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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統計學改變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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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u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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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介紹
 數據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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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改變了世界 (1)

十九世紀初:

「機械式宇宙」的哲學觀

 只要有一些數學公式(e.g., 牛頓運動定律、波
以耳定律)就能了解世界所有物理現象並預測
即將發生的事件。

(1) 拉普拉斯與拿破崙的對話。

(2) 1840年代，有人以牛頓的數學定律預測行星。

 預測與觀測: 誤差理論(error theory)為統計
的先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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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改變了世界 (2)

十九世紀末: 
真實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

量測愈精確，反而產生更多誤差。

尋找生物學定律，社會學定律徒勞無功。

物理化學定律僅是粗略逼近，機械式宇宙

觀開始動搖。

科學家漸開始以新的典範來運作: 現實世界

的統計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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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改變了世界 (3)

二十世紀: 
科學界的統計革命。

二十一世紀: 
幾乎所有的科學已經轉而運用
統計模式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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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Pearson (1857~1936)

 卡爾皮爾森 : 英國數學家、生物學家和

統計學家。公認為統計學之父。

 187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數學系；曾參與

激進的政治活動。出版幾本文學作品，

並且作了三年的律師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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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Pearson對後世的貢獻
統計革命的起點
 1895-1898，發表一系列和相關性(correlation) 

有關的論文，涉及動差、相關係數、標準差、
卡方適合度檢定，奠定了現代統計學的基礎。

 引入了統計模型的觀念: 如果能夠決定所觀察現
象的機率分佈的參數，就可以了解所觀察現象
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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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Pearson對後世的貢獻
 1901年，創辦《Biometrika雜誌（生物量測學）》，使數理統計有了

自己的陣地。是數學在進入20世紀時最重大收穫之一。
Pearson 的主觀強，經常對他本人認為有「爭議」的文章，

刪改或退稿，並因此與英國本世紀最有才華的統計學家 Fisher 結下樑子。

 1890年於格里辛學院 (Gresham College) 開授《現代科學的範圍與概
念》(the Scope and Concepts of Modern Science)，開始注意統計的
原理及對科學研究的影響 ，開啟了現代統計學之門。此後統計學被應
用於許多科學方面的研究。

(1879-1955)(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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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精神的貫徹
Karl Pearson小時候的故事

 有人問皮爾森他所記得最早的事，他說「我不記得那時是幾
歲，但是我記得是坐在高椅子上吸吮著大拇指，有人告訴我
最好停止吮它，不然被吮的大拇指會變小」。

 我把兩手的大拇指並排看了很久，它們似乎是一樣的，我對
自己說：我看不出被吸吮的大拇指比另一個小，我懷疑她是
否在騙我」。

 「不盲信權威，要求實證，對於自己對觀測數據的意義的解
繹深具信心，和懷疑與他的判斷不同的人態度是否公平」這
些就是皮爾森一生獨具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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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證精神的貫徹
Karl Pearson丟銅板的故事

請問用手丟一個公正的銅板，
得到正面的機率是多少？得反面的機率又是多少？

 十八世紀法國布豐伯爵(Count Buffon): 丟過4040次銅板，有2048次是正面。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數學家柯瑞屈(John Kerrich)曾當過德軍的戰俘，他在集

中營丟了10000次銅板，5067次是正面。
 近代英國的統計學家皮爾森，更是擲了24000次銅板，得到12012次正面。

你問他們銅板的機率問題，那他們的答案可能是：
 布豐伯爵說：「我確定機率是0.5069，不是0.5，我可能是千百年來第一個就此問題作實驗的第一人，以

前的學者都不作實驗！」
 柯瑞屈會說：「機率應該是0.5067，我作的實驗次數比一百多年前的布豐伯爵多兩倍以上，而且也比較

接近理論值！」
 皮爾森則說：「正確機率應該是0.5005，我花了好多的時間才完成這24000次實驗，是數學家柯瑞屈的兩

倍，更是布豐伯爵的四倍以上。我們三個人實驗的結果都不是0.5，令人不禁懷疑古典機率理論是不是有
錯！」

統計學者最少可分為理論及實驗這兩種學派，而將「銅板出現正面的機」說成二分之一的人，
是在教入門班。親自做過實驗，並願意帶領學生做實驗親證的才是完整的進階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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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 Fisher (1890~1962)
 生於英國, 為20世紀初期最重要的統計學家及近代數理統計開創者。

