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檢討科學數據統計分析之客觀性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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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不管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中，欲由實驗數

據獲致真正客觀的結論，長久以來一直採用標準統計法

的「精確假設考驗」，此種統計考驗幾乎成為實徵研究

的必要程序之一。 
假設考驗之基本邏輯如下： 
（一）將研究假設轉換為虛無假設，並確定所容許的第

一類型誤差機率。 
（二）以統計考驗方法決定虛無假設為真之機率，並與

事先設定的誤差機率比較。 
（三）如果所得到的機率小於事先設定的第一類型誤

差機率，則所得結果即達「統計上之顯著水準」；

在此情況下即可拒斥虛無假設，而使研究假設得到

支持。 
    標準統計分析法雖然相當合乎邏輯，但亦有不少缺

點，本研究旨在以實例對其應用之結果加以質疑，從而

介紹「貝氏統計分析法」，使用同一例子來分析比較。 
    簡言之，欲使科學數據之統計分析，給吾人帶來真

正有洞見的結論，在使用標準統計分析時，必須提防其

虛偽的客觀主義，且以貝氏分析方法，考量主觀性在統

計分析的角色與需求，方能使吾人更有彈性且更有效力

地瞭解所分析的數據。 

壹、前  言 

    在許多科學期刊雜誌中，為使研究結論具有客觀性，往往訴

諸於統計分析；正因如此，一般人對科學以及統計學所懷那種獨

特的「絕對客觀性」的想法，卻有極大的誤導性。眾所周知，在

科學研究上，「非客觀」（non-objective）之評價僅次於「作假」

（fraud），故科學家無不孜孜矻矻，利用一序列的實驗，努力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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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取得客觀性的証據。茲假定某一科學家已盡其心力取得一組自

認頗客觀的數據，（估且對其客觀性程度不予置評），本文所欲

探討的是由實驗所得的科學數據，吾人能否得到真正客觀的結論。 
    就個人的研究經驗而言，筆者認為吾人固可得到儘量客觀的

科學數據，但若欲藉著統計分析得到有見地的結論，則必須借助

於主觀的判斷。這種看法對統計分析絕無貶抑或傷害之意，相反

地，承認在統計分析詮釋數據的過程中伴隨著主觀性判斷，其實

正是認定統計分析為中心角色，藉統計分析的正式機轉，吾人可

將新發現的實驗証據與現有的知識予以統整。這種觀點是將統計

學當作一動態發展的學科，而絕非如一般人所想的，把統計學看

成是一門枯躁的學問，似乎它只不過是一種機械性自動處理數據

的技術罷了。 
    根據Berger 與 Berry（1988）的看法，承認統計分析時避免

不了主觀性，對整個科學界來說是很健全的，其原因有二： 
（一）首先，利用「貝氏統計分析」（The Bayesian approach ）的

主觀性直接分析，所得答案較「標準統計分析」（The Standard 
approach ），更易於瞭解，因而較不會被詮釋錯誤，此點可

由本文下面的例子加以說明。 
（二）其次，即使在標準統計分析中，也常常免不了要做主觀性的

判斷，而這卻是科學中極力要避免的。標準統計方法取決於研

究者的意圖（intentions），包含一些原先應蒐集卻疏漏的數據。

這種主觀性具有雙重冒險性，一方面因它是隱而未顯的，極少

研究者意識到標準統計方法的主觀性其實是非常強烈的；另一

方面，主觀性的輸入往往來自於數據的生產者（producer），

而非數據的消費者（consumer），換言之，它是來自於研究者

而非運用數據者或引用數據的科學家個人。為使研究結果更能

使人信服，本文擬先探討「標準統計方法」的意義及其優缺點，

其次介紹另一種統計分析的方法 ─ 主觀主義統計學派，即

「貝氏統計分析」，並以實際例子加以分析比較。 

貳、精確假設的考驗 

    研究假設的主要功能是將研究目的精煉成可以考驗的比較，

此種比較通常可採用「關係」或「差異」兩種形式，均可藉統計

方法進行顯著性考驗。茲舉一例說明如何考驗「精確假設如」下：

若化學家進行某一實驗，以研究維生素丙（Vitamin C ）對治療感

冒的效果，經標準統計分析發現維生素丙的療效達到0.05的顯著效

果。類似這種統計上具有顯著差異性的敘述，充斥於各種科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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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雜誌上，甚至於在工程學、社會政策、商業及醫學上亦屢見不

