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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數學會電子報第 15 期 

中華民國數學會發行  98 年 7 月 8 日創刊 102 年 1 月 11 日出版 

 

本期要目 

一. 會務報導 (第 1 頁) 

二. 得獎報導 (第 7 頁) 

三. 書介--「為什麼公車一次來三

班？：生活中隱藏的 81 個數學

謎題」 (第 11 頁) 

 

四. 理論與實務--張海潮 (第

12 頁) 

五.學術活動 (第 13 頁) 

六. 其他數學界動態 (第 14

頁) 

 

地址：10617 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5 樓   中華民國數學會 

http://www.taiwanmathsoc.org.tw/ 

E-mail: tms@math.ntu.edu.tw 

TEL: 886-2-2367-7625/ 886-2-3366-2821 

FAX: 886-2-2391-4439 

一、會務報導 

(一) 2012 年中華民國數學會年會暨數學學術研討會圓滿落幕 

一年一度的數學學術研討會暨數學年會，在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全體師生共同參與、籌

畫下，於 2012 年 12 月 7 日 (星期五) 至 12 月 9 日 (星期日) 在交通大學科學一館舉行，提供

數學及相關領域之研究學者互相交流之管道。 

12 月 7 日下午由「系務發展經驗交流」活

動為本次年會揭開序幕。 

中華民國數學會期望年會除了學術研討會

外，也能成為全國數學相關系所推動數學發展經

驗交流的一個平台，因此今年就大家較為關心及

重要的發展課題—招生、課程安排、學生就業、

研究提升，邀請有經驗的系所主任擔任引言人，

提供經驗和建議，做為討論及經驗交流的基礎。 

「開放式課程及數學通識教育」主題中，邀請白啟光教授、莊重教授、張海潮教授、李

育嘉教授擔任引言人。莊重教授及張海潮教授分享他們開設開放式課程及數學通識課程的經驗。

白啟光教授從大層面介紹台灣開放式課程的發展現況，她也於會中呼籲全國數學系所一起合作

把華文的數學開放式課程做的更完整及完美，讓開放式課程成為協助數學學習的有力工具。 

本次會中也特別安排國科會數學學門召集人賴明治教授共同參與，賴召集人除報告國科

會數學學門的近況外，也聽取國內數學系所對國科會數學學門的一些看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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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學術研討會於 12 月 8 日及 9 日兩日進行，

Plenary Talks 邀請了翟敬立院士 (中央研究院)、賴

明治教授 (EASIAM President-Elect, 交通大學)、

及 Irene Fonseca 教授  (SIAM President-Elect,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Plenary talk: Professor Irene Fonseca) 

 

(Plenary talk: 翟敬立院士) (Plenary talk: 賴明治教授) 

Plenary talk 演講者翟敬立院士(左三)、賴明治教授(左二)、Irene Fonseca 教授(左六)和韓國代表團(右三~右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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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的學術研討會分為九個 sessions，含

代數及數論、分析及最佳化、機率、離散數學、

幾何、動態系統及生物數學、計算數學、偏微分

方程、統計，每一 session 有 2 至 3 位 50 分鐘的

邀請演講及約 20 位 25 分鐘演講，進行演講與討

論，整體氣氛熱烈。 

本次會議參與人員眾多，12 月 7 日下午「系

務發展經驗交流」全國系主任或代表 40 餘人參

加，12 月 8 日及 9 日之活動計 400 餘人參加。 

 

 

 

 

 

 

 

 

本次年會特別於 12 月 8 日中午與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合辦「數學、就業與女性」論壇，特

別邀請台灣 IBM 黃慧珠總經理和關貿網路連琨菁總經理，請兩位數學系畢業的傑出女科技人

暢談他們的個人經驗。藉此也讓我們了解數學系的課程，於現在的工作環境是否有什麼需要改

進或加強的地方，同時讓數學系的學生知道，如何在快速變動的職場環境裡爭取一席之地。特

別的，透過她們二位及女科技人學會吳嘉麗理事長的報告，讓我們可以有機會了解女性在這競

爭激烈的大環境裡不為人知的一面。 

 

 

 

 

 

 

