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數學會第四十四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

間：110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地

點：臺北市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國立臺灣大學天文數學館 5 樓 519 室

主

席：李瑩英

理事長

記 錄：吳佳臻、汪以栴

出席人員：(依筆劃順序排列)
理
事：方永富、宋瓊珠、李瑩英、林俊吉、施因澤、洪盟凱、夏俊雄、
班榮超、崔茂培、張茂盛、黃國卿、黃聰明、楊肅煜、謝銘倫、
羅春光、嚴志弘。
監
事：王姿月、高欣欣、陳榮凱、程舜仁。
列席人員：沈俊嚴 秘書長
請假人員：(依筆劃順序排列)
理
事：王偉仲、李明佳、卓建宏、林景隆、郭忠勝。
監
事：林吉田、陳建隆、賴明治。
一、 主席報告：
1. 每年 3 月 14 日為國際數學日(Pi Day)，各國皆有相關的慶祝活動。今年數學會與國家
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以及其他相關
數學團體一起合作，相關活動將在臺北市士林「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活動內容包
含：萬人投針實驗企劃，音樂劇，藝數摺紙，數學魔術，數學科普書籍介紹以及戶外
立體風箏等等。企劃書詳見附件一。此外，數學會也已安排讓全國國小、國高中教師
參與的相關研習活動，場次分佈北中南縣市，期間鼓勵教師參與，共襄盛舉預備及響
應。
2. 原第 44-2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之章程，鑒於要點須依內政部訂定規範及《人民團體
法》而作調整，章程及對照表詳如附件二。調整後章程已經由內政部公文核可及會員
代表再確認。章程內第卅一條之團體會費分級條文，已事先徵詢獲得需繳交團體會費
2 萬元之單位主管的同意，例如：中研院數學所、中研院統計所、臺大、臺師大、中
央、成大。新訂之常年會費標準，將定於 2022 年度會費繳納開放時始實施。
3. 本會於今年 1 月 26 日（二）首次辦理「系主任寒假座談會」，針對各校所面臨的壓
力、困境與挑戰共同集思廣益，期望透過交流，找到部分可以著力及突破的面向。
4. 110 年度「補助全國性學術團體辦理學術推廣業務」一案，本會獲得科技部 250 萬之
補助，足見科技部對本會之肯定。
5. 2020 年遭逢疫情影響，原訂之許振榮講座活動延至今年春季，講座教授為 Prof. Persi
Diaconis (Stanford University)，日期尚未定案。
6. 原定於 2020 年 7 月在越南舉行的亞洲數學會議，去年因疫情順延 1 年。由於到目前
疫情都未能受到控制，主辦單位已經決定取消會議。
7. 第二次國內數學博士生名單調查於 2020 年 12 月底進行，十分感謝相關系所主任的
協助。未來相關調查工作由數推中心接手，共同規劃培育國內數學博士生的行動方案
與活動。110 年度博士生人數調查結果，數推中心現已經公布於網頁，請數推中心提
供本會相關調查統計的最終版本，以便存檔備查。
（110 年度博士生人數統計：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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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學生以及女教師人數比例調查於 2020 年 12 月底進行，希望了解數學領域性別比
例的狀況，同時與曾調查過的 2009 的統計資料相比較，後續作為辦理支持鼓勵女數
學人活動的參考。目前回收的調查資料已在整理分析中，預計結果將刊載於第 39 期
電子報（預計於今年五月出刊）
9. 本會委託文網公司協助網站更新，詳見數學會官網：http://www.tms.org.tw/tw/。結構
草圖詳如附件三，也請大家積極惠予建議。網站的修改是想要將過去網站的一些資料
性的內容重新上架，並讓這些內容在閱讀上能更清楚，比如未來會將電子報的訪談內
容重新作成單獨的網頁文章提供瀏覽。另外，教育資源平台的部分有關過去學會科普
活動需要重新整理，亦希望能提供更多學生自學數學的資源和參考資料，目前高中數
學實驗教材電子版已經加入網頁。（高中數學實驗教材網頁：網頁）
10. 中華民國數學會第 37 期電子報已於 109 年 11 月 10 日出刊，第 38 期電子報預
計於 110 年 2 月 5 日出刊，歡迎大家持續對電子報內容提供意見及踴躍賜稿，也請
各位老師協助多多宣傳、轉發。另外，110 年會員繳費系統都已經上線，若貴校有尚
未加入數學會的老師，也請諸位老師協助探詢本人加入意願並幫忙牽成。數學會持續
增加網站學生自主學習資源，並展開各種數學科普推廣活動，也期待能吸引更多國高
中的數學老師、教育人員加入成為本會會員。
8.

二、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學術委員會]
1. 2021 年會由中央研究院數學所主辦，國立臺灣大學協辦。訂於 12 月 11 日 (週六)、12 月
12 日 (週日) 國立臺灣大學舉行。
2. 今年年會議程方面，考慮到目前數學各領域每年都已經固定會舉辦多場各自領域的會議，
且配合數學運用所具有之跨領域性，今年年會將有以下調整：原本各領域之 45 分鐘邀請
演講者，今年將合併鄰近領域，減少場數並邀請學界卓越的演講者以跨領域思維來規劃整
體演講內容，促進鄰近領域的同仁有更多機會了解不同領域的動向，增加彼此交流討論的
機會。其他各個領域邀請之 25 分鐘演講者維持不變。
3. 2021 數學年會註冊費收費標準：
會員 2500 元、非會員 3000 元；早鳥 8 折優惠價分別為 2000 元、2400 元。
大學生(含)以下及退休人員免費，若要參加晚宴則繳交 800 元。
陪同眷屬每人 1000 元，早鳥優惠價為 800 元。
本次更動：研究生收費調整為 1200 元，早鳥優惠價為 600 元。

1.




1.

[科普委員會]
已安排北中南相關教師研習活動，提前為國際數學日預備響應，已確定場次如下：
第一場研習〔成大 x 數學日〕於 2020 年 12 月 26 日在國立成功大學舉行，總共約 55 位
教師熱烈參與，活動首發順利圓滿成功。
第二場研習〔中興 x 數學日〕於 2021 年 1 月 26 日在國立中興大學舉行。
其他後續規劃：下一場研習活動預計於 2021 年 2 月底在臺灣科學教育館舉辦。
[女數學人工作小組]
2020 年 12 月 6 日(日)輔大數學年會中午新增舉辦「女數學人論壇」
，現場共 64 位人士
踴躍參與交流茶會，順利圓滿成功：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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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1.
2.
3.
4.