鮮，對於上述各領域中的重要論証與決策均有極大影響。但其確

切意義究竟是什麼？在上述例子中，如果真的發現療效達到0.05
的顯著差異，則我們所得數據對維生素丙治療感冒的效果，到底

有多強的支持力呢？ 
    在進一步探討之前，有兩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本問題不

可能得到絕對客觀的答案，因實驗數據的強弱係取決於解釋數據

者。儘管如此，吾人卻可能尋找到實驗証據強度的區間。就上述

實驗來說，當數據提供的証據極弱或根本就沒有任何療效，卻還

是可能達到0.05的統計上之顯著水準。這種令人吃驚的說法，究竟

是怎麼一回事呢？茲進一步加以闡釋。 
    令Ｈ代表：「維生素丙對感冒沒有療效」的假設，以統計學

的術語來說，Ｈ乃是「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is）。為強調維

生素丙對治療感冒具有效果，必須由實驗數據推出結果以拒斥該

虛無假設。設今有一實驗，是以17對「配對受試者」（mathched pairs 
of subjects）為樣本（所謂配對受試是指兩位受試者必須儘可能相

似，例如一對同卵雙胞胎可視為理想的配對受試）。在每一對中，

有一位受試者Ｃ( C )乃利用隨機取樣加以選定（比如像利用投幣

來決定），令其服用維生素丙；而另一受試者Ｐ，則僅服用安心

劑（Placebo）。為符合標準統計法則，不拘是受試者或施測者（實

驗協調者），均不得預知那一受試者服用維生素丙。換言之，實

驗設計必須符合「雙重矇混」（Double blind）才行。 
    實驗所關切的是究竟服用維生素丙的受試者，或是服用安心

劑的受試者，能夠在實驗處理後的24小時，呈現出其對感冒的治

療效果。若做完全深入的分析，吾人固可考慮及治療效果真正達

到何種程度，但為求簡潔起見，在此筆者擬僅限於考慮在每一對

受試中，Ｃ或Ｐ的療效何者較佳。統計分析的結果，即使在母群

體中Ｃ或Ｐ的平均值，顯示兩者同樣具有效果，但在每一配對中，

Ｃ或Ｐ卻只能有一個具有較佳療效。在配對受試者之間，一定存

有某些個別差異，故即使Ｃ或Ｐ的處理效果具有相同的平均值，

但某一對中的受試者，必定會產生相異的反應，這正是統計學必

須考慮的「隨機誤差」之例子。 
    到底有否証據支持或拒斥虛無假設Ｈ：「維生素丙對感冒沒

有療效」，必須由Ｃ效果較佳的對數與Ｐ效果較佳的對數來加以

比較。若兩組的數目大約相等，則吾人將傾向於認定Ｈ為正確，

亦即維生素丙和安心劑似乎並無不同。相反地，若這兩組的數值

差異很大，則吾人便會對虛無假設存疑。Ｃ組成功率愈高，愈可

說明Ｃ確實具有療效；反之，若Ｐ組所佔比率較高，則說明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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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任何療效。以上兩種結果，均可排除對Ｈ的任何疑惑。實際統

