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第一屆第五次理事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7 日(星期六)12:10 

地點：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 11 樓貴賓室 

主席：陳宜良 

出席：許文翰(請假)、賴明治、許世壁、郭鴻基、陳正宗(請假)、楊照彥(請假)、 王偉仲(請假)、 

      黃杰森、王辰樹(請假) 、施因澤 

列 席：劉晉良、班榮超 

記 錄：陳宜良 

 

壹、報告事項： 

1. 目前永久會員有 44 人(尚有 1 人未繳費)，普通會員有 72 人(尚有 25 人未繳費)，團體會員有 2

家，學生會員有 49 人，詳細資料如附件一至四。 

2. 目前有 5 個活動學群，分別是：FreeFem++ , GPU HPComputing, BioIonChanModel, 

CompGeoCompGraph, BEM 

3. 關於加入國際工業與應用數學聯盟(ICIAM)，由於大陸方面要舉辦 ICIAM 的 2015 大會，此時

以 TWSIAM 加入 ICIAM 涉及政治敏感問題，所以現在不宜談此事。 

4. JSIAM 的副理事長 Okamoto 教授來函邀請 TWSIAM 明年 9 月派員參加 JSIAM 年會，負責一

個下午的 minisymposium，並補助 5 名來訪者之生活費，將由理事長率團，帶領 4人參訪。 

5. 京都大學 Iso 教授來函邀請 TWSIAM 明年四月在日本共同舉辦台日計算科學研討會，將補助

台灣代表 10 人生活費，將由黃杰森負責組團，機票向國合處申請，多找一些年輕人參加。京

都大學在環境計算方面很強，我方也可考慮相關人員參訪。 

6. 明年兩岸計算數學研討會可能安排在 11 月，由林吉田與石钟慈洽談。 

 

貳、討論提案： 

案由一：擬增加執行秘書數人。 

      說  明： 

  決  議：設數名執行秘書，人選由理事長決定即可。理事長推薦政大曾正男擔任執行秘書。 

 

案由二：2014 年會擬於 5/31、6/1 (周六、日)在花蓮國立東華大學舉行。 

      說  明：協調註冊費及其他活動事項。 
   決  議：1. 2014 年會決定在 5/31, 6/1 在東華大學舉辦，由班榮超負責籌組 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 與向數學中心提籌辦計畫。 
           2. 註冊費為 2000 元，學生免費，無國科會計畫者可向大會申請補助。 
           3. 大會組織為： 
             ○1E

A 大會主講: 李羅權(請吳校長先連繫)，湯濤，後補人選為 Clint N. Dawson 



             A○2E

A 教育論壇: 暫由陳宜良負責 
             A○3E

A Minisymposium： 
 Ion Channel：林太家 
 Compressive Sensing：徐洪坤 
 Optimization：吳順益 
 大氣海洋：郭鴻基 
 工程應用：許文翰 
 BEM：陳正宗 
 PDE：陳建隆 
 Numerical PDE-1：楊肅煜 
 Numerical PDE-2：施因澤 
 計算幾何：吳金典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王辰樹 
 另外主辨單位提 2 個 minisymposiums 
 Contributed Talks 

             A○4E

A Poster session： 
                將分論文與科展兩部分，前者同去年，為碩博士生之論文展，後者參賽者為大學 
                生，為其 research projects 的作品，鼓勵老師們開設數學建模、數學軟體、或是學 
                士班之應用專題課程，其期末 project 可來參展。負責人選由理事長另覓。 
 

案由三：組織學術委員會與籌備會。。 

      說  明：  

  決  議：1. 大會學術委員會由理事會與吳志揚校長組成之。 
           2. 大會籌備會(Local organizing committee)由理事長，秘書長，與主辦單位組成之。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 

 

 

 

 

 

 

 

 

 

 

 

 



