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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到底是誰安排我 次講這兩個題目的!!?到底是誰安排我一次講這兩個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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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開個玩笑而已 其實是自作孽 這兩個都有趣啊!開個玩笑而已, 其實是自作孽, 這兩個都有趣啊!
上面這句話是說 code 不要寫成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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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include <stdio.h>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main() {
long long P = 1,

E = 2,
T = 5,
A = 61,
L = 251,
N 3659N = 3659,
R = 271173410,
G = 1479296389,
x[] = { G * R * E * E * T P * L * A * N * E * T };

2

x[] = { G * R * E * E * T , P * L * A * N * E * T };
puts((char*)x);

}



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define u unsigned char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define u unsigned char
#define v while(*x)
#define z(x) putchar(*x);
#define y(x) ++*x;y( ) ;
#define p(x) ++x;
#define e(x) --*x;
#define d(x) --x;
#define w(x) x x
main(){u *x=calloc(12,1);u *l=x;w(w(w(y(x))))w(y(x))v{p(x)w(w(y(x)))w(y(x))
y(x)p(x)w(w(w(y(x))))w(y(x))p(x)w(y(x))y(x)p(x)w(w(w(y(x))))y(x)w(w(d(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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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x)w(y(x))z(x)p(x)y(x)z(x)w(w(y(x)))w(y(x))y(x)w(z(x))w(y(x))y(x)z(x)
p(x)w(y(x))z(x)p(x)w(e(x))e(x)z(x)w(d(x))z(x)w(y(x))y(x)z(x)w(w(e(x)))w(e(x))
z(x)w(w(w(e(x))))z(x)p(x)y(x)z(x)free(l);}



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main(){unsigned char *x=calloc(12,1);unsigned char *l=x;++*x;++*x;++*x;
++*x;++*x;++*x;++*x;++*x;++*x;++*x;while(*x){++x;++*x;++*x;++*x;++*x;
++*x;++*x;++*x;++x;++*x;++*x;++*x;++*x;++*x;++*x;++*x;++*x;++*x;++*x;
++x;++*x; ++*x;++*x;++x;++*x; ++*x; ++*x; ++*x; ++*x; ++*x; ++*x;++*x;++x;++ x; ++ x;++ x;++x;++ x; ++ x; ++ x; ++ x; ++ x; ++ x; ++ x;++ x;
++*x;--x; --x; --x; --x;--*x;}++x;++*x; ++*x;putchar(*x);++x;++*x;putchar(*x);
++*x; ++*x; ++*x; ++*x;++*x; ++*x;++*x;putchar(*x); putchar(*x);++*x;++*x;
++*x;putchar(*x);++x;++*x; ++*x;putchar(*x);++x;--*x;--*x;--*x;putchar(*x);
--x;--x;putchar(*x);++*x;++*x;++*x;putchar(*x);--*x;--*x;--*x;--*x;--*x;--*x;
putchar(*x);--*x;--*x;--*x;--*x;--*x;--*x;--*x;--*x;putchar(*x);++x;++*x;

2

putchar( x);-- x;-- x;-- x;-- x;-- x;-- x;-- x;-- x;putchar( x);++x;++ x;
putchar(*x);free(l);}



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include <stdio.h>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define BING(x,y) ((x)<<y)
#define BANG(x)   (1<<x)
#define BOOM      1
int main () {

int x,y,z,w;
int V[3] = {BING(x=227380393,BANG(BOOM)+BOOM), x+(w=BOOM+BANG(BANG(BOOM)),[ ] { ( , ( ) ), ( ( ( )),

BING(47*(y=17453197),BOOM)), x+y+BING(w*w*17*185527,BANG(BOOM))};
char *p=(char *)V;
while(*(p-BOOM)!=BOOM+BING(BOOM,w)) putc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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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 , )) p ( p );
return 0;