計時，只須看Ｈ是否被拒斥，而不必考慮結論的方向，故本文為

求單純起見，即依循此傳統。當然我們若考慮「無效果」對「好

效果」，或是「無效果」對「壞效果」，所得結果是一樣的。 
    比方說，現在有一「假想實驗」（hypothetical experiment），

進行結果Ｃ組有13對較佳，而Ｐ組在另外4對中較佳，則因兩組數

據相差甚多，故吾人很明顯地可拒斥「沒有療效」的虛無假設。

但支持我們論點的証據，到底有多大強度呢？或者更精確地說，

吾人應該根據現有的証據，對虛無假設質疑到什麼程度呢？ 
    任何統計分析的第一步；必須先針對實驗提出解釋的模式

（model）或理論。今在上述例子，首先考慮有利於Ｃ的數據，亦

即服用維生丙後，病情較有起色的配對數目。根據虛無假設，在

任一配對的受試中，有利於Ｃ與有利於Ｐ之機率完全相等，換言

之，兩者的機率均為1/2；在所有配對中，有利於Ｃ的總機率，應

當與17次投擲硬弊，出現人頭的機率分配一樣（此乃根據一假設，

即：不管服用Ｃ或Ｐ，對症狀改善之實驗誤差，具有對稱性之分

配曲線，且每對間的差異兩兩互不相依）。此種分配稱之為「二

項分配」，如圖一所示（Berger,1985）。針對本例而言，在Ｈ的

虛無假設下，實際得到之機率僅有0.0182，我們將Ｈ稱為「精確假

設」，因其相當於圖一中的特定二項分配。 
    茲以此例來比較「標準統計方法」和「貝氏統計方法」之差

異，蓋此例不單像表面上看來那麼簡單，而是可更廣泛應用到處

理效果之外的其他實驗中。譬如：在ＥＰＳ（超感官知覺反應）

的實驗中作正確的預測，在品質管制的試驗中找出具有瑕疵的物

件，或成功地發射火箭等等，凡是只牽涉兩種可能結果的情況均

適用。尤有進者，將本文所述原理稍加改變，即可適用於多重效

果的實驗或連續的實驗觀察中。 

參、標準統計分析法 

    首先探討的是「標準統計分析法」，其通常係採用「  值」

或「實際觀察之顯著水準」（請參閱林清山，民80；Moore,1985 ）。
圖一顯示的是，在Ｃ療效之數目為8或9時，虛無假設最可能的結

果；又當Ｃ療效對數為13時，若欲讓虛無假設為真時，則其結果

便和預料有些不吻合了。進一步加以探討，距離分配曲線中央

（N=8.5 ）愈遠，則對Ｃ療效較佳的機率愈低，因而對Ｈ的存疑

度便愈高，以上概念對建構  值甚為重要。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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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了解  值之概念，可藉我們所熟稔的數學方法加以說明，

