逢甲大學應用數學學系單位小史

壹、單位沿革
中華民國 61 年春，張校長希哲和廖教務長英鳴，慎密計畫，文送教育部申請設立逢甲應
用數學系，教育部派了一位督學到逢甲查詢，重點有二：
一、在台灣省各大學，已有許多學校設有數學系，逢甲是否有設立數學系的必要？
二、為何設立應用數學系？
這兩個問題，當時在逢甲的教務會議中提出答覆。
一、逢甲各學系每系必修微積分 8 學分，合計需支援高等數學的專業科目學分十分繁重，
必須有專人負責籌畫管理、研究支援，實有設立數學系的必要。
二、數學為科學之母，這是眾人皆知的名言。只是有許多人一見數學便認為是門學術著作，
而生排斥。殊不知在科學上，瞭解一門科學是一回事，要將它寫出來，又是另一回事，
要用正確的數字來闡釋這觀念又可能費時甚久，仍不得要領。這時如果使上數學上的技
巧、概念、定理等，就可使您得到最簡單、最清楚的結論，這些被用來解決科學上各
種問題的數學，就是應用數學。
是不是有些數學是沒有用的呢？這不一定，數學家 G.H.Hardy 稱這種數學為純數學，純
數學可能一時找不出它的用途，但在數學的世界中，純數學像是一幅畫那麼美麗，像一首詩
般含有高貴的情愫，一旦發現它的用途時，便稱為應用數學，下面提出的著名的例子，可說
明這概念。
布林代數是一種用來解決邏輯問題的雙態代數，停留在純數學的領域中，許多數學家都
認為是沒有用的數學，後來被一些工程師發現，這些代數可以用到二進位的系統上，使布林
代數成為今日計算機的電路分析、設計、電子學等的主要工具；純數學的布林代數便成為
標準的應用數學。
應用數學亦可能需用特殊數學來解決問題，因此引伸出一系列的研究，而進入純數學的
領域中。
張校長、廖教務長及多位老師對於上列提出的說明，均有徹底的瞭解，於是在民國 61 年
5 月 11 日獲得教育部台高 10854 號文核准逢甲自 61 學年度起增設應用數學系，招收新生一
班 60 人，於是逢甲應用數學系就在張校長任內誕生了。
民國 78 年經教育部核准增招新生一班，招收新生共計二班 120 人。民國 76 年經教育部
核准設立應用數學系碩士班。民國 97 年 8 月經張保隆校長核准設立微積分教學中心。

貳、歷任主管介紹
主管姓名

任

期

說

明

楊肖震

61.08-65.07

創系主任
已退休

趙

65.08-67.07

本校資訊系教師
已退休

67.08-69.07

67 學年度起聘
69 學年度應聘為理學院院長
已離職

劉涵初

69.08-73.07

69 學年度起聘
本校改制逢甲大學第一任系主任
73 學年度改任本校統計系教授

鄧義雄

73.08-77.07

63 學年度起聘
已離職

侯源安

77.08-80.07

70 學年度起聘
第一任應數所所長
已離職

吳純純

80.08-84.07

76 學年度起聘
設立應數系工作站

黃新峰

84.08-87.07

78 學年度起聘
設立應數系電腦室
開辦國中小資優數學班

林震燦

87.08-90.07

77 學年度起聘（下學期）
開辦中等學校在職教師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楊建成

90.08-92.07

82 學年度起聘
開辦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張桂芳

92.08-95.07

70 學年度起聘
設立計算科學實驗室

葉光清

95.08-98.07

80 學年度起聘
設立數位教學實驗室
通過教育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

陳裕益

98.08-101.07

81 學年度起聘（下學期）

李英豪

101.08-105.07

76 學年度起聘
開辦本校大一新生暑期微積分先修班
通過教育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

洪子倫

105.08-

銘

徐長明

81 學年度起聘

參、師資
教師姓名

職

稱

備

註

楊肖震

專任教授

創系主任，77 退休

何振豐

專任講師

61 學年度聘任，100.08 退休

沈秀雄

專任副教授

62 學年度聘任，97.08 退休，104.04 病逝

鄧義雄

專任教授

63 學年度聘任，已離職

葛鼎銘

專任副教授

64 學年度聘任，91.08 退休

陳志瀅

專任講師

65 學年度聘任，改任本校通訊工程系教師

朱克白

專任教師

66 學年度聘任，已離職

郝新生

專任副教授

66 學年度聘任，已離職

林玉雲

專任講師

68 學年度聘任，101.08 退休

劉涵初

專任教授

69 學年度聘任，本校改制逢甲大學第一任系主任，
改任本校統計系教師，歷任統計系主任、商學院院長、國際事
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教務長，103.09 病逝