(台灣 IBM 黃慧珠總經理)             (女科技人學會吳嘉麗理事長)          (關貿網路連琨菁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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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數學年會相關影音文字資訊 (條列如下) 可至年會網頁瀏覽。

(http://jupiter.math.nctu.edu.tw/amms/amms2012/)  

1. 大會主講：翟敬立院士 現場實況錄影。 

2. 大會主講：賴明治教授 現場實況錄影。 

3. 大會主講：Irene Fonseca 教授 現場實況錄影。 

4. 頒獎典禮(得獎人專輯) 電子檔、頒獎現場實況錄影。 

5. 年會論壇「數學，就業與女性」(與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合辦) 現場實況錄影。 

6. 系務發展經驗交流 (挑戰與策略-從私立大學到國立大學、 開放式課程及數學通

識教育)：實況文字稿、引言人 PPT 下載。 

7. 大會手冊 電子檔下載。 

8. 領域議程摘要全集 電子檔下載。 

9. 年會相片精選集。 

(二) 2012 年許振榮講座 

中華民國數學會與中央研究院數學所合辦的「許振榮講座」，今年已進入第二屆，並於 12

月 10、11、12 日舉辦，本年度邀請國際知名幾何學家—哈佛大學 Clifford Taubes 教授提供一

系列的專題演講，演講主題為：SL(2;C) connections with L² bounds on curvature。 

 

(三) 推動數學發展補助 

為推動國內數學發展，鼓勵會員主動舉辦數學活動，特訂定「中華民國數學會推動數學

發展補助辦法」，具有會員資格者均可提出申請。相關規定及申請書，請至本會網站下載 

(http://www.taiwanmathsoc.org.tw/webpage/tms_fund.html) 

  

Clifford Taubes 教授(前排右四) 

 

http://jupiter.math.nctu.edu.tw/amms/amms2012/
http://www.taiwanmathsoc.org.tw/webpage/tms_fund.html


中華民國數學會 電子報第 15期 

 

 

 

 5 

(四) 2013 年中華民國數學會新措施 

 修訂本會章程第六條、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廿六條及第廿九條。 

 修正內容 原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本會會員分左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由本

會會員二人推薦，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交個人會費者。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員達 10

年以上，並繳交永久會費者。 

三、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且具有

在學證明，由本會會員二人推薦，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學生會費者。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關

團體，由本會會員五人推薦，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交團體會費者。 

五、名譽會員：凡對數學及相關領域有

卓越貢獻，由理事長提名，並經理

事會通過者。 

六、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

或個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

通過者。 

本會會員分左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由本

會會員二人推薦，經理事會通過，

並繳交個人會費者。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員達 10

年以上，並繳交永久會費者。 

三、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且具有

在學證明，由本會會員二人推薦，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學生會費者。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關

團體，由本會會員五人推薦，經理

事會通過，並繳交團體會費者。 

五、名譽會員：凡對數學及相關領域有

卓越貢獻，由本會會員二人提名，

並經理事會通過者。 

六、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

或個人，由本會會員二人推薦，經

理事會通過者。 

簡化會員入會

流程。 

 

第

十

三

條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會員捐款

之數額及方式。 

四、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五、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六、議決財產之處分。 

七、議決團體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

大事項。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左：  

一、訂定與變更章程。  

二、選舉或罷免理事、監事。 

三、議決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四、議決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處分。  

五、議決財產之處分。 

六、議決團體之解散。 

七、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

大事項。 

章程之修訂應

符合「人民團

體法」之規

定。 

第

十

五

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

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六、議決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捐款之數

額及方式。 

六、其他應執行事項。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二、選舉或罷免常務理事、理事長。  

三、議決理事、常務理事或理事長之辭

職。  

四、聘免工作人員。  

五、擬定年度工作計畫、報告及預算、

決算。  

六、議決常年會費、事業費及捐款之數

額及方式。 

七、其他應執行事項。 



中華民國數學會 電子報第 15期 

 

 

 

 6 

第

廿

六

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

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

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以會員

（會員代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本會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

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本章程之變更須

由理事長或會員二十人以上之建議，提

交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之，以出席人

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會員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

數之出席，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

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

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人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一、章程之訂定與變更。  

