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結業典禮

主辦單位: 財團法人科技生態發展公益基金會
執行單位: 財團法人人工智慧科技基金會
協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贊助企業: 台塑企業、奇美實業、英業達集團

義隆電子、聯發科技、友達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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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e tech 
Engineers & 

Scientists

Advance Industrial 
AI Engineers & 

Managers

Application Engineers

Enterprise Application 
Engineers

頂尖學術研究中心，
國際AI大廠，前端科
技研發新創 (1-2%)

區域型 AI 人才培育中心
(30%)

實戰的產業 AI 化
人才培育中心

(10%)

AI 社區大學 (60%)

各位將是台灣產業AI化先鋒部隊

人才可投入最前端科技學術研究、AI 大廠
先進科技研發、與利基型的新創產業

500位

人才可領導企業進行產業AI化，投入AI新創
產業，成立產業顧問團以及系統整合商

(System Integrator, SI) 
10000位

新創產業、系統整合商、企業軟體
研發部門 (IT)

30000位

系統整合商、企業軟體研發
部門 (IT)、企業部門 AI 運用

60000位



Chip

Framework

Platform

Service/Application/ 
Device

Industry/ Domain

之後您的發展 : AI 生態系統與擴散

製造、醫療、金融、交通、
零售、物流、農業、觀光

瑕疵檢測、預防維修、自動流程控制、原料
組合最佳化、智慧機器人、感知識別(影像、
語音)、自然語言處理、對話客服、自動駕駛

Microsoft (Azure)、Amazon (AWS)、
Google (GCP)、Intel (Nervana)

Google (Tensorflow)、Facebook (Caffe2.PyTorch)、
Microsoft (Cognitive Toolkit)、MXNet

Nvidia (GPU)、Google (TPU)、Microsoft (FPGA)、
Apple (A11 Bionic)



2.5%

Innovators

創新者

13.5%

Early Adapters

早期採用者

34%

Early Majority

早期大眾

34%

Later Majority

晚期大眾

16%

Laggards

落後者

Blooming means: 

1. 領導企業展示許多成功效益
2. 產業有許多標準, 產品與服務
3. 導入AI是必要投資且有專責部門

You are riding the crest of a wave 站在浪頭上

往前看, AI 技術採用週期 Blooming in coming

Ch
as
m

2012 -2021Years 
SaaS

10 Years Blooming

We are 
here

Y2021-
2022

10 Years Mature

Technological 
Singularity 

2030

Slide credit : Taiwan AI Academy



台灣產業 AI 化現況調查



問卷設計

調查方法 線上問卷

調查地區 台北、新竹、台中、南部四校區結業及就學學員

回收問卷數 1162 份

有效樣本數 1095 份

問卷長度 5-10 分鐘

調查時間 2019 年 10 月 13 日 – 10 月 27 日

資料收集 針對結業校友發放電子報，就學中校友則於課程休息中提供問卷連結供填寫

調查樣本數
總企業數：516

不重複學號數：1,095



填答校友產業及班別分佈

1,095 份樣本中，以下為校友產業及班別比例：



填答校友產業分佈



對 AI 導入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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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目前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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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認為你的公司在推動 AI 應用上，
最大的挑戰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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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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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領導階層作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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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專責單位歸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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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AI 時代的起點



大AI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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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BOzdKuX7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BOzdKuX7A&feature=youtu.be&t=1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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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peech2face.github.io/supplemental/index.html

Speech2Face

https://speech2face.github.io/supplementa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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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一張圖活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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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nstagram.com/p/ByaVigGFP2U

https://www.instagram.com/p/ByaVigGFP2U
https://www.instagram.com/p/ByaVigGFP2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Wue1T_i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Wue1T_irk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BWue1T_irk


AI 寫假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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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penai.com/blog/better-language-models/

https://openai.com/blog/better-language-models/


26

讓 AI 寫點金庸…

https://leemeng.tw/how-to-generate-interesting-text-with-
tensorflow2-and-tensorflow-js.html

https://leemeng.tw/how-to-generate-interesting-text-with-tensorflow2-and-tensorflow-js.html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013-5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19-03013-5


First noted instance of a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voice deepfake used in a scam

Earlier this summer, researchers from Dessa, an AI company based in Toronto, produced a simulation of popular 
podcaster and comedian Joe Rogan’s voic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K_iYBl8cA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ssedamiani/2019/09/03/a-voice-deepfake-was-used-to-scam-a-
ceo-out-of-24300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WK_iYBl8cA
https://www.forbes.com/sites/jessedamiani/2019/09/03/a-voice-deepfake-was-used-to-scam-a-ceo-out-of-243000/


