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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姓名 單位 部門 職稱 論文題目

1 李茂森
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教授

A method for generating discrete analogues of continuous 

distributions

2 陳毅恆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教授

On recent developments of nonstationary and long-

memory time series

3 蔡世增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Business 

Analytics
無

Bayesian analysis of stochastic volatility model and 

quantile regression using asymmetric Laplace error via 

uniform scale-mixtures

4 謝淑惠 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
助研究員

5 林文昌 中央研究院
生物醫學科學研

究所
研究員

Bioinformatic discovery of microRNAs and their 

expression in human gastric cancers

6 李克昭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院士

7 趙民德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退休研究員

8 黃景祥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9 李隆安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0 杜憶萍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 One learning experience-about scientific writing

2. A dimension reduction algorithm and its application on 

Cryo-EM images

11 姚怡慶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2 陳君厚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Matrix visualization for high-dimensional data with a 

cartography link

13 陳珍信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4 陳素雲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On the distribution theory for probabilistic multilinear 

PCA

15 程爾觀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Information identity and applications

16 黃信誠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7 銀慶剛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18 謝叔蓉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員
Uncovering synthetic lethal interactions for colorectal 

cancer therapeutics via an integrated approach

19 楊欣洲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The DAO  gene is associated with schizophrenia and 

interacts with other genes in the Taiwan Han Chinese 

population

20 蔡恆修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Non-causal non-normal bivariate time series modeling, 

with an application to river bank erosion assessment

21 蔡風順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副研究員

22 陳定立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Image registration

23 陳璿宇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Whole genome sequencing approach to identify rare allele 

and risk of lung adenocarcinoma

24 彭健育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Doubling burn-in policy with applications to degradation 

data

25 楊振翔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Impact of genetic dynamics and single-cell heterogeneity 

on development of nonstandard personalized medicine 

strategies for cancer

26 潘建興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A systematic approac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finitive 

screening designs

27 蔡志鑫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助研究員
Source density driven fast independent component 

approach for EEG recordings analysis

第二十二屆南區統計研討會與會人員名單



第 2 頁

編號 姓名 單位 部門 職稱 論文題目

28 田銀錦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Exploratory data analysis of interval-valued symbolic data 

with matrix visualization

29 沈仲維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Model selection for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accommodating dropout missingness

30 林孟樺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Doubly constrained factor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31 張志浩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Asymptotic theory for geostatistical regression model 

selection

32 許根寧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33 許湘伶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Simultaneous selection of designs and models for optimal 

forecasting in possibly misspecified regression models

34 許嫚荏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35 陳家正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The integrated approach to uncover synthetic lethal 

interactions for lung cancer patients

36 顏佐榕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Grouped variable selection via nested spike and slab priors

37 石佳鑫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38 林坤宏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39 曾聖澧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40 劉佳柔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A robust re-rank approach for feature sele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ooling-based GWA studies

41 謝岱霓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研究助理

42 林晏如 中央研究院 統計科學研究所 行政助理

43 周雨田 中央研究院 經濟研究所 研究員
Estimating approximate factor models with jumps via the 

shrinkage method

44 姜祖恕 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45 吳聲志 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Attaining the optimal Gaussian diffusion acceleration

46 陳仕偉 中原大學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
教授

Are structural breaks and non-linearity essential to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 sustainability? Evidence from the G-7 

countries

47 吳建華 中原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A novel estimator for incremental cost-effectiveness ratio 

based on number needed to treat

48 李仁佑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統計中心 博士後研究
A powerful association test of rare variants using a 

random-effects model

49 廖佳慧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統計研究所 碩士生

50 廖冠焯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統計研究所 碩士生

51 羅琪 中華大學 餐旅管理學系 副教授
配對比較模式的研究-以美國職棒大聯盟的排序為

例

52 蘇志成
中華民國陸軍軍官

學校
管理科學系 副教授

53 李勝輝 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秘書處 秘書長

54 李宜璇 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無 專員

55 莊惟茵 中華資料採礦協會 無 專員

56 陳明坤
日月光半導體製造

股份有限公司
測試研發 主任工程師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copper electrofroming for the fine-

pitch 3D packaing applications

57 蔣雅禎 台達電子 SIBD 工程師

58 林億雄 台灣首府大學
健康與美容事業

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The choice of prior to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for fitting 

topic models

59 陳正道 亞東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
講師 大台北地區醫療產業員工工作士氣之研究