二、會員(會員代表)之除名。  

三、理事、監事之罷免。  

四、財產之處分。  

五、團體之解散。  

六、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

項。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本章程之變更須

由理事長或會員二十人以上之建議，提

交會員(會員代表)大會討論之，以出席人

數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或全體會員三分

之二以上書面之同意行之。 

本會之解散，得隨時以全體會員(會員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依內政部 (台

內 社 字 第

1000253235

號 )函文要求

補正。 

第

廿

九

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新台幣 500 元/

年；永久會費新台幣 5,000 元/一次繳

足；團體會費新台幣 7500 元/年；學

生會費新台幣 300 元/年。 

二、事業費。 

三、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一、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永久會費，

學生會費，團體會費。 

二、事業費。 

三、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章程中應明訂

繳 納 會 費 數

額。 

 修訂「中華民國數學會會員大會代表組織及選舉辦法」 

 修正內容 原條文 說明 

三 (一) 會員代表之產生方式： 

1.本會理、監事為當然會員代表。 

2.依本會團體會員之分區採定點定時方

式選舉之，其名額按該分區內研究人

員、教職員(包含退休人員)及博士生之

會員人數占非團體會員總數之比例分

配。 

3.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 

(一) 會員代表之產生方式： 

1.本會理、監事為當然會員代表。 

2.依本會團體會員之分區採定點定時方

式選舉之，其名額按該機構內研究人

員、教職員(包含退休人員)及博士生之

會員人數占普通會員總數之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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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訂「中華民國數學會傑出碩博士論文獎設置與評選辦法」 

 修正內容 原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二、相關系所或數學研究人員每十名研

究生可推薦論文一篇，不滿十名以

推薦一名為限，於每年七月底前向

本會推薦。推薦資料包括： 

(一) 論文影本一式二份。 

(二) 推薦函二封。 

(三) 被推薦人個人資料(包括學

歷、著作目錄、聯絡地址電話

及身分證影本)。 

二、相關研究所每十名研究生可推薦論

文一篇，不滿十名以推薦一名為

限，於每年七月底前向本會推薦。 

推薦資料包括： 

(一) 論文影本一式二份。 

(二) 推薦函二封。 

(三) 被推薦人個人資料(包括學

歷、著作目錄、聯絡地址電話

及身分證影本)。 

鼓勵更多優秀

碩、博士論文

參與本會傑出

論文獎之評選 

 

 2013 年中華民國數學年會暨數學學術研討會由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舉辦。 

 期刊費用調整 

自 2013 年 (vol. 17) 起，期刊訂閱費用調整為「國內及國外水陸郵件：100 美元/ 3000 台

幣」、「國外航空郵件：150 美元/ 4500 台幣」。 

 

二、得獎報導 

(一) 2012 年中華民國數學會各獎項得獎人： 

「學會獎」許世壁教授 (下圖左) 

 

學歷：美國愛荷華大學數學系博士 (1976)；清華大學數

學系學士 (1970)。 

經歷：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  (1996/8-迄今)。 

曾任清華大學應用數學所教授  (1985/8-1996/7)、所長 

(1987-1990)； 清華大學理學院院長 (1998-2004)；交

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副教授、教授 (1979/8-1985/7)；美國

猶他大學數學系講師 (1976/8-1979/7)；國科會數學學門

審 議 人  (1993-1995) ； 台 灣 數 學 期 刊 主 編 

(2001-2003)；中華民國數學會理事長 (2010-2012)。 

研究領域：生物數學、動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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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獎」陳國璋教授 (下圖左) 

 

學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數學系博士 (2001/8)；

清華大學數學系碩士 (1996/6)、學士 (1994/6)。 

經歷：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 (2009/8-迄今)。 

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2006/8-2009/7)；清

華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 (2004/8-2006/7)；美國亞

利桑那大學訪問助理教授 (2002/8- 2004/7)；美

國西北大學講師 (2001/9-2002/8)。 

研究領域：動態系統、天體力學、變分法。 

 

 

「青年數學家獎」張介玉教授 (下圖左) 

 

學歷：清華大學數學系博士(2007)。 

經歷：現任清華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 

曾任中央大學與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博士

後研究員 (2007/10-2011/10)。 

研究領域：數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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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數學家獎」謝銘倫教授 (下圖中) 

 

學歷：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數學系博士 (2008/5)；臺

灣大學數學系碩士 (2000/6)、學士 (1998/6)。 

經歷：現任台灣大學數學系助理教授 (2009/8- 迄

今)。 

曾任 Mcmaster University, Canada 博士後研究員 

(2008/8-2009/6)。 

研究領域：Number theory, Automorphic forms 

and special values of L-functions from p-adic 

aspect. 