中華民國數學會於 2020 年底補助辦理學術推廣活動，共有 4 間學校申請：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北市立大學、國立政治大學。以不同領域經驗傳承的座談、演講或
訪談的小型活動，呼應女數學人工作小組之推動，支持促進對話交流。
學會由女性影像學會購入兩部公播版影片，分別為：
《學數學的女孩們》
、
《數學女鬥士徐
道寧》
，公播授權書經調整各可授外播映至多七場。歡迎配合座談活動借閱申請。
[數學教育議題工作小組]
2020 年 12 月 5 日(六)輔大數學年會中午新增舉辦「教育議題論壇」
，發言互動踴躍，會
議圓滿成功：花絮
教育論壇五位與談人之演講逐字稿，已放置教育資源平台。
「教育資源平台」設置已完
成，敬請踴躍發表建議，本會將陸續置放討論內容及文章。網頁
「高中數學實驗教材」電子掃描檔已置放上網，提供有興趣深入學習之高中生自學或老師
補充教學參考，詳見教育資源平台官網。
針對「大學與高中數學教學落差」回收之意見調查，進行後續分析探討。

三、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擬請審議 110 年新加入會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明：110 年新加入團體會員 1 校、永久會員 0 位、個人會員 4 位。
詳細名單如附件四。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二
案由：改選 110 年期刊管理委員會委員，提請理監事會同意。
說明：
(一) 依「台灣數學期刊刊行辦法」之規定，本委員會設委員七人，本會理事長為當然委員兼
主任委員，由數學會理監事聯席會選舉另外六位委員，委員會每年改選委員二人，任期
三年。
(二) 新任台灣數學期刊管理委員會委員為：
甲、
李瑩英理事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乙、
王埄彬、張介玉 (任期剩 1 年至 2021 年)。
丙、
蕭欽玉、許正雄 (任期剩 2 年至 2022 年)。
(三) 過去之期刊委員清單請參考附件五。
(四) 理事長提名兩位任期三年的新委員為：柯文峰、楊肅煜 (任期至 2023 年)。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三
案由：擬請改選 110 年選舉司選委員會委員，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會章程第廿五條規定，由理監事聯席會議互選理事三人、監事二人組成，辦理該次理
監事改選事宜。
(二) 原(108 年)之中華民國數學會司選委員名單為：
理事：王姿月、李瑩英、陳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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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高欣欣、賴明治。
(三) 過去之司選委員清單請參考附件六。
決議：
新任司選委員經在場理監事投票表決，名單如下
理事：李瑩英、崔茂培、林俊吉。
監事：賴明治、陳榮凱。
監票人：陳榮凱
唱票人：洪盟凱
計票人：沈俊嚴
提案四
案由：改選 110 年科普委員會委員，提請理監事會同意。
說明：
(一) 依「中華民國數學科普委員會組織要點」之規定，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七人，召集人由本
會副理事長或由理事長協調一人擔任，其餘委員再由召集人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
任期為二年。
(二) 理事長提名召集人為：沈俊嚴。
(三) 召集人提名新任委員為：夏俊雄、陳宏賓、舒宇宸、賴俊儒、嚴志弘。
決議：
原提名之新任委員賴俊儒改為不提名。並提議新增一名女性委員加入。
註：經會後邀請及調整如下。
召集人提名之新任委員為：夏俊雄、陳宏賓、舒宇宸、賴以威、嚴志弘、洪美珠。
本案經由理監事於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4 日會後通訊決議，同意通過。
四、 臨時提案：
提案一
案由：修訂「數學科普委員會」組織辦法。
說明：
擬將「中華民國數學科普委員會組織要點」第三點修訂如下：
『本委員會設委員五至七人，召
集人由本會副理事長或由理事長協調一人擔任，其餘委員由理事長及召集人共同商議後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任期為二年。』
決議:同意通過。
提案二
案由：請數學會代表出面向教育部爭取大學資通訊外加招生名額也能將數學系納入考量。
決議：請學會了解相關規範後，擬定行動策略向教育部提出增列數學的細分類。
（請參考綜合
討論紀錄。）
決議:同意通過。
五、 綜合討論：
(a) 教育部對培養 AI 產業增加大學部學生員額分配規範、數學領域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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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春光老師：
教育部為鼓勵新興 AI 產業，增加大學及研究所學生員額，像電機、機電、物理、化學都有，
但數學系所卻沒有分到，這主要是因為教育部居然沒有將數學系所認定為是 AI 的相關領域科
系，這點相當不公平也不正確。希望數學會是否能以國內數學系所代表的身分，協助與教育
部進行磋商與名額的爭取。(補充資料：附件七、附件八)
李瑩英老師：
我想學生名額對一些學校的數學系所來說相當重要，例如輔大、政大學校要看師生比，才能
維持現有教師員額。關於是否要責成由數學會就員額一事來與教育部進行了解與爭取，提請
討論。
謝銘倫老師：
日本的理化學研究中心，底下有個專門研究 AI 技術的中心，裡面 50 個組，其中就包含了數
論、微分幾何等有 3 個組是與數學相關，其中數學的一個組還是由純數的學者在當 team leader。
有關 AI 的會議也都是所有的組，包含數學，一起討論，另外資工組有時候也會把一些數學問
題交給數學組來幫忙解決。所以說日本，在 AI 發展中數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另外，我有一
個學生，京都大學畢業，原本博士是跟著我，在研究數論，後來他回到日本就是加入理化學研
究中心的數學的組裡面，現在他就改作 AI。我想從日本的例子，可以知道其實數學也和 AI 會
有關連的學科，我覺得若有機會，我們可以邀請這樣的學者來台訪問交流，分享他們是如何
參與 AI 研發的經驗。網頁
施因澤老師：教育部的學類、細學類分類
有關教育部給 AI 與半導體員額的這件事情，以中興大學來說物理與化學都有得到額外員額，
而且大學與碩士都有。我們從教育部網頁(標準分類)裡面有一個是關於所有領域、學門、學類、
細學類的分類。我想數學系目前在 AI 較相關的是演算法這塊，看起來是可加進與資訊通訊科
技相關細分類。根據我之前詢問的結果，教育部的認定是根據各學校系所的學類、細學類的
專長領域來去分配員額，以上資訊提供大家參考。
（中華民國學科標準分類第 5 次修正：網頁）
李瑩英老師：
所以我們可以先了解釐清相關規定，然後依照這些規定設法調整。施老師因為您有親自詢問
過教育部相關事宜，是否能建議我們要如何去改變分類。
施因澤老師：如何改變分類
建議首先數學相關領域中，在學類跟細學類，可加入演算法這塊。再以教育部現在資訊通訊
相關分類，我們的演算法算是偏向軟體及應用的開發與分析學類，我們可以選擇將這類放在
數學的細學分類。請理事長跟教育部反映我們的數學類領域可否加入這塊作為細學分類，或
許教育部給的員額就可切入分進來。
張茂盛老師：
我另外建議，比如資訊安全其實也跟密碼學有關，這部分應該也是屬數學。
李瑩英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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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兩位老師，我們有必要先了解有哪些相關的項目，也同時讓各系及教育部知道。其實數
學確實應用到其他很多地方，我們要讓數學定義及範疇更廣。也可以根據分類的問題再多請
教施院長。
陳榮凱老師：具體執行作法
建議我們可以去蒐集這些教育部的分類訊息，並統整一下我們數學學系的具體訴求，看我們
數學想要納入甚麼樣的內容，再把訴求傳遞給教育部，有必要就直接請理事長找教育部長溝
通，可能會更有效率。

