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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自評資料之目的在說明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自 98學年度自我評鑑

迄今，有關各項系務工作之改進，以便訪評委員能詳實、迅速地瞭解本

系在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及學習成效等各方面之現狀與成果，並

期盼更多之建議以求改善，庶幾日新又新，近於至善。 

 

導    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於民國八

十年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系所合一後稱為數學系碩士班），並於民國

一〇一年更名為應用數學系。 

 

 創系目的是提供想學習數學的學生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讓他們接

受紮實的基本訓練，並在東海重視人文的氣氛下，培養較均衡的人生觀。

除了堅持上述觀念外，隨著時代的變遷，更希望在專業訓練方面朝多元

化目標改進，落實創校時「全人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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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邏輯思考及數理分析與應用能力並兼及

資訊科技之應用能力；課程規劃以落實基礎數學教育為主，並與其它領

域配合，強調純數與應數的融合。藉由一系列數學專業課程訓練，提高

同學邏輯思考、嚴謹表達、解析抽象概念、解決問題、及進一步創新的

能力。 

    碩士班教學目標是希望以本系教師的數學背景為基礎，除加深基礎

數學教育外，配合教師專長指導研究生在分析及計算科學領域作研究，

並培育相關人才。 

    本系之課程規劃，除落實教學目的外，並輔導學生多元學習，以朝

向繼續升學、擔任中學數學教師、或工程、金融、管理、其等他相關領

域就業來發展。為支援數學系友會的運作，本系成立系友網站（近兩年

偏向在社群網站運作），並辦理系友講座及升學與就業座談等活動，以增

加系友與系上師生的互動，使系友明瞭系上的發展近況，並讓教師與在

校學生認識畢業生目前就業情形。 

 

本系招收單班學生，但由於支援全校微積分的教學，目前有 14位專

任教師、1位榮譽講座教授、1位行政助理與 6位約聘助教的編制。為提

升研究成果，本系積極透過各種管道增進與國內外學者的互動，並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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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獎助延聘研究學者。近十年由於多位新血的加入，不但師資日趨

完善，研究表現不斷加強，逐步達成本校「研究」和「教學」並重之辦

學目標。 

 

 

二、自我評鑑過程 

 

第二輪系所評鑑由本校自訂「東海大學自我評鑑辦法」([附件 0-1])，

修訂本校自我評鑑的方式；評鑑作業時間，從 103年 4月 1日開始([附

件 0-2])。此次評鑑執行過程說明如下： 

1. 系辦公室負責收集各項數據； 

2. 全系教師分成七組分別參考各項數據，進行評鑑內容初稿撰寫；

([附件 0-3]) 

3. 系主任彙整自評資料； 

4. 104年 11月 25日外聘訪評委員訪視評鑑，提出改進建議； 

5. 104年 12月 31日系所彙整外聘訪評委員訪視評鑑結果，提出具體

改進計畫； 

6. 105年召開自我評鑑檢討會議，針對改進計畫可行性及經費需求，

納入 105學年度預算分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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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架構說明 

    以下一至七節分別呈現本系自 98學年自評迄今，在下列各項工作的

作法與成果：  

一、教育目標； 

二、課程設計； 

三、師資教學； 

四、學習資源； 

五、學習成效； 

六、生涯追蹤； 

七、整體改善。 

第八節則是同質其他系所與本系的簡單比較，與 SWOT分析。本報告

所提供的資料統一以 100-103學年為主。期待讓訪評委員能詳實、迅速

地瞭解本系在教學、研究、輔導、服務、學習成效等各方面之現狀與成

果，進而提出更新的改善建議，本系自當從善如流、努力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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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0-1] 

東海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93年11月24日第2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4月28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9月6日第1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評鑑校務發展現況，自我檢討改善，以提

升行政支援成效，並協助各教學研究單位發展自我特色及強化競爭力，

落實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應接受評鑑對象包括行政及教學研究相關單位。 

第 三 條 本校辦理自我評鑑，為明確界定治學理念與目標，發展特色，建立自我

改善機制，評鑑之類別及項目如下： 

一、校務評鑑：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推廣服務、國際教

育、圖書、資訊、體育教育、人事、會計及學生參與等事務進行整

體性之評鑑。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教育目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

學習成效及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等項目。 

三、通識教育評鑑：理念、目標與特色、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素質與

教學品質及自我改善機制等項目。 

四、其他評鑑：經由本校校評鑑委員會決議需接受評鑑之本校校務相關

項目與單位。 

第 四 條 為辦理本校自我評鑑事宜，應組成本校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與校評鑑委

員會，其組織章程，另訂之。 

第 五 條 第三條各款之評鑑以每五至六年辦理一次為原則。 

自我評鑑之委員至少應有五分之四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校評鑑委員會

推薦之，報請校長卓參並圈選後聘為自我評鑑委員，其遴聘應遵守利益

迴避原則。 

校務自我評鑑委員人數以九至十二人為原則；院系所等其他評鑑之自我

評鑑委員人數以每單位或項目三至五人為原則。 

校務自我評鑑委員應由對高等教育行政具研究或實務經驗之資深教授，

以及對大學事務熟稔之業界代表組成；院系所等評鑑之自我評鑑委員應

由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以及專業領域之業界代表組成。 

第 六 條 本校自我評鑑進行之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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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評鑑委員會於實施評鑑之前一學年度結束前至遲三個月，應提出

擬辦理之評鑑計畫、時程及評鑑書表並經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同意，

始通知校務及院系所評鑑等相關單位。受評單位如有意見，應於一

個月內向校評鑑委員會提出建議。 

二、校務及院系所等受評單位之自我評鑑委員應於接受訪評日期前二個

月聘請之。 

三、校務及院系所等受評單位應於實地訪評日期前二個月將評鑑資料報

校評鑑委員會審議後送請自我評鑑委員審閱。 

四、自我評鑑實施訪評之步驟包括：聽取本校相關主管及受評鑑單位報

告、資料檢閱、視察館舍、設備、教學、創作、展演及研究狀況，

與師生、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進行個別或團體訪談。 

五、本校自我評鑑實施訪評之作業時程以兩天為原則。 

六、自我評鑑委員應與本校校評鑑委員會或指定之代表舉行座談。自我

評鑑委員於結束訪評後二週內向本校受評單位提出訪評書面報告，

並給予自我評鑑之評定結果，本校受評單位應針對訪評意見提出補

充說明，研發處彙總自我評鑑報告，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閱

定稿後公開。 

第 七 條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採認可制精神，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

通過」三種認可結果。自我評鑑結果與內容公布於本校首頁評鑑專區。 

第 八 條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公布後，受評單位應於實地訪評結束一年後提出「自

我改善計畫執行成果」，須經校評鑑委員會審議。評鑑認可結果不屬於通

過者，受評單位須於受評年度後第二年接受追蹤評鑑。 

第 九 條 本校追蹤評鑑作業以一天為原則，追蹤評鑑委員由原參與自我評鑑之委

員組成，評鑑內容針對評鑑結果所提問題與缺失進行考核，追蹤評鑑之

結果依第七條認可方式進行。 

第 十 條 本校自我評鑑結果應送校務及院系所等其他評鑑之受評單位作為改進依

據。本校得依據評鑑結果作為調整各單位經費與人力資源分配、遴選院

系所發展重點獎勵、規劃整體校務發展計劃及單位的增設、調整、變更、

合併、停辦之參考。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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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2] 

104年度系所評鑑時程表 

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受評準備 

103.4.1. 建置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網頁專區。 

103.4.21. 辦理系所自辦外部評鑑說明會。 

104.5.~10. 

自我評鑑報告之審議： 

▓104 年 5 月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送交

評鑑辦公室。 

■104年 6月聘請校內具專業評鑑經驗之教師分組書面

審查自我評鑑報告。 

▓104 年 7 月~8 月受評單位針對書面審查建議事項進

行修正，並更新 103 學年度相關數據資料。 

■104 年 9 月自我評鑑報告提請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104 年 10 月受評單位寄交自我評鑑委員基本資料表

與自我評鑑報告，另附基本資料表數據各報表定義說

明。 

實地訪評 

104.11. 

（實地訪評兩週前） 

 ▓自我評鑑委員於訪評兩週前提出「待釐清問題」，受

評系所於訪評當日簡報時回應。 

104.11.23~28 

（評鑑週） 

▓自辦外部評鑑受評單位實地訪評。 

■評鑑小組討論實地訪評報告並提建議。 

結果決定 

104.12 ~105.1. 
 ■自辦外部評鑑受評單位接收評鑑小組提出之[實地訪

評報告(初稿)]提申覆。 

105.3. 
 ▓受評單位於自我評鑑初步結果公布二個月內提交自

我改善計畫，送交評鑑辦公室。  

105.6. 

■校評鑑委員會，召開自我評鑑檢討會議並決議相關配

套及經費需求。 

▓全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審定後，提報教育部進行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105.9. 
 ■本校經教育部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後，公布於學校系所

自辦外部評鑑專區。 

追蹤評鑑 105.12. 

 ■受評單位於實地訪評一年後提「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

成果」。 

 ■「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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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      日期 工作項目 

106.4. 

■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接受「追蹤

評鑑」，認可結果為「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接受「再評

鑑」。啟動本期系所追蹤評鑑及再評鑑，召開自我評鑑工

作說明會。 

106.6. ~8. 
■各單位資料彙整、分析及自我評鑑，俾利向訪評委員

完整呈現評鑑資料。 

106.9. 
■邀請訪評委員，追蹤及再評鑑委員主要由原參與自我

評鑑之委員為之。 

106.11. 

■訪評委員蒞校實地訪評，本校追蹤與再評鑑作業為一

工作日，追蹤評鑑針對評鑑結果所提問題與缺失進行考

核，再評鑑進行完整訪評程序。 

106.12.~107.1. 

■實地訪評結束後兩週內通知受評單位訪評報告初稿，

受評單位如對初稿有疑義，包括:違反程序、不符事實或

有其他需要修正事項，可於收到訪評報告初稿三週內向

評鑑辦公室提出申復申請，交予自我評鑑委員複審核定。 

106.12.~107.1. 
■經教育部認定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後，公布於學校

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專區。 

107.12. 

■針對再評鑑系所依實地訪評報告書「改善建議」提交

之「後續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逐項進行書面檢核，

須經校評鑑委員會審議，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

定，並將此提供予第三週期評鑑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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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0-3] 

應數系評鑑教師分工組別 

項次 評鑑項目 召集人 協助教師 

 

備註 

一 教育目標 

 

李天佑 曹景懿、李天佑、劉力 
 

二 課程設計 

 

楊智烜 楊智烜、陳淑珍 
 

三 師資教學 沈淵源 沈淵源、陳文豪、胡馨云 

 

 

四 學習資源 

 

何肇寶 曹景懿、何肇寶 
 

五 學習成效 黃皇男 黃皇男、王道明、陳淑珍 

 

 

六 生涯追蹤 盧性良 盧性良、楊智烜 

 

 

七 整體改善 曹景懿 

 

曹景懿、陳文豪 總召集人:

曹景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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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我 評 鑑 

一、教育目標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定之作法與結果 

本校成立宗旨 

    東海大學以基督教「博愛精神」及「開創精神」自期以有教無類，誨人不倦

的辦學精神，創造一個自由尋求真理的學術研究園地。在 1953年 11月的董事會

議上，宣示東海大學設置目的的「兩大信念」，以及師生共同努力的「三大方針」。

其中「兩大信念」強調：「基督教的精神能夠產生一種道德力量，不但足以支持

最嚴正的教育理想，而且能啟發吾人在自由和不斷的尋求中實現它。一個良好社

會的各項制度和民主理想，只有在這樣的自由和不斷的尋求中才能確保其維持和

發展。」以及「透過了解耶穌，人生才有其固有的價值和尊嚴；受了祂的感召，

個人才能自由地、誠懇地去尋求真理，以達到真善美的境地。」。三大方針為

1.建立自由的學術園地，特別注意學生在研究與品德的養成。2.廣設各種課程，

以抵抗流行的唯物思想。3.加強對基督教的信仰及力量，使其能為真理作見證。

「兩大信念」與「三大方針」清楚宣示，東海大學創校的理想建立在「基督教信

仰」與「全人教育」的雙線發展上。 

 

本系成立宗旨 

     

    本系成立於民國五十九年，於民國八十年成立應用數學研究所（系所合一後

稱為數學系碩士班），並於民國一○一年更名應用數學系，目前每年招收單班大

學部學生以及 10位碩士生(未計入外籍及僑生之招生名額)。 

    創系宗旨在於提供想學習數學的學生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以接受紮實的基

本數學訓練，並在東海重視人文的氣息與美麗校園的薰陶下，培養較均衡的人生

觀，落實創校時「全人教育」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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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育目標 

    本校自創校開始，即標榜人文教育，開全國大學風氣之先，實施通才教育，

強調真理為體，信行為用，不僅以追求真理為基本要務，並著重力行實踐。以實

施德、智、體、群、美、事、情兼顧的全人教育為最終理想，在自由學術園地中，

除傳授專業知識及通識教育外，並透過博雅書院、勞作教育、生命教育、靈性教

育、體育教育、及民主法治教育，培育能在國際性多元化的工作環境中，有自信

的承擔社會責任及未來挑戰終身永續學習的「理想畢業生」。 

 

 本校教育目標為培育學生具有意下能力： 

 (1) 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 人文素養 

(3) 服務關懷熱忱 

(4) 國際視野 

(5) 創新能力 

 

 理學院教育目標為： 

(1)培育學生具備通識與專業基礎科學能力 

(2)落實全人教育並養成自然人文與社會素養兼具 

(3)培育學生具國際視野朝向多元化與跨領域學習 

 

本系教育目標 

    大學部教學目標在培養學生邏輯思考及數理分析與應用能力，並兼具資訊科

技之應用能力；課程規劃以落實基礎數學教育為主，並與其它領域配合，強調純

數與應數的融合。藉由一系列數學專業課程訓練，提高同學邏輯思考、嚴謹表達、

解析抽象概念、解決問題、及進一步創新的能力。 

    碩士班教學目標是希望以本系教師的數學背景為基礎，除加深基礎數學教育

外，配合教師專長指導研究生在分析及計算科學領域作研究，並培育相關人才。 

 

    秉持前述宗旨，配合本校及理學院現階段的教育目標，希望在數學專業訓練

方面朝多元化目標邁進，並幫助學生成為「自我學習」的終身學習者。結合校內

外老師，產業界人士，系友等多次研商訂定（見[附件 1-1-1])本系教育目標為： 

(1) 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2) 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3) 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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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之教育目標符合本校暨理學院之總體目標，其關聯性詳如下表 

應用數學系  學系教育目標  與  學校教育目標  關聯表 

學系教育目標 

I. 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II. 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III. 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學系教育目標 

學校教育目標 

 

I 

 

 

II 

 

 

III 

 

1. 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 ● ● 

2. 人文素養   ● 

3. 服務關懷熱忱  ● ● 

4. 國際視野 ● ● ● 

5. 創新能力 ● ● ● 

● 相關 

 

應用數學系  學系教育目標  與 理學院教育目標  關聯表 

學系教育目標 

I. 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II. 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III. 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學系教育目標 

學院教育目標 

 

I 

 

 

II 

 

 

III 

 

1.培育學生具備通識與專業基礎科學能力 ● ● ● 

2.落實全人教育並養成自然人文與社會素養兼具 ● ● ● 

3.培育學生具國際視野朝向多元化與跨領域學習 ● ● ● 

●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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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定之教育目標 

 

    依據教育目標與配合國家產業人才需求，結合校內外老師，產業界人士，系

友等多次研商訂定(見[附件 1-1-1])本系核心能力如下: 

(1) 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 (透過紮實基本訓練達成)。 

(2) 數理分析與處理能力 (透過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訓練達成)。 

(3) 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透過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達成)。 

 

     本系學生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標之對應請見下表。如課程地圖（([附件

1-2-1])中所規劃的，本系核心能力有利國家產業人才需求，例如工程人員，大

專或中學教師，研究人員，及財金管理人員等多方面的領域。 

 
本系學生核心能力與學系教育目標關聯性詳如下表 

 

應用數學系  學生核心能力  與  學系教育目標  之對應 

學生核心能力 

1. 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 

2. 數理分析與處理能力。 

3. 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學生核心能力 

學系教育目標 

 
1 
 

 
2 
 

 
3 

 

I.  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 ● ● 

II. 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 ● ● 

III. 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 ● ●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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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所擬定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是否結合專業學習與博雅學習 

大學部 

大一、大二必修課程，如「微積分」、「線性代數」、及「基礎數學」、「高等微積

分」，引導學生進入數學邏輯推理之門，確保學生建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

項目一。 

大二、大三必修課程，如「微分方程」、「複變函數論」、「離散數學」、「代數學」、

「機率統計」、及「微分幾何」，教導學生如何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確保學生建立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二。 

大一、大三的電腦必修課「程式語言」和「數值分析」，及大三、大四的專題選

修課如「微分方程與 Maple軟體」、「資料視覺化」、「數位訊號處理」、「密碼學」

等，皆可擴增學生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確保學生建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

項目三。 

本系與理工學院或通識中心合作的通識課程，如 102學年度的「自然：科學與應

用」、103學年度的「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符合博雅學習的目標。 

 

碩士班 

碩一上的必修課「分析」和碩士班選修課如「實變數函數論、「隨機微積分」、「動

態系統」、「偏微分方程」、「泛涵分析」等引導學生進入數學邏輯思考推理之門，

並教導學生如何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確保學生建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

一、二。 

碩一下的必修課「計算數學」和碩士班選修課如「科學計算」、「數值線代」、「數

值偏微方」、「平行計算」、「蒙地卡羅模擬」擴增學生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並教

導學生如何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確保學生建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二、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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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之對應關聯見下圖。 

數學系  學生核心能力  與  課程規劃  之對應(103學年度) 

  

     學生核心能力 

學系課程規劃 

 1. 邏輯思考與

表達能力 

2. 數理分析與

處理能力 

3數學應用與資

訊能力 

1.微積分 ● ● ● 

2.線性代數 ● ● ● 

3.基礎數學 ● ● ● 

4.程式語言 ●  ● 

5.高等微積分 ● ● ● 

6.微分方程 ● ● ● 

7.機率統計學 ● ● ● 

8.離散數學 ● ● ● 

9.普通物理 ● ● ● 

10.普通生物 ●  ● 

11.經濟學  ● ● 

12.代數學 ● ● ● 

13.複變數函數論 ● ● ● 

14.數值分析 ● ● ● 

15.微分幾何 ● ● ● 

    

● 相關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 

     為增進師生對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的瞭解，本系作法如下: 

1. 本系依照校的規定，授課教師的授課大綱，必需標示課程與系教育目標、系

核心能力之對應。學生在網路選課時可參考到授課大綱。 

2. 大學部必修課程問卷中請學生勾選與課程對應之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3. 大學入門及新生家長日會對大一新生宣導本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

展特色。（見[附件 1-4-1]）  

4. 教室外的走廊牆上有貼海報宣導本系的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  

5. 定期於課程地圖網站中更新課程與核心能力之對應資料。 

因上述第 1.和第 2.項教師及學生每學期必須填寫，所以對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之內容應已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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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建議將畢業學分由 132降至 128。本系於 99學年度起，

業已將畢業學分降至 128學分（[附件 2-1-1]），並規劃多元的選修學分認定辦

法，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及學程（[附件 2-1-2]），其作法為可以校內

任一學程或相關輔系的課程抵免系選修學分。依照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的建議本系

也新增業界講師主導的實務課程如『數學應用專案實務』([附件 2-3-4])，『幾

何模型之 HTML5』、『專案實務（一）』，數學在產業界系列演講（[附件 6-4-1, 

6-4-2]），及職涯引導課程『大學引導』與職涯啟航計畫（[附件 4-5-5,6-3-5]） 。 

     

    東海大學周邊有台中工業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精密園區，軟體工業園

區，台中榮總等。東海大學為一所綜合大學(文、法、理、工、農、社科、管理

及創意八學院)。此外，東海大學為國內少數設有博雅書院的學校。基於上述原

因，結合校內外老師，產業界人士，系友等多次研商訂定本系教育目標為 

1.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2.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3.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系務會議或系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系的發展及課程的安排是否合宜，系的發

展須與時俱進，課程的安排須去蕪存菁，除了加強必要基礎的訓練之外，亦發展

不同方向的進階課程，以多元的選修方向，鼓勵學生跨領域學習。 

 

  



 目標-8 

 [附件 1-1-1] 
 

 

東海大學數學系一○○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一○○年十二月六日(二)中午 12:50               地點 :st516會議室  

主席：陳文豪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全體專任教師 

甲、系務報告事項： 

乙、系務討論事項： 

一、教資中心彙整 98-99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量分析報告(共 4學期)，以供

未來課程規劃與改進之參考，請討論本系之回覆意見。 

                                                  提案人: 陳文豪 

決議 : 回覆意見條列如下: 

1. 數學屬於較理論抽象的學科，必然比其它應用學科要困難些，

學生的挫折感反應在學習自我評量上，也影響到其他構面的

評量，如何讓數學學科更淺顯易懂及更趨於應用是可以努力

的目標。本系目前正就部分理論較艱澀的課程，討論調整課

程大綱，使其在廣度與深度兩方面符合目前的學生狀況。 

2. 班級學生對課業的用心程度，反應在教學評量之差異頗大，

同一學系不同班別由同一教師授課，教材教法相同卻可以因

為讀書風氣影響教學評量達到相當大的差異，學生輕忽課業，

缺課或雖到課卻精神不濟之情況嚴重，如何改善讀書風氣是

當務之急。 

3. 基礎學科與其他應用學科是無法比較的，若能將同一基礎下

之學科教學評量作分析會較具意義，教師也能從五個構面了

解課程對學生學習的幫助並可相互激盪出更有效的授課方

式。 

4. 建議學校的授課意見調查表，應做更精細的設計，盡量摒除

太過主觀性的調查項目並應容納各學科差異的彈性項目，以

期望該調查表的的數據能更合理呈現教與學之間存在的問

題。 

 

二、請討論，是否修訂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教育目標  

1.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2.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3.培育均衡的人生觀、跨領域的科學觀與多元文化的國際 

                 觀。 

                 4.培育學生自我訓練成為「主動學習」的終身學習者。 



 目標-9 

          核心能力  

1.邏輯思考能力。 

2.數理分析能力。 

3.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提案人: 陳文豪 

決議 : 教育目標修改為下列三項:  1.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2.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3.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核心能力維持原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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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數學系一○一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一○一年十一月六日(二)中午 12:20        地點 :st516會議室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全體專任教師 

甲、報告事項： 

一、陳彥碩、廖士綱、林懌助教續聘案 12票通過(系務書函)。 

二、莊漢祥講師證書申請案 12票通過(系評書函)。 

三、陳瑞明老師因故請辭。 

四、飲水機換新。 

五、研究生系進院出。 

六、五年一貫學分數減少。 

七、頂尖雜誌，頂尖的頂尖雜誌。 

八、教師升等辦法修訂(院、校)。 

乙、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丙、討論事項： 

一、研究生甄試取消筆試。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取消筆試改以書面審查，入學第 1名獎學金以報到後考

試成績為標準。 

 

二、研究生獎學金(東海大學學生報名費補助)。     提案人:曹景

懿 

決議 : 限本校學生報考錄取並報到者，以暑修款頒發入學獎學

金(金額為報名之費用) 。 

 

三、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後續檢核報告。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1. 為因應本系送外審委員之意見，將本系(大學部、碩

士班)核心能力由原訂 

(1).邏輯思考能力 修改為 (1).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 

 (2).數理分析能力        (2).數理分析與處理能力 

(3).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3).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2. 本系送外審之大三必修課程「數值分析」(任課教師:

胡馨云老師)之檢核報告將於 11/9日前送教卓辦公

室。 

3. 本系 12門送外審之任課老師針對 2位委員意見之回

應表將於 11/20前交系彙整，11/26 送理學院彙整，

11/30送教卓彙整。 



 目標-11 

    

四、學分學程自我評鑑。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因本系「計算科學與工程學程」成效不佳，經全部委員

同意於系課程會議提案停辦「計算科學與工程學程」。 

 

五、系推薦彈性薪資申請。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推薦陳淑珍老師。 

 

     六、請系上協助輔導特殊之導生。        提案人:劉  力、曹景懿 

         說明 : 劉力老師為鄭彥霖同學之導師，以下為劉老師三點說明 

1. 應數三年級鄭彥霖同學為需加強輔導之學務處重點 

         學生。 

               2. 本人為鄭同學的導師；但在輔導特殊學生之專業知識

方面能力有限。 

               3. 請系上協助指派別的老師指導鄭同學(三修本人之)

「數學研討」課程。 

決議 : 1. 鄭彥霖同學之「數學研討」課程，由系主任擔任任 

          課教師。 

       2. 轉學生之「數學研討」課程，由系主任擔任任課教 

          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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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二學年度下學期第四次系務會議 

時間：一○三年六月三日(二)下午 12:30            地點 :st516會議室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全體專任教師 

甲、 報告事項： 

一、申請入學與其他系的比較。 

二、文理博雅班三周數學,每周三小時。 

乙、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丙、 討論事項： 

一、學測 60 級以上,指考 20%以內學費減免。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1.比照台大數學系收費差額由學校支付。 

                     2.二年級成績在 10%內由系補差額。 

 

二、微積分 A,B 組平台可否由亮點計畫支付?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 由系主任決定。 

 

三、103 學年度助教聘案。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 暫不討論。 

 

四、教育目標和核心能力是否需修改?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 不變。 

 

   臨時動議 

 一、科技大樓五樓之ㄇ字形二個內角，因露天，近日大雨造成走道

積水，基於安全考量，請總務處協助改善。 

          決議 : 通過。 

 

       二、是否於 104年11月之60週年校慶舉辦校友會及葉老師歡送會。 

          決議 : 請問葉老師相關事宜。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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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1] 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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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1] 

 

 

大學入門學習回饋單統計彙整圖表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103學年度大學入門-系所時間活動」學習回饋單

姓名：　　     　　　學號：                           

             項 目
非常同

意(5分)

同意(4

分)

尚可(3

分)

不同意

(2分)

非常不

同意(1

分)

1.學系介紹內容幫助我認識本系 8 27 6 0 0

2.我知道本系教育目標(3項) 8 24 10 0 0

3.我知道本系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3項) 8 26 8 0 0

4.我知道本系課程多元選課辦法 9 24 8 0 0

5.學長姐的讀書方法經驗分享對我的未來學

習有所幫助
9 26 7 0 0

6.我知道我是第幾家族及我的導師 20 17 4 0 0

7.我對活動場地很滿意 12 27 3 0 0

8我對於活動內容很滿意 10 29 3 0 0

9我對於活動時間安排很滿意 10 26 6 0 0

    系 主  任：              家族導師：

   系學會會長：                  班代表：

※請你(妳)寫出本系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各1項。

※你(妳)想參加系學會那一個系隊嗎？

※請寫出你(妳)對本次活動的建議。

※請你(妳)寫出下列姓名:

0

50 非常同意(5分) 

同意(4分) 

尚可(3分) 

不同意(2分) 

非常不同意(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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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

作與結果 

課程設計分成大學部與碩士班兩部份如下: 

大學部 

主要理念︰ 

(1) 以基礎數學訓練培養學生對一般性問題之敏銳度、思考之嚴謹度、

邏輯之正確性。 

(2) 對將來有志於從事研究工作的學生，不論是理、工、管乃至於社

會等專門研究領域，奠定其未來學習相關數學工具之能力。 

(3) 對將來有志於從事中等或初等數學教育的學生，培養正確之數學

理念與學習模式。 

 

課程架構︰ 

(1) 低年級課程引導學生進入數學邏輯推理之門，確保學生建立教育

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一。 

(2)   高年級課程教導學生如何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確保學生建立教育

目標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二。 

(3)   選修課程擴增學生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確保學生建立教育目標

及核心能力中之項目三。 

 

    本系於更名為應用數學系前已將系必修學分大幅降低，101~103學年之

必修科目表如[附件 2-1-1]所示，並規劃多元的系選修學分認定辦法如[附件

2-1-2]。更名之後，經多次討論，自 103學年起進一步將高等微積分由必修

4-4學分改為 3-3-3學分（必修 3-3-0，選修 0-0-3 ，見[附件 2-1-3]）。目

的是為了讓學生能更有彈性地選擇其感興趣的領域去深入學習。本系曾開設

之必選修課程大綱收集在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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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 

  主要理念︰ 

(1) 分析領域︰使學生對分析相關研究領域能有較深入的了解，培養以

下幾個應用數學研究領域所需的分析能力--財務工程、微分方程、

控制理論。對將來有志從事數學或其它領域研究的學生，奠定其未

來學習相關數學工具的能力。本組課程理念重視以分析為導向的數

學學習。 

(2) 計算領域︰使學生能結合所學習的數學理論與計算工具的知識，應

用在跨領域研究。本組課程理念重視以應用問題為導向之數學學習，

並加強數值計算能力。 

 

課程架構︰（參見附錄二碩士班研究生手冊） 

(1) 分析領域︰以分析為必修，配合以下方向開設選修課 

(a) 隨機系統︰高等機率、隨機微積分 

(b) 非隨機系統︰常微分方程、偏微分方程 

另有延伸的選修課程如下︰財務數學、隨機程序、隨機控制、動態

系統、計算動態、數理生態、時滯微分方程、類神經網路、控制系

統、數理控制、最佳控制、強健 H∞控制、非線性控制、NP 插值理

論與控制、分析與幾何專題等。 

(2) 計算領域︰以科學計算為必修，配合以下方向開設選修課 

(a) 代數數論︰應用代數 

(b) 應用領域課程：數學模型、作業評估、組合數學 

另有延伸的選修課程如下:平行計算、多階計算、計算動態、數值線

代、數值偏微方、密碼學、演算法、圖論專題、計算代數、數理工

程、計算生物、生物資訊專題、數值模擬、蒙第卡羅模擬等。 

 

 

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 

1. 系所負責課程規劃設計之機制 

本系與課程相關的委員會有： 

 (1) 系課程委員會: 主要負責整體課程架構與課程設計，所有專任教師皆

為課程委員。依需要不定期召開。課程委員會對課程架構的更動，必須

再經院、校級課程委員會，報請教務會議同意方可實施。課程架構依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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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原則上每三年送外審。外審委員的意見列為課程架構調整的參考。

（見[附件 2-2-7]） 

(2) 微積分教學委員會：本系設有微積分分組召集人，95學年成立委員會

至今，針對全校微積分 A組（4-4學分）、B組（理工 3-3學分）、C組

（商管 3-3學分）、D組（3-0或 0-3學分）、E組（2-2學分）之教學，

執掌包括教材的選擇、進度的安排、微積分競試、微積分諮詢室、數學

學習輔導中心、微積分會議等。召集人由系主任聘請，委員為前後任微

積分各組召集人。 

(3)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 每學年召開一次，研議並定期檢討以下事

項:  

      1、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妥適性。 

      2、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是否具關聯性。 

      3、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4、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5、其他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項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2. 課程相關委員會開會及決議執行情形 

(1) 系課程委員依需要不定期召開，100-103學年系課程會議召開日期與次

數參考見第 7-1-1節的統計表。例如 103學年度(含)後入學之新課程架

構，就是在 102~103學年經過多次討論，最後並邀請三位校外人士(施因

澤教授、孫凱南系友、及柯欣怡主任)參與審查後所訂。本系更改系名之

前也曾於 99學年度邀請三位校外人士(曾旭堯教授、秦玉玲系友、及柯

欣怡主任)參與討論減少必修科目及放寬選修科目的決策。（見附件

[2-2-4]） 

(2) 微積分教學委員會於期初、期中、期末開議。期初決定教科書及進度、

期中決定競試安排、期末檢討教學成效並安排演講 (例如 102下學期末

邀請書局的系統工程師作介紹微積分線上學習系統。促成 103學年 A、B

組微積分採用該學習系統輔助教學。（見附件[2-2-5]） 

(3)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103學年度首次召開，討論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之妥適性。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之關聯性。鼓勵本

系與生命科學系、 電機系教師就共同開課、共同指導學生或共同參與計

畫案。（見附件[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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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不定期會召開議：103學年系所合作溝通協調會，本系與生命科學

系、 電機系教師就共同開課，共同指導學生，共同參與計畫案的可能性

討論。後續促成本系與本系與生命科學系、電機系教師 104學年開始共

同開跨領課程 （見附件[2-2-3]）。 

    

 

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 

  本系鼓勵修讀跨領域學程及輔系開啟學生對數學應用的視野，作法如下︰ 

(1) 本系與師資培育中心配合的教育學程，培育中等學校數學科領域專長教

師，並以碩士級師資培養為主要目標(見[附件 2-3-1])。 

(2) 本系積極鼓勵大學部學生依興趣選擇特定領域作跨領域學習。作法為降

低本系必修學分為 56學分，並且可以校內任一學程或相關輔系的課程

抵免系選修學分(見附件 2-1-1、2-1-2、2-1-3)。100-103學年共有 18

位登錄輔系或雙主修，其中有 1位完成雙主修，2位完成輔系學程（[附

件 2-3-3]）。 

(3) 本系積極開拓跨領域課程之開設。例如，工業工程系在本系開『數位訊

號處理』(101-103學年)、本系與資工系合開『數學應用專案實務』(103

學年，參考[附件 2-3-4])，本系與生科系合開『生物建模』(104學年)，。

引入業界技術人士開設『幾何模型之 HTML5』(101學年)、『專案實務（一）』

(104學年)。  

(4) 大學部每年均有與外系或通識中心合開的應用課程，引導有興趣的學生

跨領域學習(見[附件 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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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1]  101~103 學年之必修科目表 

101 學年度入學大學部新生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課程 

中文 4                 

合計 17 學分 

大一英文 4 2 2             

大二英文 2     1 1         

資訊教育 3                 

歷史 2                 

公民文化 2                 

通識

必修

科目 

 

人文學科                   

通識四領域必選其中三領域。 

至少選修11學分。 

社會學科                   

自然學科                   

文明與經典領域學科                   

學系

必修

科目 

微積分Ａ 8 4 4             

A 組為入學時採計數甲，Ｂ組

為入學時採計數乙。Ａ組或 B

組系必修均為 60 學分 

普通物理（A組必修） 6     3 3         

經濟學(一)(二)(Ｂ組必修） 6     3 3         

數學研討 2 1 1             

程式語言 3   3             

基礎數學 3 3               

線性代數（一） 3 3               

線性代數（二） 3   3             

離散數學 3     3           

高等微積分 8     4 4         

微分方程 3       3         

數值分析 3           3     

代數學（一） 3         3       

複變數函數論 3         3       

機率學 3     3           

統計學 3       3         

微分幾何 3           3     

   必修學分數 
88 

  