 1925年，著作《研究者的統計方法》（Statistical Methods For 
Research Workers, 1925），對很多世代的科學家而言，是一本劃
時代的著作。

 1935年，著作《實驗設計法》(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 1935): 
考量科學問題的第一步，就是實驗數據。

 發展適用於小樣本的方法(統計量的精確分配)，推導一些樣本統計量
的確實分配(exact distribution)，奠定檢定假設（testing 
hypothesis）的邏輯化原則公式。

 發展出實驗設計、變異數分析、最大概似法等，將統計奠基在嚴密
的數學理論上，不僅使統計學的理論粲然大備,，也使之成為一個強
而有力的科學工具。

1940年，費雪檢驗了
孟德爾提出的豌豆培
育數據實例，發現這
些數據完美的不像是
真的，根本沒有展現
應有的隨機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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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女與下午茶
(The Lady Tasting Tea)

 時間: 1920年代後期的一個夏日午後
 地點: 英國劍橋戶外餐桌旁
 人物: 一群大學研究員、女眷、訪客
 事情經過: 某女士在下午茶時說，

nonsense!
不務正業，
浪費時間。

無法理解兩種混
合結果的化學成
份會有什麼差異?

我們來檢驗這
個命題!

兩者喝起來完全不同!
兩者喝起來完全不同!

兩者喝起來完全不同!

兩者喝起來完全不同!

把茶加進牛奶裡， 和把牛奶加進茶裡

能不能分辨不同
茶的風味有什麼
關係?這小問題沒
有科學價值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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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雪精確檢定
(Fisher’s Exact Test)

Fisher先生的試驗
 Fisher給了這位淑女8杯茶，其中有4

杯先放奶，讓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嘗
奶茶，猜這杯是先加奶還是先加茶。

 虛無假設(H0): 放奶和茶的順序與該
位淑女的猜測獨立。

 對立假設(H1): 放奶和茶的順序與該
位淑女的猜測有關。

Fisher’s Exact Test
H0: 列變數與行變數為統計獨立
H1:  它們是統計相關的。
a+b 及 c+d 稱為列邊際次數 。
a+c 與 b+d 稱為行邊際次數。

行變數

1 2

列
變
數

1 a b a+b
2 c d c+d

a+c b+d n

倒入的順序

茶先
倒

牛奶
先倒

女
仕
猜
測

茶先倒 a b 4
牛奶
先倒

c d 4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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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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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結果
倒入的順序

茶先倒 牛奶
先倒

女仕
猜測

茶先倒 3 1 4
牛奶
先倒

1 3 4

4 4 8

倒入的順序

茶先倒 牛奶
先倒

女仕
猜測

茶先倒 4 0 4
牛奶
先倒

0 4 4

4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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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為實驗之本
 《實驗設計法》(The Design of Experiments, 1935)

中費雪幾個實驗設計的絕佳範例，所提的方法牽涉
複雜的數學。

 科學界以費雪的研究，發展出不同的實驗設計法並
應用在醫學，化學及工業上的品質管制。

 <<Lady Tasting Tea>>
 最少該喝多少杯檢定的效果才會出來? 喝每一杯的順序

要安排嗎? 如何判別女士是猜對的還是喝得出不同?
 究竟是氣味的香醇，還是色澤的優美，抑或是滋味的甜

甘讓這位淑女能區分不同的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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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代統計時期
 1980年代個人電腦的發展與相關的統計軟

體的開發, 例如: SAS、SPSS、BMD，促
進了統計的發展與應用。今天人們日常生
活已經不知不覺的在使用統計學或應用統
計學的觀念。

http://www.ted.com/talks/arthur_benjamin_s_formula_for_changing_math_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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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BE 全球程式語言排名

http://www.tiobe.com/tiobe-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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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軟體: 其它相關調查
IEEE
http://spectrum.ieee.org/computing/software/the-2016-top-
programming-languages

http://www.kdnuggets.com/2013/08/languages-for-analytics-data-
mining-data-scienc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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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 Tukey (1915~2000):
統計學界的畢卡索

生平
 布朗大學化學學士及碩士。
 1939年: 普林斯頓大學數學博士。(數理統計)
 二次大戰加入火砲控制研究室，以及後來加入AT&T貝

爾實驗室(創立統計組)，接觸統計上的實際問題。

對後世的貢獻
 發明快速傅立葉轉換(FFT)。
 創造bit (位元)及 software(軟體) 。
 探索性的資料分析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EDA, 