即利用「矛盾法則作數學証明」。假設你要証明Ｈ假設為「偽」，

則在証明的步驟中，吾人可先令Ｈ假設為「真」，經過一系列推

導得到「Ｒ為真」的結果。但事實上，由邏輯推論卻發現：「除

非Ｈ為偽，Ｒ才可能為真」，故利用矛盾法則，可証明Ｈ不可能

為真。標準統計分析法是將上述論証法則加以修正，將「Ｒ與Ｈ

互相矛盾」的必要條件，改成「若Ｒ與Ｈ均具有很高機率，則兩

者互相矛盾」；更精確地說，吾人係先假定「Ｈ為真」後，再計

算Ｒ的機率，若得到小的機率值，就可認為與「Ｒ與Ｈ均具有很

高機率」的命題互相矛盾。 

P

    在標準統計分析中，Ｈ為虛無假設，而Ｒ則包含：　實際觀

察所得數據；與　較極端數據，亦即那些比實際數據更能拒斥Ｈ

的可能數據。若吾人觀測Ｒ的確發生，唯在Ｈ虛無假設下其機率

很小，則我們便可認為兩者互相矛盾的可能性很大。由以上對圖

一的說明，下列步驟可概要列出推導  值的經過： P
(1) 確立虛無假設Ｈ，並依據Ｈ導出實驗觀察之可能的機率分

配； 
(2) 令Ｒ代表一組可能的實驗數據，可較實際數據更能拒斥Ｈ。

就本文的例子而言，Ｒ包含了圖一中斜影部份的實驗數據，

其距離較實際數據遠離分配曲線的中心。 
(3) 計算  值，或稱「觀察的顯著水準」，亦即在假想分配曲

線下Ｒ的機率。將圖一中斜影條狀的機率相加，得到的數值

若準確到小數第三位，則結果為0.049。 

P

    故本實驗在13對服用Ｃ較有療效的情況下，Ｒ的值即可進而

加以確定，換言之，既然吾人假定維生素丙沒有療效，而得到Ｒ

值為0.049，則可據以宣告在0.049的機率水準下，標準統計分析的

結果與Ｈ虛無假設互相矛盾。  值愈小，暗示矛盾愈嚴重，亦即

拒斥Ｈ的証據愈堅強。傳統上，大多數運用統計學的學者均宣告，

若  值小於0.05，則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水準」。雖然這是統計

學上常見的一種例行方式，但其截斷點訂在0.05並無彈性，因而備

受責難，即連揭櫫標準統計分析的學者亦有微詞。然而大多數標

準統計分析派的學者，卻仍然宣稱這是很客觀的科學方法，而且

認為0.05的統計顯著水準，對拒斥虛無假設已可算是相當強烈的証

據。 

P

P

    唯筆者對此頗為存疑，今針對以上兩點一一提出本人的看法

以就教於專家學者。首先探討統計顯著水準的條件化問題，在維

生素丙療效的實驗中，P  值的計算除了取決於所得實驗數據（即

13對Ｃ具有療效）之外，亦取決於實驗未測得數據之機率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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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對以及14、15、16、17對等Ｃ有療效的配對之機率。

