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簡介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為一個真正跨學院、跨
系所、跨領域的學位學程。

同時也是本校唯一授與「統計」碩士學位
的教學及研究單位。

共有8個學院、17個系所、40位專任教師支
援本學位學程。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簡介

主要目的是以培養產業界所需的跨領域多
樣性高級統計專業人材。

根據各組不同特性，規劃相對應的課程，
提供扎實理論與實用統計之訓練。

學程學生可以選擇撰寫統計方法學或統計
理論研究之畢業論文。



2016 美國前十大最佳職業排行

資料來源: 美國人力資源研究網(CareerCast)

排名 職業

1 資 料 科 學 家 (Data Scientist)

2 統 計 學 家 (Statistician)

3 資訊安全分析師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t)

4 聽 力 學 家 (Audiologist)

5 超音波專業技師 (Diagnostic Medical Sonographer)

6 數 學 家 (Mathematician)

7 軟 體 工 程 師 (Software Engineer)

8 計算機系統分析師 (Computer Systems Analyst)

9 語 言 治 療 師 (Speech Pathologist)

10 精 算 師 (Actuary)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註冊相關事項及日期

項目 開辦日期 結束日期

體檢-碩士生

7/7上午由中文系開始。
須依各系排定日期做體檢，

方可享優惠價750元，
否則1529元計價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為

7/26 (二) 下午1:00-3:00

7/27上午在
科技整合法律學研究所結束

※錯過7/26體檢者，

亦可於8/5(五)上午8:30-10:30
補做體檢，同樣享有優惠價

繳交體檢表 註冊當日8/23 註冊當日8/25

住宿申請登記 7/15 7/25

住宿分發結果 8/1公告 -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註冊相關事項及日期

項目 開辦日期 結束日期

帳號啟用 8/8 -

電子郵件信箱啟用 8/8 -

繳交學雜費 8/8 8/22

填寫健康基本資料 8/8 8/22

就學貸款 8/8 9/9

導生綜合資料系統─

綜合資料登錄
8/8 9/9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新生註冊相關事項及日期

項目 開辦日期 結束日期

選課(第一階段) 8/15 8/18

學分抵免 8/15線上申請 8/22

學雜費減免 8/19 8/26

現場註冊 8/23 8/25

教育部弱勢助學金申請 9/5 10/4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A：
培育學生具有統計的學理基礎。
核心能力B：
培育學生具備研究設計、收集資料、
分析軟體與統計分析之專業知識。
核心能力C：
訓練學生表達溝通、寫作及統計諮
詢之能力。
核心能力D：
配合科技發展需求，訓練學生執行
統計實務之相關知識與技能。
核心能力E：
培育學生認識統計學多樣性的應用
與整合跨領域知識之能力。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學位學程將分為下列三組：
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

(Division of Biomedical Informatics and Biostatistics)

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
(Division of Engineering and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管理與社會統計學組
(Division of Management and Social Statistics)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各組畢業學分皆為24學分及
碩士論文。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為了要達到本學位學程的核心能力，除了碩士論
文外，課程規劃包括四個構面：
第一構面：必修數理統計理論與專題討論課程，

共5學分。

第二構面：必選核心統計方法學課程至少4學分。

第三構面：專業領域選修課程至少4學分，為了要
達到多樣性的目的，其中2學分必須為其他兩組的
專業領域選修課。

第四構面：為了要整合跨領域知識的目的，本學位
學程學生須選修其他領域之非統計課程。跨領域非
統計選修課程至少2學分。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列表

授課年級 課號 課號辨識碼 課程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一 EPM8089 849 D0350 數理統計 3 洪弘 二789

一 Agron5002 621 U1930 高等生物統計法一 3 蔡政安 一234

一、二 IMPS7005 H41 M0010 碩士論文 0

基礎統計理論與共同必修課程 (共3門)

