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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務報導
(一) IMAGINARY 數學展覽 – 超越無限．數學印象 Infinity & Beyond
繼前次介紹《IMAGINARY: Infinity & Beyond，超越無限‧數學印象》
（以下簡稱《數學印象》）
之展覽內容，以及高雄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之展覽概況，今年 3 月 18 日數學會已將全套展覽
移師台北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簡稱科教館）
，其中增添了荷蘭雕塑家 Rinus Roelofs 的多面體
立面化創作以及東華大學魏澤人老師的類神經網路畫風模仿軟體。此外，於高雄展期間舉辦之
Surfer 方程式繪圖競賽得獎作品亦一併展出，在在體現本會欲呈現「數學並非遙不可及」及「學
數學也可以當藝術家」的想法。

各展區總是充滿人潮

參展民眾涵蓋各年齡層

台北展短短一個半月時間就吸引了近 15,000 人進場觀展，周末舉辦的工作坊，內容充實
豐富，從需要團隊合作的大型穹頂結構、發揮個人創作能力的益智積木和摺紙、魔術方塊與奇
幻魔術背後的數學原理、到像玩積木一樣的程式設計，以及將數學落實到生活和文學上的數學
文章寫作(*註)，令人意想不到的主題讓每場工作坊總在開放報名後瞬間額滿，一位難求。不少
參與工作坊的各界人士及家長紛紛來電詢問再舉辦的可能性，足可見工作坊對於向大眾推廣數
學之成效和潛力。
*註：數學摺紙教學由李政憲老師(林口國中)帶領，帶民眾欣賞了鑲嵌和對稱之美；
魔術方塊由郭君逸教授(臺師大數學系)主講，分享魔術方塊在國內外的發展現況，以及只用 3 招就可以解開
223 魔方的秘訣和數學原理。
其餘工作坊內容於次頁圖片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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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圖：大型穹頂結構由 Rinus Roelofs(圖中白髮者)帶領，
運用他設計的木板建構，讓民眾體會結構與力學之美。

右圖：場場爆滿的工作坊

左圖：學員開心的玩
著林義強老師(高雄女
中退休教師)設計的關
卡，利用簡單的積木
作為道具，設計積木
及組木謎題，不自覺
地一步一步牽引眾人
的好奇心，想要一路
解謎，停不下來。
上圖：朱安強老師(誠致基金會)帶來一堂<像玩積木一
樣的一堂程式設計>課，教孩子們動手"組"程式~ 現場
有一位從來沒有接觸過程式撰寫的國中學生，當場自
製了一款遊戲，令現場所有人印象深刻!
左圖：吳如皓老師
(興雅國中)非常擅長
從魔術的迷霧中，帶
領學生一步一步去思
考、去推理、去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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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後隱藏的原理，這

上圖：賴以威教授(長庚大學)的數學文章經常出

一系列步驟恰如證明

現在各種媒體之中，題材涉獵廣泛，他擅長使

一道數學題的過程，

用溫暖感人的文字，精準的將數學從生活事件

優雅而美麗。

中抽離出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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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會引進《數學印象》的主要動機，在於推動數學各層面之發展，讓數學與人們的生活
及藝術作連結，用嶄新的教育思維和方式，顛覆傳統數學印象為主要教育目的，開拓更寬廣的
教育視野。此理念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與認同，有許多企業和個人捐款贊助本活動，立法院王
金平院長一得知能夠為台灣數學教育出力，也馬上承諾鼎力相助、大力支持。

左圖：本會於 3 月 18 日下午至立法
院鎮江會館拜會王金平院長。左起
王偉仲教授、李國偉研究員、陳界山
教授、鄭芳枝教授、王金平院長、
陳榮凱前理事長、賴明治理事長、
張鎮華前理事長、夏俊雄秘書長。