李迪強

專任教授

69 學年度聘任，70 學年度聘為理學院院長，76 學年度離職

陳鄰安

專任講師

69 學年度聘任，72 離職

侯源安

專任教授

70 學年度聘任，第一任應數所所長，86.08 離職

張桂芳

專任教授

70 學年度聘任，87 學年度榮升教授

周忠志

專任教授

71 學年度聘任，76 學年度榮升教授，91.03 病逝

李根道

專任教授

71 學年度聘任，76.07 離職

陳長城

專任講師

75 學年度聘任

吳純純

專任副教授

76 學年度聘任

朱蘊鑛

專任副教授

76 學年度聘任，93.08 離職

李英豪

專任副教授

76 學年度聘任

林震燦

專任副教授

77 學年度聘任（下學期）

黃新峰

專任副教授

78 學年度聘任

王綺亞

專任講師

77 學年度聘任，104.08 退休

黃湘南

專任教授

77 學年度聘任，78 學年度榮升教授，91.02 退休

楊基源

專任助理教授

77 學年度聘任，103 學年度榮升助理教授，106.02 退休

葉光清

專任教授

80 學年度聘任，92 學年度榮升教授

陳子建

專任副教授

80 學年度聘任

陳裕益

專任副教授

81 學年度聘任

洪子倫

專任教授

81 學年度聘任，96 學年度榮升教授，
104 學年度榮升特聘教授，聘期 3 年

曾勵新

專任副教授

81 學年度聘任

教師姓名

職

稱

備

註

楊建成

專任副教授

82 學年度聘任

楊菁菁

專任副教授

82 學年度聘任

張純明

專任副教授

82 學年度聘任，85.07 離職

魏秀娟

專任教授

91 學年度聘任，98 學年度榮升副教授（下學期），
103 學年度榮升教授

林姿均

專任副教授

92 學年度聘任，99 學年度榮升副教授

林彩玉

專任副教授

93 學年度聘任（下學期），97 學年度榮升副教授（下學期）

林維鈞

專任助理教授

100 學年度聘任，104 學年度榮升副教授

林英志

專任助理教授

101 學年度聘任（下學期）

陳宏賓

專任助理教授

105 學年度聘任

肆、傑出教師
姓

名

獲

獎

項

周忠志

 本校 82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本校 9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佳作獎

林玉雲

 本校 77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82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本校 93 學年度優良導師

葛鼎銘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沈秀雄

 本校 8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導師
 服務滿 20 年獎章

何振豐

 服務滿 20 年獎章

張桂芳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本校 104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服務滿 30 年獎章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目

姓

名

獲

獎

項

目

陳長城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0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90 學年度優良教材佳作獎
 本校 93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5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9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朱蘊鑛

 本校 84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本校 9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服務滿 10 年獎章

黃湘南

 本校 84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李英豪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84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92 學年度優良導師
 服務滿 21 年獎章
 本校 96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佳作獎
 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佳作獎
 本校 101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102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吳純純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79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教育部 80 學年度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
 服務滿 20 年獎章

王綺亞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楊基源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服務滿 20 年獎章
 本校 104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林震燦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8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姓

名

獲

獎

項

黃新峰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8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5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6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8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9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0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葉光清

 本校 82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服務滿 10 年獎章
 國科會專題研究獎助甲等獎
 本校 9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9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9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96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9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陳子建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5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6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7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98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0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2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陳裕益

 服務滿 10 年獎章

目

姓

名

獲

獎

項

目

洪子倫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0 學年度優良教材優等獎
 本校 96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9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9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2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4～106 學年度特聘教授
 本校 104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曾勵新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9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優等獎

楊菁菁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105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楊建成

 本校 84 學年度著作獎勵
 本校 9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89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服務滿 10 年獎章
 本校 94 學年度優良教材獎勵佳作獎
 本校 99 學年優良導師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魏秀娟

 本校 9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9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4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林姿均

 本校 10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0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姓

名

獲

獎

項

目

林彩玉

 本校 97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98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99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1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林維鈞

 本校 102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獎

林英志

 本校 103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4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傑出、優等獎
 本校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獎勵優等獎

伍、大事記
六十一學年度
應數系創系
六十三學年度
聘請楊維哲博士為客座教授
應用數學學會成立
六十六學年度
與工業工程系合購 2200 型小型計算機
六十七學年度
自工學館遷至理學大樓
設立微積分輔導室
系圖書館正式成立使用
六十八學年度
設立數學科目獎學金
六十九學年度
徐長明教授應聘為理學院院長
七十學年度
李迪強教授應聘為理學院院長
新購混合計算機 EAI2000 型