} /* Mind the comma operator! */



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float b[] = {1 1431391224375825e+27 6 6578486920496456e+28float b[]  {1.1431391224375825e+27, 6.6578486920496456e+28, 
7.7392930965627798e-19, 3.2512161851627752e-9};

puts((const char *)b);
t 0return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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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這些都不是 C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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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是耶, 不然是肯德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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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t b d Sh idK it b d Sh id

hh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Kreitzberg and Shneiderman 

however theyhowever they should notshould not be combinedbe combined
ProgrammingProgramming can be fun, can be fun, so can so can cryptographycryptography;   ;   

however they however they should not should not be combined.         be comb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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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課程的內容這兩個課程的內容, , 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

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 , 
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

你只有更加迷糊你只有更加迷糊, , 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

到的東西都是到的東西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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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課程的內容這兩個課程的內容, , 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

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 , 
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

你只有更加迷糊你只有更加迷糊, , 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

到的東西都是到的東西都是假的假的

  

  

3



•• 這兩個課程的內容這兩個課程的內容, , 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

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 , 
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

你只有更加迷糊你只有更加迷糊, , 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

到的東西都是到的東西都是

•• 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

假的假的

•• 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

可能的影響可能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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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個課程的內容這兩個課程的內容, , 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都是一整個學期的時間

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很難涵蓋的東西很難涵蓋的東西, , 也都有很高的也都有很高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 , 
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在接下來的在接下來的2020分鐘裡分鐘裡, , 提到越多細節相信提到越多細節相信

你只有更加迷糊你只有更加迷糊, , 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更相信你看到的東西、聽

到的東西都是到的東西都是

•• 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

假的假的

•• 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所以我儘量只談這兩個課程對資工同學職涯

可能的影響可能的影響

•• 也希望大家檢視一下自己的也希望大家檢視一下自己的學習心態學習心態, , 不要因不要因

為 度的 試 放棄 堂為 度的 試 放棄 堂 放棄 老師放棄 老師為以往過度的考試而放棄了課堂為以往過度的考試而放棄了課堂, , 放棄了老師放棄了老師, , 
老師變成敵人老師變成敵人,, 過度的自主學習過度的自主學習而變成而變成自學自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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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變成敵人老師變成敵人, , 過度的自主學習過度的自主學習而變成而變成自學自學, , 
完全自學是很難越過很多科目的完全自學是很難越過很多科目的學習門檻學習門檻的的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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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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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還有很多領域知識要學, 所以還不能畢業
(還好這時候大家通常都還在開心地體會大

 
(還好這時候大家通常都還在開心地體會大
學生活中, 不會很想畢業), 下面是資訊系裡
比較會開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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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會開的課程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多媒體呈現 網站設計 UI/UX 聲音 影像 視訊– 多媒體呈現、網站設計、 UI/UX 、聲音、影像、視訊、

通訊、網路、控制、訊號處理、圖形識別、語言處理、

資訊處理 統計 電腦圖學 深度學習 大數據資訊處理、統計、電腦圖學、深度學習、大數據

– 生物資訊、財務金融運算、資訊與網路安全、防毒防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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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面裝置驅動與嵌入式系統、作業系統、網路系統

– ASIC, FPGA, VLSI 設計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 你才有和別人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你才有和別人
競爭的本錢 – 數學系、物理系、電機系、機械系、土木
系 化 系 財金系 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系、化工系、財金系、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
也學寫程式喔!! 上面這四個課程的內容其實門檻不高，
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 樣可以輕鬆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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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一樣可以輕鬆搞定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 你才有和別人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你才有和別人
競爭的本錢 – 數學系、物理系、電機系、機械系、土木
系 化 系 財金系 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系、化工系、財金系、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
也學寫程式喔!! 上面這四個課程的內容其實門檻不高，
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 樣可以輕鬆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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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一樣可以輕鬆搞定

那麼你讀資訊系的優勢在哪裡?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在資訊系的前兩年裡大家會掌握 程式設計、
程式設計二、資料結構、演算法 這四個科目

比較會玩線上遊戲?
• 這些已經滿足許多 科學與工程應用 的要求,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比較會玩線上遊戲?
比較宅? 

輔以適當的 領域知識, 電腦的速度與記憶容
量就可以協助自動化快速設計工程系統參數

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 你才有和別人

比較不講(人)話?
比較夜行性?

還有很多專業課程你要到各個系所去學，你才有和別人
競爭的本錢 – 數學系、物理系、電機系、機械系、土木
系 化 系 財金系 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

比較夜行性?
肝比較大顆、比較強壯?

