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十七學年度 高二班暑期課程表 
暑期課程【一】-電腦課程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上午 10:10~12:00 下午 13:30~16:30 

7/1 三 羅春光 
演講:全任重教授（清華大學數學系） 

講題:Cabri 3D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2 四 黃杰森 
演講:周雲雄教授（中央研究院） 

講題: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3 五 黃杰森 

演講:陳嘉文教授（嘉義大學） 

講題: 
1、淺談數學在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及應用 

2、如何學好數學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4 六 黃杰森 聯誼活動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6 一 呂宗澤 
演講:王懷權教授（清華大學數學系） 

講題:如何進入數學世界 
C++單元測驗 

暑期課程【二】-數值分析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上午 09:10~12:00 下午 13:30~15:30 

7/11 
六 

黃杰森 數值分析(一) 
演講: 黃杰森教授（中山大學應數系） 

講題: 科學計算及其應用 

7/18 六 黃杰森 數值分析(二) 數學競試 

7/25 六 呂宗澤 數值分析(三) 

優秀學員演講 

講員 題目 

王重臻（清華大學數學系） pi 與收斂數列 

許家甄 不定方程的解法 

劉玠暘（台灣大學醫學系） 生生不息-正五邊形的算術法則
 

8/2 日 呂宗澤 數值分析(四) 演習 

暑期課程【三】-銜接教學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09：10～11：00 11：10～12：00 14：10～16：00 16：10～17：00 

8/22 六 黃杰森   多項式及分式 演習 

8/23 日 呂宗澤 根式函數 演習   

8/24 一 呂宗澤 數學軟體 Mathematica 演習 反函數 演習 

8/25 二 呂宗澤   數學軟體 Mathematica 演習 

九十八學年度  課程表 

星期六 負責人 上午 09:10~12:00 下午 13:30~15:30 

98/9/5 

開學 
呂宗澤 單元一（一） 數值分析單元測驗 

  單元一（二） 銜接教學-魔鬼數學營單元測驗 

1.導師：呂宗澤教授          電話：(07)5252000 轉 3821 

 聯絡人：吳麗娟 助理       電話：(07)5252000 轉 3802   傳真：(07)5253809 
                        E-mail：wulj@math.nsysu.edu.tw 
2.各單元授課老師： 
 第一單元－電腦課程 C++:黃杰森教授 
第二單元－數值分析：黃宏財教授 

第三單元－銜接教學：陳美如教授 

※銜接教學-數學軟體 Mathematica：張福春教授⇒自由參加 

3.上課地點： 理學院 2樓理 2001 室 

4.暑期課程共三單元，每單元結束時舉行一次單元測驗。 

 98 年 6 月學年結束時將以單元測驗及出席率為依據，進行篩選。 

5.高中數學資優班網址：http://www.math.nsysu.edu.tw/highschool   
6.國立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系辦：理學院 4樓 理 4010 室 



九十七學年度 高三班暑期課程表 
暑期課程【一】-電腦課程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上午 10:10~12:00 下午 13:30~16:30 

7/1 三 羅春光 
演講:全任重教授（清華大學數學系） 

講題:Cabri 3D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2 四 黃杰森 
演講:周雲雄教授（中央研究院） 

講題:Introduction to Game Theory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3 五 黃杰森 

演講:陳嘉文教授（嘉義大學） 

講題: 
1、淺談數學在多媒體技術的發展及應用 

2、如何學好數學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4 六 黃杰森 聯誼活動 C++上課及演習-黃杰森教授 

7/6 一 呂宗澤 
演講:王懷權教授（清華大學數學系） 

講題:如何進入數學世界 
C++單元測驗 

暑期課程【二】-數值分析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上午 09:10~12:00 下午 13:30~15:30 

7/11 
六 

黃杰森 數值分析(一) 
演講: 黃杰森教授（中山大學應數系） 

講題: 科學計算及其應用 

7/18 六 黃杰森 數值分析(二) 數學競試 

7/25 六 呂宗澤 數值分析(三) 

優秀學員演講 

講員 題目 

王重臻（清華大學數學系） pi 與收斂數列 

許家甄 不定方程的解法 

劉玠暘（台灣大學數學系） 生生不息-正五邊形的算術法則
 

8/2 日 呂宗澤 數值分析(四) 演習 

暑期課程【三】-銜接教學 

日期 星期 負責人 09：10～11：00 11：10～12：00 14：10～16：00 16：10～17：00 

8/23 日 呂宗澤   空間曲面 演習 

8/24 一 呂宗澤 數學軟體 Mathematica 演習（理 2004）   

8/25 二 呂宗澤 多變數函數與隱函數 演習 數學軟體 Mathematica 演習（理 2004） 

8/26 三 呂宗澤 向量函數 演習   

九十八學年度  課程表 

星期六 負責人 上午 09:10~12:00 下午 13:30~15:30 

98/9/5 

開學 
呂宗澤 單元一（一） 數值分析單元測驗 

  單元一（二） 銜接教學-魔鬼數學營單元測驗 

1.導師：呂宗澤教授          電話：(07)5252000 轉 3821 

 聯絡人：吳麗娟 助理       電話：(07)5252000 轉 3802   傳真：(07)5253809 
                        E-mail：wulj@math.nsysu.edu.tw 
2.各單元授課老師： 
 第一單元－電腦課程 C++:黃杰森教授 
第二單元－數值分析：黃宏財教授 

第三單元－銜接教學：呂宗澤教授 

※銜接教學-數學軟體 Mathematica：張福春教授⇒自由參加 

3.上課地點： 理學院 2樓理 2001 室 

4.暑期課程共三單元，每單元結束時舉行一次單元測驗。 

 98 年 6 月學年結束時將以單元測驗及出席率為依據，進行篩選。 

5.高中數學資優班網址：http://www.math.nsysu.edu.tw/highschool   
6.國立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系辦：理學院 4樓 理 4010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