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數學會第卅七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記錄
一、時間：95 年 3 月 18 日（星期六）下午 4 點
二、地點：台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國立台灣大學數學系新數學館 308 會議室
三、主持人：葉芳栢 理事長
四、出席人員：
理
事：李國偉 鄭日新 李志豪 周文賢 李白飛 謝南瑞 林太家
林欽誠 陳建隆 于 靖 林文偉 許世壁 許元春 黃皇男
王慶安
監
事：陳宜良 張鎮華 張 康 郭滄海 王懷權 郭紅珠
榮譽理事：杜詩統
請假人員：陳 宏 林哲雄 林松山 傅恆霖 黃大原 李育嘉 劉豐哲
五、報告事項
1. 宣布副理事長為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李國偉教授；
會計為台灣大學數學系林太家教授。
2. 未來兩年數學會計畫。
報告人：理事長葉芳栢教授
3. 代表台灣出席 IMU 會議之正副代表名單
正代表：鄭日新 葉芳栢
副代表：李國偉 張鎮華
4. 台灣數學期刊業務報告（主編林文偉教授）
六、討論事項：
1. 改選學術委員會、獎勵委員會、期刊管理委員會成員。
1.1 原學術委員會成員為：
鄭國順、葉芳栢、李志豪、謝南瑞、于 靖、林文偉、傅恆霖
決議：
理事長葉芳栢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年會主辦單位協調產生任期一年之委員為：朱亮儒
五位新委員：鄭日新、張鎮華、于靖、鄭國順、吳順益
1.2 原獎勵委員會成員為：
鄭國順、劉豐哲、陳 宏、郭忠勝、林哲雄、林松山、葉芳栢
決議：
理事長葉芳栢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六位新委員：劉太平、李白飛、陳宜良、許世壁、許元春、李育嘉
1.3 原台灣數學期刊管理委員會成員為：
鄭國順、李白飛、黃啟瑞（任期 1 年）
、張鎮華、郭紅珠（任期 2 年）
任期已屆改選之委員為：吳培元、蕭勝彥
決議：
理事長葉芳栢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兩位任期三年的新委員：程舜仁、林文偉
2. 提名秘書長人選。
理事長提名的人選為：陳榮凱教授（台灣大學數學系）
決議：通過
七、臨時動議：
1. 提案人：林文偉
提案：因台灣數學期刊費用過於龐大，故期刊主編林文偉教授提出潤稿費不可
少，但可逐步刪減或完全刪去編審費之提案，並提名許世壁教授從本年
6 月起接任期刊主編之位。
決議：此兩件提案將交由期刊管理委員會進行。
2. 提案人：葉芳栢
提案：因數學會經費入不敷出，葉芳栢理事長提出是否可成立勸募基金會發起
募捐活動。
決議：因成立基金會需達到法定金額，許世壁教授建議不須特別成立勸募基金
會。
3. 提案人：葉芳栢
提案：建議舉辦各式活動，活絡學界聯繫。
決議：2007 年為阿基里德幾何原本中文本發行 400 年，李國偉教授建議可仿
照物理界愛因斯坦 100 年，舉行各類活動，如與輔大合辦研討會；在數
學會網站放置數普推薦書單、數學史研究資料；與國、高中教師聯繫，
請他們推薦教科書。
葉芳栢理事長則建議可邀請澳洲 ICEEM 主席來台參加本年年會，並在
會中暢談會務狀況。
八、散會

中華民國數學會第卅七屆第三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95 年 10 月 14 日（星期六）下午 4 點半
二、地點：台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
國立台灣大學物理系 312 會議室
三、主持人：葉芳栢 理事長
四、出席人員：
理
事：李國偉
林太家
監
事：陳宜良
榮譽理事：杜詩統
請假人員：張鎮華
郭紅珠