13 

  

13 

  

14 

  

14 

  

6 

  

6 

  

  

  

  

  
   

   選修學分數 
40 

  

1.選修學分依據「數學系學生畢業選修學分認定辦法」辦理。 

2.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 B 組學生修經濟學(一)、經濟學(二)

取代普通物理學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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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學年度入學大學部新生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課程 

中文 4 2 2             

合計 14 學分 

大一英文 4 2 2             

大二英文 2     1 1         

歷史 2   2             

公民文化 2 2               

通識

必修

科目 

人文學科                   

通識四領域必選其中三領域。 

至少選修14學分。 

社會學科                   

自然學科                   

文明與經典領域學科                   

學系

必修

科目 

微積分Ａ 8 4 4             

A 組為入學時採計數甲，

Ｂ組為入學時採計數乙。

Ａ組或 B 組系必修均為 60

學分 

普通物理（A組必修） 6     3 3         

經濟學(一)(二) （B組必修） 6     3 3         

數學研討 2 1 1             

程式語言 3   3             

基礎數學 3 3               

線性代數（一） 3 3               

線性代數（二） 3   3             

離散數學 3     3           

高等微積分 8     4 4         

微分方程 3       3         

數值分析 3           3     

代數學（一） 3         3       

複變數函數論 3         3       

機率學 3     3           

統計學 3       3         

微分幾何 3           3     

   必修學分數 
88 

  

17 

  

17 

  

14 

  

14 

  

6 

  

6 

  

  

  

  

  
   

   選修學分數 
40 

  

1.選修學分依據「應用數學系學生畢業選修學分認定辦法」

辦理。(100.04) 

2.大學考試入學分發招生B組學生修經濟學(一)、經濟學(二)

取代普通物理學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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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入學大學部新生必修科目表 

  科  目 
學

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課程 

中文 4 2 2             

合計 14 學分 

大一英文 4 2 2             

大二英文 2     1 1         

歷史 2   2             

公民文化 2     2           

通識

必修

科目 

人文學科                   
通識四領域必選其中三領域。 

至少選修14學分。 

社會學科                   
 

自然學科                   
 

文明與經典領域學科                   
 

學系

必修

科目 

微積分Ａ 8 4 4             

合計 56 學分 

基礎數學 3 3               

經濟學（一） 3 3               

線性代數（一） 3 3               

線性代數（二） 3   3             

程式語言 3   3             

高等微積分 6     3 3         

普通物理 3     3           

離散數學 3     3           

機率學 3     3           

微分方程 3       3         

統計學 3       3         

代數學（一） 3         3       

複變數函數論 3         3       

數值分析 3           3     

微分幾何 3           3     

   必修學分數 
84 

  

17 

  

16 

  

15 

  

10 

  

6 

  

6 

  

  

  

  

  
   

   畢業學分數 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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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2] 

         應用數學系學生畢業選修學分認定辦法 

為使本系大學部學生更有機會往應用領域發展，甚至獲得相關學程或科系之輔系或雙學

位資格，規定本系學生畢業選修學分除不得與本系必修學分重複認列外，必須滿足下列

選修條件之一方可認列： 

(一)系開課程至少 15 學分●本系專題課程至少 9 學分。 

●普通生物學、經濟學、會計學至少選一科。 

(二)單一學程課程至少 15 學分。學校所開學程，限選一學程 

例如 : ☆資管系主辦→「資訊安全管理與應用學分學程」。 

(三)單一輔系課程至少 15 學分      以下所列，限選一學系 

★理院→生科系、化學系、物理系。 

★工院→化材系、工工系、環工系、資工系、電機系。 

★管院→企管系、國貿系、會計系、統計系、財金系、資管系。 

★社科→經濟系。 

★農院→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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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3] 101-103學年必修課目更動表 

103學年度(含)後入學 必修 56/15˙ 103學年度前入學 必修 58/15 

微積分 

大一 

4-4 

13-10 

 微積分 

大一 

4-4 

14-14 

基礎數學 3- 基礎數學 3- 

線性代數 3-3 線性代數 3-3 

 

經濟 

 

3- 

數學研討 1-1 

經濟(B組) 3-3 

程式語言 -3 程式語言 -3 

 

普通物理 

大二 

 

3- 

12-9 

  

普通物理(A組) 

大二 

 

3-3 

13-135 

 

高等微積分 

 

3-3 

 

高等微積分 

 

4-4 

微分方程 -3 微分方程 -3 

離散數學 3- 離散數學 3- 

機率學,統計學 3-3 機率學,統計學 3-3 

複變數函數論 

大三 

3- 

6-6 

 複變數函數論 

大三 

3- 

6-6 

代數學 3- 代數學 3- 

數值分析 -3 數值分析 -3 

微分幾何 -3 微分幾何 -3 

 

系選修 
   15 

  

系選修 
  15 

 

註︰色彩為新舊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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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2] 

東海應用數學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施行要點 

94年 5月 11日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1月 22日系務會議通過 

         99年 3月 17日院長核定 

         101年 12月 04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協助本系學士班成績優異學生提前修讀碩士班課程，預先規劃專業

暨學術研究方向，採取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以期達到縮短修

業年限之目的，茲依據「東海大學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

施要點」特訂定本施行要點。 

第二條：第二條 本校學士班學生得於三年級下學期開學後，提出申請。由本系

甄選委員會審核，錄取名單經系務會議通過並經行政程序陳校長核定

後公佈之。 

第三條： 錄取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之學生(以下簡稱錄取生)，得依學校

及本系之規定提前選修碩士班課程，兼具學士學位候選人及碩士班預

備研究生資格。 

第四條： 錄取生得自三年級下學期修習本系碩士班科目，其及格標準與碩士班

學生相同。 

第五條： 錄取生應與碩士班入學考試一般考生公平參加入學甄試或考試，經通

過甄試或考試錄取，始取得碩士班學生之資格。 

第六條： 本系將協助錄取生選定指導教授，由指導教授輔導選課及協助訂定研

究專題，以期該生能在本系五年內獲取學碩士學位。指導教授須對其

指導之錄取生進行評估作業，並於取得碩士班資格前之每學期末將評

估報告提送本系考核。 

第七條： 錄取生於學士班曾修習碩士班科目學分，成績達七十分，且該學分未

列畢業學分數內，得酌予抵免碩士班畢業學分，抵免學分數以碩士班

規定畢業學分（不含論文學分）四分之三為限。 

第八條： 碩士班抵免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當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辦理，申請

辦理學分抵免以一次為限。 

第九條： 錄取生於符合本系學士學位之畢業規定時，本系應報請學校發給學士

學位證書；錄 取生獲本系學士學位證書後，並於符合本系碩士學位之

畢業規定時，應報請學校發 給碩士學位證書。 

第十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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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3] 

   東海大學一○三學年度系所合作溝通協調會(應用數學系與生命科學系)-紀錄 

 時間：一○三年十一月十七日(一)上午 10:30 -11:30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 

    生命科學系 ○ 林惠真主任 ○ 謝明麗教授 

 

    本      系 ○ 黃皇男     ○ 曹景懿     ○ 何肇寶     ○ 楊智烜 

 

出席者以「○」標示 

甲、 討論事項： 

 一、 系所教學、研究合作之可行性。 

決議: 若師生有意願或需求,將盡力促成雙方 

      1.共同開課, 

   2.共同指導學生, 

   3.共同參與計畫案。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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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一○三學年度系所合作溝通協調會(電機工程學系與應用數學系)-紀錄 

 時間：時間：一○三年十二月四日(四)中午 12:20 -13:40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 

    電機工程學系 ○ 苗新元 主任 ○ 溫志宏 教授 

 

    本系   ○ 黃皇男 ○ 曹景懿 ○ 何肇寶 ○ 陳文豪○ 楊智烜 ○胡馨云 

 

出席者以「○」標示 

甲、 討論事項： 

 一、 系所教學、研究合作之可行性。 

決議 : 在「通訊與網路」及「自動化與系統」兩個方向 

      上促成雙方在大學部或研究所 

      1.共同開課, 

      2.共同指導學生作專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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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4] 列舉 系課程會議紀錄   

 

   東海大學數學系九十九學年度上學期第二次系課程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九年十一月十七日(三)下午 4:20                    地點：ST527 

主席：陳文豪                                             記錄：陳淑媛 

校外委員:  

          ○秦玉玲系友(宇柏資訊/董事總經理)(68年畢業系友) 

 

         ○曾旭堯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數學系教授)       

 

          ○柯欣怡系友(寶來基金教育中心教育專員)(95年畢業系友) 

 

甲、報告事項 :  

乙、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丙、討論事項 

一、擬修訂本系選修學分認定標準。                  提案人: 陳文豪 

說明： 1. 本系選修學分，原規定需包含本系所開選修課程至少 15學

分(內含普通生物學或經濟學至少選一科)。 

       2. 擬由原訂「普通生物學或經濟學至少選一科」修訂為「普通

生物學、經濟學、會計學至少選一科」。 

3. 為使本系學生更有機會往應用領域發展，甚至獲得相關學程

或科系之輔系或雙學位資格，並配合本系申請更名為應用數

學系之規劃，擬修訂本系選修之 15學分滿足下列各項之一

即可認定採計 :  

              (1). 本系所開選修課程(含普生、經濟或會計至少選一科) 

       共 15學分。 

              (2). 本系所開選修課程(含普生、經濟或會計至少選一科) 

 資訊領域課程(資工、資管系輔系課程或計算科學與工 

 程學程課程共 15學分。 

              (3). 本系所開選修課程(含普生、經濟或會計至少選一科) 

 財金領域課程 (財金系輔系或財務工程學程課程共15 

 學分。 

              (4). 本系所開選修課程(含普生、經濟或會計至少選一科) 

 單一輔系課程共 15學分。 

                   (以理、工、管理學院及經濟、食科各系所開的輔系課

程為認定標準) 

           4. 建議目前在學學生即可適用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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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為使本系學生更有機會往應用領域發展，甚至獲得相關學

程或科系之輔系或雙學位資格，並配合本系申請更名為應

用數學系之規劃，修訂本系選修之 15學分滿足下列各項之

一即可認定採計 : 

               (1). 本系所開選修課程共 15學分。 

               (2). 單一學程 ( 如:本系主辦之計算科學與工程學程或

協辦之財務工程學程 ) 課程共 15學分。 

               (3). 單一輔系 (以理、工、管理學院及經濟、食科各系所

開的輔系課程為認定標準 ) 課程共 15學分。 

             2.目前在學學生可適用此規定。 

                             

二、擬將本系必修課程「微分方程」3 學分，開課學期由大三上學期移

至大二上學期。                                 提案人: 陳文豪 

說明：「微分方程」為眾多進階課程之基礎課程，學生於大二上修

此課程有助於日後進入相關應用領域修課。 

決議：1.「離散數學」3學分開課學期由大二(下)移至大二(上)。 

      2.「微分方程」3學分開課學期由大三(上)移至大二(下)。 

      3.  其他必修課程待下次會議再議。 

                                                     

三、請討論大一線性代數與大二普通物理學開課年級對調。 

說明： 1. 本系目前在大一開設三門必修課程：微積分(4-4)、基

礎數學(3-0)、線性代數 (3-3)，對於入學新生相當吃

重。 

2. 經過這四年線性代數開在大一經驗，反應出由於大一新

生的數學基礎普遍薄弱（並且逐漸變差），學習線代的

困難度加深；改到大二明顯可以降低學習的困難度。 

3. 本校除數學系外，普通物理開設在大一。 

4. 將普通物理改在大一開課，新生高中物理的知識，較易

學習，並降低因故轉到理工學系時再補修普通物理的困

擾；同時符合理工學院大一不分流的趨勢。 

                                 提案人: 黃皇男 

決議：維持現況。 

 

四、本系課程建議。                             提案人: 謝維華 

    說明 : 請參閱附件。 

決議： 將納入以後課程規劃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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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本系 99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課程。        提案人: 陳文豪 

決議：1. 學校一再提醒,勿以同一課程大綱，於大學部及碩士班以

不同課名同時開課，本學期有此情況之教師，爾後請避免

再發生類似情況。 

2. 通過開課課程如附件。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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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二學年度上學期第三次系課程會議紀錄 

時間：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五)中午 12:00           地點：ST527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校外委員:   

 

○ 施因澤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 

 

○ 柯欣怡 系友  (寶來基金教育中心主任) (95年畢業系友)       

 

○ 孫凱南 系友  (亞德光機股份有限公司中國區業務經理)(70

年畢業系友)) 

                                            

甲、 報告事項:  

 請三位校外委員, 就課程規劃及檢討改進課程就業力提供寶貴建議。 

乙、 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況報告  

 一、 取消數甲學生必修普物 [50=10(繁星)+25(申請)+15(考試)]。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1.取消必修科目:普通物理學 3-3 (A組[數甲]必修) 

         及經濟學(一)3-0經濟學(二)0-3 (B組[數乙]必修)。 

   2.普通物理學 6學分、經濟學 6學分、普通生物學 3 

   學分三擇一為系必選修, 詳細選修規定另議。 

  (此案院課程仍未通過) 

丙、 討論事項: 

 一、 取消數甲學生必修普物 [50=10(繁星)+25(申請)+15(考試)]。 

                                       提案人:曹景懿 

  決議 : 1.取消必修科目:普通物理學 3-3 (A組[數甲]必修)及 

經濟學(一)3-0經濟學(二)0-3 (B組[數乙]必修)。 

2.送院課委意見: 必修=[普物 3-0 經濟 3-0]， 

                選修=[普物 0-3 經濟 0-3]。 

   

 二、 經濟改必修之後,系開課程至少15學分(含本系專題課程至少9

學分及普通生物學、經濟學、會計學至少選一科) 是否改為(含

本系專題課程至少 9學分及普通生物學、會計學至少選一科)。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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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1)是否增加基礎數學必修學分數至 2-2? (2)是否降低高微必

修學分數至 3-3?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另議。 

   

 四、 微積分能力分班。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另議。 

   

 五、 (1)是否將數值分析調大三上? (2)是否增加資料結構或演算法

或數學軟體的必修課程?              提案人:胡馨云、李天

佑 

  決議 :另議。 

   

 六、 普物 3-0及經濟 3-0必修開在大一或大二? 若普物開在大一

下,程式語言是否可以調到大一上?     提案人: 黃皇男、曹

景懿 

  決議 :另議。 

   

 七、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課程安排。             提案人: 曹景懿 

  決議 : 通過如附件。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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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5]列舉 微積分會議紀錄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二學年度下學期微積分演習課會議紀錄 

時    間：一○三年三月七日(五)中午 12:30  

參加人員： 

 

甲、報告事項： 

各位系主任:因為下個學年度應數系助教名額將大幅被刪減,微積

分演習課的現有方式勢必無法維持，幾個可能的改變方案希望能和

大家一起討論決定。期望您能參與並提供意見，謝謝! 

        乙、討論事項： 

一、微積分演習課。                                 

決議 : 1、如果依學校人力配置公式，應數系只剩三位助教，

則 103學年度開始本系無法再提供其他系微積分演

習課的服務。 

2、請教務長建議學校先試行留下五位助教，併班上演

習課，至 105學年度再檢討成效做適度調整。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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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二學年度下學期微積分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一○三年六月二十日(五)下午 11:00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全體微積分教學教師及助教 

 

甲、 報告事項：   

 一、助教人力分配   

 二、A,B組電子數位教學平台展示 ; 並另訂教育訓練時程 

乙、 討論事項:   

 一、助教人力分配 6/17(二)系務會議訂 103學年度起重修班及會 

    計系選修微積分課不派助教並取消演習課程。重修班修課人 

    數上限 70人，以減輕教學負擔。 

 決議 :1. 兼任老師提出因課程負擔之耐受壓力不同;會議決定: 

          將視任課老師意願訂人數上限。學校規定 70人以上加 

          計 20%鐘點費。85人以上加計 40%鐘點費。100人以上 

          加計 50%鐘點費。 

      2. 專任老師選修課打考卷結算成績是否由助教協助 

         將明確規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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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一學年度上學期微積分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一○二年一月十八日(五)下午 4:30 

主席：曹景懿                                           記錄：周美君 

參加人員：全體微積分教學教師及助教 

 

甲、 報告事項： 

乙、 討論事項： 

 一、 討論微積分能力分組。 

  決議 : 1.建議 : 重修班人數宜作限制，或建議多開班等修課人數確定再併 

         班或停開。 

        2.微積分能力分組須通盤考量及配套措施。 

   

 二、 微積分教學相關建議與改進意見。 

  決議 : 1.各類考試敬請務必於考卷上方註明以下各項，以防學生考錯考卷。 

         (例如:考場安排單雙排不同課程考試，容易弄錯) 

       a. 考試科目名稱及選課代號    b.開課系級 

       c.考試別:期中期末考          d.任課老師。 

   2.101(2)微積分教學大綱，1月底前請各組負責同仁 E-MAIL給任課 

  老師。 

   3.微積分教學大綱，可請各組教師開會商討必要講授之單元，使課程 

  安排更符合教學進度及內容。 

   4.五十分續修下學期的學生查證、應確實執行確認。 

   5.物理系主任建議微積分由該系教師認課之問題，擬與物理系溝通了 

  解該系之需求，適度調整教學內容以更能符合該系特色。 

   6.統計系主任建議微積分之教學速度慢些，學生學習可較從容些。 

   7.針對高中之自然組社會組數學教學內容，建議商請東大附中林瑞力 

  數學老師擔任諮詢工作，以解決大學部之微積分教學銜接問題。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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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數學系一○○學年度上學期微積分教學研討會議紀錄 

時間：一○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五)上午 11:00 

主席：曹景懿                                            記錄：周美君 

參加人員：全體微積分教學教師及助教 

 

甲、 報告事項： 

 一、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跨校微積分教學會議報告及微積分數位競賽辦

法。 

 二、 微積分教學問卷調查結果報告。 

乙、 討論事項： 

 一、 微積分教學相關建議與改進議意見。 

  決議 : 1. 學生意見 : A 組沈老師以 Reading Quiz (預習) 15 次佔總成績的 

30%，先勾題目回家作，其學習效果不錯。 

        2. 老師意見 : Reading Quiz 何妨使用中文字眼讓學生接觸， 

                  如”預習成績”。 

        3. 學生意見 : 請勿跳過基礎單元，以避免基礎不懂而無法接續之

後的單元。 

        4. 學生意見 : 二校區部分教室無冷氣及風扇，建議學校增設。 

        5. 學生意見 : 希望微積分能力分班。 

        6. 老師意見 : 全校能力分班執行上有困難，若先以一系試作也許

可行。 

        7. 學生意見 : 同學上課一直講話影響認真上課的同學，請老師助

教可以維持課堂安靜。 

        8. 學生意見 : 重修班連三堂有點累且上課時間太晚。 

        9. 老師意見 : 重修班為避免衝堂，僅能安排晚間密集上課，請同

學多作預習以免三堂課內容太多消化不良。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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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2-6]列舉 提升學習成效委員會議紀錄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一○三學年度上學期提升學習成效委員會 

時間：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四)下午 12:20  

主席：曹景懿                                             記錄：陳淑媛 

參加人員：  

 

○ 曹景懿 ○ 何肇寶 

 

○ 陳文豪 ○ 楊智烜 

 

 陳淑珍 

(請假) 

       

出席者以「○」標示 

甲、 討論事項： 

 一、檢討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機制。                 提案人: 曹景懿 

     說明 : (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妥適性。 

  (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是否具關聯性。 

  (三)、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四)、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五)、其他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項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決議 : (一)、關於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之關聯性，詳見附件一。 

  (二)、鼓勵老師在大學部開小組專題課，指導學生研究學術問題或與業 

     界結合的問題。 

  (三)、鼓勵老師與生科系、電機系、財金系合開碩士班課程，並共同 

     指導學生。 

  (四)、鼓勵老師在碩士班開設全英文課程。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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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7]列舉 課程整體架構 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表 

東海大學 101-103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 外審委員審查意見追蹤表 

系所單位：應用數學系 填報時間：民國 105  年  9 月  14  日 

班別 ■學士班、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開課學期：  

一、基 本 檢 核 要 素 

1、運用適合的分析策略以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2、依據教育目標與結合大學人才培育功能與國家產業人才需求，訂定學生核心能力
之作法與結果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系核心能力之“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略改為“邏輯推理與表達能力”的確比較容
易被學生理解。本系將考慮修改為後者。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3、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宣導機制與師生對其瞭解程度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4、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為何？
【適用第一週期已受評之系所及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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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5、依據核心能力進行課程規劃與設計之機制運作與結果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本系將在人力許可下，考慮增設更多與核心能力對應的課程。 

6、課程地圖建置與實施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本系『畢業選修學分認定辦法』第一條規定:普通生物學、會計學、經濟學至少選一
科。生物學對某些領域的重要性已在本系課程規劃的考量中。然而本系未來仍會邀請
能夠就本系課程架構給予廣度與創見之外賓參加課程會議，對『物理、經濟、生物必
修或選修』的議題綜合討論。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7、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8、系上開設學用合一及整合性課程之課程執行成果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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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此處指的發表會應該是課程『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學生的發表會，目前由本系敎
師共同擔任評審，未來將鼓勵類似課程的發表會邀請外系教師及公正外校貴賓擔任評
審。 

9、專、兼任教師之數量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之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0、教師依據課程所欲培育之核心能力，進行教學設計與應用多元教學方法之情形為
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1、教師自編講義、編製數位媒材做為教學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之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2、教師依據課程所欲培育之核心能力，設計學習評量之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課程-26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本系必選修課多數以考試方式測驗學生，考題著重數學定義與定理之間的關係以及數
學性質的推導並兼顧各式應用題型，考試成績足可評量學生是否具有本系要求之核心
能力。部分選修課，如『專案實務』、『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其計劃成果展示
也可評量學生是否具有本系要求之核心能力 

13、依據教學評鑑結果，協助教師改進教學設計、教材教法與多元學習評量方法之情
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4、教師配合課程需求，進行實務教學之成果為何？【適用在職專班】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5、學生學習成效表現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要完整呈現『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技術上不容易。報告中以個案方式呈現『學生學
習成效表現』仍為較好的呈現方式。 

16、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運作與成效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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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本項回應恰為 12、15兩項的回應之綜合。 

17、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內部利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
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東海大學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為就校方統一調查，已得到的調查樣本中沒有
本系系友牽涉。所以無從得知企業雇主對本系學生學習成效意見之情形。若要求系自
己做類似調查，難以在短時間有足夠調查樣本可做結論，但少數個案仍可做參考。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18、根據內部利害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見之分析結果，進行
檢討修訂核心能力之設計、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教學與學習評量，以及學生輔導與
學習資源提供之情形為何？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二、根據系所提供資料，對受評單位整體性綜合意見 

A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B委員審查意見（如附件），系所之回應及改善措施： 
■本題意見不需要回應 
本題意見擬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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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1]  

東海大學 

 

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規劃說明書 

 
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數學領域 

 

 

提報單位：東海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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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規劃課程規劃概要 

一、 師資類別：高級中等學校共同學科 

二、 參加規劃系所：數學系、統計系 

三、 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名稱：數學領域 

四、 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師資之進路分析：擔任中等學校數

學教師 

五、 相應之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需

檢附課程大綱） 

（一）數學科/數學領域教材教法 

（二）數學科/數學領域教學實習 

六、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本項目由師資培育中心提供） 

七、 任教學科（領域、群科）教育實習場所，並應附實習場所相關同

意文件。（本項目由師資培育中心提供） 

八、 負責師資培育任教學科（領域、群科）之相關系所 

（一） 主要規劃系所：數學系 

（二） 開課相關系所：數學系、統計系 

九、 相關系所現行之必（選）修科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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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東海大學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 

「中等學校數學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任教領域專長

科 別 

國民中學任教領域數學專長 : 數學學習領域數學主修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任教學科 : 數學科 

要求總學分數 35 必備學分數 26 選備學分數 9 

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研究所

(含輔系) 
應用數學系所、統計學系所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必 

備 

科 

目 

高等微積分（一）（二）  8  

線性代數（一）（二）  6  

代數學 代數學（一） 3  

幾何學 
幾何學（一）、高等幾何

（一）、解析幾何 
3  

機率論 
機率論（一）、機率導論、

機率與統計（一） 
3  

統計學 
統計學（一）、機率與統計

（二） 
3  

小計 26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學分數 備註 

選 

備 

科 

目 

數論 
5

至

少

選

2 

整數論、基礎數論 3 

*「計算

機概

論」屬

於國民

中學九

年一貫

課程數

學學習

領域之

必修專

門科目 

組合數學 
組合學、離散數學、圖論、

圖形學、基礎圖論 
3 

複變數函數論 複變數函數、複變函數論 3 

代數學（二） 代數特論、高等線性代數 3 

幾何學（二） 高等幾何（二） 3 

計算機概論* 

計算機導論、電子計算機概

論、數學軟體導論、數學軟

體 

3 

數學導論 
基礎數學、數學通論、集合

導論 
3 

數值分析 計算數學導論 3 

數學史 數學哲學、數學思想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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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幾何 流形導論 3 

微分方程導論 
微分方程、常微分方程導

論、偏微分方程導論 
3 

小計 33  

說明 

1. 本表應修必備科目 26 學分，選備科目 9 學分，共計至少 35 學分。 

2. 本表乃依據「普通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及「普通高級職業學校群科課程

綱要」內涵訂定。 

3. 科目名稱（一）（二）代表一學年，（一）指第一學期，（二）指第二學期。 

4. 「高等微積分」一科因佔高中數學課程極重比例，因此提高此必備學科之採

認學分，不受 2-6 學分之限制；本項提高採認學分已提高「數學科」必備學

分數，無排擠其他學科修讀學分情形。 

 

二、「數學科」科目及學分一覽表與中等學校課程綱要之對應說明如下： 

 

科目名稱 數學 

要求總學分數 35 必備學分數 26 選備學分數 9 

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對  應  主  題 

必 

備 

科 

目 

高等微積分  1、多項式函數的極限與導數 

2、導函數的應用 

3、多項式函數的積分 

線性代數  1、向量 

2、空間中的直線與平面 

3、矩陣 

代數學（一）  1、多項式 

2、指數與對數 

3、三角函數的性質與應用 

4、三角函數的基本觀念 

5、不等式 

高等幾何  1、三角函數的基本觀念 

2、空間中的直線與平面 

3、圓與球面的方程式 

4、圓錐曲線 

機率學 機率論 1、機率與統計(Ⅰ) 

2、機率與統計(Ⅱ) 

統計學 統計學（一） 1、機率與統計(Ⅰ) 

2、機率與統計(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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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科目名稱 相似科目名稱 對  應  主  題 

選 

備 

科 

目 

 

選 

備 

科 

目 

 

數論 密碼學 1、數與坐標系 

2、數列與級數 

離散數學 組合數學 1、排列組合 

複變數函數

論 

（一）(二) 

 1、數與坐標系 

2、三角函數的性質與應用 

數理統計 統計學（二） 1、機率與統計(Ⅱ) 

代數學（二）  1、矩陣 

拓樸學  ※並沒有直接對應的主題，但可視為

高中數學主題的更進一步抽象的觀

點，可提供教師有高觀點的看法 

微分方程 微分方程導

論、 

偏微分方程導

論 

※並沒有直接對應的主題，但可視為

高中數學主題的更進一步抽象的觀

點，可提供教師有高觀點的看法 

數值分析  1、(附錄)以牛頓法求整數開平方根的

近似值 

線性規劃  1、不等式 

數學史  ※並沒有直接對應的主題，但可增進

教師對高中數學主題廣泛性的了解或

更進一步抽象的觀點。  

基礎數學、基

礎數學（二） 

 

 微分幾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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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2]  101~103學年度與外系或通識中心的合開選修課程一覽表 

 

 

 

學年度-學期 姓名 課程名稱 共同開課系所 備註 

103-2 沈淵源 自然：數論與密碼 通識中心  

103-2 陳文豪 自然：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 通識中心  

103-2 黃皇男 數學應用專案實務 資工系、企管系  

103-1 黃皇男 自然：數學之旅 通識中心  

103-1 陳文豪 自然：數學與邏輯 通識中心  

102-2 沈淵源 自然：數論與密碼 通識中心  

102-2 陳文豪 自然：數學與邏輯 通識中心  

102-2 黃皇男 職涯與志業講堂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102-1 黃皇男 自然：數學之旅 通識中心  

102-1 沈淵源 自然：數論與密碼 通識中心  

102-1 陳文豪 自然：數學與邏輯 通識中心  

102-1 黃皇男 職涯與志業講堂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102-1 曹景懿 自然：科學與應用 博雅書院  

101-2 沈淵源 自然：數論與密碼 通識中心  

101-2 黃皇男 職涯與志業講座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101-1 陳文豪 自然：自然科學概論 通識中心  

101-1 黃皇男 自然：數學之旅 通識中心  

101-1 沈淵源 自然：數論與密碼 通識中心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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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3] 

登記學

年度
學號 姓名 修學程 修輔系或雙主修 備註

100 972439 鄭家慧 電機輔系 完成輔系

992417 楊婉伶 資工輔系 完成輔系

992418 沈怡妏 資工軟工學程

992419 黃鐘儀 資工輔系

992439 方婉如 化材(雙主修) 完成雙主修

992456 陳彥辰 財金輔系

101 1002426 謝汶玲 財金輔系

1002441 蔡宜廷 資訊安全管理與應用學程

1002454 王姿穎 會計輔系

1002459 邱毓珩 資工輔系

102 1012420 周渝娟 財金(雙主修)

1012424 吳若萱 財金(雙主修)

1012432 吳勝林 會計輔系

1012437 黃韻帆 會計(雙主修)

1012440 洪廖憶 經濟輔系

103 1022411 李憶純 會計輔系

1022413 洪靜蓉 會計輔系

1022428 劉哲維 財金輔系

          100-103學年度大學部學生選修學程或輔系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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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4] [數學應用專案實務]課程大綱 

 
 

課程名稱 

Course Title 

中文-專案實務 

英文-Project-Based Case    

     Study 

開課班級

Section 

應數 3,4 

學分數(選/必

修)Credits(required/elect

ive) 

2-0,0-2 授課教師

Instructor 

黃皇男（應數） 

楊朝棟（資工） 

實習時數 

Internship Hours 

 上課時段 

Class Time 

 

課程授課語言 

■中文 Chinese□英文 English□西文 Spanish□日文 Japanese 

□法文 French□德文 German□俄文 Russian□拉丁文 Latin 

□其他 Others 

主要教科書是否使用原文書 

 □是 Yes■否 No 

是否有自編教材 Own teaching materials ■是 Yes□否 No 

課程簡介 Course Description（中文版）（Chinese Version） 

課程目標  

本課程「數學應用專案實務」旨在結合理論與實務，藉由指導老師之從旁輔導，訓練學生獨立

思考、研究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以發掘與應用數學、商業模式、物聯網有關之各種議題，

繼而提出診斷或開發具市場及核心技術之系統，同時培養學生處理專門性問題及專題報告撰寫

之能力。 

    任課老師共有三位：應數系黃皇男、資工系楊朝棟以及校外專家劉丹怡老師。這三位老師

會輔導學生如何選定專題題目，進行專題研究，撰寫專題論文，並就其專題報告進行書面及口

頭之審核。 

    本專題以分組方式進行，每一小組三∼五人為原則，並推選一人為組長。三人以下五人

以上之專題主題，可由指導老師提供，或由學生自行選定經指導老師同意。除了課堂講授之

外，每次課程會讓學生分享心得，並鼓勵學生組隊參與競賽，本課程在學期中可能會運用到

以下的教學方式，以期能進一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小組討論 

2.專題研究或實習 

3.實作示範或演示 

4.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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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配合專業軟體的使用與教學 

課程之整體規劃與設計 Instructional Design 

具體教學目標 教學策略 評量方法 

1. 專案規劃方法 老師上課，學生合作學習，分組討論 指定主題學生報告 

2. 專案的元素、組成與執行關鍵 老師上課，參與學習，學生分組討論 學生組團隊，報告搜尋的有關技術關

鍵的技術  

3. 文獻回顧與技術搜尋 

 

老師講述，參與學習，分組討論 分組報告學習心得 

4. 創新經營與行銷策略 老師講述，參與學習，分組討論  分組報告學習心得 

5. 開發「具市場及核心技術之系統」

為目標的期末報告 

學生合作學習，分組討論，利用

Facebook 和老師、其他修課同學交流 

報告以發展軟體系統(S/W)為佳，其次

為系統分析(SA)或技術研究文獻

(Paper)或提案計畫(Plan) 

主要教科書及其他參考資料 Textbook(s) and Reference(s) 

從學生小組討論的報告，透過自編資料，以 ppt 說明補充所需知識，包含專案規劃、CIM、CPM、Flow Chart、

學術文獻回顧的分析的格式與技巧等等。 

評分方式及比重 Grading Scale 

1 . 期末報告                                        60%  

2. 出席、參與小組、報告小組進度（包含自我評量）    40%  

 

課業輔導時間或另約時間 Office Hours 

1. 課後指導老師1 to TEAM引導、分組另約時間，進行專案計畫的討論 

2. 學生混系混齡編組 

3. 課後時間採用Facebook的社群輔導學生學習 

各週授課進度與內容 Course Agenda and Summary 

週次 

Week 

主題內容/章節/或活動 

Topic/Chapter/Classroom Activities 

備註（如註記參觀活動、討論、隨堂考、

繳交報告、作業及其他訊息等） 

Remark(s) (e.g. site tours activities, 

discussions, class quizzes, written report 

and etc.) 

