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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了這門課,讓我認知道除了課本上死板的數學以外,還有其他很有趣的數學,

和課本不同的是因為這些有趣的數學,除了有提高我對數學的興趣之外,課堂上所

講的任何有關的數學都會想要深入去研究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這堂文明脈絡的數學，讓我學習到關於數學脈絡的知識，明白自然和物理、數學

和美學環環相扣的一面，以及彼此深深相依的那種感動。所以報告內容可能較為

繁雜，但是希望藉由這篇報告將我這學期，學習的脈絡清楚展現。是一份報告，

也是對自己一個交代。 

資工一林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這位同學的完整報告，附於次兩頁） 

我上過最喜歡的通識，老師請繼續加油，我只睡過一堂課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很慶幸在畢業前修到這門課，很綜合

性又不偏頗的課程設計，讓內容容易

理解和令人感興趣，不因為被分在科

學類通識而有侷限，老師的演講很有

趣 well-rounded 的老師和課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除了講授一些有關數學的知識以外 

還有提到幾個結合數學的故事  (如:

愛麗絲)、劇本 (Proof)，感覺很有趣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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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堂任由學生發揮自己想法的課，超脫一般的課程，其實我覺得這才是通識

課所需要的上課內容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從這門課中，我逐漸學會獨立思考，在其他「硬課程」的重壓之下， 也因為這

門課而使我得以化解如此的重擔。雖然，每次稍微花了較多時間在本課程的作業

上，然而我認為，這門課作業的意義，尤其對於後面的題目而言，絕不僅是從中

學到專業知識而已，而這也促使我對於人規劃，逐漸有了全新的看法，因此這樣

的時間是值得的。 

資工一江同學（寫在筆記裡） 

（他有一份深刻研究的作業，夾在後三頁） 

許多該學習的事物都不是如它的名稱一樣，而是些更抽象，卻更直接更實用的。

就像「文化脈絡中的數學」，我們所要學的不是「數學」，而是「思考」，「引申」，

「欣賞」這些無形，卻更幫助我們的事物。 

資工一林同學（寫在最後一天的筆記裡） 

 

一談到我不懂的部分，就左耳進右耳出，那些概念對我來說有點遙遠。然而到寫

作業時，又「不得不」翻出文本讀讀，看不懂沒關係，至少找到題目要的答案。

或多或少藉由不構成大壓力五題作業彌補了沒學足的部分。 …老師其實努力得

在這門課堂花費心力準備教材，從藝術繪畫、文學小說、電影劇本方面著手，令

人印象深刻。而到底能夠讓我們學習多少呢?我認為，真要搞懂定理、算式等等，

我沒有那樣的功力。但如果是讓我對數學有多一個角度的切入，那我想，這門課

應該算有些成功吧!  

法文二陳同學（寫在筆記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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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同學的筆記內容，我覺得能令我們對這堂課更感興趣，我覺得很棒:)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這是我有史以來上過最棒的通識課，其他老師應該像單老師學習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老師的課讓我學到許多人生哲理，也讓我把以前有點害怕的微積分拿起來溫習，

感覺它親切多了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建築」這題材感覺也很精彩，雖然有看不懂的數學規則和手法，但能欣賞美，

也很棒。希望老師能多這類故事很多且比較不需數學硬底子的精彩課程。 

法文二吳同學（寫在筆記裡） 

數學的「三相」。固態，就像建築、生活用品；液態，看得見結果卻隨時變動，

例如股市、保險；氣態，看不見結果，例如樂透、抽獎。而「三相點」就仿若我

們平時學的數學，是個基礎。 

化學二許同學（寫在筆記裡） 

 



學數學只是訓練自己對於困難或者陌生的事物，找出個讓自己理解的方法訓練。

對於未知事物，面對它的態度。 

數學四李同學（寫在筆記裡） 

老師解說的非常好！讓我對於整個數學體系，有了一番新的見解！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這門課跟數學的關係很少，讓非理工學院的同學(我)也可以聽得津津有味~非常

感謝老師~!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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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課讓我思考了很多事，也讓我接觸很多平常系上的課不會學到的東西（可能

以後如果沒主動去接觸也不會遇到的東西） 我想要學習寫程式！！！ 喜歡每堂

課都有個大主題，而每個主題裡面都有故事，雖然有些東西聽不懂，但覺得是另

一個世界的東西再努力接觸一下別有一番風味 這是我目前選到最喜歡的課程，

不會想睡過頭不會想翹課 希望有更多人來選這門課 謝謝老師:))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很開心能有幸選中這門通識課，一方面可以

