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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函

　　近年來資料科學已成為最熱門的科技趨勢，並成為解決企業新一代商業模式的最佳

方法。立基於統計分析方法的機器學習理論，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從財經產業 Fintech 應
用之理財機器人、網路下單/理財、信用評等等分析；到消費性產業的客戶消費行為；以
及航太及車輛產業的自主式載具之知覺資料分析，到工業 4.0 的工廠機台資料進行預測性
的維護與工業物聯網等，都脫離不了資料科學的應用。 
　　成為一個炙手可熱的資料科學人才其實並不是念理工科的專利，就讀商管學院的人

員具有專業知識的優勢，單看是否有適合的工具將想法實踐於資料科學分析上。MATLAB 
過去近三十五年來，不僅是工學院及資電學院專業人才的必用工具，十幾年來在全球財

務金融及商管的應用，普遍被各國央行、跨國性金控、投資及顧問等公司廣泛用在財務

模型、資料運算、演算法交易、計量風風險、理財機器人等。但是對商管學院的學生而

言，聽到撰寫程式，心中總自然就浮現了難如登天的印象，其實 MATLAB 是一套功能齊
全、但卻非常容易學習與操作的程式語言，國外自青少年時期便開始使用的案例也不勝

枚舉，目前全球已有超過 175 個國家以及 200 萬的工程師與科學家們，使用 MATLAB 環
境解決其於數學、統計、工程、研發等資料運算及設計發展等問題。問題在於是否有良

師善於引導、並開始學習的第一步，一旦開始，一定會了解為何全球企業及科學家使用 
MATLAB 作為科學運算及資料分析的最佳工具了！ 
　　汪老師累積了數十數年的教學經驗，將看來枯燥的統計數學轉化成實驗形式，透過

實作加速理解，一步一步帶領沒有程式撰寫經驗讀者了解數學原理及眾多統計方法，突

破往常統計教學的嶄新方法，能紮實地為新學習者打穩基礎，也很容易能延伸去發展多

元的應用。而對於已經學習過 MATLAB 的讀者而言，此書是您跨入資料科學領域資料解
析技術的入門磚，透過國內少有的教授方式搭配練習題，讀者就能輕鬆學習，並在最短

時間內即能上手一窺統計及資料科學的堂奧。 
　　鈦思科技在國內推廣 MATLAB 二十年，成功推廣至國內龐大的產業研發製造及學界
的研究，深感 MATLAB 的系統發展環境與運算及繪圖能力愈形強大，新版 MATLAB 不斷
引領全球最新趨勢及科技，近來年在深度學習、金融科技、物聯網、機器學習、大數據

及物聯網等應用獲得眾多推崇，未來會有更多專業工具箱與整合解決應用方案的推出，

定能協助研發者提高產業的競爭優勢。 
　　身為鈦思科技總經理，欣聞汪老師願意不藏私分享教學心得出書，本人極為樂意推

薦給大家，相信大家一定能夠受益匪淺，在新時代的科技洪流中站穩腳步。 

鈦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申強華

  2017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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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序

　　本書內容源自筆者在大學教授「統計計算」課程的講義。自己寫講義，無非是市面

上沒有合適的書能滿足筆者對這門課的想法。十多年下來，從輔助上課的講義，到逐漸

修訂並擴增內容與範圍，最後以主題型態寫成一篇篇的講義文章，放在網路上供學生及

有興趣的學者自行閱讀。

　　我的想法是以數學實驗室的概念出發，透過電腦程式設計，重建數學與應用科學的

學理，譬如在統計、機率、線性代數等數學相關的學門。這一切都是拜電腦科技進步之

賜，在軟、硬體方面都提供了足夠的實驗設備，幫助學習者動手做數學實驗。讓原本令

人卻步、偏重理論的課程變得有趣，因為透過實驗觀察，也能理解數學。讓數學不是很

頂尖的學生也能從事與數學相關的工作，譬如人工智慧 (AI)、機器學習、深度學習、金

融科技 (FinTech) 等具時代性的領域。

　　實驗是具象的操作與觀察，學理是抽象的閱讀與理解；從具象理解抽象，從抽象解

讀具象，也就是實驗 (程式設計) 與學理 (數學原理) 互為表裡、彼此幫襯、與時俱進。這

是時代的優勢，在三十多年前還看不到，年輕學子應趁勢而為，抓住時機開創大時代。

　　本書從講義變成一本書，是東華書局張振楓先生牽線促成。期間鈦思科技提供新版 

MATLAB 軟體供筆者測試使用，才能與時並進的提供最新的軟體功能。十多年來，上過

我的「統計計算」課程的學生，在互動的過程中給了我信心，相信以程式實驗帶領的學

習過程是肯定並令人驚喜的。一併感謝他們。

汪群超
2017 年 9 月於三峽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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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 2005 年未曾出版的序：
程式設計的觀念

　　教學七年了，這本講義也用了三年。其間經過多次的修改，不管擴編還是刪減，多半

是依據上課時學生的反應而來。這本講義其實很多地方寫得不夠詳細，本想進一步將所有

細節完整呈現，成為一本書。但幾經思量，仍維持原貌，原因是太詳細的內容會養成學生

的依賴心，喪失原先期望學生自己去補足不清楚、不詳細的部分。希望學生藉著這門課拾

回過去學得不清不楚的微積分、統計學、機率與線性代數。

　　這本講義企圖將數學原理以電腦數據圖表的方式呈現出來，再要求同學以文字圖案呈

現出其間的條理，這樣的訓練是現今大學生十分欠缺的。說穿了就是「表達的能力」的培

養。這可不是說、學、逗、唱之類的表達，而是一種試圖將不易說清楚或難以理解的東

西，透過文字、圖表或語言將它交代清楚。這樣的能力絕對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有了這項

