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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簡介 

本系成立於西元 1984(民國七十三年)，招收社會組學生，自西元 1990(民國

七十九年)起本系開始改招收自然組學生，八十七學年度起增收社會組學生

一班，首創招收兩種不同類組的學生。統計系成立後一直在穩定中發展，教

師們除了教學和提供各界經常性的統計諮詢工作外，歷年來的服務對象包括

各民間 企業團體、學術機構和各級政府單位，為應用統計打下極深厚的基

礎。本系因教學認真，研究成果豐碩，碩士班早於西元 1993(民國八十二年)

成立，博士班也於西元 2001(民國九十年)開始招生，成為中部地區第一所擁

有博士班的統計系，現今設立統計組與管理組，提供跨領域人才就讀。 

目前本系專任教師十二位，且皆具博士學位並有多元化之背景，其大學主修

分別為統計、數學、生物、工工、管理科學等。若為主修統計者其博士學位

為統計相關之學位，此一特色在全國大專院校中並不多見。每位老師教學經

驗豐富且積極從事研究，像今年科技部研究計畫即通過七件。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學士班 

  成立宗旨： 

    培育具有資訊素養及管理知識的統計專業人才，以配合國家社會發展之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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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專業與實務能力 

    II.培養資訊分析能力 

    III.培養垮領域與多元學習的能力 

    IV.培養人文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訓練 學生核心能力： 

    1.具備基礎統計理論與應用的能力 

    2.具備使用統計軟體的能力 

    3.兼具管理規劃與決策能力 

    4.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 

碩士班 

  成立宗旨： 

    以理論為基礎，應用為導向，培育高素質之統計專業人才，以統計回饋 

   於社會 

  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專業素養 

    II.培養資訊分析能力 

    III.培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IV.培養正確的專業倫理與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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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訓練 學生核心能力： 

    1.具備統計相關工作的能力 

    2.熟悉統計軟體及程式語言的能力 

    3.具有結合統計理論與實務的能力 

    4.具備團隊合作的能力並理解專業倫理 

博士班 

  成立宗旨： 

    培育具有紮實統計理論與方法之高階研究人才，可為學界之教師與業界 

   之研發人員 

  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II.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III.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IV.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訓練 學生核心能力： 

    1.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 

    2.具備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 

    3.具有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4.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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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發展方向 

本系必修和選修課程之規劃與學生未來發展之方向大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以繼續深造、從事研究工作為目標。 

2.管理科學統計：偏向工商管理包括精算師之培育。 

3.工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人才。 

4.生物統計：包括資料採礦、人口學、醫藥衛生、遺傳學、食品科技和農學

方面的應用。 

5.社會科學統計：偏向政府公共政策之研究與評估。 

學生可選擇其中的一種或數種方向，配合相關科系課程，依個人興趣和能力

發展。 

 

升學就業 

1.升學進修 

本系在統計課程的規劃以理論與應用並重，學生未來進修領域可分為統計

(理論、應用)、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財務金融、風險管理、資訊管理、

工業管理、工業工程、公共衛生、流行病學、農藝、醫務管理、教育測驗統

計等研究所。可選擇在國內就讀或國外深造。近幾年來，有多數的畢業生考

上國內外各研究所，成果豐碩，此顯示本系學生訓練嚴謹紮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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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事職業 

本系目前畢業生就業於科學園區、工研院、醫學中心、政府機關以及金融市

場等，例如:電子業、醫院統計諮詢、統計公職、市調研究、銀行、數位科技、

人壽保險精算部、生物科技及學術機構等。 

3.教育學程 

本校設有教育學程，有志擔任高中、高職、國中教職之學生，可取得必要之

教育學分，以擔任數學及商業經營的教師。另設有輔系課程，供全校學生修

習。 

 

系所資源 

1.圖書方面 

統計系隸屬管理學院，管院設立之圖書館有寬敞的空間及眾多的藏書和多媒

體影音資料供學生使用，系上有小型圖書室供學生閱讀及討論課業使用。  

2.設備方面 

  桌上型電腦            

               大學部(電腦室)       48 台      

               研究生(研究室        12 台      

               博士生(研究室)        5 台       

               筆記型電腦(教學用)  5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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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射印表機            