幫我把積灰塵的數學重新挖出來，一方面又

可以跟文學有呼應。謝謝單老師讓我第一次

打從心底愛上通識課，每星期五都期待今天

可以挖到什麼寶。 

法文一詹同學（寫在筆記裡） 

今天學了點數學（微積分），又加了點地科（彗

星、漲潮），再來又有一點歷史點綴（鄭成功，

鴉片戰爭），真不愧是「文化脈絡中的數

學」！！  

英文一蘇同學（寫在筆記裡） 

瞭解一道算式的來由和死背一道公式真的很

不一樣！背下公式可以解很多題目，但不會

因為它厲害而覺得美，只覺得很有幫助。就

像上次作業要解釋離心率，我透過網路上的 

Youtube 動畫後，瞭解它的意義，而覺得有

趣！  

資工三謝同學（寫在筆記裡） 

我讀資工以來，第一次了解原來計算機的起

源是那麼的長久…  

資工三鍾同學（寫在筆記裡） 

老師其實我一直都覺得你很會上課，因為如果是要用 ppt 上課的話就不能把想講

的東西全部打在上面，而是要靠說話的內容來把 ppt 上的資料串連起來。重點是

老師你都不用看稿子或小抄之類的，就可以一直講一直講還都很有邏輯…  

英文一徐同學（寫在筆記裡） 



用類似聯絡簿的方式溝通還滿有趣的 最重要的是看到自己的想法在班上分享時

開心的感覺 因為總是期待能被分享筆記，所以越問越起勁！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很高興這學期選了這堂課，老師上課的內容很充實、很清晰，有時甚至會讓學生

哈哈大笑。 我也很喜歡交筆記交作業這樣的設計^ ^ 老師都會引發我們思考一

些問題，讓我獲益良多，謝謝您!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原以為高中畢業後就再也不必接觸到數學了，當初是為了一定要選一門自然通識

才填了這堂課，但這堂課卻出乎我意料的有趣！雖然最後面三堂課對我來說有點

難以消化，但整體來說這門課十分有內涵，教師談吐風趣，是個飽讀詩書的文人

數學家，很高興能選到這門課！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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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覺得這是一門很棒的通識課 謝謝老師的用心及給學生的彈性 讓我們自主學 

習 卻意外的得到了比預料中更多的收穫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上課的內容很充實,我們學到很多!不只是兩學分,我認為我得到了用學分換不來

的東西!!上課抄筆記也是一個好方法,除了我們可以比較專心,我們也可以記錄下

發人深省,且從來不會想到的新點子!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前四週聽完您上課，感覺非常有趣，可以把數學說得很不一樣，且有相當多生活

上的例子及補充的東西，很開心選到一門真正感興趣的課！ 

財金四蘇同學（Email 通訊，1021015） 

謝謝老師這學期帶給我每週都很精采的講課，不管是藝術與數學的連結，還是郵

票的關聯，甚至是劇本得展現，都讓我看到數學不很一樣的一面呢！ 

大氣一王同學（Email 通訊，1020110） 

這是我上過最不一樣的數學，以往都是以解題分析為主，但這次是以較有趣的方

式去分享數學領域的東西，實在很新鮮，上課也很愉快，謝謝老師！ 

資工二吳同學（Email 通訊，1020119） 

聽數學的故事真的很有趣, 雖然有些數學術語聽不太懂! 

英文一劉同學（Email 通訊，1021008） 

有時候提到關於一些數學中相對於發明的相關性以及時事相關的東西都讓我還

蠻有興趣，不少東西我還拿回去與我爸一起聊聊！ 

地科四鄭同學（Email 通訊，1020114） 

這份報告雖然並不是嘔心瀝血，但卻是自己很有興趣的題目。教授您上課真的十

分用心，忘了交報告是我自己的過失。現在補交算是對自己修您的課有個交代，

過或不過已經無妨。謝謝教授這一學期的用心教課。 

資工二林同學

（Email 通訊，

1020203） 

（這位同學的期末

報告「數學搖滾」，

附於次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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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學搖滾（Math Rock）一詞最早源自於 1980 年代晚期，以吉他為基礎，屬於實驗性濃

