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臺北大學統計學系學士班學程簡介 
本系就大學部課程，規劃財務統計、統計計算、商業統計與醫學統計等四個學程。學程規劃提供

統計系大學部同學選修課程之參考，以利同學就具興趣選修相關之選修課程。同學畢業時，如修畢某

學程之規定學分數，可申請由系上發予該學程修畢證書。 

1.財務統計學程 

財務統計學，是將統計的方法與理論，應用於金融財務領域，其應用領域包含銀行、保險、證

券、期貨及其他相關領域等。 

財務統計學程之設立目的，主要是提供統計系學生，金融財務理論、觀念及模型介紹與實證之

課程，結合統計與財務，培養學生分析金融財務資料的能力，以及加強其在財務風險管理、衍生性金

融商品評價之觀念與知識，是本學程的重要目的。 

就業機會方面，學生在選修財務統計學程內的相關課程後，未來的就業機會包含銀行、保險、證

券、期貨與基金操作管理等相關金融業以及中小企業之財務管理等。 

2.統計計算學程 

統計及計算機科學為現代教育中最珍貴的兩大知識智能工具，良好的裝備訓練可以是一生受用

的基礎。統計計算學程主要的課程包括了計算方法（包括統計問題與計算問題）的訓練、設計與分析，

程式語言，演算法，資料庫與程式寫作的邏輯訓練。因為學生在其他統計課程中已經接受了統計的熏

陶及基礎，本學程可訓練學生使得他們在統計學習的相關問題，可以有更深的洞察力與理解力。同時

也使學生在日後的升學或就業上都有更高的品質及能力。 

3.商業統計學程 

商業統計學，是將統計資料分析的方法與理論，應用於商業資料，其應用領域包含企管、經濟、

會計、及其他商業相關領域等。 

商業統計學程之設立目的，主要是提供統計系學生，商業統計相關的方法與理論訓練。由於統

計系隸屬商學院，因此統計在商學領域的應用向來較為深廣，如何結合統計與商業知識，培養學生分

析商業統計資料及撰寫統計報告的能力，強化其在商業界的競爭力，是本學程的重要目的。 

就業機會方面，學生在選修商用統計學程內的相關課程後，未來的就業機會包含商業界(銀行、

保險、中小企業等)之企劃部門、統計部門、資訊部門等。 

4.醫學統計學程 

醫學統計學，是將統計分析資料的方法與理論，應用在醫學研究資料，其應用領域包含臨床醫

學、基礎醫學、公共衛生與流行病學、基因遺傳與生物資訊等研究領域。 

醫學統計學程設立目的，主要是提供統計系學生，醫學統計相關的的方法與理論訓練，如研究

設計、醫學資料處理與分析、研究報告撰寫等知識，使學生在選修醫學統計學程內的相關課程後， 培

養學生具備獨立分析常見的醫學暨生物科技研究資料，與報告撰寫的能力。 

就業機會，學生在選修醫學統計學程內的相關課程後，可以在藥廠、醫院、醫學研究機構等，擔

任生物醫學統計分析師，就業機會較與國內一般公衛系畢業學生相當，另外也可選擇統計系畢業學生

的相關就業機會。 

 



§學程課程規劃： 

1.財務統計學程 

領域或

學群別 

必修

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建議 

修習 

年級 

先修科目 備 註 

財務統計 必修 
縱向資料分析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Data  3 4 統計學 

2 科選 1科 

財務統計 必修 
多變量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3 統計學 

財務統計 必修 
投資學                      
Investment 3 3 會計學  

財務統計 必修 
時間數列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3 3 

迴歸分析或高等

統計學 
 

財務統計 必修 
期貨與選擇權                
Futures and Options 3 3   

財務統計 選修 
財務管理                    
Finical Management 3 3,4 會計學  

財務統計 選修 
隨機過程導論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Processes 

3 3 機率概論或機率  

財務統計 選修 
異質變異數模型              
Heterosecdatic Model 3 3,4 時間數列分析  

財務統計 選修 
財務工程                    
Finical Engineering 3 4    

財務統計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4 會計學  

財務統計 選修 
風險管理                    
Risk Management 3 4   

社會科學 選修 
貨幣銀行學                  
Money and Banking 3 2 經濟學  

商管 選修 
總體經濟學                  
Macroeconomics 3 2 經濟學  

商管 選修 
保險學                      
Insurance 4 4   

商管 選修 
銀行管理                    
Bank Management 3 4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國際財務管理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nagement 3 3,4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金融市場                    
Finical Markets 3 3,4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衍生性金融商品              
Derivative Products 3 3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金融法規與實務              
Banking Law 3 3  外系選修課程 