七十一學年度
理 201 室改為應數系電腦室
七十二學年度
陳鄰安老師離職
七十三學年度
全校微積分期中、期末考試電腦閱卷
七十五學年度
舉辦全國大專院校數學盃運動競賽
七十六學年度
應用數學研究所成立
周忠志老師榮升教授
李根道、李迪強等 2 位老師離職
77.07.31 楊肖震老師退休
七十七學年度
舉辦應數系系友大會
七十八學年度
大學部開始招收雙班學生
黃湘南老師榮升教授
七十九學年度
吳純純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八十學年度
吳純純老師榮獲教育部大學暨獨立學院教學特優教師
八十一學年度
課程重新規劃
陳應勝老師因病逝世
八十二學年度
黃新峰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新增工作站室
八十三學年度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104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16 萬元。吳純
純、楊建成）
林震燦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圖書室圖書重新編排
84.03 全校微積分競試
八十四學年度

朱蘊鑛教師榮升副教授
李英豪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84.11.17 協助華岳科技舉辦 MATLAB 第一屆台灣地區研討會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75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12 萬元。黃新
峰）
85.07 張純明老師離職
八十五學年度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60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10 萬元。林震
燦）
正式成立應數系電腦室，並陸續擴充電腦設備
李英豪教師榮升副教授
開辦大學新生入學推薦甄試
86.03 舉辦 Home Page 比賽
八十六學年度
應數系自評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72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10 萬元。陳子
建）
侯源安老師離職
八十七學年度
行政助教轉型組員
88 學年度課程重新規劃
張桂芳老師榮升教授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60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10 萬元。陳裕
益）
開辦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圖書室圖書歸還本校圖書館
八十八學年度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54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9 萬元。葉光
清）
獲教育部師資培育機構設置教師在職進修網補助 24.9 萬元（林震燦）
獲教育部基礎教學改進計畫設立教學諮詢中心補助 36 萬元（林震燦）
系辦公室與微積分輔導室合而為一
電腦室空間擴充，桌椅更新
成立數學實習室及數學教學諮詢中心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89.6.16 舉辦 2000 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
成立系友會
八十九學年度
設立微積分諮詢室
全系空間重新規劃調整
89.09.23 本系系友會郊遊活動
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獲教育部評定 A 等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改進計畫補助 54 萬元（含本校配合款 9 萬元，林震
燦）
獲教育部基礎教學改進計畫設立教學諮詢中心補助 44.4 萬元（陳裕益）
獲教育部師資培育機構設置教師在職進修網補助 15 萬元（洪子倫）
楊建成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導師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90.03.10 系友會演講活動
90.04.14 舉辦數學電腦輔助教學研討會
九十學年度
獲教育部數值分析與微分方程數值模擬網路實驗教室計畫補助 88.8 萬元
（林震燦）
獲教育部自然科學專業基礎與通識教育之提升－建置數學史教材與網路
實驗室計畫補助 27.6 萬元（張桂芳）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陳長城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91.01 黃湘南老師退休
91.03 周忠志教授因病逝世
91.07 葛鼎銘老師退休
九十一學年度
91.09 舉辦本校第一屆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開辦小小動畫家電腦營（黃新峰、陳子建）
開辦九年一貫數學知識小博士營（黃新峰、陳子建）
設立計算數學模擬教室
91.12.07 舉辦本系 30 週年系慶及系友會
91.12.07-08 舉辦 2002 年國際數學研討會暨第 36 屆中華民國數學年會
獲教育部數值分析與微分方程數值模擬網路實驗教室計畫補助 66.2 萬元
（林震燦）