厚的樂風。數學搖滾的編曲由複雜且非典型的結構築成，在節奏上與一般搖滾樂十分不同，並非由

鼓來帶出歌曲的節拍，反而是各個樂器自成一家的演奏，節拍上似乎凌亂不堪，一起演奏時卻能巧妙地結

合在一塊兒。如貝斯可能是４／４拍，吉他是３／３／２拍，前面拔掉最後一拍，多出的兩拍在最後補上，

加在一起剛好是一個八拍，演奏起來乍聽起來便會和諧，但還是有股難以言喻的違和感。這就是所謂的數

學搖滾（Math Rock）。數學搖滾樂隊永遠在算算術，持續不停地變拍再換拍，從複雜的編曲中理出不規律

的美感。因為編曲多如複雜的數學運算，故稱為數學搖滾。 

 數學搖滾終究算是實驗性樂風，其起源可追朔於 60’s 和 70’s 興起的眾多前衛搖滾樂隊，如平克

˙弗洛依德（Pink Floyd）和 King Crimson 等樂隊，皆是此類實驗樂風的佼佼者。Pink Floyd 以迷幻搖滾

（Psychedelic rock）為基礎，1973 年發行了專輯＂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龐大而扎實的吉他

樂章直到現今仍是膾炙人口，在商業和評價上都獲得極大成功，King Crimson 則在 1969 年發行了專輯＂

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編曲上使用多種不規則和弦，且使用了許多不曾在一般搖滾樂出現

的樂器（如長笛，薩克斯風等），結合了爵士及交響樂元素，長度也比一般搖滾樂長上許多，為日後前衛搖

滾（Progressive Rock）的發展打下厚實基礎。這兩張專輯都是現今家喻戶曉的經典專輯，封面即使沒聽

過他們音樂的人也能認得出來。 

      

Pink Floyd - The Dark Side of the Moon (1973)   King Crimson - In the Court of the Crimson King(1969) 

 

 加拿大龐克搖滾樂隊 Nomeansno 被認為是數學搖滾幕後的推動者，儘管不被主流音樂界所重視，

該樂隊編曲的手法可算是現今數學搖滾的原型，到了九零年代，一個較沉重，具複雜節拍的樂風從噪音搖

滾（Noise Rock）中分支出來．便開始在芝加哥和美國中西部萌芽．在日本，加州南部等地區也逐漸有樂

隊開始玩類似的音樂，這些樂隊吸收了許多二十世紀作曲家的養分，如 Steve Reich 和 John Cage 等作曲

家，因其複雜的編曲手法和節拍對位而被樂壇稱為數學搖滾（Math Rock）樂風。 

 數學搖滾發展至今已趨成熟，許多樂隊的音樂其實十分容易辨識。如日本有 Toe，美國有 American 

Football，在台灣也有剛出道的大象體操，皆是我十分鍾愛的樂隊。音樂終究是抽象的，不妨親耳聽聽這

些樂團的音樂要實際一些： 

 

1. American Football – Never Meant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V0LJ0Dnl7A) 

這首歌為美國數學搖滾樂團 American Football 在 1999 年發行的同名專輯”American Football”

中的第一首歌。American Football 專輯發行一年後便已解散。然而，該專輯卻在日後因網際網路的興起，



被獨立搖滾樂風的愛好者大大推崇，開始成為小有名氣的樂團。（解散後才成名的樂團並不罕見，如 The 

Smiths 也是在解散之後，才多了許多世界各地的樂迷。）樂隊主唱 Mike Kinsella 在樂團解散後持續寫歌，

以藝名 Owen 在樂壇活動，玩的依舊是獨立搖滾、數學搖滾等小眾樂風。絕不嘩眾取寵，只求賞識的聽眾。 

回來談談這首歌，Never Meant 在前段的試音結束後，前奏的吉他便是 3/4 的結構，吉他本身的編

曲已經十分複雜，卻不會給人沉重的感覺，是曲風快速而又平易近人的一首好歌。Mike Kinsella 在歌中唱

道：＂There were some things, that were said, that weren't meant, like we never did.＂人與人間時常有小

磨擦或者是誤會產生，在青少年時期，這樣的小裂痕日後更可能擴大為一輩子的心結。然而朋友間有時不

須多言，直接的舉動便能讓對方感受。這首歌歌詞並沒有艱深的詞彙或音律統整的文章，只是將平常生活

產生的想法誠摯地唱出，更能引起共鳴。這也是為何我十分熱愛獨立搖滾樂隊的原因。 

 

American Football - American Football (1999) 

 