(b) 數學角色彰顯的必要。
嚴志弘老師：科普委員會
去年底跟科博館合作，辦了玩藝術活動。蠻令我驚訝的是，教育部所屬的五大館沒有一位是
數學專業的人。雖然說數學是科學之母，但我發現這幾年其實我們自辦或是他場辦的科學活
動裡面，他們並沒把數學放在科學裡面，數學攤位總是最少的。
像羅老師提到，教育部沒認為數學是 AI 領域一部分，我覺得是因為我們很少把數學介紹給社
會大眾，讓大家知道數學其實在這些扮演重要角色。我們比較專注在學術這塊，在推廣部分
我們比不上物理化學，像我們去年討論過，化學週期表可以在 101 點燈 3 天，數學可能 1 小
時都點不出來，我們為何不做更多事情讓大眾明白數學扮演的重要角色與數學的多樣性，這
也是科普委員會一直希望推動的事情。像我們這次看起來跟科教館合作，但裡面幾乎所有經
費都是我們出的，他們只出場地而已。我們如果再不開始推廣行動，未來數學系會萎縮得更
厲害，而且連數學教育都會開始萎縮，這是我們感受到的。
李瑩英老師：了解其他學會做法
數學確實面臨許多危機，有些以前的數學系定位已經漸漸偏離數學，而數學系學生在研究所
階段也流失很多。非常謝謝科普委員會花很多時間進行推廣的工作，這是我們很需要做的事。
幾週前去拜訪科教館館長時，他們也提到數學展覽已經很久沒換了 需要重新規劃，也很需要
數學人參與。但問題是要找到有人願意來做很不容易，如果大家有意願幫忙，一定非常歡迎。
另外我想提醒數學跟科學確實在很多地方是被分開的，我們跟科學是平行的。數學與科學屬
性不太一樣，所以常常會被獨立出來，我們一定需要自己來凸顯數學角色。
我曾設法了解之前化學學會慶祝週期表的活動，他們的 101 點燈，雖然已接洽定位為公益活
動，還是花了蠻多的錢，設計師的開銷就一大筆。他們規劃過程中很勇敢，經費還不知在哪就
開始行動，還好時間快到時科技部臨時有一筆經費可以補助。捷運有提供公益車廂，我們有
需要時也可去接觸了解，這是能見度高的很好宣傳方式。我們需要積極一點，可以設法參考
其他學會的經驗及經營方式，學他們 approach 的方法。
林俊吉老師：數學博物館
接續理事長說的，我覺得數學人太 humble 了，我們為何不能有自己的數學博物館？剛剛提到
事實上數學跟科學是平行的，不是科學的一部分，這就是為何我們定位不清楚然後在理學院
各種事情我們都那麼吃虧，我們要有自信一點，譬如說剛提到 museum 這點，韓國應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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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博物館，德國其實也很多，有的是私人獨立專門為了數學建立的博物館，現在數學滲透
性那麼高的時代，臺灣反而在走回頭相反的路，學會立場應該是統合數學界的力量跟聲音。
像剛剛榮凱說到找教育部長，我覺得數學博物館這樣的意見應該也要表達進去，其實如果願
意做，數學博物館跟科博館或科教館比起來，成本一定少很多，事實上有很多蚊子館，地方政
府也有可能可協助，把聲音彙集起來，至少散發出來有需求。銘倫說數學在日本滲透性那麼
高，國外 museum 也有很多例子，臺灣不應該缺席落後在潮流之下，可以在合適場合把意見
都加進去給教育部知道。
羅春光老師：
之前數學會及陳榮凱辦 Imaginary 展覽也很勇敢。
陳榮凱老師：
慢慢做就發現 support 的人比想像中還要多。
林俊吉老師：
要有好的 proposal，我覺得我們都較保守，沒看到的東西就不會想要，但是好的 proposal 出來
認同的人就會潛進來，但到最後都要花時間，我們沒人力。
李瑩英老師：網路宣傳
Imaginary 展覽確實很棒，但很可惜現在數學會網站沒留下紀錄與資料，這也是我們想更新學
會網站的目的之ㄧ，希望將大家努力的成果都可以留下軌跡與紀錄，在持續累積中將會越來
越豐富，未來的學生及下一代也能參考及受到啟發。同時希望成為整合與連結相關資訊的平
台與窗口，規畫蒐集張貼包括國內跟國外的有用資訊及相關網站，讓大家在此很容易就可以
找到及連結很多資訊。
張茂盛老師：
電子報好像只寄給學會會員跟同仁，可否寄給高中老師？電子報有一些吸引人的文章，但現
在只有大學端看到，高中端可能也會想知道，可以邀請高中老師及學生成為（免費）會員。找
高中教師座談也蠻好的。
李瑩英老師：
我們不見得能找到高中老師 E-mail 但可以寄到學校請他們轉寄，或許可以試著寄最近幾期給
大家參考並推廣。教育議題工作小組後續有想要辦跟高中老師座談，或許也可以透過高中數
學學科中心連結。
沈俊嚴老師：
投針實驗及為國際數學日準備的多場教師研習活動，也累積一些老師的聯絡資訊，或許可以
從接觸他們開始。另外，也可以將電子報張貼公告在學會的 超越無限數學印象 臉書，觸及
率應該不低。
黃聰明老師：
註冊系統有發簡訊功能，電子報精采部分可用簡訊方式簡短發送，結合圖文，讓大家有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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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
林俊吉老師：
黃老師說的是現有基礎較快的暫時做法，但我 propose 一個比較系統性的做法，電子報應該要
網路化，像紐約時報是網路化的東西，很重要，會增加數學會影響力。

