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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Q: 統計人面對大數據的挑戰、新鮮人就業方向建議？  
A: 統計是一門入世的科學，利用統計方法來解決一般人所關心的問題，不能閉

門造車，你可能要先去了解現在大家所關心的議題是甚麼。例如寶可夢是現在當

紅的遊戲，我也鼓勵學生上 ptt 做 text mining，研究寶可夢討論的熱度，看是否

分析的結果是否能反映現實情況。從這裡有人又會問甚麼是 big data？為何會這

麼熱門？其實主要是隨著科技的進步，除了為人們生活帶來更多的便利，同時我

們也越容易取得不同型態的資料，但傳統的方法不一定能解決，所這我們也需要

開發新的方法來處理這些問題，但一切還是以人本為出發點，看我們最終想幫助

人們解決甚麼問題。至於 Big data 的挑戰，就如同其他幾位老師所說的，bid data
最終會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而我們不需要特別去強調它，但問題不會消失，

因為資料的型態會一直改變，而統計學家也會持續被這個社會所需要，因為各領

域都會需要懂資料分析方法的人來幫忙解決問題。同學也許會擔心工具學得不多，

但其實解決問題是一個 team work，不需要一個超人，樣樣都會，重點是自己的

本分要做好，溝通很重要，清楚表達自己的問題，也試著去了解別人的問題，與

夥伴共同解決問題。不同領域的人面對問題切入的角度會不同，這邊也鼓勵各位

同學要敞開心胸，多一點好奇心，只要是你關心的問題，你就會有想要解決它的

企圖心，多一點創造力，多一點人就可以激發出更多的想法。另外就業的部分，

現在許多公司都有成立 data science 部門，統計背景的學生畢業後其實有很多發

揮的空間，待遇也不錯，因為大家對這塊領域有些期望，同學們可以把握機會。 
 
Q: 貝氏顛覆了很多傳統的統計想法，二者有合作或互相解釋

的可能嗎? 
A: As I mentioned in the conclusion, it is a challenging for modern statisticians. 
Welcome to join the field. 
 
Q: 若未來碩士規劃至國外留學修讀統計研究所，除成績的維

持外，您認為我們還能為自己準備什麼，增加未來國外研究所

錄取我們的機會？謝謝。  
A: 出國留學，我是鼓勵。申請國外學校，主要還需要 TOEFL & GRE 成績，所

以，念好英文很重要。 
 
Q: 統計研究所的統計研究面向和深度與其他系所  (例如 :商
管、生物、工程 ) 的統計研究有何不同? 
A:統計研究簡單可分統計推論 (或是數理統計) 和統計應用。一般而言，其他領

域主要是應用為主。若要走研究之路，進階統計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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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走上專業領域的心路歷程？  
A: 其實每個同學都應該好好審視自己，分析自己的專長、個性及興趣，需要時

間沉澱思考，適合自己的工作，釐清了之後朝著那個方向走，未來也較能享受所

選擇的工作。未來各位開始工作之後就會發現，工作的時間其實是很長的，若不

喜歡自己的工作，那是會很不愉快的，每個人都有優點，所以真的應該靜下心來

好好思索自己的長處，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最後和各位分享一句話：「We're all 
unique, we're all different. And you, too, have something wonderful to share with the 
world.」。 
 
Q: 巨量資料的龐大到足以代表母體，那傳統的統計之後會怎

麼樣呢? 是否只變成喜歡它的人的興趣。  
A: 還是會存在，且還是有它存在的意義。例如，破壞性檢驗，新藥開發。另外，

巨量資料龐大也不一定到足以代表母體。 
 
Q: 請問貝氏定理是在每一種分配底下都能使用嗎？  
A: Yes, as long as the posterior is integrable. 
 