本展覽共有 17 個協辦單位、得到 12 間企業近 340 萬元贊助、動員超過 100 名師生；整個
展期觀賞人次共計 22,800 人、超過 70 個學校團體預約參觀導覽活動，Facebook 社群網站粉絲
專頁<超越無限數學印象特展>目前累積超過 2000 名粉絲，並且持續增加中、影響的範圍層面
分布廣大。值得慶賀的是，IMAGINARY 展覽並未隨北高兩地展期結束而停止，反而吸引了一些
感興趣之單位團體，著手計畫將活動延續下去。從 5 月 13 日起至 106 年 8 月底，《數學印象》
將巡迴全省各級學校展出，讓地方民眾有機會一窺 IMAGINARY 的精彩內容。目前已經開展的
有嘉義大學(展期至 7 月 10 日)，與中原大學(展期至 6 月 30 日)。詳細展出學校與日期將於確
定後於下期電子報與學會網站公告。

左圖：嘉義大學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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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中原大學展覽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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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台灣數學期刊」近況報導
台灣數學期刊於今年 2 月和 JSTOR 簽約，正式加入 JSTOR。JSTOR 取自 Journal Storage 一
詞，是一個發現、存取和保存學術內容成果的研究平台。針對多學科和專門學科的一系列資料
庫，可存取超過 1000 種學術期刊的完整回溯內容；最新的各期期刊以資料庫或單獨出版物的
形式提供。JSTOR 選擇期刊的原則主要有以下四點：訂購該期刊的圖書館數量、該期刊的影響
指數、各學科專家推薦意見、期刊發行的年代長短。由此可看出，台灣數學期刊在出版高品質
數學論文方面的表現是有目共睹。
此外，本期刊自今年 4 月開始，正式採用 EditFlow 線上投稿及審查平台，逐步取代原先
的線上審稿系統。EditFlow 是由 MSP (Mathematical Sciences Publishers) 發展開發的線上投稿
及審查平台，目前已經被許多數學期刊及出版社採用，如美國數學會、劍橋大學出版社、倫敦
數學會等。而 MSP 是ㄧ個非營利的出版社，它的 Board of Directors & Members 皆由教授組成，
很多工作人員也都是數學博士。此一改變是基於該系統對投稿者及審查者的使用上會比舊有的
線上系統更加順暢，資料的保存也將更為安全，目前的使用情況頗受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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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學界的人士動態

中華民國數學會第 42 屆理監事名單
理事長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賴明治教授

副理事長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

高欣欣教授

秘書長
臺灣大學數學系

夏俊雄教授

會計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林俊吉教授

常務理事
臺灣大學數學系

王振男教授

臺灣大學數學系

林太家教授

中央大學數學系

陳建隆教授

臺灣大學數學系

陳榮凱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程舜仁特聘研究員兼代所長

理事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王姿月研究員

高雄大學應用數學系

吳宗芳教授兼系主任

清華大學數學系

宋瓊珠教授

臺灣大學數學系

李瑩英教授兼系主任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林吉田教授

中央大學數學系

林欽誠教授

逢甲大學應用數學系

洪子倫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翁志文教授兼系主任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許元春教授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郭紅珠教授

成功大學數學系

陳若淳教授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黃國卿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鄭日新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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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羅春光教授

常務監事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李國偉研究員

監事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李志豪研究員

元智大學

吳志揚校長

清華大學數學系

許世壁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黃啟瑞研究員

臺灣大學數學系

張鎮華教授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傅恆霖教授

中華民國數學會 學術委員會委員：
賴明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王昆湶 (2016 年會主辦單位)、王振男、林欽誠、高欣欣、
蔡東和、羅春光。

中華民國數學會 獎勵委員會委員：
賴明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林文偉、許世壁、陳榮凱、程舜仁。

中華民國數學會 台灣數學期刊管理委員：
賴明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王振男、林欽誠、程舜仁、林文偉、鄭日新、陳建隆。

中華民國數學會 許振榮講座委員：
林正洪、吳志揚、張樹城、劉太平。

中華民國數學會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研究小組委員：
小組委員：
林延輯、林俊吉、林淑君、林壽福、洪雪芬、張鎮華、陳偉泓、陳榮凱、單維彰、曾政清、
楊一帆。
諮詢委員：
于 靖、林長壽、林福來、翁秉仁、張海潮、許世壁、陳宜良、陳昭地、謝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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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自然司數學學門複審委員會名單(聘期為 105/01/01～105/12/31)
清華大學數學系