第一週 1 課程內容介紹、參與過競賽的同學現身說明 課堂講述 

第二週 2 CMC 卡、企業與市場價值 課堂講述 

第三週 3 Backlog, Gante Project，情境故事 課堂講述、學生心得報告 

第四週 4 數學在音樂上的運用 課堂講述、學生心得報告 

第五週 5 專案流程的關鍵路徑 課堂講述、學生心得報告 

第六週 6 找各領域的技術關鍵字、口碑行銷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七週 7 團隊介紹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八週 8 PB、FB、RB 等緩衝、制約理論、關鍵路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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徑與資源 

第九週 9 分組計畫目標討論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週 10 探討技術、財務、行銷、管理、專利關係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一週 11 關鍵技術的證明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二週 12 獲利世代九宮格，CCPM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三週 13 通路、客戶關係、關鍵活動與合作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四週 14 關鍵技術的論文撰寫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五週 15 學術文獻回顧的分析的格式與技巧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六週 16 流程圖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七週 17 專案簡報技巧 課堂講述、分組討論與報告 

第十八週 18 分組期末報告 繳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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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本系專任教師編制為 15位，現有 14位，1位待聘，可望於 2016 年 2月滿

15位專任教師。另有 1位榮譽講座教授。專任教師由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三個職級之博士組成，101-103學年專兼任教師數量與結構詳見附件，其學經歷

資料詳見[附件 3-1-2]。專任教師領域分布大致如下： 

• 分析與微分方程：5位              

• 代數與組合：3 位  

• 幾何：1位                 

• 數值與計算：4 位 

• 機率統計：1位   

   專任教師之專長、數量與質量可以滿足大學部所有必修及選修課的教學需求。

碩士班分為分析與計算科學兩大領域，專任教師專長、數量與質量也可以滿足研

究所所有必修及選修課的教學需求。 

 

兼任教師：9位，其學經歷基本資料參見[附件 3-1-2]主，主要擔任外系微積分

教師。 

約聘助教：6位（含 1位電腦助教），每門必修課都有專任助教，主要工作為協

助教學、批閱作業、上演習課、給學生課業諮詢等。 

兼任助教：由碩士班研究生擔任，以協助微積分教學為主。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 

    以下分著作、計畫獎助、學術活動、專業服務四點來說明教師研究與專業服

務表現。 

研究著作 

    本系專任教師在學術研究上一直努力投入，100-103年度著作表現請見[附

件 3-2-1]，其量化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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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100 101 102 103 

SCI、EI論文 9 6 10 8 

其他論文 5 4 11 3 

專書 1 2 1 1 

 

 

計畫獎助 

本系專任教師近年來的計畫獎助請見[附件 3-2-2]，統計資料如下：  

學年

度 

100 101 102 103 

科技部

核定件數 

6 5 5 5 

科技部

核定金額 

2,286,000 1,681,000 1,492,000 2,234,000 

產官學

核定件數 

0 1 1 0 

產官學

核定金額 

0 500,000 400,000 0 

總補助

金額 

2,286,000 2,181,000 1,892,000 2,234,000 

 

專利與獎勵 

本系黃皇男教師、哈爾濱工業大學曾國坤教師、榮總唐意淨主任與陳碩聰博士的

研究團隊，其具體獲獎情況敘述如下： 

1. 研究成果「可攜心電門禁卡（Access Control Method and System With 

Portable ECG Identification Card）」，獲得 2011年紐倫堡發明展（世界

三大發明展）金牌獎。 

2. 研究成果「Electrocardiogram Biometric Access Card」 榮獲中國大陸「我

愛方案秀─2012 消費電子優選方案」金獎。 

3. 研究論文「Diseases and Habits Analysis with Neural Network Clustering 

in a Public ECG Database」獲國際研討會 NCWIA 2014 The Four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Web Intelligence and Applications 最佳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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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學校設置多項研究獎勵如減授鐘點、計畫管理費獎勵、及學術著作獎勵等，

本系教師每年都有多人獲得（見[附件 3-2-3]）。為了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活動，

本系發展基金亦支助 

1. 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活動的部分經費 

2. 教師舉辦研究領域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的部分經費 

3. 補助其他有助於本系教學研究發展的相關活動 

（見[附件 3-2-4]）。 100~103學年度本系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一覽表如[附件

3-2-5]，統計資料如下表：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研討會 

演講 
11 6 11 10 

學校邀請 

演講 
5 1 5 3 

 

 

 

 

專業服務 

本系教師近年來的專業服務如下: 

1. 擔任雜誌編輯或審稿人。例如: 黃皇男教師自 2010年起陸續擔任 Asia 

Journal of Control、 Journal of Inequalities and Applications、 

BioMedical Research International、 IET Contro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Signal Processing、 

IEEE Signal Processing Letters、 Medical & Biological Engineering 

& Computing、 Computer Methods and Programs in Biomedicine、

Tamkang Journal of Science and Engineer、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等雜誌以及 Recent Patents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的審稿人。曹景懿教師自 2011年起擔任中華民國物理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的審稿人; 陳文豪教師自 2010 年起擔

任美國數學會 Mathematical Reviews評論員、2013年起擔任遠東數學

教育期刊（Far East Jour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的編輯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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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2015年起擔任雅典教育期刊（Athens Journal of Education）的

編輯委員，並曾擔任科技部科教國合司科普計畫的審查人;沈淵源教師

擔任數學傳播期刊審稿人; 胡馨云教師自 2010年起擔任國際之計算力

學期刊（Computational Mechanics）、國際之應用力學及工程期刊

（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及國

際之資管科學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Sciences）等審稿人，並擔任東海科學期刊第十六及十七

卷的主編; 王道明教師擔任科技部自然處專題計畫審查人及印尼組合

數學期刊編輯(Editor--Indonesian Journal of Combinatorics); 楊

智烜教師擔任東海科學期刊第十五卷的主編。 

2. 擔任外校評鑑或審查委員。例如: 葉芳栢教師 2011-2014歷任教務長、

副校長、代理校長等；黃皇男教師 2014年擔任逢甲大學校務評鑑委員;

何肇寶教師2012/8~2013/7擔任靜宜大學總務處”學生事務暨校務研究

計畫”審查委員。 

3. 擔任本校行政職務。例如: 黃皇男教師擔任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

(101.8-103.7)及圖書館館長(103.8-迄今); 王道明教師擔任副國際長

暨國際教育合作組組長(103.8-迄今); 何肇寶教師擔任總務長

(94.2-100.2) ，並獲得獲 98學年度行政人員服務創新獎。 

4. 本系黃皇男教師自 2006年起擔任旋和季刊編輯委員，2014 年起擔任台

中市北屯體育會的理事，2015年起擔任國家圖書館大學圖書館委員會委

員。 

5. 本系何肇寶教師協助國內相關協會的職務如下： 

(a) 社團法人台中市視障生家長協會理事長 

(b) 台中市發展遲緩兒早期治療諮詢委員 

(c) 私立惠明盲童育幼院院務諮詢顧問 

(d) 私立惠明盲校校務諮詢顧問 

6. 本系劉力教師協助國內相關協會的職務如下： 

        (a) 中華學習障礙協會理事長 

(b) 中華方圓圍棋俱樂部會長 

7. 本系劉力教師與音樂系教師合作得獎。劉力(詞曲)、Mark Manno、劉子

修、羅世榮和沈欣欽(合唱編曲)，一個學校的組曲(東大組曲)，教育部

文藝創作獎：教師組音樂作曲項目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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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 

教師教學評量 

    本系約有五分之四的專任教師教學評鑑評量（教務處根據學生所作的授課意

見調查表計算）得分經常介在八十五分至九十五分之間，兼任教師因為每年必須

通過續聘，高分比例更高。全系平均評量分數略高於理學院及全校平均如下表。

但 100學年度本系有一人「教師教學評量」分數未達 60分，經系主任(含本系主

任及被教系所的主任)就學生的意見與之懇談，請其參加教資中心舉辦的校內外

優秀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會及專業成長系列工作坊，並繳交自我檢討報告後，

101-103學年未再出現類似狀況。 

 

100-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評鑑評量值參考表 

學年度 100 上 100 下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應數系教師平均值 88.6 87.7 86.8 87.5 86.9 88.6 87.8 88.2 

理學院教師平均值 87 86.4 86.0 86.2 85.9 89.5 85.9 89.5 

全校大學部平均值 85.5 85.9 86.3 86.3 86.7 86.4 86.5 81.1 

 

教師評鑑 

    教師每四年必須通過一次校及院的評鑑(校教師評鑑準則請見[附件3-3-1]，

理院評鑑辦法請見[附件 3-3-2])，在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方面均須達到

一定標準，本系教師大多兢兢業業，至目前為止還未有沒通過評鑑的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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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 

本系教師在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實例如下: 

1. 本系多位教師教師自編講義或設計教材。其中因此得到學校『教學創新

獎』的教師有葉芳栢教師、黃皇男教師、沈淵源教師、何肇寶教師、王

道明教師。許多高階課程，書本較艱深或內容較雜亂時，教師自編講義，

學生較容易抓到重點。講義封面見[附件 3-4-1]。 

2. 本系教師得到教學優良、特優、傑出獎的教師有曹景懿教師(99學年度

教師特優教學獎)和陳文豪教師(101學年度教師特優教學獎，102學年

度教學優良獎，103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其中陳文豪教師應用多元方

法設計教學可由 103學年度教學傑出獎的得獎理由為 

(http://ctl.thu.edu.tw/ctlthu/chinese/03_news/01news02.php?Main
ID=659&NextID=8&Previous=660) 
(1) 配合「東海磨課師」製作線上數位教材，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2) 講義 PPT 豐富精美，清楚易懂，倂用道具協助同學理解抽象數學問

題。 
(3) 設計學習單及學期前後問卷，聚焦學習主題。 
(4) 上課內容豐富，講解及板書條理清楚，深入淺出，容易讓學生瞭解。 
(5) 評分標準甚嚴，但學生的教學意見反映良好。 
(6) 教學經驗與課程內容與研究相互結合，強化理論與實務間的連結。 

3. 103 學年度謝維華教師獲得東海大學特色教學亮點計畫「生物資訊計算
方法之數學理論」，目的在寫出當下各教科書所欠缺之教材--各種生物
資訊計算方法所依據的數學理論。學生對生物資訊課程的學習將因而更
完整紮實、與時俱進，並可體會數學是如何用在 DNA。 

4. 103學年起全校微積分 A、B組開始採用「微積分線上數位學習平台」輔
助學生做習題及繳交作業。 

5. 103 學年度陳文豪教師及胡馨云教師於教學資源中心之磨課師課程平台
中提供了「微積分」、「應用微積分」及「程式概論」等線上簡要的課程
內容，學生可於課前或課後觀看，以提升學習成效。請參閱
(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
6,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

17) 
6.  陳文豪教師 103學年開設應數系與通識教育『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

其主要特色如下： 透過分組討論、學習與發表，培養修課同學溝通與
科學敘事的能力。 課程內容設計則兼顧歷史素材與基本理論的介紹，
由主修數學的同學協助基本理論的理解，由非主修數學的同學依據各自
的學習經驗，協助提供相關應用題材。同時透過彼此合作，完成幾何概
念及其發展歷史的學習。該課程的成績評量除了傳統數學課程的考試測
驗以及口頭報告之外，學期末亦要求各組學生針對教師指定的主題製作
海報，並舉辦『數學史：文明中的幾何期末海報發表會』，由授課教師
邀請系上教師共同擔任評審，海報也安排於本系的公共空間 

7. 黃皇男教師 103學年開設「數學應用專案實務」結合理論與實務，藉由

指導老師之從旁輔導，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研究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
以發掘與應用數學、商業模式、物聯網有關之各種議題，繼而提出診斷

http://ctl.thu.edu.tw/ctlthu/chinese/03_news/01news02.php?MainID=659&NextID=8&Previous=660
http://ctl.thu.edu.tw/ctlthu/chinese/03_news/01news02.php?MainID=659&NextID=8&Previous=660
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6
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6
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7
http://moocs.thu.edu.tw/sharecourse/course/view/courseInf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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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開發具市場及核心技術之系統，同時培養學生處理專門性問及專題報
告撰寫之能力。該課程之評量方式為專題論文，及專題報告。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 

   學校及系上提升教師教學、研究及服務、輔導之措施或成效舉例如下: 

1. 本系每學期至少舉辦一次微積分教學研討會，重視學生在教學評量表達

的意見及建議，分享交流教學經驗。(見[附件 2-2-5]) 

2. 本系教師每年都有多人參加學校教資中心舉辦的「教學成長」研討會(例

如教師工作坊)及「創意教學」研討會(例如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

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附件 3-5-1]) 

3. 學校成立教學磨課師網站鼓勵教師製作線上數位教材。 

4. 學校設置多項研究獎勵如減授鐘點、計畫管理費獎勵、及學術著作獎勵

等，本系教師每年都有多人獲得([附件 3-2-3])。 

5. 針對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學校實施預警制度，請教師安排相關輔導。 

6. 本系採家族制，每一位教師每一年級負責三至四位導生，提供他們課業

諮詢，並關心他們的生活。(見[附件 3-5-2] 列舉 101學年度系所導師

及專任教師學習晤談時間一覽表)。 

7. 大一的「數學研討」課程(1-1學分)，每位教師每周一小時(像家教一般)

幫大一的三至四位導生複習當周所學的微積分(98-102學年必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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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1] 專兼任教師結構表 

區分 100 (上) 100(下) 101(上) 101(下) 102(上) 102(下) 103(上) 103(下) 

專任教師

數與職級 

教授 4 4 4 4 4 4 4 4 

副教

授 
9 9 9 9 9 9 9 8 

助理

教授 
2 2 2 2 2 2 2 2 

講師 0 0 0 0 0 0 0 0 

小計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專任教師具博士

學位數 
15 15 15 15 15 15 15 14 

兼任教師

數與職級 

教授 2 2 2 3 2 1 1 1 

副教

授 
0 0 0 0 0 0 1 0 

助理

教授 
4 4 4 4 5 5 5 4 

講師 5 5 5 5 3 3 3 2 

小計 11 11 11 12 10 9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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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2] 榮譽教授與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榮譽教授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姓名職稱 學歷 經歷 主要研究領域 

張德健榮譽教授 
美 國 普 林 斯 頓

大學博士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98-Prese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Georgetown University, 2010-Present 

Special Assistant to the Provost for China 

Initiatives, Georgetown University, June 1, 

2011-Present 

Lo-Jia Chair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Wuhan University, October 1, 2010-September 

30, 2013, 

Chairma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 

Statistics, Georgetown University, July 1, 2010- 

June 30, 2012 

Chair Professor,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2012-Present 

Fourier analysis 

and several 

complex 

variables 

 

專任教師資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姓名職稱 

到校日期 

現職

日期 
學歷 經歷 主要研究領域 

沈淵源教授

83.08 
86.02 

美國馬利蘭大學

數學博士 

美國天主教大學助理教授,1988-1993 年  

美國天主教大學副教授,1993-1994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副教授,1994-1997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教授 1997 年 2 月 

代數、數論、密

碼學 

黃皇男教授

84.08 
97.02 

國立中興大學應

用數學系博士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發中心第一研究所飛模組技正, 

1986/2-1992/1 

中山科學研究院航發中心第一研究所顧問

1992/2-1992/7 

東海大學國科會專任助理, 1992/2-1995/7 

東海大學數學系兼任講師, 1991/2-1995/7 

東海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1999/8-2008/2 

東海大學數學系講師,  1995/8-1999/7 

強健控制理論、

插值理論、時滯

系統控制、科學

計算、生醫工程 

曹景懿教授 101.01 國立台灣大學數 東海大學副教授, 2008/2-2011/7 數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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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8 學所博士 東海大學助理教授, 2003/8-2008/1 

中央研究院原分所, 博士後研究, 1996/8-2003 

楊智烜教授

92.08 
103.08 

國立交通大學應

用數學博士 

東海大學副教授, 2007/8-2014/7 

東海大學助理教授, 2003/8-2007/7 

義守大學助理教授, 2000-2003/7 

東海大學助教, 1995/8-1996/7 

微分方程、動態

系統  

劉力副教授

69.08 
77.08 

美國羅徹斯特大

學數學博士 

東海大學數學系助教, 1976-1978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講師, 1980-1983 年 

隨機過程、泛函

分析、流控設

計、系統評估 

何肇寶專任 

副教授

80.08 

80.12 

美國愛荷華州立

大學應用數學博

士 

東海大學數學系助教,1981-1982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講師,1984-1987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系主任 2001 年 8 月-2004 年 1 月) 

東海大學總務長(2004 年 2 月-2010 年 3 月) 

 

動態系統、數理

生態、數理傳染

病學 

謝維華副教

授 82.08 
83.08 

美國愛荷華州立

大學應用數學博

士 

東海大學數學系助教,1983-1985 年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數學系助教、講師,1986-1992

年 

高雄工學院數學系副教授,1992-1994 年 

東海大學數學系客座副教授,1993-1994 年 

計算生物、生物

資訊 

盧性良專任 

副教授

85.08 

86.08 
美國馬利蘭大學

數學博士 

1.東海大學數學系助教,1986-1987 年 

2.東海大學數學系講師,1988-1990 年 
偏微分方程 

李天佑副教

授 91.02 
91.02 

美國威斯康辛大

學數學博士 

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1991-2002 

國科會企劃處,     1990.08-1991.01 

工業技術研究院,   1987.08-1990.07 

中山科學研究院,   1985.08-1987.07 

國立交通大學,     1984.08-1985.07 

科學計算 

王道明副教

授 91.08 
97.02 

美國麻省東北

(Northeastern)

大學數學博士 

東海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 2002.8-2008.1 

香港浸會大學(HKBU)數學系訪問研究學者 2006.8  

元智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2001.2-2002.7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系助理教授 2000.8-2001.1  

美國 AT&T 網路服務部門資深技術人員

1998.7-2000.8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

1997.10-1998.5 

離散數學 

陳文豪副教

授 93.08 
95.02 

國立中正大學應

用數學研究所博

士 1998 畢業 

建國科技大學助理教授 （2000.8-2001.7） 

大葉大學助理教授     （2001.8-2004.7） 

東海大學助理教授     （2004.8-2006.2） 

微分幾何及其應

用、代數拓樸、

數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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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馨云副教

授 95.08 
99.02 

國立中山大學應

用數學系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後研究 2005/8-2006/7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005/8-2006/7 

國家理論中心博士後研究 2004/8-2005/7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2004/8-2005/7 

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兼任講師 2003/8-2004/7 

數值分析、計算

數學、計算力學  

陳淑珍助理

教授 87.08 
87.08 

德國烏茲堡大學

數學博士 

1.東海大學數學系助教 

2.東海大學數學系講師 
算子分析 

潘青岳助理

教授 93.08 
93.08 

國立台灣大學數

學所博士 

1.台灣大學數學系講師 2004.02-2004.07 

2.台灣大學數學系博士後研究 2003.08-2004.07 
環與代數 

 

兼任教師學歷與現職 

職稱 姓名 學歷 現職單位 

教授 楊惠齡 清華大學工工博士 弘光大學教授 

助理教授 林晢皓 彰師大數學博士 東海應數系兼任教師 

助理教授 林雅萍 彰師大數學博士 東海應數系兼任教師 

助理教授 陳碩聰 暨南大學電機博士 東海大學博士後研究 

助理教授 林孟儒 中興大學應數博士 嶺東高中訓育組長 

講師 林盈郎 淡江大學應數碩士 嶺東科技大學退休教師 

講師 張天財 政治大學應數碩士 政治大學應數博士生 

講師 林文儀 東海大學數學碩士 雲科大工工與管理所博士 

講師 陳彥碩 東海大學數學碩士 嘉陽高中數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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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1]  100~103 學年度教師著作 

學年 
教師 

姓名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

引

類

別 

發 表 年 

月 
卷數 期數 起迄頁碼 

103 沈淵源 從費馬到拉格蘭日 數學傳播季刊, 中

研院數學所出版 

其

他 

2015-03 39 1 39-45 

103 黃皇男 Staining Pattern 

Classification of 

Antinuclear 

Autoantibodies 

Based on Block 

Segmentation in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Images 

PLoS One SCI 2014-12 9 12 1-22 

103 李天佑 Complete Solution to 

Seven-point 

Schemes of Discrete 

Anisotropic 

Laplacian on 

Regular Hexagons 

Applicable Analysis 

and Discrete 

Mathematics 

SCI 2015-04 9 2015 180-197 

103 王道明 Infinitely Many 

Equivalent Versions 

of the Graceful Tree 

Conjecture 

Applicable Analysis 

and Discrete 

Mathematics 

SCI 2015-04 9   1-12 

103 王道明 Note on E-super 

vertex magic graphs 

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 

SCI 2014-12 178   160-162 

103 王道明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Triangular Gri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 2014-08 8497   264-275 

103 楊智烜 Existence and 

stability of traveling 

wave solutions for 

multilayer cellular 

neural networks 

Zeitschrift für 

angewandte 

Mathematik und 

Physik 

SCI 201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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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楊智烜 Stability for 

monostable wave 

fronts of delayed 

lattic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Journal of dynamics 

and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CI 2015-03    

103 楊智烜 Traveling wave 

solutions for delayed 

lattice reaction–

diffusion systems 

IMA Journal of 

Applied 

Mathematics 

SCI 2014-10 10   1093-1093 

103 陳文豪 A Review of 

Geometric Mean of 

Positive Definite 

Matrices 

British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mp; 

Computer Science 

其

他 

2015-01 5 1 1-12 

102 沈淵源 電子支票的行動化

研究 

東海科學 其

他 

2014-06 16   1-15 

102 黃皇男 Hiding Patients 

Confidential Data in 

the ECG Signal via a 

Transform-Domain 

Quantization 

Scheme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SCI 2014-06 38 6 54-55 

102 胡馨云 A Weighted 

Collocation on the 

Strong Form with 

Mixed Radial Basis 

Approximations for 

Incompressible 

Linear Elasticity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SCI 2014-6 53 0 309-324 

102 李天佑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wo-phase Stefan 

Problem in A Finite 

Interv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其

他 

2013-08 87 1 19-80 

102 李天佑 Finite-Size Scaling 

Features of Electric 

Conductivity 

Percolation in 

Nanocomposites 

Nanoscience and 

Nanoengineering 

Vol. 1, No. 1, pp. 

15-22, Aug. 2013 

其

他 

2013-08 1 1 1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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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李天佑 Hexagonal grid 

methods with 

applications to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uter 

Mathematics 

SCI 2014-03 91 1 1-24 

102 王道明 On Complexities of 

Minus Domination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 2013-11 8287   178-189 

102 王道明 On antimagic 

labeling of regular 

graphs with 

particular factors 

 

Journal of Discrete 

Algorithms 

EI 2013-12 23   76-82 

102 楊智烜 Corrigendum: 

existence, 

uniqueness, 

monotonicity and 

asymptotic behavior 

of traveling waves 

for epidemic models 

 

Nonlinearrity SCI 2013-11 26   2925-2928 

102 楊智烜 Existence, 

uniqueness, 

monotonicity and 

asymptotic behavior 

of traveling waves 

for epidemic models 

 

Nonlinearrity SCI 2013-10 26   121-139 

102 楊智烜 Geometric singular 

perturbation 

approach to the 

existence and 

instability of 

stationary waves for 

viscous traffic flow 

model 

 

Communications on 

Pure and Applied 

Analysis 

 

SCI  12  1501-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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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曹景懿 A universal 

Laplace-transform 

approach to solving 

Schroedinger 

equations for all 

known solvable 

models 

 

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cs 

SCI 2014-01 35   15006-17 

102 陳文豪 Apply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and 

Creative Design to 

Conic-Sections 

Teach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其

他 

2013-10 7 3 73-80 

102 陳文豪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Geometry 

thr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Jurnal Teknologi 其

他 

2013-09 63 2 123-127 

102 陳文豪 Teaching Geometry 

thr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Creative Design 

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EI 2013-08 1   235-238 

101 沈淵源 「抽象代數」真的抽

象嗎？(下) 

數學傳播季刊 其

他 

2012-09 36 3 24-40 

101 黃皇男 A new non-exact 

aho-corasick 

framework for ECG 

classification 

ACM SIGARCH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EI 2013-05 41 2 41-46 

101 黃皇男 Adaptive audio 

watermarking via the 

optimization point of 

view on the 

wavelet-based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SCI 2013-05 23 3 97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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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tropy 

101 陳淑珍 Adaptive audio 

watermarking via the 

optimization point of 

view on the 

wavelet-based 

entropy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SCI 2013-05 23   971-980 

101 李天佑 Three-color Hexagonal 

Finite Volume 

Methods with 

Application to Poisson 

Equation and Electrical 

Wave Propagation in 

Cardiac Tissue 

Tunghai Science 其

他 

2013-07 15 1 49-64 

101 王道明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Hexagonal Gri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 2013-05 7924   339-349 

101 陳文豪 Learning Geometry 

from Architecture 

Far East Joru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其

他 

2013-05 10 2 207-213 

101 胡馨云 A Gradient 

Reproducing Kernel 

Collocation Method 

fo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SCI 2013-01 93   1381-1402 

101 胡馨云 Dispersion and 

Stability Properties 

of Radial Basis 

Collocation Method 

for Elastodynamics 

Numerical Methods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CI 2013-01 29   818-842 

101 胡馨云 The Role of 

Quadrature in 

Meshfree Methods: 

Variational 

Consistency in 

Galerkin Weak Form 

IACM expressions 其

他 

2013-07 34 13 309-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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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llocation in 

Strong Form 

100 何肇寶 Global Stability for 

the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 

System with 

Time-Delay. 

Tunghai Science 其

他 

2012-06 14   26-45 

100 何肇寶 On the Lyapunov 

functional of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 

models with 

time-delay and 

Holling's functional 

responses 

E.J.Quality Theory 

of Diff.Equ. 

SCI 2012-04 35   1-27 

100 沈淵源 「抽象代數」真的抽

象嗎？(上) 

數學傳播季刊 其

他 

2012-06 36 2 34-51 

100 沈淵源 交錯級數收斂性的

探討 

數學傳播季刊, 中

研院數學所出版 

其

他 

2011-09 35 3 22-30 

100 沈淵源 公鑰密碼之旅 數學傳播季刊, 中

研院數學所出版 

其

他 

2011-12 35 4 34-48 

100 黃皇男 Numerical Modeling 

of One-Dimensional 

Binary Solidification 

with a Mushy Layer 

Evolution 

 

Numerical 

Mathematics-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CI 2012-05 5 2 157-185 

100 黃皇男 On the Lyapunov 

Functional of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Models 

with Time-Delay and 

Holling’s Functional 

Responses 

 

Electronic Journal of 

Qualitativ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CI 2012-04 2012 3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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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李天佑 Numerical Modeling 

of One-dimensional 

Binary Solidification 

with A Mushy-Layer 

Evolution 

 

Numerical 

Mathematic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CI 2012-05     - 

100 王道明 On Antimagic 

Labeling of Odd 

Regular Graph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LNCS) 

EI 2012-07 7643   162-168 

100 王道明 On Arithmetic 

Deficiency of 

Bicliques 

IEEE Pro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and 

Informatics(ICSAI 

2012) 

EI 2012-05     235-238 

100 王道明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Regular 

Graph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LNCS) 

EI 2012-05 7285   269-278 

100 楊智烜 Existence of 

traveling wave 

solutions for 

diffusive predator–

prey type systems 

Journal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SCI 2012-02 252 4 3040-3075 

100 陳文豪 Improvement of the 

Shortest Path 

Problem with 

Geodesic-Like 

Method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58 

2011 

EI 2011-10 58   689-692 

100 胡馨云 Recent develpments 

in stabilized 

Galerkin and 

collocation meshfree 

methods 

Computer Assist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 Sciences  

其

他 

2011-12 18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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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2] 100~103學年度研究計畫表(除備註者均為科技部計畫) 

 

學年度  主持人 標題 備註 

103 王道明 關於 Zero-Sum 6-Flow 猜想與圖形 Magic 型態標號問題 (II)  

103 胡馨云 無網格及網格法耦合之數學分析及策略  

103 陳文豪 融入幾何學發展史的大學幾何學課程教學之研究  

103 黃皇男 數值頻譜 SCF 插值方法與最佳化小波基底數位水印與壓縮  

103 楊智烜 時滯擴散反應系統的行波解穩定性之研究  

103 何肇寶 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整合性教學 

武智基金

會合作提

案 

102 楊智烜 時滯擴散反應系統的行波解之研究  

102 胡馨云 無網格法中數值積分之數學分析  

102 曹景懿 用 Laplace 轉換解 Schroedinger 方程式  

102 陳文豪 提昇大學線性代數課程的教與學之成效：從診斷、銜接、深化到應用  

102 王道明 關於 Zero-Sum 6-Flow 猜想與圖形 Magic 型態標號問題  

101 胡馨云 無網格再生核心近似求解特徵值問題之收斂及複雜性研究  

101 王道明 圖論中之分割、覆蓋、與各類標號問題  

101 曹景懿 相對論性雷射電漿交互作用所引致的法拉第旋轉效應(II)  

101 楊智烜 擴散時疫模型的行波解之研究  

101 陳文豪 融入創意設計與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的幾何學學習活動設計  

101 何肇寶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 

武智基金

會合作提

案 

100 曹景懿 相對論性雷射電漿交互作用所引致的法拉第旋轉效應  

100 葉芳栢 以問題導向模式引導幾何學學習教具開發 - 以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為例  

100 楊智烜 類擴散補食-食餌系統的行波解  

100 胡馨云 無網格模式簡化法之發展及誤差控制  

100 王道明 圖論中之標號、著色、覆蓋、分割問題  

100 黃皇男 對稱多盤上之頻譜 Caratheodory-Fejer 插值函數  

100 何肇寶 節能減碳綠色永續示範校園 

武智基金

會合作提

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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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2-3] 研究獎勵: (一)減授鐘點(二)計畫管理費獎勵(三)著作獎勵 

100-103學年度專任教師申請減授鐘點核定名單 

教師 100 上 100 下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葉芳栢 9 9 3 0 3 3 2 0 

黃皇男 0 6 6 6 6 6 6 6 

曹景懿 1 1 5 5 5 5 3 3 

王道明 1 1 1 1 2 2 5 2 

楊智烜 2 2 3 3 3 3 3 3 

陳文豪 5 7 3 3 3 3 3 3 

胡馨云 1 1 1 1 2 2 2 2 

合計 19 27 22 19 24 24 24 19 

100-103學年度計畫管理費獎勵 

 學年度: 100 

＊獎補助項目: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教師   總補助金額 附註 

葉芳栢   9,360   

黃皇男   19,890   

王道明   17,550   

楊智烜   10,530   

曹景懿   8,775   

胡馨云   21,450    

合計   87,555   

    學年度: 101 

＊獎補助項目: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教師   總補助金額 附註 

黃皇男   18,711   

王道明   19,127   

楊智烜   15,593   

曹景懿   8,732   

陳文豪   19,543   

胡馨云   19,127    

合計   100,8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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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102 

＊獎補助項目: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教師   總補助金額 附註 

王道明   11,012   

楊智烜   6,823   

曹景懿   359   

陳文豪   10,773   

胡馨云   11,731   

合計   40,698   

 
   學年度: 103 

＊獎補助項目: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教師   總補助金額 附註 

黃皇男   11970   

何肇寶   7,387   

王道明   6,772   

楊智烜   5,540   

曹景懿   2,462   

陳文豪   4,925   

合計   27,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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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103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名單 

 

學年

度 

教師 職

稱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學

術

類

別 

獎

勵

級

別 

獎勵金

額 

100 曹景懿 教

授 

G. Tsaur, N.-H. Kang, Z.-H. Xie, S.-H. Chen, J. Wang 

(2011). Relativistic birefringence induced by 

high-intensity laser field in plasma. Physical Review A, 

83, -.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30,000 

100 曹景懿 教

授 

Gin-yih Tsaur, Jyhpyng Wang (2011). A canonical 

approach to the action-angle formalism in quantum 

mechanic. Chinese Journal Of Physics, 49, 555-570. 

SC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600 

100 何肇寶 副

教

授 

Cpho-Pao,Ho and Che-Hao,Lin（2011）。Stabilization for 

High Order Nonlinear Critical Systems。Tunghai 

Science，13，17-36。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600 

100 陳文豪 副

教

授 

Chen, Wen-Haw（陳文豪）;Chen, Sheng-Gwo（陳昇國） 

(2011). A note of boundary geodesic problem on regular 

surfaces. Proc. Eur. Comput. Conf., , 105-109.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600 

100 王道明 副

教

授 

Jun-Lin Guo, Tao-Ming Wang, and Yue-Li Wang

（2011）。“Unique Intersectability of Diamond-Free 

Graphs”。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 159 (2011) 774–

778，，-。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15,000 

100 王道明 副

教

授 

Tao-Ming Wang and Shih-Wei Hu（2011）。Constant Sum 

Flows in Regular Graphs。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LNCS)，6681，168-175。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600 

100 胡馨云 副

教

授 

Hsin-Yun Hu (胡馨云), Jiun-Shyan Chen and Wei Hu

（2011）。Error analysis of collocation method based on 

reproducing kernel approximation。Numerical Methods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27，554-580。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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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胡馨云 副

教

授 

Hsin-Yun Hu (胡馨云), Jiun-Shyan Chen and Sheng-Wei 

Chi（2011）。Pertubration and stability of strong from 

collocation with reproducing kernel approxi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88，157-179。 

SCI 期

刊

論

文 

頂

尖

著

作 

40,000 

      100

合

計 

143,400 

101 黃皇男 教

授 

C.-P. Ho, C.-H. Lin, and H.-N. Huang (2012). On the 

Lyapunov Functional of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Models with Time-Delay and Holling’s 

Functional Responses. Electronic Journal of Qualitative 

Theory of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012(35), 1-27. 

SCI 期

刊

論

文 

B 

級

著

作 

3,450 

101 黃皇男 教

授 

D. Lee, D.V. Alexandrov and H.-N. Huang (2012). 

Numerical Modeling of One-Dimensional Binary 

Solidification with a Mushy Layer Evolution. Numerical 

Mathematics-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5(2), 

157-185.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6,440 

101 何肇寶 副

教

授 

Ho,Chao-Pao,Lin,Che-Hao and Huang,Huang-Han

（2012）。On the Lyapunov functional of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 models with time-delay and Holling's 

functional responses。E.J.Quality Theory of Diff.Equ.，

35，1-27。 

SCI 期

刊

論

文 

B 

級

著

作 

11,550 

101 何肇寶 副

教

授 

C-P HO and C-L Liang（2012）。Global Stability for the 

Leslie-Gower Predator-Prey System with Time-Delay.。

Tunghai Science，14，26-45。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1 李天佑 副

教

授 

Daniel Lee ,  D.V. Alexandrov  and H-N Huang 

(2012). Numerical Modeling of One-dimensional Binary 

Solidification with A Mushy-Layer Evolution. Numerical 

Mathematics: Theo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 -.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21,560 

101 王道明 副

教

授 

Chih-Hsiuan Liu, Tao-MingWang, Ming-I Char (2012). 

