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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選擇數學系？

•美國職場調查網站針對200項工作的薪資、工作環境、
工作時間、壓力及體力消耗等作評估。最理想的工作前
十名依次為：數學家(專才)、精算師、統計學家、生物
學家、軟體工程師、電腦程式分析師、歷史學家、社會
學家、工業設計專業人士、會計師。

• 受過數學訓練的人，往往能夠由於其數學能力，成功轉
往其他相關領域，如上述中，至少有六個工作特別歡迎
具有數學專長的人。

•數學訓練也是通才教育。



CareerCast網站2019年排名
數據是不斷反覆出現的單字

1. Data Scientist
2. Statistician
3. University Professor
4. Occupational 

Therapist
5. Genetic Counselor

Looking for a recurring theme in the CareerCast.com Jobs Rated report’s best 
jobs of 2019? One word: data.

6. Medical Services Manager
7. Information Security Analyst
8. Mathematician
9. Operations Research Analyst
10.Actuary

https://www.careercast.com/jobs-rated/2019-jobs-rated-report

https://www.careercast.com/jobs-rated/2019-jobs-rated-report


未來熱門職業都跟數學有關 (FB 年度宣言)：AI 將顛覆
世界，不想被顛覆數學很重要，非常重要





為什麼要選擇臺師大數學系？

• 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於103 年成立
「國立臺灣大學聯盟」，重點合作項目為開放學生跨校
選課以及圖書資源之分享與整合。三校聯盟不僅增加選
修課程的豐富度，也擴大同儕學習範圍，使學生自我探
索與成長機會大為提升。

• 透過與國家理論科學中心與台大數學系的合作，擁有頻
繁的國際交流與學術活動。

• 位於台大學區、國際化程度佳、交通便利。

• 申請至國外知名大學交換、實習的機會多。



為什麼要選擇臺師大數學系？

• 本系目前亦積極發展符合IB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國際文憑）精神之國際數學教師學
程，開始培育以英語授課之中學數學教師，通過者
將取得在國際學校任教或教授IB 課程之認證。

• 以及針對雙語國家政策，設立雙語師資培育課程，
開始培育能在一般中學進行雙語教學的數學教師。

• 依據2016 年英國高等教育調查中心QS 的評鑑，
本校國際化指標高居全國首位。

• 校友廣佈教育界，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



為什麼要選擇臺師大數學系？

畢業生具有繼續升學與就業之競爭力

•升學：數學、數學教育、統計、企管、財務金
融、資訊工程、資訊管理、工業工程、電子工
程、經濟。

•就業：畢業生考取國中、高中、高職正式教師
超過50%，獨占鰲頭；在其它行業也有優異表
現。



國際人文薈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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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的學習環境

便宜且優質
的住宿環境

運動休閒樣樣行
國手常擦肩而過

學習讀書環
境設備新穎

快來師大！
等你歐～ ♡



台灣師大數學系
簡介





教學特色，獨步全國

•創新課程：許多課程，不僅國內獨步，放眼國際
數學或數學教育界，也具標竿意義。

•雙（多）軌學程：兼顧「數學教育學程」與一般
「數學系之課程」，還有「科學計算學分學程」。

•小班教學：基於傳統教師培育學風之薰陶，本系
之教學深具小班教學特色，也重視學習者的面向。



課程規劃



強化線性代數與高等微積分

•輔導制度：大一、大二階段，強化數學系的基
本學科之學力提升，增配輔導學習之助教或研
究生。

•積極輔導大學部學生申請輔系、雙主修、專業
學程。

• 每班各排兩個助教，增加探索課程。



臺師大數學系的優勢

• 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及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於103 年成立
「國立臺灣大學聯盟」，重點合作項目為開放學生跨校
選課以及圖書資源之分享與整合。三校聯盟不僅增加選
修課程的豐富度，也擴大同儕學習範圍，使學生自我探
索與成長機會大為提升。

• 透過與國家理論科學中心與台大數學系的合作，擁有頻
繁的國際交流與學術活動。

• 位於台大學區、國際化程度佳、交通便利。

• 申請至國外知名大學交換、實習的機會多。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鼓勵選修輔系、雙學位，
以及各種學程

•目前本系彈性選修 29 學分，學生可以從容選
修第二專長。

•線性代數與高等微積分打好基礎，畢業生將可
輕鬆考上國內任何與數學有關之研究所，更換
跑道更是輕而易舉。



畢業生出路！

1. 擔任國內外大學數學系教授或研究機構研究員。

2. 擔任國內國、高中數學教師。

3. 擔任金融管理、企業管理，以及工業設計工程
師等企業界或工業界所需人才。

4. 擔任統計分析工程師。

5. 從事科學 / 數學普及文化工作。

…
…



繼續升學管道

近幾年大學畢業生考上之研究所：

1. 數學、數學教育研究所。

2. 應用數學、統計研究所。

3. 企管、財務金融研究所。

4. 資訊工程、資訊管理研究所。

5. 工業工程、電子工程研究所。

6. 經濟學研究所。

師大

數學系

數學所

應用數
學所

數學教
育所

資工所
資管所

企管所
財金所

電子所
電機所

統計所



本系獎學金
1. 數學系友捐助獎學金：

2. 書卷獎：每班2名，每名2500元。

3. 五育獎學金：每班1名，每名2500元。

項次 獎學金 身份別 學期別 名額 金額 總金額 
1 陳錄山教授紀念獎學金 一般 1 1  5,000  5,000  
2 楊祖信先生紀念獎學金 一般 1 4  5,000  20,000  
3 數學系系友專戶獎學金 一般或清寒 1 8  5,000  40,000  
4 邱日盛教授紀念獎學金 一般 1 1  5,000  5,000  
5 樊以模先生紀念獎學金 限清寒 1 2  10,000  20,000  
6 范傳坡先生獎學金 限清寒 1 1  5,000  5,000  
7 陶母裴太夫人獎學金 限清寒 1 1  5,000  5,000  
8 數學系 60級甲班學長姊獎學金 一般 2 1  15,000  15,000  
9 游豐榮先生紀念獎學金 一般或清寒 2 2  5,000  10,000  
10 數學系優秀學生獎學金 一般 2 8  5,000  40,000  
11 數學系 75級林瑞恒學長獎學金 一般 2 3  10,000  30,000  
合計      195,000 

 



入聖殿不空手而回！

•數學系的畢業生，擁有其他人夢寐難求的永恆
資產。

•臺師大數學系讓你徹底掌握數學系的核心能力！

•奠基於師資培育之特殊文化，臺師大數學系讓
你有能力分享數學知識的價值與意義！



專責導師簡介

專責導師資訊
姓名：胡政德

聯絡電話：
0921675129   
Email：jackhu@ntnu.edu.tw

導師的LINE
帳號：napjack

FB社團
台師大數學系家長網

mailto:jackhu@ntnu.edu.tw




學術導師 與 專責導師

• 一、學術與生涯導師對於低年級學生以定
向輔導、讀書計畫及輔系選擇為重點；高
年級學生以專業學習、進修計畫及生涯規
畫為重點。

• 二、專責導師以生活常規教育、日常生活
適應、偏差行為導正、緊急事件處理與高
關懷學生之初級預防為重點。



NTNU疫情因應防疫措施





定期隨時更新防疫措施
提供師生安全的學習環境





臺灣師大數學系

歡迎您

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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