系、化工系、財金系、生科系… 不要忘記這些系所同學
也學寫程式喔!! 上面這四個課程的內容其實門檻不高，
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 樣可以輕鬆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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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只要靠自學就和你一樣可以輕鬆搞定

那麼你讀資訊系的優勢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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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軟體環境接不上軌, 你看不出系統的設計邏輯, 你聽不
懂大家的討論 無法有效運用現成的軟體平台

型
資源密度

Resource
Density

Competence懂大家的討論, 無法有效運用現成的軟體平台
• Android / iOS App Design
• JavaScript / Java / AJAX / C# .net / Ruby on Rails

軟
體

時間知識的範疇

Scope of
Knowledge

CS fundamentals

Basic
syntax Testing

Best practice
開

p y
• Adapter / Factory / Bridge / Visitor / MVC …
• GUI Framework & Design: MFC / Java / Qt / Gnome 
大型客制化軟體 軟體重用

體

CS fundamentals
Object-orientation
Agile development
Modularity
Frameworks

Building
Debugging
Data 

Structure

Best practice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Data modeling
Systems

發
的

• 大型客制化軟體, 軟體重用
• 元件化的軟體開發與設計

Code smells
Method decomposition
How to ask for help
…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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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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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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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th of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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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x Testing

Best practice
檻檻 開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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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orientation
Agi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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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s

Building
Debugging
Data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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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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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mod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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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自
發
的

Code smells
Method decomposition
How to ask for help
…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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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Key Topics >> 學學
很很

的
學
習

題材的廣度

Breadth of Topics

難難
跨跨

習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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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ile development
Modularity
Frame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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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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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so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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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1111 人力銀行

網站程式設計師, 大學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 3年 3 5年 5 7年 7年以上

型
資源密度

Resource
Density

Competence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35,038 $38,893 $41,928 $47,142 $49,647
108/10平均薪資 $35,037 $38,893 $41,928 $47,141 $49,646

研究所 薪資平均範圍

軟
體

時間知識的範疇

Scope of
Knowledge

CS fundamentals

Basic
syntax Testing

Best practice
開

研究所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37,880 $42,498 $46,418 $52,599 $55,624
108/10平均薪資 $37 880 $42 498 $46 417 $52 599 $55 624

體

CS fundamentals
Object-orientation
Agile development
Modularity
Frameworks

Building
Debugging
Data 

Structure

Best practice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Data modeling
Systems

發
的

108/10平均薪資 $37,880 $42,498 $46,417 $52,599 $55,624

通訊軟體工程師, 研究所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Code smells
Method decomposition
How to ask for help
… and so on

Algorithm
y

Key Topics >>
的
學
習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 3年 3 5年 5 7年 7年以上
104/09平均薪資 $43,569 $47,302 $53,188 $56,292 $59,558
105/11平均薪資 $41,976 $45,628 $53,487 $56,618 $59,903

題材的廣度

Breadth of Topics

習
門

軟體工程師, 研究所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4/09平均薪資 $43,102 $46,110 $50,483 $56,301 $59,397

5

Breadth of Topics 門
檻 32

105/11平均薪資 $42,929 $45,925 $51,130 $57,011 $60,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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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人力銀行

軔體工程師 大學 薪資平均範圍

軟
體

時間知識的範疇

Scope of
Knowledge

CS fundamentals

Basic
syntax Testing

Best practice
開

軔體工程師, 大學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42,033 $46,058 $50,516 $57,112 $65,449

研究所 薪資平均範圍

體

CS fundamentals
Object-orientation
Agile development
Modularity
Frameworks

Building
Debugging
Data 

Structure

Best practice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Data modeling
Systems

發
的

研究所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44,420 $49,670 $55,324 $60,786 $69,352

Code smells
Method decomposition
How to ask for help
… and so on

Algorithm
y

Key Topics >>
的
學
習

軟／韌體測試人員, 大學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30 373 $36 404 $41 522 $44 318 $46 864