Q: 為何大數據如此風行？  
A: 數據是統計分析的基礎，數據分析的歷史已有 100 年。早期資料取得不易，

且僅針對特定題目做分析。現在資料容易取得，且應用範圍越貼近人們的生活，

舉例賣場用停車卡取得消費者的消費資料進行分析(停車取卡時車牌被照相，車

牌號碼和停車卡號資訊便產生連結，當消費者每完成一次消費後，賣場員工可藉

刷停車卡幫顧客設定停車抵免為由，取得消費者消費資訊，甚至信用卡資料也會

納進收集資料)，而分析結果可用來進行一些行銷活動。 
  由於大數據分析的應用與人們的生活有關，也因此越來越被重視 (因為這些

分析可能是有用的)。大數據近五年的崛起並不是因為統計學界發明了特別厲害

的分析方法，而是因為這五年蒐集資料更為容易快速，且應用層面廣。進行大數

據分析不僅要具備統計分析能力，程式能力也很重要。許多資料都是由電腦存取，

了解資料型態及取得方式，是很重要的，否則資料取不出來，更遑論後續的分析。

再者是針對問題及背景專業知識的熟悉，例如分析晶圓廠的資料應該要了解晶圓

製程程序，這樣分析出來的結果才有辦法判別其合理性。再者大數據分析對統計

人的挑戰是，分析不僅是數學方法，要能解釋給非數學統計背景相關的人聽，最

好是能用一目了然的形式呈現結果，才能吸引聽眾的注意力。現今的統計所在教

學上除了統計分析能力的培養外，上述的其他能力也會納入教學範圍。106 年交

大統計所和交大資工系將合作成立數據科學研究所，這是一個針對大數據分析成

立的研究所，雖然是設在資訊學院下面，但是是針對所有領域的學生招生，有興

趣的同學也可考慮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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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大一統計學在課堂上，老師舉很多統計在生活上的運用，

例如棒球、醫療等等，將統計生活化，在課堂上覺得很有趣，

但沒有機會深入了解。因此在這邊想請老師舉一個統計如何解

決問題的實際例子，在執行上遇到的困難，及最後的成果以及

心得，並給以後要從事統計的莘莘學子一些建議，謝謝 ! 
A: 例子，大四“統計諮詢”或“統計資料分析”課。建議：袒開心胸跟著老師學習；

基礎很重要，剛開始很枯燥，就像蓋房子的地基；不怕失敗；自我學習。 
 
Q: 目前醫學公衛領域普遍使用的統計學派為頻率學派，不過

近幾年越來越多運用貝氏統計來進行分析，想請問老師對於貝

氏統計運用於醫學領域未來有何趨勢?或是強而有力的優勢? 
A: Bayesian method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edical and genetic research.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models are adopted in epidemiology and Bayesian formulation 
seems easier and meaningful with the aid of new computational skills such as the 
MCMC. You may review the articles in medical journals to see how important 
Bayesian has been involved. 
 
Q: 請問目前流行的大數據是否也與貝式統計可以取得關

聯。  
A: It is not new but in general scopes. I believe Bayesian methods can be incorporated 
with big data analysis and must be very useful. 
 
Q: 出國念書的準備？  
A: 我在國外念書時期，有一年入選學校的 admission committee，當時審資料時

委員之間的共識，除了 GPA 有一定標準外，托福和 GRE 的分數也有一定標準，

若分數未達門檻，是無法進入審查資料的 final pool 的，所以除了 GPA 成績外，

英文成績非常重要，把托福和 GRE 考好是很基本的。另外有論文的發表也是一

個很大的助力，大學生可選擇跟老師做一個專題，是可以向科技部申請的，這可

以幫助你對一個統計問題有深入的研究，這可以開啟你做研究的興趣，也學習如

何做研究，因為會有一個老師帶領你做研究，碩士班學生若想出國念書，碩士論

文就要好好做，盡量把論文發表在國外較好的期刊上。再者是推薦信，國外老師

是很看重推薦信的，若一個重量級的老師給予你不錯的評價，例如在他的班上表

現良好，則審查人員會更留意你的審查文件並考量錄取你進入他們的學校，想要

取得一封好的推薦信，最基本的是求學的態度要認真。另外有學生問到國外推薦

的統計研究所，其實好的學校很多，同學們也可透過網路查詢取得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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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在高中的數學教育中，貝式定理在機率與統計中佔了一席

之地，想請問如何讓高中生更能夠了解貝式定理? 
A: It is an inversion of probabilities. 
 