 

 

「傑出博士論文獎」銀牌獎 阮碩勇 博士 (下圖中) 

論文：完備流形上的結構定理 (Some Splitting and Vanishing Type Theorems on Complete 

Manifolds) 

論文指導教授：宋瓊珠教授 (下圖右) 

 

學歷：清華大學數學系博士  (2008/9-2012/6)；

Department of Math., Hanoi National University

碩士 (2002/9-2004/6)、學士 (1998/9-2002/6)。 

經歷：Post doct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2012/9-now). 

Lecturer, Hanoi University of Civil Engineering 

(2004/10-2012/09, on leave from 2008/9)。 

研究興趣： Geometric analysis, pluripotenti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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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碩士論文獎」金牌獎 余承翰 碩士 (下圖中) 

論文：使用多子矩陣法結合中央處理器和圖形處理器解決大型稀疏線性系統  (CPU-GPU 

Hybrid Approaches in Multifrontal Methods for Large and Sparse Linear System) 

論文指導教授：王偉仲教授 (下圖右) 

 

學 歷 ： 臺 灣 大 學 數 學 系 碩 士  (2010-2012) 、 學 士 

(2005-2010)。 

經歷：Internship in Access Analytics International, 2008. 

Honors in NVIDIA CUDA programming contest in 

Taiwan, 2009. 

研究興趣：科學計算、高效能矩陣計算、最佳化問題。 

 

 

「傑出碩士論文獎」銀牌獎 孫維良 碩士 (下圖中) 

論文：一些有限群的共軛類乘積與其他相關問題 (Product of Conjugacy Classes in Some finite 

Groups and Related Problems.) 

論文指導教授：黃世昌教授 (下圖右) 

 

學 歷 ： 成 功 大 學 應 用 數 學 所 碩 士 

(2010/9-2012/6)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學士 

(2006/9-2010/6)。 

經歷：今年六月從研究所畢業後，隨即參與中研院數

學所的暑期研習─組合數學與圖論專題。目前在服役

中。 

研究興趣：我的興趣在於純數學領域，以代數為主，

例如探討有限群及其共軛類之關係。而由於參加研習

的緣故，近來也對組合數學頗感興趣，近期的工作內

容則與「高階線性遞迴和多項式」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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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書介：為什麼公車一次來三班？：生活中隱藏的 81 個數學謎題 

 

作者：羅勃．伊斯威 (Rob Eastaway)、傑瑞米．溫德漢 

(Jeremy Wyndham) 

譯者：蔡承志 

出版社：臉譜 

出版日期： 2008 年 08 月 22 日 

書介作者：黃國卿 教授 

當然，不熟悉數學，生活也可以過得很好。不過，懂得運用數學卻能增添樂趣，讓生活

過得更好。從書名到各章節的標題，作者很用心，企圖也相當明顯，希望讀者在熟悉的環境背

景中學習，真正的理解數學。 

全書共 81 個來自生活中的數學謎題。不過，各章的主題並沒有絕對的關聯，因此，想看

那一章就看那一章，想看那一段就看那一段。 

在第一章，作者便傳達「數學就隱藏在周遭，等著被發現與運用」的訊息。因此，是巧

合還是必然？是倒霉還是幸運？配合數學模式的解說，令人釋懷不少。生活上，是否曾被統計

數字所迷惑，從而產生誤解？而這些似是而非的現象，即使是所謂的聰明人也會犯錯。但只要

運用簡單的數學觀念便可釐清，「啊哈！原來如此！」分蛋糕與打敗情敵都要運用心理學？其

中的策略為何？千變萬化的「對局論」經過作者的說明，讓人覺得趣味橫生。福爾摩斯總是能

機智地解開兇案的謎團，難道他的好運永遠用不完？其實，透過歸納與演繹，破案並不是事情

的偶然，而是邏輯的必然！事情總有先來後到、輕重緩急之分，一不小心可能滿盤皆輸，要怎

麼安排才能順利完成，並獲取最大利益？從本書的例子來看，數學還真是蠻有「錢」途的。基

本上，作者所舉的例子，乍看之下，似乎學校都沒有教，但只要具備基礎的數學知識，不僅就

能理解其中所含的數學本質，還可感受到數學所帶來的樂趣。 

相信讀者在輕鬆的心情下閱讀本書後，定能與作者產生共鳴─這是一本很好玩的科普書

籍。 

 