獲教育部自然科學專業基礎與通識教育之提升－建置數學史教材與網路
實驗室計畫補助 15.4 萬元（張桂芳）
教育部委託辦理教師電腦輔助教學研習班補助 30 萬元（黃新峰）
獲教育部 91 年度師資培育機構教師在職進修網站計畫補助 30 萬元（洪
子倫）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A 計畫補助 89.875 萬元（張桂芳）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B 計畫補助 24 萬元（楊建成）
設區服務計劃－教師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基礎班及進階班（黃新峰）
92.01.04 舉辦應數系旅遊—墾丁之旅
92.03 社區服務實行計畫－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研習班
九十二學年度
葉光清老師榮升教授
92.09 系所自我評鑑
課程改造計劃
增聘三年短期專任講師
微積分期中考改教師自行命題
設立計算科學實驗室(理 205)
92.11.06 侯源安教授回娘家演講
92.12 應數系課程改造計畫
獲教育部數值分析與微分方程數值模擬網路實驗教室計畫補助 42.6 萬元
（林震燦）
獲教育部自然科學專業基礎與通識教育之提升－建置數學史教材與網路
實驗室計畫補助 23.6 萬元（張桂芳）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A 計畫補助 81.5 萬元（張桂芳）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B 計畫補助 48 萬元（楊建成）
參與教育部創意教師行動研究計畫－國中數學教師跨校聯盟之專業社群
的建構、轉變與影響（黃新峰、陳子建）
92 年度教育部基礎科學教育改進計畫－B 計畫，榮獲教育部評選執行成
效第一名
中等學校教師在職進修第二專長數學學分班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九年一貫數學知識小博士營（黃新峰、陳子建）
小小動畫家電腦營（黃新峰、陳子建）
兒童卓越學習夏令營（黃新峰、陳子建）
台中市教育局委託辦理 Dream Weaver 網頁製作基礎班（黃新峰）

台中市教育局委託辦理 FLASH 基礎班、進階班（黃新峰）
系友網頁建置
成立周忠志教授紀念獎學金
開辦學生修讀五學年學、碩士學位案
李英豪老師榮獲本校教學優良導師
聘任侯源安教授為客座教授（三個月）
教師休息室裝修完成並訂週三下午教師聯誼時間提供茶點
九十三學年度
獲教育部數值分析與微分方程數值模擬網路實驗教室計畫補助 38.7 萬元
（林震燦）
獲教育部自然科學專業基礎與通識教育之提升－建置數學史教材與網路
實驗室計畫補助 28.8 萬元（張桂芳、陳長城）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A 計畫補助 58.5 萬元（張桂芳）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B 計畫補助 33.7 萬元（楊建成）
93.12 教育部自然學門評鑑
「全國大專院校數學盃」比賽於 12 月 18、19 日在高雄中山大學舉行，
93.12.18-19

計有來自全國 33 所大專院校參賽。本系同學表現優異，分別榮獲女籃冠
軍、男排亞軍、桌球團體殿軍、桌球個人組季軍（碩二侯伯憲同學）
、CS
電玩賽殿軍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國中小資優數學班（黃新峰、陳子建）
動手做科學營（黃新峰、陳子建）
動畫暨數位創意班（黃新峰、陳子建）
動動腦圍棋班（黃新峰、陳子建）
社區服務實施計劃－電腦多媒體輔助教學基礎班、進階班；互動式多媒
體創意班；互動式數位教案實作；多媒體網頁基礎班、進階班（與台中
市、台中縣、苗栗縣教育局合辦。張桂芳、黃新峰）
教育部攜手合作計畫：逢甲大學專業夥伴攜手合作－九年一貫課程與教
學深耕計畫（與國安國小合辦）（張桂芳、黃新峰、楊建成）
實施學習導師制度
學生榮獲本校系際盃拔河錦標賽男子二級第四名
增開微積分重補修綜合班
林玉雲老師榮獲本校優良導師

94.03.29 四甲王嘉韋同學榮獲 94 年大專優秀青年，於青年節當天接受表揚
朱蘊鑛老師離職

九十四學年度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A 計畫補助 66 萬元（張桂芳）
獲教育部基礎科學前瞻性人才培育計畫－B 計畫補助 39.6 萬元（楊建成）
教育部攜手合作計畫：逢甲大學專業夥伴攜手合作－九年一貫課程與教
學深耕計畫（與國安國小合辦。張桂芳、黃新峰、陳子建）
94.11.27 系友會大會（后里農場）
國中小資優數學班（黃新峰、陳子建）
國中小理化及才藝班（黃新峰、陳子建）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開辦微積分先修班（李英豪、何振豐）
學生榮獲全校系際拔河錦標賽男子二級亞軍
各組課程規劃分組座談
95.04.29 系友盃籃球賽及系友會
九十五學年度
舉辦全國大專數學盃運動競賽
國中小資優數學班（黃新峰、陳子建）
國中小理化及才藝班（黃新峰、陳子建）
微積分先修班（李英豪）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開辦九年一貫國、高中數學銜接能力加強班（楊建成）
開設計算科學學程、微積分輔導班
為鼓勵本校學生培養網頁設計、創作、整合資訊運用之技能，本校第 12
屆學生會、多媒體傳播社及中國工程師逢甲分會特共同舉辦「第一屆全
校班網頁設計比賽」，三甲榮獲第二名
96.04.30-05.01 計算科學學程博覽會
簡淑玲組員榮獲優良職工獎
九十六學年度
洪子倫老師榮升教授
獲教育部小波函數程式模組化人才培育銜接計劃補助 17.8 萬元（張桂芳）
教師評鑑開始實施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97.01