六、 散會
註 1：交通費依循科技部規範核銷補助。
註 2：開車進入臺大者，請攜帶本議程。校園停車注意事項請參照
https://ga.ntu.edu.tw/general/main_ch/docDetail.aspx?uid=322&pid=322&docid=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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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計畫緣起
在我們日常生活中處處隱藏著與數學相關的地方，隨著近幾年人工智慧及機器學習的快
速發展，人類社會對數學的需求與日俱增，故如何培養具備數學思維（或數感）的人材是各
國教育的主要探討課題與發展方向之一。
國際數學聯盟（IMU）在 2019 年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申請制定每年 3 月
14 日為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Mathematics （國際數學日），目的是向大眾宣傳數學，讓民
眾有機會親近數學，認同數學，並且了解數學在教育、科技、經濟、文化等面向之重要性，
期望藉由相關活動為學生、教師、女性及社會帶來助益。在這一天 IMU 也邀請各國數學團體
一同舉辦相關慶祝活動，詳情請參照 IMU 網頁 https://www.mathunion.org/outreach/IDM。而 3
月 14 日也被表示為 3.14，恰好是圓周率 Pi 的近似值（數學符號記為π）
，因此這一天也被稱
為 Pi Day，各國許多數學迷多年來早已經在這天不約而同的進行各種趣味的活動慶祝這一個
數學節日，例如：吃個派（pie）、數學趣味猜謎、數學競賽及展覽等。
為響應國際數學聯盟 IMU 的行動，中華民國數學會、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以及
中興大學理學院科教中心於 2019 年首次在 3.14 這一天假中興大學舉辦國際數學日慶祝活
動，除了舉辦有好吃好"拍"照的 Pi Day 茶會，還有精彩的 Pi 秀表演以及世界級科普講座，本
次活動獲得預期外的好評，不僅吸引大批民眾師生主動參與，也引來多家媒體採訪報導，活
動成果更獲得國際數學聯盟的肯定，特別在官網首頁放置一張在台灣中興大學活動中拍攝的
千人數學實驗照片，使台灣數學推廣登上國際舞台。（活動網頁：https://www.idm314.org/）
可惜的是，雖然聯合國於 2019 年 11 月 26 日第 40 屆會員常會上已經通過這項議案，
也通告全球從 2020 年開始奉行，2020 年 3 月 13 日 UNESCO 在巴黎的總部—聯合國廣場
舉辦的國際數學日宣告儀式，卻隨著新冠疫情在法國的爆發而中止；而原訂於今年 3 月 14 日
在 1914 華山藝文特區舉辦的台灣的國際數學日活動也因為防疫改為線上直播。雖然如此，但
新冠病毒並未澆熄我們對數學的熱情，慶祝活動雖然改成線上直播，但活動仍收穫相當多正
面的反響與回饋，由今年的萬人投針實驗參與盛況可見一班，下圖（右）顯示 2020 參加投針
的一萬名師生所在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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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數學發展以及啟發國人對於數學的熱情與理解，明年的 3.14 我們仍將延續舉辦
國際數學日的精神，聯同近年來台灣最活躍的幾個數學科教團體一起舉辦活動，慶祝這個別
具特殊數學意義的日子。上述所稱團體暫時包含：台灣數學史教育學會、藝數摺學、教師國
數館、數感實驗室、玩藝學數學、台灣應用數學學會、中華機率統計學會、臺灣科學教育館、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及本會。
本次活動的核心精神為「數學讓世界更好」（Mathematics for a Better World），這是國
際數學日主辦單位公布給世界各國團體的活動主題。2021 在台灣的活動要讓參觀的民眾能夠
透過身體的直接接觸，去感受數學的「美麗」與「實用」
，享受數學帶來的樂趣，顛覆過往對
於數學的「抽象」、「無用」印象。
【關於國際數學日的 Q & A】
Q：誰有權力宣布一年 365 日裡哪一日是「數學日」？
A：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Q：誰向 UNESCO 提議要訂定「國際數學日」？
A：國際數學聯盟（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Union，簡稱 IMU）。
Q：IMU 是怎樣的組織？
A：IMU 是隸屬於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簡稱 ICSU）的數學學
術團體，聯盟成員包括 80 餘會員國及專業學會。
Q：IMU 的主要活動為何？
A：每四年舉辦一次國際數學家大會（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簡稱 ICM），
開幕式上會頒發號稱數學界的諾貝爾獎菲爾茲獎（Fields Medal）與其他重要學術獎項。
Q：ICSU 又是什麼組織？
A：ICSU 前身為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Scientific Unions，本是各種國際性科學團體的結合。
2011 年至 2014 年中研院李遠哲前院長曾擔任過 ICSU 的主席。2018 年 7 月 ICSU 與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Council 合併成為 International Science Council，中文名稱仍為
國際科學理事會，中研院廖俊智院長目前是該會常務理事之一。
Q：IMU 如何選定「國際數學日」（簡稱 IDM）？
A：2017 年 4 月 7 日 IMU 秘書長 Helge Holden 發函各會員團體，徵詢是否支持設定「國際數
學日」
；如果贊成的話，建議挑選哪一天為「國際數學日」
。2018 年 10 月 5 日秘書長通告
-4-