Q: 大數據和傳統的統計方法優劣比較？  
A: 資料者愛好年會召集人陳昇瑋先生在今年的年會演講的開場白；「千萬不要讓

大數據變成玄學，它不是魔術。我們相信大數據這個名詞未來會消失，就像現在

沒有人會講彩色電視機一樣。」大數據的本質是數據科學，對我們來說就是統計

學，名詞會隨著技術發展而更新，但本質不會變，所以在座的同學無需過於焦慮，

擔心學的東西太少不足應付社會的競爭，與其學了很多領域的皮毛，倒不如專精

特定的領域。 
  大數據科學的確為傳統統計思維帶來一些改變，傳統 parametric 的分析方法

處理「資料就是母體」並不是太吃香，反而無母數方法或是機器學習的方法能有

更好結果，這也是值得同學注意的方向。 
 
Q: 在貝式統計裡，要怎麼知道自己定的前提是真的？  
A: I’m not sure about your question. In almost all statistical problems, some basic 
assumptions are necessary. In addition to the assumptions in classical statistics, 
Bayesian must deal with the prior distribution. It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to justify if 
the prior is true. Try more possible priors and look for the robust ones, or use 
non-informative priors in general. 
 
Q: 工業統計結合 big data 的實際例子？  
A: 以 T 公司為例，從投片到產出，歷經了兩、三個月的製造時間，每一道製程

都會蒐集大量的量測資料，尤其透過 censor machine 取得更加方便。早期處理資

料的速度遠不及資料產出的速度，所以都是發生客戶申訴案件時，才再從資料去

找出原因以及責任的歸屬。Big data 的討論崛起後，該公司也邀我們做了一些計

畫，例如 IC 製造過程中，poly etching 是很關鍵的一道製程，如果這道製程出問

題，晶圓片就壞掉無法重做了，所以公司遇到一個問題是: 該製程共進行 550秒，

每一秒蒐集 38-50 個變數，試問如何從 500 多片晶圓資料中，判斷何者為 potential 
faulty wafer？此 wafer 在哪個時間點出問題及哪個變數出問題？這就是一個很典

型 big data 的應用。在我們早期和他們合作過程，會使用 data reduction 的做法來

分析資料，像是 principle component analysis (PCA) 方法，然而所找到的最大變

異皆發生在 on-off 的轉換時間點，它對現場工程師而言無法提供任何製程改善

之資訊。所以提醒各位若想往工業統計領域發展，則該領域的專業知識一定要多

充實，另外就是要加強寫程式能力，以因應不同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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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可以請您簡單描述多重比較程序是什麼嗎? 基本上都是

在什麼樣的研究上? 
A: 如果您來唸本所，我會有興趣收您這個學生。K Treatments 間的比較。偏重

生物統計或是藥學統計方面。 
 
Q: 統計學的貝氏定理和在機率裡的貝氏定理有一樣嗎? 
A: There is only one Bayes Theorem. It may be written in terms of events or random 
variables. 
 
Q: 統計學在生活中能否靈活應用? 
A: 我在中興大學開的通識課「統計與生活」，談到了統計如何說謊、談到民調、

樂透、機率的問題，這些都是生活中常會面臨到的問題，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

新聞報導常會夾雜 yahoo 或人力銀行的民調 (e.g., 90%的支持度或 90%的不滿意

度)，接受過統計訓練就會發現網路民調是一個很明顯的 bias sample，比蓋洛普

民調更 bias，僅能反映特定一群人的想法，不能將其推論到整個母體。另一個例

子是我今天開車到台北，我想預估整個路程時間，我憑過去的經驗以及今天是非

假日，可粗略的算出一個時間，這也是一個統計。另外我也查了 google map，隨

著技術的進步，google map 的路程時間計算已納入即時交通路況的資訊，所以不

同時間點查的時間長度會不同，但是卻可以更精確反映實際的情況。 
 
Q: 貝氏統計可以如何運用在數學的教學上?那在商業上有什

麼樣的應用呢? 
A: You may read some books that only teach statistics with Bayesian methods. For 
example, Lindley, D. (1965). 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and Statistics from a 
Bayesian Viewpoint (Parts 1 and 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Q: 時間序列對於某個現象的發展預測程度為何？  
A: 有些抽象。2003 年諾貝爾經濟得主 Robert F. Engle & Clive W.J. Granger 採用