2. toe - グッドバイ（Goodby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SaicC0AFwUc) 

toe 為日本十分著名的數學搖滾、後搖滾樂隊，於 2000 年成立。在台灣及歐美地區也是小有名氣。

這首歌收錄在 2006 年發行的單曲 New Sentimentality 和 2009 年的專輯 For Long Tomorrow 中。在編

曲上，吉他乍聽之下完全沒有跟著鼓的節拍，鼓手也聽來是自顧自地往前橫衝，反而是貝斯的節拍最接近

正統的 4/4 拍，帶出的樂章卻是巧妙地融合。數學搖滾樂風在此時其實已經十分成熟，吉他的編曲依舊是

十分複雜而難以演奏，然而這首歌的吉他聲線倒是勉強能算是 8/8 拍的結構，聽來並不會過於難以下嚥。 

 這首歌的ＭＶ拍攝手法也值得一提，片中的男子站在音箱上，以像是衝浪的方式跨越東京大學校區。

全片以相片停格拍攝的方式剪接而成，在副歌時相片的遞換速度增快，恰好融合了數學搖滾繁複而迅速的

風格。歌詞方面，＂There is no one can understand me truly, I do not go out and I will keep silence

＂雖然是講內向者的心聲，事實上數學搖滾本身也是非主流，不被大眾了解的小眾樂風。聆聽的粉絲大都

是內向的人，藉由音樂抒發自身的感情。我也是其中一員。グッドバイ這首歌當初吸引我的其實並非數學

搖滾那複雜的吉他編曲，而是曲調中帶出的解放感，像是訴說著＂孤獨又如何？＂，十分能引起我的共鳴。 

      

toe - New Sentimentality (2006)    toe - For Long Tomorrow (2009) 

 

3. 大象體操－遊戲（http://www.youtube.com/watch?v=AGnLA3-QLUE） 



最後再來介紹一個來自台灣高雄，三人編制的數學搖滾樂隊－大象體操。樂團簡介「來自高雄，以

BASS 為主的數字搖滾樂團」一語道盡一切，大象搖滾玩的就是典型不停地在算拍子，一開始整齊的節奏

愈來愈趨雜亂，擾亂而後恢復整齊，不規律又諧和的數學搖滾。這當中的拍子剛好是八拍八拍一組。若不

是認真的去數拍，完全無法得知他們的拍子算得有多精準，增減的多恰好。 

大象體操樂隊由鼓手涂嘉欽、貝斯手妹妹張凱婷、吉他手哥哥張凱翔所組成。當初受到某個數搖樂

團的衝擊，憤而合組成大象體操樂隊。而那個數搖樂隊正是上方提到的 toe。「除了變拍外，樂器也可以數

不一樣的拍子，例如吉他是以 3 拍為一個小節，貝斯是以 4 拍為一個小節；雖然會交錯，但在最小公倍數

（12 拍）時就會合在一起。」凱翔解釋道。 

大象體操目前還在起步的階段，並在去年發行了樂團第一張單曲平衡，雖只收錄四首曲子，卻都是

質量驚人，編曲繁雜而扎實的數搖樂曲。在台灣，數學搖滾樂風幾乎沒什麼團在玩，但是不鳴則已，一鳴

驚人的大象體操，已在台灣獨立樂壇投下一顆震撼彈，說是台灣第一個真正的＂數學搖滾＂樂隊也不為過。 

 

大象體操 – 平衡 (2013) 

 

 數學搖滾這個樂風，是我在大學時期才偶然接觸，一觸即發愛上的樂種。若只是由數學搖滾本身的

定義：變拍換拍，加加減減，變奏時每個樂器數不同的拍子。這樣的文字敘述實在吸引不了人。但音樂本

身終究是抽象的事物，誰知道實際對音樂的節拍做數學運算，編出的曲調卻是這麼能感動人心，引起共鳴？

把實際的數學運算和樂器演奏結合，或許不是件稀奇的事，但是數學搖滾曲風一路走來，那些活出自我、

孤芳自賞的樂隊，絕對是有其所在價值的。只要我還鍾愛這些樂隊，數學搖滾曲風應該還會留在我的生活

中，陪我度過一些孤獨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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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門很好的課，不完全是說數學，而是將生活周遭很多事物與數學做連結，

讓修課的我學到很多東西，值得推薦給其他學生，是門能促進思考的課。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這個老師表達得很清楚，言之有物，不怕講一堆令人不懂的字眼，令大家容易接

