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題 題目 數據 數據 數據 數據 數據 特殊功能

人口 台灣近 20 年年來來癌症死亡人人數分析 死因年齡 縣市分佈

人口 死亡原因分析 死因統計 年齡層 性別 疾病

人口 近年來台灣人口變化 人口 婚姻狀況 出生率

人口 臺灣各區域人口統計與分析 人口數據 遷入 遷出

人口 探討弱勢國小學童生理健康 疾病 家庭經濟 卡方檢定

人口 台灣人口婚姻狀況 婚姻狀態 年齡

人口 全國十五歳以上人口年齡、教育程度及婚姻狀況統計 人口年齡 教育程度 婚姻

人口 探討台灣結婚及離婚率變化 結婚率 離婚率 縣市 年齡層

人口 有什麼因素導致出生的分配並不平均呢？ 出生人數 月分 ANOVA檢定

人口 法定傳染疾病感染人數分析 傳染病 年齡

人口 身心障礙者 人數 類別 表現

人口 國家英語能力與收入之關聯 英語能力 GDP

人口 以馬拉松數據分析跑者特質與成績 馬拉松數據 參賽比率 國籍來源 年齡 成績

人數 Instagram粉絲人數成長分析 社群粉絲 讚數 留言數

人數 Instagram粉絲專頁抽獎活動 粉絲人數 抽獎活動

人數 大學就學人數趨勢 學生數

人數 轉系的各系分析 轉系人數 學院資料

人數 台北市犬貓總數趨勢之探討 寵物數量 人口數

人數 北捷客運量與地區觀光發展 客運量 觀光人次

人數 北車、中正紀念堂的流量關係 捷運流量 轉乘轉變

人數 台北捷運進出站人數分析 進出站人數 統計檢定(t-test、ANOVA等等)

人數 台北捷運人人潮分析 捷運站人數 不同時間人數

人數 台大系所成員情緒分析 生活照⽚ 情緒 Emotion API

人數 捷運各站進出人數分析 進出站人數 shiny  製作互動式的頁面

自然物質 探討登革熱案例的分佈情況 數量 月份 地區 年齡層

自然物質 稻米產量與氣候的關係 稻米產量 氣溫 雨量 日照時數

自然物質 蛋白質胺基酸序列分析及簡單性質歸納 胺基酸數目 蛋白質分子量 區域分布

自然物質 分析電生理數據 細胞電壓 細胞電流 通道開啟

自然物質 台灣地地震據 數據的分析 地震數據 經緯度 深度 震度

自然物質 臺灣地震和各縣市位置的關係 大於4.0地震 地區

自然物質 吉野櫻低溫需求與開花時間 開花時間 低溫累積量

自然物質 石門水庫的缺水問題 降雨量 水庫蓄水量 用水

自然物質 火龍果生產 市場價格 產量 生產時間

行為 天氣對於出外旅遊的影響 天氣雨量 日照時數 氣溫 遊客人數

行為 How does in game gold affect LOL games in the competitive scene  gold match 

行為 影響中學生酒精飲用情況的因素探究 飲酒年齡 父母工作 studytime class failures

行為 自身健康狀況調查 走路運動量 生活習慣

行為 評估電影影評對票房的影響 票房 影評

行為 CSI 誰才是兇手？ 行兇的方式 族群 年齡 被害者 城市 Machine Learning的方法由受害者的資料預測誰才是加害者

金錢 男女薪資比較 薪資 教育程度

金錢 外匯市場相關性 貨幣 利率

金錢 個人時間與金錢分配 時間 金錢

金錢 個人悠遊卡消費數據分析 次數 金額 星期時間

金錢 透過人口數據統計預測信用卡違約風險 人口統計 支付資料 信用資料

金錢 探討薪資問題：22K的問題是否真的存在? 薪資 年齡 年代 職業 學歷

金錢 探討美金走勢 匯率

氣候 探討台灣北區近五年的空氣成分的相關變化 空氣成分

氣候 香港氣溫變化 溫度

氣候 廟宇對於空氣汙染的影響 空氣數據

氣候 降雨和風向是否會影響PM2.5濃度 PM2.5濃度 降雨量 風向

氣候 台北地區PM 2.5季節變化 PM2.5濃度

氣候 探討台灣地區空氣汙染的季節變化與日變化 空氣品質

氣候 台灣空氣品質變化 空氣品質

氣候 探討台灣地區近8年降雨型態的變化 年雨量

氣候 PM2.5空氣污染指數分析 測站指標 季節

消費 探討兩年半在美國的冰淇淋消費趨勢 消費量 薪水 氣溫 價格

消費 平日開銷數據分析 支出 時間

消費 資產組合配置 資產 喜好要求 風險 報酬

消費 比特幣各交易所間的價格變動關係 匯率

消費 美國電影票房與 GDP 的關係 電影票房 GDP

消費 台北市房價資訊整理 房價 類型 成交數

消費 iPhone近年來市場之變化 銷售量 總營收

消費 支出統計分析表 金錢

消費 手機費率的數據分析 月租費 通話量

數據 智慧成績計算系統 表單點名 留言參與

數據 讀書時間以及相應的時間分配 讀書時間

數據 經濟系麻將統計 麻將數據

選票 美國總統大選比較 投票率 投票差距 黨派 收入

頻率 社群軟體各類功能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使用頻率 使用原因 使用方式 問卷

頻率 廉價航空班機誤點分析 準點率 天氣因素

頻率 棒球比賽獲勝關鍵 三振數 好壞球 上壘率 打擊率

頻率 中華職棒球隊數據對晉級季後賽的關係 勝場敗場 得分失分 打擊率 防禦率

營運 三大法人買超與股價漲跌預測 買超量 股價

營運 經濟成長率和股票指數之間的關係 經濟成長率 股票指數

營運 比較科技公司的專利數量，與營業額等指標數據的關係 專利數量 營業額

營運 分析特定公司股市走向及趨勢判斷 股市 趨勢 信心水準

營運 台大各系館用電分析 用電量 地板面積

營運 股票進出價分析 財務報表 股價

營運 巴塞隆納足球隊之比賽數據分析表現與球隊改進 球隊比賽數據 進攻 防守 個人能力

營運 基隆港船隻動態 船隻動態 天氣

營運 台幣匯率變動的影響 貿易總額 匯率走勢 外匯存底與匯率

營運 天氣和股價的關係 天氣 股價

營運 F公司與GOMAJI產業競爭優勢分析 銷售量  產品名稱 競爭優勢 行銷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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