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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05 學年第二學期教材編纂及教具製作申請, 本人申請的題目是”統計學(一)”, 統計學可以應用在許多領域,
首先考慮理論的概念，然後發展分佈和抽樣問題。可用於統計推斷，包括置信度和間隔估計，假設檢驗，實驗設
計和方差分析。本身他是數學的延伸, 本專案用於教材編纂, 因此各章節, 將會有文字敘述, 並且將上課實況錄影,
以 EverCam 軟體來剪輯製作, 及呈現出來. 上冊將介紹資料處理及圖表製作,以方便報告資料之展示及說明.

關鍵詞：EverCam、統計學、資料處理

前言
統計學是在資料分析的基礎上，研究如何測定、收集、整理、歸納和分析反映資料資料，以便給出正確訊息
的科學。這一門學科自 17 世紀中葉產生並逐步發展起來，它廣泛地應用在各門學科，從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到
人文學科，甚至被用於工商業及政府的情報決策。隨著大數據(Big Data)時代來臨，統計的面貌也逐漸改變，與資
訊、計算等領域密切結合，是資料科學(Data Science)中的重要主軸之一。
譬如自一組資料中，可以摘要並且描述這份資料的集中和離散情形，這個用法稱作為描述統計學。另外，觀
察者以資料的形態，建立出一個用以解釋其隨機性和不確定性的數學模型，以之來推論研究中的步驟及母體，這
種用法被稱做推論統計學。這兩種用法都可以被稱作為應用統計學。數理統計學則是討論背後的理論基礎的學科。

壹、

研發理念

很多人認為統計學是一種科學的數學分支，是關於收集、分析、解釋、陳述資料的科學。另一些人認為它是
數學的一個分支，因為統計學是關於收集解釋資料的。由於它基於觀測、重視應用，統計學常被看作是一門獨特
的數學科學，而不是一個數學分支。很多統計學都不是數學的：如確保所收集來的資料能得出有效的結論；將資
料編碼、存檔以使得資訊得以儲存，可以在國際上進行比對；匯報結果、總結資料，以便統計員可以明白它們的
意思；採取必要措施，保護資料來源物件的隱私。
統計學家通過專門的試驗設計和調查樣本來提升資料品質。統計學自身也為資料的機率模型提供了預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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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統計學在其他學術科目上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如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政府、商業等。統計顧問可以幫助沒
有入戶調查經驗組織與公司進行問卷研究。
總結敘述收集來的資料被稱之為描述統計學。這在進行實驗研究資訊交流中十分有用。另外，從資料的分布
上也可以得出觀測上的隨機性和不確定性。
將資料中的資料模型化，計算它的機率並且做出對於母群體的推論被稱之為推論統計學。推論是科學進步的
重要因素，因為它可能從隨機變數中得出資料的結論。推論統計學將命題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將結果進行檢測。
這些都是科學方式的一部分。描述統計學和對新資料的分析更傾向於提供更多的資訊，逼近命題所述的真理。
「應用統計學」包括描述統計學和推論統計學中的應用成分。理論統計學則注重統計推論背後的邏輯證明，
以及數理統計學。數理統計學不但包括推導估測推論法的機率分布，還包括了計算統計和試驗設計。
統計學與機率論聯繫緊密，並常以後者為理論基礎。簡單地講，兩者不同點在於機率論從母群體中推匯出樣
本的機率。統計推論則正好相反——從小的樣本中得出大的母群體的資訊。

貳、

學理基礎

為了將統計學應用到科學、工業以及社會問題上，我們由研究母群體開始。這可能是一個國家的人民，石頭
中的水晶，或者是某家特定工廠所生產的商品。一個母群體甚至可能由許多次同樣的觀察程式所組成;由這種資料
蒐集所組成的母群體我們稱它叫時間序列。
為了實際的理由，我們選擇研究母群體的子集代替研究母群體的每一筆資料，這個子集稱做樣本。以某種經
驗設計實驗所蒐集的樣本叫做資料。資料是統計分析的對象，並且被用做兩種相關的用途：描述和推論。


描述統計學處理有關敘述的問題：是否可以摘要的說明資料的情形，不論是以數學或是圖片表

現，以用來代表母群體的性質？基礎的數學描述包括了平均數和標準差等。圖像的摘要則包含了許多種
的表和圖。主要是就說明資料的集中和離散情形。


推論統計學被用來將資料中的資料模型化，計算它的機率並且做出對於母群體的推論。這個推論

可能以對/錯問題的答案所呈現（假設檢定）
，對於數字特徵量的估計（估計）
，對於未來觀察的預測，關
聯性的預測（相關性）
，或是將關係模型化（迴歸）
。其他的模型化技術包括變異數分析（ANOVA）
，時間
序列（time series analysis）
，以及資料探勘（data mining）
。
相關的觀念特別值得被拿出來討論。對於資料集合的統計分析可能顯示兩個變數（母群體中的兩種性質）傾
向於一起變動，好像它們是相連的一樣。舉例來說，對於人收入和死亡年齡的研究期刊可能會發現窮人比起富人
平均來說傾向擁有較短的生命。這兩個變數被稱做相關的。但是實際上，我們不能直接推論這兩個變數中有因果
關係;參見相關性推論因果關係（邏輯謬誤）。
3