受比較難的事，老師好棒!!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明天要講的課是｢數學作為一種語言｣。最近我們英文系也將要上相關的課，目前

我們正在閱讀一篇名為「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的論文。十分期待明天的課！！ 

英文一翁同學（Email 通訊，1020224） 

 

上你的課真的很有趣，以前對數學頗頭疼的我總對它又敬又畏。現在的我，突然

覺得它除了前述兩種特質外，增添另一種未曾感受過的美了。 

企管三徐同學（Email 通訊，1020317） 

我真的很喜歡上您的課，您說的有些觀點我都很喜歡，我第一次感覺到開心是因

為終於有人可以解開我對於某些思想的疑惑，而且您總是能用很淺顯易懂的語言

通透我心。希望能在將來的課程上得到更多。 

法文一林同學（Email 通訊，102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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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文一張同學（寫在筆記裡）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法文一盧同學提供) 

 

（電機二陳同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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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成果報告代替） 

 (1) 請描述這學期教學的特色和課程大綱執行結果，並評估學生的學習表

現是否達成課程教學目標？ 

       與學期中在中央大學的教學相比，夏季學院的教學特色是「非常小

班」，跟每位學生直接互動，學生們也彼此熟悉並自由互動。課程大綱

皆已執行，而學生的表現也完全符合預期，並且超過預期（除了一位中

斷出席的同學以外）。在倒數第三次課，就有同學說「開始捨不得」即

將結束。而後每次講課都有同學「賴著不下課」。有一位北醫的新生選

上本課，完成他的「大學第一篇報告」而感觸良多。剛從高中畢業的這

位同學，對於通識數學和高中數學的對比，可能更加感覺鮮明。 

 (4) 請分享這學期整體的課程教學心得、反思或建議。 

    這一班有三位成熟的四年級學生，以及藝術大學的學生，造成這

門課非常精彩的對話和發展。他們在作業裡的申論、在上台分享時的

展演，都非常精彩。我自己也很享受這一門課。 

教學相關附件 (教師可自由決定是否要附上課程照片或其他代表性

資料) 

 

因為沒有 TA 幫手，我沒有 
掃描（拍攝）同學們的課堂筆記，

只有某些學生繳交電子檔案的 
作業，才保存下來。我只分享 
一幅畫。台藝大書畫藝術系 
二年級的陳同學，從課堂中 
介紹的 Escher 版畫「升與降」 
（如右）發想一幅水墨、炭筆、

壓克力的複合媒材創作，取名 
「突破、成長」，如次頁。 



 



    陳同學在報告中，解析她的創作過程，簡示如下。 

     
 

（中央大學英文三張同學）  

 
（清華大學人社傅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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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學期，透過筆記分享，都可能發展出授課內容以外的「共同話題」。本學期

剛開始，同學們已經在筆記裡發展出關於「教育」的共同話題。以下舉三則為例，

分別寫在民國 105 年 3 月 1 日、8 日和 15 日： 

 

 



 
而作業裡也出現「超過需求」的有趣作品，例如以下這一份作品，來自資工系四

年級的柯同學。 

 



 

 

想跟老師說聲謝謝，因為這門課是我上過最有收穫的通識課了！每堂課中，老師

總會讓我們發現原來看事情的角度可以很不一樣，也讓我學到其他課程學不到的

思考的能力。希望老師的課程可以如願獲得教育部通識課的獎項！這學期老師辛

苦了～ 謝謝老師帶給我們這麼好的一門課！ 

資工二陳同學（Email 通訊，1050611） 

 

老師或許沒有教我們什麼新的數學觀念，很多都是我們早就會的數學概念，但卻

教了我們「思考」，以前我們學東西都不在乎它演變的過程，但經過這學期的課，

我知道很多數學觀念的脈絡與數學如何存在於生活中等等，我很喜歡上完課所得

到的成就感，有種我不再只懂表面，而是懂得比以前更深、更廣，一種學以致用

之感。 

經濟系二施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我覺得我非常幸運可以修到這門課，因為在往後面對數學相關的學業時，我不會

再只著重於紙面上題型的運算，而是認真的去思考其背後的意義及其實際上的應

用。… 數學，可以是種語言，可以是段歷史，可以發展民主，可以改變思想，

可以創造新的文化，更可以提升美感。 

通訊一王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我也許言重了，有可能是現代人萃取知識的方式過於窄化，使得太多人習慣於接

