因於自己本身。但在老師研究團隊中學習, 以及
這一年多來在清大的修課經歷, 我逐漸有能力分辨是說話的人沒有說清楚, 還是聽眾自身的問題。
到現在為止, 我所認為的大師, 不但能夠作艱涉的學術研究, 還能夠將學術研究的成果和精髓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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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人都能聽懂的方式表達出來。這與教學型或是研究型的教師無關,教學與研究並非天平的兩端不能
取其平衡。
(蘇意筑)
有別於以往的演講對象，這是我第一次聽老師演講給企業人士。在老師的演講之前，我就很
期待這場演講，因為老師看起來會將其研究與方法論的精華濃縮在這一次的演講裡。老師的演講標
題訂的是「大數據，利益大」。徐總一看到立刻就說她喜歡「利益大」這個詞。老師的標題一開始
就引起了企業人士的興趣，是個非常不錯的開場。老師這次的投影片，一開始先感謝眾人與自己過
去的老師，接著舉例 7 個產學合作的實際例子，相對應的方法論，最後再說明多個績效指標的迷失
實例。
感謝的主要內容是老師的過去經歷。老師將「履歷」的標題改成「感謝」，在其經歷中感謝
曾經幫助他的人或事，在一開場也特別感謝徐總、徐副總與 Scott。老師用了最簡單與最自然的方
式，感謝了他所能感謝的人，不僅讓聽的人有好印象，老師也建立了自己謙遜、飲水思源的形象。
7 個產學合作的實例、方法論與多個績效指標的迷失實例中，老師每個議題皆用不超過 2 頁的投影
片帶過，重點呈現、精準又精簡。使人不覺得乏味無聊。更厲害的是，老師在講解方法論的時候使
用了各種道具，又不包含困難的數學符號，令我大開眼見，覺得神奇。
老師說這演講是他為中美量身訂做的，我很佩服老師能夠理解對方的需求，呈現自己的精彩
部分，使聽眾聽得津津有味。謝謝老師將我們全部的人都帶去聽演講，使我們不錯過這麼棒的演
講。謝謝老師！