60 林惠文 東吳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Association study between herpes zoster and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 cohort stud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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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鄭宏文 東吳大學
財務工程與精算

數學系
助理教授

62 王凱立 東海大學 財務金融系 教授
A study of the dynamic relations between international 

investor sentiment and market returns

63 呂恒輝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An adaptive estimation method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functional response data

64 俞一唐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Skew normal degradation models: a Bayesian approach

65 張玉媚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66 劉冠暐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67 饒國煜 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68 林長輝 信弘股份有限公司 業務部 經理

69 陳嘉民 南華大學 自然醫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Adaptive two-stage design for two-arm in phase II clinical 

trials

70 艾雪芳
建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研發部 工程師

71 洪哲裕

美商史丹索特股份

有限公司台灣分公

司

無 總經理 Better productivity through data analysis

72 魏培峰
特力屋股份有限公

司
CRM 主任

73 黃提源 真理大學 統計與精算學系 教授

74 張弘
財團法人張文豹文

教基金會
無 董事長

75 蔡維哲 國立中山大學 財務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The impact of derivatives hedging on stock market: 

evidence from Taiwan covered warrants market

76 溫朝凱 國立中山大學 通訊工程研究所 副教授
Applications of large-dimensional random matrix methods 

i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77 蔣依吾 國立中山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 教授 Why statistics plays an important part in my research

78 張福春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79 郭美惠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Uplink received signal’s moments based on a geometric 

model

80 羅夢娜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81 張中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Simultaneous confidence band for functional data

82 陳美如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83 邱海唐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生

84 袁子倫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生

85 黃世豪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生
Robust designs for probability estimation in binary 

response experiments

86 鄭文豪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生

87 王郁仁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有關利用台灣運動彩劵資料對美國職棒勝負預測之

統計分析

88 余玉純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89 吳惠珊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0 李泓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Control charts for integer-valued time series models with 

overdispersion

91 林育名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2 林政衛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台彩賓果遊戲之公正性探討

93 洪夢寰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多線性主成分分析下使用邏輯斯迴歸及 KNN演算法

之區別分析比較-左心室心臟超音波資料之實證研究

94 張玉清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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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張惠雯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6 陳威安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7 陳柏政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8 陳敬汶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99 陳漢維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00 黃玉潔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細懸浮微粒濃度資料之可靠度及趨勢分析

101 黃振風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alignment and performance for chip-

to-chip communication

102 黃凱弘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03 黃煥榮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統計分析在卵巢癌之研究

104 黃鼎皓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探討矩陣迴文的機率分佈

105 楊亞叡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06 林靖宜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07 劉宗宜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On the cover time of a simple random walk

108 劉瑋毅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主成分與多線性主成分因素分析分類效果之比較-左

心室心臟超音波資料之實證研究

109 蔡沛洵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A study on integer-valued time series models with 

overdispersion

110 蔡博任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11 盧梓璇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12 鍾盈婕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113 鍾毓哲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存活分析在卵巢癌上的應用

114 陳鈺偉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大學生

115 高志明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教授

116 楊宗翰 國立中山大學 環境工程研究所 博士生 多變量統計法應用環境地下水質特性之研究

117 高櫻芬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Trading activities and price discovery in foreign currency 

futures markets

118 黃泓人 國立中央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On efficiency of S&P 500 option market: testing 

martingale property of forward variances with the spectral 

density method

119 陳玉英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教授

120 傅承德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教授

121 鄒宗山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教授

122 江村剛志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Gene selection for survival data under dependent 

censoring, a copula-based approach

123 鄧惠文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助理教授 State Price Densities implied from weather derivatives

124 王義富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Bayesian model selection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 application to a longitudinal myopia trial

125 陳穎頻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博士生
Nonstationary spatial covariance estimation using 

penalized likelihood

126 蕭維政 國立中央大學 統計研究所 博士生

127 胡浩鈞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碩士生

128 江韋德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29 吳凱庭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0 呂明蒔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1 李奇謀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2 李雅筑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3 李蕓珊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4 柯政言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5 張志銘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第 5 頁