受碎片化知識，習慣了閱讀社交媒體上競相轉載的文章，也習慣了用這種糟糕的

閱讀習慣去閱讀課堂的內容。又或者是這堂課的時間本來就十分有限，到底不能

完整地輸出單老師想要表達的思想。 

資工三王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匿名（教學評量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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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學期相對而言最特殊的事情，是首度有學生以「歌曲創作」的方式呈現期末

報告。而且，好事總是成雙，一次出現兩份。音訊檔案已經公佈在課程首頁，以

下呈現兩份報告的「歌詞」，講的就是這門課的內容。 

 

英文四黃同學 

 

跟著單老師的腳步 每周二下午 

文化 脈絡中的數學沒在馬虎 

他會讓你目瞪口呆 接著 大 開 眼 

界紹不同年代 時空背景的數學 

 

跟著單老師的腳步 每周二下午 

這裡 的數學不是只讓你算數 

老師讓你深深領悟 接著 拓 寬 視 

野許來自生活 周遭意想不到的數學 

 

曾經受過傷害 所以逃到文院 

認為數學總是枯燥無味 純粹  

是數字和符號排列  

  考好學校的關鍵 

  給我壓力的夢靨 害我總是 

失眠到半夜 

 

上了大學我為自己註解  

務必要杜絕  

關於數學的一切 

一切都如我所願 

 

直到大四的最後時光 

誰也沒想到 

半路殺出了個單維彰 

他要我莫心慌 他要我莫害怕 

 

跳脫學術的數學 如同 加料一樣 

像是蜜蜂採蜂蜜 風味 甜蜜健康 

揮出球棒打棒球 那樣 寬宏響亮 

 

別緊張 別徬徨 跟著單老師的腳步 

 

我們下課十分鐘後開始第一講 

 

第一站來到蘇美文化 

數學用來占卜和記帳 

單單幾張郵票上  開始偷偷想像  

當時埃及洪水氾濫必須 時常丈量 

我 想著想著  

 

進入愛麗絲的夢鄉  

當年在英文系 我也曾研讀這荒唐的

Carroll 

愛玩文字遊戲 和挑戰讀者邏輯 

再加入幾個以假亂真的 

騙小孩數學把戲 

 

一同欣賞 MC Escher 的 Waterfall 

一個水流無止境的 Image Impossible 

像是 

我在唱著這首歌的內容 是關於我在

唱著這首歌的內容是關於 

 

中國的數學 

要請教徐光啟和利瑪竇 

兩個人立馬逗陣 

完成幾何原本前六被千古傳頌 



可惜所謂 人人習之 

最早也是在 350 年之後 

 

民主中的數學 

候選人務必好好鑑別 

不同的程序可能帶來結果的改變 

你有你的 真知 灼見 

誰該成為 社會定見 

還是得放下成見大家好好妥協? 

 

別急著說再見 

來幫我做個試卷 

PISA 的測驗 我可能是第一等地區間 

台灣不公平教育機會 

學習時數刪減一味 

師資缺乏其實才是首要缺陷 

 

確切 

來說 

在 1940 年代發明       計算機 

可以說是人類文明的    一大躍進 

智慧型手機誕生在  21 世紀 

將資訊處理 傳播儲存 同一個媒體 

 

最後來談談 博士最熱愛 

的算式 我算是 

能夠掌握其中的鑰匙 

 

The key of e 的 iπ次方＋1 

 
是三個怪咖 加上愛 讓一切都回到原

點 是 

 

單老師的腳步 每周二下午 

文化 脈絡中的數學沒在馬虎 

他會讓你目瞪口呆 接著 大 開 眼 

界紹不同年代 時空背景的數學 

 

跟著單老師的腳步 每周二下午 

這裡 的數學不是只讓你算數 

老師讓你深深領悟 接著 拓 寬 視 

野許來自生活 周遭意想不到的數學 

 

 

 

後記 

這堂課是我非常喜歡的課，處處可以

看到老師的用心，每次的課程主題都

超級有趣的。您也跟許多文學院教授

很好，讓我非常驚訝！ 

因為最近接觸一些饒舌歌曲，因

此嘗試製作看看。有些歌詞採用諧音

或是倒順詞的文字遊戲，盡量將我印

象深刻的課程都唱上一段。 

 



光電三吳同學 

（改編周杰倫《手寫的從前》） 

 

每周二 我都覺得開心 

綜教館 真的離我好近 

後面的 同學趕快安靜 

這堂課我想 專心仔細聆聽 

 

