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第三次籌備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中午 12:00 

地點：交通大學光復校區科學一館 322 室 

主席：賴明治 

出席：陳宜良、許世壁、林吉田(代理施因澤)、王辰樹、李宗錂(代理黃杰森) 

請假：陳正宗、陳建隆、劉晉良、楊照彥、許世壁 

記錄：崔妮臻 

 

壹、主席報告 略 

貳、報告事項 

一、 確定「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成立大會於 101 年 6 月 26 日(二)晚上在台大天

文數學館 5 樓舉行，晚上 6:30 先請與會人員用餐(buffet)後，7:00 再召開會議。

地點由陳宜良教授協助商借。 

二、 目前會費繳交情形：永久會員 25 人、一般會員 18 人；籌備處之會費收入 26,800
元，支出 6,200 元，結餘 261,800 元，明細詳如附件一。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審定會員名冊 

說  明： 

一、 審定 101 年 3 月 16 日第二次籌備會議後新加入之會員資格，再次確定成立

大會應出席人數。附入會申請書。 
二、 永久會員 http://www.twsiam.nctu.edu.tw/p.html 

普通會員 http://www.twsiam.nctu.edu.tw/o.html 
學生會員 http://www.twsiam.nctu.edu.tw/s.html 

三、 設定會員編號形式。 
四、 審定通過後，造具新名冊報主管機關備查。 

決  議：名單如附件二，會員資格全數通過。 

 

http://www.twsiam.nctu.edu.tw/s.html


案由二：擬定成立大會手冊內容討論案 

說  明：成立大會手冊內容目錄如下： 
  (1)大會議程 
  (2)籌備委員名單、籌備會工作人員名單、成立大會工作人員名單 
  (3)籌備工作及籌備期間經費收支報告 
  (4)章程草案 
  (5)年度工作計畫 
  (6)年度經費收支預算表 
  (7)會員名冊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由三：擬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案 
說  明：擬訂後提請會員大會通過據以實施。 

決  議：年度工作計畫內容擬訂為三項： 

        (1)每年於 6 月份舉辦年會及會員大會，此會將酌收註冊費。 

        (2)每年底舉辦與工業界交流之研討會：工業與應用數學交流研討會。 

        (3)舉辦 Applied Mathematics 的教育論壇，與每年之年會合辦。 

暫以年會之註冊費 1000 元，普通會員會費 1000 元來定訂收入預算表，並

參照過往相關單位舉辦研討會之費用及行政費用來編列支出預算表，此收

支預算將提請成立大會時議決。 

案由四：決定理監事選票格式案 

說  明：理監事選票格式由籌備會議人民團體選舉罷免辦法第七條規定擇定採用。 

決  議：理監事選票之候選人排序為：理事長籌備委員(依地區由北到南)永久會

員(依姓名筆劃)一般會員(依姓名筆劃)。其餘如文字、欄位對調等修改如

附件三修改後之選票。 

案由五：決定成立大會工作分案 
說  明：成立大會工作分工，設總務組、議事組、選務組、報到組等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組員若干人。 

決  議：各分組之人員及負責項目如附件四。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  會 14:00 

 