亞馬遜用AI判定：該開除哪位員工？

29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3083/amazon-ai-tell-who-to-fire

https://youtu.be/jaTdDb1LJgM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53083/amazon-ai-tell-who-to-f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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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實版《1984》
北京地鐵將用人臉識別技術實現乘客分類安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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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citizenedu.tw/t/topic/2872

http://citizenedu.tw/t/topic/2872


https://unwire.hk/2019/05/03/this-ai-generates-ultra-realistic-
fashion-models-from-head-to-toe/life-tech/

https://youtu.be/fJ3Rn2E_HmA
https://youtu.be/8siezzLXbNo
https://unwire.hk/2019/05/03/this-ai-generates-ultra-realistic-fashion-models-from-head-to-toe/life-tech/


技能需求的改變

34
(Sourc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e Workforce Skills Model. MGI Analysis. 2018)



35(Credit: 李開復, 《AI 新世界》)



人工智慧的影響如此深遠…

◼下一代的教育

◼結構性失業議題

◼道德議題

◼隱私 / 資安危機

◼終身學習

◼企業領導階層的顧問

◼降低產業 AI 應用的門檻

◼公部門施政的監督

◼ 建築, 施工, 檢查, 科專, 教育

◼法規調適

◼ 醫療, 自駕, 平權

◼AI 新創的國際化

◼產業 AI 的國際化



您能幫助學校也幫助台灣的事



空氣盒子計畫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中國鋼鐵

中國醫學大學醫院

中研院化學所

中研院生多中心

宜蘭食品工業

中華電信研究院

天下雜誌

商周集團

嘉實資訊

智邦科技

臺灣永光化工

天氣風險

宏遠興業

東森得易購

痞客邦 PIXNET

長春石化

雲象科技

敬鵬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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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更多企業及學術夥伴

台塑集團

奇美實業

友達光電

義隆電子

聯發科技

英業達集團

裕隆紡織

元大投信

遠見雜誌

商業週刊

提供數據與題目，讓更多人才為你解題



移地解題方案

企業 / 學界

出題

學員組隊

解題

結業生

招募活動

http://aiacademy.tw/corporate-partner/

把問題帶來學校，把答案帶回公司

http://aiacademy.tw/corporate-partner/


鼓勵校友回校分享AI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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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參加校友會活動



校友會產業論壇與三大委員會活躍

• 創新育成委員會
• 產官學委員會
• 進修委員會



介紹 AIA 課程給你的朋友



台灣人工智慧小聚

台灣最大
AI定期聚會

最新應用
趨勢演講

各界好手
自由交流

工程師、商業人士、管理階層、
投資人、大學教授、律師、醫
生…等，互動交流AI產業應用與
機會。

邀請專業講者分享AI知識與最新
趨勢，多元有趣且有價值的內容，
在輕鬆的場域參與和學習。

台北、新竹、台中、台南，全台
四地每雙週舉辦，歡迎對AI有興
趣想一探究竟的夥伴。

展現你的
AI影響力

即使不是講者，也可以有3分鐘上
台自由發表時間。是你能夠找夥
伴、找老闆、找投資的友善AI社
交平台！



Facebook 台灣人工智慧小聚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atasci.dinner/



每天應該做的事
1. 動手: 貢獻一個提案、寫一份報告、發一篇論文、起一個社群，

用AI 去改變你的日常工作模式。
2. 走訪: 認識的同學，安排彼此到工作現場分享，先利他再利己。
3. 尋找: 組建您的AI核心智囊團，有沒有可能一起做一件事，實現

一個想法。
4. 保持: 一天讀一篇新的AI文章或報告，深化你的領域知識與最新

技術的連結。
5. 整理: 一份AI簡報，一個雛型展示，銷售您個人或公司。從一個

產業趨勢的演進、一個需求迭代改變、一個動人的勵志故事、
一個可能的創新構想、一個作業流程的改進、一個偉大的夢想
實踐。

Slide credit : Taiwan AI Academy



四大產業聚落分校，成為產業AI化創新中心

台北總校新竹分校

台中分校

南部分校

(電子資訊, 金融, 零
售,醫療…服務業)

(半導體, 電腦資通訊, 光
電, 生技, 高科技製造)

(精密機械, 手工具, 水五金, 
CNC機械, 運動休閒製造)

(汽車零組件,紡織, 重工, 石化, 
扣件傳產, 食品, 農業)

✓ 寬敞的上課教室 & LAB
✓ 大量的沙發區- 交流空間
✓ Ballroom - 論壇分享
✓ 會議室與白板牆-腦力激盪
✓ 開放的大空間- 實作場域
✓ 形象牆與燈座- 歸屬感
✓ AI 小聚 meetup



AI 議題政策

產業人才培育

資源鏈結

與各縣市經濟發展局
公協會共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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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工

智慧學校

顧問諮詢 產學連結

技術推廣 社群交流

新創輔導 職涯發展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將不只是學校



恭喜各位順利結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