數學在 這瓶裝成秘密 

文化裡 它就像詩句 

文化脈絡中數學 的意義 

等我們去追尋 等我們去和它們相遇 

 

我坐在教室 的前方 

把筆記紀錄 在紙上 

跟平常不一樣 我非常努力想 

數學和文化 

 

我看著郵票上 九章算術圓 

Lewis Carroll 荒唐的文學 

還記得划槳船上 故事自編 

平面立體漸變 是艾雪在導演 

 

徐光啟李善蘭 中間兩百年 

幾何和原本 它們的來源 

還記得那利瑪竇 說了再見 

當已事過境遷 它不只有幾何 才發現 

 

音樂數學原理 聲音能夠模擬 

無理數有理數 曲調大相逕庭 

記得民主的意義 只是一套程序 

爭吵後的決定 是否還能進行 

我傻傻等待 傻傻等結果出來 

等終等於等明等白 等選舉出來 

西方數學教育 只把它當工具 

而我們卻認為 他是笨蛋或是聰明 

複數的寶藏 三一律被埋葬 

他還在修改 四元數的純量向量 

 

該怎麼去計算 這可怕的噩夢 

那計算機 最重要的就是重複性 

如果去趟教室 如果微積分有上 

微積分基本定理你絕對不能夠忘 

簡潔基本深刻幽默是美的表象 

徹底愛上小川洋子那感人的文章 

 

我看著郵票上 九章算術圓 

Lewis Carroll 荒唐的文學 

還記得划槳船上 故事自編 

平面立體漸變 是艾雪在導演 

 

徐光啟李善蘭 中間兩百年 

幾何和原本 它們的來源 

還記得那利瑪竇 說了再見 

當已事過境遷 它不只有幾何 才發現 

 

我坐在教室 的前方 

把筆記紀錄 在紙上 

跟平常不一樣 我非常努力想 

數學和文化 

 

我看著郵票上 九章算術圓 

Lewis Carroll 荒唐的文學 

還記得划槳船上 故事自編 

平面立體漸變 是艾雪在導演 

 

文化脈絡數學 和我很投緣 

單老師的教學 和生活連結 

那天拔牙後下課 和您談話 

當已事過境遷 我想對你說的 是謝謝 

 



【文化脈絡中的數學】學生讚辭 

106 學年第 1 學期 

 
機械二許同學（寫在「微積分」那一堂課的筆記裡） 

 

 

法文系黃同學（寫在「複數」那一堂課的筆記裡） 

 



 

法文三紀同學（寫在「民主」那一堂課的筆記裡） 

 

財金三蔡同學（寫在筆記裡） 

 

這堂課真的很有趣，不同於以往上過的其他課，老師以簡單卻精湛的觀念教導我

們。因為是文化脈絡，所以又結合了很多其他的學問，像歷史、地理等等，十分

有趣。謝謝老師一學期來的教導。 

通訊四蔡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雖然八股，但文化脈絡中的數學確實是我到大三以來，收穫最多的通識課了，不

全然來自於數學學科方面的增長，更多是來自於對「數學」本身的認識和了解，

延伸及關連性，一直聽到數學對生活的影響深遠，直到這一刻才確實體會到生活



中蘊藏的數學，就像是最後一堂課《博士熱愛的算式》一樣，單教授似乎也是希

望能透過這門課，詮釋給同學他眼中的數學，並帶給同學對數學有不同於以往的

認識，而對於我而言，他真的做到了，也許以前的我並不排斥數學，也曾從數學

上獲得了幾分成就感，但對數學抱有如此的興致及愉悅，倒還是頭一遭呢! 

通訊三游同學（寫在期末報告裡） 

 