「絕技」，大學畢業生不必急著說自己學非所用，有太多的事實證明，擁有絕佳的表達能

力，放諸四海都餓不著肚子。

　　表達能力的養成必須按部就班，一點都急不得。可惜的是，莘莘學子不是自作聰明，

便是固執己見，往往喜歡憑自己過去的經驗來解決未知的問題，缺乏耐心去熟練不熟悉的

工具，不願將專注力用在問題的觀察。學習過程像極蒙著雙眼亂砍、亂殺，到頭來學不到

東西還怪老師出太多怪怪的功課，既對升學沒有幫助，也無助以後做生意賺大錢，不多久

便放棄了，殊是可惜。

　　以寫作程式為例，每一種程式語言都有其語法規範，該怎麼寫？怎麼用？一點也馬虎

不得，連錯一點點都不行，沒得商量的。初學者往往輕忽之，不喜歡被「規範」束縛，不

顧老師一再地提醒，愛怎麼寫就怎麼寫，天才般地自行編撰起語法，結果當然是錯誤百

出，讓老師在一旁乾著急。更有甚之，錯了還不認帳，直呼語法太不人性化，不能隨意更

動，學它何用。

　　寫程式首要遵守語法教條，待熟悉語法規範之後，才能漸漸懂得運用，透過寫一些不

痛不癢的小程式，一方面熟悉語法，一方面體驗其威力。漸熟，才慢慢從觀察別人寫的

「模範程式」中，了解死的語言原來也能玩出活把戲，這才一步步進入寫作程式的精髓，

進一步玩出樂趣。這道理亙古不變，古今達人不管學習琴棋書畫，還是打、拿、摔、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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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藝，無不遵循這樣的哲理：1

能力未至不可變也、學識未敷不得變也、功侯未到不能變也。

學於師已窮其法，不可不變也、友古人已悉其意，不得不變也、師造化已盡其

理，不能不變也。

　　從「不可變」、「不得變」、「不能變」，到「不可不變」、「不得不變」、「不能

不變，」可以作為寫作程式的養成過程。學習之初應謹慎遵循所有的規範，一絲不苟，不

能濫用自己的小聰明亂抄捷徑。要聽話、要服從，將老師的交代與叮嚀當作聖旨般遵循，

務必做到。一段時日之後，犯錯越少，進步越多，自然而然當變則變，逐漸形成自己的風

格。

　　不能急，成就總在不知不覺中「被別人發現」，絕非刻意營造而能得。別人眼中看到

的成就，對自己而言永遠都是平常事而已，只不過在許多小地方比別人好一點點罷了。但

別小看這一點點，許許多多的一點點累積起來，那可有多少啊！

汪群超
2005 年 2 月於臺北大學

 1 摘自五絕奇人鄭曼青先生名著《曼髯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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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 2002 年實驗後的感想

　　如果學習數學相關的學科是痛苦的，那真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數學長久以來被「妖

魔」化了。在許多學生心中有一種無形的恐懼，甚至厭惡。有些人選擇提早擺脫數學的糾

纏，但有些人卻一直揮之不去，走到哪裡都會碰到數學，或與數學相關的領域。

　　逃避未必求得正果，逃避只是摀著眼睛假裝看不到，一切的逃避或美其名的以不感興

趣迴避，都是錯把數學當成表皮摻有農藥的蘋果。儘管知道裡面好吃，卻不敢去碰。但數

學能力對一個人的重要性不會因此消失，因為數學能力的展現不一定用來解決數學問題。

或許因為如此隱晦，才會引導學生對數學的學習做出零和的決定：學或不學，而且往往是

一輩子的賭注。

　　這本單元式的講義企圖挽回一般學生對數學莫名的恐懼，進而開始喜歡上它。不管你

以前多麼痛恨數學，從此刻起，不計前嫌地再一次面對數學。這次讓電腦來幫幫忙，透過

電腦程式的寫作去了解數學的內涵與精神。數學題材不在深，電腦程式不在精闢，一切都

是玩票的。學完後，你不會成為電腦程式專家，更不會變成數學家，但是你可能不再討厭

數學，且對電腦程式的運作有些概念。或許在不知不覺中，數學與電腦會激盪出你未來求

知求學的另一番憧憬。幾句話充作參考：

電腦來解決數學問題，比較輕易地化解對數學的厭惡與對電腦的恐懼。

電腦來解決數學問題，找不到答案也可以觀察到許多未知的領域。

電腦來解決數學問題，不知不覺中，觀察、解析問題的能力提昇了。

電腦來解決數學問題，時間似乎流逝得特別快，你已經沉浸在裡面了。

電腦來解決數學問題，看問題的角度變大了、變寬廣些了。

　　對數學的畏懼來自不當的教學或失敗者的恫嚇。不了解其實學習數學是培養各種領域

專長的催化劑。數學不見得是第一線的武器，但它永遠是後勤的資源。常常隱而不見，需

要時，卻自然流露。不要小看數學的影響力，它無所不在、無孔不入，你只是沒有得到適

當的引導！這本講義透過獨立單元介紹一些統計系學生會接觸到的數學，並結合數學軟體 

MATLAB，將數學的內涵呈現在螢幕上。這本講義的編排方式不是朝向完整教科書的鉅細

靡遺，僅作為上課練習的腳本與課後作業的參考，上課的過程仍是必須的。部分內容摘自

同學的作品。當學生的數學情緒被激發時，我似乎看到潛藏在他們內心裡面，受到壓抑的

數理能力，他們的發現往往超過我的預期。

汪群超
2002 年 7 月於臺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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