On Arithmetic Deficiency of Bicliques. IEEE Proc.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and 

Informatics(ICSAI 2012), , 235-238.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400 



師資-24 

101 王道明 副

教

授 

Tao-Ming Wang, Shih-Wei Hu (2012).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Regular Graph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LNCS), 7285, 269-278.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400 

101 王道明 副

教

授 

Tao-Ming Wang, Guang-Hui Zhang (2012). On 

Antimagic Labeling of Odd Regular Graph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LNCS), 7643, 162-168.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400 

      101

合

計 

70,600 

102 沈淵源 教

授 

沈淵源（2012）。「抽象代數」真的抽象嗎？(上)。數

學傳播季刊，36（2），34-51。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沈淵源 教

授 

沈淵源（2012）。「抽象代數」真的抽象嗎？(下)。數

學傳播季刊，36（3），24-40。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黃皇男 教

授 

Kuo-Kun Tseng, Fu-Fu Zeng, Huang-Nan Huang*, 

Yiming Liu, Jeng-Shyang Pan, W. H. Ip and C. H. Wu 

(2013). A new non-exact aho-corasick framework for 

ECG classification. ACM SIGARCH Computer 

Architecture News, 41(2), 41-46. 

EI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黃皇男 教

授 

Shuo-Tsung Chen, Huang-Nan Huang, Chur-Jen Chen, 

Kuo-Kun Tseng, Shu-Yi Tu (2013). Adaptive audio 

watermarking via the optimization point of view on the 

wavelet-based entropy.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3(3), 

971-980.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23100 

102 何肇寶 副

教

授 

Cpho-Pao Ho(何肇寶)（2013）。數理傳染病學。台中

市：滄海書局。（ISBN：978-986-5937-43-0） 

滄海書

局 

專

書 

D 

級

著

作 

2,400 

102 李天佑 副

教

授 

Daniel Lee (2013). Computational Study of Two-phase 

Stefan Problem in A Finite Interv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87(1), 19-80.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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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李天佑 副

教

授 

Kuo-Chi Lin, Daniel Lee,  Linan An, Young Hoon Joo 

(2013). Finite-Size Scaling Features of Electric 

Conductivity Percolation in Nanocomposites. 

Nanoscience and Nanoengineering Vol. 1, No. 1, pp. 

15-22, Aug. 2013, 1(1), 15-22.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1,200 

102 陳文豪 副

教

授 

Wen-Haw Chen (2013). Learning Geometry from 

Architecture. Far East Jorunal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10(2), 207-213.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陳文豪 副

教

授 

Wen-Haw Chen（陳文豪）（2013）。Applying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and Creative Design to 

Conic-Sections Teaching。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7（3），73-80。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陳文豪 副

教

授 

Wen-Haw Chen（陳文豪）* (2013).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Geometry thr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Jurnal Teknologi, 63(2), 

123-127.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0 

102 王道明 副

教

授 

Tao-Ming Wang(王道明)*, Guang-Hui Zhang (2013). 

On antimagic labeling of regular graphs with particular 

factors. Journal of Discrete Algorithms, 23, 76-82. 

E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8,400 

102 胡馨云 副

教

授 

J. S. Chen, M. Hillman, M. Ruter, H. Y. Hu (胡馨云) and 

S. W. Chi (2013). The Role of Quadrature in Meshfree 

Methods: Variational Consistency in Galerkin Weak 

Form and Collocation in Strong Form. IACM 

expressions, 34(13), 309-324.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40 

102 胡馨云 副

教

授 

S. W. Chi, J. S. Chen*, H. Luo, H. Y. Hu (胡馨云) and L. 

Wang (2013). Dispersion and Stability Properties of 

Radial Basis Collocation Method for Elastodynamics. 

Numerical Methods fo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29, 

818-842.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3,000 

102 胡馨云 副

教

授 

S. W. Chi, J. S. Chen*, H. Y. Hu (胡馨云) and J. Yang 

(2013). A Gradient Reproducing Kernel Collocation 

Method for Boundary Value Problem.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93, 

1381-1402. 

SCI 期

刊

論

文 

頂

尖

著

作 

1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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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陳淑珍 助

理

教

授 

Shuo-Tsung Chen, Huang-Nan Huang*(黃皇男), 

Chur-Jen Chen(陳淑珍), Kuo-Kun Tseng*, Shu-Yi Tu 

(2013). Adaptive audio watermarking via the 

optimization point of view on the wavelet-based entropy. 

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 23, 971-980.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6,900 

      102

合

計 

73,440 

103 沈淵源 教

授 

廖元宏、沈淵源（2014）。電子支票的行動化研究。

東海科學，16，pp1-15。 

其他 期

刊

論

文 

D

級

著

作 

2,000 

103 王道明 副

教

授 

Tao-Ming Wang(王道明)*, Guang-Hui 

Zhang ;(2014)."Note on E-super vertex magic 

graphs.",Discrete Applied Mathematics. 178 pp.160-162. 

SCI 期

刊

論

文 

B

級

著

作 

10,000 

103 曹景懿 教

授 

Gin-yih Tsaur(曹景懿)*, Jyhpyng Wang ,(2014.1)."A 

universal Laplace-transform approach to solving 

Schroedinger equations for all known solvable 

models." ,European Journal of Physics. 

35(1)pp.15006-17. 

SCI 期

刊

論

文 

C

級

著

作 

5,000 

103 黃皇男 教

授 

Kuo-Kun Tseng, Xialong He, Woon-Man Kung, 

Shuo-Tsung Chen, Minghong Liao, Huang-Nan 

Huang(黃皇男) ;(2014) " Wavelet-Based Watermarking 

and Compression for ECG Signals with Verification 

Evaluation.", Sensors.14    pp.3721-3736.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2,200 

103 黃皇男 教

授 

Shuo-Tsung Chen, Yuan-Jie Guo, Huang-Nan Huang(黃

皇男), Woon-Man Kung, Kuo-Kun Tseng, Shu-Yi Tu 

(2014)." Hiding Patients Confidential Data in the ECG 

Signal via a Transform-Domain Quantization Scheme.",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38(6) pp.54-55. 

SCI 期

刊

論

文 

B

級

著

作 

10,000 

103 黃皇男 教

授 

Huang-Nan Huang(黃皇男), Der-Fa Chen, Chiu-Chun 

Lin, and Shuo-Tsung Chen,(2014)." Wavelet-Domain 

Image Watermarking Using Optimization-Based Mean 

Quantization; Jeng-Shyang Pan, Vaclav Snasel, Emilio S. 

Corchado.",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pp.279-286),Switzerland:Springer.(ISBN：

978-3319077758) 

Springer 專

書

部

份

章

節 

D

級

著

作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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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黃皇男 教

授 

Jiaqian Li, Kuo-Kun Tseng*, Zu Yi Hsieh, Ching Wen 

Yang, Huang-Nan Huang(黃皇男) ,(2014)." Staining 

Pattern Classification of Antinuclear Autoantibodies 

Based on Block Segmentation in Indirect 

Immunofluorescence Images.", PLoS One. 9(12) pp.1-22.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2,200 

103 胡馨云 副

教

授 

Sheng-Wei Chi, Jiun-Shyan Chen, Hsin-yun Hu (胡馨云) 

(2014). "A weighted collocation on the strong from with 

mixed radial basis approximations for incompressible 

linear elasticity.",Computational Mechanics. 

53(2)pp.309-324. 

SCI 期

刊

論

文 

A 

級

著

作 

6,600 

      103

合

計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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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4]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學系「數學學系發展基金專款」設置與管理辦法 

                                                     九十一年九月十八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設置目的： 

        為加強本校應用數學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未來發展競爭力，鼓勵本系教師在學 

        術研究、教學、社會服務等方面有更傑出之表現，改善學生學習環境，提 

        昇本系在國際學術交流、系友聯繫及與產官學研界等合作關係，特設置本 

        系發展基金專款及管理辦法。 

第二條：專款來源及存入方式： 

        本系接受各界熱心人士及本系系友捐款，並配合學校會計規定設置數學學系發

展基金專帳，以便存入。本專款之存提，皆須依學校會計制度辦理。 

第三條：捐款方式： 

        捐款人(單位)得以現金、劃撥、信用卡或支票等方式將款項捐贈至本專款 

        中，而捐款時亦可指定或不指定捐款用途。 

第四條：捐贈證明： 

        每筆捐款，得由學校出納組開立「捐贈證明」給予捐款人，以茲證明且便 

利其報稅。 

第五條：本專款之各筆捐款得以累積，即不依學校會制計度之年度預算方式須於當 

         年度將經費核銷。 

第六條：專款用途： 

        本系發展基金專款，主要用於下列各項： 

一、 改善本系教學研究、辦公之相關設備和圖書典藏。 

二、 延攬國內外知名學者到校短期講學。 

三、 補助本系專任教師出席國際會議。 

四、 舉辦學術研討會、系友會或師生聯誼活動之補助。 

五、 補助本系專任教師論文刊登費用。 

六、 補助其他有助於本系教學研究發展的相關活動。 

七、 設置獎助學金。 

八、 補助本系教職員生急難救助。 

第七條：專款運用程序： 

        本專款之使用得依本辦法第六條所列專款用途之項目擬定使用計畫書提系 

務會議通過後動支。 

第八條：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並報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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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2-5] 系(所)與他校進行學術交流計畫 

100~103學年度學術活動 一覽表 

姓名 日期(年/月/日) 

/期間 

學術交流活動名稱 

/講題 

地點 

(國別 城市 大學/機構)  

備註 

黃皇男 2015/07/08-10 

國際研討會演講/ 

Optimal Inventory 

Control in a 

Failure-Pron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Monomial-Type 

Holding Cost 

The 15th SIAM Conference 

on Control and Its 

Applications, Paris, Fance 

 

王道明 2015/07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Graph Deficiency and 

Golomb Rulers" 

第 4 屆印度-台灣離散數學會

議，IIT, Madras 印度理工學院

清奈分校，印度清奈(Chennai, 

India) 

 

王道明 2015/06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Zero-Sum Flows on 

Hexagonal Grids" 

2015年圖論與組合學研討會

暨第8屆海峽兩岸圖論與組合

學研討會，國立中山大學 

 

沈淵源 2015/05/28 
The simplest number 

fields 

台港應用數學與教育研討會 

(香港浸會學術學系來台交流) 

代數與幾

何) 

陳文豪 2015/05/28 

On the geometry of 

space of positive-definite 

matrices 

台港應用數學與教育研討會 

(香港浸會學術學系來台交流) 

代數與幾

何), 

胡馨云 2015/05/28 

Strong and Weak 

Coupling of Finite 

Element and 

Reproducing Kernel 

Particle Method 

台港應用數學與教育研討會 

(香港浸會學術學系來台交流) 

數值與計

算 

王道明 2015/05/28 
On Zero-Sum Flows of 

Hexagonal Grids 

台港應用數學與教育研討會 

(香港浸會學術學系來台交流) 

圖論與組

合), 

李天佑 2015/05/28 
A Review of Hexagonal 

FV methods 

台港應用數學與教育研討會 

(香港浸會學術學系來台交流) 

數值與計

算 

黃皇男 2015/03/27 
邀請演講 

講 題: 服務學習 
嶺東高中  

王道明 2014/12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On Zero-Sum Flows of 

國際圖形標號會議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Graph Labeling (IWO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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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ular Tessellation on 

the Plane" 

2014), Anna University  

SS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Tamil Nadu, 

India 

胡馨云 2014/12/2 
Multiscale computation 

& its Application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and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Providence 

University 

 

黃皇男 2014/09/19 
邀請演講 

講 題: 服務學習 
嶺東高中  

胡馨云 2014/8/25-28 

國際研討會演講/ 

The Role of Quadrature 

in Meshfree Methods 

The 3rd International 

Eurasian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Applications 

 

楊智烜 2014/7/28-8/1 
國際研討會演講/ 

Osaca JMSB 
Osaca, Japan  

陳文豪 2014/07/01-05 

國際研討會演講/ 

CAS in Teaching Linear 

Algebra: From Diagnosis, 

Connection, Deepening 

to Application 

Technology and its 

Integration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 (TIME 2014), 

Krems, Austria. 

 

黃皇男 2014/06/13-15 

國際研討會演講/ 

Wavelet-Domain Image 

Watermarking Using 

Optimization-Based 

Mean Quantization 

First Euro-China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Data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s, Shenzhen, 

China 

 

王道明 2014/06 

國際研討會演講/ 

Contributed speaker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Triangular 

Grids" 

The 8th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of Algorithmics 

Workshop (FAW 2013)，湖

南中南大學，湖南張家界 

 

胡馨云 2014/5/31-6/1 
The role of quadrature in 

meshfree methods 

2nd Twain SIAM Annual 

Meeting 
 

胡馨云 2014/5/16-18 

國際研討會演講/ 

Gradient Reproducing 

Kernel Approximation for 

Elasticity Problems 

The 3rd International 

Eurasian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al Sciences and 

Applications 

 

李天佑 2014/04/08 邀請演講 靜宜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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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in 

Mathematical Research - 

My Experience 

王道明 2014/02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Infinitely Many 

Equivalent Versions of 

the Graceful Tree 

Conjecture"  

Instructional Workshop on 

Graph Labelings, 

Kalasalingam University  

Krishnanakoil, Tamil Nadu, 

India 

 

王道明 2014/02 

系所邀請演講/ 

Research Talks 

"Graph Deficiency of 

Antimagic Types" 

印度國家高等離散數學研究

中心(n-CARDMATH)，Tamil 

Nadu, India 
 

黃皇男 2013/11/29 

國內研討會邀請演講/ 

Optimal Inventory 

Control in a 

Failure-Prone 

Manufacturing System 

中央大學數學系  

黃皇男 2013/11/27 

邀請演講 

講 題: 簡談數學對控制理

論發展的影響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文豪 2013/11/08 
邀請演講/ 

圓錐曲線的設計與應用 

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

學，台中。 
 

王道明 

2013/11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Infinitely Many 

Equivalent Versions of 

the Graceful Tree 

Conjecture" 

第3屆印度-台灣離散數學會

議(The 3rd India-Taiwan 

Conference on Discrete 

Mathematics)，交大應用數學

系  

 

王道明 2013/11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Recent Progress on 

Zero-Sum Flows" 

2013圖論與連結網路國際研

討會，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文豪 2013/10/25 
邀請演講/ 

漫談矩陣空間的幾何性質 

國立彰化女中數學科教師研

習會，彰化。 
 

陳文豪 2013/08/26-27 
國際研討會演講/ 

Creative Design, 

3rd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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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Based Learning 

and Geometry Teaching 

e-Learning, Singapore. 

黃皇男 2013/07/14-19 

國際研討會演講/ 

Optimal Inventory 

Control in a 

Failure-Prone 

Manufacturing System 

with Monomial-Type 

Holding Cost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Mathematicians,台北,台灣 

 

王道明 2013/06 

國際研討會演講/ 

Contributed speaker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Hexagonal 

Grids”, 

The 7th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of Algorithmics 

Workshop (FAW 2013) 

, SIAM, 大連海事大學 

 

胡馨云 2012/12/07-09 

國內研討會演講/ 

A Gradient Reproducing 

Kernel Collocation 

Method for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Mathematical Meeting and 

Annual Meeting of 

Mathematical Society of 

R.O.C.,新竹 

  

王道明 2012/12 

中華民國2012數學年會 

離散數學組邀請講員

(invited speaker)  

"Zero-Sum Flows and 

Zero-Sum Flow Numbers 

of Graphs" 

中華民國2012數學年會 

 

胡馨云 2012/10/09-11 

國際研討會演講/ 

A Gradient Reproducing 

Kernel Collocation 

Method for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The International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Symposium (ICMS 2012), 

Kobe, Japan 

  

陳文豪 2012/09/22 
邀請演講/ 

創意設計與數學之對話 
國立彰化女中，彰化。  

陳文豪 2012/09/05-08 

國際研討會演講/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aterials for Geometry 

through Problem-based 

Learning Model  

International Seminar in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Education 2012(ISSME 

2012),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laysia, 

Johor Bahru,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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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馨云 2012/07/27-30 

國內研討會演講／ 

Subdomain radial basis 

collocation method for 

problems with local 

features 

The 2th Cross-straits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高雄 

  

楊智烜 2012/07/27 

國際系所邀請演講/ 

Global optimization by 

Intermittent diffusion 

BNU, Beijing, China   

黃皇男 2012/07/18-20 

國際研討會演講/ 

A New Statistical-Based 

Algorithm for ECG 

Identification 

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Piraeus-Athens, 

Greece 

 

王道明 2012/07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Antimagic Labeling of 

Regular Graphs" 

IWOCA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Combinatorial Algorithms) 

2012, 印度國家高等離散數

學研究中心(n-CARDMATH), 

Tamil Nadu, India 

 

王道明 2012/05 

國際研討會演講/ 

Contributed speaker 

"Zero-Sum Flows of 

Regular Graphs" 

The 6th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of Algorithmics 

Workshop (FAW 2012) , 

SIAM, 北京大學 

 

王道明 

2012/05 

 

國際研討會演講/ 

Contributed speaker 

"On Arithmetic 

Deficiency of Bicliqu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and Informatics 

(ICSAI 2012) , IEEE, 山東煙

台 

 

胡馨云 2011/12/09-11 

國內研討會演講/ 

Subdomain radial basis 

collocation method for 

problems with local 

features 

Mathematical Meeting and 

Annual Meeting of 

Mathematical Society of 

R.O.C., 中壢 

  

胡馨云 2011/12/05-07 

國際研討會演講/ 

Strong and Weak 

Coupling of Finite 

Element and 

Reproducing Kernel 

The 3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nd the 2nd Symposium on 

Computational Struc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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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ions.  Engineering (ISCM3-CSE2), 

Taipei, Taiwan 

王道明 
2011/12 

 

系所邀請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On Edge Antimagic 

Deficiency Numbers"  

中華民國數學年會，中原大學 

 

胡馨云 2011/11/05 

國內研討會演講/ 

Reproducing kernel 

particle method for 

elliptic eigenvalue 

problem 

The 2th Workshop on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and Boundary Integral 

Equation Method in 

Taiwan, 台南 

  

胡馨云 2011/11/02 

系所邀請演講/ 

Reproducing kernel 

particle method for 

elliptic eigenvalue 

problem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Education,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台

中 

  

陳文豪 2011/10/26-28 

國際研討會演講/ 

Improvement of the 

Shortest Path Problem 

with Geodesic-Like 

Metho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CCAM 2011), Bali, 

Indonesia 

  

黃皇男 2011/10/14-16 

國際研討會演講/ 

Wavelet-Based Entropy 

for Digital Audio 

Watermarking 

The 7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Hiding and 

Multimedia Signal 

Processing, Dailan, China 

 

王道明 2011/10 

系所邀請演講/ 

短期課程邀請講員 

Three lectures: 

Introduction to 

Zero-Sum 6-Flow       

Conjecture (2011年10月3

日) 

Constant-sum abelian 

group flows: infinite 

cyclic case (2011年10月

17日) 

Constant-sum abelian 

交大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中

心(CMMSC)短期課程

(Lecture Series on Graph 

Flows) 

，交大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中

心(CMM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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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flows: finite cyclic 

case (2011年10月21日) 

王道明 2011/09/13-16 

系所邀請演講/ 

受邀專題演講(invited 

speaker)  

"Recent progress on 

graph labeling of magic 

and antimagic types" 

訪問印度科欽大學數學系 

 

王道明 2011/09/08-11 

國際研討會演講/ 

 (invited speaker) 

 (Group Discussion 

Coordinator)  

"Nowhere-Zero Constant 

Sum Flows" 

第二屆印度台灣離散數學會

議, Amrita University 

Coimbatore, India 

印方約有

一百位學

者參加，台

灣約二十

位離散數

學學者代

表之一，受

邀前往印

度發表演

講，擔任分

組討論議

程主席 

胡馨云 2011/07/24-28 

國際研討會演講/ 

Perturbation and stability 

analysis of strong form 

collocation method with 

reproducing kernel 

approximation. 

The 11th US National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SA 

  

楊智烜 2011/07/04-08 

國際研討會演講/ 

Traveling wave solutions 

in diffusive predator-prey 

Type Mode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fferential & Difference 

Equations and 

Applications, Azores 

University, Ponta Delgada, 

Portugal 

  

王道明 2011/06/27-30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專題演講(invited 

speaker) 

"Nowhere-Zero Constant 

Sum Flows on Graphs" 

2011年圖論與組合學研討會

暨第六屆海峽兩岸圖論與組

合學研討會，國立交通大學應

用數學系 

 

王道明 2011/06/03 系所邀請演講/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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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專題演講(invited 

speaker) 

"A Survey of 

Edge-Antimagic 

Deficiency of Graphs" 

王道明 2011/06/02 

系所邀請演講/ 

受邀專題演講 

"Recent progress on 

graph labeling of magic 

and antimagic types”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王道明 2011/05 

國際研討會演講/ 

Contributed speaker 

"Constant Sum Flows in 

Regular Graphs" 

The 5th International 

Frontiers of Algorithmics 

Workshop (FAW 2011) 

, SIAM, 浙江師範大學, 浙江

金華 

 

陳文豪 2011/04/28-30 

國際研討會演講/ 

A note of boundary 

geodesic problem on 

regular surfaces 

The 5th European 

Computing Conference 

(ECC '11), Paris, France 

  

胡馨云 2011/04/22-23 

國內研討會演講/ 

Strong and weak 

coupling of finite 

element and reproducing 

kernel approximations 

The 12th Workshop on 

Computational 

Mathematics,  新竹 

  

曹景懿 2011/02/13-18 

國際研討會演講/ 

Relativistic birefringence 

induced by high-intensity 

laser field in plasma 

High-Intensity Lasers and 

High-Field Phenomena 

(HILAS) Topical Meeting, 

Istanbul, Turkey 

  

王道明 2011/01 

國際研討會演講/ 

受邀講者(invited speaker) 

"Magic Constant 

Spectrum of Regular 

Graphs" 

2011西子灣組合數學系列研

討會，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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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3-3-1] 

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 

 
                                    民國 95年 6月 6日 94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年 1月 17日 95學年度第 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 12月 30第 17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年 12月 28日第 18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年 10月 18日第 18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0月 23日第 19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依大

學法第二十一條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之評鑑對象為在本校服務滿四年以上之專任教師。 

凡本校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年數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其計算不包括

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 

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等）

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女性教師於準備評鑑之四年期間，如因懷孕或生產得延長其評鑑年限二年。 

每次評鑑之對象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當學年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止。 

通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並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計算其應接

受評鑑年數。 

年滿六十歲者，免接受評鑑。 

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續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新聘教師亦同時應遵循東海大學新聘教師評估辦法。 

第三條 本準則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項目。 

由各學院評鑑其所屬專任教師。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任一項目皆達一定水準、且四項目評鑑之加權平均成績

達七十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權重應介於 30–60%，研究權重應介於 20–60%，服務

權重應介於 5–20%，輔導權重應介於 5–20%。 

第四條 教師評鑑過程應基於公平、公正，且評量採多元化、量化指標及質化指標原則。 

教師評鑑內容可包括以下： 

一、教學 

     （一）教學評量結果。 

     （二）教學行政配合度。 

     （三）指導學生學術研究之績效。 

（四）教師所學專長與開課符合度。 

（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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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 

     （一）學術論著或作品、展演。 

     （二）接受補助或委託之研究計畫。 

     （三）研究獎勵。 

     （四）其他。 

三、服務 

     （一）校內行政與專業服務。 

     （二）校外專業服務。 

     （三）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 

     （四）其他。 

四、輔導 

 （一）擔任導師。 

 （二）指導社團。 

 （三）輔導學生。 

 （四）其他。 

第五條 本校各學院應於每學年開學時，負責該學年度該院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自通過前次評鑑後，每滿四年在校服務期間之次一學年度接受由各學院實施之評鑑。 

各系所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據實提出個人最近四

年評鑑資料，於十月底前送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審議。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料查核確認後，於每年十一月底前送請院教評會審議，資

料不齊或逾期者皆不予受理。 

各院每學年之教師評鑑工作應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期

結束前進行核定。 

於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依決議考核結果，個別通知受停

權措施之教師及相關執行單位。 

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年度依第二項所訂時程申請辦理再評鑑，自再評鑑通

過之下一學年度起取消停權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料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第六條 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應有應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方得決議。委員須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理。 

教評會委員審議教師評鑑案，委員對於審議案件涉及本人、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或有個人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討論與決議；有疑義時，由各級

教評會予以認定。 

有具體事實足認教評會委員對於評審案件有偏頗之虞者，受評鑑教師得舉其原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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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向教評會申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教評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委員中有前三項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應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除本準則其他條文所規定之措施外，自第二學年度起，

至提出再評量通過之下一學年度為止，施予下列停權措施： 

一、校內不得超授鐘點。 

二、不得借調校外機構。 

三、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不予晉支薪俸。 

未通過評鑑之教師，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學年度起，解除前項限制。 

任一次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者，由學院協調系（所）給予輔導，一年後再予評鑑；三

年內未通過再評鑑者，視為不適任，應申請退休，或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

理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前項之再評鑑及未通過之結果不受受評教師年齡之限制。 

第八條 本準則之施行細則另訂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各學院訂定各項評鑑指標時，量化指標及質化指標二者應並重。 

各學院（系所、非屬系所學院）有較嚴格於本準則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各學院應依本準則及其施行細則訂定院級教師評鑑辦法，敘明評鑑項目與指標、評

鑑方式、計分標準、評鑑程序、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等，經院務會議通過、校教評

會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不服者，

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十一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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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2] 

東海大學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民國 96 年 5 月 17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6 月 7 日院教評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9 月 18 日校教評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5 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民國 101 年 7 月 4 日校教評會核備 

 

第一條 

 

東海大學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第九條及東海大學

教師評鑑施行細則第五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評鑑對象為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之專任教師。 

凡本校編制內之各級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年數為在校實際服務時間，其計算不

包括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 

當年度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等）不在校內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女性教師於準備評鑑之四年期間，如因懷孕或生產得延長其評鑑年限一年。 

每次評鑑之對象期間為自前次通過評鑑之當學年起至下次評鑑提出時止。 

通過升等教師，視為通過一次評鑑，並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計算其

應接受評鑑年數。 

年滿六十歲者，免接受評鑑。 

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續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新聘教師亦同時應遵循本院新聘教師評估辦法。 

第三條 評鑑程序： 

本院於每學年開學時，負責該學年度院內教師之評鑑工作。 

自通過前次評鑑後，每滿四年在校服務期間之次一學年度即須接受由本院實施

之評鑑。 

各系所應於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時，通知所屬應受評鑑之教師，依學校教師評

鑑準則、施行細則及本院教師評鑑辦法據實列寫各相關表件，並於十月底前送

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逐級審議。 

系教評會就教師評鑑表查核確認後，於每年十一月底前送請院教評會審議，資

料不齊或逾期者皆不予受理。 

本院每學年之教師評鑑工作於十二月底以前完成審議，並提請校教評會於該學

期結束前進行核定。 

於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決議考核結果，個別通知

受停權措施之教師及相關執行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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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評鑑未達標準者，可於次學年度依第二項所訂時程申請辦理再評鑑，自再評

鑑通過之下一學年度起取消停權措施。 

未依規定於期限內提送評鑑資料者，當次評鑑視同未達標準。 

第四條 本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案時，視其為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中第五條

所謂之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評）議之事項，應有應出席委員人數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為通過，方得決議。委員須親自出

席，不得由他人代理。 

第五條 評鑑範圍及項目： 

本辦法之評鑑範圍包括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項目；  

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任一項目皆達一定水準、且四項目評鑑之加權平均

成績達七十分者為符合標準；教學權重應介於 30–60%，研究權重應介於 20–

60%，服務權重應介於 5–20%，輔導權重應介於 5–20%。權重百分比得由受評

教師在規定範圍內自行決定。 

第六條 教學評鑑參考指標如下： 

一、授課：包括應授課鐘點數、授課大綱。 

二、教學評量。 

三、教學成果：獲本校「教學創新獎」、「特優教學獎」、其他經公開表揚之具體

成果、開授跨領域課程、出版教學相關書籍、自編（譯）講義、參加教學

改進計畫等。 

授課時數最低標準為各級教師依人事室計算認定標準義務授課鐘點數，扣除行

政職減免、減授鐘點獎勵減免。 

第七條 研究評鑑參考指標如下： 

一、學術論文及研究計畫 

1. 主持各項研究、教學或產學計畫。 

2. 在屬 SCI、EI 或 SSCI 期刊發表論文。 

3. 獲本國或國際專利。 

4. 在其他具或未具審查制度之期刊上發表論文。 

5. 具或未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會議論文。 

6. 具或未具審查制度之學術專書或其中之專章。 

7. 未獲通過之申請計畫。 

8. 計劃共同主持人。 

二、論文指導 

    指導碩博生或大學部專題論文畢業。 

三、研究成果 

獲本校學術獎、年輕學者傑出獎、產學合作特優獎及績優獎。 

指導學生並經公開表揚之具體成果或與國內外合作之具體事項。 

第八條 服務評鑑參考指標為校內或校外之學術性服務或公共服務。校內服務包括系、

院、校之各服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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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輔導評鑑參考指標為擔任導師、及社團指導老師及其他輔導學生之具體事實。 

第十條 評鑑計分標準： 

院教評會委員就受評者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項分別考評評鑑分數之計

算包括校訂及院訂二項成績，各佔總成績之 50%；院訂之各細項成績係依本辦

法第五條之規定計算。院成績加上校訂之四項子項成績後，酌算出教師評鑑總

成績。 

受評教師於四個評鑑項目中之每一項目總分均達 60 分，且分數加總達七十分

(含)者為通過評鑑；四個評鑑項目中任一項目總分未達 60 分，或其分數加總未

達七十分者，該次評鑑視為「不通過」。 

第十一條 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 

評鑑結果未達標準之教師，除本辦法其他條文所規定之措施外，自第二學年度

起，至提出再評鑑通過之下一學年度為止，施予下列停權措施： 

一、校內不得超授鐘點。 

二、不得借調校外機構。 

三、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四、不予晉支薪俸。 

未通過評鑑之教師，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學年度起，解除前項限制。 

任一次評鑑結果未達標準者，由學院協調系（所）給予輔導，一年後再予評鑑。 

三年內未通過再評鑑者，視為不適任，應申請退休，或經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後辦理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前項之再評鑑及未通過之結果不受受評教師年齡之限制。 

第十二條 受評鑑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對申覆結果不服

者，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十三條 本辦法若有疑義，由院務委員會補充解釋之，並提下次院務會議報告。 

第十四條 

 

本辦法之理學院院訂細項基準暨評分表及理學院教師評鑑成績總表由院務會議

另訂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訂定通過後，報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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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4-1] 列舉:教師自編講義及書籍之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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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4-2] 列舉 101學年度系所基礎/必修課程之教學助理一覽表 

 

 

學年度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修習 

系級 
必／選修 

學分

數 

是否 

有安排 

教學助

理(TA) 

上 微積分 曹景懿 應數系1 必修 4-4 是 

上 基礎數學 潘青岳 應數系1 必修 3-0 是 

上 線性代數（一） 陳文豪 應數系1 必修 3-0 是 

上 數學研討 全體專任教師 應數系1 必修 1-1 是 

上 高等微積分 何肇寶 應數系2 必修 4-4 是 

上 普通物理 吳桂光 應數系2 必修 3-3 否 

上 機率學 劉  力 應數系2 必修 3-0 是 

上 離散數學 王道明 應數系2 必修 3-0 是 

上 代數學 沈淵源 應數系3 必修 3-0 是 

上 複變數函數論 盧性良 應數系3 必修 3-0 是 

下 微積分  曹景懿 應數系1 必修 4 - 4 是 

下 程式語言  李天佑 應數系1 必修 0 - 3 是 

下 線性代數（二）  陳文豪 應數系1 必修 0 - 3 是 

下 數學研討  全體專任教師 應數系1 必修 1 - 1 是 

下 高等微積分  何肇寶 應數系2 必修 4 - 4 是 

下 普通物理  吳桂光 應數系2 必修 3 - 3 否 

下 統計學  劉 力 應數系2 必修 0 - 3 是 

下 微分方程  黃皇男 應數系2 必修 0 - 3 是 

下 數值分析  袁淵明 應數系3 必修 0 - 3 是 

下 微分幾何  陳文豪 應數系3 必修 0 - 3 是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http://fsis.thu.edu.tw/wwwteac/teacpub/05_depto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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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5-1] 

學系 參加者 學年度 日期 主題 

應數系 葉芳栢 100 上 
100/09/09 

100 學年度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 

應數系 葉芳栢 101 上 
101/09/10 

101 年度新進教師交流暨歡迎茶會 

應數系 李天佑 101 上 
101/09/11 

大學幸福哲學：正向心理學在高等教育上的應用 

應數系 陳文豪 102 上 
102/09/05 

大學教育可以帶給學生什麼加值效益? 