編號 姓名 單位 部門 職稱 論文題目

136 張珮嫚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7 張媛婷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8 許家豪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39 許量凱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40 陳永諭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41 蕭淑婷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42 蘇博彥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碩士生

143 史玉山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Tree-structured model for rank data

144 林宗儀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mixtures of skew 

Student-t-normal distributions and applications

145 黃文瀚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146 吳宏達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副教授

147 沈宗荏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副教授
Estimation of Shannon’s diversity index in a finite 

population

148 林長鋆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Genotype copy number variations using Gaussian mixture 

models

149 林柔孝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150 林逸輝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探討K最近鄰居法及隨機投影法對中文單音辨識之

影響

151 張芝瑄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二階層之動態規劃演算法快速估計改變點位置於簡

單線性迴歸模型

152 劉懿宸 國立中興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利用子母音之部分共同向量法於中文單音之辨識

153 陳鵬文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154 洪志真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Distribution-free profile monitoring schemes

155 黃冠華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Genotype imputation accuracy with different reference 

panels in admixed populations

156 盧鴻興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157 鄭清仁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158 簡莉珠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後研究
Multipoint linkage disequilibrium mapping for multiple 

causative loci of complex disease

159 王文廷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160 謝宛茹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Investigating tissue-specificity of microRNAs based on 

experimental miRNA-target interactions and expression 

profiles in human cancer tissues

161 魏裕中 國立交通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A robust Bayesian procedure for detecting copy number 

variations from sequencing read depths

162 陳伯寧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教授 Information spectrum analysis in communications

163 任眉眉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164 吳鐵肩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Root n  estimates of vectors of integrated  density partial 

derivative functionals

165 潘浙楠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166 温敏杰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167 馬瀰嘉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運用健保資料庫探討肺癌手術後復發之機率

168 陳瑞彬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Particle swarm stepwise (PaSS) algorithm for variable 

selection

169 鄭順林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Reliability assessments with restricted degradation 

measurements

170 李國榮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An event-related fMRI study of inhibitory control

171 張升懋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Bayesian variable selections for probit model with 

componentwise gibbs sampl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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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許志遠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博士生

173 游惠群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博士生

174 何啟舜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75 宋碧樺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76 林盈樺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77 林貞妤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78 林振宇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79 林國偉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0 張家華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1 張惇皓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2 陳宜莉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3 陳柔安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4 陳新杰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5 陳慶全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6 傅寶萱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7 黃冠禎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8 黃復鈞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89 董恒志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0 歐思辰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1 潘彥龍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2 蔡明軒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3 蔡琬慈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4 蔡椿𩃀𩃀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5 賴冠瑜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6 錢柏維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7 蘇哲宇 國立成功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198 林立祥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大學生

199 蘇偉宏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大學生

200 李文智 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工程學系 教授

201 林金龍 國立東華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教授

202 曹振海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203 曾玉玲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204 吳韋瑩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Estimation of smoothness of a stationary Gaussian random 

field

205
Samsul 

Anwar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06 李俋青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07 房雨蓉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08 林孟緯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09 洪斌哲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A comparison of random average regression methods

210 張惠雯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11 許柔樺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12 陳建宏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13 陳思卉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14 陳昱辰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A new testing idea for Behrens-Fisher problem under 

normal and two-parameter exponential models

215 曾祥恩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16 黃莉雅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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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鄭群蓉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Midi Query-by-Humming: a Jigsaw matching approach

218 沈睿謙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大學生

219 陳紜淯 國立東華大學 應用數學系 大學生

220 洪宗乾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助理教授

221 曾偉鈞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碩士生 對稱分歧法在基因比對上之探討

222 李易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大學生
因子數量大於實驗處理數量時的模型建立方法-以肥

料混和問題為例

223 陳瑞仁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

系
教授

224 湯平貴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

系
博士生 應用多變量統計方法探討東港溪水質特性

225 陳佑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環境工程與科學

系
碩士生

226 林士貴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副教授
The valuation of catastrophe equity puts in GARCH 

model with stochastic intensity of global warming

227 莊明哲 國立政治大學 金融學系 博士生

228 翁久幸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229 鄭宗記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230 黃子銘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Regression splines: an average approach