茲根據「條件論者」（Conditiondist ）的觀點，筆者認為：實驗

未測得之數據，在由實驗做推論時是無關緊要的（Berger,1985）。

在下一段中，吾人可証明在Ｒ中涵括未測得的數據時，意謂著所

得  值會強烈地使拒斥虛無假設的証據被誇大了。即使令Ｒ僅包

含實際的數據13對，亦無法解決此問題，蓋因常見到所有個別的

數據點，具有的機率小得足以讓每一種結果似乎都變得達到顯著

水準了。 

P

    接著再探討客觀性的問題，今將上述實驗設計稍加改變，令

實驗者不再精確觀察17組配對受試者，而事先訂定實驗目標為：

「得到4對以上Ｃ療效較佳的組，以及4對以上Ｐ較佳的組，一旦

達到上述結果，實驗立即停止。」茲假設第4組的Ｐ，恰巧發生在

第17次測量時，則實驗數據和先前情況正好一樣：13對Ｃ與4對
Ｐ，具有較佳療效。圖二（ Berger & Sellke,1987）顯示這種實驗

情況，其  值等於 0.021，所得  值僅為前述數值之半，故吾人

將更有信心認定Ｈ為誤，而加以拒斥。 
P P

    可是事實上，此乃因研究者一連串進行了17次的測量，得到

13次Ｃ與4次Ｐ具有較佳療效。即使吾人極嚴密監控整個實驗過

程，我們仍無法確知究竟是因研究者進行了17次實驗才停止，抑

或是因實驗的目標已被設定在得到至少有4組Ｃ與4組Ｐ。當然也

很可能是因實驗者覺得目前所得實驗証據已經夠充分了，或許也

可能是因迫在眉睫的要事而中止，更可能是因缺乏經費而使研究

被迫中斷等原因，不一而足。是故，  值與許多標準統計分析用

以對証據之量度，實在令人不能不質疑標準統計分析所謂之客觀

性了。 

P

 - 22 -



檢討科學數據統計分析之客觀性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輯 

 - 23 -



測驗統計年刊 第二輯                      蘇 育 任 

肆、貝氏統計分析法 

    許多非統計學者常誤以為，  值若非虛無假設的機率，即是

相當於吾人拒斥虛無假設犯錯的機率，唯上述維生素丙療效的實

驗例子，恰可作為一極佳之範例，說明以上看法完全錯誤。為加

以說明，第一步必須根據數據，計算虛無假設為真時的實際機率，

這種做法事實上已屬乎貝氏統計分析的範疇了，此方法在處理數

據以求該假設之「最終機率」，通常又叫「事後機率」（posterior 
probabilities ），因而貝氏分析的結論，很可能會是：「Ｈ的最終

機率為0.30。」（Box & Tiao,1973）。 

P

    貝氏統計分析的敘述既直接又簡潔，較諸標準統計分析用以

解釋  值所須使用的迂迴曲折之推理，實在更有效力而易叫人信

服。然而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貝氏統計分析這種優雅簡潔的結

論，卻需要額外的輸入；根據實驗數據欲求某一假設的最終機率，

必須在實驗前或實驗設計之外，先將假設的機率予以設定，這種

「起始機率」（initial probability ），也稱為「事前機率」（prior 
probability ）。就以上述實驗為例，在考驗「維生素丙沒有療效」

的假設時，吾人可在實驗前設定Ｈ為真的機率為 0.9，貝氏分析接

著即在証明該起始機率如何受改變，最後得到Ｈ的最終機率。 

P

    那麼起始機率從何而來呢？答案其實很簡單，它完全取決於

詮釋資料者個人主觀的認定。若研究設計者一開始對該假設持懷

疑的看法，則可將其機率設定為0.1，相對地，若他對此假設深信

不疑，則可將其機率訂為0.9，換言之，為了判定Ｈ之真偽，考慮

訂定起始機率乃是無可避免之事。然而研究者對於某一可能運用

資料者所選定的起始機率，倒不一定須加以理會，他所須做的只

是說明數據如何由起始機率，轉變成最終機率的經過即可。欲達

到此目的之機轉，在於運用「貝氏因子」（Bayes factor），基本

上這乃是由數據提供，用以拒斥虛無假設之成分（Bernardo et 
al,1988 ）。 
    和貝氏因子相當的量度中，有一種最易於了解的，是當起始

機率為1/2時，所獲得的最終機率。有些貝氏分析派的統計學者斷

言，習慣上若以1/2作為Ｈ的起始機率，則其否証乃是客觀的，蓋

因對每一假設均予以同等對待處理，故最終機率僅受數據的左右

而已。當然吾人也可能辯稱，選定1/2作為起始機率並非全然客

觀，不過這並無大礙，理由很簡單，因在進行貝氏統計分析時，

本來就必須使用到其他額外的主觀性輸入資料（Cole,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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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對此額外輸入略加描述，令 P代表在一隨機取樣而得的個

體中，維生素丙較安心劑產生更佳療效的機率。很顯然地，維生

素丙不具療效的假設Ｈ，其機率相當於 P = 1 2/ ；若 ，則維

生素丙即具有治療感冒的效果了。貝氏分析也要求研究者把起初

對

P ≠ 1 2/

P的信念予以輸入，特別是假定維生素丙具有療效時，P的上限

值，吾人稱之為 。舉例來說，假如研究者相信維生素丙的療效，

在最佳情況下也僅達到臨界值，故將 訂為0.6。這種信心程度相

當於認為，縱使維生素丙對抗感冒具有治療的效果，其程度也只

比服用安心劑的病患多出20%而已。另外，若另一研究者認為維

生素丙的療效十分顯著，則他大可將 選定為 0.9。 

P0

P0

P0

    圖三顯示Ｈ的最終機率是 的函數，其基本假設是將起始機

率訂定為1/2，由圖形可看出最終機率大大取決於所選定的 值。

選定 為0.6，則Ｈ的最終機率為 0.41；若選定的 為 0.9，則Ｈ

的最終機率為 0.21，這種對 的相依性，是貝氏統計分析的潛在

特質，無法予以消除。若不主觀地先輸入起始之 值，即無法陳

述最終機率。 

P0

P0

P0 P0

P0

P0

    一般說來，若已知 ，欲計算最終機率，其詳細過程如下所

述（Press et al.,1986）： 
P0

(1) 若 P = 0 5. ，則Ｈ為真之起始機率為 1/2； 
(2) 而 ，Ｈ之起始機率為 1/2，均勻分配在1 到 的區

間內； 
P ≠ 0 5. 0− P P0

(3) 的值可由實驗結果的解釋者加以限定，它代表研究者合理

期望之

P0

P最大值； 
(4) 根據前所觀測含13對Ｃ與4對Ｐ的數據，Ｈ的最終機率可由

下式求得： 

1 2
2 1

1
1 7

0

1 3 4

1

1

0

0
+

−
−

⎡

⎣
⎢

⎤

⎦
⎥−

−

∫P
p p d p

P

P
( )