(黃品皓)
整個演講的結構，就像老師說的一樣，好像交響曲一般。首先，標題就要能吸引人的注意，
要能強調目的，你看一提到利益大，台下的人立刻就醒了，然後再用一些小故事以及問題，慢慢
引導台下的人，因為有問題，就有思考，在思考中就比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像是開頭有提到，
戴明說：「管理階層要負 70%的責任」，結果最後在問答的時候，就發現徐總聽得好認真，搶答
的速度最快。然後再用豐富的例子講故事，最後透過道具輔助上課，竟然才花 10 分鐘就把這麼多
工具介紹完了，並且在最後的互動中可以發現，台下的人確實把東西都聽進去了，這就是言之有
物、言之有味的重要性；假使今天我的目的是要讓台下的人聽懂，我把東西講得多有學問都沒有
用，因為我報告的績效指標應該是台下有多少人聽得懂，而不是讓他們來覺得我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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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泰榮)
老師這次的演講非常的簡單扼要就是告訴我該怎麼從最近正夯大數據這波浪潮中獲取利益，
老師認為這將會是我們將來求職的一大本事，畢竟在未來這工業 4.0 的情況下，資料分析實在是我
們不可或缺的本領。
前面 7 個案例主軸重點是如何將數據轉換成錢流，其中就包含了資訊可視化這個重要的範疇，
老師有的案例是使管制圖多了趨勢這個方式，使原本看似完美的平均數分佈圖突然出現了不同的結
論，又或是將資料進行智慧型轉換再做迴歸分析以使各爐的狀況被獨立，不統一探討，畢竟真實情
況下真有 iid 情況的總是為少，交互作用貫徹始終，但是在真實的工廠上卻常常沒有探討這種情況，
使得他們建構的實驗設計，總是改善不到最佳，這也是實務上常常出現的盲點，又或者是數據與真
實情況是不搭接的，因為會有許多情況下是會使結果產生變異，但是在數據上卻又沒有真實的反應
出來，這些都使改善動作無從得起，老師也不著重於單一案例，而是統整性的告訴我們該從哪些方
向去思考，去統合我們的思維，讓我們能夠以高處往下俯瞰，這點將使我們未來受用許多。
後面 4 個案例可惜的是因為時間因素我們並未能夠全部聽完，不過老師又從另一個角度為我
們教導績效指標選擇的重要性，怎樣才是正確的衡量我們的成果，比如案例 9，看似稼動率高是一
個不錯的指標，但是真實情況下，他卻不代表良品率高，如果作為指標來用，沒有辦法反應良品的。
再來像是案例 8，老師提到了魔鬼都是出在細節處，大師也是會犯錯的，我們要秉持著追尋真理的
態度去面對每個狀況，這樣我們才能找到每個狀況的漏洞。
最後還是要感謝老師願意給我們這個機會來聽老師的教誨，在老師的簡潔而且具體的演示下，
我們對於每一案例的主題都明確的吸收到，再次感謝老師與中美矽晶的辛勞。
(吳俊慶)
首先我想感謝桑老師能讓我們有機會參與這次替中美矽晶量身訂製的演講，演講開始，老師
先感謝了中美矽晶的主管和同仁們，接下來就正式開始老師一開頭點明，[大數據，利益大]，接著
再以品管大師戴明為例，問了兩個問題，主要是在告訴中美的主管，在企業裡領導者的重要性和讓
大家了解機器學習，統計思維和統計語言的重要性。緊接著老師再以親身經歷的案例和大家說明如
何數據轉換成利潤和績效指標的迷思，在講解每一個 CASE 時，老師都像說故事般的讓我們能夠快
速理解當中重要的觀念，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師在手錶鍊的案例中，看完公司的品管圖問的問題，做
與不做差再哪裡?再提出問題後，老師將品管圖轉換，變成有用的資訊，以改善問題和後面 Simulation
模擬真實產線狀況，發現問題並且改善，讓我們知道除將資料轉換成有用的資訊外，用正確的資料
來分析也是很重要的。這些將數據轉成利潤的案例，全都是在告訴聽者智慧型轉換在大數據裡扮演
的重要性。再來的主題是如何讓統計思維成為第二母語，老師在過程中舉了非常多的例子，將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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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應用在身活中變成第二母語，像是講解獨立, (independent)時，老師在逛街時看左右腳不一樣的
鞋子，直接想到要來講解獨立和不獨立的觀念，在講解 SVM 中又以 7-11 的手提袋講解升維的概念，
再以公鹿和母鹿的關聯講解實驗設計(DOE)，並且在講解類神經網路時，以隱藏層裡的三個 NODE，
精闢以三思而後行來解釋類神經網路，每個舉例都生動有趣又令人印象深刻。最後結語老師問了一
個問題(Wise,Naive)Manager+(Naive,Wise)employee=P?
Wise manager + naive employee = Production
Naive manager + wise employee = Promotion
Naive manager + naive employee = Plenty of defective items
Wise manager + wise employee = Profit
這個問題真的讓我為之驚嘆，因為這邊最後 Wise manager + wise employee = Profit 和最前面老
師提出來[大數據，利益大(Big data, Big Profit)]，前後呼應，又以戴明的例子舉出表示徐副總是聰
明的領導者解決了 70%的問題。我真的很佩服老師將許多困難的觀念，用簡易的生活例子讓大家
快速吸收，老師發現問題和如說故事般的報告方式，整場演講就像老師父親說的，[言之有物，言
之以理，言之有味]，真的很感謝老師讓我們有機會參與這次演講。

(徐文慶 副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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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 (桑老師與徐總經理合照)

活動照片 2 (桑老師與徐副總經理合照)