231 姜志銘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Quasi-Bayes methods for categorical data under 

informative censoring

232 蔡明憲 國立高雄大學 金融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Pricing a defaultable bond using Lévy model

233 俞淑惠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副教授

234 郭錕霖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235 黃錦輝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236 朱基祥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Bayesian sparse group selection

237 李虹儒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238 田世州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39 呂思萱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具稀疏風險因子之套利定價模型與傳統定價模型之

比較

240 辛秋慧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41 林慈雍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42 林曉祺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Optimal portfolio selection with spectral risk measure 

under AR(1) – copula model

243 倪季平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44 翁碩妤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45 張巧柔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最佳動態投資策略及其效用函數之分析與比較

246 張耿睿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47 張觀洋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投資策略表現與轉移矩陣關聯性分析

248 曾婉芸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條件常態分佈模型之相容性探討

249 黃怡萱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50 黃龍格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A study on selection schemes of co-integrated assets for 

pairs trading

251 蔡展伊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A comparison study on hedging methods of barrier options

252 盧建弘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53 戴章庭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高維離散型資料之K樣本檢定

254 簡暐庭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55 嚴君萍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吉氏取樣的彈性應用

256 吳蘭屏 國立高雄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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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黃文璋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258 黃士峰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Efficient importance sampling for conditional tail 

expectation

259 劉欽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A simple framework for complex networks

260 余佳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專任助理

261 張雲清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62 于鴻福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

大學
企業管理研究所 教授

Estimation for lognormal distributions with type II highly 

censored data

263 劉容慈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資訊與結構

生物研究所
博士生

264 黃禮珊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教授

265 鄭又仁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with length-biased 

data

266 王价輝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Penalized likelihood approach to variable selection for 

Cox’s regression model under nested case-control 

sampling

267 陳孜圩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268 謝宗震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博士生 Rarefaction and extrapolation with phylogenetic diversity

269 王宜婷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70 宋培源 國立清華大學 統計學研究所 碩士生

271 張艮輝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環境與安全衛生

工程系
教授 空氣中懸浮微粒模擬與監測資料之比較分析

272 張延彰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273 朱偉豪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74 解荀翰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275 連怡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教授 健保資料在環境醫學研究上之限制與應用

276 鄭宗琳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教授
On the ruin time for risk reserve processes with heavy-

tailed claims

277 陳春樹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副教授
Model combination for geostatistics using a SURE 

criterion

278 蔡秒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副教授
Bayesian variable selection for genetic association in case-

control studies after accounting for population 

stratification

279 林彥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0 林皓鈞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1 黃孟凡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veraging for rare events data

282 黃忠斌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3 黃景麟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4 楊書瑀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5 溫怡然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6 廖文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287 鄭敬霖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統計資訊研究所 碩士生
Comparison of Bayesian variable selection methods for 

genetic data from different populations

288 蕭守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教授

289 李信宏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多向度測驗等化及試題參數估計

290 王正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博士生

291 李重毅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博士生

292 林奕伸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博士生

293 楊洪鼎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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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4 吳制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碩士生

295 林涖晨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碩士生 On the dice with fair sums

296 陳昆賜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數學系 碩士生

297 胡毓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教授

298 陳珮芬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 副教授
U.S. fiscal sustainability and the government expenditure-

revenue nexus: a new approach based on quantile 

cointegration

299 欉清全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經濟學系 教授
Unit root testing with covariates under structural breaks 

and asymmetric nonlinearity

300 劉維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教育測驗統計研

究所
博士生

應用理想灰關聯分析法在數學測驗迷思區的評估模

式

301 黃怡婷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A novel parametric test for testing two area under the 

ROC curves based on paired data

302 王鴻龍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303 林定香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304 許玉雪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305 蔡旻曉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副教授

306 白惠明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Accelerating diffusions on manifolds

307 黃佳慧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308 蘇南誠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A study of generalized normal distributions

309 王羿雯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10 王詩惠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飼料玉米價格之預測-單變量與多變量時間數列模型