備註：本文轉載自「向社會推薦優良數學科普書籍」(http://w3.math.sinica.edu.tw/mrpc_jsp/book/)。 

 

http://w3.math.sinica.edu.tw/mrpc_jsp/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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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理論與實務--張海潮 

我曾經組識一個小組籌畫拍攝國中數學教學的輔助教

材。小組提出的拍攝方案中有一個是「體積」，在討論的時候，

有人提到阿基米德（287? B.C.－212 B.C.）為敘拉古（Syracuse）

國王海爾翁二世（Hieron Ⅱ）測皇冠體積的故事。由於這件

事總是與阿基米德泡在浴缸中發現了測體積的方法連在一起，

所以對於如何測定皇冠的體積，小組想要結合阿基米德洗澡

的故事，因此先行討論阿基米德的辦法。 

出人意料的是，大部分的委員認為應該先裝滿一桶水，

然後把皇冠浸在水中，再將滿出來的水蒐集起來，倒在量杯

裏測出體積，這些滿出來的水的體積就是皇冠的體積。 

這個方法理論上正確，但是實務上不可行。因為首先，

皇冠的體積雖然不會很大，但是在空間中有一定的延展，因此必須要用一個相當大的水桶，並

且水桶中的水一定要裝得很滿，滿到像表面張力這樣。 

好，當我們把皇冠慢慢的浸下去的時候，水從水桶的邊上相當均勻的滿出來，沿著水桶

的外緣流下去，而由下面另一個容器承接起來，然後再將這個容器中的水倒在一個量杯裏，想

想看在這個過程中會損失多少水，也就是說，量出來的體積一定比皇冠的體積小得多。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阿基米德想出的辦法真是如此，那就不可能發展出阿基米德的浮力

原理―物體在水中所受的浮力等於物體等體積的水重。顯然，阿基米德洗澡的時候並不是領悟

到排出多少水到浴缸外面，而是感受到當時身體所受的浮力，亦即身體浸入水中的部分越多，

受到的浮力也越大。這樣說來，真正的方案應該是：先以天平秤皇冠的重量，例如是 A 克，

然後以繩子吊著皇冠讓皇冠慢慢 

浸入水中，但是不與桶底接觸，秤出重量是 B 克，則皇冠的體積就是（A－B）立方公分。 

 

 

 

如圖所示，將天平置於工作檯上，一端放砝碼，另一端用繩子讓皇冠完全浸入水中，但

是不要觸及桶底，如此秤得的重量就是原來的重量扣掉浮力。接下來計算 A/（A－B）而得到

皇冠的密度。如果這個密度小於純金的密度（19 克/立方公分）那就代表打造皇冠的時候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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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的元素，例如銀或銅。銀和銅的密度分別是 10.5 及 9 克/立方公分，比金的密度小得多。此

外，在秤水中皇冠重量的時候，如果要避免繩子重量的干擾，可以在天平的右邊放置一樣長的

繩子。 

體積之外，還有面積，小組提的方案是海龍公式。海龍是指公元前後活躍在埃及亞歷山

卓一位希臘數學家 Heron，他同時也是工程師和測地師。海龍提出了一個利用三角形三邊長 a, 

b, c 求面積的公式： 

( )( )( )s s a s b s c   面積  

 