經濟時間序列的統計方法，解決時間序列上兩個重要的特性，時間波動率

（volatility）及非平穩性（non-stationary）。 
 
Q: 念統研所需加強的部分？  
A: 數學能力和電腦能力，另外一個是英文能力。因為現在很多教課書都是使用

英文版書籍，具備一定的英文能力才能看懂教科書，而理解書上所寫的內容，也

較能產生成就感與吸收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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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對於現在很熱門的「大數據、巨量資料」有什麼看法，是

真的很重要還是單純是噱頭？  
A: “Big data is like teenage sex: everyone talks about it, nobody really knows how to 
do it, everyone thinks everyone else is doing it, so everyone claims they are doing 
it…”—Dan Ariely, Duke Professor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al Economics. 
 
Q: 工業 4.0 的應用? 
A: 工業 4.0 意即工業第四次革命，這是由德國工業界所提出的，主要是在介紹

Cyber-Physical-System (CFS)，也就是資料自動化、電腦化收集，收集到資料後

要如何即時分析。我們去年和機械系有合作一個沖模機與整平機的分析計畫，以

往都是靠工程師的經驗調整實驗控制因子與變項，現在我們想要透過實驗設計來

決定投入變數的最佳設定值。透過這個例子可以知道統計學家其實不用太擔心自

己的飯碗不保，未來若能在跨領域的合作上加強，則必能達到相輔相成且事半功

倍之效果。 
 
Q:實務上在應用貝氏統計的時候，哪些領域有特別需要注意

的地方 (例如：會產生什麼預期外的誤差 )，如果有的話要如何

防範呢？  
A: What you asked always exists in any statistical model, not necessarily Bayesian. 
 
Q: 在資訊爆炸的時代下，人人口中的大數據，據我所了解其

實不單單只是統計系在做資料處理分析這一部分，許多理工學

院或社會科學院也有在做相同的  事，我想請問，統計系的學

生除了要涉略一些 domain knowledge 之外，還需要具備哪些

能力來面對，又或者是統計系具備什麼優勢呢？  
A: 的確很多領域在做。培育撰寫程式能力，如 R，多學 & 多跟不同領域的人

接觸。我們的優勢….統計啊! 
 
Q: 工業界需要統計人員具備那些特質與知識？  
A: 企業運作的目的是為了要賺錢，只要能幫助企業生產高品質、低成本、快速

交期的產品，就是企業界所需要的人才。統計人員的基本技能是資料分析，但是

若能加強應用領域的專業知識訓練及和其他人際之間的溝通能力，則才能有效地

解讀資料的結果，如此才能和工程師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Q: 進行統計研究時，要如何決定使用貝氏方法或是

frequentist 統計方法? 兩者各自的優缺點為何? 
A: There is no clear cut to see when and how one is better than the other. They are just 
different approaches based on different viewpoints fundament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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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統計的學習遇到瓶頸？  
A: 基本觀念和理論的釐清是很重要的，而不是埋頭算題目。有問題請教老師或

助教，group study 也是一個建議的方式，因為每個學生都有不同的優點，一起學

習互相鼓勵激發，程度提升的速度更快。" 
 
Q: 由於目前研究和基因資料有關，而貝式統計的概念也愈來

愈受重視，想請問您貝式統計在分析基因相關資料時，有沒有

什麼限制？或是需要特別注意的地方？此方法的優點與缺點

為何？  
A: There has been lots of research in genetics that uses Bayesian methods. The 
problems involved are not whether it is Bayesian or not, but the restriction in the 
model. It is quite acceptable in the fields of epidemiology and genetics because the 
interpretation is relatively easier. 
 
Q: 如果我現在想快速地累積統計背景知識有沒有甚麼建議? 
A: 做中學，或利用現成的網路學習平台自我學習。例如，Khan Academy, Coursera, 
edX, Udacity. 自主學習會成為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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