四、 讀書會後同學的總體心得
(蘇意筑)
回想第一次讀書會要由我主持時，我還有些緊張，一直擔心我會不會無法扮演好主持人的工作，尤
其是當我知道有兩個在職專班的學長時，讓我稍稍恐慌，不過幸好有著老師的幫助，使我們的這四次讀
書會能夠圓滿的結束，而且大家都能充實的認識大數據。在這四次讀書會中我感覺我對於大數據的使用
不僅學到許多新的概念又訓練到英文口說，感覺真好，而且第二次讀書會時還能聽到老師悅耳的歌聲，
實在好開心。再加上每次讀書會老師都會給予我們許多的回饋，讓我們都知道要如何去改進自己，將世
界作為母群體來看待，是我覺得這幾次讀書會中我感受最深的態度，每次老師的循循教誨都幫我們發現
到許多盲點，但是我對於我未能做出一個好的報告仍然耿耿於懷，我也希望我能以此做警惕在未來能做
到更好。謝謝老師和同學的用心參與，讀書會才能圓滿結束。
(許峻銘)
首先要感謝指導教授桑慧敏老師，在百忙之中願意撥空與學生分享、討論大數據分析的議題。有這
麼好的指導老師陪著我們，讓我們大家都收獲良多。再來要感謝讀書會的總召集人意筑。謝謝他的熱心
和規劃，讓這四次的讀書會都很圓滿的結束。
最後要感謝所有讀書會的成員，這麼多人能找到一個共同的時間相聚在一起本身就不是簡單的事。
況且參加讀書會是必須要事前閱讀一些素材的，每一個人都很重視讀書會這件事情，把工作敬業地完成，
覺得我們團隊的素質真的都很棒。
大數據是近年來非常熱門的議題，在各個領域都有大數據可以應用的機會。透過這次讀書會，我從
不同的同學身上，從不同的角度來認識大數據的各式各樣應用。例如大數據應用到青光眼的辨識上; 或
是大數據應用到電力預測上…等。
從這裡我可以瞭解每一位同學關心的事物都有所不同，然後雖然情況百百種，但大數據分析中有許
多相同的理論和精神其實都可以應用到不同的情境上。藉由這次讀書會的機會，我能夠從每個同學身上
用相對短的時間就吸收到知識的精華，覺得很值得。感謝讀書會裡的每一個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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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品皓)
經過 4 次讀書會後，我分別在不同方面都獲得了一些收穫：(1) 感謝老師的指導，讓我知道上台報告的
時候應有明確的結構，最重要的是報告者要明白報告的目的，並且在報告時以一個主軸貫穿全局，然後
多想一些例子，才容易在說明時「言之有味」。 (2) 資料分析的邏輯其實都是一樣的，而其中對資料進
行「智慧型轉換」更是不可或缺的一環，以 CNN 舉例，其實就是對影像資料做了智慧型轉換之後再丟
到 NN 裡。(3) 因為有在職專班的學長一同參與，讓我可以得到來自不同觀點的意見，還有了解一些工
廠裡的實際情形。(4) 知道了很多新工具：NN、小波轉換、SAS 的 JUMP
(陳泰榮)
經過這四次的讀書會我感覺到學習到許多系統性報告的思維，加上老師每次的點睛問答都使我們學
習該題目的重點為何，再加上老師時時的教誨，要我們學習如何像老師一樣思考、學習大局觀，而非是
看細節卻忘了全局，這樣重要的教誨使我更加學會如何去思考。
這四次讀書會我們學習到了小波轉換、類神經網路以及其延伸的卷積類神經網路、台積電大數據改
善案例、retinex 和半導體封裝廠的實際改善案例與其流程簡報，這些種種都使我們與參加這四次讀書會
前不一樣，不只是了解到這些大數據的話題，同且也使我們訓練著如何去報告，報告就像老師說的是去
教導他人，這讓我更加理解如何去把教與學做結合，在這樣伴隨老師循循教誨的過程中我覺得真是幸福
的過程，每次讀書會的兩小時讓我都逐漸變得越來越好，謝謝在過程中每個人的付出。
(吳俊慶)
這次大數據讀書會學會了很多東西，我們的主題是大數據，大數據的重點是，在巨量的資料裡，經
過一些處裡後，取得有用的資訊，來做預測或分析，第一個分享的是小波轉換，報告人是峻銘學長，小
波轉換的重點是將資料經由小波轉換的矩陣運算後，用轉換後的數據去計算變異數將資料分群，應用的
