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U AM 系友快訊 99 年 11 月 10 日 by 系主任陳秋媛 (73 級)
=============================================
賀 全校英文網頁建置評鑑，本系獲第 1 名
賀 吳慶堂副教授獲 績效特優導師
賀 本系大一新生獲新生盃男子排球季軍
賀 本系大一新生曹雅涵獲女子鉛球冠軍
賀 98 學年度交通大學『程式設計競賽』新生組本系表現優異獲第一名及佳作
第一名 應用數學系 林恩洋(9822020)、陳寬霖(9822026)、歐立思(9822058)
佳 作 應用數學系 王廷煒(9822031)、洪梓翔(9822012)、賴惠伶(9822047)
=============================================
賀 邱鈺傑、黃喻培同學獲 98 學年度傑出教學助理獎
賀

本系同學獲 2010 年組合數學新苗研討會優良論文獎
博士生 藍國元(指導教授: 陳秋媛)、張惠蘭(指導教授: 傅恆霖)
碩士生 黃思綸(指導教授: 陳秋媛)、林逸軒(指導教授: 傅恆霖)
=============================================
時間要回到 6 月底
99/6/22 「系務會議」及歡送黃大原老師（他退休了）
退休餐會精彩花絮請參見網址 http://www.math.nctu.edu.tw/gallery/
感恩詹宗智(87 級)協助完成

99/6/23 (全校)微積分大會考
99/7/9~99/7/14 應數營，精彩花絮請參見部落格 http://amcamp.pixnet.net/blog
99/7/13 丘成桐院士在 CMMSC (數學建模與科學計算中心)演講
99/7/24 交大應數系戲劇首度公演，劇名:「四行倉庫」
以下工程感恩副系主任許義容老師及系上經費委員會老師們的付出
3F 陽台女兒牆增加安全性：已完成；3F 陽台美化：進行中
211 and 212 窗戶更新：已完成；213 教室黑板及座椅更新：已完成
系上經費委員會未來一年的重點工作將是：
(1) 科學一館的空間安排規劃, (2)科學一館大門門廳整建(希望能在寒假完成)
除非有強有力之人士反對, 否則統計所搬回科學一館已是定局
***系上新老師及新人員***
系上新進教師：王國仲老師
畢業於清大數學系，曾擔任吳培元老師的博士後，個性跟吳培元老師真的很像，
他這學期教大一的基礎數學(以前叫做集合論、數學思考) ，
他要訂婚了喔，對象是本系 92 級畢業生。人生真是不可思議啊！
系上新進專案教學教師：李勇達老師（微積分、計概、服務學習）
系上新進研究人員：鄧君豪博士

系上新進圖書室助理：黃婉珍小姐（系圖書室、系網頁、研討會等）
黃小姐是交大人社系 99 級，她和工讀生整理了系圖幾年來影印與紙張收入
的款項並轉交系上，來看看積藏已久的零錢照片。

***系上大一新生***
全交大指考數甲滿分同學共 33 位，本系 4 位
指考入學者佔 26 名，其中 12 位數甲超過 90 分
有 1 位第一志願錄取本系
有 8 位加入理學院學士班
大一服務學習 “系館維護組(李勇達老師帶)” 的期中報告請參見附件
很有意思喔！其中的動畫看了心情會變好！
大一服務學習 “英文加強組(李勇達老師帶)” 已經開始對大一全班加強英文
下次的我們系的全民英檢通過率絕對要提升！
***招生考試日程***
應數所&建模所碩士班筆試 100/2/17 or 18 (台大: 100/2/19 and 2/20)
大學部甄選入學 100/4/9 (下午) (清大數學系為同一天上午)
應數所博士班筆試 (暫定 5 月)
***系上近期事項***
已完成：應數所博士班推甄入學、應數所碩士班(甲乙兩組)推甄入學
正在進行中：建模所碩士班推甄入學
建國中學宣傳【石至文副院長代表理學院前去介紹，他是校友】
台南一中宣傳【理學院莊振益院長親自去介紹，他是校友】
99/9/18 系友盃羽球賽 + 99/9/25 系友盃籃球賽、排球賽
這是我們第二次辦系友盃，只能用熱鬧強強滾來形容那兩天的盛況，
整個體育館都包下來了，返校系友有幾十位，參加的在校生也有幾十位，

感恩返校系友捐贈場地等經費，讓比賽得以順利辦成功。
有系友跟我說：那是他一年之中運動最多的一天！
我負責籃球賽的開球和排球賽的開球
(不會打排球的我一共發了三次球才發過網，哈哈)，
熱心的李耀威教官捐了 10 件 polo 衫當籃球賽的獎品。
籃球打到最後都快要沒人吹裁判了，因為大家都跑不動了，哈哈！
我看到了老傅(傅振暘)、小豬(郭育瑋)、陳致佑、羅國駿、江謝良州…
我想到當年在同一場地上看大家打新生盃籃球賽，
我記得傅恆霖老師和白啟光老師也都一起觀戰，
戰況激烈, 我們的心情好緊張啊!!
新上任的系學會一直喬不定精彩照片要放在那個位置上，所以照片要再等一等
99/10/7 我的生日
系上同仁在我 50 歲的生日的那一天，偷偷計畫幫我慶生，
雖然當天有很多同仁和同學碰到我時，都祝我生日快樂，
但是我真的都沒事先發現 (沒辦法，個性單純走直線)，
當天真的是超級大驚喜！哇！人生好快啊！