之比較分析

311 王筱涵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12 江文楷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大量資料遺失情形下缺失資料處理方法效用之研究-

以「青少年家庭中的親職壓力與親子衝突」研究資

料為例

313 巫品秀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評估以參數方式建構兩種診斷試劑準確度檢定

314 李怡嬌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頭頸癌患者放射線治療對產生口乾症分析-以臺灣某

教學醫院資料為例

315 汪家安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亞洲主要城市不動產價格下方風險之分析

316 林佑駿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An extension of skew-t distribution

317 林昆賢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18 林彥誠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混合型指數跳躍擴散模型下雙界限選擇權之定價

319 林書揚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20 洪進興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多元跳躍模型在金融資產之應用

321 徐小鈞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多點膨脹截斷卜瓦松迴歸模型

322 高世穎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23 張巧薇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探討具狀態轉換之避險模型最小變異避險比率的避

險績效

324 陳政謙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以空間模型探討失能人口分佈情況-以台北市為例

325 陳昭妤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抽樣調查資料的樣本加權方法及其估計式之比較分

析

326 陳柏彰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27 陳瑜希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28 馮依琳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29 黃思齊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30 葉茗宏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身心障礙人力資源需求之空間異質性因素探討-以台

北市為例

331 葉麗芬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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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董子萍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評估比較 2 種診斷試劑準確性的無母數檢定之表現

333 廖志峰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兩波成對資料之缺失資料處理方法對交叉延宕分析

影響之研究-以「自我決定歷程與愛情依戀對約會施

暴行為之影響」研究資料為例

334 劉亭萱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35 潘奕涵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極值理論與關聯結構在國際股票市場間分散化的應

用

336 蔡宛蓉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37 鄭至展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Augmented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ion for 

missing covariates in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338 謝亞芝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具狀態轉換之類股與加權指數之誤差修正模型

339 謝尚均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40 鍾國仁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41 簡克融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42 蘇育臣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43 楊鎮熒 國立臺北大學 統計學系 大學生

344 溫在弘 國立臺灣大學
地理環境資源學

系
助理教授

Tracking dynamics of spatial-temporal clustering of 

infectious diseases

345 洪弘 國立臺灣大學
流行病學與預防

醫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Detection of gene-gene interactions using multistage 

sparse and low-rank regression

346 江文意 國立臺灣大學
理學院空間資訊

研究中心
助理研究員 社會經濟統計地理資訊之應用

347 劉力瑜 國立臺灣大學 農藝學系 助理教授
Identifying gene regulatory events using the coefficient of 

intrinsic dependence

348 陳宏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349 鄭明燕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Local linear regression on manifolds and its geometric 

interpretation

350 陳宥任 國立臺灣大學 數學系 碩士生
Piecewise elliptical classification based on bregman 

matrix divergence

351 繆維中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研究所 副教授
Option pricing under a jump-diffusion model with  

autoregressive jump structure

352 張耀升 國家衛生研究院
神經及精神醫學

研究中心
研究助理

Comparing multiple testing correction methods between 

two softwares for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association analyses. Using OPRD1 and diastolic blood 

pressure in methadone maintenance patients as an example

353 蕭金福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研究員
Use of Bayesian approach to design and evaluation of 

bridging studies

354 林培生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副研究員
Assessing the relationship of evolutionary rates and 

functional variables by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for mixture distribution

355 陳主智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副研究員
A two-dimensional multistate Markov model with 

application for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stroke recurrence

356 鄒小蕙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副研究員
Assessing biosimilarity of following-on biologics based on 

a tolerance interval approach

357 李全濱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博士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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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8 陳秀雯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博士後研究
On use of desirability functions to measure patients’ 
disease improvement in a longitudinal study

359 龔一鴻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博士後研究

360 李曉芬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研究助理

361 郭書甫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研究助理

362 蔡欣霓 國家衛生研究院

群體健康科學研

究所生物統計與

生物資訊研究組

研究助理

363 張憶壽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癌症研究所 研究員
A Bayesian approach to genome-wide genetic association 

studies with survival time as outcome

364 王仁和 淡江大學 財務金融學系 助理教授
Efficient importance sampling for rare event simulation 

with applications

365 蔡宗儒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366 張雅梅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Estimating abundance from presence-absence maps using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367 林俊廷 淡江大學 統計學系 大學生