應數系 沈淵源 102 上 
102/09/30 

樂教與樂學-談課堂學習氣氛之營造 

應數系 沈淵源 102 上 
102/10/17 

翻轉教室 

應數系 沈淵源 102 上 
102/10/29 

幸福工坊(一)景觀~設計多彩視界 

應數系 楊智烜 102 上 
102/11/07 

非英語文相關學科之英語授課技巧 

應數系 胡馨云 102 下 
103/03/03 

EverCam7 實作工作坊 

應數系 楊智煊 102 下 
103/03/07 

職涯導師期初見面會 

應數系 張德健 102 下 
103/04/08 

五福臨門 

應數系 胡馨云 102 下 
103/04/17 

從師生互動到經營班級方程式 

應數系 楊智烜 102 下 
103/04/17 

認識 UCAN 大專職能診斷平台與學生輔導之應用 

應數系 胡馨云 102 下 
103/04/22 

東海 edX 平台實作工作坊 

應數系 陳文豪 102 下 
103/04/22 

東海 edX 平台實作工作坊 

應數系 陳文豪 102 下 
103/05/13 

I．C．R‧T-Integration、Closure、Reflection、Transition 

應數系 張德健 102 下 
103/05/27 

平安喜樂之理論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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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 黃皇男 102 下 
103/05/27 

平安喜樂之理論與實踐 

應數系 胡馨云 102 下 
103/06/03 

東海 ShareCourse 平台實作工作坊 

應數系 李天佑 103 上 
103/09/18 

新版數位教學平台研習會（一） 

應數系 陳文豪 103 上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應數系 胡馨云 103 上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應數系 陳淑珍 103 上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應數系 李天佑 103 上 
103/09/26 

No College Student Left Behind! 適性揚才的大學教學 

應數系 胡馨云 103 上 
103/10/22 

即時反饋系統(IRS)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應數系 杜淑儀 103 上 
103/10/22 

即時反饋系統(IRS)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應數系 陳淑珍 103 上 
103/10/22 

即時反饋系統(IRS)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應數系 陳文豪 103 上 
103/10/22 

即時反饋系統(IRS)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應數系 曹景懿 103 上 
103/10/22 

即時反饋系統(IRS)在大學教學上的應用 

應數系 陳淑珍 103 上 
103/10/29 

教學策略在大學的運用 

應數系 陳文豪 103 上 
103/11/04 

通識自然領域課程教什麼？如何教？ 

應數系 陳文豪 103 下 
104/03/03 

Zuvio(雲端即時反饋系統)說明會 

應數系 林盈郎 103 下 
104/03/04 

新版數位教學平台研習會（一） 

應數系 陳淑珍 103 下 
104/04/08 

逢甲大學教育品保之機制與做法 

應數系 陳文豪 103 下 
104/05/26 

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應數系 陳淑珍 103 下 
104/05/26 

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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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數系 曹景懿 103 下 
104/05/26 

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應數系 莊家豪 103 下 
104/05/26 

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應數系 胡馨云 103 下 
104/05/26 

悠遊於形與數的世界-大學數學課程的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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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5-2]  101學年度系所導師及專任教師學習晤談時間一覽表 

 

學期 教師姓名／職稱 教師晤談時間 

上 沈淵源／教授 每週三8:00-10:00／另約 

下 沈淵源／教授 每週三8:00-10:00／另約 

上 黃皇男／教授 每週一16:20-17:10／每週二14:10-15:00／每週三16:20-17:10 

下 黃皇男／教授 另行安排時間 

上 曹景懿／教授 每週二14:10-16:10／每週三14:10-16:10 

下 曹景懿／教授 每週二10:20-12:10／每週三10:20-12:10 

上 劉力／副教授 每週一14:10~17:10／預約 

下 劉力／副教授 每週一14:10~17:10／電話預約 

上 何肇寶／副教授 每週一至五14:00~15:30 

下 何肇寶／副教授 每週一至五14:00~15:30 

上 謝維華／副教授 每週三10:20-11:10 

下 謝維華／副教授 每週三11:20-12:10／其他任何時間亦皆可 

上 盧性良／副教授 每週一10:20-12:10／每週二10:20-12:10／每週三10:20-12:10 

下 盧性良／副教授 
每週一10:20-11:10,14:10-16:10／每週二10:20-12:10／每週三

11:20-12:10 

上 李天佑／副教授 每週四11:00-12:00 

下 李天佑／副教授 每週四11:00-12:00 

上 陳文豪／副教授 每週一14:10-15:00／每週三10:20-11:10／亦可另行約定時間 

下 陳文豪／副教授 每週三10:20-11:10／每週四10:20-11:10／亦可另行約定時間 

上 楊智烜／副教授 每週二14:00-17:00 

下 楊智烜／副教授 每週二14:00-17:00 

上 王道明／副教授 
每週一9:00-11:00／每週二9:00-11:00／每週四9:00-11:00／每

週五9:00-11:00／另行約定時間 

下 王道明／副教授 每週一14:00-16:00／每週五14:00-16:00／另行約定時間 

上 胡馨云／副教授 每週四16:20-17:10 

下 胡馨云／副教授 學期休假 

上 陳淑珍／助理教授 
每週一14:10-16:10／每週二16:20-17:10／每週三10:20-11:10

／每週四15:20-17:10 

下 陳淑珍／助理教授 每週一10:20-12:10／每週四10:20-12:10 

上 潘青岳／助理教授 每週一15:10-16:00／每週二10:10-12:00／另行約定 

下 潘青岳／助理教授 每週一15:10-16:00／每週二10:10-12:00／另行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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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 

本系施提供學生學習輔導的措施如下: 

1. 本系採家族制，每一位老師每一年級負責三至四位導生，提供他們課業諮詢，、

生活與其他輔導。 

2. 所有專業必修課，皆配與專任助教之演習課(每周一小時)以輔助學習。專任

助教和老師一樣課後安排有晤談時間提供課業諮詢。 

3. 本系於大一開授 1-1學分的「數學研討」課程輔導大一學生進入數學領域。 

4. 本系為高年級學生開授 3/0的「數學思考」課程，幫高年級學生作主要科目

的總複習。 

5. 設置大一大二主科之夜間諮詢教室。 

6. 針對學習狀況不佳之學生實施預警制度，安排相關輔導。預警成效參考以下

量表： 

學期 101上 101下 102上 102下 103上 103下 

被 1/2預警人次  75  78  75  61  60  61 

實際被 1/2人次  8  18  12  10  15  10 

 

7. 為加強全校理工科新生之數理能力，以便順利銜接大學課程，於每年暑假辦

二梯次之暑期「學前微積分」的課程，分別針對「甄選入學」學生及大考分

發學生。 

8. 成立教學磨課師網站，製作微積分線上數位教材，包括課前預習大綱及上課

全程綠影，提高學生學習成效。 

9. 本系 103學年度配合學校教資中心組成微積分學生學習輔導組(H-group)全

校共 10組，邀請成績優秀之高年級學生課餘時間輔導微積分課業需要幫助的

大一學生。相關輔導費用由教資中心支付（[附件 4-1-1]）。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 

 

圖書、儀器、教室、實驗室與圖書室： 

 

1. 傳統教室：2間--- 90人(ST529)與 100人(ST520)，均配有整合電腦與多媒

體設備的電子桌，上課與演講皆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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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討室：2間---16人(ST516, ST517)。ST516含多媒體設備，兼作會議室。 

3. 階梯教室：1間---60人(ST527)，含多媒體設備---上課與演講用。 

4. 前述傳統教室、研討室與階梯教室可滿足本系大學部與碩士班的上課需求。 

5. 電腦教室(I)：包含主機控制室與網路廣播系統，容納 68人同時使用個人電

腦上課，以及本系伺服主機。教學研究軟體包含 matlab, mathematica, 

maple, IMSL, tecplot 等數學相關軟體。 

6. 電腦教室(II)：11部個人電腦，含螢幕廣播與布幕投影教學系統，供碩士

生使用。 

7. 本系於非上班時間，亦可預定而啟用電腦教室。學校電算中心尚有多間電腦     

室開放，供學生學習使用。 

8. 計算科學實驗室：8部個人電腦與多處理器工作站架構的平行計算系統。 

9. 圖書室：系圖書室含閱覽室約 60坪，數學相關藏書約 6000冊。校圖書室數

學類藏圖書約 12,000冊，數學相關電子期刊約 5000種，數學相關紙本期刊

約 300種。系圖書室與校圖書室借還書系統連線，專任教師在系圖書室所借

的書籍，若無他人預約，可借閱一年。 

10. 微積分諮詢室：ST601提供專任助教實施微積分課後諮詢及 ST517 提供教學

助理實施微積分夜間諮詢。 

11. 學生活動室：ST635 供系學會學生活動使用。 

12. 其它設備：筆記型電腦、可攜式單槍液晶投影機可供兼任教師、學生等借用。

本系另有網路彩色印表機、影印機各、3D列印機各兩部。 

 

    整體而言，各項設備足夠供支援本系開設課程與學生學習使用。 

 

校配合教學輔助： 

    學校已成立數位教學平台：針對每門課，教師及學生可在此平台交流學習

資料、學習過程、事件宣達等。本系有專、兼任助教各一名參與學校所辦之訓

練數位教學平台課程，從而負責訓練新進助教。 

 

    教資中心每學期舉辦多場「教學成長」研討會(例如教師工作坊)及「創意

教學」研討會(例如教學達人系列--應數系陳文豪老師與您分享)；教資中心成

立教學磨課師網站，支付教師錄製費用; 並鼓勵本系成立微積分學生學習輔導

組(H-group)，支付輔導費用，邀請成績優秀之高年級學生課餘時間輔導微積分

課業需要幫助的大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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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儀設備之管理與維護 

    本系聘有一名專任電腦助教，專責維護管理所有教學器材（主要為電腦、多

媒體設備），進行教學上的支援服務。另安排一位專任助教部分時間負責圖書室

相關維護處理事宜。目前電腦教室與圖書室均於上班時間開放，電腦教室的使用

及管理辦法見附件 4-2-1。上班時間外，若學生有特定需要，附可預先向系上登

記後使用。圖書室訂有「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圖書館閱覽規則」（見[附件4-2-2]），

圖書館開放時間由助教輪流值班提供學生借閱等服務。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 

   鼓勵學生課外學習的作法如下: 

1. 除學校統一安排的期中考、期末考外，本系另外安排兩次以上小考，激勵學

生讀書。部分老師於學期考試前，會發成績條，提醒學生該科的學習情形。

電腦相關課程配合電腦教室使用，依授課內容舉行上機考試或作業，另部分

選修之理論科目利用投影片等輔助教學。 

2. 為鼓勵學生課後自修，本系開放教室 ST517供同學晚上讀書，電腦教室 ST523 

供同學夜間寫電腦相關作業或報告，及 ST517提供學生夜間諮詢課業。 

3. 為鼓勵學生認真學習，本系每年舉辦「東海大學全校微積分競試活動」，採自

由報名方式，全校共分為 A、B兩組，A組報考者為理工科系學生，B組報考

者為管院、農學院等科系的學生，本系 101、102、103三個學年度皆有學生

參加競試試並名列前茅；101學年度本系甲等獎一名;102學年度優等獎三

位;103學年度傑出獎一名（見[附件 4-3-1]）。 

4. 系上學生參與校內舉辦的體育競賽，表現不俗，除有籃球、桌球、羽球等校

隊選手外，在中數盃、大數盃等體育競賽中也時有佳績（見[附件 4-3-2]）。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指導負擔 

    本系研究生學校核定的名額為每年 10名，包含 1名在職生。實際入學人數

為 100學年度 7人，101學年度 3人,102學年度 9人(含兩名印尼外籍生)，103

學年度 5人(含一名馬來西亞外籍生)。以每位碩士生所需指導時間平均兩年一週

期計算，每位教師一週期平均指導研究生不足一名。100-103碩士研究生畢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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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資料年請參考[附件 4-4-1] 。 

 

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 

1. 有外籍生之後，研究所課程多為中英文雙語或全英語授課。 

2. 研究生來源多為本系或其他私立大學數學系畢業生，而在職生則多半為鄰近   

之中小學老師。整體而言研究生入學前為中等程度左右，本系因此於暑假期

間加開「數學分析」課程，幫助研究所新生複習高等微積分。 

3. 為加強碩士班研究生的資訊能力，亦辦理「軟體訓練課程」訓練研究生 LATEX、

MATLAB、MATHEMATICA 等軟體的使用。 

4. 利用書報討論課程教導學生專業學術的表達，如 Latex 及 PPT 製作。. 

5. 規定學生出席所有演講並於聽完後繳交心得報告。 

6. 除指導教授外還有家族導師關心其生活。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 

      本系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作法如下: 

1. 本校學務處的業務分組有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住宿輔導、衛生保健、租

賃服務、學生諮商等組。本系家族導師配合學務處輔導其導生。 

2. 依學校建議設置職涯導師，目標為協助同學即早規劃未來的職業生涯。主要作

法包括：安排學生接受職業性格診斷職或性向診斷、安排企業人士給職涯專題

演講、協助同學跨領域學習、安排企業參訪或企業實習等。（見[附件 4-5-1]、

「附件 4-5-5」） 

3. 配合通識中心開設「大學引導」課程，讓大一的新生自我建立讀大學的目標與

積極的學習態度。本課程通常由職涯導師授課，授課內容與職涯規劃的活動相

互配合。 

4. 配合通識中心開設職涯志業講堂(2學分選修課，本系黃皇男教師)。 

5. 安排具數學背景之其他領域學者演講，增廣學生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視野。包括

校友卓越講座、數學在產業界系列演講、數學建模在產業的應用系列演講，見 

[附件 4-5-2] 校友卓越講座 

[附件 4-5-3] 101-103學年度“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 

[附件 4-5-4] 101-103學年度“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整合性教學”  

6. 定期舉辦職涯專題演講，引導學生確定未來的發展（[附件 4-5-5] 103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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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職涯專題演講”申請 列舉） 

7. 媒合學生至企業實習。102年暑假一位碩士生至北京網路商店(本系教師媒合)，

103學年暑假一位碩士生至上海『赫比國際集團』自動化部門實習 1個月(本

校就業輔導與校友室媒合)，一位即將進入交大應數所的大學畢業生至台中

『見光機械工業』實習兩個月(本系教師媒合) 

8. 已於系網頁將相關研究所(包括理、工、農、商管、醫事類等)的考試科目整理

公佈，大部份考科除數學專業科目外，僅需再準備一門專業科目，參考

http://www.math.thu.edu.tw/intro/super_pages.php?ID=intr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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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1-1]            103-1 H-Group 通過名單 

系所 類別 科目 編號 H-leader 

 

 

資工 

 

 

單一科目 

 

 

c程式設計 

1 陳映孜 

2 徐偉成 

3 陳柏翰 

4 張詠智 

5 陳奕凝 

 

化材 

 

整體科目 

 

系必選課程 

6 王千禎 

7 廖廷彰 

8 魏大程 

 

會計 

 

單一科目 

 

會計學（二） 

9 尹又賢 

10 沈裕哲 

11 許易筑 

景觀 單一科目 
景觀規劃 12 洪禎霠 

景觀工程 13 潘敏琪 

物理 單一科目 應用數學 14 林宇祥 

 

 

 

 

應數 

 

 

 

 

單一科目 

 

 

 

 

微積分 

15 歐俊賢 

16 謝宗憲 

17 翁健豪 

18 侯萱 

19 洪靜蓉 

20 邱柏儒 

21 李奕徵 

22 王詠淨 

23 林士琪 

 

 

 

 

 

 

化學 

 

 

 

 

 

 

單一科目 

 

 

 

 

 

 

化學 

24 吳崇吉 

25 李佳蓉 

26 張心媛 

27 莊凱晴 

28 郭傑仁 

29 陳翊豪 

30 陳威佑 

31 林嘉威 

32 張庭瑜 

33 梁閔傑 

34 連彥智 

35 陳若予 

36 楊淨淳 

37 鍾文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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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1]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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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2-2]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圖書館閱覽規則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圖書館閱覽規則 

  

第一條        應用數學系圖書館(以下簡稱本館)所藏圖書資料，專供教學研究使用。 

第二條        入館自動出示服務證、學生證、借書證、閱覽證或校友證，外賓憑身

份證或學生證於入口處登記。 

第三條        本館開放時間： 

一、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上午十二時、下午一時四十五分至下午四時

四十五分。 

二、期中考試、期末考試開放時間同上。 

三、週休日、國定假日及校定假日閉館。 

四、寒暑假期間如有特殊狀況請與管理者或系辦聯繫。 

第四條        為維護圖書館的安寧與整潔，館內勿穿著拖鞋，不得高聲喧嘩；嚴禁

將食物、飲料、寵物帶進館內，不得吸煙、嚼檳榔、口香糖及隨意亂架。

嚴重違規者將停止使用本館一學期。 

第五條        本館採用開架制度，於開放時間內，讀者可自由進入使用館藏。惟參

考書、指定參考書、期刊雜誌等，統限於館內閱覽使用，概不外借。 

第六條        期刊、參考書閱覽完畢後，應歸還原處。館內閱覽之一般書籍，閱畢

後歸還原處。 

第七條        不得以書、物預佔座位，閱覽人離館他往時，應將書物攜走，若離座

十分鐘以上，其他同學得以將其書籍等物品旁移，逕行使用。強行佔位

且不肯讓位者，停止當日閱覽室使用權利。 

第八條        使用館藏圖書資料，如有圈點、批註、污損、毀壞等情形，使用人須

依「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賠償辦法」賠償。若有偷竊行為，報請相

關單位處理。 

第九條        本規則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備註： 

1. 逾期還書，每冊每逾期一日，借閱人須繳納滯還金新臺幣伍元。未繳清滯還 

金者，不得辦理借書。 

2. 系圖電腦嚴禁使用聊天系統（如 BBS、MSN 等等）。 

3. 使用系圖電腦者，資料請自行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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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3-1]  列舉微積分競試得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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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3-2]  101-103學年度參與競賽獲獎 

 

103 學年度活動名稱 活動項目 名次 每場人數 團體每隊人數 得獎人次 

103 全國大專數學盃 男子排球錦標賽 亞軍 6 12  

103 中區大專數學盃 男子排球錦標賽 冠軍 6 12  

103 中區大專數學盃 女子籃球錦標賽 冠軍 5 8  

103 東海大學系際盃 女子籃球錦標賽 亞軍 5 8 40 

 

102 學年度活動名稱 活動項目 名次 每場人數 團體每隊人數 得獎人次 

102 中區大專數學盃 男子籃球錦標賽 亞軍 5 8  

102 東海大學新生盃 女子籃球錦標賽 冠軍 5 8 16 

 

101 學年度活動名稱 活動項目 名次 每場人數 團體每隊人數 得獎人次 

101 中區大專數學盃 男子籃球錦標賽 冠軍 5 8  

101 東海大學新生盃 男子籃球錦標賽 亞軍 5 8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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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4-1]  本系 100~102 學年研究生論文資料 

年度 指導教授 研究生 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英文) 

100 沈淵源 李銘祥 結合密碼術 e 化專利申請流程 
Cyptography-Enhanced Flow for Online 

Patent Application 

100 陳文豪 楊宗憲 遊覽拓樸球定理 
An Excursion Into The Topological Sphere 

Theorems 

100 王道明 胡世偉 無向圖的零和流與流數性質之研究 
On Zero-Sum Flows and Flow Numbers of 

Undirected Graphs 

100 王道明 王禕祺 均勻符號圖之邊多數指數研究 
Study of Edge-Majority Indices of Equitable 

Signed Graphs 

101 沈淵源 李永霖 電子彩券系統之研究 A Study of E-lottery System 

101 沈淵源 廖元宏 電子支票的行動化研究 The Research of Mobile Electronic Check 

101 陳文豪 林世華 信息度量與正定矩陣的幾何平均 
Information Metric and Geometric Mean of 

Positive Definite Matrices 

101 王道明 楊振昌 關於優美樹猜想之研究 Study of the Graceful Tree Conjecture 

101 王道明 張光輝 
圖形之魔方與反魔方形態標號問題研

究 

On Graph Labeling Problems of Magic and 

Anti-magic Types 

101 沈淵源 陶家可 橢圓曲線電子投票系統 E-voting by Elliptic Curve Cryptosystem 

101 黃皇男 郭元傑 心電訊號之小波浮水印技術 
A Wavelet-Based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 for ECG Signals 

102 何肇寶 游政易 
具不同形式垂直傳染的 SEI 傳染病系

統之穩定性分析 

The Stability of an SEI Epidemic System with 

Two Different Vertical Transmi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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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楊智烜 葉書齊 
雙曲守恆系統的黎曼問題:以尤拉方程

為例 

The Riemann Problems of the Hyperbolic 

Conservation Law:Illustrated by the Euler 

Equations 

102 沈淵源 陳妍青 智慧彩劵之研究 Lottery On Smart Card 

102 黃皇男 李聖鴻 
利用三次雲規線近似方法實現含浮水

印 ECG 訊號壓縮 

Watermarked ECG Signal Compression 

Technique Via Cubic Spline Approx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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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1]: 生涯探索與發展-生涯興趣量表 

東海大學 99學年度第 2學期 

『實踐之旅，在生命轉彎處─班級講座』 

100.04.29參與意見表結果整理 

 參與班級：數學系 3年級。 

 導師：陳文豪老師、楊智烜老師、劉力老師、沈淵源老師、

謝維華老師、潘青岳老師、葉芳柏老師、盧性良老師、王道

明老師、陳淑珍 老師、  

 主講人：呂素卿老師 

 主題：測驗實施與說明「生涯探索與發展─生涯興趣量表」 

 辦理日期：100.04.29 (五) 上午 10:20-11:50 

 地點：ST-527  

 整理人：呂素卿 

 出席情形：參與測驗的有 38 人同學；繳交參與意見表的有

41人，以下內容即依繳交的 41份意見表整理之。 

一、你的基本資料： 

1.性別： 男生：26位(63.42%)     女生：15位(36.59%)      

  2.你事先知道本次主題及相關安排嗎？ 

 知道：18位(43.91%)    不知道：23位(56.10%)     

 說明：本次專題服務，係由系上主動安排，於特定時間執行，課程配合

助教們也都到場協助招呼及陪伴，學生出席情況穩定且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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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題活動參與心得與意見：請勾選出最符合你的參與意見及反應。非

常有收獲或非常同意 5 至非常沒有收獲或非常不同意 1 的程度，請自勾自評！ 

項目內容 學習與收穫之自評勾選 

1. 本次演講、測

驗說明或活動

有助我生活學

習： 

5  15位(36.59%) 

4  19位(46.35%) 

3   7位(17.08%) 

2   0 

1   0 

2. 本次演講、測

驗說明或活動

內容深淺比率

適當： 

5  14位(34.15%)  

4  21位(51.22%) 

3   6位(14.64%)  

2   0        

1   0 

3. 我能聽得懂演

講、測驗說明

或活動內容想

要傳達的意

思： 

5  16位(39.03%) 

4  23位(56.10%) 

3   2位(4.88%)  

2   0 

1   0 

4. 我個人很認真

參與本次的學

習： 

5  21位(51.22%)  

4  14位(34.15%) 

3   6位(14.64%) 

2   0 

1   0 

5. 我喜歡本次的

主題呈現方式

(演講、測驗說

明、或是活動) 

5  13位(31.71%) 

4  23位(56.10%) 

3   5位(12.20%) 

2   0 

1   0 

6. 本次演講、測

驗說明或活動

進行時間長度

適當： 

5  11位(26.83%)  

4  21位(51.22%) 

3   8位(19.52%)  

2   1位(2.44%)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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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地點很適

當： 

5  13位(31.71%)  

4  21位(51.22%) 

3   7位(17.08%) 

2   0 

1   0 

8. 本次活動選定

的時間很適

當： 

5  17位(41.47%) 

4  16位(39.03%)  

3  7位(17.08%) 

2   1位(2.44%) 

1   0 

9. 本次整體活動

接待，我很滿

意 

5  13位(31.71%) 

4  22位(53.66%) 

3   5位(12.20%) 

2   1位(2.44%) 

1   0 

整體而言： 

1. 本項專題，學生們大致上都很認真參與，也表示有收獲。 

 

參與過程中，我個人最大的收穫是：以條列整理如下： 

1. 再次加深確切性。 

2. 分析型態相當清楚。 

3. 自己很適合走理工線。 

4. 了解未來志向。 

5. 略懂性向。 

6. 略知興趣。 

7. 對未來有些明目。 

8. 可以好好休息。 

9. 確定未來職場方向。 

10. 清楚了解自己的興趣。 

11. 夠了解。2位 

12. 了解自我。 

13. 知道自己是個矛盾的人。 

14. 了解自己的興趣、個性。 

15. 了解自己興趣的大致方向。 

16. 了解自己。 

17. 了解自己的興趣，還有想要的工作。 

18. 原來自己跟自己想的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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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了解自己第二特質。 

20. 能更進一步了解自己。 

  有 21位未回應收穫的內容。 

三、其他： 

1.我需要學生諮商中心個別服務，請連絡我：(請寫明電話或電子郵件連絡方式) 

有 2位留下連絡方式，學生諮商中心已於 4/29個別予以信件回覆，

視學生需要可以自行與中心連絡服務。。 

2.我的其他意見： 

(1) 如果能一對一仔細分析應該會讓同學更了解自己的

興趣所在與類別。 

(2) 可以在大二時即做此測驗。 

 

 

 執行活動觀察摘要： 

一、活動安排與時間分配： 

1.配合課程進行，學生到達準時，助教招呼得宜。 

2.呂素卿先說明本測驗安排程序，並說明測驗實施的意圖及個人參與測驗的

準備。 

3.發下測驗同意書及測驗執行相關資料，邀請學生理解活動的參與及意見交

流。測驗實施並立即自行批改。 

4.配合下課時間休息 10分鐘。 

4.依測驗整理單之內容，一一說明測驗結果各項因素之內涵，個人使用結果

單之特質說明等等。 

5.意見交流及填寫參與意見表。 

6.整理過程於 11:50 結束。 

二、執行觀察與心得：  

    1.學生態度認真。並會比較與以往高中時參與測驗的差異。 

    2.助教全程陪伴，可加強學生參與秩序的穩定及態度的一致。 

    3.多數學生皆有參與測驗實施，僅有少數 1-2位可能遲到或是意願關係，沒

有參與測驗。 

    4.感謝陳文豪老師的時間提供及班上同學們的投入，服務過程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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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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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5-3]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 
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數學系何肇寶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東海大學數學系陳文豪主任、黃皇男教授、王道明副教授、楊智烜

副教授、曹景懿副教授、陳淑珍助理教授 

計畫執行時間：101.2.1~102.1.31. 

計畫執行預算：500000 元. 

人們常說「數學是科學之母」，這說明了數學在各個領域所扮演的角色是非常

重要的。但是如今社會上普遍認為數學系畢業的學生只能擔任數學教師或是從事

學術研究之工作，這讓數學系學生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進而使有意願就讀數

學系的學生日益減少，以致未來可能發生基礎數學人力缺乏之窘況。希望藉由本

計畫讓在學的學生能夠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與重要性，以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外；更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中學生加入學習數學的行列，以紮實的數學基礎為後盾，

進而在各領域能夠有所發展。 

一、 工作規畫： 

為使學生更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預期將推動： 

1. 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與 101 年度上學期各舉辦 6 至 8 場演講座談，邀請有

數學背景(曾就讀數學系或數學研究所)但目前在非數學之學術界或產業界

工作之人士，分享數學在各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由數學界跨

到各領域之心路歷程並與聽眾座談。 

2. 於暑假針對高中生舉辦一梯次兩天一夜之「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

邀請有數學背景(曾就讀數學系或數學研究所)但目前在非數學之學術界或

產業界工作之人士分析數學在各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重要性。 

二、 預期效益 

1. 希望藉由非數學學術或產業界人士的分享與座談，提供目前在各大專院校

數學系(所)就讀之學生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與重要性，進而做為未來生

涯規劃之參考。 

2. 希望藉由兩天一夜之「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活動，讓尚未接觸數

學系的中學生了解數學在各領域的重要性。並吸引學生能夠就讀數學系以

提升自身數學基礎能力，做為日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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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預估經費： 

申請項目 預 估 金 額 

兼任助理費 
10,000 元×10 月=100,000 元 

博士級兼任助理月支 10,000 元，統整並協助舉辦各項活動。 

演講座談 

(每場 50 人) 

12,000 元×15 場＝180,000 元 

每場 12,000 元，內含 

講師及交通費：5,000 元 

餐費及茶水費：6,000 元 (附用餐者名單) 

場地(含佈置)、臨時工資及其他：1,000 元 

以上經費可視實際情況互相流用，合計 180,000 元 

研習營 

(100 人) 

190,000 元×1 場＝190,000 元 

內含 

講師及交通費：40,000 元 

場地及佈置費：20,000 元 

數學創作器材費：10,000 元 

餐費及茶水費：60,000 元(共計四餐) 

保險費：10,000 元 

住宿費：20,000 元 

臨時工資：10,000 元 

其他：海報、文具、紙張、研習證書、打字、影印、餐具、

郵電…等 20,000 元 

以上經費可視實際情況互相流用，合計 190,000 元 

雜  支 

30,000 元 

平時配合相關活動所使用之文具、紙張、設備、交通、資訊耗材、

郵電、誤餐費、電池…等費用。 

合 計 金 額：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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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預定議程 

第一天 第二天 

時間 預定議程 時間 預定議程 

 7：30～8：30 早餐 

9：00～10：00 報到 9：00～10：00 專題演講(III ) 

10：00～10：30 開幕 10：00～10：20 Tea Break 

10：45～11：45 專題演講( I ) 10：20～12：00 分組交流( II ) 

11：45～13：30 午餐休息 12：00～12：30 閉幕 

13：30～14：30 專題演講( II ) 

 

14：30～14：50 Tea Break 

14：50～16：30 分組交流( I ) 

16：40～19：00 校園巡禮&晚餐 

19：00～21：00 數學創作 

21：00～ 休息&就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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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數學與產業界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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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5-4]  

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 

整合性教學 

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何肇寶副教授 

共同主持人：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黃皇男教授、生命科學系林良恭教

授、企業管理學系周瑛琪副教授 

計畫執行時間：102.2.1~103.1.31 

計畫執行預算：500,000 元 

101 年度在貴基金會贊助之下，本校所執行「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產學計

畫，至 101 年 10 月為止已舉辦了近 10 場專題講座1
(尚有 3-4 場籌辦中)以及 1 場

170 人的暑期研習營2。專題講座部分藉由來賓的經驗分享，充分提供了本校數學

系的學生瞭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應用與其重要性，也讓參與的學生們將來畢

畢業後除了數學領域之外可以發展或就業的方向；而暑期研習營共吸引了全國各

地近 170 名(包含 30 名教師)學員參加，此次營隊邀請到中研院劉炯朗院士、東

海大學程海東校長及多所大學知名教授，透過演講、座談與學員分享、討論數學

在產業界的角色，並得到學員們熱烈的迴響。因此，此計畫的執行至今，已達到

當初計劃書所預期之效益。 

一般數學教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常會遇到一些產業界中的數學模型(例如生

態中的物種成長模型、經濟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等等)，對這些模型的由

來並不是能夠完全掌握，因此只能對模型本身的數學涵義或是模型數值解的收斂

與否等加以說明，但對模型本身參數的意義、模型反應的實際意涵無法解釋，以

致學生無法真正瞭解該模型在產業界的應用與重要性。因此本計畫將分初期、中

期及後期三大階段來執行，期望針對產業界的問題，能發展一套數學模型的建構

方法，最終希望能成立產學研發中心，讓數學與產業界能夠真正的結合。 

本計畫初期將在102年度起利用1-2年的時間，由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與理、

工、管院等科系共同針對一些在產業界有關的數學模型進行整合性教學。由相關

科系提出模型建構的歷史由來、背景及過程，並由數學系老師與相關科系老師共

同分析其數學上的結果及其對產業的影響，最後製作成教案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

參考。另外每年將部分討論成果舉辦一至二場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學界參加，以

                                                 
1請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2請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industry/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indust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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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推廣之目的。 

計畫中期將利用 2-3 年時間，針對產業界中所使用的數學模型進行整合性研

究，將該模型的數學研究結果應用在產業實務上，並比較與實務間之差異，進而

修改模型以符合實際狀況。後期希望能建立產學研發中心，協助產業界建立符合

產業發展需求的數學模型。 

四、本年度工作規畫： 

為使老師與學生更了解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預期推動方向如下： 

3. 於 102 年舉辦系列的研討，邀請東海大學相關科系教師，先提供一

些產業界中常用的數學模型，由數學系及相關科系老師針對這些模

型進行小型研討，並製作成教案提供研討會或日後教學中使用。 

4. 於下半年度針對中學相關科目任教教師及大學師生舉辦一至二場

「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研討會，將學期中所製作之教案經由研

習提供給教師及學生參考。 

五、預期效益 

3. 藉由小型研討及教案製作，除可提供數學專業教師及相關科系

老師在授課時，介紹一些產業界所使用的數學模型，並解釋在

產業應用的意義，進而將數學與產業相結合，讓教師及學生真

正了解數學與產業界的相關性。 

4. 希望藉「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研討會，將小型研討之成果

藉由研討會提供給學員，以期所有學員能瞭解數學與產業界的

相關性，並藉由學員發揚到各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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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估經費： 

申請項目 預估金額 

人事費 

180,000 元 

 博士級兼任助理一名，月支 10,000 元，合計

120,000 元。 

統整計畫各項事宜並協助舉辦各項活動。 

 碩士班或大學部兼任助理一名，月支 3,000 元合

計 36,000 元。 

教案打字及其他主持人交辦之工作。 

 臨時工作人員，合計 24,000 元。 

協助舉辦各項活動及資料整理等主持人交辦之工

作。 

業務費 

290,000 元 

教案製作及分享，合計 130,000 元 

講師費：70,000 元 

(單獨演講費 5,000 元，二人共同演講每人 3,000 元) 

餐費及茶水費：60,000 元 

研討會(1-2 場)，合計 160,000 元 

講師費：40,000 元 

(單獨演講費 5,000 元，二人共同演講每人 3,000 元) 

場地及佈置費：30,000 元 

餐費及茶水費：60,000 元 

其他：保險、海報、文具、紙張、證書、打字、影印、誤餐費、

餐具、郵電…等 30,000 元 

以上經費可視狀況互相流用 

雜支 

30,000 元 

平時配合相關活動所使用之文具、紙張、網頁維護、設備、交通、

資訊耗材、郵電、誤餐費、電池…等費用。 

合計金額：50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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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計畫之三大階段 

 

  

整合性教學 

由相關科系提出模型建構的歷史由來、背

景及過程，並由數學系老師與相關科系老

師共同分析其數學上的結果及其對產業

的影響，最後製作成教案提供相關教師在

教學上的參考。另外每年將部分討論成果

舉辦一至二場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學界參

加，以達到推廣之目的。 

整合性研究 

針對產業界中所使用的數學模型進行

整合性研究，將該模型的數學研究結果應

用在產業實務上，並比較與實務間之差

異，進而修改模型以符合實際狀況。 

產學研發中心 

成立產學研發中心，將整合性研究所

得到的成果實際協助產業界建立符合產

業發展需求的數學模型，讓數學與產業界

能夠真正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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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研討會預定議程 

第一天 

時間 預定議程 

09：00～09：30 報到 

09：30～09：35 開幕 

09：35～10：35 教案分享( I ) 

10：35～10：50 Tea Break 

10：50～11：50 教案分享( II ) 

11：50～13：30 午餐及午休 

13：30～14：30 教案分享( III ) 

14：30～14：45 Tea Break 

14：45～15：45 教案分享( IV ) 

15：45～ 討論、閉幕、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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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5-5] 103學年度職涯演講申請及問卷調查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就業暨職涯演講申請說明 

  為協助各系所共同合作推展學生之職涯規劃與促進就業的目標，本年度教學卓越計畫

提供之就業相關講座補助及辦理注意事項，如下： 

一、講座的主題必須與「職涯規劃」及「就業促進」相關。參與者主要對象為學生。 

二、附件說明 

   【附件一】申請表：請註明講座舉辦之確切起迄時間（年/月/日/時/分~/時/分）、詳細

地點與講師簡介，並由系所主管簽名或蓋章後送回完成申請。 

   【附件二】簽到表：講座當天務必準備簽到表讓與會者簽到。 

   【附件三】領據：演講經費請舉辦單位給講師親筆簽收收據，收據上並請寫下講師兆豐

金控或郵局帳號），演講舉辦完成一週內將全部資料及收據送至就業輔導室

報支，會計室將費用匯入講師帳戶。 

※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各款項均應逕付受款

人(即講師)，因此本次演講費申請建議直接付款予講師，減少單位

人員代墊。敬請特別注意!! 