蔡東和教授

（召集人）

臺灣大學數學系

王振男教授

（召集人）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夏良忠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鄭日新研究員

成功大學數學系

許瑞麟教授

東華大學數學系

班榮超教授

中央大學數學系

許正雄教授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

黃啟瑞研究員

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翁志文教授

中央大學數學系

楊肅煜教授

中正大學數學系

蔡志強教授

數學推動中心 2016 年審議委員

7

中華民國數學會 電子報第 27 期

8

中華民國數學會 電子報第 27 期

三、書介：數字愛人---數學奇才艾狄胥的故事 (The Man Who Loved Only
Numbers)

作者： 保羅.霍夫曼(Paul Hoffman)
譯者： 米緒軍、章曉燕、繆衛東
書介： 傅恆霖

圖二

出版商： 台灣商務
出版時間： 2001/02/13

這本書翻譯自 Paul Hoffman 所著《The Man Who Loved Only Numbers》，故事的主角是傳
奇的數學家保羅．艾狄胥(Paul Erdős)。和另一本由 Bruce Schechter 所著的《My Brain is Open:
The Mathematical Journeys of Paul Erdős》一樣是介紹艾狄胥充滿戲劇性的一生；是一本以艾
狄胥本人的一生為主軸所寫出來的一段數學史話。
從書的標題就可以聯想到，艾狄胥最衷愛的對象是「數」，數論的研究是他 60 多年的數
學旅程之最前段；從那裡開始，到發現最重要的質數定理的初等證明，開啟了這位傳奇數學
家的思路；他的研究領域也許不是最多、最廣；但是他的確比任何其他數學家思考過更多的
問題；他提出的問題正悄悄地帶領組合數學的研究，逐漸成為最具影響力的數學領域之一。
這本書描述著他一生經歷的點點滴滴；他具有敏銳的思維能力、富有同情心，淡薄一切
物質享受，只為追求數學真理，不屈不撓地挑戰所面臨的數學難題；想想，聰慧如艾狄胥都
需要每天工作十九小時，奮力向前，而僅有平凡資質的我們怎能不更加努力呢？建議對數學
有興趣的諸位，務必撥時間讀讀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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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jsp?page=6&id=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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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連載：產業界中的數學 Mathematics in Industry (2)
譯者：立言翻譯社
校稿：游森棚教授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封面圖呈現的是流過一飛機上方的氣流流體計算

結果。據此設計，除了機翼末端以及機身側邊附
近之外，機翼上幾乎沒有氣流分離的現象。此
外，從引擎艙一路向上越過機翼的流場流線，呈
現了來自 ｢脊線｣ 的旋流。脊線是引擎艙上的結
構， 特別設計用來製造與最佳化此旋流。若無
脊線的設計，則如圖將引擎艙安裝在機翼前方
時，不僅會降低機翼的效率，也會降低飛機的最
大升力。
版權所有, 2012 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會，費城
ISBN 978-1-611972-37-5
http://www.siam.org/reports/mii/2012/report.pdf
前言(編者按：)
「數學到底有什麼用？」這是許多學生，社會大眾，甚至數學教師與相關從業人員，都會問
的問題。針對這個問題，美國工業與應用數學會 (Society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SIAM) 在 2012 年，發表一份名為 SIAM Report on Mathematics in Industry
(MII, http://www.siam.org/reports/mii/2012/) 的報告，匯集許多實用與珍貴的資訊，提供一個
系統性的論述，非常值得參考。
MII 報告認為產業界的轉變，對擁有數學科學與計算科學背景的學生，帶來了嶄新且巨大的
契機。報告中不僅透過許多實際案例，明確說明數學與計算的知識與能力，是如何在產業界
中被使用。對於要進入產業界工作的數學相關科系同學，MII 也給予具體的說明與建議，讓
學生知道他們應該具備的能力，對產業界的貢獻，以及將會面臨機會與挑戰。此外，MII 也
對學校的課程與教育，產業界機構，以及政府決策單位，提出建言與發展策略，討論如何培
養下一代，讓他們發揮所學，對社會做出貢獻。
中華民國數學會與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取得 SIAM 授權，得以將 MII 2012 中譯。相信對
各級學校的教學與研究、產業界與社會大眾，都能提供多面向的資訊與助益。本會電子報將
以連載方式，分次刊載報告內容，完整的中文譯本也將於近日發表。
全文請見數學會官網：http://www.tms.org.tw/webpage/mii_report_cov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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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微方年會 24 年感言