黃新峰與陳子建兩位老師製作國中數學資源共享網站，提供考生學測方
向，供應屆國三生免費下載使用。

97.01.21-23 幾何理化自然密集加強班
97.02.16-06.14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理化及其他才藝班（黃新峰、陳子建）

完成系所自我評鑑報告
97.03.21 校外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作業
97.05 系友盃籃球賽
97.03.21 校外自我評鑑委員實地訪評作業
97.07.05-08.31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班，理化及其他才藝班（黃新峰、陳子建）
沈秀雄老師退休
九十七學年度
林彩玉老師榮升副教授
97.08.04-08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應數系空間搬遷
設立數位教學實驗室
設立微積分教學中心
97.08.30-12.28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理化及才藝班（秋季班，黃新峰、陳子建）
97.09.01-05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97.10.13 系所評鑑-預檢
97.11.13-14 教育部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與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合作建置微積分教材與題庫發展，並陸續上線
98.01.21-23 幾何理化自然密集加強班
98.02.07-06.14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理化及才藝班（春季班，黃新峰、陳子建）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系學會舉辦中區大專院校數學系運動競賽
98.04 學生至大鵬國小協助該校弱勢兒童課後輔導
97.12、98.04 舉辦系友盃籃球賽
規劃理 412 室-多媒體數位教學實驗室設備
98.07.18-08.16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班（夏季班）
九十八學年度
魏秀娟老師榮升副教授
98.08.03-13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98.08.29-12.20 國小、國中資優數學，理化及才藝班（秋季班）
98.08.31-09.04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98.10.02 與微積分教學中心聯合主辦「2009 微積分教學論壇」
執行計算科學學分學程評鑑作業
國中小資優數學班（黃新峰、陳子建）
國中小理化及才藝班（黃新峰、陳子建）
執行 e 三五教學卓越計畫 3 項方案

執行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 項方案
執行執行計算科學學分學程評鑑
開發微積分、線性代數、微分方程等課程之數位教材
以新教材與新方法進行微積分分級教學，檢討並分析成效
98.12.26-27 系友盃籃球賽
李英豪老師獲各系教師推薦參加優良導師甄選
新社高中-升學講座：介紹甄選入學第二階段書面審查資料準備及面試注
意事項（陳裕益）
南崁高中-模擬面試（林震燦）
九十九學年度
99.08.02-06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99.08.30-09.03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執行微積分分級教學
開辦社區服務教學「銀髮族快樂學電腦班」
楊基源講師於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出席「 201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Information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 2010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pread Spectrum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r 」國際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Syndrome Calculation for the

Decoding of Algebraic-

Geometry Codes on Plane Garcia-Stichtenoth Curves」
99.11.18 舉辦學生數位作品創作競賽
99.11.22
99.12.29

11 月 22 日分別邀請梁容瑞老師演講「品質管理與統計應用」、蕭建宏老
師演講「從生涯規劃看台灣金融業金融人才未來之展望」
本校 50 周年校慶主題「深耕五十、前瞻百年」Logo 徵選活動，四甲吳沛
龍同學之作品榮獲最佳人氣獎。
舉辦「銀髮族快樂學電腦班」成果發表會
林姿均老師榮升副教授
楊建成老師榮獲優良導師

100.04.23 系友盃籃球賽
100.04.25 舉辦系友蘇信豪「學習與出國經驗分享」演講
100.04.25、27 微積分成長社群舉辦 2 場微積分教學演講
100.04.30 學生榮獲系際盃八人制拔河亞軍
100.04.30-05.01 學生榮獲中數盃男壘冠軍、女籃季軍
100.05.02 舉辦「系週會」，邀請陳怡婷老師演講
100.05.09 楊建成老師帶領學生至「國家高速網路中心」企業參訪
100.06.11 舉辦專題討論課程-成果發表會