題材的廣度

Breadth of Topics

習
門

105/11平均薪資 $30,373 $36,404 $41,522 $44,318 $46,864
研究所 - 薪資平均範圍

工作年資 1年以下 1~3年 3~5年 5~7年 7年以上
105/11平均薪資 $34,290 $41,277 $47,221 $51,432 $54,610

5

Breadth of Topics 門
檻 33

105/11平均薪資 $34,290 $41,277 $47,221 $51,432 $54,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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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V.職務名稱: C++ 程式 演算法 工程師Software Engineers & Quantitative Programmers
職務類別: 資訊助理人員、軟體設計工程師、統計學研究員

Software Engineer/Developer & IT Support (Full-time)
公司名稱: 俊一研發有限公司 Alluvium Global Research http://www alluviumgr com

型
資源密度

Resource
Density

Competence
公司名稱: 俊 研發有限公司 Alluvium Global Research http://www.alluviumgr.com
公司位置: 靠近101
薪資範圍: NTD $80,000-$380,000(月)  視能力而定(面議) 
職務內容:

軟
體

時間知識的範疇

Scope of
Knowledge

CS fundamentals

Basic
syntax Testing

Best practice
開

職務內容:
1) 程式工程師
Requirements: C++, C, linux
Degre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computer science, engineering, math/statistics, operations 

體

CS fundamentals
Object-orientation
Agile development
Modularity
Frameworks

Building
Debugging
Data 

Structure

Best practice
Optimization
Architecture
Data modeling
Systems

發
的

research, or physics
Preferred:    Knowledge of design patterns, systems programming, kernel, networking 
TCP/UDP
Duties: Develop/debug software and support servers/networks Implement algorithms for data

Code smells
Method decomposition
How to ask for help
… and so on

Algorithm
y

Key Topics >>
的
學
習

Duties:      Develop/debug software and support servers/networks, Implement algorithms for data 
manipulation

Maintain documentation of procedures, models, and programming work
2) 演算法工程師
R i t F ili ith R M tl b ( N P /S iP )
題材的廣度

Breadth of Topics

習
門

Requirements: Familiar with R or Matlab (or NumPy/SciPy)
Degre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engineering, math/statistics, econometrics, operations research, or 
physics
Preferred: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theory, stochastic processes, or time series analysis

5

Breadth of Topics 門
檻 34

Preferred:    Knowledge of probability theory, stochastic processes, or time series analysis
Duties:      Perform statistical analysis/modeling on large data sets; prepare research reports
連絡方式: 應徵請寄一頁履歷表至 human.resources@alluviumgr.com, 請在標題註明，從PTT來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

• 物件 (Object)
抽象化 (Ab t ti ) 介面 (I t f )• 抽象化 (Abstraction)、介面 (Interface)

• 封裝 (Encryption)、繼承 (Inheritance)、( yp ) ( )
多型 (Polymorphism)

•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 軟體的重用 (Reuse)、元件化 (Componentwar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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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

• 物件 (Object)
抽象化 (Ab t ti ) 介面 (I t f )• 抽象化 (Abstraction)、介面 (Interface)

• 封裝 (Encryption)、繼承 (Inheritance)、( yp ) ( )
多型 (Polymorphism)

•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 軟體的重用 (Reuse)、元件化 (Componentware)
很多概念都和程序式的程式開發衝突, 你需要相當的

調整才能夠接受 這是它具有高學習門檻的主因

6

調整才能夠接受 …. 這是它具有高學習門檻的主因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 C++
• 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目標 開發中大型軟體

• 物件 (Object)
抽象化 (Ab t ti ) 介面 (I t f )• 抽象化 (Abstraction)、介面 (Interface)

• 封裝 (Encryption)、繼承 (Inheritance)、( yp ) ( )
多型 (Polymorphism)

•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設計樣式 (Design Pattern)
• 軟體的重用 (Reuse)、元件化 (Componentware)
很多概念都和程序式的程式開發衝突, 你需要相當的

調整才能夠接受 這是它具有高學習門檻的主因

6可是這樣才不會有滿街的人都跟你競爭啊!!!
調整才能夠接受 …. 這是它具有高學習門檻的主因



核心選修課程 大三上

7



核心選修課程 大三上

壞消息: 如果你在上程式設計、程式設計二、資料

結構、演算法 時都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感覺 上課結構、演算法 時都有 種事不關己的感覺, 上課