1977)

「對正確的問題有個近似的答案，
勝過對錯的問題有精確的答案。」

George Box (1919-2013), a 1978 statistics workshop: "All models are wrong but some are use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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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應該是科學，而非數學！」

Stem and Leaf Plot Box-and-whisker plot

Stanford Linear Accelerator (1973)

他曾挑戰當時主流的數理統計學家，堅持 data analysis 
是統計分析中不可忽視的步驟，數學的假設需要 data 加
以驗證才可行。 Tukey 說過統計應該是科學，而非數學！

數學思維 vs 統計思維
証明在哪裏? vs 數據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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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科學 Data Science

統計這個行業在現代這個充滿數據的社會裡為何還要和一些不食人間煙火的數學
家爭那區區的一塊小餅？我想，我們不要把自己這個行業看得太小了。」

...統計是以數據為食物的動物。
統計的本業是消化數據，並產生有營養的結果。

引自趙民德，1999，「統計已死，統計萬歲！」第八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演說稿

當然是老鼠的錯。

它的本質，
和母牛相差不多。

「現代的數據，已多得到了可怕的
程度。老鼠若是掉到了米倉裡還會
餓死，

統計學是工具。工具必需要有使用的空間及場合，才能見到真正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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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科技浪潮: Big Data 
大數據、海量資料、巨量資料

2013.05.04
遇見未來城市／21世紀原油

大數據時代的台灣機會

海量資料開始備受關注，是全
球知名諮詢公司麥肯錫於2011
年，發布了《海量資料：創新、
競爭和生產力的下一個新領域》
報告，宣布「大數據時代」來
臨。

第一波是大型電腦，第二波是個人電腦，第三波是網路，第四波則是社群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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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0年，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將大數據稱作「第三次浪潮
的華彩樂章」；

 2005年，Hadoop項目誕生，從技術層面上搭建了一個使對
結構化和複雜數據快速、可靠分析變為現實的平台；

 2008年起，「大數據」成為網際網路信息技術行業的高頻詞
彙；

 2011年，IBM的沃森超級計算機每秒可掃描並分析4TB的數
據量；同年，麥肯錫第一次全方面地介紹和展望大數據；

 2012年，美國軟體公司Splunk成為第一家上市的大數據處
理公司；

 2014年，世界經濟論壇以「大數據的回報與風險」為主題發
布了《全球信息技術報告（第13版）》…

大數據概念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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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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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報導 (2)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5807/bn-2015-03-31-151014-36

• 大數據是什麼？
• 為什麼需要大數據？
• 大數據一定要很大嗎？
• 沒有大數據就不能用大數據嗎？
• 我要怎麼開始進行大數據專案？
• 大數據從哪來？
• 大數據有什麼風險？
• Big Data和Open Data有什麼不一樣？
• 什麼產業特別需要大數據解決方案？
• 大數據的商業模式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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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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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有多巨大？
 「過去3年裡全世界產生的資料量，比以往4萬年的總和還要多。」

 2009年地球上所有的資料總共0.8ZB ，2011年全球創造與複製的資料量已經暴增
到1.8ZB，所有的資料，得用575億部32GB的iPad才能裝完。這也相當於全台灣所
有的人連續36萬246年，每人每分鐘在噗浪發表3篇文章。這等於一個人每天24小
時不停觀看現今世上超過2千億部的2小時HD電影，必須花上4700萬年才能看完。

2013年1月號《遠見雜誌》3分鐘輕鬆了解Big Data海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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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從哪裡來？
 海量資料不單指文字及數字

等「結構性資料」，也包含
了照片、影音，座標GPS 、、
心電圖、X光片等「非結構化
資料」。

 中國電子商務龍頭淘寶，在
2010年時便已經擁有3.7億
位會員，8.8億件商品，每日
交易達數千萬筆，單日便可
產生超過50TB的資料。

 每天流向Facebook與
Twitter的資料量，就多達3
億張照片、25億則發文、27
億按讚數。

http://www.moneydj.com/HotProduct/HTML/img/PA217-1a.jpg

我們在使用這些服務的同時，
也隨時在創造新的數據。

2013年1月號《遠見雜誌》3分鐘輕鬆了解Big Data海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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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大數據」重要？
 資料在以前被視為垃圾，現在卻被視為資產，這是大數據時代的第一個變革。2012年初的瑞