100.06.17 舉辦「2011 微積分教學論壇」
執行 99 年度教育部「大學跨學門科學人才培育銜接計畫-全方位計算科
學人才之培育銜接計畫」
100.07 何振豐老師退休
一 OO 學年度
100.08.01-05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100.08.29-02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洪子倫教授出席 100 年 8 月 22 日至 28 日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之「8th
European Biophysics Congress」會議並發表論文
100.09.18 學生榮獲總統盃男壘亞軍
100.09.19-29 學生榮獲新生盃女籃殿軍
100.10.05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0.10.11-12 學生榮獲系際盃拔河季軍
100.11.13 系友盃羽球賽
100.11.28 舉辦系友梁容瑞、劉佳媛、彭怡誠「學習與就業經驗分享」演講
應數系/微積分中心每星期一至五於系圖書室（理 206）設置微積分志工
小老師課業輔導
張桂芳老師榮獲教學優良教師
100.12.10 舉辦系友盃籃球聯誼賽與聯誼餐會，籌劃四十週年系慶
100.12.17-18 榮獲大數盃女籃季軍
100.12.20-21 辦理第 7 屆國際統計計算協會亞洲區年會
舉辦學生數位作品創作競賽（e 三五教學卓越計畫-終端課程推動方案）
陳裕益老師應彰化二林高中之邀請，至該校高中生涯週進行系所特色介
紹
執行「中區教學資源中心」計畫，陳裕益老師至靜宜大學、勤益科技大學
推廣微積分線上輔助學習網站
許佳璵助理教授出席 101 年 1 月 24 日至 2 月 6 日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舉
辦之「Winter Workshop on Neuromechanical Locomotion」研討會，及至紐
約大學移地研究
101.02.6-7 舉辦高中生冬令營：遊戲設計與計算科學營
101.03.21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魏秀娟、張志鴻老師於 101 年 4 月 29 日至 5 月 2 日赴土耳其參加「4th
International Interdisciplinary Chaos Symposium on Chaos and Complex
Systems」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101.04.29 學生榮獲中數盃男籃季軍、女籃亞軍、男排季軍

101.04.30 舉辦「系週會」，邀請系友洪世和「學習與就業經驗分享」演講
學生榮獲系際盃女羽季軍
101.05.03 高雄中山高中蒞校參訪，陳裕益老師介紹本系特色
101.05.05 學生榮獲系際盃八人制拔河亞軍
101.05.05 舉辦系友盃壘球賽
101.05.12 舉辦系友盃籃球賽
101.06.02 專題討論課程：成果發表會
101.06.12 舉辦「2012 微積分教學論壇」
洪子倫老師於 101 年 6 月 23 日至 7 月 2 日赴捷克參加「SIAM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Waves And Coherent Structures」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林彩玉老師於 101 年 7 月 2 日至 7 月 4 日赴日本參加「2012 IMS-APRM」
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101.07.09-13 辦理「實習計畫職場體驗」計畫
林維鈞老師於 101 年 7 月 26 日至 8 月 3 日赴美國聖地牙哥參加「2012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s」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101.07 林玉雲老師退休
一 O 一學年度
101.08.01 與微積分教學中心聯合新聘教學導向型教師-張其棟助理教授
新進約聘教學助理：張家豪
101.08.05 系友盃羽球賽
101.08.06-10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101.09.03-07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8 月 13-17 日舉辦「微積分先修營」
10 月 3 日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 月 8 日系週會，邀請陳怡靜老師演講「快樂學習，好自在」
10 月 20 日舉辦四十週年系慶暨系友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
11 月 12 日舉辦電影「BBS 鄉民的正義-幕前、幕後」演講，邀請本片導
演同時也是本校應數系校友林世勇先生
李英豪老師榮獲教學優良教師
學生榮獲全校拔河錦標賽男子組第二級冠軍及啦啦隊冠軍
舉辦學生數位作品創作競賽（e 三五教學卓越計畫-終端課程推動方案）
許佳璵老師於 102 年 1 月 15 日至 26 日赴美國參加「2013 WinterWorkshop
on Locomotion」研討會，並至杜蘭大學移地研究
葉光清老師於 102 年 2 月 18 日至 21 日赴美國夏威夷參加「Coast
Combinatorics Conference」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洪子倫老師於 102 年 3 月 25 日至 28 日赴美國喬治亞大學參加「The
Eighth IMAC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Evolution Equations
and Wave Phenomena: Computation and Theory」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
表論文
102.04.11 陳裕益主任至東山高中進行校系介紹
102.04.20-05.01 大學甄試正取生追蹤電訪作業
102.04.27-28 系學會舉辦中區大專院校數學系運動競賽
102.04.29 舉辦「系週會」，邀請林英志老師演講「數學@資訊」。
學生榮獲系際盃八人制拔河殿軍
102.05.04 系友盃籃球聯誼賽
102.05.15 陳裕益主任至衛道高中進行校系介紹
魏秀娟老師於 102 年 5 月 24 日至 28 日赴美國西雅圖參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ational & Experimental Engineering & Sciences」國際
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102.05