決議每年 3 月 14 日為「國際數學日」，並建請 UNESCO 通告從 2020 年正式確立。
Q：UNESCO 還有設定其他學科的國際日嗎？
A：UNESCO 雖然設有這個日、那個日，可是以學科為主題的較為罕見。比較類似的有：
國際教育日（1/24）
國際氣象日（3/23）
世界統計日（每五年一次，10/20）
世界哲學日（11 月的第三個星期四）
Q：IMU 舉辦 IDM 的目標為何？
A：原文如下，請參考：
The major goals of an International Day of Mathematics, with expected benefits for students,
for teachers, for women and girls and for society at large are to:
1. Improve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decision makers and in schools, of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in education;
2. Contribute to capacity building in mathematical and scientific education, with special focus
on girls and children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3.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and empower women and girls in mathematics;
4. Improve understanding among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decision makers and in schools of the
importance of mathematics as a tool for developments which lead to more prosperous
economy circumstances;
5.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basic research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as the seed to
breakthroughs in technology and the management of society;
6. Highlight the role of mathematics in the organization of modern society, including economic,
financial, health and transport systems, telecommunications in the quest for human
well-being, etc.;
7. Raise awareness of the role of mathematics in fighting disasters, epidemics, emerging
diseases, invasive species;
8. Highlight the role of mathematics in moving to a circular economy of sustainability
compatible with preservation of biodiversity;
9. Equip the general public and young people with too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planetary
challenges and the capacity to respond as knowledgeable citizens;
10. Increase international networking and collaborations in public awareness of mathematics;
11. Increase the access to information, providing a simple way to give citizens a choice in all
aspects of their daily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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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計畫目標
一、以「科學體驗，體驗科學」為活動宗旨，推廣生活中與「數學」相關之學理與知識，落
實大眾科普教育目標。
二、展現我國翻轉教育成效，以及各級學校師生所具有的專業與技能。
三、活化學校課程教學方法，藉由互動體驗及圖像藝術增強觀眾學習效果，豐富參觀經驗，
達到認知、情意、技能的教育目標。

參、地點日期
場地：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地址：台北市士林區士商路 189 號）
日期：2021.03.13 – 2021.03.14

肆、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科技部
二、主辦單位：中華民國數學會、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數學組、中
華機率統計學會
三、 合作單位：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台灣數學史教育學會、玩藝學「數學」、數學建模
黑客松、數感實驗室、藝數摺學、魔數術學、EDU 創作社、UniMath、台北
孔廟
四、贊助單位：未定

伍、目標觀眾
吸引一般民眾、青少年學子與親子家庭參與一場知性樂園之旅，藉此了解數學在教育、科技、
經濟、文化等面向之重要性，期望藉由相關活動為學生、教師及整體社會帶來助益。

陸、活動特色
一、響應國際數學日 The International Day of Mathematics，向大眾宣傳數學，與國際數學潮流
接軌。
二、呈現豐富多元的數學與生活之連結，各式數學節目表演傳達跨域學習之樂趣，以及數學
無所不在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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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廣邀國內數學團體及廠商擺設數學攤位，連結民眾生活經驗與感受，並能進一步思考以
建立數學在生活中的重要性。

柒、活動內容
本活動架構初步規劃如下，期望以各式各樣主題活動，例如演講、展覽、手作等形式呈現出
趣味性、邏輯性及藝術性，引領民眾去欣賞感受過去所沒有經歷過的數學體驗，增進內在動
機去探索學習，深入了解數學於生活經驗與應用中所蘊藏的學理與知識。
活動場區主要分成下列兩區：
A 美崙公園

B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館場

分區

單元

B

數學日表演

B

頒獎典禮

B

手作工坊

A

數學風箏

概要
呼應國際數學日主題 Mathematics for a
better world （數學讓世界更美好）
，來欣
賞一場前所未見的數學秀，增進對數學
的親近感，一連串［演講］、［魔術］、［
音樂戲劇(請參閱：附件一、玫瑰的數字)］
等表演節目扭轉數學刻板印象，將數學
和生活文化進一步連結。
公布全台萬人投針估計圓周率實驗的結
果，頒發圖文競賽得獎作品
邀請國內外數學藝術專家團體，辦理動
手做活動攤位，呈現數學多樣性及手作
獨特之體驗。
在草地上玩3D數學多面體風箏並且進行
野餐，感受自然的親子互動悠閒時光。

捌、活動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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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單位
本會、台灣數學史教
育學會、中華機率統
計學會、台灣工業與
應用數學學會、
EDU 創作社、魔數
術學
本會、國家理論科學
研究中心數學組
藝數摺學、魔數術
學、台灣數學史教育
學會
本會、數感實驗室

玖、預期效益
一、以數學展示及活動，吸引民眾親子到此數學樂園一遊，感受玩數學的興趣。
二、集結國內優秀教育單位，共同推廣數學活動，彰顯教育及研究成果。
三、預計吸引 800 人次到場，全台聲量觸及 10 萬人。

壹拾、經費概估
no

單元

經費

備註

1

跨項目

100,000

接駁、宣傳行銷、活動紀錄、設計
費、差旅費、雜支

2 頒獎典禮

20,000

硬體設備、舞台背板、司儀、活動
人力、活動指引、作品展示板、水
晶獎牌、獎狀、競賽文宣、雜支

數學日表
演

100,000

講師費、活動招牌、活動指引、活
動文宣、議程表、活動人力、雜支

4 手作工坊

50,000

場地布置、講師費、活動材料費、
交通費、餐費、臨時人力、雜支

5 數學風箏

30,000

場地布置、活動人力、材料費、雜
支

6 實驗教材

150,000

萬人布豐投針實驗

3

合計

450,000

壹拾壹、指導顧問群
姓名

服務單位/職稱
-8-

協助事項

李瑩英
中華民國數學會 理事長
李國偉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高欣欣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
黃文瀚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理事長
劉火欽
臺灣科學教育館 館長
陳榮凱
台灣大學數學系 教授
陳宏賓
中興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
賴以威
臺灣師範大學電機系 教授
嚴志弘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
沈俊嚴
中華民國數學會 秘書長
佟冠誼
臺灣科學教育館 專員
郭君逸
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教授
李政憲
新北市立林口國中 教師
高竹嵐
交通大學統計所 教授
舒宇宸
成功大學數學系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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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顧問
活動策畫執行
活動策畫執行
活動策畫執行
活動策畫執行
活動策畫執行
教育培訓
教育培訓
教育培訓
教育培訓

附件一、 玫瑰的數字

2020 臺灣科學節首演劇照
演出時間：2020.11.14
演出地點：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Photo Credit：Daisy Lai

玫瑰的數字
原創中文科普音樂劇
全劇長度：約 30 分鐘
製作團隊：ＥＤＵ創作社（７７０５７９６５）
負 責 人：高竹嵐（交大統計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團隊粉專：https://www.facebook.com/EDUMusicalTheatre
聯絡信箱：EDUMusicalTheatre@gmail.com