( )  

(5) 在1 到 的區間內，吾人通常均利用「均勻密度」（uniform 
density ）以求機率，唯此種假設並非表面上看起來那麼獨

斷，蓋因圖三中最終機率的後續範圍，業經証明若將均勻密

度區間代之以對稱於1/2的所有密度區間，兩者所得之最終機

率完全相等。 

0− P P0

    為確定數據對假設具有什麼意義必須選定某一 值，可能讓

許多讀者對這一點感覺不快，或許有不少人因而認為還是使用

P0

P
值較有吸引力，蓋其並不需要先主觀地設定一數值。 
關於這一點，筆者擬從兩方面加以辯駁：其一，隱藏在 P值背後

的是須先選擇何者可視為極端數據，而這個選擇全視研究者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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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時心裡的想法，故即使是利用標準統計分析法，也會受研究

者個人主觀的想法左右。相對地，貝氏分析的結論卻取決於運用

研究結果的科學家的主觀想法。當你利用圖三來解釋數據時，你

的信念和研究結論才有關聯，而研究者的想法反倒是不相干的，

這豈非正是吾人所謂的客觀嗎？針對Cole（1985）所說的：「科

學能贏得客觀的讚譽，是因吾人竭盡所能地避免違犯主觀的危

險。」貝氏分析則寧可可正面小心處理主觀性的問題，藉著將主

觀輸入予以公開，交由數據的運用者自行判讀掌控，反而更能顯

出其客觀性。 
    其二，在上例中運用貝氏統計分析所得之最終機率和 P值大

不相同，儘管最終機率的值由起始機率 決定之，但圖三顯示其

極小值總是大於0.21，數據僅將Ｈ的機率由1/2減少到不小於0.21
的某一數值，故至多只能提供溫和的証據以拒斥虛無假設。相較

之下，

P0

P值在小於0.05之下，卻被許多統計學者解釋成拒斥虛無假

設的重要証據。這種解釋實在是錯誤的，我們原先是用 P值在標

準統計中，作為提供証據拒斥虛無假設的間接量度，但現在我們

由直接証據顯示的卻迥然不同。 
    P值很可能造成吾人極大的誤導，此因其涵蓋了未經實際觀

測的數據，而這些數據較實際所測數據來得極端。上述例子中，

維生素丙實驗的實際數據13對具有療效，但 P值估量的卻是圖一

中陰影部份的數據，因而使其推理之邏輯依據變成十分脆弱，

Berger 與 Sellke（1987）的研究，便指出這種根據 P值所獲結論，

其實是誤導的。 
    儘管標準統計分析的學者，一再說明不應將 P值解釋成最終

機率，但實際從事研究的人員所需的卻是最終機率，因吾人必須

確定根據有現有數據，知曉研究假設為真的機率究竟有若干，此

一要求唯有從貝氏統計分析方能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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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  論 