部分學長將一位使用者的一年當中每天蒐集 96 個點的資料，經由小波轉換過後，大致分群為 15 群，代
表這位用電者一年當中用電行為主要有 15 種模式，未來是希望將更多的人的用電資訊經由小波轉換後，
將資料分成幾大類，再利用類神經網路，來預測每日用電量，再來第二個報告主題是 CNN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報告者是陳泰榮同學和郭宗淵同學，CNN 主要是用來處理圖像的類神經網路，整體
有分為前處理、輸入資料，類神經網路運算，輸出資料，在前處理的部分他們先將圖像經由一些向量上
的轉換，去除掉圖形中不必要的資訊，再將剩下的資訊轉換成輸入形式，Input 到類神經網路裡運算，
中間他們講了很多細節，時間快要不夠所以下次還會繼續分享，最後是由黃品皓同學簡單介紹 ANN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ANN 是用 Time series forecasting and linear Regression 來預測，他看的這篇是
由 1991 年提出來的 ANN 用於預測用電量，準確度竟然高達 90%以上，但由於過去的用電量紀錄方法沒
有那麼好，所以這個方法有待我們再去驗證。
宗淵同學介紹 CNN 裡面的 Retinex，首先他先舉了一個衣服的例子然後問我們說這個衣服是甚麼顏
色，答案有黑藍跟白銀，接下來他告訴我們為什麼會有這兩個差別，原因是大腦有沒有白平衡，然後再
切入到 CNN 應用於青光眼分析，資料做 Retinex 後，判斷特徵會更加明顯，然後老師問他們在做 CNN
時一張照片的判斷時間大概是多久，宗淵他們說平均一張大約是十分鐘，但無法跑超過三張圖，原因大
概是判別區域太廣，老師提出來應該將醫生的判別區域取出來，減少判斷時間，並且嘗試用迴歸分析做
出與簡單類神經網路的練習，俊宇學長上台報告他在公司解決的案例，學長給我們最好的示範是我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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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在做的事情大部分都是手的工作，但是俊宇學長能夠發現產線上的問題，並且以有邏輯又正確的方法
解決，並且還不忘感謝同仁，這是我們該學習的精神，昇餘學長替我們介紹日月光公司在做的事情，將
公司內部產線，介紹非常清楚，我今天最大的體悟是我其實感到開心，能從俊宇學長的案例中看見何為
思考並解決問題，就像老師說的發現問題，就已經將問題解決一半了，在老師的指導下我們一定會更加
進步。
(郭宗淵)
讀書會居然就這樣不知不覺的結束了，這是我第一次參加讀書會，在以前的學校－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我並沒有聽過有類似這種東西，或許有，可能也沒有積極宣傳，因此研究室的夥伴問我要不要參加
的時候，就想說嘗試看看。第一次讀書會的時候沒有老師引導，大家也都沒什麼方向，雖然我們都很努
力的準備，可是就有點雜亂無章的感覺。第二次開始有老師引導，讀書會的主題性就很明顯得出來了，
再加上經過第一次讀書會的經驗後，大家開始知道如何互相討論，指出別人不足的地方，真的變的十分
的有效率。而我們的主題與大數據有關，因此大家也報了許多將資料「智慧型轉換」的方法，也感謝老
師總是能一語點破我們的盲點。我們不應該執著於各種名詞，而是該著眼於方論的本質。總之這些方法
都是將資料進行智慧型轉換。
這整個讀書會我學到最多的不單只是各種智慧型轉換的新方法，更學到了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演講
者，從投影片的製作加上在台上該如何表現才能讓大家聽的懂且受你吸引，這些成長除了感謝老師，也
要歸功於我參加讀書會的大家，希望以後還有機會能一起辦讀書會。
(紀俊宇)
感謝 桑慧敏教授 騰出寶貴的時間教育我們，還提供我們好吃的晚餐，謝謝。
1)