368 吳漢銘 淡江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A comparison of four methods for sliced inverse 

regression of interval-valued data

369 黃逸輝 淡江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The extensively corrected score for the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s  with measurement errors

370 蔡志群 淡江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Optimal design for accelerated destructive degradation 

tests

371 陳飛穎 淡江大學 數學系 博士生

372 李燊銘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A new randomized response model for multiple sensitive 

attributes

373 陳婉淑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教授

374 蔡欣甫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助理教授 Maximally robust designs for two-level main-effect plans

375 陳淑瑜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博士生
Bayesian unit root tests of nonlinear time series models 

with heteroskedasticity

376 王耀霆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77 周鈺茹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探討推廣閱讀活動與大學圖書館的關係-以逢甲大學

為例

378 翁美娟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79 莊皓凱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探討貝氏網路與NBA戰績預測的關係

380 陳政逸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探討球員表現指標與NBA戰績預測的關係

381 楊烱男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82 謝易修 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碩士生

383 林彩玉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384 張文軒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成本效果接受機率之區間估計

385 黃意婷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生 利用廣義p 值檢定兩組成本效果比值之差異

386 黃有榕 義守大學 電子工程學系 教授

387 陳泰賓 義守大學
醫學影像暨放射

科學系
副教授

Segmentation of 3D microPET images of the rat brain via 

the HGMM with K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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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8 陳俞成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醫務管理系 副教授

389 羅綸謙 彰化基督教醫院 中醫部 主任 統計與中醫

390 黃宏宇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心理與諮商學系 助理教授
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s for higher-order latent traits 

and multilevel data

391 王美娟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臺灣與其他國家國小統計課程的比較

392 侯藹玲 輔仁大學 生命科學系 助理教授

393 謝邦昌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教授
在大數據、 雲計算、商業智慧及資料採礦平台下統

計的前沿及未來

394 詹曉琳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副教授

395 盧宏益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Application of generalized sequential probability ratio test 

to ranking evaluation

396 李緯綱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397 李曄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398 林柏村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攝護腺肥大症狀評估表-WINF評分表之改進與驗證

研究

399 紀懿芳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資料採礦技術應用於肺癌患者之基因篩選及生活因

素探討

400 曹維軒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401 陳佳怡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利用資料採礦技術於巴金森氏症之微陣列基因篩選

402 陳裕菘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運用文字探勘與資料採礦技術建立匯率預測模型-以

人民幣兌新臺幣為例

403 趙晧恩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404 蔡依樺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由資料採礦技術探討微陣列資料於結腸癌之基因篩

選

405 賴品如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用資料採礦分析數位落差及改善數位落差之雲端平

台建立之探析

406 謝宛珊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407 簡孝竑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碩士生 基於雲端運算架構建立資料採礦分析平台

408 吳怡臻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409 李佳欣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利用資料採礦工具建構健康檢查與生活習慣資料中

疾病預測模式之研究-以高血壓為例

410 李曉瑜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411 高翊瑋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412 許曉雯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413 廖子涵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414 賴世杰 輔仁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大學生
多層面Rasch模式應用於大學個人申請入學評分之研

究

415 陳隆奇 輔仁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Critical two-point functions for long-range self-avoiding 

walk in high dimensions

416 何秀榮 輔仁大學 醫學系 博士後研究

Association between nucleoside analogues and risk of 

hepatitis B virus-related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recurrence following liver resection: a nationwide 

population-based study in Taiwan

417 李御賢 銘傳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教授
使用病例及其父母共三人的TRIO affymetrix SNP晶片

分析人類染色體結構

418 高菲菲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

系
助理教授

419 陳意婷 銘傳大學
應用統計資訊學

系
碩士生 兩階層式調查方法

420 陳世傑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 助理教授
Checking compatibility of discrete conditional distribution 

by graph-theoretic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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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陳瓊梅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助理教授
Analysis of multivariate current status data with dependent 

censoring

422
Hsih-Chia 

Hsieh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無 Financing, optimal regulation, and test statistics

423 萬淑美 龍華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 副教授

424 陳武強 蘭陽技術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數

學組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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