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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學分：128學分 

系必修課程(66學分)：詳見必修課程說明 

選修課程：其中6學分限修應用數學系專業課程 

共同課程： 

(0/0) 體育大一至大三均需修習 

(0/0) 藝文賞析教育(一)、(二) 

(1/1) 服務學習(一)、(二) 

(1/1) 導師時間(一)、(二) 

外語(基礎課程與進階課程)至少六學分 

通識(核心課程、非核心課程、外院基本能力課程)至少22學分 



 跨域學程實施要點  

 

• 104學年度（含）之後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可於大一
下學期或大二下學期向本系提出申請，申請時註
明欲申請的第二專長系所或學院。 

• 申請案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需送到第
二專長系所或學院審查，通過雙邊審查後，方可
進入跨域學程。  

• 畢業學分以128學分為原則。 
• 他系跨域模組課程認定為跨域專長，於畢業證書
本系名稱後加註此跨域專長。  

• 若無法修畢跨域學程課程，得選擇放棄跨域學程，
改修習原本系的學士學位課程。  
 



應用數學學系跨域學程  
本系學生必修科目表 

類別 科目名稱 學分 開課系所 備註 

本系基礎必修 

（36 學分） 

微積分(一)(二) 8 應用數學系 必修 

線性代數(一)(二) 6 應用數學系 必修 

計算機概論 (一)(二) 6 應用數學系 必修 

物理(一)(二) 8 應用數學系 必修 

分析導論(一)(二) 8 應用數學系 必修 

  

本系跨域模組 

（30 學分） 

向量微積分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微分方程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偏微分方程導論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機率論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數學軟體實作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代數(一)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離散數學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計算數學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統計學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複變函數論 3 應用數學系 必修 

本校各系所或學院所提 

供之跨域模組學程，擇 一修畢 
28-32   

最低畢業學分 128 
校必修(外語及通識)至少28 學分， 

至多採計 40 學分 



本系各專業領域大學部 
必修科目表及學分數 

科學領域 

【大一】 

普通物理 (4/4) 

 
 
 
 
 

分析領域 

【大一】 

微積分(4/4) 

【大二、三】 

適性輔導選課 

向量微積分 (3/-) 
微分方程 (3/-) 
偏微分方程導論(-

/3) 
分析導論(4/4) 

 
【大三】 

複變函數論 (- / 
3) 
 
 
 

計算實作領域 

【大一】 

計算機概論(3/3) 

【大二、三】 

適性輔導選課 
數學軟體實作

(3/-) 
計算數學(-/3) 

 
 
 

其他數學領域 

【大一】 

線性代數(3/3) 

【大二、三】 

適性輔導選課 
機率論 (3/-) 
統計學(-/3) 
離散數學(-/3) 
代數學 (3/-) 

 
 
 

合計總學分數 66 學分 



關於分析導論課程 

分析導論(原高等微積分)是應數系必修課程
中，最具指標性也是最困難的課程，對於抽
象數學接受度比較高的同學，我們才建議在
大二時修分析導論榮譽班，否則最好等到大
三時修分析導論普通班。 



領域介紹(課程介紹) 



計算領域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生物學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電磁學、理論力學 

機率  → 統計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大三 

分析導論(一) → 分析導論(二) 隨機過程、動態系統導論、
科學計算導論、生物數學、
主題式數學建模與計算、
線性規畫與最佳化、數位
訊號、影像處理 

代數(一) 複變函數論 

未來發展：生醫工程、生物資訊、數據處理、通訊電子、電機工程、資訊工程、
應用數學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機率統計領域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分析導論(一) → 分析導論(二)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機率 → 統計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大三 

代數(一) 複變函數論 高等統計、隨機過程、幾
何(數學教育學程必修)、
代數(二)、經濟學、管理
學、財務管理、會計學、
實變函數論(研究所)、高
等機率(研究所)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未來發展：應用數學、統計、財務、保險、管理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附註 1：部分選修課程不會每年都有開課，亦可參考清大數學系所開設的課程。 

理論數學領域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基礎數學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代數(一)  → 代數(二) 

分析導論榮譽班(一)   → 分析導論榮譽班(二) 

大三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拓撲學 
幾何學 
基礎數論 
圖論 
實分析導論 

機率論  → 統計學 

複變函數論 

未來發展：大學或研究機構任職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微分方程與動態系統領域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機率 → 統計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大三 

分析導論(一) → 分析導論(二) 隨機過程、動態系統導
論、科學計算導論、數
學建模、 
生物數學、主題式數學
建模與計算、控制理論、
電路學、電磁學 

代數(一) 複變函數論 

未來發展：應用數學、生物物理、生物數學、電子工程、電機工程、生
態經濟、理論生物、生醫工程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離散數學與最優化領域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
論 

資料結構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機率  → 統計 

大三 

分析導論(一) → 分析導論(二) 基礎圖論、代數(二)、
編碼理論、密碼學、演
算法、作業系統、計算
機組織 

代數(一)    複變函數論 

未來發展：組合數學、資訊工程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教育學程修課建議 

上學期(必修) 關係 下學期(必修) 建議選修課程 

大一 

微積分(一)              → 微積分(二) 

基礎數學 
線性代數(一)         → 線性代數(二) 
計算機導論(一)     → 計算機導論(二) 
物理(一)                  → 物理(二) 

大二 

向量微積分              → 偏微分方程導論 師培必修課 

微分方程 離散數學 

數學軟體實作  → 計算數學 

代數(一) → 代數(二) 

大三 

分析導論(一)          → 分析導論(二) 
幾何學 
基礎數論 
師培必修課 

機率  → 統計 

複變函數論 

大四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 
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 
教育時事議題 

未來發展：國、高中老師 

附註：選修課程要自行注意其先修課程 



修讀教育學程注意事項 
一、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 

   1.教育基礎課程（四選二課程）： 

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社會學、教育概論 

    2.教育方法課程（六選三課程）： 

輔導原理與實務、教學原理、班級經營、學習評量（教育測驗與評量）、 

課程設計與發展、教學媒體與操作  

    3.分科教材教法/教學實習課程 

    4.選修 

二、教育專門課程:依照任教學科而有不同（參考105年版本） 

三、學習護照84點（含實地實習54小時） 

五、教育實習（半年） 

六、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通過取得合格教師證。 

七、參加教師甄試，通過可擔任國、高中(職)教職。 

 
 

http://www.cte.nctu.edu.tw/doc/super_pages.php?ID=cte_certif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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