如果樣本足以代表母群體的，那麼由樣本所做的推論和結論可以被引申到整個母群體之上。最大的問題在於
決定樣本是否足以代表整個母群體。統計學提供了許多方法來估計和修正樣本和蒐集資料過程中的隨機性（誤
差），如同上面所提到的透過經驗所設計的實驗。參見實驗設計。
要了解隨機性或是機率必須具備基本的數學觀念。數理統計（通常又叫做統計理論）是應用數學的分支，它
使用機率論來分析並且驗證統計的理論基礎。
任何統計方法是有效的只有當這個系統或是所討論的母群體滿足方法論的基本假設。誤用統計學可能會導致
描述面或是推論面嚴重的錯誤，這個錯誤可能會影響社會政策，醫療實踐以及橋樑或是核能發電計畫結構的可靠
性。
即使統計學被正確的應用，結果對於不是專家的人來說可能會難以陳述。一些統計科學的結果對於大眾而言
相當費解。舉例來說，統計資料中顯著的改變可能是由樣本的隨機變量所導致，但是這個顯著性可能與大眾而言
難以理解。另外，某些統計學分析（尤其當涉及機率論時）得出的結論可能非常違悖一般人的直覺，如蒙提霍爾
問題。人們往往需要統計的技巧才能理解其正確性。

參、

主題內容

一、 教學規劃
統計學的初衷是作為政府以及管理階層的工具。它大量透過國家以及國際統計服務蒐集國家以及本土的資
料。統計背後牽涉到更多數學導向的領域，如機率，或是從經驗科學中獲得的經驗證據設定估計參數。在今日的
世界裡統計已經被使用在不僅僅是國家或政府的事務，更延伸到商業，自然以及社會科學，醫療等甚至更多方面。
因為統計學擁有深厚的歷史以及廣泛的應用性，統計學通常不只被認為是數學所處理的對象，而是與數學本身的
哲學定義與意義有密切的關聯。本課程施教的對象是工業管理系一年級的學生, 統計學在系訂課程中列為必修, 共
分為上下冊, 從一年級下學期開始修習.
二、 課程大綱
教育部規定每學期必須上滿 18 周, 因此課程安排如同下表, 共分成 18 周.
週次

授課內容

週次

授課內容

第1週

開學-課程簡介

第 11 週

機率分配

第2週

統計資料及統計的本質

第 12 週

機率分配

第3週

統計資料的蒐集及衡量尺度

第 13 週

期望值與變異數

第4週

資料的整理與表現方法

第 14 週

二項分配

第5週

敘述統計量

第 15 週

常態分配

第6週

機率與記數規則

第 16 週

常態分配

第7週

條件機率及獨立事件

第 17 週

中央極限定理

第8週

離散機率分配

第 18 週

期末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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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週

離散機率分配

第 10 週

期中考試

三、 教學媒體教學方法之運用

統計學專書之作者是 Allan G.Bluman, 由東華書局出版,並提供內容之介紹, 統計學的範疇,應包括: 機率論及數
理統計、抽樣與抽樣分布、統計資料的搜集、整理與顯示、參數估計、非參數估計、假設檢驗、變異量數分析、
時間序列分析、統計指數、聚類分析與判別分析、主成分分析與因子分析、相關分析與回歸分析.

四、

教學呈現策略

對於一般數學性的東西, 學生的反應是比較不感興趣, 但是統計學課程所佔的份量卻是相當的高, 包括兩學
期六學分的課程, 外加一學期一學分三節課的實習. 就是強調其重要性, 所以增加額外的練習是必需的. 除了上課
外, 另外錄製上課實況, 放在網站上, 讓有心學習的同學可以反覆來觀看並學習.

肆、

方法技巧

本課程使用 EverCam 軟體錄影 PowerPoint 上課的內容! 這套軟體已經問是很久了, 相對的, 也是老師們上
課的好幫手, 只要按下內嵌於 PowerPoint的 EverCam「錄影鈕」(取代原來的「投影片放映鈕」)，就會進入簡報畫
面並且開始錄影 (含講師、聲音、畫面和滑鼠位置等)。另外也可將上課錄影內容以插入方式進入簡報. 接著，就
如往常一樣的操作，做動畫、換頁或用畫筆註記 ... ，過程中，EverCam 會貼心地為講解的每一個 slide 建立索
引 (chapter marker)，讓編輯或閱讀影片時更方便瀏覽。
當結束簡報時 (例如按 Esc)，EverCam 就會同步結束錄影，這時候，上課的內容已經成功錄製成教學影片了。
除了內嵌於 PowerPoint 的錄影介面之外，EverCam 也是一套獨立的螢幕錄影軟體，可以錄下任何軟體操作的過程.
過程共錄製五片教學光碟,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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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成果貢獻

本課程錄製的時間是 105 學年第二學期, 主要的貢獻是讓有心讀書的學生可經由這管道, 來增加自己預習
及複習的次數, 以增加自己的學習成效, 感謝教學促進中心提供經費, 以完成這個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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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教具之照片
統計學上課實況

統計學上課實況

統計學上課實況

統計學上課實況

統計學上課實況

統計學上課實況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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