    「標準統計分析法」一直是統計學上的法統，它所重視的統

計考驗雖然相當符合邏輯，但也有不少缺點，除了上述顯著水準

（第一類型誤差）α之設定，並沒有什麼理論基礎之外，吳裕益

（民80）亦指出它的二個重要偏差： 
（一）研究過程設計的偏差：由於著重統計考驗，不少研究者

均設法使所蒐集的資料，能達到顯著水準，因而衍生許多不

妥當的研究方式，如刪除未達到顯著水準的變項，採用多種

統計考驗假設以強求達到顯著水準…等等，「為達到顯著水

準而不擇手段」。 
（二）研究結果解釋的偏差：很多研究報告對於有達到顯著水

準的差異或相關，作過度的解釋，認為有很大的差異或很大

的相關。事實上，幾乎所有的統計考驗，只要樣本夠大，都

會達到顯著水準；反之，若未達到顯著水準，也只能認為就

現有資料而言，尚未有足夠証據推翻虛無假設，並不能據以

宣稱母群真的沒有差異或沒有相關。 
    本文既以實例對使用標準統計分析法，考驗精確假設所得的

結果加以質疑，接著又利用貝氏分析法，統計考驗精確假設Ｈ所

得之最終機率比 P值大得多，故綜合來說，過去的科學研究，使

用標準統計分析法，根據中度大小的 P值考驗精確假設，其效度

實有極大的問題，筆者建議吾人不妨另闢蹊徑，採用貝氏統計分

析法。 
    承認主觀性在統計上所扮演的角色，進而採用貝氏統計分析

法，確有實質的益處：一則貝氏機率可在實驗進行中，加以計算

並隨時發表供他人參考運用；再則可隨時修正更改實驗設計，而

不致喪失獲得有效統計結論的機會。此外，根據目前進行中實驗

數據之機率，可評估並計畫其他可能之實驗，故運用一筆固定之

成本，卻能獲得最大數量之資訊；且不同實驗所得結果，又可加

以合併而獲得貝氏分析最終機率之總和。最後，在許多領域中引

發的各種問題，比如像醫學、商業與工程各方面，基本上很重要

的是必須將決策者的主觀性資訊涵括在內，因他們才是該領域的

真正專家，使用貝氏統計分析法才符合以上要求。 
    事實上，使用貝氏統計分析法的時機已日趨成熟，目前下列

二種情況最適合。其一，在許多情況下，尤其是在大量數據之情

況，可考慮使用貝氏統計分析法，而得到與標準統計版本，可嚐

試提供客觀性的分析結果，其基本概念在於將起始信念訂得稍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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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嚴格，使最終機率幾乎純粹取決於實驗數據。其二，儘管吾

人強調標準分析法與貝氏分析法有所差異，但在許多事例中，兩

種分析方法所得結果極為相似，比如像利用標準統計分析中之「標

準估計程序」（Standard estimation procedures）與「考驗含糊假設」

（ testing diffuse 
hypothesis），這兩種情況下所得結果，通常與利用貝氏統計分析

之結果，具有同樣的解釋效力。 
    總之，統計分析在科學探究裡扮演中心要角，引進延用至今

的「標準統計分析法」，使人類在瞭解實驗數據方面帶來長足的

進步，可惜目前這種統計分析法似已變得十分僵化，其主要癥結

在於吾人誤以為它是分析數據的「客觀科學方法」。只有當我們

摒棄這種虛假的客觀主義，藉著貝氏分析方法，確切考量主觀性

在統計分析的角色與需求，才能使吾人更有彈性，且更有效力地

了解所分析的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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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andard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esting hypothesis has 
been used to obtain authentic and valid conclusion from 
empirical data in both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In spite 
of its crucial role in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s, it is not 
entirely excluded from potent limitations. The procedure of 
testing hypothesis is featured with the basic logic as 
follows: 

(a) Transforming any research hypothesis into a null 
hypothesis and assigning the desired probability  
of Type I error; 

P0

(b) Determining the probability P when null hypothesis is 
true by statistical testing, and comparing it with the 
assigned probability ; P0

(c) If P P< 0 , the result is concluded to b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the null hypothesis is therefore rejected 
but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instead. 

  This paper tried to argue even standard approach of 
statistics depends upon the subjective intention of the 
investigator.  Followed in the next section, Bayesian 
approach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was thus introduced.  A 
hypothetical experiment was succeedingly used as an 
example to compare the standard statistical approach with 
the Bayesian approach. 
  In conclusion, the adoption of standard approach in 
statistical analysis has helped improve the interpreting of 
experimental data. But common practice of standard 
approach can produce misleading inferences because of 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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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ggerated objective way of analyzing data. 
Acknowledging the role of subjectivit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data could open the way for more accurate and 
flexible statistical judg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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