   【附件四】成果報告：講座辦理完成，需繳交以下資料 

           (一)簽到表正本。 

           (二)收據（演講費）正本。 

            ※講師若非兆豐金控或郵局帳號者，請告知會另扣跨行轉帳費。 

           (三)講座講師簡報檔乙份(電子檔)。 

           (四)講座成效報告乙份(附件四電子檔)：含數位照片 4張、海報電子檔。 

           (五)學生問卷正本：敬請協助回收連同單據繳回即可。 

三、其他 

   (一)請依規畫之場次進行申請表填寫。    

   (二)經費補助：每系限 2場次，每場講座補助以 2小時為限，單場演講費 3,000元(他

校講者亦同）。 

       ※依東海大學演講費給付標準支付 

   (三)各項文宣敬請配合註明『東海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八 學用合一之職涯教育發

展計畫』。 

   (四)為配合教育部核銷時程，各項辦理請於 11/14前完成，並於 11/22前繳回成果單據，

辦理核銷 

       作業，逾時將無法進行核銷，請特別留意，謝謝!! 

   (五)為有效推動各系所之職涯啟航計畫，各申請場次人數與實際參與人數皆需達 40人

以上，始能 

       辦理申請與核銷，敬請特別留意，謝謝!! 

四、如有任何疑問請洽－ 

  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陳梅鄉小姐(#28406)、林易晴小姐(#28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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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32513,0939726154 

配合 

課程名稱 
大學引導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數學系教育對人生的影響與發展機遇(一) 

講員姓名 陳俊傑 服務機構 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演講時間 103/10/28/15:20-17:10 演講地點 ST520 

參與對象 應數系大學部學生 參與人數 40人 

講者介紹 

學歷：東海大學數學系畢業、中原大學工業與系統工程研究所碩士專班(進修中) 

經歷：致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 1997年迄今)。 

 影像事業部、家庭辦公自動化事業部品保經理、處長。 

 系統產品事業部廠長、協理。 

演講內容簡介 

演講者本人為本校數學系畢業的學生，透過相同的學歷背景，提供多年職涯經驗分享，以

協助在校學弟妹應對未來職涯規劃與人生發展。 

1.人生金字塔介紹。 

2.大學數學系教育對未來職涯的影響。 

3.迎戰未來應具有的基本能力。 

4.就業障礙及突破之道。 

5.進入未來慘業?產業? 

6.學習轉變。 

7.經驗分享(Q&A、產業參觀)。 

 

 

mailto:tsyang@go.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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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1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32513,0939726154 

配合 

課程名稱 
大學引導 教師 楊智烜 

舉辦主題 履歷自傳講座       □適性測驗講座 

講員邀請 系所自行邀請       □就友室協助推薦(*欄位由就友室填寫) 

講員姓名 
劉宗儒 

服務機構 
天長互動創意有限公司 

講座時間 103/11/11/15:20-17:10 講座地點 ST520 

參與對象 應數系學生為主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講師具有豐富的業界創新、創業實務諮詢輔導經驗，曾擔任勞委會、青輔會、經濟

部等單位，相關創業、創意競賽評審、指導業師，同時常受邀至各大專院校、企業

演講，擅長於網路行銷、簡報技巧、創意思考技巧領域，具有多年演講經驗、產學

兼具，其互動式教學與幽默生動風格，深受學生、企業喜愛！ 

青輔會「青年創業教育育成輔導計畫」評審 

勞委會「多元就業開發方案」諮詢輔導委員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電子商務競賽」督導 

台中科技大學 網路行銷 兼任講師 

台北城市大學.聖約翰科技大學 網路行銷 業界講師 

台北市動物園 貓熊明信片設計競賽評審 

更多講師簡介與歷年演講：http://goo.gl/jBx3cu 

演講內容簡介 

創意履歷:秀出你的競爭力 

分享自身求學、升學，從應用數學系至多媒體設計研究所，乃至於創業之心路歷程

與經驗，並結合講師專長簡報設計與技巧與評審經驗，分享製作履歷與面試訣竅，

期望帶給學生創新觀點，可以運用在未來求學、工作所需！ 

http://goo.gl/jBx3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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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校內 32513 

配合 

課程名稱 
書報討論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Robot 自動化與智能化的數學應用與職場經驗分享 

講員姓名 張友友 服務機構 先達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演講時間 2015/3/25 16:20-18:00 演講地點 st32513 

參與對象  大學生與研究生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先達工控股份有限公司軟體設計課長，產品經理 

 

演講內容簡介 

介紹目前工商業界主流Robot的發展背景與未來展望， 

以及透過業界應用的實際案例來進一步分析數學學科如何應用在自動化與智

能化的未來產業上；並分享職場經驗以及提供填寫自傳及履歷表時的訣竅和面

試時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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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校內 32513 

配合 

課程名稱 
書報討論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 

講員姓名  陳振稻 服務機構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演講時間 2015/4/15 16:20-18:00 演講地點 st32513 

參與對象  大學生與研究生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 

 

演講內容簡介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 

1. 就業市場概況與未來趨勢 

2. 人才需求 

3. 應數系學生在職能與心理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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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校內 32513 

配合 

課程名稱 
書報討論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中學教育』知多少? 

講員姓名 謝升耀 服務機構 泰予文教機構 

演講時間 2015/4/29 16:20-18:00 演講地點 st32513 

參與對象  大學生與研究生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台中市私立泰予文教文理補習班 負責人 

彰化縣私立光翟文理短期補習班 負責人 

演講內容簡介 

1 現行中等學校教師資格與發展 

2 升學類補習教育之簡介與未來 

3 『中等教育教師』的職塲需求 

4 大學生的自我探索與職前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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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校內 32513 

配合 

課程名稱 
書報討論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資訊服務產業的變與不變 

講員姓名 周業偉 服務機構 敦陽科技企業 

演講時間 2015/5/6 16:20-18:00 演講地點 st32513 

參與對象  大學生與研究生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敦陽科技企業應用軟體開發處處長 

演講內容簡介 

敦陽科技企業應用軟體開發處的工作是處理企業及政府部門中大型系統開發

案的規劃、開發建置工作。本演講從 Mainframe 巨獸到智慧手機的隨身運算，

談在萬變的資訊服務產業中，從業人員的應變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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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專題演講申請表 

主辦系所 應數系 承辦人 楊智烜 

E-mail tsyang@go.thu.edu.tw 聯絡電話 校內 32513 

配合 

課程名稱 
書報討論 教師 楊智烜 

演講題目 一個高科技業銷售老兵的十個體會 

講員姓名 林榮堅 服務機構 
台灣新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演講時間 2015/6/10 16:20-18:00 演講地點 st32513 

參與對象  大學生與研究生 參與人數 40 

講者介紹 

台灣新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演講內容簡介 

台灣新思科技是一家專注在半導體設計與製造專用軟體的美國公司。 

暫定吧。講者以個人在科技行業二十八年的經驗，談應用數學與科技銷售的關

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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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職涯講座問卷調查 
親愛的同學，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系所職涯講座相關滿意度問卷，目的在瞭解系所與校際職涯內

容的有 

效性，並獲知您對於本場次講座之滿意度。敬請同學撥冗填寫，謝謝您！ 

一、基本資料： 

‧性別：□男 □女      ‧系別：________________系        

‧年級：□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其他 

‧參加過的相關活動或團體(可複選)： 

  □職涯與志業講堂 □職涯志工 □众計畫 □博雅書院 □大學引導修課學生 
□α-Leader 

  □生活小隊輔 □跨領域學程 □心領袖 □服務學習志工 □大手牽小手 □國
際學友  

  □異地教學 □大班助教 □科技助理 □教學助理 □自主讀書會 □體驗與引
導教育 

‧參加本次講座的因素： 

□想了解職涯內容 □希望接觸學長姐或講者  □講座內容豐富  □有興趣的
題目   

□系上老師引導參加      □其他：                

二、活動滿意度： 

1. 您對本次講座內容的安排感到滿意嗎？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2. 您對本次講座講師的安排感到滿意嗎？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3. 參與本此講座後，我對未來就業的認知與態度上有產生改變。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4. 參與本此講座後，讓我能主動蒐集職場或產業相關訊息，以利
確認未來就業方向。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5. 參與本次講座，讓我會主動參與職涯發展各項活動或講座，以
培養未來就業所需能力。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6. 參與本次講座，讓我更加瞭解未來就業的環境。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7. 參與本次講座後，我覺得所學的各項知識對未來就業很有幫
助。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8. 我瞭解本次活動推動之目標及所欲培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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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三、系所職涯規劃與推動： 

1. 系所重視學生畢業後的就學與生涯發展，並能有效協助學
生進行生涯規劃。 

□ 1.非常不滿意  □ 2.不滿意  □ 3.普通  □ 4.滿意  □ 5.非常滿意 

2. 希望系所舉辦哪些職涯輔導相關活動？ 

□ 1.企業參訪  □ 2.職涯適性測驗  □ 3.個人職涯諮商 □ 4.系友經驗分
享 

□ 5.履歷自傳與面試講座或諮商     □ 6.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 

3. 對於本次活動或職涯輔導上，是否有其他建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問卷結束，謝謝！ 



 成效-1 

五、學習成效 

5-1 學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 

學士班學生的專業能力學習成果表現在以下方面： 

1. 100-103學年大學部畢業生考上研究所人次統計如下：（附件[5-1-5]） 

學年 100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國立大學研究

所 
12 22 2 16 

私立大學研究

所 
0 6 2 4 

2. 100-103學年共 2件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王道明教師指導，見[附

件 5-1-1, 5-1-2]） 

3. 101學年學士班學生大學生參與系上教師的研究計畫案（科技部研究計畫為

主）共 5人次（見[附件 5-1-3]） 

4. 100-103學年共 1位學士班學生獲中研院數學所『周鴻經獎學金』，共 1位

學士班學生獲得東海大學『路思義獎學金』。 

5. 103學年 1位同學參與由靜宜資訊學院葉介山副教授與業師劉丹怡帶領的

M&M ( Mining & Money) 團隊，參加由科技部 IC產業同盟計畫 STEP 

Consortium和台積電公司舉辦的第一屆半導體大數據分析競賽，在來自全

國 31所大專院校、120個不同科系、跨校跨系組成 124參賽隊伍中，有六

成多屬於碩士班以上研究生，而本校「M&M」團隊晉級最後決賽十強，在台

大、成大、政大、台科大等國立大學隊伍中表現突出獲得「佳作獎」和「2015IBM

大數據分析校園大使獎」，也是唯一晉級十強的私立大學。得獎照片如下，

正中間為本系參與同學。 



 成效-2 

 

 

5-2 碩士班學生學術與專業表現 

碩士班學生專業表現主要在畢業論文上。碩士班的畢業論文大致有以下兩種

類型：其一為解決比較小型的問題，另一種則為針對某一主題整理相關重要文獻。

100-103 學年碩士班學生畢業論文參考[附件 5-2-2]。以下是具體的特殊表現： 

1. 100-103學年共 2位獲研討會優秀論文獎(見[附件 5-2-4, 5-2-6])。 

2. 100-103學年共 2位獲科技部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見[附件 5-2-3, 

5-2-5])。 

3. 其它特殊表現： 

i. 103學年度 1位碩士生研究「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之曲線模擬暨誤差測

試的研究」（黃皇男教師指導），研究結果顯示教堂的 conoid曲面並非

目前文獻記載的雙曲拋物曲面，而是雙曲橢圓曲面。未來可以用目前的

成果，進一步探討是從哪一個 conoid曲面，擷取出來的部分曲面以構

成教堂的曲面。(見[附件 5-2-7]) 

ii. 哈爾濱工業大學曾國坤教師與其碩士生曾賦賦來訪本系期間，與黃皇男

教授合作，研發「ECG門禁卡身份識别方法及系统」，榮獲 2011年德國

紐倫堡國際發明展金牌獎。「ECG門禁卡身份識别方法及系统」是一種

新型門禁卡，利用使用者心電特徵信號作為門禁鑰匙，只要使用者伸出

手指，讓系統藉此感應心電訊號，若符合門禁設定便可開門，不僅大幅

提高門禁安全性，也省去攜帶傳統鑰匙以及遺失鑰匙的麻煩。此設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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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中國「我愛方案秀─2012消費電子優選方案」金獎。(得獎照片如

下) 

 

 

 

5-3 碩士數量與品質  

本系研究生學校核定的名額為每年 10名，包含 1名在職生。實際入學人數

為 100學年度 7人，101學年度 3人,102學年度 9人(含兩名印尼外籍生)，103

學年度 5人(含一名馬來西亞外籍生)。其中本地生的畢業學校及科系彙整如[附

件 5-2-1]。依過去的經驗，研究生中本系大學部的畢業生素質較佳。因此本系

積極鼓勵大學部優秀學生參與本系五年一貫學程就讀本系之研究所。100 -103

學年本系共有 3位五年一貫生，S962465林世華；S992461王世銘；S1002443蔡

育婷，這些人在進入研究所當時都能上其它國立大學研究所（[附件 5-1-5]）。 

    本系研究生畢業後仍有少數繼續就讀博士班。 100-103學年共 4位碩士班

畢業生（含畢業後短暫就業）進入博士班（應數所及其它所），分別是中興應數

所、台大醫工所、台大資工所、中山資工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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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1-1] 科技部 103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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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2] 科技部 103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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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3] 列舉 101 科技部計畫的老師將學生納入研究計畫清單 
 

計畫主

持人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核定金

額 

參與計畫的學生 

王道明 101-2115-M-029-001- 圖論中之分割、覆

蓋、與各類標號問題 

421,000 992407 陳柏蓁 

 

G10024002 

(碩)張光輝 

胡馨云 101-2115-M-029-002- 無網格再生核心近

似求解特徵值問題

之收斂及複雜性研

究 

462,000  

982419 盧至堅 

982410 徐志定 

 

G10024003 

(碩)林世華 

曹景懿 101-2115-M-029-003 相對論性雷射電漿

交互作用所引致的

法拉第旋轉效應(II) 

131,000 982428 王升柏 

992458 吳冠儀 

 

楊智烜 101-2115-M-029-004 擴散時疫模型的行

波解之研究 

267,000 G99240001 

(碩)葉書齊 

陳文豪 101-2511-S-029-002 融入創意設計與問

題導向學習模式的

幾何學學習活動設

計 (S901) 

4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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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4] 舉辦學術相關活動 

100-103 學年度系學術演講活動資料表 

 

學年 
非本國

籍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題目 地點 

103   104/05/28 沈淵源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The simplest number fields ST527 

103   104/05/28 
陳文豪副教

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On the geometry of space 

of positive-definite  

matrices 

ST527 

103 ●香港 104/05/28 顏旭東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Comparisons of Various 

Outlier Detection for  

Large-scale Traffic Data 

ST527 

103   104/05/28 李天佑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A Review of Hexagonal 

FV methods 
ST527 

103 ●香港 104/05/28 郭穎康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Domain Decomposition 

Methods 
ST527 

103   104/05/28 胡馨云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Strong and Weak Coupling 

of Finite Element and 

Reproducing Kernel 

Particle Method 

ST527 

103   104/05/28 
王道明副教

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On Zero-Sum Flows of 

Hexagonal Grids 
ST527 

103 ●香港 104/05/28 童鐵軍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Shrinkage-based diagonal 

Hotelling's tests 

for high-dimensional small 

sample size data 

ST527 

103 ●香港 104/05/28 彭衡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Estimation of Partially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under Partial Consistency 

Property 

ST527 

103 ●香港 104/05/28 姚遠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End-point Sampling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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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104/05/13 蔡聰明教授 台灣大學退休教授 古希臘的幾何學之歌 ST527 

103 ●香港 104/03/09 邵慰慈教授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SD-prime Labeling of 

Graphs 
ST527 

103 ●香港 103/10/09 
Dr. Shiu Wai 

Che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Some Group Anti-magic 

Graphs 
ST527 

103 ●香港 103/10/08  
Dr. Shiu Wai 

Che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HK 

L(2,1)-Choosability of 

Cartesian Product of Paths 

and Spiders 

ST527 

102 ●印度 103/06/11 

Professor 

Suresh M. 

Hegde 

NIT, India 
On Graceful Digraphs with 

Applications 
ST527 

102   103/05/30 

張安成教授 

/ 林建洲副

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

系 / 國立臺北科技大

學通識教育中心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

號模型與到達方向估測之

應用 

ST527 

102 ●美國 103/05/27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 

東海榮譽講座教授 
再談 A Beautiful Mind ST527 

102   103/05/20 

謝育整醫師 

/ 羅主斌主

任 

 臺中榮民總醫院 / 靜

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

系 

心臟數學建模與心律不整

之探討 
ST527 

102   103/05/18 

Dr. Pin 

Chung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and Chief Investment 

Officer, R+V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rvices, Ltd., Dublin, 

Ireland. 

Econometric time series 

modeling  focusing on 

Threshold Cointegration 

model 

ST527 

103   103/05/17  

Professor 

Chung-Ming 

Chen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iffuser-Aided Diffuse 

Optical Imaging for Breast 

Tumor: A Feasibility Study 

Based on Time-Resolved 

Three-Dimensional Monte 

Carlo Modeling 

ST527 

103 ●美國 103/05/17  
Professor 

(Dr.) Ajith 

Machine Intelligence 

Research Labs (MIR 

Engineering Intelligent 

Systems: Models, Current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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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raham Labs) 

Scientic Network for 

Innovation and Research 

Excellence 

Challenges and 

Applications 

102   103/04/30 

滕元翔助理

教授 / 王

道明副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

系 / 東海大學應用數

學系 

超級電腦模擬計算的基礎

－漫談平行計算、連結網

路、離散數學、與圖形理

論 

ST527 

102   103/04/24 洪春男教授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系 

The construction schemes 

for fault-tolerance 

Hamiltonian graphs and 

digraphs (漢米爾頓容錯圖

形的建構方式) 

ST527 

102 ●美國 103/04/08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 

東海榮譽講座教授 
人生幾何, 幾何人生 ST527 

102 ●美國 103/03/28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 

東海榮譽講座教授 

Subelliptic PDEs and 

SubRiemannian Geometry 

(二) 

ST527 

102 ●美國 103/03/19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 

東海榮譽講座教授 

Subelliptic PDEs and 

SubRiemannian Geometry 
ST527 

102   103/03/25 

林宗欣副教

授 / 胡馨

云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 /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數值積分及其應用－飛機

降落的航程計算 
ST527 

102   103/03/11 

林良恭院長 

/ 何肇寶副

教授 

東海大學理學院 / 東

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族群成長模式之最大捕獲

量應用於有害動物的防治

管理 

ST527 

102   103/02/26 葉進儀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

學系 

結合時間性摘要與資料探

勘技術於血液透析病患資

料之分析 

ST527 

102   102/12/17 

江府峻副教

授 /謝世峰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

系 / 國立台灣師範大

學數學系 

薛丁格方程式－一座橫跨

物理與數學的橋樑 
ST527 

102   102/12/04 王埄彬教授 長庚大學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to river 

ecology 

ST527 

102   102/11/06 高華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Matrices with Defect Index 

One 
ST527 

102   102/10/22 廖培賢主任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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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青岳助

理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關係 

102 ●荷蘭 102/10/16 

Professor 

Dr. Ton 

Kloks 

Research Visiting 

Schola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

系研究訪問教授 

Recent progress on some 

topics in additive 

combinatorics 

ST527 

102   102/10/09 沈俊嚴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Recent progress on some 

topics in additive 

combinatorics 

ST527 

102   102/10/01 

詹家昌院長 

/ 楊智烜副

教授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貨幣的時間價值 ST527 

102   102/09/18 蔡聰明博士 台大數學系退休教授 
微積分是如何誕生的？－

歷史發展與發現的眼光 
ST527 

101 ●德國 102/06/21 
Dr. Martin 

Väth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Würzburg 

Turing Instability for a 

Reaction-Diffusion System 

with Unilateral Obstacles 

ST527 

101 
 

102/05/29 吳英格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多變微積分之內容在學習

上及教學上的新構思—積

分篇 

ST527 

101  102/05/15 袁淵明教授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

學系 
應用數學與我的經驗分享 ST527 

101  102/05/01 吳英格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多變微積分之內容在學習

上及教學上的新構思--微

分篇 

ST527 

101  102/04/10 
徐力行特聘

教授 
靜宜大學資訊工程系 

Fault tolerant designs for 

some interconnection 

networks 

ST527 

101 ●美國 102/01/09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nd 

NCTS, Hsinchu 

Heat kernels for a family of 

subelliptic operators 
ST527 

101 ●中國 102/01/02 沈灝教授 上海交通大學 

Recursive Constructions of 

Combinatorial Designs and 

Related Structures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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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101/12/27 鍾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

公司首席財務總監兼首

席投資官 

如何在保險業應用你的數

學技能 Apply your 

mathematical skills into 

insurance industry.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en quotients. And 

how you will travel to the 

north of 22K!!! 

ST520 

101  101/12/07 
古思明特聘

教授 
長庚大學管理學院 數說新語 ST527 

101  101/11/30 
梁耀文副教

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由數學到控制工程之經驗

分享 
ST527 

101 ●美國 101/11/27 

Professor 

Wai-Yuan 

Ta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Memphis 

Multi-stage Stochastic 

Models of Carcinogenesis: 

Some New Innovative 

Approaches 

ST516 

101 ●美國 101/11/27 

Professor 

Robin 

Young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Some Exact Solutions of 

Hyperbolic Systems 
ST527 

101 
 

101/11/23 
林千用總經

理 
捷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對我而言大學是職涯的起

點 
ST527 

101 ●美國 101/11/15 陳俊賢博士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Stabilized Galerkin and 

Collocation Meshfree 

Methods: Convergence, 

Stability, and Applications 

ST527 

101 
 

101/11/07 
徐錫東總經

理 

YPCloud Inc. 乒乓話網

股份有限公司 
以運算法創造美和好玩 ST527 

101  101/10/18 劉立頌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

學系 
從數學的基礎看「電資通」 ST527 

101  101/10/17 黃高新經理 
上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專案經理 

APP 洪潮來了，你有機會

嗎? 
ST527 

101  101/10/12 
黃雅文助理

教授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

險學系 

保險公司不是只要業務員

嗎？ 
ST527 

101  101/10/04 廖意誠主任 日月光半導體集團 
由數學跨進企業管理領域

歷程之分享 
ST527 

101  101/09/25 
周瑛琪副教

授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數學的魔力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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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1/05/25 謝英恆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暨生物統計中心 

傳染病建模與分析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從數

學到傳染病研究 

ST527 

100   101/05/15 
謝彝如資深

經理 
HTC Corporation 數學 VS.電信業 ST527 

100   101/05/08 葉宇軒經理 
乒乓話網股份有限公司

設計中心 

讓學長告訴你 : 學數學

能做甚麼? 
ST527 

100   101/05/03 王學亮院長 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 
跨領域、跨國界的數學生

涯—經驗與分享 
ST527 

100   101/04/26 
黃明國副院

長 

光田社團法人光田綜合

醫院 

從數學到醫院管理－工作

與心路歷程 
ST527 

100   101/03/27 吳昭明科長 
前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

科長 
踏出數學圈、轉戰公務員 ST527 

100   101/03/16 
朱香蕙助理

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務

金融系 

由數學領域跨進財務金融

歷程之分享 
ST527 

100 ●香港 101/01/04 

Professor 

Jonathan 

Wyli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rawing of viscous threads 

with 

temperature-dependent 

viscosity 

ST527 

100   100/12/29 翁錦鐘博士 

The Treasurer of the 

IEEE Control Systems 

Society (CSS) Santa 

Clara Valley Chapter 

一個數學系畢業生的經歷 

– 35 年之後 
ST527 

100   100/12/28 鍾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

公司首席財務總監兼首

席投資官 

New VA product launch 

story and why 

Mathematics is so 

important to your academic 

training? 

ST520 

100 ●美國 100/12/13 張德健教授 

Georgetow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C and 

NCTS, Hsinchu 

Hardy Spaces, Elliptic 

BVPs and Div-Curl 

Lemmas 

ST527 

100   100/11/16 曾怜玉教授 
靜宜大學資訊傳播工程

學系 

Meta-heuristic Metho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ST527 

100   100/10/26 羅主斌教授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

學系 

Heart Modeling and Its 

Pharmacological 

Applications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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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10/20 董立大教授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Hamiltonian Number of a 

Digraph 
ST527 

100 ●中國 100/10/05 吳宗敏教授 上海復旦大學數學系 

Multiquadric Generator, 

Quasi-interpolation and 

Multiquadric 

Quasi-interpolation 

ST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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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1-5] 100-103 學年度本系大學部學生考上研究所的名單 

 

考取國/私立研究所人數統計 

 

103 學年度 國立:16 人次，私立:4 人次 

102 學年度 國立: 2 人次，私立: 2 人次 

101 學年度 國立: 23 人次，私立: 6 人次  

100 學年度 國立: 13 人次，私立: 0 人次 

 

103 學年度 

蔡育婷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應用數學系(備取) 

關玉婷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謝汶玲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備取) 

簡翊倫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學系國際經濟學 

郭豐閔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彥辰 國立中興大學統計系 

國立台北大學統計系 

國立交通大學統計系(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系(備取) 

洪崇恩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劉人豪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學年度 

黃鐘儀 國立交通大學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所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王世銘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張盛彥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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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學年度 

廖士綱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博士班 

張光輝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博士班 

洪永章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理與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甲組 

謝宜庭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應用數學系(備取) 

許育甄 東海大學資訊管理系(備取) 

王升柏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計算科學組 

吳彥緯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系 

曾一航 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系 

徐志瑋 國立中興大學土木工程系 

國立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系 

國立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 

國立成功大學土木工程系  

李易軒 國立中興大學農藝系 

國立高雄大學財經系 

國立暨南大學財金系(備取) 

國立中正大學經濟系 

洪宇建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系(備取)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備取)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系 

國立高雄大學土木工程系(備取) 

國立台南大學機電系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製造科技系(備取) 

杜 勻 國立中正大學應用數學系 

王亦璿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銘郎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 

莊子儀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吳彥緯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0 學年度 

胡世偉 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博士班 

劉慶鴻 國立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碩士班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甲組 

國立中興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 

國立中央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碩士班(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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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聖翔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學系碩士班(備取) 

國立中央大學太空科學研究所(備取)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光電組(備取) 

林冠慧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研究所丙組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甲組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乙組(備 2)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甲組(備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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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1] 本系碩士生的大學畢業學校及科系彙整 

    

104 甄選入學 王嘉銓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系畢業 

104 五年一貫 蔡育婷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4 考試入學 洪崇恩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4 考試入學 劉致廷 國立臺東大學 數學系  

104 考試入學 劉人豪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3 五年一貫 王世銘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3 考試入學 張盛彥 東海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2 甄選入學 楊秉諺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王奕璿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陳育祥 淡江大學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王瀚陞 大同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唐正鴻 國立屏東師範學院應用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陳銘郎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考試入學 莊子儀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2 春季外籍 潘諾曼 印尼大學 

102 春季外籍 辛諾葳 印尼大學 

101 甄選入學 陳忠義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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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考試入學 羅昀甫 國立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101 考試入學 劉慕飛 大同大學應用數學系 

100 甄選入學 楊振昌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 

100 甄選入學 張光輝 東海大學物理系 

100 五年一貫 林世華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100 考試入學 郭元傑 靜宜財務與計算數學 

100 考試入學 游政易 大同大學應數系 

100 考試入學 鐘志朋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100 考試入學 陳妍青 文化大學應用數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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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2]   100~102 學年研究生論文資料 

年

度 

指導教

授 
研究生 論文名稱 論文名稱(英文) 

100 沈淵源 李銘祥 結合密碼術 e 化專利申請流程 

Cyptography-Enhanced 

Flow for Online Patent 

Application 

100 陳文豪 楊宗憲 遊覽拓樸球定理 

An Excursion Into The 

Topological Sphere 

Theorems 

100 王道明 胡世偉 
無向圖的零和流與流數性質之

研究 

On Zero-Sum Flows 

and Flow Numbers of 

Undirected Graphs 

100 王道明 王禕祺 均勻符號圖之邊多數指數研究 

Study of Edge-Majority 

Indices of Equitable 

Signed Graphs 

101 沈淵源 李永霖 電子彩券系統之研究 
A Study of E-lottery 

System 

101 沈淵源 廖元宏 電子支票的行動化研究 
The Research of Mobile 

Electronic Check 

101 陳文豪 林世華 
信息度量與正定矩陣的幾何平

均 

Information Metric and 

Geometric Mean of 

Positive Definite 

Matrices 

101 王道明 楊振昌 關於優美樹猜想之研究 
Study of the Graceful 

Tree Conjecture 

101 王道明 張光輝 
圖形之魔方與反魔方形態標號

問題研究 

On Graph Labeling 

Problems of Magic and 

Anti-magic Types 

101 沈淵源 陶家可 橢圓曲線電子投票系統 
E-voting by Elliptic 

Curve Cryptosystem 

101 黃皇男 郭元傑 心電訊號之小波浮水印技術 

A Wavelet-Based 

Digital Watermarking 

Technique for E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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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als 

102 何肇寶 游政易 
具不同形式垂直傳染的SEI傳染

病系統之穩定性分析 

The Stability of an SEI 

Epidemic System with 

Two Different Vertical 

Transmissions 

102 楊智烜 葉書齊 
雙曲守恆系統的黎曼問題:以尤

拉方程為例 

The Riemann Problems 

of the Hyperbolic 

Conservation 

Law:Illustrated by the 

Euler Equations 

102 沈淵源 陳妍青 智慧彩劵之研究 Lottery On Smart Card 

102 黃皇男 李聖鴻 
利用三次雲規線近似方法實現

含浮水印 ECG 訊號壓縮 

Watermarked ECG 

Signal Compression 

Technique Via Cubic 

Spline Approximation 



 成效-21 
 

[附件 5-2-3] 科技部發表論文補助公文 

東海大學 函（稿） 
機關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聯 絡 人：陳淑媛 
聯絡電話：04–23590121#32501 
電子郵件：shuyuan@thu.edu.tw 
傳  真：04–23592733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100.6.29 
發文字號：東海理字第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隨文 

主旨：檢送  貴會補助數學系碩士生胡世偉赴大陸杭州參加

「第五屆國際演算法前沿研究研討會」發表論文收支

報告表乙式 2份及新台幣 2萬 5,000元整請款領據乙

紙，敬請  查照撥款。 

說明：依  貴會「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查核實施要點」辦

理。 

正本：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副本： 

抄本： 

校 長 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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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4] 胡世偉參加 2012 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領優良論文獎的照片 

 http://www.math.nsysu.edu.tw/~comb/2012/photos.html 

 

 

 

 

 

 

 

http://www.math.nsysu.edu.tw/~comb/2012/photo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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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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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6] 張光輝參加 102年 8月 10-11日於高師大舉行的「2013組合數

學新苗研討會」榮獲優秀論文獎，請參閱以下網址。 

 

http://cauchy.math.nknu.edu.tw/math/combinatorics/combinatorics.html 

 

 

 

 

2013 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優秀論文得獎者 

姓名 畢業學系 指導教授 

徐育鋒 淡江大學數學系 高金美教授 

趙彥丞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秋媛教授 

林立庭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符麥克教授 

張光輝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王道明教授 

吳凱修 暨南國際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阮夙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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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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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1 

六、生涯追蹤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 

本系自民國59年成立至今，已為國家社會造就了一千餘名優秀的人才。

歷年畢業之系友，有任職於國內外教學研究機構，也有活躍於各行各業，

並成為中堅幹部或決策領導者，無論在學術界或在企業界均表現非凡。早

期數學系的畢業生多出國深造或在金融界、電腦界服務，後來也有很多人

投考國內研究所或從事教育工作。本系對於人才的培育，一向深獲國內外

教育界與業界肯定，這是因為本系除了傳授較高深的數學知識外，也著重

於訓練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也啟發其創造的潛力。 

學生畢業之後，本系藉由系友會、社群網站、系友講座、就業座談、校慶

系友回校、不定期經由電話或線上問卷調查、校友聯繫等方式來達成與畢

業系友的連繫並追蹤畢業生的生涯發展。部分成果如下。 

1. 利用電話訪查或線上問卷調查，本系 98~102年大學部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狀況

統計如下表 

學年 98 99 100 101 102 

畢業生人數 48 40 33 45 42 

升學 5 10% 7 18% 8 24% 9 20% 3 7% 

就業(服役及實

習) 
22 48% 18 45% 13 39% 12 27% 6 14% 

其它 21 44% 15 38% 12 36% 24 53% 33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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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利用電話訪查或線上問卷調，本系 98~102年碩士班畢業生升學及就業狀況如

下表： 

 

學年 98 99 100 101 102 

畢業生人數 13 12 5 7 4 

升學 1 8% 1 8% 1 20% 1 14% 0 0% 

就業(服役及實習) 6 46% 6 42% 2 40% 5 71% 3 75% 

其它 6 48% 6 50% 2 40% 2 29% 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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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 103年的「系友會」所作系友現況調查與，在校所學對其工作的影響，

如下表（調查人數 23）。 

 

  

 

博士

26%

碩士

39%

學士

35%

學歷

工作中

91%

進修中

9%

工作狀況

非常

滿意

29%

滿意

52%

尚可

19%

工作滿意度

是

86%

否

14%

工作與所學相關

非常

有幫

助

52%

有些幫助

43%

幫助很少

5%

所學在工作上

學歷 工作狀況 
工作與所

學相關 
工作滿意度 所學在工作上 

博士 26% 工作中 91% 是 91% 非常滿意 29% 非常有幫助 52% 

碩士 39% 進修中 9% 否 9% 滿意 52% 有幫助 43% 

學士 35% 服兵役 0%   尚可 19% 普通 0% 

  待業/家管 0%   不滿意 0% 幫助很少 5% 

      非常不滿意 0% 沒幫助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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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它方式:  利用 104銀行，以東海大學數學系為關鍵字搜尋所得資料做分析，

可得到本系畢業生的在 104銀行資料庫的職業分布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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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本系以畢業生自我評估的方式，評估其四年的整體學習成效。評估項目主要

為經本系四年的訓練後，其核心能力是否有增進。103學年首次評估的結果參考

下表。 

103 學年度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畢業生自我評估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指標狀況 