時常常神遊四方, 那麼有九成九的機會在這個課

程裡會重演程裡會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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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是不會選的, 常常也只好和軟體劃清界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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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選修課程 大三上

壞消息: 如果你在上程式設計、程式設計二、資料

結構、演算法 時都有一種事不關己的感覺 上課結構、演算法 時都有 種事不關己的感覺, 上課

時常常神遊四方, 那麼有九成九的機會在這個課

程裡會重演程裡會重演

應該是不會選的, 常常也只好和軟體劃清界線

更壞的消息: 和軟體劃清界線以後, 你還是有

機會畢業 終究還是有很多硬體介面軟體的工機會畢業, 終究還是有很多硬體介面軟體的工

作, 有很多網頁設計的工作, 有很多系統維護

的工作, 也有很多工程應用的工作機會, 至少

也還需要很多測試人力 不能說你不會就毀了

7

也還需要很多測試人力, 不能說你不會就毀了

… 只是會面對比較多的競爭而已



密碼學與應用密碼學與應用

• 資訊安全 -- 在這個 電子商務宅經濟、雲端服務 、資訊安全 在這個 電子商務宅經濟 雲端服務

大數據、物聯網 、工業物聯網 風行的世紀裡大

家都知道資訊安全 定很重要 該怎麼準備自己呢?家都知道資訊安全一定很重要, 該怎麼準備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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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學與應用密碼學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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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產業 這個領域的 關鍵門檻 在哪裡?• 這個產業、這個領域的 關鍵門檻 在哪裡?

 想像一下如果你是一個資安工程師, 你的老闆最關

心的是什麼? 

8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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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99% 安全和 100% 不安全是一樣的

8

– 這和其它領域最主要關心『能不能上線運作』不太一樣

 1% 的錯誤叫做例外, 是客戶不斷掏錢的原因, 下一個版本再修正就好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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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統功能不同, 保護的目標就不同

加密系統 不讓別人看到

點也不安全了

 委託運算機制 – 隱匿性、
正確性、可驗證性

 軟體保護 – 可追蹤性、

 加密系統 – 不讓別人看到

 簽章系統 – 不允許偽造

電子錢包 匿名性 無法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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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保護 可追蹤性
隱匿性、正確性

 電子錢包 – 匿名性、無法偽造

 雲端儲存系統 – 可搜尋性、隱匿性



資安事件永遠都駭人聽聞
• Netscape / IE 運用 rand() 造成的安全漏洞

• 基於 Buffer Overflow 弱點的蠕蟲的比例

• Mifare 悠遊卡的破解• Mifare 悠遊卡的破解

• 內政部自然人憑證中心憑證不安全的醜聞

• IPSec 硬體裝置憑證重複使用的醜聞

• RSA 公司收受 NSA 金錢的醜聞

• OpenSSL RSA e=3 的實作漏洞

• OpenSSL heartbleed 的世紀漏洞OpenSSL heartbleed 的世紀漏洞

• Ransomware: CryptLocker 2013/11 (Filecoder)
• Hijacking the Steeling and Braking of Ford Escape / Toyota Prius

Forbes Security 2013/07Forbes Security 2013/07
• 小米將客戶資料以未加密形式傳回中國 2014/09
• Sony 娛樂「刺殺金正恩」的駭客入侵事件 2014/11
• VENOM: Virtualized Environment Neglected Operations Manipulation 2015
• Hacking iStan-醫學用模擬人(CAE Healthcare) 2015/09

台積電 夕損失 26 億的電腦病毒感染事件 2018/08• 台積電一夕損失 26 億的電腦病毒感染事件 2018/08
• 華為 5G 設備中政府幕後黑手的陰影為關鍵基礎設施帶來安全問題 201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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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啦! 如果系統沒有實作

的錯誤, 外星人也沒來,
資訊系統、網路
服務、網路協定可證明安全的

的錯誤, 外星人也沒來,
放心, 不會有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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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以給老闆的保證是:橢圓曲線

(分解 式 離散對數 )你可以給老闆的保證是: 
安啦! 如果系統沒有實作

的錯誤, 外星人也沒來,
心裡想的是: 系統使用有

證明的機制 挑選那麼嚴
資訊系統、網路
服務、網路協定可證明安全的

的錯誤, 外星人也沒來,
放心, 不會有事的!

