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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研究之樂 

     海 大 十 年 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 

猶 記得1994年八月，剛進入國立台灣海

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任教時，僅僅3.6

坪的小研究室，是我和學生一同努力耕耘、分

享成果的小天地。而第一次向國科會申請的計

畫案，所撥下之款項也只有十幾萬元的費用，

當時的處境可說是篳路藍縷寒酸至極。但憑著

對學術研究的喜愛及教師熱忱，與學生們胼手

砥足、苦幹經營，研究室也逐步壯大。 

 慘澹經營了三年(1997)，隨著專題計畫案的

嶄露頭角，以及連獲兩次傑出獎與第一屆吳大

猷獎的好成績，陸續在經費上得到國科會的支

持，並在研究獎勵費均有額外的支助， 

原 本 的 小 研 究 室，現 也 在 1997 進 駐 NTOU/

MSV研究室屈指算來恰滿十週年，已擴大到24

坪的規模。在此基礎，研究所伙伴們也做出相

當的成果。對於研究學問的熱忱，我們不曾減

退；對於大家的鼓勵與支持，我們一直滿懷感

恩與珍惜。 

這十多年來帶過研究生，也都能根據他們程

度施以不同的指導。是我們一直掛在嘴邊鼓勵

研究同仁的話。要能遇到困惑才能有所啟發，

不去計較成本才能有收穫。學生們陸續在力學

會議、中工會、各論文期刊的優異表現，正是

天道酬勤的好例證。 

執教以來，我們一直採取嚴僅的教學態度，

拿做研究當作寫日記。學術研究若要求不嚴基

礎不穩，很難有大成就。其中必須感謝國科會

及教育部所給予的資助、學校硬軟體設備的一

點支持，以及一路相伴學海的老師及同仁，互

相切磋交流的力學聲響振動實驗室同學們。 

十年點點滴滴，文字難盡。謹以此文章向各

位長官以及曾灌溉過這塊園地的朋友們做一報

告並說聲謝謝。 

最新消息 
1. NTOU/MSV團隊最新消息:在邊界元素

法與邊界積分方程法(BEM/  BIEM)研究

表現 世界排名第一(北京清華姚振漢教

授提供) 

2. APCOM BEM 京都會議，西村直志教授

(Prof.Nishimura)，邀陳正宗終身特聘教

授，進行keynote lecture。 

3. 96年度海洋大學年度大獎 恭賀 陳正宗 

老師 獲聘終身特聘教 

4. 狂賀廖奐禎學長柯佳男學長終於畢業

啦，三位研一新生加入研究室。 

5. 李應德與周克勳同學分別獲得中興與

中華顧問獎學金。 

6. Paper on dual BEM : 950 

7. SCI papers of NTOU/MSV : 111 

8. Papers citing NTOU/MSV work : 467 

9. Review journals : 45 

10. Published (SCI) journals : 41 

11.ISI-ASCE-70 

12. ISI-ASME-70 

13. Scopus-ASCE-76    

14. Scopus-ASME-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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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現場  