備註：「數理統計」與「高等生物統計法一」此兩門課程為

「數理統計」類別的必修課程，兩門選擇其一修習即可。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列表

授課年級 課號 課號辨識碼 課程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一、二 EPM5047 849 U0180 應用貝氏統計分析 2 蕭朱杏 三67

一、二 EPM7156 849 M0510 生物統計研究方法 2 陳秀熙 一67

一、二 EPM8090 849 D0360 應用隨機過程一 2 陳秀熙 一34

一、二 EPM5046 849 U0170 應用多變量數量方法 3 季瑋珠 三234

一、二 EPM7126 849 M0200 生物醫學統計諮詢實務M3 2 林菀俞 一 89

一、二 Agron7015 621 M1700 非介量統計學 3 劉仁沛 二234

一、二 Agron5078 621 U6730 應用線型統計模式(一) 3 蔡欣甫 一678

一、二 FishSc5011 B45 U1090 試驗設計學 4 李英周 三234

一、二 IE5034 546 U6040 線性代數與應用 3 陳正剛 二789

核心統計方法學課程 (共9門)

備註： 此群課程為學程必選課程類別，必選課程至少須選修4學分。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課程列表

授課年級 課號 課號辨識碼 課程名稱 學分 任課教師 上課時間

一、二 EPM5039 849 U0100 病例對照研究法特論 2 李文宗 四67

一、二 EPM7112 849 M0060 流行病學原理 2 方啟泰 一89

一、二 EPM7179 849 M0740 流行病學原理:資料分析 1 方啟泰 五4

一、二 EPM7138 849 M0330 遺傳流行病學原理 2 陳為堅 四34

一、二 EPM5002 849 U0310 流行病學與生物統計計算 2 林菀俞 一67

一、二 Fin7050 723 M9400 隨機過程 3 葉小蓁 二234

一、二 BICD7111 630 M1010 調查方法與資料處理 3 陳玉華 五234

各組專業領域選修課程 (共7門)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選修課程相關日期

項目 開始日期 結束日期

初選第一階段 8月15日 8月18日

初選第二階段開始 8月23日 8月25日

網路加退選課程 9月12日
加選課程：9月24日中午12時截止
退選課程：9月26日上午08時截止

課程停修申請 9月26日 12月9日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論文指導教授

 研究生選擇論文指導教授之前，請務必詳閱「統

計碩士學位學程教師指導研究生辦法」。

 申請表填妥並取得論文指導教授同意且簽名後，

請於105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前繳交至學程辦公室

─博雅教學館401室或416室。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支援教師

姓名 研究領域

劉仁沛教授
臨床試驗設計分析、銜接性試驗設計分析、對等性設計與分析、
生技產品製程與品管、動物毒性與毒理試驗、診斷工具之統計評估

美國統計學會會士(ASA Fellow)