日期 收入 金額 日期 支出 金額 

2012/02/29 賴明治開戶 $1,000 2012/05/08 錄音筆、硬碟、郵票 $6,200 

2012/03/16 劉晉良會費 $1,000 總支出 $6,200 

2012/03/20 郭啟文會費 $1,000       

2012/03/30 薛名成會費 $10,000 
   

2012/04/02 吳宗芳會費 $10,000 
   

2012/04/02 陳昇國會費 $10,000 
   

2012/04/03 李勇達會費 $10,000 
   

2012/04/10 連文璟 $10,000 
   

2012/04/11 張書銘、彭振昌會費 $20,000 
   

2012/04/13 陳仁純 $1,000 
   

2012/04/15 張勝麟 $1,000 
   

2012/04/20 李明恭 $1,000 
   

2012/04/23 謝天長 $1,000 
   

2012/04/23 李宗錂 $10,000 
   

2012/04/23 林敏雄 $10,000 
   

2012/04/23 王偉仲 $1,000 
   

2012/04/24 郭岳承 $10,000 
   

2012/04/24 石至文 $1,000 
   

2012/04/25 林吉田 $10,000 
   

2012/04/25 林文偉 $1,000 
   

2012/04/25 楊肅煜 $10,000 
   

2012/04/26 吳威良 $1,000 
   

2012/04/27 謝世峰 $10,000 
   

2012/04/27 李源泉 $10,000 
   

2012/04/30 黃印良 $1,000 
   

2012/05/01 賴明治 $9,000 
   

2012/05/02 牛仰堯 $1,000 
   

2012/05/02 林昭安 $1,000 
   

2012/05/02 黃聰明 $10,000 
   

2012/05/03 陳宜良 $10,000 
   

2012/05/03 簡澄陞 $10,000 
   

2012/05/04 顧承宇 $10,000 
   

2012/05/07 陳界山 $10,000 
   

2012/05/10 郭鴻基 $1,000 
   

2012/05/15 蔡志強 $1,000 
   

2012/05/15 鄭昌源 $1,000 
   

2012/05/15 范佳銘 $10,000 
   

2012/05/16 施因澤 $10,000 
   

2012/05/18 范洪源 $10,000 
   

2012/05/21 吳志揚 $10,000 
   

2012/05/22   $1,000 
   

2012/05/23 葉立明 $1,000 
   

2012/05/24 吳金典 $10,000 
   

總收入 $268,000 
   

結餘 $261,800 
   

附件一 收支明細 

 



附件二 會員名單 

 
目前永久會員共 37 人。(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列) 

姓名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王辰樹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吳志揚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吳宗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吳金典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宗錂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勇達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源泉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應德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林太家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林吉田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林敏雄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施因澤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范佳銘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范洪源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張洛賓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書銘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鎮華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許文翰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系  

連文璟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郭岳臣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正宗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陳宜良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陳昇國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建隆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陳界山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彭振昌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杰森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聰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楊肅煜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楊照彥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葉為忠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蔣俊岳  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賴明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薛名成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謝世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簡澄陞  清雲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顧承宇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目前普通會員共 24 人。(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列) 
姓名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牛仰堯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王偉仲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石至文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吳威良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數學系  

吳菁菁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明恭  中華大學  應用統計學系  

林三賢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林文偉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昭安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張勝麟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莊    重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許世壁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郭啟文  TSMC  NFDD 新廠設計部  

郭鴻基  國立台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陳仁純  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陳怡全  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  

黃印良  台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黃楓南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葉立明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劉晉良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蔡志強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鄭昌源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謝天長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關百宸  國立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目前學生會員共 33 人。(以下依姓名筆劃排列)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學系  

王書翰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王靖穎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吳培暉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呂昆育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李柏緯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李家瑋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李遠菡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周朝宜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林俊宏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邱泯淇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邱馨儀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修銘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張瀚文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許家豪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  

郭仲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郭柏伸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陳宥存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陳逸維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陳德軒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曾韋毓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游承書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黃翔瑋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詹欣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劉青松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劉彥辰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蔡至清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蔡勇賢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蔡瀚賢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鄭兆淳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研究所  

簡志栓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魏柏丞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蘇偉碩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龔柏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附件三 理監事選票 

  

 

 

 

 

 

 

 

 

 

 

 

 

 

 

 

 

 

 

 

 

 

 

 

 

 

 



附件四 成立大會工作分配 

 
 

成立大會工作分工表 

組別 人員 事務項目  備註 

總務組 張書銘 

陳德軒 

龔柏任 

1. 場地佈置、恢復 

2. 準備茶水 

3. 準備票櫃 

 

報到組 陳德軒 1. 會員報到 

2. 現場會費繳交 

 

議事組 賴又琳 1. 成立大會司儀 

2. 成立大會紀錄 

3. 理監事會議紀錄 

 

選務組 發票員：陳德軒 

監票員：張書銘 

唱票員：龔柏任 

計票員：陳德軒 

1. 發放理監事選票 

2. 協助進行投票 

3. 開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