撰文：許世壁 (清華大學數學系教授)

微分方程年會(Annual Workshopon Differential Equations)自 1993 年第一次在中正大學舉行
後迄今共 24 年。當初是由中正大學林長壽教授召集台灣從事微分方程研究專家學者提出每年
舉辨「偏微分方程研討會」，後來經過一番討論，將常微分方程，動態系統包括進去，將名稱
改為目前的「微分方程研討會」。自 1993 年迄今，舉辦三次有清大(1996, 2004, 2014)，二次
的有中正大學(1993, 2005)，交大(1994 1 月, 2008)，中研院(1994 12 月, 2006 1 月)，中央
大學(1997, 2013)，成大(2001, 2011)，中山大學(2000, 2016)，其餘的舉辦一次有師範大學
(1998)，中興大學(1999)，彰師大(2002)，靜宜大學(2002 12 月)，台南科技大學(2006)，高雄
大學(2009)，台大(2010)，淡江大學(2012)，台東大學(2015)。微方年會有時會與國內分析研
討會一起辦，(2006 中研院, 2004 清大)，有時會以國際研討會的方式舉辦(如 1994 年中研
院，暨中曰算子理論聯合研討，2011 年成大)。2004 年在清大微方年會，我們藉此機會向王
懷權教授退休致最大的敬意，並且將論文收集發表在台灣數學期刊(2005)。在 2014 年微方年
會，清大同仁藉此機會順便祝賀我本人 65 歲生日。目前在台灣數學界從事微分方程研究的人
口是最多(見下列表格)，其研究成果也有目共睹，多人發表論文在頂尖期刊，許多同仁得過
國科會的傑出研究獎，吳大猷獎，數學會的學術獎，年輕數學家獎，理論中心年青學者獎,
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中研院的年輕學者獎，中研院院士等榮譽。
回想我個人在 1979 年 8 月回交大任教，當時從事微分方程研究的人口不多，後來由於丘
成桐應用偏微分方程到微分幾何，微分方程才漸漸受到重視。在 1980 年暑假馬利蘭大學劉太
平教授在中研院授課介紹 Conservation law 及 gas dynamics。記得當時每星期一次，我、鄭
國順、林松山從新竹坐巴士到台北圓環，然後搭 305 號公車到南港。那時劉太平提出了一些
open problems 如 nonconvex conservation law，很快就被學物理出身的鄭國順解決了。鄭國順
做事一向以動作快出名，吃飯、結婚、生小孩、做學問都比一般人快。而後在 1982 年劉太平
回中研院一年，每星期在交大舉辦 gas dynamics 的 Seminar，那時參加的人員有鄭國順、林紹
雄、林松山及我本人，記得林紹雄講述他在 gas dynamics 的研究，而劉太平也開始做
Boltzmann equation 的探討，這對他後來在 Boltzmann equation 的研究有很大的幫助。劉院士
在 2006 年返台致力於培育年青人研究雙曲型偏微分方程。
1987 年暑假應清大王懷權教授之邀請，明尼蘇達大學倪維明教授在清大講述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s，其內容涵蓋 SemilinearDirichlet Problems, Semilinear Neumann Problems,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ons on R𝑛 ，討論的問題有 patternformation (Spiky pattern), Lane-Emden
equations, Conformal scalar curvature equations。倪維明有系統地介紹橢圓型偏微分方程與台灣
數學界，而且留下了一本經典之作「Some Aspects of Semilinear Elliptic Equation」。直到目前
為止，許多人從念這本講義開始學偏微分方程，為了感謝倪維明對台灣微分方程發展的貢
獻，數學會於 2009 年頒發特殊貢獻獎與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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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台灣微分方程發展的重要人物是林長壽教授。林教授早年研究微分幾何學的局部
等距嵌入問題出名。林教授自 1987 年回台大任教，1990 年轉至中正大學，閉門研究 “肥皂
泡現象”的偏微分方程有重大的突破為國內外數學界肯定。1997 林教授擔任首任國家理論科
學中心主任，推動國內數學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而後於 2006 年返回台大任教，創立台大數
學科學中心(TIMS)，高等應用科學中心(CAST)，林教授與其合作者陳俊全教授發表一系列文
章在頂尖數學期刊研究 Conformal Scalar Curvature equation。近年來執行科技部攻頂計畫，研
究非線性偏微分方程應用於解決數論、代數幾何的問題，同時也培育許多國內外偏微分方程
的人才。
台灣微分方程界參與許多國際交流學術活動。1985 年在交大舉辦中美 PDE 研討會，美
方由劉太平擔任團長，團員有丘成桐，Nirenberg, Glimm, Rabinowitz, Stroock 等國際知名學
者。 這是一個非常不對稱的研討會，我們很幸運地能跟當時頂尖的數學家接觸，包括一起去
中橫觀光享受解決道路坍方的樂趣；1990 年在中研院舉辦第一屆中日偏微分方程研討會，
1994 年我代表台灣向日本交流協會申請舉辦中日偏微分方程研討會。研討會在京都舉行，台
灣代表有劉太平、倪維明、林長壽、鄭國順、林松山、郭忠勝、王慶安、王懷權、王信華、
黃子偉，日方代表以 Mimura 為首。這是一個非常正式的研討會，台灣的亞東協會及日本交
流協會皆有外交代表在國宴致詞。從這以後台日交流頻繁，譬如每年春天台日輪流主辦年青
數學家研討會，雙方的碩士生、博士生、博士後研究人員能在一起切磋。為了感謝 Mimura
教授努力推動雙方交流,數學會於 2008 年頒給他特殊貢獻獎；法國是歐洲國家中與台灣交流
最多的國家。早在 1982 年大 Lions, Brezis 及 Temam 應法國在台協會之邀請訪問台灣，台灣
與法國在 1988 年首次由王懷權教授在清大主辦台法微方研討會。1992 年我方組團到巴黎。
直到目前台法交流持續進行，由林長壽院士、郭忠勝教授主持；台灣與澳州、義大利有三邊
方程研討會，開始由郭紅珠、Trudinger 辦台灣、澳州研討會，目前三邊研討會是由劉太平院
士主導。
微分方程是一門具有強大生命力的領域，許多問題是源自於物理、工程、生物及幾何
學。從 1980 年至現在 2015 年，35 年的期間台灣在微分方程研究有長足的進步。國內兩位院
士劉太平與林長壽在他們的研究領域居國際領導地位，而且他們也為國內年輕人的培育工作
付出時間與心血。希望未來辛苦建立的國際名聲能繼續傳承下去。