人員方面: 組成的讀書會成員有桑慧敏教授，博士生，碩士生，在職生，多元的成員組合可以讓我

們了解不同類型的成員到底是如何去思考一些問題，博取所長補足所短，重新再檢視自己思考問題的不
足之處與可改之處。
2)

教材方面: 以英文教材為主，類型廣泛，包括截取書籍中的國外案例分析，同學進行的專案，在職

生的案例分析，英文影片的實驗設計學習，這些教材的運用在教授及成員的腦力激盪下，迸出很多美不
勝收的思想煙火。
3)

學習成果: 可以用以下這首詩來描述: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辯》所提：「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
「好的環境+好的成員+好的教練」，使得學習的效率向上提升，參加完讀書會讓我學到解決大數據問題
的其他方法。從看到什麼 know-what 到知道他們如何去做 Know-how 到了解背後的原因 know-why 到以
後自己要用時能知道如何去使用 know-how，一系列的連鎖反應讓我往後在做資料分析上，能更加清晰
透徹而非一知半解。
(巫昇餘)
首先，非常慶幸在清華學習的時間能參與 桑慧敏教授 用心舉辦了一係列的讀書會相關活動，騰出
寶貴的時間教育我們，還提供我們晚餐，由衷感謝。更讓參與者藉由參加此讀書會相關活動，相互進行
思想的交流，豐富心靈，竟而提升自身能見度以及新思維、新創見。讀書會成員有桑慧敏教授，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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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生，在職生，多元的組合，讓我們了解每個人思考的角度皆有所不同，就會出現不同的想法，並重
新再檢視自己思考問題不足之處。每週一次的讀書會討論已經成了我心靈上的綠洲，讓我漂浮不定的心
靈羽毛有了重量，在忙碌的學習過程中保有方向感。我認為唯有深入討論咀嚼過的資訊才能沈澱成知識，
並加身我們學識的視野，而不是隨波逐流。期許末來有機會再次參與一系列的相關活動。

五、 成員間自評與互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蘇意筑

許峻銘

10

10

思考時要想更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重要的問題；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聽完別人報告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也要想自己與
他人有何不同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在最後一次的
讀書會本來要
報告傅立葉轉
換，改天再聽
你說

蘇意筑

許峻銘

10

10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10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10

10

10

能言善道

循規蹈矩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蘇意筑

許峻銘

10

10

10

10

清晰明確的報
告

正面積極的態
度

仍有改進空間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細心負責每項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雜物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10

第一次報告就 很認真地和宗 這次讀書會沒
受到老師好評 淵在準備CNN的 有機會報告，
，說話方式挺 報告，每次報 祝福人生大事
有升遷的味道
告都有進度
順利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滿載而歸，了
積極認真，真 成熟穩重，報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解到了更多不
不愧是蘇博士 告技巧高明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同觀點的看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10

在報告前會緊
張，但報告時
表現不錯

學長的名字很
特別。讓我們
認識了日月光
的封裝製程

寫心得的速度
很快，也很願
意分享其所知
道的知識並提
出來討論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10

態度積極，學 正向思考，富
習勤勉
上進心

實事求是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10

10

回答到位

簡單扼要的報
告

循循教誨

真誠懇切的告
訴我們真實狀
況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蘇意筑

許峻銘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冷靜沉著

邏輯清晰

提問有趣

講解仔細

內容詳細

講解精闢

講解清楚

舉例有趣

蘇意筑

許峻銘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10

8

10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認真負責!

大將風範!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10

才子氣息!

10

舌燦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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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好奇寶寶!

一鳴驚人!

感謝學長告訴
我們作為一個
學習者應有
的態度

文武雙全!