鄭日新
陳建隆
張 康
劉豐哲
林欽誠
王慶安

李志豪 周文賢 李白飛 謝南瑞 陳 宏
于 靖 林哲雄 許世壁 傅恆霖
郭滄海 王懷權 李育嘉
林文偉 林松山 黃大原 許元春 黃皇男

五、報告事項
1. 宣布台灣數學期刊下屆主編為中山大學應用數學系姚任之教授。
2. 95 年會員代表名單（詳見附件一）
3. 報告優良學生論文獎得獎名單
博士論文得獎人為：劉崑山（台大）、胡舉卿（交大）
碩士論文得獎人為：侯坤宏（台大）
、簡妟伃（台師大）
4. 出席 IMU 會議之報告。報告人：葉芳栢理事長。
5. 2006 數學年會舉辦情形之報告。報告人：陳界山教授。
（1）投稿截止日延至 11 月 15 日止。
（2）開幕典禮之致詞者為郭義雄校長及葉芳栢理事長
大會主講者劉太平教授之介紹者為葉名倉院長
李文雄教授之介紹者為葉芳栢教授
李文卿教授之介紹者為李白飛教授
6. 數學科普書評計畫之報告。報告人：李國偉教授。
（1）該計畫之經費已向數學研究推動中心申請
（2）該計畫委員名單：李國偉、陳榮凱、翁秉仁、洪萬生、單維彰、
傅承德、鄭惟厚、張海潮、傅淑婷
徐正梅（聯絡中）
六、討論事項：
1. 決定本年度「學術獎」得獎人選。
說明：獎勵委員會通過推薦名單：陳俊全教授（台大）
決議：在場理監事共 18 人，由本會監事陳宜良教授監票，開票結果如下：

推薦陳俊全教授為「學術獎」得獎人-贊成 18 票。
通過由陳俊全教授獲得學術獎。
2. 決定本年度「青年數學家獎」得獎人選。
說明：
（1） 獎勵委員會通過推薦名單：鄭明燕教授（台大）
、潘戍衍副教授（清
大）。
（2） 依據「中華民國數學會青年數學家獎」設置辦法，可遴選 1~3 人得
獎。
決議：在場理監事共 19 人，由本會監事陳宜良教授監票，開票結果如下：
推薦鄭明燕教授為「青年數學家獎」得獎人-贊成 18 票，反對 1 票。
推薦潘戍衍副教授為「青年數學家獎」得獎人-贊成 15 票，反對 2 票，
棄權 2 票。
通過由鄭明燕教授及潘戍衍副教授獲得青年數學家獎。
3. 決定 2007 數學年會舉辦單位。
說明：目前有中央研究院數學研究所及清華大學數學系提出申請。
決議：通過由中央研究所數學研究所舉辦 2007 年數學年會；
由清華大學數學系舉辦 2008 年數學年會。
4. 審查數學會 94 年決算（詳見附件二）及 95 年預算（詳見附件三）。
決議：通過
七、臨時動議：
提案人：葉芳栢理事長
提案：
「2007 總統科學獎」提名名單（詳見附件四）
決議：行文至各大學院校，請各系所推薦。
八、散會

中華民國數學會第卅七屆第四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95 年 12 月 08 日（星期五）下午 6 點
二、地點：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本部庭園餐廳
三、主持人：葉芳栢 理事長
四、出席人員：
理
事：鄭日新
林太家
傅恆霖
監
事：陳宜良
榮譽理事：杜詩統
請假人員：李國偉

李志豪
林欽誠
黃皇男
張鎮華
劉豐哲
林欽誠

周文賢 李白飛 謝南瑞 陳 宏
陳建隆 林文偉 林哲雄 林松山
王慶安
張 康 郭滄海 王懷權 郭紅珠 李育嘉
于 靖

許世壁 黃大原 許元春

五、報告事項
1. 「2007 年總統科學獎」選拔，已於本年 10 月 23 日發文給各大學系所，希望
各大學系所於 11 月底前提供該獎項適當人選，惟因至目前為止，尚未收到提
名名單，本會對此獎項將不提名。
六、臨時動議
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