              大學部(電腦室)        2 台 

              研究生(研究室)      2 台 

              博士生(研究生)        1 台 

              系辦公室               3 台 

    影印機                    4 部 

    投影機                      5 部  

    傳真機                         1 部 

3.統計軟體       

SAS、SPSS、SPSS AMOS、MINITAB、 SPLUS、 MATLAB 

4.空間方面 

大學部電腦室一間，圖書室一間，供大學部學生使用。 

研究生研究室(含電腦室)一間，供研究生使用。 

博士生研究室一間，供博士生使用。 

 

師資員額與學生數 

1.師資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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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生數 

 

3.師資質量 

 

4.師資專長 

專任教師 專長 

沈葆聖特聘教授 存活分析、變方成份分析、抽樣調查 

黃連成教授 序列分析、存活分析、數理統計、機率 

魏文翔教授 統計計算、無母數迴歸、存活分析 

呂恒輝教授 高維度資料分析、維度縮減、非線性迴歸分析 

俞一唐教授 可靠度分析、實驗設計 

張玉媚教授  

陳志賢副教授 線性模型、數量方法 

蘇俊隆副教授 貝氏分析、生物統計學 

王榮琮助理教授 隨機過程、機率、軟體可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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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愉閔助理教授  

林孟樺助理教授  

 
 

學生學習活動 

 1.系學會年度活動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系學會學年度活動行程表 

開學前(預計每

年大學入門系

所時間) 

迎新茶會-新生自我介紹  

剛上大學這個新環境，要自己親自學習的東西還很多，例如

如何清楚表達自己、介紹自己、上臺報告不怕生等，都是高

中時所缺乏訓練之處。此活動中有老師跟教官的介紹，學會

幹部的認識和系上各球隊的宣傳，最重要是所有新生的自我

介紹，讓學弟妹們懂的如何表現自己、推銷自己讓大家認識，

舉凡興趣專長等….都可以跟大家分享。 

開學一個月內

(各系隊的時間

自訂) 

迎新盃   

系上舉辦，讓新生與學長姐相互切磋球技，培養感情的好活

動。熱愛運動的學弟妹可以趁此機會，大展身手為班級榮譽

爭光。 

依據學校所訂

定之時間所舉

行 

新生盃  

學校所舉辦，有別於系上的迎新盃，規模更大，動員更多，

在一開學大家都陌生情況下，先培養大家的團隊合作以及為

系上爭光的榮譽心，主要是讓各系的新生相互認識，切磋球

技的活動。 

依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上學期)  

迎新舞會 

由學會主辦的舞會，希望大一入學的學弟妹，藉由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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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進而與學長姐們及同學們可以有更一步的了解與互

動，促進系上的和諧。 

為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

間，通常為開學

後一兩個月 

迎新系露 

這是東海大學各系傳統必辦的活動，也是我們統計系活動的

重點項目。迎新系露的主要目的是讓大一新生彼此更進一步

的認識，打破陌生，團結班上的向心力一起為系露活動準備，

從大三到大一，大家把熱血和活力投注再一年僅此一次的統

計系年度大事。系學會秉持著安全第一，快樂至上的態度，

為學弟妹們精心準備了很多活動和團康，請家長可以放心讓

貴子弟參與這個活動。 

依據學校之規

定時間(比賽時

間上下學期舉

行的期間長) 

系際盃(長時間比賽) 

全校各系為系上爭光的時刻，將來各位學弟會依自己興趣加

入系上球隊的一份子，到時不管是有參加或沒參加的，可要

為系上一起加油!比賽項目包含籃球、排球、壘球、羽球、桌

球….等.。 

時間為 11/1 或

11/2 

校運會 

搭配校慶時的運動會，由各系學長姐帶領大一新生參加，凝

聚大家對系上的向心力，比賽項目不外乎各田徑項目與球類

比賽。包含了大隊接力(男/女)、拔河(男/女)等等還有啦啦隊

的熱情演出！ 

10 月底左右(預

計) 

校際混排 

學校近年來安排在校運會前，男女排球競賽，促進各系間的

交流及球技之切磋。 

10 月底左右(預

計) 