真正讓我被吸引的時候是在寫到文藝復興那段，我之前看了好幾遍文章，但都沒

有想通，直到鍵盤開始按的時候，我突然連通了文藝復興跟伽利略所謂「現代音

樂」之前的關係，這就是所謂「文化脈絡」的精華吧。從歷史中找到了某些事件

的相關點，逐漸連成一串事件，這是要等到後人在看的時候才會懂得。 

會選這門課純粹只是看到名字跟課程內容覺得我非常有興趣就選了，早在沒

有任何學長姐告訴我有多好之前就選了，第一堂課看到好多人來拿密碼卡把我這

個小大一嚇到，不過真的很慶幸能夠上到這堂課，我覺得以後如果有空堂而且閒

閒沒事的時候我會想要再去偷偷旁聽，因為老師講的內容真的非常好，需要一聽

再聽才會把整個脈絡跟背景都融進去。 

我從國中開始就很喜歡歷史，是非常著迷的喜歡，我國中跟高中五年的歷史

課本(高三沒有歷史課)都沒有寫過任何一畫筆跡，因為我覺得這些課本是很神聖

的不可褻玩，到現在都保存的很好，沒事回到家還是會翻翻去讓自己不忘記。這

門課徹底的統整了歷史跟數學的關係，讓我印象非常好。 

課堂中也跟老師有很多共鳴，像是愛麗絲夢遊仙境的作者跟牛津大學，我今

年暑假才去過，老師在講的時候都還能想起在那邊的各種景色。還有我認為老師

是個非常不得了的教授，我爸爸是學電機的，他跟老師的年紀似乎一樣(1962

生)，但是他的生活就只有電機，他會教我很多數學物理，可是他給我的感覺就

只是在吃老本，雖然我也很熱衷於物理，而且身為一個地科系我覺得我現在的生

活也只有數學物理跟地科，但是我不希望我會變得跟他一樣只懂得自己的專業。

自從我跟他講我的通識課後，他開始意識到生活不可能只有研究跟指導學生，也

可以是在其他領域中找到樂趣的，而我非常開心聖誕節回家的時候看到他在看古

文觀止，這種看到他重新學習的感覺很好。 

很開心能夠在大學第一個學期有這麼一堂深刻的通識課，希望我的未來也能

夠繼續有高中那種求知的態度，最後謝謝老師。 

地科一陳同學（寫在期末報告的「後記」） 

 

很棒的通識課~ 第一次通識課這麼認真，而且有事情請假還會覺得很可惜不能上

課的 覺得上課的內容很有趣，也常常可以用不同角度思考事情 雖然每個禮拜都

有作業，不過題目不多，而且有些是可以直接找到答案的，有些問題是自己的想

法，我覺得蠻好的 是一個會很推薦大家上的通識課~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老師，還沒進中央大學之前就在 youtube 上看過你對微積分的介紹，看完後覺得

很詳細，很能讓不瞭解微積分的人能知道微積分的演進和大略。當時看到你是中

央大學的教授就覺得很興奮，因為那時候我已經確定錄取中央大學了。說也幸

運，我才大一，選課時也不知道本課是很熱門的，只是看了課程介紹覺得有興趣

就選了，結果也錄取。其實上了幾堂課後，我才發現老師你就是我之前在網路看

過的教授:) 很喜歡上這堂課聽老師講課分享生活中的想法和趣事，但我筆記很

難寫得多，因為就是聽完不知道要寫什麼。可能是聽到的東西都是第一次耳聞，

心裡還只有"哇~"、"好酷~"等感受，很能還製造一些想法問題，畢竟對新事物不

是很熟悉。但很謝謝老師用心的解說許多方面的知識，讓我都覺得收穫多多:)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我覺得期末<博士熱愛的算式>這部影片可以播放給大家看，因為老師向大家介

紹歐拉公式，學生還是有可能忘記，如果大家看一個影片，有人物、劇情的加

持下，學生更能體會，為什麼博士喜歡這條算式，以及數學帶來的美好。 每一

次作業最後一題都是開放式問答，讓學生發表意見，不過我不知道我這題拿到

的分數是以什麼作為判斷標準，我覺得這題可以當作加分題，讓學生自由發揮，

也不會讓學生為了得到分數而沒有把真實的想法寫出來。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我覺得老師一定要把這門課的文本完成然後出書，雖然數學的部分複雜了一點，

但是我真的覺得學到很多東西。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很喜歡聽老師上課~我覺得從這門課中獲得很多反思和自我的對話,非常喜歡這

門課!!!每次的上課內容都很有趣,使我很期待每周的星期二的七八節,謝謝老師這

學期的教導~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這門課可以說是我在中央大學目前為止上過最喜歡的通識課，我很喜歡老師發

一本筆記本，讓同學抄筆記，在筆記裡面提問，說出想法的這個方式，很特別。

除此之外，我有發現我們的作業跟筆記老師都會親自看過一遍、批改。一門有

一百多個學生的一門課，能做到這樣真的可以看出老師有多用心。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這門課提供了學生可以連貫性、邏輯性思考人類文化的歷史脈絡，課程內容包羅

萬象，有時會提出一些能讓學生思考許久的問題，讓學生修這門課的時候，腦袋

不會放空，是個好課程。 

教學評鑑的匿名留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