士達沃斯論壇上，一份題為《大數據，大影響》（Big Data Big Impact）的報告宣稱，數據
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經濟資產類別，就像貨幣或黃金一樣。

http://www.pursuant.com/blog/tag/dikw-model/

美國歐巴馬總統2012年3月29日
宣布，投資2億美元啟動「巨量
資料研究與發展計畫」，包括巨
量資料分析，及巨量資料在醫療、
天氣、教育及國防等領域的運用。

台灣在巨量資料的研究已投入許
多資源，運用層面也亟待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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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特性
 Big Data有三種特色 (3V)：

 巨量 (Volume) 。
 即時性(Velocity) : 串流至企業便須立即使用，方能發揮其最大價值。
 多樣性 (Variety): 資料包含各類非結構化的資料： 諸如文字、音訊、視

訊、點擊串流 (click stream)、日誌檔等等。
 其它: 價值 (Value)、變化性 (Variability)、複雜度 (Complexity). 

• 大數據成為熱門題材且被視為下個金
礦，就是因為雲端運算這個趨勢已經
被普遍接受。

• 而雲端運算又是解決大數據特性的最
佳工具。

• 沒有雲端運算，無法容納及處理大量
多元化的資訊，大數據大不了，也快
不了，自然無法提供精準的即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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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The Era of 9 Vs

http://blogs.systweak.com/2017/03/big-data-vs-represents-characteristics-or-challenges-of-big-data/

巨量性

快速性

多樣性

真實性/準確性 有效性

易變性

短暫性

視覺化 價值

Viability (可行性)
Vulnerability (脆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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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調查資料
 抽樣的
 樣本反饋的
 主觀的
 結果的
 結構化的
 斷點的

小數據與大數據的區別
 監測資料

 全樣的
 監測紀錄
 客觀的
 過程的
 非結構化的
 連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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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要大數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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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都要大數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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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啤酒與尿布 (全球零售業巨頭沃爾瑪)
 超市預知高中生顧客懷孕
 Google成功預測冬季流感
 歐巴馬大選連任成功
 數據新聞讓英國撤軍 (伊拉克戰爭人員傷亡情況標註於地圖，

密布紅點多達39萬。)
 意料之外：胸部最大的是新疆女生
 QQ圈子把前女友推薦給未婚妻 (2012年3月騰訊推出QQ圈子)
 「魔鏡」預知石油市場走向 (蘇州國雲數據科技公司大數據可

視化產品)
 大數據與喬布斯癌症治療
 微軟大數據成功預測第86屆奧斯卡21項大獎

十個有趣的「大數據」
經典數據挖掘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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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啤酒、尿布、星期五
案例(2): 颶風、啤酒、草莓夾心酥

 購物車分析: 現在也普遍的存在於一般
電子商務中。這個尿布配啤酒也成了經典的
data mining 實例，經常被用來說明最基礎
且直觀的關聯法則(Association rule)演算法。

 Wal-Mart在全球超過200萬名員工，總共有110個超大型配送中
心，每天處理的資料量超過10億筆。

 Wal-Mart使用的Big Data模式，已經從「挖掘」顧客需求進展到
要能夠「創造」消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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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3): 醫療
 相信每個人都有過相同經驗，拖著不舒服的身子，在醫院等了將近一小時，

好不容易輪到你時，醫生只問了幾句話，就立刻開好處方籤叫你回家好好
休息。有時你不禁會懷疑，醫生真的可以在這麼短的時間內，診斷出我的
病因嗎？

 在美國，每年有超過150萬件醫療糾紛，絕大多數都因為醫師的診斷沒有
實證基礎。

Watson配備了 90 台 IBM Power 750 伺服器，能在 3 秒內處理
完等同於約 100 萬冊圖書的數據量(圖片來源：cnet)

 IBM推出華生(Watson) 機器人。華生運用大
量的臨床病例，可在短時間內分析可能的結果
，並協助醫生做出「治療建議」，大大減少醫
生疏忽的機會。

 華生不僅可以即時讓醫師參考診斷與治療方式
，針對可能的疾病做深入的問診，更可以有效
減少醫療糾紛，縮小判斷誤差。

http://www.clickforce.com.tw/news_clickforce_detail.php?id=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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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4):預測女生是否懷孕?
 美國的Target連鎖超市分析大量的顧客消費紀錄，