          

以下能力對於您在學就讀的重要

性 

您在學時本系所是否有幫助您增

進以下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很重

要 
重要 普通 

不重

要 

很不

重要 

很有

幫助 

有幫

助 
普通 

稍有

幫助 

毫無

滿意 

核心能力 1:具備邏輯思考與表達能力 14 8       10 12 1     

核心能力 2:具備數理分析與處理能力 14 8       10 12 1     

核心能力 3:具備數學應用與資訊能力 10 10 3     4 12 7     

教育目標 1: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練 12 10 1     8 15       

教育目標 2:培育分析、處理數學問題的素養 14 8 1     8 12 3     

教育目標 3: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礎 9 12 3     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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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幫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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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意

 

以下能力對於您在學

就讀的重要性 您在學時本系所是否

有幫助您增進以下的

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1:具備邏輯思考與表達

能力 

核心能力2:具備數理分析與處理

能力 

核心能力3:具備數學應用與資訊

能力 

教育目標1:提供紮實基本數學訓

練 

教育目標2:培育分析、處理數學

問題的素養 

教育目標3:建立跨領域學習的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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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行規劃機制結合學校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

主對學生學習成效意見 

本系與學校配合，透過以下機制蒐集資料: 

1. 學校機制:本校就業輔導與校友聯絡室製作［畢業生流向調查表］、［畢業生

就業狀況調查表］、［畢業生電話訪問記錄］、［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分析］(見

[附件 6-3-1,6-3-2,6-3-3])。但該 3項回收的資料中，皆未牽涉本系的校

友，因此無法提供量化資料。 

2. 本系機制:邀請企業雇主的系友參與系課程會議（[附件2-2-3]）、系友講座、

就業座談、職涯啟航計畫([附件 6-3-4])、社群網站([附件 6-3-4])系友聯

繫等。 

  

雖然有以上機制，整體而言該分項的資料取得最不容易，未來仍有努力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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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 

畢業系友在外工作多年之後，累積相當的工作與社會經驗，對於系上

的課程與數學訓練多有深切的見解。系上藉畢業系友與系上頻繁的互動，

持續搜集系友畢業後對系上的意見與建議，做為持續改善教學品質及提升

畢業生就業力的最大助力。 

依據系友或雇主的意見，本系在課程規劃與學習輔導所作之修訂如： 

 

1. 增加選修的彈性，作法為降低本系必修學分為 56學分，並且可以校內

任一學程或相關輔系的課程抵免系選修學分(見[附件 2-1-1、2-1-2、

2-1-3])。100-103學年共有 18位登錄輔系或雙主修，其中有 1位完成

雙主修，2 位完成輔系（[附件 2-3-3]）。 

2. 開設以專題為導向的數學應用課程如[數學應用專案實務](見[附件

2-3-2])。結合理論與實務，藉由指導老師之從旁輔導，訓練學生獨立

思考、研究及應用所學之專業知識，以發掘與應用數學、商業模式、物

聯網有關之各種議題，繼而提出診斷或開發具市場及核心技術之系統，

同時培養學生處理專門性問題及專題報告撰寫之能力。 

3. 開設「數學在產業界系列演講」([附件 6-4-1])、「數學建模在產業

界的應用系列講座」(見[附件 6-4-2])，汲取產業界人士對數學建模

的建議。 

4. 大學引導課程配合職涯啟航計畫，邀請系友或雇主校專題演講，近年辦

理的相關活動如[附件 6-4-3]，讓學生可以了解數學的應用層面及如何

進入相關行業，因而提升其就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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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1]  
東海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表 

親愛的校友，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畢業後）就業流向的調查問卷。目的在瞭解校友畢業後升學、就業等狀況，期使

學校能對校友提供更多協助，並作為未來學校創新發展的重要參考。誠摯期望您能撥五分鐘填答本問

卷，您的個人資料將會受到嚴密保護，請放心填答。 

  其次，基於「愛護地球、環境保護」，您也可以直接到「東海大學畢業生問卷系統」（網址：

http://grad.thu.edu.tw/）填答本份問卷。 

  填答時如有任何疑問，可向東海大學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洽詢。再次感謝您！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TEL (04)2359-0121＃28404 FAX (04)2359-1034 

E-MAIL tur22443193@yahoo.com.tw 

【第一部分】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就業情形 

一、您自東海畢業後，是否曾經換過工作？ 

□未曾換過工作 

□曾經換過工作（已做過幾個工作？ □2個 □3個 □4個 □5個以上） 

□未曾工作過 （※回答「未曾工作過」者，請直接跳答第十一題） 

二、您目前的就業情形為何？ 

□就業中 □非就業中 （※回答「非就業中」者，請直接跳答第十一題） 

三、就業情形： 

（一） 就業狀況： 

□專職（受雇） □自行創業（含 SOHO族） □兼職（部分時間或臨

時工作） 

（※回答「兼職」者，請直接跳答第十一題） 

（二） 工作產業別： 

□農林漁木礦業 □營造業（如工程、建築等） 

□運輸及通訊業（如旅遊、傳播等） □工商服務業（如法律、經濟等） 

 姓名：        （□男 □女） 

 畢業系所：（本校）            （□學士 □碩士 □博士） 

 畢業年分：     年      月 

 永久住址：□□□                             

 通訊住址：□同上 

       □□□                             

 聯絡電話：            

 手機：              

 常用 E-MAIL：                       

http://grad.thu.edu.tw/
mailto:tur22443193@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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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業（如公務、國防等） □製造業（如紡織、電子、半導

體等） 

□商業（如國貿、百貨、餐飲等） □金融業（如銀行、證券、保險

等） 

□社會服務業（如醫療、基金會等） □文教業（如學校、教學、研究

等） 

□其他行業：           

（三） 機關名稱：            工作職稱：    

機關屬性： 

□政府部門 □私人企業 □學校 □非營利組織 □其他：       

（四） 每月平均薪資： 

□2萬元以下 □2萬元（含）-3萬元 □3萬元（含）-4

萬元 

□4萬元（含）-5萬元 □5萬元（含）-6萬元 □6萬元（含）-7

萬元 

□7萬元（含）-8萬元 □8萬元（含）以上 

四、您選擇目前這個工作的原因為何？（可複選） 

□工作地點 □職務性質 □工作待遇 

□工作時間 □工作未來發展性 □工作穩定度 

□其他：         

五、您對目前的工作內容感到滿意嗎？ 

□非常滿意 □滿意 □普通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六、您認為自己在職場上受到肯定的能力為何？（可複選） 

□本科系專業知識與技術 □外語能力 □電腦應用技

能（e化） 

□表達與溝通能力 □學習態度（認真、負責等）□其他：       

七、您認為自己還需要加強的能力為何？（可複選） 

□本科系專業知識與技術 □外語能力 □電腦應用技

能（e化） 

□表達與溝通能力 □學習態度（認真、負責等）□其他：       

八、您認為目前的工作與學校課程所學的相關性為何？ 

□極度相關 □高度相關 □中度相關 □低度相關 □不相關 

九、您認為學校課程所學的知識與技能對於您在工作上的幫助為何？ 

□非常有幫助 □有幫助 □普通 □沒有幫助 □完全沒幫助 

十、身為東海人的您，和其他大專校院類似科系畢業生比較： 

（一） 第一次找工作時：□較有利  □相同   □較不利 

（二） 在職務的分派上：□較受重視 □相同   □較不受重視 

（三） 開始工作的職位：□較高   □相同   □較低 

（四） 開始工作的起薪：□較高   □相同   □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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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工作升遷的機會：□優先   □相同   □較慢 

（※回答本題後，請直接跳答第十二題） 

十一、您目前未就業的原因為何？ 

□求職、待業中 （※回答本答案者，請直接跳答第十四題） 

□升學中，含出國唸書 

□準備考試中 （※回答本答案者，請直接跳答第十三題） 

□服兵役、待役中 （※回答本答案者，請直接跳答第十四題） 

□其他：           （※回答本答案者，請直接跳答第十四題） 

十二、您目前就讀的學校及系所為何？ 

學校：               系所：               

（※回答本題後，請直接跳答第十四題） 

十三、您目前正在準備的考試類別為何？ 

□公職考試 □研究所考試 □博士班考試 □證照考試 □其他：      

十四、如果有機會，您是否願意返校與學弟妹分享職場或升學經驗？ 

□願意 □不願意 

十五、以學長姐的身分，你會對即將踏入職場的學弟妹們提出什麼建議？ 

                                   

【第三部分】認同感 

十六、您對於 貴系的認同感程度為何？ 

□極度認同 □認同 □普通 □不認同 □極度不認

同 

十七、您對於本校的認同感程度為何？ 

□極度認同 □認同 □普通 □不認同 □極度不認

同 

十八、您都從哪些管道得知有關本校的相關訊息？（可複選） 

□東海大學全球資訊網 □東海人季刊 □新聞/報紙 

□同學或老師口中 □網站  □其他：      

十九、您是否曾經收過「東海人」校刊？ 

□是 □否 

二十、您是否願意以 e-mail訂閱「東海人」季刊/電子報？ 

□是 □否 

【第四部分】其他證照/檢定 

二一、參加政府主辦或委辦考試通過資料（含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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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參加各種語言檢定通過資料： 

                                                                      

二三、參加各種公益團體、義工或志工團隊資料： 

                                                                      

【第五部分】專業課程與教學 

二四、您覺得系上的課程對您的職場生涯是否有幫助?  

□完全沒有幫助  □幫助很少  □普通  □有些幫助  □非常有幫助 

二五、您覺得系上的哪些課程對您的職場生涯有幫助? （可複選） 

□微積分 □基礎數學 □程式語言 □高等微積分 □線性代數 □微分方

程 

□離散   □代數     □機率統計 □數值分析   □複變     □幾何 

□其他 

二六、您認為在校的哪些訓練對您的職場生涯有幫助? （可複選） 

□老師專業科目的傳授□運用電腦解決數學問題□運用數理統計解決數

學問題□分組討論          □上台報告(講解習題)  □其他：      

 

二七、您認為系上應加強哪些方面的課程或訓練，以增強學生多元性之職場競

爭力? 

                                   

 

～～ 感謝您的填答，謝謝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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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2] 畢業生電話訪問記錄 
 

2014 年「校友畢業後一年流向調查電話訪問」正式開跑！ 

 

      本校為加強對畢業生之關懷，並配合教育部推動「畢業生流向調查」，於
本(103)年 9 月 27 日起至 10 月中旬，由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協同校內民
意調查中心，啟動畢業生流向調查訪問機制，訪問內容包含畢業生流向、校滿意
度及系滿意度三大部分，期望透過調查強化校友與母校的連結。 
 
     9 月 27 日為訪員訓練日，上午假管理學院教室熱鬧舉行，由就友室蔡家幸

副主任開場，感謝各位學弟妹的熱情參與，也介紹訓練老師-政治系黃信達老師；
本次電話訪問的訪員來自各系充滿熱情的學弟妹，而訓練團隊則是由黃老師領軍
六位督導組成，短短兩個小時，充實的課程內容，包含電話訪問技巧教學及畢業
生流向調查問卷解析等，上午課程結束後，訪員們躍躍欲試，紛紛希望可以趕快
上線撥打。 
 
當日下午則將訓練場地移至省政大樓之民意調查中心，在訪員正式上線前，再次
提醒訪員電話訪問應有的禮貌，也讓大家相互練習，並熟悉電訪系統之操作。 
 
本次以電話訪問方式回收問卷為本校畢業生流向調查之創舉，透過週六整日密集
訓練，翌日請同學整日上線撥打，使得畢業生流向調查之問卷回收率創新高，電

話訪問持續進行中，也非常感謝校友配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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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3]  

2015 年東海大學企業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 

 

各位產官學業界先進您好： 

 

為瞭解東海大學畢業生在就業職場上之工作表現，協請企業雇主

或單位主管就東海大學畢業生之職能表現予以評量，作為後續學校擬

定學用合一之授課方針及就業輔導相關工作之改善，懇請您撥冗填寫

本問卷。 

本問卷純粹只供就業輔導及課程改進用途，期待學生進入職場皆

能適才適所、學以致用，對於您所提供的資料絕對善盡保密之責。 

                                 

                           敬祝 平安喜樂  

東海大學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敬上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答，若有問卷調查相關問題(如題意需要解釋、填答方式等)

或未來有任何關於產學合作、實習專案之事宜，歡迎來電詢問(04)2359-0228

林小姐或來信至本單位電子信箱: alumnus@thu.edu.tw 。 

 

 

 

 

mailto:2359-0228林小姐或來信至本單位電子信箱:%20alumnus@thu.edu.tw
mailto:2359-0228林小姐或來信至本單位電子信箱:%20alumnus@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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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 貴機構屬於以下那個產業？（單選） 

○1)天然資源(農林漁牧礦石)  ○2)製造業 ○3)建築營造 

○4)政府、公共事務、國營事

業 

○5)物流運輸 ○6)休閒、觀光、餐旅 

○7)科學、技術、工程、數學 ○8)金融財務 ○9)資訊科技 

○10)行銷與銷售 ○11)教學與行政 ○12)醫療保健 

○13)司法、法律、公共安全 ○14)個人及社會服務 ○15)藝文與影音傳播 

○16)企業經營管理   

2.請問 貴機構所在地區？ (填答)_________________ 

3.請問 貴機構的員工人數?（單選） 

○1) 1~29 人 ○2) 30~99 人 ○3) 100~249 人 ○4) 250~499 人 ○5) 500 人以上 

4.請問，您目前的職務為？（單選） 

○1)負責人／高階主管 ○2)管理階層/部門主管 ○3)人力資源主管 

○4)人力資源人員 ○5)其他職務_________________(請說明) 

5.請問 貴機構最近五年內是否聘僱過東海大學的畢業生?（單選） 

○1)是 (請依序往下填寫，謝謝。) ○2)否 (請跳至 20 題，謝謝。) 

6.請問 貴機構之前曾聘僱過的東海大學畢業生，平均年資為？ 

○1) 3 個月內 ○2) 3~12 個月內 ○3) 1 至 3 年內 ○4) 3 年以上 

7.請問 貴機構所僱用的東海大學畢業生畢業之科系?(填答)                    

 例如: 經濟系 學士班 / 中文系 碩士班 /法律系 博士班/不清楚學籍/不清楚

科系 

8.請問 貴機構聘用過該科系東海大學畢業生擔任那些職位? 

○1)一般職員 ○2)基層主管 ○3)中高階主管 
○4)其他

( __________) 

9.請問 貴機構聘用過東海大學畢業生擔任主要之職務?  

○1)人力資源、經營幕僚 ○2)行政總務、法務智財 ○3)財會稅務、金融專業 

○4)行銷企劃、專案管理 ○5)業務銷售、貿易、客

服 

○6)旅遊餐飲、美容美髮 

○7)軟體工程、網管 ○8)工程、化工、生技研

發 

○9)維修服務、操作技術 

○10)生產品管、環境衛

生 

○11)運輸物流、採購倉管 ○12)營建相關 

○13)藝術、設計、傳播 ○14)文字編譯、傳媒採訪 ○15)醫療專業、醫療保健 

○16)教育輔導、學術研 ○17)軍警消防、保全警衛 ○18)農/林/漁/牧/礦業相

一、廠商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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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關 

10.請問 貴機構錄用東海大學畢業生之原因為何? （請以數字標示前三順位之原

因） 

○1)學經歷符合公司需要 ○2)履歷表撰寫專業有水

準 

○3)具備專業證照 

○4)面試基本表現好，印象

佳 

○5)專業能力與知識佳 ○6)主動積極有企圖

心 

○7)要求薪資福利合理，不會眼高手低  ○8)公司有表現不錯的東海校友 

                                  

 

 

 

11.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溝通表達能力」，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2.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持續學習力」，您的滿意程度為

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3.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人際互動關係」，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4.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團隊合作能力」，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5.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問題解決能力」，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6.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創新創意能力」，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7.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工作責任及紀律」，您的滿意程

度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二、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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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資訊應用能力」，您的滿意程度

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19. 請問針對「東海大學」該科系學歷員工的「整體表現」，您的滿意程度為何? 

○1)非常滿意 ○2)滿意 ○3)不滿意 ○4)非常不滿意 

20. 請問 貴機構未來聘用東海大學歷任校友之意願? 

○1)非常有意願 ○2)有意願 ○3)無意願 ○4)非常無意願 

 

 

謝謝您的耐心作答，問卷到此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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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4] Facebook 東海大學數學系系友交流園地。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733275793425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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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3-5] 列舉 職涯啟航計畫執行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卓越計畫職涯講座成效報告 

主辦系所 應用數學系 講座主題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

造業 

承辦人 楊智烜老師.陳淑媛助理 講座時間 2015/4/15 16:20-18:00 

講座地點 St527 參與人數 80人 

主講人 陳振稻(應數系友) 現職/職稱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部經理 

聯絡電話 32501 E-MAIL math@thu.edu.tw 

成效說明：（請說明講座內容、成果概述、辦理單位、時間及地點、執行情

形、績效評估等事項，至少 600字） 

    本演講於104年4月15日下午16:20邀請到東海大學數學系系友陳振稻先

生，目前任職於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陳經理談及「從應用數

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分為以下三項 1.「就業市場概況與未來趨勢」。 2.

「人才需求」。 3.「應數系學生在職能與心理方面」。 

    陳經理為學弟妹解釋:半導體被稱為是電子產業之米，台灣 IC產業經過

二十幾年的發展之後，有獨特的優越性，廠商間的技術高度交流、活絡的資

本市場、高品質的人力資源、產官學研的合作等因素形成良性循環，已發展

mailto:math@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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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完整的產業供應鏈與叢聚效應，然而也由成長期邁向成熟期，因此也有

業者質疑高毛利時代是否已經結束？面對全世界的競爭、大陸崛起及微利時

代的生存挑戰，台灣高科技必須結合管理方法與系統解決方案賺取「管理財」

才是永續經營之道。講者也帶來半導體相關樣品傳閱讓學生有真實的感受。 

針對「高科技業」的徵才需求，舉例半導體產業所需職缺條件，讓對產業有濃

厚興趣的同學，盡早準備職場的必要條件增強理論與實務實力，使自己從容

的應對未來的挑戰。講者逐一以簡單文字敘述及影音短片闡述說明，期能得

到共鳴並勉勵學弟妹除了數學專業知識外，亦須保有正確的觀念及工作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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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照片 4張，請說明）： 講師陳振稻先生 

 

說明：講師簡介台灣半導體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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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傳閱樣品讓學生有真實的感受 

 

說明：講師舉例半導體產業所需職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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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歡迎參加  敬請公佈 ◇◇◇◇◇◇◇ 

 

 

 

演講人：陳振稻 先生(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部經理) 

講  題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 

時  間 ：10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16:20~18:00  

地  點 ：科技大樓應用數學系 ST527 

摘  要 ：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 

           1. 就業市場概況與未來趨勢。 

           2. 人才需求。 

           3. 應數系學生在職能與心理方面應如何準備。 

         

聯絡人: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楊智烜老師 

電  話: 04-23590121-32501 

網 址：http://www.math.thu.edu.tw 

E-mail : math@thu.edu.tw 

『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九 適性輔導計畫』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職 涯 專 題 演 講 

http://www.math.thu.edu.tw/
mailto:math@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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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1] 數學在產業界系列講座，研習營資料紀錄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與武智基金會產學合作計畫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 

 

 

 

 

 

 

 

計畫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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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 絡 人：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淑媛助理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與武智基金會產學合作計畫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計畫成果報告書 

目錄 

壹、 前言 52 

貳、 活動執行情形 54 

一、 數學在產業的角色系列演講座談 54 

二、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 65 

參、 成效與檢討 69 

肆、 補助款經費支出明細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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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人們常說「數學是科學之母」，這說明了數學在各個領域所扮演的角色是非

常重要的。但是如今社會上普遍認為數學系畢業的學生只能擔任數學教師或是從

事學術研究之工作，這讓數學系學生對未來充滿了不確定感，進而使有意願就讀

數學系的學生日益減少，以致未來可能發生基礎數學人力缺乏之窘況。希望藉由

本計畫讓在學的學生能夠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與重要性，以提升自身的競爭

力外；更希望能夠吸引更多中學生加入學習數學的行列，以紮實的數學基礎為後

盾，進而在各領域能夠有所發展。 

一、工作規畫： 

為使學生更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將推動： 

1. 於 100 學年度下學期與 101 年度上學期各舉辦 6 至 8

場演講座談，邀請有數學背景(曾就讀數學系或數學

研究所)但目前在非數學之學術界或產業界工作之人

士，分享數學在各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如何

由數學界跨到各領域之心路歷程並與聽眾座談。 

2. 於暑假針對高中生舉辦一梯次兩天一夜之「數學在產

業界的角色」研習營，邀請有數學背景(曾就讀數學

系或數學研究所)但目前在非數學之學術界或產業界

工作之人士分析數學在各個領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與

重要性。 

二、預期效益 

1. 希望藉由非數學學術或產業界人士的分享與座談，提供目前在各大專院

校數學系(所)就讀之學生了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與重要性，進而做為

未來生涯規劃之參考。 

2. 希望藉由兩天一夜之「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活動，讓尚未接觸

數學系的中學生了解數學在各領域的重要性。並吸引學生能夠就讀數學

系以提升自身數學基礎能力，做為日後發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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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數學在產業的角色系列演講座談1
 

本計畫共執行 14 場演講座談，每場都吸引了超過 60 位師生參與，各

場座談舉辦之詳細資料如下表： 

日期 講題 

學經歷 

演講者 現職 

2012-03-16 
由數學領域跨進財務金融 

歷程之分享 
東海大學數學學士 

東海大學數學碩士 

國立臺灣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朱香蕙 

助理教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融系 

2012-03-27 踏出數學圈、轉戰公務員 東海大學數學學士 

中央大學統計碩士 

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專員 
吳昭明 

科長 
前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科長 

2012-04-26 
從數學到醫院管理 

工作與心路歷程 

東海大學數學系學士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研究所碩士 

嘉義大學管理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長庚醫院經營管理組組長 

基隆長庚醫院管理部主任 

黃明國 

副院長 

光田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 

行政副院長 

2012-05-03 
跨領域、跨國界的數學生涯 

經驗與分享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學士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碩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應用數學碩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應用數學博士 

國立高雄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主任 

王學亮 

院長 
國立高雄大學管理學院院長 

2012-05-15 數學 VS.電信業 
東海大學數學學士 

美國雪城大學資訊管理碩士 

ADP 程式分析師 

台灣大哥大系統分析師 

遠傳電信專案經理 

謝彝如 

經理 
HTC 資深經理 

2012-05-25 
傳染病建模與分析 

從數學到傳染病研究 

Baldwin-Wallace College 數學學士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數學碩士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應用數學博士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教授、系主任 

謝英恆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暨

生物統計中心教授 

2012-09-25 數學的魔力 
國立清華大學數學學士 

國立中正大學統計碩士 

國立交通大學管理博士 

東海大學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中華決策科學學會副秘書長 

周瑛琪 

副教授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系 

副教授、主任 

                                                 
1
 各次座談之公告、投影片及活動照片皆已上網，可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生涯-29 

2012-10-04 
由數學跨進企業管理領域 

歷程之分享 
東海大學數學學士 

雲林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雲林斗六豐泰製鞋集團技術總監助理 
廖意誠 

主任 

日月光半導體集團 

生產線管理主任 

2012-10-12 保險公司不是只要業務員嗎？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學士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碩士 

政治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博士 
黃雅文 

助理教授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學系 

2012-10-18 從數學的基礎看「電資通」 
聖荷西州立大學數學與計算機科學學士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電機暨計算機工程碩士 

伊利諾大學芝加哥分校電機暨計算機工程博士 

Perfect Express Corporation 系統管理員 

劉立頌 

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2012-11-23 對我而言大學是職涯的起點 
中原大學數學系應用數學組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林千用 

總經理 
捷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2012-11-30 由數學到控制工程之經驗分享 東海大學數學系學士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碩士 

交通大學控制工程博士 
梁耀文 

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2012-12-07 數說新語 
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學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統計學研究所碩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作業研究博士 

元智大學教務長、管理學院院長 

古思明 

特聘教授 
長庚大學管理學院 

2012-12-27 
如何在保險業應用你的 

數學技能 

東海大學數學系學士 

美國愛荷華大學數學碩士 

美國愛荷華大學統計及精算學碩士 

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經濟學博士 

美國安聯投資管理公司副總裁 

保德信金融公司套期保值和風險管理總監 

鍾  濱 

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兼首席投資官 

 各次演講座談照片 

 

2012-03-16 由數學領域跨進財務金融歷程之分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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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16 由數學領域跨進財務金融歷程之分享 II 

 

2012-03-27 踏出數學圈、轉戰公務員 I 

 

2012-03-27 踏出數學圈、轉戰公務員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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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4-26 從數學到醫院管理工作與心路歷程 I 

 

2012-04-26 從數學到醫院管理工作與心路歷程 II 

 

2012-05-03 跨領域、跨國界的數學生涯—經驗與分享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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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03 跨領域、跨國界的數學生涯—經驗與分享 II 

 

2012-05-15 數學 VS.電信業 I 

 

2012-05-15 數學 VS.電信業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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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5-25 傳染病建模與分析-從數學到傳染病研究 I 

 

2012-05-25 傳染病建模與分析-從數學到傳染病研究 II 

 

2012-09-25 數學的魔力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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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9-25 數學的魔力 II 

 

2012-10-04 由數學跨進企業管理領域歷程之分享 I 

 

2012-10-04 由數學跨進企業管理領域歷程之分享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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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2 保險公司不是只要業務員嗎？ I 

 

2012-10-12 保險公司不是只要業務員嗎？ II 

 

2012-10-18 從數學的基礎看「電資通」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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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0-18 從數學的基礎看「電資通」II 

 

2012-11-23 對我而言大學是職涯的起點 I 

 

2012-11-23 對我而言大學是職涯的起點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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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30 由數學到控制工程之經驗分享 I 

 

2012-11-30 由數學到控制工程之經驗分享 II 

 

2012-12-07 數說新語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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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07 數說新語 II 

 

2012-12-27 如何在保險業應用你的數學技能 I 

 

2012-12-27 如何在保險業應用你的數學技能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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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2 

本計畫於 101 年 7 月 7 日至 7 月 8 日在東海大學茂榜廳舉辦了一場兩

天一夜的「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總計共吸引了近 170 名高中職教

師與學生參加。 

 研習營海報(寄發至各校) 

                                                 
2相關資料可參閱：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industry/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indust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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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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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校門口 

 
開幕校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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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炯朗院士「數裡有詩，詩裡有數」 

 
學員聚精聽講 

 

王偉華書院長「夜談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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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海東校長「數學對我生涯的影響」 

 
徐啟銘教授「數學在工程上扮演的角色」 

 
朱香蕙助理教授「數學在財務金融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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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明國副院長「數學在醫務管理上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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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學員及工作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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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效與檢討 

數學在產業的角色系列演講座談方面，總計共舉辦 14 場，約吸引了 900 人

次參加。藉由來賓的經驗分享，充分提供了本校數學系的學生瞭解數學在產業界

的角色、應用與其重要性，也讓參與的學生們了解將來畢畢業後除了數學領域之

外可以發展或就業的方向。師生們也對此一系列的演講給予高度的肯定。 

而暑期的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研習營共吸引了全國各地近 170 名(包含 30 名

教師)學員參加，此次營隊邀請到中研院劉炯朗院士、東海大學程海東校長及多

所大學知名教授，透過演講、座談與學員分享、討論數學在產業界所扮演的角色，

獲得學員們熱烈的迴響。會後在回收的 149 份有效問卷調查中，有八成五的學員

對次此活動感到滿意。 

綜合以上，此計畫的執行已確實達到當初計劃書所預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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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款經費支出明細 

本計畫共獲得補助 500,000 元，實際支用金額 482,570 元，結餘 17,430 元，

相關支出單據留存於東海大學會計室備查。支出明細如下： 

用途說明 金額 

人事費 100,000 

業務費 

數學在產業

的角色系列

演講 

演講費(共 14 場) 70,000 

餐費(共 14 場) 80,349 

臨時工資 4,532 

數學在產業

界的角色研

習營 

海報(含寄送郵資) 14,132 

演講費 38,000 

場地及住宿費 60,250 

餐費 

(扣除東海大學補助 60,000) 
40,000 

保險 7,111 

臨時人員工資 18,128 

文具、識別證、布條、邀請

函、工作人員餐費等雜費 
26,033 

網路報名系統維護費 10,000 

雜支 平時會議誤餐費、網頁維護費等雜費 14,035 

合計 48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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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2] 數學建模在產業界的應用系列講座，研習營資料紀錄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與武智基金會產學合作計畫 

「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 

 

 

 

 

 

 

 

計畫成果報告書 

 

 

 

 

 

 

 

 

 

 

 主辦單位：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指導單位：財團法人台灣武智紀念基金會 

 聯 絡 人：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陳淑媛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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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01 年度在貴基金會贊助之下，本校所執行「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產學計

畫，舉辦了近 14 場專題講座3以及 1 場 170 人的暑期研習營4。專題講座部分藉

由來賓的經驗分享，充分提供了本校數學系的學生瞭解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應

用與其重要性，也讓參與的學生們了解將來畢業後除了數學領域之外其他可以發

展或就業的方向；而暑期研習營共吸引了全國各地近 170 名(包含 30 名教師)學

員參加，此次營隊邀請到中研院劉炯朗院士、東海大學程海東校長及多所大學知

名教授，透過演講、座談與學員分享、討論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並得到學員們

熱烈的迴響。因此，此計畫的執行至今，已達到當初計劃書所預期之效益。 

一般數學教師在教學的過程當中，常會遇到一些產業界中的數學模型(例如生

態中的物種成長模型、經濟中的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等等)，對這些模型的由

來並不是能夠完全掌握，因此只能對模型本身的數學涵義或是模型數值解的收斂

與否等加以說明，但對模型本身參數的意義、模型反應的實際意涵無法解釋，以

致學生無法真正瞭解該模型在產業界的應用與重要性。因此本計畫將期望針對產

業界的問題，能發展一套數學模型的建構方法，讓數學與產業界能夠真正的結

合。 

本計畫初期將在 102 年度，由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與理、工、管院等科系共

同針對一些在產業界有關的數學模型進行整合性教學。由相關科系提出模型建構

的歷史由來、背景及過程，並由數學系老師與相關科系老師共同分析其數學上的

結果及其對產業的影響，最後製作成教案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參考。另外每年將

部分討論成果舉辦一場研討會，邀請國內產學界參加，以達到推廣之目的。 

一、本年度工作規畫： 

為使老師與學生更了解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預期推動方向如下： 

1. 於 102 年舉辦系列的研討，邀請東海大學相關科系教師，

先提供一些產業界中常用的數學模型，由數學系及相關科

系老師針對這些模型進行小型研討，並製作成教案提供研

討會或日後教學中使用。 

2. 於下半年度針對中學相關科目任教教師及大學師生舉辦

一場「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研討會，將學期中所製作

之教案經由研習提供給教師及學生參考。 

                                                 
3請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4請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

/math-industry/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math-industry/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數學在產業界的角色/math-industry/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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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預期效益 

1. 藉由小型研討及教案製作，除可提供數學專業教師及

相關科系老師在授課時，介紹一些產業界所使用的數

學模型，並解釋在產業應用的意義，進而將數學與產

業相結合，讓教師及學生真正了解數學與產業界的相

關性。 

2. 希望藉「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研討會，將小型研

討之成果藉由研討會提供給學員，以期所有學員能瞭

解數學與產業界的相關性，並藉由學員發揚到各個角

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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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活動執行情形 

一、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整合性教學系列演講座談5
 

本計畫共執行 9 場演講座談，每場都吸引了超過 60 位師生參與，各場

座談舉辦之詳細資料如下表： 

日期 演講者 1 現職 

講題 演講者 2 現職 

2013-10-1 詹家昌 院長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貨幣的時間價值 楊智烜 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3-10-22 廖培賢 主任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關係 潘清岳 助理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3-11-26 苗新元 主任 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RLC 的電路世界與其微分方程模型 黃皇男 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3-12-17 江府峻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薛丁格方程式 

一座橫跨物理與數學的橋樑 
謝世峰 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2014-03-11 林良恭 院長 東海大學理學院 

族群成長模式之最大捕獲量 

應用於有害動物的防治管理 
何肇寶 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4-03-25 林宗欣 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 

數值積分及其應用 

飛機降落的航程計算 
胡馨云 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4-04-30 滕元翔 助理教授 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 

超級電腦模擬計算的基礎 

漫談平行計算、連結網路、離散數

學與圖形理論 

王道明 副教授 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5
 各次座談之公告、投影片及活動照片皆已上網，可參閱：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Math-Model/index.html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program/Math-Model/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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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0 謝育整 醫師 臺中榮民總醫院 

心臟數學建模與心律不整之探討 羅主斌 主任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2015-05-30 張安成 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號模型與

到達方向估測之應用 
林建洲 副教授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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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次演講座談照片 

 

2013-10-1 貨幣的時間價值 I 

 

2013-10-1 貨幣的時間價值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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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0-1 貨幣的時間價值 III 

 

2013-10-22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關係 I 

 

2013-10-22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關係 II 

 

2013-10-22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關係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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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126 RLC 的電路世界與其微分方程模型 I 

 

20131126 RLC 的電路世界與其微分方程模型 II 

 

20131126 RLC 的電路世界與其微分方程模型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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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217 薛丁格方程式－一座橫跨物理與數學的橋樑 I 

 

20131217 薛丁格方程式－一座橫跨物理與數學的橋樑 II 

 

20131217 薛丁格方程式－一座橫跨物理與數學的橋樑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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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11 族群成長模式之最大捕獲量應用於有害動物的防治管理 I 

 

20140311 族群成長模式之最大捕獲量應用於有害動物的防治管理 II 

 

20140311 族群成長模式之最大捕獲量應用於有害動物的防治管理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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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325 數值積分及其應用－飛機降落的航程計算 I 

 

20140325 數值積分及其應用－飛機降落的航程計算 II 

 

20140325 數值積分及其應用－飛機降落的航程計算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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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430 超級電腦模擬計算的基礎 I 

 

20140430 超級電腦模擬計算的基礎 II 

 

20140430 超級電腦模擬計算的基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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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20 心臟數學建模與心律不整之探討 I 

 

20140520 心臟數學建模與心律不整之探討 II 

 

20140520 心臟數學建模與心律不整之探討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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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30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號模型與到達方向估測之應用 I 

 

20140530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號模型與到達方向估測之應用 II 

 

20140530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號模型與到達方向估測之應用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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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數學建模在產業界的應用研習營6 

本計畫於 103 年 5 月 3 日於東海大學茂榜廳舉辦了一場「數學建模在

產業界的應用」研習營，總計共吸引了近 150 名教師與學生參加。 

 研習營海報(寄發至各校) 

 

                                                 
6相關資料可參閱：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model-workshop/index.htm 

http://www.math.thu.edu.tw/activities/math-model-workshop/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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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營議程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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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計畫主持人致詞 

 
引言人 東海大學蔡禎騰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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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朗院士「數大不等於量大：時空對應的認知複雜性」 

 
古思明院長「數學建模與量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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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宜良主任「數學與工業」 

 

部分學員及工作人員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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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成效與檢討 

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整合性教學系列演講座談方面，總計共舉辦 9 場，

約吸引了 550 人次參加。藉由來賓的經驗分享，提供了本校師生一些產業界所使

用的數學模型，並解釋在產業應用的意義，進而將數學與產業相結合，充分讓教

師及學生真正了解數學與產業界的相關性，師生們也對此一系列的演講給予高度

的肯定。 

而數學建模在產業界在產業界的應用研習營共吸引了全國各地近 150 名(包

含 30 名教師)學員參加，此次營隊邀請到中研院曾志朗院士、長庚大學管理學院

古思明院長及國立交通大學數學建模與科學計算中心陳宜良主任，透過演講、座

談與學員分享、討論數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獲得學員們熱烈的迴響。會後在回

收的 120 份有效問卷調查中，有九成以上的學員對次此活動感到滿意。 

綜合以上，此計畫的執行已確實達到當初計劃書所預期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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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補助款經費支出明細 

本計畫共獲得補助 400,000 元，實際支用金額 388,699 元，結餘 11,301 元，

相關支出單據留存於東海大學會計室備查。支出明細如下： 

用途說明 金額 

人事費 120,000 

業務費 

數學建模在

產學的應用

系列演講 

演講費(共 9 場) 45,000 

餐費(共 9 場) 40,345 

臨時工作人員薪資(共 9 場) 9,000 

數學建模在

產業的應用

研習營 

海報(含寄送郵資) 12,220 

演講費 25,000 

場地費 14,500 

餐費(午餐、午茶及餐盒) 45,500 

保險 5,740 

臨時工作人員薪資 17,625 

文具、識別證、布條、邀請

函、工作人員餐費等雜費 
11,217 

網路報名系統維護費 10,000 

工作及各項籌備會議 5,418 

非校付僱主負擔補充保費 3,134 

管理費 行政帳務管理費 24,000 

合計 388,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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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4-3] 大學引導—職涯啟航計畫與 100-103學年度系友講座、就業座談

活動資料表 

   

學年 日期 演講者 服務單位 題目 

103 103/10/21 林秀卿小姐 Career 職涯學院職涯顧問 履歷自傳撰寫技巧講座 

103 103/10/28 陳俊傑先生 致伸科技公司協理 數學教育對人生的影響與發展機遇(一) 

103 103/11/04 陳俊傑先生 致伸科技公司協理 數學教育對人生的影響與發展機遇(二) 

103 103/11/11 劉宗儒先生 
天長互動創意有限公司總

監 
創意履歷: 秀出你的競爭力 

103 103/12/30 鍾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兼首席投資

官 

如何投身金融服務業(保險和財務工程範

疇) 

103 104/03/02 劉丹怡小姐 
鉅馥資訊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 CEO 

你想提前有企業實習的經驗、你們想組團

隊參加競賽嗎？ 

-專案實務的課程內容說明 

-第一屆台積電數據大賽佳作隊伍 M&M

現身說法 

103 104/03/25 張友友先生 先達工控股份有限公司 
Robot 自動化與智能化的數學應用與職

場經驗分享 

103 104/04/15 陳振稻先生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製

造部經理 
從應用數學走入高科技製造業 

103 104/04/29 謝升耀先生 泰予文教機構負責人 『中學教育』知多少? 