為推動大一服務學習，大一生為西屯區鵬程里內弱勢國中小學生進行課
業輔導伴讀

102.06.01 專題討論課程：成果發表會
張志鴻老師於 102 年 6 月 24 日至 7 月 21 日赴日本茨城縣筑波大學數學
系進行移地研究
洪子倫老師於 102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2 日赴英國倫敦參加「2013 世界
工程大會」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一 O 二學年度
林維鈞老師於 102 年 8 月 2 日至 9 日赴加拿大蒙特婁參加「2013 統計聯
合年會」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研究成果海報
102.08.05-09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1 期
102.08.26-30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第 2 期
魏秀娟老師於 102 年 9 月 21 日至 27 日赴希臘羅德島參加「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Numerical Analysis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2013」國際研討
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102.10.02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2.10.07 舉辦系週會，邀請謝慶連先生演講「數學在工程領域的應用」
洪子倫老師於 102 年 11 月 17 日至 24 日赴日本奈良參加「The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Fluid Control, Measurements, and Visualization」
國際研討會，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林彩玉老師榮獲教學優良教師

102.11.20 執行就業導向學分學程方案，參訪新竹國家高速電腦中心
102.12.21 系友盃聯誼賽
103.03.05 李英豪主任至中山醫學大學分享「微積分課程統合」推動經驗
103.03.19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3.03.26 曾勵新老師赴市立忠明高中進行模擬面試
103.03.28 林震燦老師赴國立溪湖高中進行模擬面試
洪子倫老師於 103 年 4 月 1 日至 9 日赴日本大阪與大阪市立大學 Markoto
Tsubota 教授進行移地研究
103.04.10 曾勵新老師赴市立香山高中進行模擬面試
103.04.12 系友盃聯誼賽
一甲陳靖樺、喬怡婷、葉佳儀等3位同學，榮獲「2014第二屆逢甲盃
103.04.17 Autodesk創意設計競賽」數媒類-影片製作組銀獎。（林英志老師指導）
103.04.18 舉辦「2014 微積分教學論壇」，共 80 人參與
103.04.28 舉辦「系週會」，邀請郭長榮系友演講「應數人的未來及應具備的要件」
103.06.07 專題討論課程：成果發表會
103.06.23-08.17 首次舉辦本校 103 學年度大一新生暑期微積分先修班
103.06

四甲呂英傑同學榮獲「2014 世界盃電腦應用技能競賽 MOS 組(微軟 Office
認證)中區預賽」Word 組第 6 名與 Excel 組佳作（林英志老師指導）
張志鴻老師於 103 年 7 月 1 日至 11 日赴西班牙馬德里「Instituto de Ciencias
Matematicas」進行移地研究
洪子倫老師於 103 年 7 月 20 日至 25 日赴西班牙巴塞隆納參加「第 11 屆
計算力學世界大會」國際研討會，並於會議中發表論文

103.07 完成系所自我評鑑報告
103.07 教學導向型-張志鴻助理教授離職
一 O 三學年度
103.08.01 魏秀娟老師榮升教授、楊基源老師榮升助理教授
與微積分教學中心聯合新聘教學導向型教師-林建仲助理教授
新進約聘教學助理：李承璋、黃健瑋
林維鈞老師於 103 年 8 月 2 日至 7 日赴美國波士頓參加「2014 International
Aerosol Conference」國際研討會，並於會議中發表論文
103.08.28 系所評鑑-自我審視委員實地訪評
林彩玉老師於 103 年 8 月 28 至 9 月 2 日赴南韓釜山參加「2014 統計聯
合年會」國際研討會，並於會議中發表研究成果海報
103.09.01-05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103.10.15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3.10.20 舉辦「系週會」，進行系所評鑑宣導
103.10.25 舉辦系友會新、舊任會長交接典禮
103.12.10-11 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實地訪評
104.01