啦啦隊比賽 

讓大一新生能進入大學後，透過活動增進彼此的情誼，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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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爭與榮譽。 

依據學校所訂

定之時間所舉

行 

東海盃排球賽 

每年學校固定都會辦給熱愛排球的全校師生一起較勁的傳統

球類比賽。 

大一第一學期

期中考及期末

考前一個禮拜 

期中(末)進補 

上大學的第一次期中考，由於考試方式較以往高中的月考、

模擬考不同，可能會慌張、不知所措，學長姐們除了會將考

試經驗傳承外，也會辦一個聚餐活動，來補補各位學弟妹在

準備期中考時，也不會餓到肚子。 

依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上學期) 

統計週 

在一整年度中學校將提供學期中的某一週，由統計系為學校

出點子舉辦活動，活動內容有系友座談會、書展與傳情活動，

而那一週就是屬於統計係之週，還請學弟妹們支持唷! 

依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上學期) 

歌唱大賽 

不管什麼幫，只要給我好歌聲! 管他是飆高音還是合唱! 現

在火熱的歌唱節目，讓歌唱大賽是不能少的活動之一! 只要

是統計系的學生都能參加，在大家面前一展好歌喉!! 

時間為每年 12

月舉行(依主辦

學校制定) 

大統盃 

全台灣各大專院校的統計系齊聚一起，與他校互相交流，共

同參與各項球類競賽，場面浩大，不容錯過 ! 

依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下學期) 

統計之夜 

在一個課後飯餘的夜晚，所有統計系學生，都將演出各自準

備多時的節目來取悅彼此，不管是動感舞蹈或是搞笑戲劇都

是統計系認真準備的演出，並有系花系草的選拔大會，氣氛

融洽、高潮迭起。讓大家知道統計系的人多才多藝，不只會

唸書，還有多采多姿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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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每年九系系

學會會長開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下學期) 

二校雙週 

由管理學院六個系、餐旅系、美術系及音樂系共同主辦的活

動，時間長達兩個禮拜。分別由九系會長來主持各項活動節

目，分工合作，表現二校各系團結的一面。活動內容包括了

管院的王子與公主選拔，還有精彩絕倫的校園演唱會，請各

位學弟妹敬請期待。 

依每年系學會

所訂定之時間

(預計大四學生

畢業前夕) 

送舊餐會 

此活動的目的是為了歡送即將畢業的大四學生所舉辦的，希

望學長姐畢業後，能鵬程萬里，職場上能大放異彩。 

  

2.升學榜單 

姓名 學校 系所 

陳香穎 
中正大學 數學系統計科學組 

東海大學 統研所 

陳君毅 台北大學 統研所 

廖崇珉 東海大學 統研所 

吳  非 東海大學 統研所 

蔡閔惠 東海大學 統研所 

陳韻玹 東海大學 統研所 

周芳綾 東海大學 統研所 

趙家瑄 東海大學 統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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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學校 系所 

吳翔宇 東海大學 統研所 

鄭宇倫 東海大學 統研所 

王證維 東海大學 統研所 

徐銘責 東海大學 統研所 

 
3.學生取得證照  

姓名 證照種類 證照等級 證書名稱 

胡瀚文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MTA)Microsoft Technology 
Associate: Database Administration 
Fundamentals 

廖威竣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認證 

蔡閔惠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認證 

林柏佑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認證 

陳昱安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認證 

郭文鈞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認證 

廖威竣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蔡閔惠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林柏佑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陳昱安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郭文鈞 專業證照 電腦認證 BI 軟體應用師證照 

蘇怡菁 專業證照 
金融證照 

(金融研訓中心) 金融市場常識與職業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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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究成果 

1.研究計畫   

姓名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沈葆聖 MOST 109-2118-M-029-001-MY2 
(109)雙截區間設限資料之

無母數和半參數分析(1/2) 

呂恒輝 MOST 109-2118-M-029-008- 
二元協變量資料之充分降維

分析 

林孟樺 MOST 109-2118-M-029-007- 
具動態混合分配的長短期金

融波動成分之建模與預測 

俞一唐 MOST 109-2118-M-029-003- 
逐次更新產品壽命資訊在衰

退量分析中的貝氏方法 

黃連成 MOST 109-2118-M-029-002- 

研究具未知變異數的常態分

佈在線性指數損失函數的貝

氏序列估計問題 

2.發表期刊論文 

日期 姓名 職稱 論文及期刊名稱 

2021/7 沈葆聖 教授 

On consistency of the monotone NPMLE of survival 
function under the mixed case interval-censored model 
with left truncation.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vol 36, 
1871-1883. 

