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數學會第四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101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下午 5 時。
二、地點：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國立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科學一館 3 樓 321 室
三、主席：張鎮華 理事長。
四、出席人員：會員代表 108 人 (應出席 108 人，法定出席 84 人，請假 24 人)。
五、列席人員：2012 數學學術研討會參加人員。
六、主席致詞。(略)
七、頒獎
(一) 「學會獎」
(二) 「學術獎」
(三) 「青年數學家獎」
(四) 「傑出碩博士論文獎」
八、報告事項 (請見附件一)。
九、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人：理事會
修訂「中華民國數學會章程」
，請討論。
說 明：
(一) 本會 100 年 12 月 10 日會員大會修訂通過之章程，報內政部核備時，內政
部要求第十三條、第十五條、第廿六條及第廿九條條文內容須重新修訂，
以符合人民團體法之規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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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
對照表，請見附件二；修訂後之章程全文，請見附件三。
(三) 本案經第三次和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備。
提案二
提案人：監事會
審查 100 年收支決算表、101 年收支決算表及 102 年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說 明：
(一) 100 年收支決算已於 101 年 5 月完成報稅。100 年收支決算表請見附件四。
(二) 101 年收支決算表(1~10 月) 請見附件五。102 年收支預算表請見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報請主管機關內政部核備。
十、臨時動議。
十一、散會 (下午 6 時 30 分)。

附件一

中華民國數學會第四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
主席報告
1. 數學會人事與委員會
(1) 副理事長為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許元春教授。
秘書長為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黃國卿教授。
會計為臺灣大學數學系 林惠雯教授。
(2) 學術委員會委員：
張鎮華(召集人)、莊 重(2012 年會主辦單位代表)、李瑩英、陳建隆、陳國璋、
陳榮凱、賴明治。
(3) 獎勵委員會委員：
張鎮華(召集人)、劉太平、吳志揚、李育嘉、許世壁、傅恆霖、黃啟瑞。
(4) 期刊管理委員會委員：
張鎮華(召集人)、林文偉、吳培元、陳榮凱、程舜仁、賴明治。
(期刊主編: 郭忠勝教授)
(5) 101 年許振榮講座委員會委員：
李瑩英、陳榮凱、程舜仁、鄭日新。
(6) 成立教育委員會，由李育嘉教授擔任召集人，並請李國偉教授協助。
2. The 5th Mathematical Society of Japan Seasonal Institute, 2012 International Summer
School and Conference on Schubert Calculus，訂於 2012 年 7 月 17 至 27 日在 Osaka City
University 舉行，基於我方與日本數學會簽訂的合約，我方可推薦三名學者參加，
其旅費及生活費由日方全額補助。學會推薦與會人員為楊世偉(成功大學數學系)、
江謝宏任(中正大學數學系)、胡舉卿(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數學系)。
3. 日本數學 2012 年秋季年會於 9 月 18 日至 21 日在福岡的九州大學舉行，9 月 17 日
先有一天的日韓雙邊會議。我方應邀參加，訪問團含張鎮華、許瑞麟、黃啟瑞、王
金龍，其中王金龍教授代表我方給一個小時的邀請演講，講題是 ”Quantum
Leray-Hirsch and analytic continuations”，甚受歡迎。日本數學會有會員約五千人，
每年有定期的春季及秋季年會，暑假期間並有專題學術會議，其活動組織井井有條，
很值得學習。
4. 第六屆世界華人數學家大會 (ICCM) 將於 2013 年 7 月 14 日至 19 日在臺灣大學舉
行，本次會議由臺大數學科學中心主辦，相關活動訊息及宣傳將陸續發佈，請大家
共襄盛舉。
5. 本會目前約有四百萬台幣存款，其中一百萬為許振榮講座基金，已於今年四月在華
南銀行定期存款，每年利息有一萬多元，本金不能動用。本會每年固定收入約為新
台幣二百五十萬元。其中包括國科會補助二百萬元，用於每年六冊、每冊四百頁的
台灣數學期刊，約有一百五十餘萬，其他四十餘萬可用來辦數學年會等活動。另外，
會費及年會註冊費等的收入約有五十萬左右。國科會的補助我們必須先行暫支，隔
年再報帳取回補助，所以需要有二百萬元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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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推動國內數學發展，鼓勵會員主動舉辦數學活動，特擬定「中華民國數學會推動
數學發展補助辦法」
，並經理監事會同意後自本年度開始施行。已發文數學相關系所，
並 e-mail 通知本會會員。
7. 學會今年發函給數學及統計相關學系(所)，徵求有意願舉辦數學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的學校，收到不少學校回覆，並已確定 2013~2016 年會舉辦學校順序如下：
 2013 中山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4 成功大學數學系。
 2015 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
 2016 東華大學應用數學系。
8. 於 101 年 5 月 18 日之台灣數學期刊管理委員會通過，自 2013 年(vol. 17)起，期刊訂
閱費用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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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 學術委員會：
1. 2012 數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國數學會年會舉辦日期訂於 12 月 7 日至 9 日在交
通大學舉行。
2. 2012 數學年會註冊費維持會員 1000 元、非會員 1500 元、學生 300 元。
3. 當年度的 Invited speakers 參與年會活動，不需繳交當年度註冊費。
4. 推薦臺灣大學數學系陳榮凱教授為 IMU 2012 The Ramanujan Prize 人選。
5. 擬定數學補助活動辦法。
6. 2014 ICM program committee 第一次發文請各國數學會推薦 invited speakers。本
會建議了十一位 invited speakers。(已經將推薦名單寄給 program committee 的召
集人芝加哥大學 Carlos Kenig 教授，並寫信告知台灣歷年都沒有人應邀，希望他
們重視。)
(二) 台灣數學期刊管理委員會
1. 台灣數學期刊每期發行頁數及篇數由編輯部管控，留 3 期 back log；出版社每期
出版內容必須經編輯部確認同意。
2. 自 2012 第 16 卷第 4 期起，每期印刷份數由原來 550 本，改為 450 本，以減低
庫存數量，每期約可減少 1 萬 2 千多元的支出。
3. 自 2014 年起期刊主編任期自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更改為 8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為期三年。商請本屆期刊主編延長任期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三) 獎勵委員會
1. 評選中華民國數學會「學會獎」
、
「學術獎」
、
「特殊貢獻獎」及「青年數學家獎」
，
並向理監事會推薦候選人。
2. 「中華民國數學會傑出碩博士論文獎」得獎名單：
傑出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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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牌獎─從缺；
銀牌獎─阮碩勇博士 (清華大學數學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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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傑出碩士論文
金牌獎─余承翰 碩士 (臺灣大學數學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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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牌獎─孫維良 碩士 (成功大學應用數學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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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許振榮講座委員會
1. 2012 年講座教授為哈佛大學 Clifford Taubes 教授，訂於 12 月 10 至 12 日來台演
講。
2. 2013 年講座教授為 Richard M. Schoen 教授(Stanford University,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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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數學會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日期:101 年 12 月 8 日