   偏 微 分 方 程 

自 
1994 年進入海大河工系至今，認養工程數

學這門課已十餘年。除了休假那年外，不

曾間斷。在這些與學子們互動的日子中，

最令我難忘的是與海大學生接觸的第一堂

課。進入海大的第一門課是工程數學（三）的選修課程，不

知是新老師開課，學生不敢來嘗試，還是選修數學是高度的

挑戰，第一堂課教室內只有三個人，師生比高達 1 ： 2。在

心驚未定的同時，竟又聽到一個更殘酷的事實。這兩位選課

的女同學中，有一位是來伴讀旁聽的，也就是大學任教的第

一堂課是當家教。傷心之餘，不免有所感嘆，數學是科學之

母，研究之基。如此重要的一門課，學生卻畏之如洪水猛

獸，不敢接近，這讓初為人師的我深以為戒。所幸在海大河

工系同仁們的大力鼓吹下，工數（三）得以開張。因此我更

珍惜每位願意前來修課的學生，頃己所能的付出，結合物理

的感官，終也建立起學生們的興趣，日後的工數（三）不再

是小貓兩三隻，門可羅雀的景象。到第四次開工數（三）

時，修課學生高達 70 人，滿懷熱誠的付出總算得到學生的

認同與回響。 

然而，今年所開的複變與偏微分方程的課程，修課學生分

別只有 20 及 10 人。究其原因有幾種可能，其一，由於今年

為讓更多有心提升數學能力的碩士學生修課，此課程改開在

研究所，反導致大學部學生怯步，不敢修讀。再者同學們對

數理課程興趣缺缺，並對其心存恐懼。三者，是否是我的教

學內容缺乏新意，越教越差，或是對學生要求太過嚴格。畢

竟老師滿腔熱情而不得

其法，只會讓學生學習

事倍功半。故不得不再

次思考「如何提升學生

學習興趣與效果」這我

一 直 在 思 考 的 重 要 課

題。 

此次偏微分方程的創意

案，就 在 此 動 機 下 產

生。其結合了波動動畫

與 Mathmatica 符號運算

軟體，讓學生透過數學

模擬波動與熱傳的時空

變化現象，透過偏微分

方程的求解來了解波傳的反射及透射現象，更利用動畫吸引

學生接觸數學套裝軟體 Mathematica。希望透過這樣的接

觸，讓學生體驗數學就存在於生活之中，並非只是用來考試

的學科，而是處理工程問題的方法。 

所幸在助教群的協助及修課同學的努力下，這想法得以實

現，每位修課學生都能在期末成果發表會中介紹不同的波傳

或熱傳問題，並能將其數

學模式所描述的物理現象

一一講述，而且商船系薛

朝光老師亦來參加成果發

表，並 作 講 評，讓 我 深 感

欣慰。 

綜整這幾年 的經驗，數

學對於學生往往只是一個

枯燥死寂的課程，只有在

考前才作準備，缺乏自己

的想法與興趣，只會數學操作不知道其物理內涵。當然無法

處理實際問題，無法體會數學之樂，看到數學之美。最後以

「教學良心事，研究天酬勤」與全院師生互勉之。 

因礙於動畫呈現問題，煩請對課程動畫有興趣的讀者自行

參照力學聲響振動實驗室網頁 http://ind.ntou.edu.tw/~msvlab/

內容，欲觀看偏微分方程動畫期末成果發表會全程錄影，請

洽 jtchen@mail.ntou.edu.tw 索取 DVD 片。  

老師滿腔熱情而不

得其法，只會讓學

生學習事倍功半。 

河工系  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 

偏微分方程動畫創意教學修課學生期末成果交流發表會 

 

 

 

 

 

 

 

 

商船系薛朝光老師一同參與成果

發表會，並作講評 



FOCUS Page 4  

NTOU/MSV  海大學生論文發表獎勵 
    

93 學期－ 96 學期 

日期 得獎同學 發表期刊 獎狀 

93學期 

94/12/13 沈文成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點此 

94/12/13 蕭嘉俊 ASME-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點此 

94/12/13 沈文成 Computer Modeling in Engineering & Science 點此 

94學期 

95/08/08 高政宏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點此 

95/08/08 吳安傑 ASME-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點此 

95/08/08 吳安傑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點此 

95學期 

96/07/10 柯佳男 Computers, Materials & Continua 點此 

96/07/10 高政宏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點此 

96/07/10 高政宏 Computer Modeling in Engineering & Science 點此 

96/07/10 陳柏源 Soil Dynamics and Earthquake Engineering 點此 

96/07/10 陳柏源 Journal of Mechanics 點此 

96/07/10 蕭嘉俊 Communications in Numerical Methods in Engineering 點此 

96/0?/0?              謝正昌(大學部) Engineering Analysis with Boundary Elements 未發放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文成.bmp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嘉俊.bmp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沈文成.bmp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獎狀-高政宏.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ACWu-ASME.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ACWu-EABE.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柯佳男1.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高政宏1.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高政宏2.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陳柏源1.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陳柏源2.jpg
http://msvlab.hre.ntou.edu.tw/member/蕭嘉俊.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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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OU/MSV  國科會歷年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