當年南丁格爾的玫瑰圖。由內而外，紅色區域為因受傷過重而死亡的士兵數，
黑色區域為死於其它原因的士兵數，藍色區域則為死於原本可避免的感染的士兵數。

一、 緣起
南丁格爾對於護士此一職業之貢獻眾所皆知，但較罕為人知的是其作為資料視覺化的
先鋒，在統計上有重要貢獻。其「玫瑰圖」（如上圖）與相關統計圖表，時至今日亦
持續影響護理與統計領域。南丁格爾因此成為英國統計學會第一位女性院士，同時也
是美國統計學會第一位海外院士。
本製作以此作為創作動機，讓大眾更為認知南丁格爾的貢獻，並提升大眾對統計以及
資料科學的關注，以及激發女性學子在數理領域之學習動機。

二、 故事簡介
本音樂劇以南丁格爾於克里米亞戰爭期間，於斯庫塔利（Scutari）戰地醫院的史實為
基底，講述南丁格爾透過數據分析，先是將英軍死亡率從原本的 42.7%大幅下降至
2.2%，並開發出玫瑰圖，以資料視覺化的方式，向國會證明惡劣的醫療體系對英軍死
亡率的巨大影響，進而帶動整個護理界的革命。

三、 作品簡介
本音樂劇為受中華民國數學會委託製作，原訂於 2020 年 3 月 14 日世界數學日於台北
華山大草原戶外演出。該活動後因 COVID-19 疫情取消，但團隊仍於同年 2 月 10 日
舉辦讀劇會，邀請中華民國數學會等數學專業人士、科普教育人士以及音樂劇界專業
人士蒞臨現場指教，以期能精進此一以科普音樂劇為目標，試圖將科學帶向大眾的作
品。後經中華民國數學會引介，於第一屆臺灣科學節，假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首演，
獲各屆好評：

統計音樂劇《玫瑰的數字》是寓教於樂的成功例子，以淺顯易懂且帶著趣味的演出方
式，讓大眾能清楚地了解南丁格爾在統計方面的貢獻…
國內知名音樂劇部落客 Daisy
［首演全劇影片］
https://fb.watch/29w-n0skp0/

［國內知名音樂劇部落客 Daisy 評析專文］
https://www.facebook.com/daisysmusicalworld/posts/2957067271182987

四、團隊與人員簡介
EDU 創作社成立於 2020 年，以創作結合藝術性與教育性之科學普及或其他知識普及
作品為宗旨，以戲劇之敘事能力為基底，結合對應學門之本職學能，試圖創作兼具大
眾化、藝術性與教育性之戲劇作品，並對台灣表演藝術與普及教育此二領域帶來新的
營運方向。

團隊負責人、編劇暨詞曲創作

高竹嵐

交通大學統計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台北愛樂特約編曲。大學時代正式接觸合唱音
樂，曾任台大合唱團副團長、A 劇團音樂總監等。2006 年受連芳貝老師啟發，從此致
力於音樂劇、人聲樂團與合唱等人聲相關編作曲。於 2011 年獲選為第一屆瘋戲樂音
樂劇大師班特取生，由美國獅子王音樂劇音樂總監 Joseph Church 指導，授課期間獲
極高評價。2018 年亦獲選為第二屆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音樂劇人才培訓計畫作曲組學
員。其與 A 劇團合作之中文無伴奏音樂劇『彼得潘遊戲』於第八屆台北藝穗節獲戲劇
類首獎，『吉米不難搞』於第十屆台北藝穗節獲喜劇／歌舞劇類首獎，『阿卡的兒歌
大冒險』則獲選入第十七屆台北兒童藝術節演出。近年來亦投入中文音樂劇劇本創
作，編劇代表作品為『茉娘』。

導演暨戲劇顧問 呂筱翊
台灣有個好萊塢（作詞暨編劇協力），鬼母病棟３０８（編劇暨作詞）

演員 張雅筑（飾：佛羅倫斯･南丁格爾，英國女性護理人員總督導。）
熱帶天使（台中歌劇院）、小羊晚點名（愛樂劇工坊）、阿北（陳家聲工作室）

演員 顏志翔（飾：約翰･霍爾，克里米亞戰爭期間英軍軍醫指揮官。）
飲食男女（天作之合）、Daylight（躍演）、木蘭少女（瘋戲樂）

演員 王夢琦（飾：賽冷娜･柏斯布雷居，南丁格爾護士團成員。）
2019 新世代音樂劇表演人才培訓工作坊（北藝中心）、阿北（陳家聲工作室）

演員 蘇沄和（飾：鄧肯･曼吉斯，斯庫塔利戰地醫院醫師。）
Ｋ２４青春正鬧版（台南人劇團）、吻我吧娜娜（果陀劇團）、釧兒（躍演）

服裝暨舞台設計 陳筱葳

五、演出規格與需求
現行版本為依據世界數學日、臺灣科學節或類似流動性活動所打造的演出規格，如
下：
演出時間

約 30 分鐘

演員人數

四人

舞台需求

基於演出動線，舞台兩側需有能上下舞台之階梯或進出舞台之翼幕。

投影需求

任何可投影背景影像之設備（參見封面演出劇照）
需能連接筆電，演出時劇團會安排人員自備筆電進行投影。

音響需求



四組耳掛式無線麥克風
四位演員使用。



對外喇叭
數量視現場空間而定。



監聽喇叭
數量視現場空間而定。



Mixer
需能連接筆電以播放音樂卡拉帶。演出時劇團會安排音控人員自備
筆電操作。

燈光需求

無特定需求，配合現場

周邊需求

需有可梳化之休息室空間。

如有任何現場無法配合之需求，還請盡早告知，以商議是否可以調整演出內容來配合
或其他應變方案。

中華民國數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 109 年 10 月 13 日修訂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6 日第 41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會名稱為中華民國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為依法設立，非以營利為目的之社會團體，以謀數學學術之發展及其普及為宗旨。

第三條

本會以全國行政區域為組織區域。

第四條

本會會址設於主管機關所在地區，並得報經主管機關核准設分支機構。
前項分支機構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行之。
會址及分支機構之地址於設置及變更時應函報主管機關核備。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舉行定期常會及學術研討會等。
二、出版數學雜誌及其他出版品。
三、參加國際間學術工作。
四、接受相關機關及團體委託協辦符合本會宗旨之事務。