二甲陳靖樺、一甲胡辰安等 2 位同學，榮獲「2014 金屬材質應用-生活美
學流行商品設計競賽」銅賞獎。（林英志老師指導）

104.03.25 舉辦系師生座談會
103.03.27 林英志老師至台中二中進行「升學座談(模擬面試) 講座」
103.04.01 曾勵新老師至忠明高中進行「升學座談(模擬面試) 講座」
103.04.02 林維鈞老師至陽明高中進行「升學座談(模擬面試) 講座」
103.04.02 李英豪主任至靜宜大學進行「理學院終端課程之規劃與成果分享」演講
104.04.18 女籃系友盃
104.04.27 辦理「系週會」，邀請林世勇系友演講「數學很好用之導演小碎念」
林維鈞老師於 104 年 7 月 20 日至 22 日赴日本北海道參加「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 ICEAS
2015）」國際研討會，並於會議中發表論文
二乙巫峻旻同學入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2015 群英行腳 ~ 大專
104.04 『英』樂夏令營」，經培訓後安排於暑假至國內 13 個偏遠、教學資源缺乏暨
弱勢學生居多地區國中、小帶領暑期英語營活動

104.07.25

二甲陳靖樺同學榮獲「2015 逢甲創意 3D 列印設計競賽」銅牌獎，獎金
8 千元（林英志老師指導）
沈秀雄老師（已退休）因病逝世

104.06.22-08.13 本校 104 學年度大一新生暑期微積分先修班
104.07.01-17

三乙許書華同學入選中研院「2015 統計研習營」
，至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
所學習統計相關知識及參與學術研究，表現優異。

104.07 教學導向型-林建仲助理教授離職
一 O 四學年度
104.08.01 王綺亞老師退休
洪子倫老師榮升特聘教授，聘期 3 年
林維鈞老師榮升副教授
與微積分教學中心聯合新聘教學導向型教師-唐永立助理教授
104.08.31-09.04 本校大一新生微積分基礎數學預備知識加強營
104.09.19

三甲陳靖樺同學榮獲 3D 創意公仔設計競賽佳作獎，獎金 3 千元（林英志
老師指導）

104.09.19 系友盃籃羽球與趣味競賽
104.09.23 新訂「本系學生參與競賽獎勵須知」法規

三甲曾敬允與陳靖樺、四甲陳漢源及碩三廖允暄等 4 位同學榮獲 2015 第
104.11.13 十屆李國鼎（K.T）科技與人文藝術創意競賽互動科藝組-科普特別獎，獎
金一萬元（林英志老師指導）
104.10.16
105.02.03

三甲陳靖樺同學榮獲 2015 台灣國際雷射應用展雷射工藝品競賽優勝，獎
金 5 千元（林英志老師指導）
開辦高中生寒假營隊，上午：3D 世界任遨遊，下午：遊戲 AI 設計─以
井字遊戲為例，共 2 梯次，設計暨授課老師：林英志老師。

105.06.20-08.11 本校 105 學年度大一新生暑期微積分先修班
105.07 四乙許書華同學前往香港理工大學實習交流。
105.07 張志偉教學助理離職。
一 O 五學年度
105.08.01 新進教師：陳宏賓助理教授
楊菁菁老師榮獲教學優良教師
新進約聘教學助理：陳珮綺
105.10.24 自 辦 第 二 週 期 系 所 外 部 評 鑑 已 獲 通 過 （ 教 育 部 臺 教 高 ( 三 ) 字 第
1050145464E 號函）
105.11.16 四甲陳靖樺同學榮獲希捷守護者－平面設計大賽佳作獎，獎品等值 1 萬
元（林英志老師指導）
105.11.23 舉辦 2016 微積分論壇，共 60 人參與
105.12.19 為培養數理核心能力，達致學用合一目標，強化學生數理專業知識與實
務應用的結合，激發學生創新思維並提升團隊合作之能力，首度舉辦
「學用合一數學應用競賽」。共 5 組學生參賽。
106.02.01 楊基源老師退休。改聘為本系兼任助理教授。
106.3.27-4.21 舉辦「IMAGINARY 超越無限數學印象_千甲難逢特展」及相關講座，主
辦人：陳宏賓老師。
106.5.8 張其棟老師之磨課師課程＜小數界大學問－翻轉生活數學＞，獲教育部
106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計畫之補助。

陸、本系專任教師兼任其他單位主管
教

師

姓

名

兼任職務

任

期

李英豪

校長室秘書
微積分教學中心主任

林玉雲

學務處秘書

林英志

資電學院 3D 列印研究發展中心自
造服務組組長

103.09-105.07

林彩玉

理學院秘書

99.08-100.07

林震燦

研發處秘書

85.08-87.07

洪子倫

微積分教學中心主任

張桂芳

研發處秘書
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87.08-89.07
96.02-迄今

陳子建

理學院秘書

85.08-86.07

畢業生就業輔導組主任
秘書室秘書

81.08-82.10
85.08-86.07
82.11-85.07

理學院秘書

90.08-91.07

陳長城
陳裕益

79.02-81.07
101.08-105.07
87.08-90.07

10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