修正內容
第六條

原條文

說明

本會會員分左列六種：
本會會員分左列六種：
1.簡化會員入會流程。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由本會會員二人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由本會會員二人 2.經 101 年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推薦，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個人會費者。
推薦，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個人會費者。
議通過。
二、永久會員：曾為本會個人會員達 10 年以上，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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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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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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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會會員二人推薦，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
學生會費者。
學生會費者。
四、團體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之機關團體，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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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會員五人推薦，經理事會通過，並繳交團體
會費者。
會費者。
五、名譽會員：凡對數學及相關領域有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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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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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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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會員二人推薦，經理事會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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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依 內 政 部 ( 台 內 社 字 第
1000253235 號) 函文要求補正。
2.人民團體法第 33 條規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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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團體經費來源如左：
一、入會費。
二、常年會費。
三、事業費。
四、會員捐款。
五、委託收益。
六、基金及其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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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理事會之職權如左：

一、審定會員(會員代表)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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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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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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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其他收入。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經費之
繳納數額及方式，應提經會員（會
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請主管
機關核備後行之。」
3.經 101 年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

會員大會之決議，以會員(會員代表)過半數之出席， 1. 依 內 政 部 ( 台 內 社 字 第
出席人數較多數之同意行之。但左列事項之決議以 1000253235 號)函文要求補正。
會員（會員代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人 2.經 101 年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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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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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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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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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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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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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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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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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以上之可決解散之。

附件二，第 2 頁

附件二

第廿九條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本會經費來源如左：

1. 依 內 政 部 ( 台 內 社 字 第

一、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新台幣 500 元/年;永久會 一、常年會費：個人會費，永久會費，學生會費， 1000253235 號)函文要求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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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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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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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章程中應明訂繳納會費數額。
3.經 101 年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通過。

附件三

中華民國數學會章程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8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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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各地設立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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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主管機關為內政
部。
第五條 本會之任務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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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會員
第六條 本會會員分左列六種：
一、個人會員：凡贊同本會宗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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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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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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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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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會員應推派代表一人，以行使會員權利。
第八條 會員有遵守本會章程、決議，及繳納會費之義務。
第九條 會員有違反法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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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會員有左列情事之一者，為出會：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二、經會員大會決議除名者。
第十一條 會員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會聲明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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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組織及職員
第十二條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會員大會閉會期間由理事會代行職權；監事會為監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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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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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監事每屆任期二年，每當選一次任兩屆，每屆輪流改選理事十或十一人，監事
三或四人，連選得連任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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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事得
採用通訊選舉，但不得連續辦理。
二、理事、監事需為本會個人會員或永久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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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應執行事項。
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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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務理事出缺時，應於一
個月內補選之。
第十七條 監事會之職權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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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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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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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條 理事、監事有左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一、喪失會員資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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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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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
員權責及分層負責事項由理事會另定之。
第廿一條 本會得設各種委員會、小組或其他內部作業組織，其組織簡則由理事會擬訂，報經主管機
關核備後施行，變更時亦同。
第廿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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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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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四條 會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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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第廿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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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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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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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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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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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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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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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卅一條 本會應每年編造預算、決算報告，提經會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備。但
決算報告應先送監事會審核，並將審核結果一併提報會員(會員代表)大會。
第卅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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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卅三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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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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