許峻銘

10

10

10

10

參加比賽的內
容分析過程

講話條條有理

專題分析非常
的活用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現場領導者，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清礎掌握發言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人的時間及現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場氣氛

許峻銘

9

9

9

第一次讀書會
時，講解了這
次比賽主題的
詳細內容

詼諧的講話方
式，宜人性佳

我學到了什麼？或我 明確掌握了發
與以前有什麼不同？/ 言人的時間及
你觀察到別人什麼？ 提升現場氣氛

蘇意筑

許峻銘

10

9

意筑身為讀書會召
集人，做事態度非
常認真，值得學
我學到了什麼？或
習。不論是讀書會
我與以前有什麼不
時間的確定，心得
同？/ 你觀察到別
資料的整理和指導
人什麼？
老師間的溝通他都
做得非常好，敬業
的態度值得讚揚。

看到了團隊中大家
的做事態度、學習
精神、和用心準備
分享的努力，覺得
自己真的還有很多
東西需要向大家學
習。這個讀書會是
一個很好的平台，
讓自己可以從別人
身上學習優點。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10

10

專題分析非常
的活用

專題分析非常
的活用

製程介紹清楚

實務製程資料
分析的分享與
心得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9

9

9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蘇意筑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整體參與表現如何？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蘇意筑

9

9

CNN方式的圖像
同樣參與CNN的
參與讀書會討
實務製程上細
挖掘，用來改
專題，詳細解
論，並提出了
節的分享與管
善影像判斷的
說了背後運用
自己的見解
理心得
準確度
的原理

空格處可以自由填寫 or 滿分10分
黃品皓
陳泰榮
吳俊慶
10

9

9

品皓的簡報內
容和解說邏輯
清晰且熱情洋
溢，聽他的分
享可以在輕鬆
的氣氛下學到
東西，很棒。

泰榮分享的神經
網路是個困難的
領域，裡頭整合
了相當多的理
論。但他仍然將
這個主題用平易
近人的方式讓我
們瞭解，很不容
易。背後肯定投
入了很多時間思
考怎麼呈現內容
，值得肯定。

俊慶的學習態度
很積極，當遇到
有聽不懂或是不
清楚的地方都會
隨時向同學提
問、討論。我們
讀書會的成員都
很用心投入在讀
書會裡頭，覺得
這個團體很棒。

投影片可再精
簡，報告時被
問問題的時間
應算進去

郭宗淵

巫昇餘

紀俊宇

10

10

9

宗淵的簡報內
容和設計很棒
，可以引導聽
眾掌握方法的
精髓，覺得他
的表現很棒。

學長在業界的
經驗和知識都
很豐富，也願
意適時提供一
些建議給在學
的我們。很開
心這次有碩專
班的學長一起
參與我們這次
的讀書會。

俊宇學長的經常
提問，對於不懂
的東西或是講解
的人沒說清楚的
部份都會及時提
問，這樣積極的
學習態度是我需
要向學長學習
的。感謝他在工
作忙碌之餘還來
參與我們的讀書
會。辛苦了。

六、 結語與建議
我是讀書會的負責同學蘇意筑，代表參與讀書會的同學感謝桑教授全方位教導。我們都覺得幸運，
有導師桑教授如此文理兼備，多才多藝，又願意為學生付出時間與心力。這學期讀書會 「大數據分析
入門」， 桑教授帶領我們探索大數據之秘密。只有短短的 4 次讀書會 (8 小時), 同學在大數據相關的
方法論，如: 小波轉換、類神經網路、積卷類神經網路、大數據於實務上的應用等課題都有了全新的理
解。導師桑教授的報告後討論與分享是帶領我們不斷進步的主因。
感謝清華大學教發中心提供平台，讓我們記錄與保存讀書會的心得報告。這學期的讀書會成功地告
一段落了， 大家都依依不捨。 期待下學期再繼續參與桑老師讀書會，能再次與老師面對面思想交流，
享受導師與導生的美好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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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附錄
第一次讀書會同學報告紀錄：
1.1 小波轉換（報告人：許峻銘）

1.2 卷積類神經網路（報告人：陳泰榮、郭宗淵）

1.3 人工類神經網路 (報告人: 黃品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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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讀書會同學報告投影片：
3.1 Neural Network and Big Data (報告人：蘇意筑)

3.2 Neural Network (報告人：黃品皓)

25

3.3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報告人：陳泰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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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讀書會同學報告投影片：
3.1 Retinex (報告人：郭宗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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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大數據相關實務應用 (報告人：紀俊宇) (因涉及公司機密所以投影片不公開)
3.3 封裝製程 (報告人：巫昇餘) (因涉及公司機密所以投影片不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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