佐以其他個資，能推算哪些女客很可能懷孕了，
然後針對她們做個人化行銷。

 有次，一位中年男子怒氣沖沖跑到店裡，責問超
市竟然寄嬰兒用品優惠券給他的未成年女兒。

 但幾天後，本來要求超市道歉的他，卻反過來道
歉了，因為和女兒懇談後，他才知女兒真的懷孕
了 — 超市比他早知道。

 Target搜尋孕婦，可不只是為了賣尿片奶瓶這樣單純，而是行銷人員知道，從懷
孕中期開始，胎兒父母親原有的購物習慣會鬆動，易受行銷手法左右，如果這時
抓住他們，他們在未來幾年都會是絕佳主顧。

 資料的處理系統可能會自作聰明，錯誤解讀，而不利於當事人；又或者系統抓選
某些資料種類，只是因為它們較方便，而不是它們較重要，易犯見樹不見林的毛
病。巨量資料分析還在初期階段，將來的進展尚未可知，要冷靜省思科技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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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5): 2012年美國總統大選

歐巴馬競選團隊的工作情形。(圖片來源：《TIME》)

• 在2012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尋求連任，他的競選團隊花了
兩年的時間，蒐集分析資料:

• 競選團隊發現到，影星喬治克隆尼(George Clooney)對美
西40到49歲的女性，有非常巨大的吸引力，且他們是最有
可能為了與喬治克隆尼和歐巴馬共進晚餐，而自掏腰包的
族群。

• 同樣的在其他區域，也有發現某些族群喜歡名人、喜歡聚
餐，重要的是，他們願意掏出腰包來與他們的偶像共進晚
餐。

• 競選團隊舉辦了多場類似的募款餐會，為歐巴馬籌集到10
億美元的競選資金。

歐巴馬團隊能精準針對不同族群進行客製化募款並進行針對
性的發言。同時，歐巴馬團隊可對主要選區每晚模擬超過六
萬次選舉了解選情變動，投票前就對勝負有所把握。
隨後，這項技術也被用來預測選情，針對各州勝出的可能性，
分配適當的資源，最終歐巴馬獲得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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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6): 文字與語意分析
美國超級盃美式足球賽的廣告費，每 30 秒要價高達 400 萬美
金。但是對企業主來說，如何讓天價般的廣告支出發揮最大
效益？

IBM 為片商提供的語意分析工具，在 2012 年超級盃舉行前
一個月，就開始監測社交媒體對特定電影的討論，以每一分
鐘為單位，蒐集到計 11 億條推特推文、 570 萬篇部落格以及
論壇貼文、350 萬條相關訊息，擷取其中關鍵訊息，分析主
題，判斷網友意向，歸結出網友對電影預告片的看法與評價。

這些文字被擷取下來之後，首先會進行分類、統計，再與觀
眾性別、職業、是否為常上電影院或愛看漫畫等個人特質作
交叉分析。分析結果顯示，18% 的網友對《復仇者聯盟》正
向情緒，預告播出後甚至達到 35% 的高峰，一段時間以後也
一直維持在 18% 的水準，顯示這將近兩成的人有意願觀賞這
部電影。此外，《復仇者聯盟》相關討論多半集中在預告片
上，且壓倒性地給予正面評價，這意味著預告片拍得好，廣
告的播出十分有效。

果然，《復仇者聯盟》2012 年 5 月上片以後，美國本土首週
票房就達到兩億美金，幾乎追平製作成本；截至同年 9 月為
止，總票房達到 6 億 2 千多萬美金，成為世界電影史票房排
行榜第三名，僅次於《阿凡達》、《鐵達尼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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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7): 流行傳染病路徑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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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應用範例
 臺灣「e化天眼計劃」系統，在2013年八里雙屍案偵辦時、調閱警方與民政系統共305具監視器影像資料時間長達1個

月，將謝依涵、呂炳宏、張翠萍、陳進福等人的車輛軌跡與通聯紀錄輸入後、將零星、片段資料，分析影像、比對車號進行交
叉比對。鎖定死者失蹤前、屍體被發現後，失蹤當晚究竟是赴誰的約會？警方表示，「人證會有記憶上的遺漏或誤差」，但科
學辦案完全以證據說話。

 日本「N系統」（自動車ナンバー自動読取裝置），可以全年無休對道路上行駛的車輛牌照拍照存檔，記錄下
行駛的路線與時間。同時在資料庫中比對被通緝中嫌犯或竊贓車的車牌號碼，如果發現符合，該系統立即通知在外巡邏的警員
（配合攜帶式接收裝置），及時對該車輛進行欄截圍捕。另外、東京都警視廳也配合「3D臉部自動辨識系統」辨識人貌鑑定，
警察如需調查案情之時，就能夠調出資料庫資料，進行交叉比對，篩選出可疑的犯罪目標。