第六條

本會之主管機關為內政部。本會之目的事業應受各該事業主管機關之指導、監督。

第二章
第七條

會員
本會會員分下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年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
個人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員，繳交十年以上個人會費及永久會費後，為永久會員。
三、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且具有在學證明，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後，為
學生會員。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關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
團體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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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理事會通過後，為
名譽會員。
六、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工作之團體或個人，由理事長提名，經理事會通過後，為贊助
會員。

第八條

會員，除贊助會員、名譽會員及學生會員外，有表決權、選舉權、被選舉權與罷免權，每
一會員為一權。

第九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十條

會員（會員代表）有違反法令、或未履行會員義務者，得經理事會決議，予以警告或停權
處分，其危害團體情節重大者，得經會員大會決議予以除名。

附件四-1

會員未繳納會費者，不得享有會員權利，連續二年未繳納會費者，視為自動退會。會員經
出會、退會或停權處分，如欲申請復會或復權時，除有正當理由者外，應繳清前所積欠之
會費。
第十一條 會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二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

第十三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人數超過三百人以上時得分區比例選出會員代表，
再召開會員代表大會，行使會員大會職權，會員代表名額為會員四分之一，任期一年。其
選舉辦法由理事會擬訂，報請主管機關核備後行之。
第十四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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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決本會之解散。
八、議決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其他重大事項。
第十五條 一、本會置理事廿一人，監事七人，由會員(會員代表)選舉之，分別成立理事會、監事
會。
每次選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形得同時產生候補理事三人，候補監事一人，遇
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依序遞補之。理事會得提出下屆理事、監事候選人參考名單。
理事、監事得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通訊選舉辦法由理事會通過，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後行之。
二、理事、監事需為本會個人會員或永久會員。
第十六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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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七條 理事會置常務理事七人，由理事互選之，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理事就常務理事中選
舉一人為理事長，任期兩年，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對內綜理督導會務，對外代表本
會，並擔任會員大會、理事會主席。理事長得由常務理事中聘任副理事長一人，任期與
理事長同。理事長因事不能執行職務時，由副理事長代理之。理事長、常務理事出缺
附件四-2

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八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下：
一、監察理事會工作之執行。
二、審核年度決算。
三、選舉或罷免常務監事。
四、議決監事或常務監事之辭職。
五、其他應監察事項。
第十九條 監事會置常務監事一人，由監事互選之，監察日常會務，並擔任監事會主席。常務監事因
事不能執行職務時，應指定監事一人代理之，不能指定時，由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常務
監事出缺時，應於一個月內補選之。
第二十條 理事、監事均為無給職，任期四年，每二年依任期屆滿及應補選之名額進行改選理事十或
十一人，監事三或四人，連選得連任一次。理事長之連任，以一次為限。理事、監事之任
期以召開當屆第一次理事會之日起計算。
第廿一條 理事、監事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會員代表)資格者。
二、因故辭職經理事會或監事會決議通過者。
三、被罷免或撤免者。
四、受停權處分期間逾任期二分之一者。
第廿二條 本會置秘書長一人，承理事長之命處理本會事務，其他工作人員若干人，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聘免之，並報主管機關備查。但秘書長之解聘應先報主管機關核備。
前項工作人員不得由理事監事擔任。
工作人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廿三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經理事會通過後施行，變更
時亦同。
第廿四條 本會得由理事會聘請名譽理事、顧問各若干人，其聘期與理事、監事之任期同。
第廿五條 本會設司選委員會，於理監事改選前由理監事聯席會議互選理事三人、監事二人組成之，
辦理該次理監事改選事宜。司選委員會工作細則由理事會另訂之。

第四章

會議

第廿六條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分定期會議與臨時會議二種，由理事長召集，召集時除緊急事故之臨
時會議外應於十五日前以書面通知。
定期會議每年召開一次，臨時會議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分之一以上
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辦理法人登記後，臨時會議經會員（會員代表）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召開之。
第廿七條 會員(會員代表)不能親自出席會員大會時，得以書面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每一
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第廿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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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列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附件四-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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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程之變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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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隨時以全體會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第廿九條 理事會、監事會每六個月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聯席會議或臨時會議。前項會議召
集時除臨時會議外，應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會議之決議，各以理事、監事過半數之出席，
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
第三十條 理事、監事應出席理事、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席。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
得以視訊會議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視訊會議時，視為親自出席；但涉及選舉、補選、
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得採行視訊會議。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
事會者，視同辭職。

第五章

經費及會計

第卅一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常年會費：
(一)個人會費每年新台幣 1,000 元；永久會費一次繳足新台幣 10,000 元。
(二)團體會費每年繳納分類如下：
1.新台幣 2 萬元：研究機關(單位)如中研院、團體會員員工人數 30 人（含）以上者。
2.新台幣 1 萬元：團體會員員工人數 30 名以下者。
二、事業費。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第卅二條 本會會計年度以曆年為準，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第卅三條 本會每年於會計年度開始前二個月由理事會編造年度工作計畫、收支預算表、員工待遇
表，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因故未能如期召開者，先提理監事
聯席會議通過)，於會計年度開始前報主管機關核備。並於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
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
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理事會，提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於三月
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會員(會員代表)大會未能如期召開者，先報主管機關)。
第卅四條 本會於解散後，剩餘財產歸屬所在地之地方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

第六章

附則

第卅五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附件四-4

第卅六條 本章程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卅七條 本章程經本會 103 年 12 月 6 日第 41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報經內政部 104 年 1 月 27 日台內團字第 1040001101 號函准予備查。

附件四-5

中華民國數學會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會議修正內容

原訂條文
本會會員分下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年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個
人會費後，為個人會員。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員
達十年以上，並繳交永久會費
後，為永久會員。
三、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且
具有在學證明，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後，為學生
會員。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
機關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團
體會費後，為團體會員。團體
會員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
員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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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理事會通過後，為名
譽會員。
六、贊助會員：凡贊助本會工作之
團體或個人，由理事長提名，
經理事會通過後，為贊助會
員。

內政部
說明

第七
條

本會會員分下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
年滿二十歲，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個人會費
後，為個人會員。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
員，繳交十年以上個人會費及永
久會費後，為永久會員。
三、學生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且
具有在學證明，填具入會申請
書，經理事會通過後，為學生會
員。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
機關或團體，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團體會費
後，為團體會員。團體會員推派
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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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經理事會通過後，為名譽會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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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通過後，為贊助會員。

第三
十條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 理事應出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
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託出 監事會議，理事會、監事會不得委