※至少須修滿 21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至少 9 學分)。



2.統計計算學程 

領域或

學群別 

必修

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建議

修習

年級

先修科目 備 註 

統計計算 必修 統計計算(I)               
Statistical Computing(I) 3 2,3,4   

統計計算 必修 

計算統計與機率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3 2,3,4
機率概論,統計

套用程式 

4 科選 3 科 

數理統計 必修 隨機過程導論              
Introduction to Stochastic 
Processes 

3 3 
  

數理統計 必修 機率專題研討              
Seminar on Probabilty 3 3,4 

機率概論或機

率 

 必修 資料探勘                  
Data Mining 3 4   

資訊 選修 計算機程式設計            
Computer Programming 3 1   

資訊 選修 資料庫系統                
Database Systems 3 3 

 
 

統計計算 選修 統計計算(II)               
Statistical Computing(II) 3 3 統計計算(I)  

資訊 選修 影像處理導論 
Introduction to Image 
Processing 

3 3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類神經網路導論 
Introduction to Neural Networks 3 3,4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演算法 
Algorithms 3 3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資料庫理論與應用 
Database Theory & Application 3 4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資料結構 
Data Structures 3 2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雲端計算與大數據程式設計
Cloud Computing and Big 
Data Programming 

3 3,4 
 

外系選修課程 

資訊 選修 圖形識別導論 
Introduction to Pattern 
Recognition 

3 3,4 
 

外系選修課程 

※至少須修滿 21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至少 9 學分)。 

 



3.商業統計學程 

領域或

學群別 

必修

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

合計

建議 

修習 

年級 

先修科目 備 註 

商業統計 必修 
類別資料分析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3 3    

商業統計 必修 
時間數列分析              
Time Series Analysis 3 3   

商業統計 必修 
多變量分析 
Multivariate Analysis        3 3 統計學  

商業統計 必修 
市場調查                  
Marketing Survey 3 3,4 統計學 

5 科選 1 科 

商業統計 選修 
統計資料分析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Data Analysis 3 4  

商業統計 選修 
統計諮詢                  
Statistical Consulting 3 4  

財務統計 選修 
財務管理                  
Finical Management 3 3,4 會計學 

財務統計 選修 
財務報表分析              
Financial Statement Analysis 3 4 會計學 

商業統計 選修 
經濟統計                  
Economic Statistics 3 4   

數學 選修 
作業研究                  
Operations Research 3 3,4   

商管 選修 
個體經濟學                
Microeconomics 3 2 經濟學  

商管 選修 
總體經濟學                
Macroeconomics 3 2 經濟學  

商管 選修 
企業管理                  
Business Management 3 1   

商管 選修 
計量經濟學 
Econometrics 6 3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行銷管理                  
Marketing Management 3 3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金融市場                  
Finical Markets 3 3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商業軟體應用(一)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Software(I) 3 2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商業軟體應用(二) 
Application of Business Software(II) 3 4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國際行銷管理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Marketing 
Management 

3 4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通路管理                  
Channel Management 3 3  外系選修課程 

商管 選修 
網路行銷 
Internet Marketing 3 3  外系選修課程 

※至少須修滿 21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至少 9 學分)。 



4.醫學統計學程 

領域或學

群別 

必修或 

選修 
科目名稱 

學分合

計 

建議 

修習 

年級 

先修科目 備 註 

醫學統計 必修 
類別資料分析              
Categorical Data Analysis 3 3     

醫學統計 必修 
存活分析                  
Survival Analysis 3 3,4     

醫學統計 必修 
縱向資料分析              
Analysis of Longitudinal Data 3 4 統計學   

醫學統計 必修 
臨床試驗設計與分析          
Design and Analysis of Clinical Trials 3 3,4     

醫學統計 選修 
流行病學統計              
Statistics in Epidemiology 3 2     

醫學統計 選修 
生物統計方法              
Biostatistical Methods 3 2     

醫學統計 選修 
無母數統計方法            
Nonparametric Statistical 
Method 

3 3,4     

醫學統計 選修 
生物資訊統計學            
Statistics in Bioinformatics 3 3,4     

醫學統計 選修 
統計資料分析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Data Analysis 3 4     

醫學統計 選修 
統計諮詢                  
Statistical Consulting 3 4     

醫學統計 選修 
應用貝氏資料分析          
Applied Bayesian Data Analysis 3 3,4     

醫學統計 選修 
遺傳統計學 
Statistics in Genetics         3 2   

健康政策 選修 人口學 2 4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生物資訊 3 3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臨床醫學概要 2 3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傳染病流行病學 2 3 

3 選 1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環境與職業流行病學 2 3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慢性病流行病學 2 3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流行病學方法論 2 2 外校選修課程 