式中 s 代表三角形的半周長 s = (a + b + c)/2。這個公式非常有名，是國中平面幾何必教的公式，

因為用起來非常方便，意思是只要知道三個邊長，可以跳過求高的過程，一舉求得面積。附帶

一提，把 Heron 音譯成海龍是臺灣的創舉，由於 Heron 的另一個拼法是 Hero，所以有的華文

地區譯成希羅。 

回到拍片，劇本中總要談些有關測量的背景，特別要藉此突顯海龍公式的優越性。劇本

中有一個場景是測量人員要測一塊三角形區域的面積，他們本來要在地面上拉一條高出來，但

是卻發現這條高會經過區域中的一塊水塘，於是海龍出現，指導他們用三邊的長直接求面積。 

這個場景確實有趣，也有相當的啟發性，不過實情是，作為一個測地師，海龍並不建議

用這個公式，因為當時大部分的測繪人員不會開平方。這些測繪人員是純粹的技術人員，通常

能夠靠查表得到答案就很不錯。至於海龍本人，他不只懂嚴密的數學公式，也整理了許多便於

計算的近似公式，畢竟純幾何和測地術是有區別的。並且在海龍那個時代，對測地的準確度不

會要求太高，在這種不需太嚴謹的大環境之下，希臘人反而能發展出嚴謹的幾何，主要是因為

嚴謹的目的是為了測天文，而不是測地理。 

 

五、學術活動  

研討會 

2013 NCTS Student Workshop on 

Dynamical Systems 

時間：2013/1/11 ~ 2013/1/11 

地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四樓演講廳 B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新竹) 

NCTS Dynamics Day- Interval Arithmetic, 

Symbolic Computation, and Applications to 

Dynamical Systems 

時間：2013/1/16 ~ 2013/1/16 

地點：交通大學科學一館 SA307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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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屆的微分方程學術研討會 (21th Annual 

Workshop on Differential Equations) 

時間：2013/01/18 ~ 2013/01/19 

地點：中央大學數學系 

聯絡單位：中央大學數學系 

Workshop on Higher Dimensional 

Algebraic Geometry 

時間：2013/3/25~2013/3/29 

地點：(未公告)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台北) 

Workshop on Super Representation Theory 

超表示論研討會 

時間：2013/05/10 ~ 2013/05/15 

地點：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台大校區) 

聯絡單位：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Conference on Diophantine Problems and 

Arithmetic Dynamics 

時間：2013/06/24 ~ 2013/06/28 

地點：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台大校區) 

聯絡單位：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第六屆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Mathematicians, 簡稱

ICCM) 

時間：2013/7/14 ~ 2013/7/19 

地點：臺灣大學 

聯絡單位：台大數學科學中心 

 

課程 

TIMS 2013 Winter School on Number 

Theory 

時間：2013/1/10 ~ 2013/1/12、2013/1/14 

地點：臺灣大學天文數學館 3 樓 302 室 

聯絡單位：台大數學科學中心 

2013 NCTS Winter Course on 

Mathematical Biology (1/16, 1/22) 

時間：2013/1/16 ~ 2013/1/22 

地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四樓演講廳 B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新竹) 

2013 NCTS & NTHU Mini-Course on 

GEOMETRIC PDE (1/21, 1/22, 1/23, 1/28, 

1/29, 1/30) 

時間：2013/1/21 ~ 2013/1/30 

地點：清華大學綜合三館四樓演講廳 A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新竹) 

2013 Special Programs in Algebraic 

Geometry and Representation Theory  

時間：2013/2/25 ~ 2013/12/23  

地點：(未公告) 

聯絡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台北) 

 

六、其他數學界動態  

 本會常務理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賴明治教授當選「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東亞分會

(EASIAM) 理事長。 

 于靖教授 (台灣大學)、李文卿主任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林文雄教授 (清華大學)、

劉太平教授 (中央研究院) 當選首屆 AMS Fellow (http://www.ams.org/profession/fellows-list) 

 林松山教授 (交通大學) 榮獲教育部第 16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陳榮凱教授 (台灣大學) 榮獲教育部第 56 屆學術獎。 

 The 6th Pacific Rim Conference on Mathematics 2013 (PRCM) 將於 2013 年 7 月 1 日至 5 日

在日本札幌舉行。 (http://www.math.sci.hokudai.ac.jp/sympo/130701/).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306DPAD/default.jsp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306DPAD/default.jsp
http://www.ams.org/profession/fellows-list
http://www.math.sci.hokudai.ac.jp/sympo/13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