配合現行視
訊會議，修

席。理事會議及監事會議得以視訊會 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 2 次無故
議召集之，理事或監事出席各視訊會 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
議時，視為親自出席；但涉及選舉、 職。
補選、罷免、訂定組織辦法事項，不
得採行視訊會議。理事、監事連續二
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
辭職。

正條文文字

第1頁

文字依貴
會，不變

會議修正內容
第卅
一條

原訂條文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本會經費來源如下：
一、常年會費：
一、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每年新台
(一)個人會費每年新台幣 1,000 元；永 幣 1,000 元；永久會費一次繳足新台
久
幣 10,000 元；團體會費每年新台幣
會費一次繳足新台幣 10,000 元。
7,500 元。
(二)團體會費每年繳納分類如下： 二、事業費。
1.新台幣 2 萬元：研究機關(單位)如 三、會員捐款。
中研院、團體會員員工人數 30 人（含）四、委託收益。
以上者。
五、基金及其孳息。
2.新台幣 1 萬元：團體會員員工人數 六、其他收入。
30 名以下者。
二、事業費。
三、會員捐款。
四、委託收益。
五、基金及其孳息。
六、其他收入。

1.

內政部
說明
須訂定分級
標準
(案經內政部
核准)

110年新增會員名單
1
2
3
4
5

團體會員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個人會員

孫立憲
劉家安
蘇承芳
蘇萬生

國立屏東大學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
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數學系
專案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推廣組組長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期刊管理委員會委員名單
年度/任期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95 張鎮華

郭紅珠

李白飛

鄭國順

吳培元

蕭勝彥

96 程舜仁

林文偉

張鎮華

郭紅珠

黃啟瑞

李白飛

97 林欽誠

張康

程舜仁

林文偉

張鎮華

郭紅珠

98 陳宏

李志豪

林欽誠

張康

程舜仁

林文偉

99 許世壁

吳培元

陳宏

李志豪

林欽誠

張康

100 張鎮華

陳榮凱

林文偉

吳培元

陳宏

李志豪

101 程舜仁

賴明治

張鎮華

陳榮凱

林文偉

吳培元

102 陳國璋

楊一帆

程舜仁

賴明治

張鎮華

陳榮凱

103 王振男

林欽誠

陳國璋

楊一帆

程舜仁

賴明治

104 程舜仁

林文偉

王振男

林欽誠

陳國璋

楊一帆

105 鄭日新

陳建隆

程舜仁

林文偉

王振男

林欽誠

106 王姿月

翁志文

鄭日新

陳建隆

程舜仁

林文偉

107 黃毅青

謝世峰

王姿月

翁志文

鄭日新

陳建隆

108 王埄彬

張介玉

黃毅青

謝世峰

王姿月

翁志文

109 許正雄

蕭欽玉

王埄彬

張介玉

黃毅青

謝世峰

年分 司選委員
94 陳宜良

李志豪

張康

林欽誠

許元春

96 李育嘉

李志豪

郭紅珠

王慶安

陳建隆

98 高金美

黃國卿

黃啟瑞

吳志揚

張鎮華

100 許世壁

賴明治

陳榮凱

李國偉

郭紅珠

102 李志豪

高金美

張鎮華

許元春

黃啟瑞

104 宋瓊珠

李國偉

程舜仁

賴明治

傅恆霖

106 王振男

吳宗芳

翁志文

李志豪

黃啟瑞

108 王姿月

李瑩英

高欣欣

陳建隆

賴明治

⼤學資通訊外加招⽣ 名額⼤
增八成
聯合新聞網 2020-11-12 01:17

教育部開放各⼤學爭取「外加名額」，⼀⼀○學年擴⼤從原本的資通訊擴⼤為ＡＩ、半導
體、機械科系都能申請。本報資料照片

【贈書活動】
▪問世間情為何物？ 玩遊戲送宋怡慧新書《談情說愛，古
⼈超有哏》

⾏政院宣布⼆○三○年要培育八點三萬名資通訊⼈才，教
育部開放各⼤學爭取「外加名額」，⼀⼀○學年擴⼤從原
本的資通訊擴⼤為ＡＩ、半導體、機械科系都能申請。教

育部近⽇核定招⽣名額，卅五校合計⼀五四⼀個外加名
額，比今年⼀⼝氣多八成，不少科系搶翻天，卻也出現像
台⼤資⼯、電機系等資通訊科系無法申請，許多傳統⼯
科、基礎科學系教ＡＩ被排除申請的現象。
台⼤⼀⼀○學年爭取六⼗⼆個資通訊外加名額，包括化⼯
系⼗五名、機械系⼗⼀名、物理系八名、化學系有六名
等。清華⼤學拿到七⼗個名額，動⼒機械⼗⼆名、資⼯系
⼗⼀名、電機系⼗名。
但台⼤教務長丁詩同說，校⽅彙整名額時，許多科系都想
爭取，像由造船系更名的⼯科海洋系、⼟⽊系等，也都因
應ＡＩ趨勢導入電腦運算相關課程，但系所分類不在教育
部規定範圍。
清⼤教務長焦傳⾦說，以系所分類會有遺珠之憾，比如
「⼯學院學⼠班」雖教的是⼯程，但因當時登記在跨領域
學⾨，會被排除在外。焦傳⾦認為此制可改由某系所開課
程認定，比如某系名看似與資通訊無關，但系上⼀定比率
的課程都教ＡＩ，應給予名額，比較貼近實際情形。
另外，就算與資通訊⾼度相關的台⼤資⼯、電機系，明年
也沒辦法申請。台⼤資⼯系說，教育部開放增額的同時也
調降⽣師比，⼀○九學年從原本每四⼗⽣配⼀名老師，改
成卅五⽣就要有⼀名老師，且國際⽣逾百分之三就要列
入，呼籲政府期許⼤學加收學⽣的同時，也應提供師資配
套，才能讓帳⾯上的招⽣名額變成⼈才。
教育部解釋，申請資通訊外加名額有三原則，第⼀是各校
名額為全校招⽣總額的⼀成，第⼆是增額後仍要符合⽣師
比，第三是要按教育部學科標準分類，僅開放登記在「資

訊科技學⾨」等相關領域的系所申請。
教育部⾼教司也說，少⼦化關係，教育部仍要維持⼀定的
名額控管原則。除表定的資通訊外加名額申請範圍，教育
部也開放專案申請，如⼀系⾃認能培育資通訊⼈才，可向
教育部提案申請，經核定後也能取得名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