2021/07 沈葆聖 教授 
On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 with LTRC 
data: pseudo likelihood approach. Statistical Papers, vol 
62, 3-30. 

2021/07 沈葆聖 教授 

A comparison of bootstrap approaches for homogeneity 
test based on dichotomous outcome in meta-analysi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Ac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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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職稱 論文及期刊名稱 

2021/05 沈葆聖 教授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for competing risks survival 
data subject to left truncation and interval censoring.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ccepted) 

2021/04 沈葆聖 教授 

Marginal Regression of Recurrent Gap Times Based on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Cure Model.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 VOL. 50, 1383-1397. 

2021/03 沈葆聖 教授 
Tests for equivalence of two survival functions: 
Alternatives to the PH and PO models. Journal of 
Biopharmaceutical Statistics, vol 31, 79-90. 

2021/02 沈葆聖 教授 

Regression analysis of doubly truncated data based on 
pseudo-observations. Journal of the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of the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Accepted) 

2021/01 沈葆聖 教授 

A gamma-frailty model for interval-censored data with 
dependent examination times: a computationally efficient 
approach.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vol 50, 633-649. 

2021/01 沈葆聖 教授 
The Cox-Aalen Model for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Accepted) 

2020/12 沈葆聖 教授 
Nonparametric Estimators of survival function under the 
mixed case interval-censored model with left truncation. 
Lifetime Data Analysis, vol. 26, 624–637. 

2020/12 沈葆聖 教授 

Conditional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with doubly 
truncated data.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Data 
Analysis, 106862, 1-15. 

2020/10 沈葆聖 教授 Quantile regression for doubly truncated data. Statistics, 
vol. 54, 649–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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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姓名 職稱 論文及期刊名稱 

2020/09 沈葆聖 教授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eschoolers??sensory 
regulation and temperament: implications for parents and 
early childhood caregivers.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Accepted) 

2020/12 黃連成 教授 
Second-order approximations of a robust sequential 
procedure in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Sequential 
Analysis, 39(4), 467-483. 

2020/08 黃連成 教授 
A robust two-stage procedure for the Poisson process 
under the linear exponential loss function.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163, * 

2021/03 魏文翔 教授 Nonlinear Spectral Resolution. Pure and Applied 
Functional Analysis, 6(2), 449-483. 

2021/03 張玉媚 教授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edian survival times with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50(3), 633-649. 

2021/02 張玉媚 教授 

Effect of weather, air pollution, and seasonality on the 
number of patient visits for epileptic seizures: A 
population-based time-series study. Epilepsy & Behavior, 
115, 107487-107487. 

2021/06 蘇俊隆 副教授 
Bayesian multi-way balanced nested MANOVA models 
with random effects and a large number of the main 
factor levels. Metrika, 84(5), 663-692. 

2020/04 林孟樺 
助理 
教授 

Bank systemic risk and CEO overconfidence.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54, 
100946. 

2020/10 林孟樺 
助理 
教授 

Behavioural data-driven analysis with Bayesian method 
for risk management of financial services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28, 10773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1&emp_no=1604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1&emp_no=1604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21&emp_no=1604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9&emp_no=1337
https://arms.thu.edu.tw/v1_b01_p01.php?no=9&emp_no=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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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表研討會論文       

日期 姓名 職稱 會議及論文名稱 

2020/08 張玉媚 教授 

第二十九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 2020 中華機率統計學

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Facilitate adaptive randomization for survival clinical 
trials using information about short-term responses 

2020/11 王榮琮 
助理 
教授 

ICMCS 202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Computation and Statistics 
Using NHPP with Compound Distribution to Price 
Catastrophe Options 

2020/08 黃愉閔 
助理 
教授 

第二十九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 2020 中華機率統計學

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Facilitate adaptive randomization for survival clinical 
trials using information about short-term respon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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