證明的機制, 挑選那麼嚴

謹的實作, 最好是能破, 
我先去領 Turing Award /

11

服務 網路協定可證明安全的 我先去領 Turing Award /
Gödel Prize 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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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人工智慧裡一個非常• 這是人工智慧裡一個非常

具啟蒙性的定義, 但是卻不是

很實際, 大部分人工智慧相關

的研究並不把滿足 Turing Test 作為目標, 一直到

12

g
2014 年才有通過這個測試的機器男孩 – Eu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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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實作出可以證明滿足這樣

定義的安全機制, 例如對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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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加密系統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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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靈測試 (Turing Test)

• 在密碼學的領域裡 這種方式• 在密碼學的領域裡, 這種方式

可以定義出極佳的安全性, 而
Enc

且也實作出可以證明滿足這樣

定義的安全機制, 例如對於一

c

12
個加密系統來說:



• 在職場上不太容易看到其他資訊領域的
工程師順利轉型成為資安工程師工程師順利轉型成為資安工程師

 

13



• 在職場上不太容易看到其他資訊領域的
工程師順利轉型成為資安工程師工程師順利轉型成為資安工程師

蛤! 有數學

蛤! 有(計算)理論, 要證明

蛤! 有敵人! 有壞人!

蛤! 不是功能正確就好了嗎?

 蛤! 有敵人! 有壞人!

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

別這樣, 我已經離開學校了耶! 我有家要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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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同學、學長、助教、與老師的合作學習, 
跨過這些門檻, 讓它們成為你職涯裡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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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學校裡用力跨過各領域裡 關鍵的門檻

它們不是你的敵人 擁抱它們 藉由學校的資• 它們不是你的敵人, 擁抱它們, 藉由學校的資
源: 同學、學長、助教、與老師的合作學習, 

很多同學都有興趣開發遊戲 但是現在不需要花時

跨過這些門檻, 讓它們成為你職涯裡的保障

• 很多同學都有興趣開發遊戲, 但是現在不需要花時
間成為遊戲高手幫它測試, 你好不容易看到它的弱
點 你以為開發的人不知道? 沒有缺點的程式會有點, 你以為開發的人不知道? 沒有缺點的程式會有
下一個版本? 那開發的人都吃什麼啊? 你看很多沒
有經驗的職場新鮮人的職銜都是測試工程師 你不

13

有經驗的職場新鮮人的職銜都是測試工程師, 你不
會滿意那個薪水, 不會喜歡隨時可以被取代的感覺



點點的建議一點點的建議 

• 在學校裡用力跨過各領域裡 關鍵的門檻

它們不是你的敵人 擁抱它們 藉由學校的資• 它們不是你的敵人, 擁抱它們, 藉由學校的資
源: 同學、學長、助教、與老師的合作學習, 

很多同學都有興趣開發遊戲 但是現在不需要花時

跨過這些門檻, 讓它們成為你職涯裡的保障

• 很多同學都有興趣開發遊戲, 但是現在不需要花時
間成為遊戲高手幫它測試, 你好不容易看到它的弱
點 你以為開發的人不知道? 沒有缺點的程式會有點, 你以為開發的人不知道? 沒有缺點的程式會有
下一個版本? 那開發的人都吃什麼啊? 你看很多沒
有經驗的職場新鮮人的職銜都是測試工程師 你不

就算不是測試工程師, (線上)遊戲
產業目前是很低薪的族群, 只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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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經驗的職場新鮮人的職銜都是測試工程師, 你不
會滿意那個薪水, 不會喜歡隨時可以被取代的感覺

產業目前是很低薪的族群, 只有很
少數的奇葩能當遊戲實況主賺錢的



Wake up andWake up and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or for pretending you are interested or for pretending you are interested 

進一步訊息
請至 INS 512請至
或 FB: 丁培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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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很遺憾這個系列課程沒有安排老師介紹
計算理論這種可以預測 20~50 年後世界的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