99/10/27
99/10/28
99/11/8
99/11/17
99/11/23
99/12/1

大四畢業生拍團體照
師大附中宣傳【吳金典老師代表全理學院各系所】
吉林大學與本校簽約，該校校長為數學系教授，我和吳培元老師有參加
與校長有約【大學部同學】
校長遴選同意權投票
全校運動會

99/12/10
石至文老師、賴明治老師促成 Professor Avner Friedman 來 CMMSC 演講
【講題：What is mathematical biology and how useful is it?】
99/12/10~12 數學年會【地點：國立彰化師範大學數學系】
99/12/15 武陵高中宣傳【陳冠宇老師代表本系】
99/12/18~19 大學盃【地點：中正大學】
============
100/1/5
高中生（竹中、竹女、實中、台中一中等等）來理學院各系參訪
李遠哲院士來理學院演講
100/1/10~14 期末考週
100/1/12 微積分大會考
學長們趕緊來認親，看看有沒有您的直屬學弟學妹【系學會幹部名單】
會長 9922009 陳彥超 光光 jfy281117.am97@nctu.edu.tw
副會 9922013 楊思芃 使碰 ysp11310@yahoo.com.tw
活動 9922015 陳愛群 小愛 myfirstjump.am97@nctu.edu.tw
總務 9922037 蔡語綺 腦包 t8406ina@yahoo.com.tw
美宣 9922045 陳昱均 小小 nano10_9m@hotmail.com
生輔 9922027 余盈陵 小麥 keixryo0314@hotmail.com
文書 9922012 陳冠銘 茂伯 t0o0m@yahoo.com.tw
器材 9922005 陳俊宏 南瓜 pumpumpkin@hotmail.com
體幹 9922039 吳嘉紘 斷背 sam79820@hotmail.com
學術 9922011 陳易駿 多多 kim61318@yahoo.com.tw
攝影 9922010 張民翰 石像 hgdfmjg2715@hotmail.com
系微主席
9922028 呂澄宇 left780313@hotmail.com
系網頁主席 9922046 陳學民 elsdrm.am97@nctu.edu.tw
學長們趕緊來認親，看看有沒有您的直屬學弟學妹
我記得當郭柏均的學姊看到自己直屬學弟是全班第一名時
跟我說了一句話：他們家族終於出頭天了！
９８Ｂ 書卷獎得獎名單（依名次列）
應數系大二 9822058 歐立思、9822012 洪梓翔、9822047 賴惠伶

應數系大三 9722011 陳易駿、9722021 郭柏均、9722016 林奇煒
應數系大四 9622009 許佑鴻、9622006 張毓倫、9622043 郭俊彥
應數所 吳聲華、蔡詩妤；建模所 吳國禎
９８Ｂ 數學書卷獎得獎名單（依學號列）
大二
9822002 陳彥霖、9822005 廖信傑、9822012
9822047 賴惠伶、9822051 李崑豪、9822058
大三
9722008 高裕博、9722011 陳易駿、9722016
9722021 郭柏均、9722036 張之睿、9722046
大四
9622001 蕭禕廷、9622005 尚 杰、9622006
9622009 許佑鴻、9622010 藍書翊、9622043
蕭正堂獎學金：大四 9622043 郭俊彥

洪梓翔
歐立思
林奇煒
陳學民、9722050 林駿羽
張毓倫
郭俊彥

微積分大會考本系得獎名單
9822058 歐立思（全校第三高分）
9822024 李承霖（全校第七高分）
施振榮社會服務義工獎學金
9722011 陳易駿、9822041 莊智森
學長們趕緊來認親，看看有沒有您的直屬學弟學妹
100 年交大應數畢業生研究所【甄試入學】榜單，到 99/11/10 確定已錄取者
清大資工所 : 9622010 藍書翊【直接錄取免口試】
交大應數甲組: 9622043 郭俊彥【正 1】
交大應數乙組: 9622001 蕭禕廷【正 1】
交大應數乙組: 9622006 張毓倫【正 3】
交大物理所 : 9616071 葉恬恬【正 9】
台大數學甲組: 9622043 郭俊彥【正 4】
台大數學甲組: 9622009 許佑鴻【正 10】




誠摯歡迎畢業超過 30 年之系友於明年校慶返校(100 年 4 月 9 日)
誠摯邀請 70 級(畢業 30 年)、80 級(畢業 20 年)、90 級(畢業 10 年)
的系友於明年校慶返校；請系友們預留時間(100 年 4 月 9 日)
各系級若有意願回系上辦同學會，請不用客氣跟我說。
cychen@mail.nctu.edu.tw
當日可安排與在校學弟妹們座談、經驗分享，相信對學弟妹們有很大幫助！

=====待續===== 學長們，下次待續，我還有好多事想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