近三年微分方程次領域計畫申請件數
年度
2013

數學學門
總申請件數
354

2014

311

77

39

38

2015

371

75

39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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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分方程
申請件數
78

常微與動態系統
申請件數
39

偏微分方程
申請件數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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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活動
Conference
Big Data Learning for Prediction
時間：2016/6/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2016 The Pan Asia Number Theory
Conference
時間：2016/7/11-15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6F
聯絡單位：中研院數學所

2016 TMS Annual Meeting 數學學術研討會
暨數學年會
時間：2016/12/10-11
地點：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 1 號
聯絡單位：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Short Course
2016 Summer Course on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Analysis of Infectious Diseases
時間：2016/7/4~7/8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2 室
聯絡單位：NCTS

NCTS Summer Course on Aspects of
Geometric Analysis I
時間：2016/7/4~7/8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440 室
聯絡單位：NCTS

演講
Big Data Meeting
時間：2016/5/24~6/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Short Courses on High Performance Linear
System Solvers
時間：2016/4/1~9/30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Seminar
NCTS Seminar in Algebraic Geometry
時間：2016/7/1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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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TS/Academia Sinica Joint Seminar on
Probability Theory and Related Topics
時間：2016/7/4~7/7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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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mber Theory Seminar of NCTS
時間：2016/7/8
地點：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1 號
天文數學館 201 室
聯絡單位：NCTS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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