 預測爆發流感: 2009年Google工程師依據搜尋引擎的查詢資料，預測H1N1在美國冬天即將爆發流感，資訊速度比起聯邦
政府疾病管制局（CDC）提前。並且在《自然》期刊上發表「Detecting influenza epidemics using search engine query 
data（使用搜尋引擎查詢資料檢測流感疫情）」的文章。

 找出有致命危險的人孔蓋: 許多老舊的人孔蓋是不定時炸彈，但其中有些更容易闖禍，快速有效地尋找出它們悠關公
共安全；

 預測機票的價格: 這在美國已成了一個網站Farecast.com， 讓使用者可以依據機票浮動的機率決定是否下單，
Farecast.com後 來被微軟併購；

 規劃快遞的送貨路線: 尋找最少停停走走的路線，
以節約能量；

 防盜系統: 能從駕駛人的臀部 形態判斷是否為車主的
防盜系統，甚至還能判斷車主有沒有酒駕或打嗑睡……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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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領域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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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激烈

數據分析師David Robinson發現，川普發表祝賀內容時，是透過iPhone；而用來
抨擊選戰對手時，則是透過Android手機。到底川普個人推特推文的差異，從何而
來？這些推文是不是由他一個人包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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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時間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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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習慣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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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推文字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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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tidytext 當中的NRC Word-

Emotion Association辭典，數據分析

師將推文的用詞跟「積極、消極、憤怒、

期待、厭惡、恐懼、快樂、悲傷、驚訝、

信任」這十種情緒進行了關聯分析，結

果發現：

 Android手機的推文中(共4901個字)，

總共有321個字與「憤怒」的情感有關、

有207個字與「厭惡」的情緒有關。

 而透過Poisson test 分析後，更可明顯

發現Android手機的推文更喜歡使用強

烈情緒性的字眼，若透過95%信賴區間

來看，就能看出Android手機推文與

iPhone推文的不同。

情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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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川普個人推特帳號的單則推文中，
可能看不出個所以然。然而在大數據
的分析下，卻能很清楚看出脈絡。

 川普個人推特的推文，來自Android手
機的發文與來自iPhone的發文，明顯
是由不同人所寫，因為發推時間、推
文內容、標籤使用率、轉發方式都截
然不同。且來自Android手機的推文
也顯得更為激烈與消極。

 川普個人用來發推的行動裝置，就是
三星的Galaxy系列手機。基於上述分
析，幾乎可以確定來自Android手機的
推文是由川普本人所發；而來自
iPhone的推文，則應該是出於他助理
團隊之手。

總結: 川普推特誰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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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統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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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最性感的職業
 《哈佛商業評論》宣布，

「Data Scientist，數據科學家」
是二十一世紀最性感的職業。

 從計算機科學衍生而成，關鍵
在於成功管理數據。

 從學術邁向新職業，支撐海量
數據研究與應用。

 所謂數據科學家就是：運用數
據和科學，創造新東西的人

 統計知識 + 科學經驗 + 工程
經驗，成就性感數據科學家

http://techorange.com/2012/10/05/data-scientists-the-definition-of-sex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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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科學家

http://www.ithome.com.tw/news/109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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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科學家

Source: https://www.springboard.com/blog/data-science-career-paths-different-roles-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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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分析領域包含 5 個關鍵職務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2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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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ing a Data Scientist –
Curriculum via Metromap 

1. Fundamentals

2. Statistics

3. Programming

4. Machine 

Learning

5. Text Mining /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6. Data 

Visualization

7. Big Data

8. Data Ingestion

9. Data Munging

10. Toolbox

http://nirvacana.com/thoughts/becoming-a-data-scient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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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ata Skills to Get You Hired

http://blog.udacity.com/2014/11/data-science-job-skills.html

4 Types of 
Data Scienc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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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料科學系所及學程

http://foundation.datasci.tw/academy_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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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資料科學年會

http://foundation.datasci.tw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datasci.tw/

https://www.facebook.com/twdsco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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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陳昇瑋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所有科學都是資料科學。
世界上有什麼科學是不用資料
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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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下一場的科學革命

"只要有米倉，就會有老鼠；
只要有數據，就會發展處理數據的方法。" (趙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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