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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一.籌備於102年8月至103年5月
二.於103年5月正式成立。
三.本中心主要任務：
1. 負責本校生物統計相關課程之規劃及教學協助。

2. 接受學校及其所有附屬醫院內相關單位之人員有關生物統
計分析方法理論及應用方面的諮詢及協助。

3. 協助生物及醫學相關資料庫分析與研究工作。

4. 發展本校生物統計之學術及推廣工作。

壹、中心簡介



貳、主要業務



預約資訊 時間 聯絡窗口

個

人

預

約

北醫教職員及
學生

每週固定開放兩個時段

星期二下午13:00 ~ 15:00
星期四上午10:00 ~ 12:00
地點：醫管系會議室

張葦憶

Tel : 2737‐1661 #8679

醫

院

駐

點

服

務

北醫附設醫院
10/01、10/13 下午14:00‐17:00
11/05、11/17 下午14:00‐17:00

徐憶驊

Tel：2737‐2181 #3749

萬芳醫院 請洽醫院之教研部
李宜芳

Tel：2930‐7930 #7207

雙和醫院 每週二上午8:30‐11:30
每週三下午14:00‐17:00

張天中

Tel：2249‐0088 #8861

醫院駐點服務若有異動，請依教研部公告為主，欲預約者，請洽各醫院之教研部。

一、服務
統計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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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

有任何統計相關問題，都歡迎各位與生統中心聯繫唷
02‐27363‐1661轉8679張秘書



台北醫學大學 生物統計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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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醫 附醫 萬芳 雙和

105/01‐105/9 160 40 57 52

一、服務
北醫諮詢人數

105/1 105/2 105/3 105/4 105/5 105/6 105/7 105/8 105/9
北醫 21 20 29 31 15 13 11 14 6
附醫 2 5 3 10 2 3 2 1
雙和 4 5 7 10 13 11 2 9 9
萬芳 3 2 2 8 2 5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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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
演講及教育訓練
不定期舉辦專題演講及教育訓練，活動訊息將公布於生統中心
網站：http://biostat.tmu.edu.tw/

癌症藥品臨床試驗暑期研習會

Statistics and Data Science in Big Data

文字挖掘在各領域的應用

在臨床試驗中期之分析與數據監測



一、服務

內容

1.統計方法專欄

2.統計軟體教學

3.諮詢服務與近期活動

4.生物統計研究中心活動剪影

生統e報
• 生物統計知識及統計軟體應用專業電子報，為學習生統知

識、統計軟體應用、研究方面之參考資料。

• 定期於2個月出刊一期，目前已有14期



一、服務
平台設計

網頁 名稱 效果

網址：http://biostat.tmu.edu.tw/iclinical/

臨床試驗平台

iClinical 已於10月上線

網址：http://biostat.tmu.edu.tw/esystem/index.php

學習成效
評估系統
I-SCORE

 會員數量528人
 題庫數量182題
 測驗次數2079次



13

臺灣健保資料全檔Dry Lab運作狀況
105/01‐105/09

使用時數 1818小時

說明 時間 參與人數 合作對象

應用健保資料庫之醫學研
究聯合會議

1次/1月 26人 一校三院及
癌症中心

自體免疫疾病之相關健保
資料庫分析

1次/1月 5人 北醫、雙和
風濕免疫科

小兒核心研究團隊 1次/2週 8人 北醫醫學院

腎臟研究團隊 1次/1月 約4人 雙和腎臟科

腦癌研究團隊 1次/1週 約8人 附醫神經外科

急重症會議 1次/每月 13人 萬芳外傷急症
外科

癌症 研究中心計畫 1次/3月 約40人 附醫癌症中心

專案會議

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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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產出 104 105/1‐7

篇數 10篇 13篇 5篇

二、研究
統計論文數量



課程特色--生統整合課程

1. 分析方法的介紹盡量由解決實際問題的需求出發，強調應用目的。

2. 用平易的文字敘述分析方法及要解決的問題，減少公式推導, 避開學

統計和學數學沒兩樣的誤會。

3. 介紹雲端資料分析及導引系統 (R-web)，在雲端軟體的時代，生物統

計的分析可以在方法上多講究，不必花費太多時間和心力在處理計算

的問題。

4. 用淺顯易懂的字介紹一些過去教科書沒教但現代醫藥研究上常用的分

析方法，例如：存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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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學



三、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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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課程上課章節

第一章 描述資料特徵的統計量及圖表
第二章 基礎機率及抽樣分配
第三章 估計及假設檢定
第四章 單樣本及雙樣本檢定
第五章 平均數檢定：多組樣本
第六章 兩個類別變數之檢定
第七章 相關和線性迴歸分析
第八章 相關和邏輯斯迴歸分析
第九章 多變項迴歸分析
第十章 存活資料分析
第十一章 檢定力及樣本數
第十二章 調查研究

學系

學年度
醫學系

高齡健康管
理學系

藥學系
護理
學系

牙體技
術學系

104學年度 158人 51人 180人 63人 45人



資料分析競賽

藉由讓同學自由發揮作
答，加強資料分析的經
驗。

三、教學



此學期相關活動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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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別 名稱 預計時間

教育訓練

iClinical 規劃中

iSCORE 規劃中

分析工具(R‐Web、SAS、SPSS、R) 規劃中

臨床常見的統計方法‐附醫 105/10/13

投稿時常見的統計錯誤‐附醫 105/12/13

講座 臨床試驗講座 106/01

我們會不定期辦理相關教育訓練及演講活動，敬請期待～
相關資訊請洽http://biostat.tmu.edu.tw/



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