103 104/03/06 周業偉先生 
敦陽科技企業應用軟體開

發處處長 
資訊服務產業的變與不變 

103 104/06/03 林榮堅先生 台灣新思科技公司總經理 一個高科技業老兵的十個體會 

103 104/03/12 洪春男教授 大葉大學資訊工程系 

The construction schemes for 

fault-tolerance Hamiltonian graphs 

and digraphs (漢米爾頓容錯圖形的建構

方式) 

102 102/10/01 
詹家昌院長 / 

楊智烜副教授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 / 東海

大學應用數學系 
貨幣的時間價值 

102 102/10/03 秦玉玲系友 宇柏資訊董事總經理 畢業即就業的武功秘笈 

102 102/10/17 秦玉玲系友 宇柏資訊董事總經理 自己的價值自己打造 

102 102/10/24 秦玉玲系友 宇柏資訊董事總經理 全球商貿運籌趨勢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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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2/10/22 

廖培賢主任 / 

潘青岳助理教

授 

東海大學經濟學系 / 東海

大學應用數學系 
淺談均衡價格與時間軸的關係 

102 102/12/17 
江府峻副教授 

/謝世峰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

系 

薛丁格方程式－一座橫跨物理與數學的橋

樑 

102 103/02/26 葉進儀教授 
國立嘉義大學資訊管理學

系 

結合時間性摘要與資料探勘技術於血液透

析病患資料之分析 

102 103/05/22 鐘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兼首席投資

官 

如何投身金融服務業 

102 103/05/30 
張安成教授 / 

林建洲副教授 

嶺東科技大學資訊科技系 

/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 

智慧型天線系統的陣列訊號模型與到達方

向估測之應用 

101 101/10/04 廖意誠主任 日月光半導體集團 由數學跨進企業管理領域歷程之分享 

101 101/10/12 
黃雅文助理教

授 

逢甲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

學系 
保險公司不是只要業務員嗎？ 

101 101/10/17 黃高新經理 
上鴻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資

深專案經理 
APP 洪潮來了，你有機會嗎? 

101 101/10/18 劉立頌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 
從數學的基礎看「電資通」 

101 101/11/23 林千用總經理 捷用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對我而言大學是職涯的起點 

101 101/11/30 梁耀文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

系 
由數學到控制工程之經驗分享 

101 101/12/27 鍾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兼首席投資

官 

如何在保險業應用你的數學技能 Apply 

your mathematical skills into 

insurance industry. My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ten 

quotients. And how you will travel to 

the north of 22K!!! 

100 100/10/20 董立大教授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Hamiltonian Number of a Digraph 

100 100/12/28 鍾濱博士 

RV 國際商務服務有限公司

首席財務總監兼首席投資

官 

New VA product launch story and 

why Mathematics is so important to 

your academic training? 

100 100/12/29 翁錦鐘博士 

The Treasurer of the 

IEEE Control Systems 

Society (CSS) Santa 

一個數學系畢業生的經歷 – 35 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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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ra Valley Chapter 

100 101/03/16 
朱香蕙助理教

授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財務金

融系 
由數學領域跨進財務金融歷程之分享 

100 101/03/27 吳昭明科長 
前行政院主計處第三局科

長 
踏出數學圈、轉戰公務員 

100 101/04/26 黃明國副院長 
光田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

院 
從數學到醫院管理－工作與心路歷程 

100 101/05/08 葉宇軒經理 
乒乓話網股份有限公司設

計中心 
讓學長告訴你 : 學數學能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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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7-1 行政管理運作機制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7-1-1 系會議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系主要的會議為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議、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見[附件

7-1-1]），每學期依議題需要不定期召開。系務會議討論所有系務發展相關議題。系課

程委員會議主要討論課程整體架構、個別課程設計等相關議題。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主

要討論教師聘任與升等相關議題。這三項會議皆正常運作，每次開會有決議的議題，

其執行狀況會列入為下次開會的報告事項。100-103學年這三項會議的召開日期詳如下

表。 

 

日期 系務會議 課程會議 教評會議 備註 

1000920 ˇ ˇ ˇ  

1001115 ˇ ˇ   

1001206 ˇ ˇ ˇ  

1010229 ˇ    

1010410 ˇ    

1010424  ˇ ˇ  

1010501  ˇ ˇ  

1010507   ˇ  

1010529 ˇ  ˇ  

1010612 ˇ    

1010918 ˇ    

1011106 ˇ    

1011120 ˇ  ˇ  

1011204 ˇ ˇ   

1020118 ˇ ˇ ˇ  

1020226 ˇ ˇ   

1020326 ˇ ˇ ˇ  

1020423 ˇ ˇ ˇ  

1020521 ˇ ˇ   

1020611 ˇ    

1020917 ˇ ˇ   

1021009 ˇ ˇ ˇ  

1021025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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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05   ˇ  

1021127  ˇ   

1021218   ˇ  

1021223   ˇ  

1021231  ˇ   

1030110 ˇ    

1030225 ˇ ˇ   

1030326   ˇ  

1030401 ˇ ˇ   

1030407   ˇ  

1030429 ˇ ˇ ˇ  

1030603 ˇ  ˇ  

1030617 ˇ  ˇ  

1030923 ˇ    

1031111 ˇ ˇ ˇ  

1031202  ˇ   

1040317   ˇ  

1040319   ˇ  

1040421 ˇ ˇ   

1040602 ˇ  ˇ  

1040616 ˇ  ˇ  

 

7-1-2 系教師參與院、校行政管理或會議之情況 

    100-103學年本系教師擔任院校級行政主管（或副主管）與院校及會議委員的狀況

詳見下表 
 

學期 教師姓名            職稱 

100 葉芳栢 副校長 

 黃皇男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 

 曹景懿、楊智烜 校務委員 

 陳文豪、沈淵源 院評委員 

 陳文豪、何肇寶 院務委員 

 陳文豪、王道明 院課委員 

 潘青岳 校圖書委員 

 沈淵源 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黃皇男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 

 曹景懿 職員申訴評議委員會 

 楊智烜 網站管理工作小組 

 楊智烜 校務會議預算審議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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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淑珍 教職員工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 

 陳文豪 採購委員會 

101 葉芳栢 代理校長 

 黃皇男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 

 沈淵源、劉  力、盧性良 校務委員 

 曹景懿、黃皇男 院評委員 

 曹景懿、何肇寶 院務委員 

 曹景懿、陳文豪 院課委員 

 黃皇男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 

 黃皇男 學術發展小組委員 

 黃皇男 募捐委員會委員兼副執行長 

 楊智烜 校圖書委員 

 陳文豪 校採購委員 

 胡馨云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102 黃皇男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 

 曹景懿、劉  力、盧性良 校務委員 

 曹景懿、黃皇男、沈淵源 院評委員 

 曹景懿、何肇寶、潘青岳 院務委員 

 曹景懿、陳文豪、陳淑珍 院課委員 

 黃皇男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 

 黃皇男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黃皇男 募捐委員會委員兼副執行長 

 曹景懿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 

 楊智烜 校圖書委員 

 謝維華 校學生獎懲委員 

 盧性良 校務會議預算審議小組委員 

 李天佑 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陳淑珍 教職員工福利儲金管理委員 

 潘青岳 校網站管理工作小組委員 

 潘青岳 校組織編修研修小組委員 

103 黃皇男 校圖書館長 

 王道明 國際合作處副國際長 

 曹景懿、劉  力、陳文豪、黃皇男 校務委員 

 曹景懿、黃皇男、沈淵源、楊智烜 院評委員 

 曹景懿、盧性良、潘青岳 院務委員 

 曹景懿、何肇寶、陳淑珍 院課委員 

 黃皇男 校採購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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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皇男 校評鑑委員 

 黃皇男 學生事務會議委員 

 黃皇男 勞作教育指導委員 

 黃皇男 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工作小組 

 謝維華 校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 

 盧性良 校務會議預算審議小組委員 

 陳文豪 校圖書委員 

 陳文豪 優良教學助理遴選委員 

 陳淑珍 教職員工福利儲金管理委員會 

 潘青岳 校組織編修研修小組委員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自我改善情形 

受評系所：東海大學應用數學系 

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備

註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

改善 

【系所共同部分】 

1.宜規劃數間小型研

討室供碩士班上課使

用。 

1. 現有可利用研討空間 4處：16人研討室 2間 ST516、 

ST517（固定式多媒體設備），60 人階梯教室（（固

定氏多媒體設備整合電子桌），ST504圖書館閱空間

（活動式電子白板）。 

2. 以碩士班招生名額每年 10 計算，現有研討空間勘

能滿足需求碩士班需求。 

 

2.宜多安排各種機會

與建立適當管道，以

提供學生未來生涯規

劃之資訊。 

1. 設置職涯導師，安排學生接受職業性格適性診

斷、作個人生涯興趣量表。 

2. 配合通識中心開設「大學引導」課程，讓大一的

新生自我建立讀大學的目標與積極的學習態

度。本課程通常由職涯導師授課，授課內容與職

涯規劃的活動相互配合。 

3. 配合通識中心開設職涯志業講堂(2學分選修

課，本系黃皇男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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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建議 自我改善情形（系所回應） 
備

註 

4. 安排具數學背景之其他領域學者演講，增廣學生

對未來發展方向的視野。包括校友卓越講座、數

學在產業界系列演講、數學建模在產業的應用系

列演講，見 [附件 4-5-2] 校友卓越講座，[附

件 4-5-3] 101-103學年度“數學在產業界的角

色研習營”，[附件 4-5-4] 101-103學年度“數

學建模在產學的應用整合性教學”  

5. 定期舉辦職涯專題演講，引導學生確定未來的發

展。見[附件 4-5-5] 103學年度“職涯專題演

講”申請 列舉 

6. 媒合學生至企業實習。102年暑假一位碩士生至

北京網路商店(本系教師媒合)，103學年暑假一

位碩士生至上海『赫比國際集團』自動化部門實

習 1個月(本校就業輔導與校友室媒合)，一位即

將進入交大應數所的大學畢業生至台中『見光機

械工業』實習兩個月(本系教師媒合) 

7. 系網頁建置課程地圖、職涯發展與未來出路之關

聯

http://www.math.thu.edu.tw/intro/super_pa

ges.php?ID=intro2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學士班部分】 

1. 宜加強輔導學生修習學

程，並了解學生未選修

學程或選修後，卻未完

成之原因，以利檢討改

進。 

考量教師人力及學生修課意願不足，本系”計算科學

與工程”學程自 102學年起已停開。 

 

2. 建議該校重新考量該系

支援外系微積分教學，

適度增加教師員額，以

本系已努力向校方反應現有專任系教師員額與全校

微積分需求的落差，但校方並未增加本系專任教師

員額。目前作法仍以聘任兼任教師分擔外系微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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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教師負擔。 的教學，藉此減輕本系專任教師教學負擔，並加強

與兼任教師的聯繫，務求維持微積分整體授課品

質。。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碩士班部分】 

1. 宜就現有教學空間，規

劃多間 10人 

左右討論研討室，以紓

解碩士班教學空間不足

之情形。 

同一之 1項之回應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學士班部分】 

1 嚴管勤教為一正確之理

念，亦宜規劃配套之措

施，例如將畢業學分由

132降至 128，或許可改

善輔系雙主修及學程目

前修習學生過少之問

題， 建議繼續朝此方向

規劃執行。 

本系於99學年度起，業已將畢業學分降至128學分，104

系學年度起必修學分降至56，並規劃多元的系選修學

分認定辦法，鼓勵學生修習輔系、雙主修及學程。該

辦法認定可以校內任一學程或相關輔系的課程抵免系

選修學分(見[附件2-1-1、2-1-2、2-1-3])。100-103

學年共有18位登錄輔系或雙主修，其中有1位完成雙主

修，2位完成輔系學程（[附件2-3-3]）。 

 

 

 

2.宜加強對高年級學生

之輔導，以改善目前休

退學人數過多之情形。 

1. 學校的雙二一退學制，改為連續 1/2 或累計三次

1/2。 

2. 本系導師制改為家族制,期盼能夠為導生提供更

好的課業諮詢。 

3. 各專業科目亦持續由擔任演習課之助教，協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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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輔導學生課業。 

4. 高年級設「數學思考」3-0學分選修課，提供課業

諮詢並幫助學生整理複習功課。 

3.該校宜考慮改善目前

教師教學負擔過重之情

形，使教師有餘力輔導

學生。 

同第二之 2項的回應。 
 

4.課程名稱建議從寬認

定，以提升學生修習學

程之意願。 

課程名稱之認定，校方通常都尊重系的決定。本系對

類似情況的處理原則是：確認課程的實質內容，而不

拘泥課程的名稱。 

 

5.配合雙二一退學制之

實施，宜落實學生學習

預警之輔導。 

預警輔導已配合學校機制，由家族導師、任課老師、

助教落實輔導工作，填具輔導表並追縱成效。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碩士班部分】無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學士班部分】 
1.宜考慮降低教師的教
學負擔，以提升教師研
究和教學的成效。 

 

同第二之 2項之回應。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碩士班部分】 

1.宜鼓勵教師積極申請

國科會計畫及參與各項

學術相關活動，進一步提

升研究能量。 

1. 本校研發處為鼓勵老師申請科技部計畫及參與學

術活動，設有多項研究獎勵如減授鐘點、計畫管理

費獎勵、及學術著作獎勵等，。 

2. 本系發展基金管理辦法中（見[附件 3-2-4]），可

支助 

i. 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會議活動的部分經費， 

ii. 教師舉辦研究領域相關的學術研討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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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iii. 補助其他有助於本系教學研究發展的相關活

動， 

等經費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活動。 

 

 

五、畢業生表現 

【學士班部分】 

1.宜協助強化系友會功

能，定期舉辦系友會聯

誼，並增加系友演講及

就業座談的場次，藉助

系友本身經歷,激勵在

學學生學習及提供生涯

規劃之經驗。 

本系已整合系友聯繫與在學生生涯規劃。系友會已成立

社群網站加強系友聯繫，透過該項聯繫，已陸續邀請系

友參加的生涯規劃活動，包括校『友卓越講座』、『數學

在產業界系列演講』、『數學建模在產業的應用系列演

講』、『職涯啟航計畫』，見 [附件 4-5-2，4-5-3]，4-5-4，

6-3-4])。 

 

 

2.宜與該校就業輔導暨

校友聯絡室合作，持續

協助系友會與畢業系友

保持聯繫，規劃建立動

態資料庫並定期更新。 

本系與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已合作的事項包括  

1. 東海大學畢業生就業狀況調查（電訪、問卷） 

2. 東海大學畢業生一至三年流向調查（電訪） 

3. 職涯啟航計畫（就友室提供經費） 

4. 校友卓越講座。 

本系已建立系友動態資料庫，惟該資料庫為目尚前無

法提供系友主動更新個人資料的功能。本系近期內將

提供該項功能，期望能儘速更新現有系友資料。 

 

3.建議有效結合系辦公

室及系友會，作為畢業

系友的凝聚中心，提供

系友間聯繫的平台；並

將系友在各行各業之職

場訊息，透過系友會網

本項回應恰為第五之 1、2項回應之綜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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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平台及時有效傳達給

在學學生，藉以提升其

學習意願及動機。 

五、畢業生表現 

【碩士班部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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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1-1] 系三大主要會議組織章程 

      東海大學理學院應用數學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民國 84 年 12 月 26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84 年 12 月 26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84 年 12 月 27 日行政會議核備  

民國 90 年 1 月 18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1 月 22 日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3 月 7 日第五次行政會議核備 

民國 101 年 8 月 1 日更改系名應用數學系 

 

第一條  根據本校組織章程第二十四條第七款規定，本系訂定系務會議組織章 

        程。 

 

第二條  會議成員由全體專任教師及一位助教代表組成。助教代表由助教們自行 

        推選。會議討論與本系學生生活、獎懲、學業方面有關事項時，得請學 

        會派二位代表，研究生派一位代表出席。 

 

第三條  會議設主席一人，由系主任擔任，系主任缺席時由其委派一位老師主持 

        會議。 

 

第四條  系務會議討論及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組織及其它重要章則。 

﹝二﹞系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三﹞所屬委員會或專案小組建議事項。 

﹝四﹞會議提案及其它重要事項。 

 

第五條  會議至少於每學期開學初及結束前各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集臨時會 

        議。 

 

第六條  會議需有半數以上成員出席方得開會。一般議案以達出席成員二分之一 

        同意為通過。人事議案則照本系有關之規章辦理。 

 

第七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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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理學院應用數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 

                         民國 99 年 03 月 17 日數學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03 月 19 日理學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04 月 09 日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1 年 08 月 01 日更改系名「應用數學系」 

                         民國 104 年 09 月 15 日應用數學系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4 年 09 月 18 日理學院院課程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依據東海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成立「應用數學系課程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實施方式 （含選課規定、擋修規定）。 

二、規劃、研議學系必修及選修科目。 

三、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 

(一)每三年學系必修科目送外審，檢討修正課程結構、課程名稱 (中 

英文)與授課大綱，以符合學生、社會與產業需求。每學期內部自

行檢討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名稱學分及授課大綱。 

(二)檢討輔系及學分學程課程結構及學分數。 

(三)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  力、外語能力，修正學系必修及選修

課程。 

(四)檢討教師所開課程是否與其專長符合。 

(五)檢討兼任教師之授課大綱與課程名稱。 

(六)研議規劃學系通識課程。 

(七)安排系友建言時間，對系課程結構、名稱及內容提出建議。 

(八)檢討補救教學課程（重修班、暑修班）。 

第三條 本會委員由本系全體專任老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之，並得聘請校內外學者專

家、產業界及系友代表參與課程之規劃、研議。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由系主任兼任召集人，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

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六條 本會須有半數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且以出席委員半數以上同意為通

過。 

第七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備查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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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理學院應用數學系教師評審委員組織章程 
民國 84 年 6 月 28 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87 年 5 月 20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87 年 5 月 28 日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87 年 6 月 1 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89 年 11 月 22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2 月 21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2 年 9 月 17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2 年 7 月 14 日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92 年 11 月 14 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93 年 5 月 19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5 月 24 日數學系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6 月 7 日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96 年 1 月 16 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 101 年 08 月 01 日更改系名「應用數學系」 

第一條 本系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八條之規定，設立「東海大 

學理學院數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本系專任教授、副教授、續聘助理教授（符合本系專任教師新聘 

辦法叁，一之規定者）組成。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之，並於開會時擔任主席。 

第四條 本會之職掌如左： 

一、教師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暨教師延長服務

等事項之審議。 

二、教師升等、申請覆議、教師著作抄襲處理等事宜。 

三、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評）議之事項。 

委員不得參與高於本身職等教師升等之審議。 

當事人如對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之審議結果有不服時，得於收到審

議結果十五日內申請覆議。  

第五條 本會對專任教師之新聘審議，另訂「本系專任教師新聘辦法」。 

 

第六條 本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  

代理。休假委員得參加本會，但休假委員在國外者，於在國外  期間暫時喪 

失本會委員資格。 

有關教師聘任、聘期、升等、著作抄襲、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等項之審

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為通過。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除教師法另有規定從其規定外，餘依本校相關規定



整體-13 

 

辦理。 

覆議案之受理與審議均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為通過。 

 

第七條 教師之聘任及升等辦法、著作抄襲處理規則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教師升 

   等審查要點另訂之。 

第八條  升等案未獲通過者，應報上級教評會核備並副知升等申請人後，陳請校長將 

審議結果函告當事人；當事人如擬申請覆議者，應檢具相關資料及理由於收 

到審議結果十五日內為之、升等案經教評會審議未獲通過者，若以相同或相 

似題目之代表作再次送審時，應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 

表三份備審。 

第九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後，經院教評會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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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比較 (SWOT 分析) 

 

8-1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以下是東海應數系、逢甲應數系、靜宜財數系、文化應數系、中原應數系在 

（一）生師比、 

（二）系電腦教室、 

（三）系圖書室藏書、 

（四）科技部研究計畫核定件數 

等四個項目的比較。從下表中可知東海應數系在（一）至（三）項的量化數據較

優於同質其他系所。第（四）項本系教師 100-103學年度科技部核定件數/教師人

數的比例，可看出本系表現穩定，且不遜於其它各校的表現。 

 

（一）生師比(103學年度)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項目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合計 179 15 422 25 385 14 350 15 417 23 

生師比 11.93 16.88 27.5 23.33 18.13 

 

（二）系電腦教室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系電電腦數 67 129 60 21 70 

電腦數/學生數 0.374 0.305 0.156 0.060 0.168 

 

（三）系圖書室藏書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中文書 約 1000冊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約 2000冊 

西文書 約 5000冊 約 3500冊 

 

（四）科技部研究計畫核定件數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專任教師人數 15 25 14 15 23 

核 

定 

件 

100學年度 6 9 4 2 7 

101學年度 5 9 5 2 7 

102學年度 5 10 6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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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03學年度 5 8 3 4 6 

 

8-2 本系所 SWOT 分析 

綜合各個自我評鑑項目的敘述和分析，歸納出本系關鍵優勢、弱勢、機會和威脅

如下。 

自我評鑑中各項目之優勢（Strengths） 

1. 明確的教育目標和與其相契合的核心能力培養。 

2. 課程設計考量學生跨領域學習的需求。 

3. 教師專長符合需求，教學設計充實多元。 

4. 教學與圖書室閱覽空間充足，藏書與期刊豐富，電腦教室設備優良。 

5. 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實務知識，提升競爭力。 

6. 系友向心力強，樂於分享經驗幫助學弟妹。 

自我評鑑中各項目之弱勢（Weaknesses） 

1. 教師過去八年未流動，年齡老化造成研究能量不足。 

2. 助教人數減少。 

3. 學生人數(尤其是碩士生人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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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機會（Opportunities） 

1. 東海大學周邊有台中工業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精密園區，軟體工業園區，

台中榮總等，增加學生實習及畢業後找事的機會。 

2. 東海大學為一所綜合大學，共有文、法、理、工、農、社科、管理及創意八個

學院，且東海大學為國內少數設有博雅書院的學校，增加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機

會。 

3. 本系歷史悠久，系友活躍於各行各業，成為中堅幹部或決策領導者眾，有熱誠

願意付出心力幫忙系上發展者也不少。 

4. 數學系較不受經濟景氣影響，基本邏輯訓練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都有幫助，正因

為如此”數學家”多年蟬聯美國最佳職業排行榜第一名(2014年排行榜請見

下表)。 

5. 本系未來幾年將有一些老師陸續退休，也將遞補多位新進教師，年輕新人的加

入，希望可以增加研究動能。 

6. 學校積極爭取陸生及外籍生，據這些年的觀察，他們入學之後大多表現突出。 

 

2014美國最佳職業排行榜 

名次 行業 待遇（美元） 

1 數學家 101,360 

2 大學終身教授 68,970 

3 統計師 75,560 

4 精算師 93,680 

5 聽覺矯正師 69,720 

6 牙科保健員 70,210 

7 軟件工程師 93,350 

8 計算機系統分析師 79,680 

9 職業復健師 75,400 

10 語言矯正師 69,870 

資料來源／www.career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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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威脅（Threats） 

1. 教育部補助款逐年遞減 

2. 教師和助教員額遭刪減 

3. 少子化導致學生素質降低，英語能力不足 

 

根據上述 SWOT分析，本系規劃中的做法如下表，希望能藉此爭取機會、降低威脅、

提升優勢、扭轉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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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S） 

1. 明確的教育目標和與其

相切合的核心能力培養 
2. 課程設計考量學生跨領

域學習的需求 
3. 教師專長符合需求，教

學設計充實多元 
4. 教學空間充足，圖書館

電子期刊豐富，電腦教

室設備優良 
5. 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實

務知識，提升競爭力 

6. 系友向心力強 

弱勢（W） 

1. 學生人數(尤其是碩士生

人數)減少 
2. 助教人數減少 
3. 教師過去八年未流動，

年齡老化造成研究能量

不足 

機會（O） 

1. 東海大學周邊實習及找

事的機會豐富 

2. 東海大學擁有具規模及

歷史的博雅書院 

3. 系友樂於分享及幫忙 

4. 數學不受經濟景氣影響 

5. 將遞補多位新進教師 

6. 優秀外籍生就讀意願高 

爭取機會、提昇優勢（SO） 

a. 尋求與業界教學及實習

上的合作 

b. 透過系友力量輔導學生

就業 

改善弱勢、爭取機會（WO） 

a. 慎選新進教師以增加系

上的研究動能 

b. 爭取優秀陸生及外籍生

就讀 

 

威脅（T） 

1. 教育部補助款逐年遞減 

2. 教師和助教人數刪減 

3. 少子化導致學生素質降

低，英語能力不足 

 

降低威脅、維持優勢（ST） 

a. 邀請業界經驗豐富且具

教學熱誠之系友擔任兼

任師資，讓課程規劃更

充實多元 

b. 積極爭取來自各管道的

優秀學生，提高錄取學

生的素質 

改善弱勢、抵抗威脅（WT）  

a. 結合系友資源提供獎學

金，用以增加小老師名

額，幫忙輔導課業 

b. 開設科學英文課程，幫

助學生閱讀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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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比較 (SWOT 分析) 

 

8-1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以下是東海應數系、逢甲應數系、靜宜財數系、文化應數系、中原應數系在 

（一）生師比、 

（二）系電腦教室、 

（三）系圖書室藏書、 

（四）科技部研究計畫核定件數 

等四個項目的比較。從下表中可知東海應數系在（一）至（三）項的量化數據較

優於同質其他系所。第（四）項本系教師 100-103學年度科技部核定件數/教師人

數的比例，可看出本系表現穩定，且不遜於其它各校的表現。 

 

（一）生師比(103學年度)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項目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學生

人數 

教師

人數 

合計 179 15 422 25 385 14 350 15 417 23 

生師比 11.93 16.88 27.5 23.33 18.13 

 

（二）系電腦教室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系電電腦數 67 129 60 21 70 

電腦數/學生數 0.374 0.305 0.156 0.060 0.168 

 

（三）系圖書室藏書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中文書 約 1000冊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無專屬之 

系圖書館 

約 2000冊 

西文書 約 5000冊 約 3500冊 

 

（四）科技部研究計畫核定件數 

學校 東海應數 逢甲應數 靜宜財數 文化應數 中原應數 

專任教師人數 15 25 14 15 23 

核 

定 

件 

100學年度 6 9 4 2 7 

101學年度 5 9 5 2 7 

102學年度 5 10 6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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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03學年度 5 8 3 4 6 

 

8-2 本系所 SWOT 分析 

綜合各個自我評鑑項目的敘述和分析，歸納出本系關鍵優勢、弱勢、機會和威脅

如下。 

自我評鑑中各項目之優勢（Strengths） 

1. 明確的教育目標和與其相契合的核心能力培養。 

2. 課程設計考量學生跨領域學習的需求。 

3. 教師專長符合需求，教學設計充實多元。 

4. 教學與圖書室閱覽空間充足，藏書與期刊豐富，電腦教室設備優良。 

5. 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實務知識，提升競爭力。 

6. 系友向心力強，樂於分享經驗幫助學弟妹。 

自我評鑑中各項目之弱勢（Weaknesses） 

1. 教師過去八年未流動，年齡老化造成研究能量不足。 

2. 助教人數減少。 

3. 學生人數(尤其是碩士生人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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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機會（Opportunities） 

1. 東海大學周邊有台中工業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精密園區，軟體工業園區，

台中榮總等，增加學生實習及畢業後找事的機會。 

2. 東海大學為一所綜合大學，共有文、法、理、工、農、社科、管理及創意八個

學院，且東海大學為國內少數設有博雅書院的學校，增加學生跨領域學習的機

會。 

3. 本系歷史悠久，系友活躍於各行各業，成為中堅幹部或決策領導者眾，有熱誠

願意付出心力幫忙系上發展者也不少。 

4. 數學系較不受經濟景氣影響，基本邏輯訓練無論從事任何行業都有幫助，正因

為如此”數學家”多年蟬聯美國最佳職業排行榜第一名(2014年排行榜請見

下表)。 

5. 本系未來幾年將有一些老師陸續退休，也將遞補多位新進教師，年輕新人的加

入，希望可以增加研究動能。 

6. 學校積極爭取陸生及外籍生，據這些年的觀察，他們入學之後大多表現突出。 

 

2014美國最佳職業排行榜 

名次 行業 待遇（美元） 

1 數學家 101,360 

2 大學終身教授 68,970 

3 統計師 75,560 

4 精算師 93,680 

5 聽覺矯正師 69,720 

6 牙科保健員 70,210 

7 軟件工程師 93,350 

8 計算機系統分析師 79,680 

9 職業復健師 75,400 

10 語言矯正師 69,870 

資料來源／www.careerca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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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威脅（Threats） 

1. 教育部補助款逐年遞減 

2. 教師和助教員額遭刪減 

3. 少子化導致學生素質降低，英語能力不足 

 

根據上述 SWOT分析，本系規劃中的做法如下表，希望能藉此爭取機會、降低威脅、

提升優勢、扭轉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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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S） 

1. 明確的教育目標和與其

相切合的核心能力培養 

2. 課程設計考量學生跨領

域學習的需求 

3. 教師專長符合需求，教

學設計充實多元 

4. 教學空間充足，圖書館

電子期刊豐富，電腦教

室設備優良 

5. 鼓勵學生結合專業與實

務知識，提升競爭力 

6. 系友向心力強 

弱勢（W） 

1. 學生人數(尤其是碩士生

人數)減少 

2. 助教人數減少 

3. 教師過去八年未流動，

年齡老化造成研究能量

不足 

機會（O） 

1. 東海大學周邊實習及找

事的機會豐富 

2. 東海大學擁有具規模及

歷史的博雅書院 

3. 系友樂於分享及幫忙 

4. 數學不受經濟景氣影響 

5. 將遞補多位新進教師 

6. 優秀外籍生就讀意願高 

爭取機會、提昇優勢（SO） 

a. 尋求與業界教學及實習

上的合作 

b. 透過系友力量輔導學生

就業 

改善弱勢、爭取機會（WO） 

a. 慎選新進教師以增加系

上的研究動能 

b. 爭取優秀陸生及外籍生

就讀 

 

威脅（T） 

1. 教育部補助款逐年遞減 

2. 教師和助教人數刪減 

3. 少子化導致學生素質降

低，英語能力不足 

 

降低威脅、維持優勢（ST） 

a. 邀請業界經驗豐富且具

教學熱誠之系友擔任兼

任師資，讓課程規劃更

充實多元 

b. 積極爭取來自各管道的

優秀學生，提高錄取學

生的素質 

改善弱勢、抵抗威脅（WT）  

a. 結合系友資源提供獎學

金，用以增加小老師名

額，幫忙輔導課業 

b. 開設科學英文課程，幫

助學生閱讀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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