廖振鐸教授 試驗設計、變方成分分析、生物晶片資料之統計分析

蔡政安副教授 統計理論、貝氏分析、生物統計、生物資訊

林恩仲副教授
生物資訊學、生物統計學、數量遺傳學
動物育種學、基因體學、豬隻生產系統

李英周副教授 水產資源學、試驗設計學、生物統計學

李文宗教授 流行病學、流行病學方法論、遺傳流行病學、生物醫學統計學

張淑惠教授 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

蕭朱杏教授 貝氏統計分析及計算、遺傳統計

陳秀熙教授 生物統計學、流行病學及預防醫學

杜裕康副教授 縱貫性資料分析、潛在變數分析、生命歷程流行病學、統合分析

洪弘副教授
ROC曲線分析、存活分析、降維度分析
生物資訊、無母數與半參數統計方法

林菀俞助理教授 統計遺傳學、遺傳流行病學、生物統計學

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支援教師

姓名 研究領域

歐陽彥正教授 生物資訊學、知識工程、機器學習

季瑋珠教授 乳癌、臨床流行病學

金傳春教授 傳染病的偵測、流行病學、衛生政策及病毒致病機轉

陳為堅教授 精神疾病及遺傳流行病學

簡國龍教授 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學、遺傳流行病學

方啟泰副教授 傳染病流行病學、分子細菌學、臨床流行病學、HIV疫情數理模式

郭柏秀副教授
遺傳基因體學、情緒障礙與物質使用

精神流行病學、生物資訊

程蘊菁副教授 老化研究、基因體流行病學、基因與環境流行病學

林先和副教授 傳染病流行病學與數學模型、結核病流行病學

李永凌副教授 孩童健康研究、環境與基因流行病學、分子流行病學

盧子彬助理教授 生物資訊、微陣列及次世代定序資料分析、計算生物學

蔡欣甫助理教授 試驗設計

生醫資訊與生物統計學組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支援教師

姓名 研究領域

陳正剛教授
統計推論、供應鏈資料探勘、工程資料探勘、生醫資料探勘

作業研究

徐治平教授 隨機模型、化學工程

林裕彬教授
空間分析與模擬、集水區生態水文監測及模擬土地與環境變遷、
全球變遷-土地利用模式、地景生態、人工濕地系統動態模擬

鄭克聲教授
區域化變數理論－克利金推估、隨機變域之序率模擬

時空歷程模擬遙測在水文及水資源之應用、觀測站網設計

周家蓓教授
工程統計、類神經網路、機場空域安檢分析、航空站工程

重車運輸管理、道路舖面管理系統、公路工程

周呈霙副教授
電腦斷層掃描影像重建、單分子探測及成像
生醫影像、Ｘ光相位對比成像、分子模擬

溫在弘副教授
空間分析方法與模式、統計方法：階層線性模型、事件史分析
地理資訊系統理論與應用、醫療地理學及空間流行病學、

複雜網絡分析、計算科學：動態模擬

工程與環境統計學組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支援教師

姓名 研究領域

葉小蓁教授 多變量分析、隨機過程與數理統計、時間序列分析

姚開屏教授 心理度量法、生活品質測量、創造力測量、喜好及選擇資料之處理

翁儷禎教授 因素分析、結構方程模式、李克特式評分量表

王雲東教授
社會工作研究法、社會統計、成本效益分析

身心障礙福利、老人福利服務

任立中教授
行銷管理與策略規劃、行銷決策計量模式、新產品市場開發與測試、
資料庫行銷決策支援系統、消費者行為分析與模式、顧客關係行銷、
廣告促銷策略規劃與評估、動態定價策略模式、市場銷售預測系統

許耀文副教授
資產訂價、實質選擇權、財務經濟學、行為財務學

實變分析、財務時間序列

陳郁蕙教授 農產運銷、農產價格、農產貿易、農業政策理論模型

陳玉華副教授 家庭結構與互動、人口研究、性別階層化、鄉村社區發展

銀慶剛教授 選模、漸進理論、非平穩時間序列分析、逼近論

社會與管理統計學組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網頁資訊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網頁
http://www.stat.ntu.edu.tw/chinese/index.asp

提供學程招生、課程
及活動各項資訊等。

http://www.stat.ntu.edu.tw/chinese/index.asp


統計碩士學位學程連絡資訊

 辦公室位置：校總區博雅教學館416室 & 401室

 連絡電話：33661481#214  張仲凱 #217 李念純

 電子信箱：ntustat@ntu.edu.tw



臺大新生入學服務網

 網址：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新生辦理有關註冊事項、選課、填寫學生基本資料、兵役、
校外賃居、住宿登記、學分抵免申請及體檢等手續，同學
們必須全部經由此網站查詢、下載、列印及登錄，並於各
項作業規定期限之前完成所有手續。

http://reg.aca.ntu.edu.tw/newstu/GRA/INDEX.htm


臺大生活便利通

 網址：http://life.ntu.edu.tw/

 提供臺大校園豐富的飲食、購物、交通及住宿等
各項日常生活資訊。

http://life.ntu.edu.tw/


提問時間

敬請踴躍提出

您的問題



105學年度新生座談會結束

非常感謝您的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