流行病學 選修 貝氏統計導論 2 3 外校選修課程 

預防醫學 選修 醫學概論 3 3  外校選修課程 

預防醫學 選修 公共衛生實務 2 3   外校選修課程 

預防醫學 選修 衛生政策實務 2 3   外校選修課程 

健康政策 選修 健康經濟導論 2 3   外校選修課程 

※至少須修滿 21 學分(含必修 12 學分，選修至少 9 學分)。 



學士班 \ 學程課目      

1. 本系必修課程( 62 學分 )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1. 統計學 (3,3) 

2. 微積分 (3,3) 

3. 線性代數 (3,3) 

4. 經濟學 (3,3) 

5. 電腦概論與程式

設計 (2,2) 

6. 機率概論 (3)  

7. 統計推論 (3)  

8. 迴歸分析 (3)  

9. 統計套用程式 (3) 

10. 會計學 (3,3)  

11. 企業倫理 (1) 

12. 數理統計 (3,3)

13. 抽樣調查 (3) 

14. 實驗設計 (3) 

 

  15.財務統計專題研討 (3) or 

商業統計專題研討 (3) or 

醫學統計專題研討 (3) or 

統計計算專題研討 (3) (4

科選 1 科) 

註:101&102 學年度”迴歸分析”原名為”迴歸分析方法”企業倫理為 2 學年分必修課程。 

註:103 學年度前(含)”統計套用程式”為 3 年級必修課程””實驗設計”為 2 年級必修課程。 

註:103 學年度”財務統計專題討論”原名為”財務統計問題專題討論””商業統計專題討論”原名為”商業

統計問題專題討論"”醫學統計專題討論”原名為”醫學統計問題專題討論””統計計算專題討論”原名

為”統計計算問題專題討論”；以上 4 科均為 103 學年度新增之必修課程(4 科選 1 科)。 

註:106 學年度起(含),”電腦概論”更名為”電腦概論與程式設計”。 

註：106 學年度起(含),” 財務統計專題討論”更名為” 財務統計專題研討”,” 商業統計專題討論”更名為”商業統

計專題研討”,” 醫學統計專題討論”更名為”醫學統計專題研討”,” 統計計算專題討論”更名為” 統計計算專題

研討”。 

註：110 學年度起(含),”資料採礦”更名為”資料探勘”。 

註：110 學年度起(含),”雲端運算導論”更名為”雲端計算與大數據程式設計”。 

註：111 學年度起(含),”多變量統計”更名為”多變量分析”。 

註：111 學年度起(含),”企業倫理”由”3 年級”必修,改為”2 年級”必修。 

2. 本系選修課程 (須修滿必修 12 學分、選修至少 9 學分)  

學程名稱 核心必修課程 建議選修課程 

醫學統計學程 1. 類別資料分析 (3)  

2. 存活分析 (3)  

3. 臨床試驗設計與分析 (3)  

4. 縱向資料分析 (3)  

1. 生物統計方法 (3)  

2. 流行病學統計 (3)  

3. 無母數統計方法 (3)  

4. 遺傳統計學 (3)  

5. 生物資訊統計學 (3)  

6. 統計諮詢 (3)  

7. 統計資料分析 (3)  

8. 應用貝氏資料分析 (3) 

9. 其他校外醫學統計學程課規表上之課程

( 請列出課程與學分數 ) 

商業統計學程 1. 多變量分析 (3)  

2. 時間數列分析 (3)  

1. 經濟統計 (3)  

2. 企業管理 (3) 

3. 作業研究 (3) 



3. 類別資料分析 (3)  

< 以下 5 科選 1 科> 

4. 市場調查 (3) 

5. 統計諮詢 (3)  

6. 統計資料分析 (3) 

7. 財務管理 (3) 

8. 財務報表分析 (3) 

4. 個體經濟學 (3) 

5. 總體經濟學 (3) 

6. 其他商業統計學程課規表上之課

程 ( 請列出課程與學分數 )  

財務統計學程 1. 投資學 (3) 

2. 時間數列分析 (3)  

3. 期貨與選擇權(3) 

4. 多變量分析 (3) or 縱向資料分析 (3) 

(2 選 1) 

1. 財務管理(3) 

2. 風險理論 (3)  

3. 異質變異數模型 (3)  

4. 隨機過程導論 (3)  

5. 財務報表分析 (3 )  

6. 財務工程 (3) 

7. 貨幣銀行學 (3) 

8. 總體經濟學 (3) 

9. 保險學 (2,2) 

10. 其他財務統計學程課規表上之課

程 ( 請列出課程與學分數 ) 

統計計算學程 1. 統計計算(I) (3) 

< 以下 4 科選 3 科> 

2. 計算統計與機率 (3)  

3. 隨機過程導論 (3) 

4. 機率專題研討 (3) 

5. 資料探勘 (3) 

1. 計算機程式設計 (3) 

2. 資料庫系統 (3) 

3. 統計計算(II) (3) 

4. 其他統計計算學程課規表上之課程 

( 請列出課程與學分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