附件一 

永久會員 
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職稱 

F00001 賴明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02 陳正宗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F00003 陳宜良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04 陳建隆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05 施因澤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F00006 王辰樹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F00007 黃杰森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08 吳志揚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09 吳宗芳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10 吳金典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F00011 呂宗澤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12 李宗錂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13 李勇達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14 李源泉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15 林太家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16 林吉田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副教授 
F00017 林敏雄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18 范佳銘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F00019 范洪源 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20 張洛賓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21 張書銘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22 連文璟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F00023 郭岳承 國立高雄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F00024 陳昇國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F00025 陳界山 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26 陳賢修 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27 彭振昌 國立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F00028 曾睿彬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29 黃聰明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30 楊肅煜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31 葉為忠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F00032 蔣俊岳 虎尾科技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F00033 薛名成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34 謝世峰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F00035 簡澄陞 清雲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教授 
F00036 顧承宇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副教授 
F00037 王偉成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教授 
F00038 羅春光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F00039 單維彰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F00040 吳宗信 國立交通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F00041 袁淵明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教授 
F00042 鄭博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F00043 舒宇宸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F00044 劉晉良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附件二 

普通會員(*轉為永久會員) 
編號 姓名 服務機關 服務單位 職稱 

N00001 楊照彥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 教授 
N00002 許世壁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03 劉晉良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04 尤玲凰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05 牛仰堯 中華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N00006 王信華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07 王偉仲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08 石至文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09 吳威良 台北市立教育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10 吳菁菁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11 李志豪 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 研究員 
N00012 李明恭 中華大學 應用統計學系 教授 
N00013 李雪甄 文藻外語學院 通識教育中心 助理教授 
N00014 李應德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N00015 卓建宏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16 林三賢 國立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學系 教授 
N00017 林文偉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18 林昭安 國立清華大學 動力機械工程學系 教授 
N00019 洪丞輝 空軍官校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N00020 胡馨云 東海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21 袁淵明 靜宜大學 財數系  
N00022 張國綱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23 張勝麟 南台科技大學 資訊工程系 教授 
N00024 張鎮華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25 莊    重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26 許文翰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與海洋工程學系 教授 
N00027 許佳璵 逢甲大學 微積分教學中心 助理教授 
N00028 郭啟文 TSMC NFDD 新廠設計部 主任工程師 
N00029 郭鴻基 國立台灣大學 大氣科學系 教授 
N00030 陳仁純 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31 陳怡全 中央研究院 數學研究所 助理研究員 
N00032 陳琴韻 嘉義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33 陳慈芬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34 陳鵬文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35 舒宇宸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36 黃印良 國立台南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37 黃楓南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38 葉立明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39 劉玫灃 義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40 蔡志強 國立中正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41 鄭昌源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42 鄭博文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數學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N00043 薛克民 國立台灣大學 數學系 教授 
N00044 謝天長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N00045 關百宸 國立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助理教授 
N00046 陳律閎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47 方瓊苑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48 陳焜燦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49 柯志斌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50 陳明志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系 教授 
N00051 鄧君豪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研究員 
N00052 曾正男 國立政治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53 黃宏財 義守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54 王埄彬 長庚大學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N00055 朱家杰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56 江金城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約聘助理教授 
N00057 唐永立 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 數學組 博士後研究員 
N00058 李金龍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59 陳人豪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60 葉麗琴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61 謝英恆 中國醫藥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 教授 
N00062 羅主斌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副教授 
N00063 洪子倫 逢甲大學 應用數學系 教授 
N00064 劉立偉 國立台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N00065 劉育佑 國立成功大學 數學系 助理教授 
N00066 賴鵬仁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數學系 副教授 
N00067 李佳翰 國立台灣大學 工程科學及海洋工程學系 副教授 
N00068 陳宣毅 國立中央大學 物理系 教授 
N00069 鄭文豪 TSMC   
N00070 曾雲輝 中國醫藥大學 通識中心 助理教授 
N00071 林維文 台中榮總 心臟內科 主治醫師 
N00072 黃耀新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輪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N00073 黃和順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造船及海洋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N00074 王輝清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N00075 彭柏堅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教授 

 

 

 

 

 



附件三 

團體會員 
編號 團體名稱 會員代表 服務單位 職稱 

G00001 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 張西亞 高速計算與應用組 組長 
G00002 靜宜大學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林吉田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系主任 

 

附件四 

學生會員 
編號 姓名 就讀學校 就讀學系 研讀學位 

S00001 王允仕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S00002 王書翰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03 王靖穎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04 吳培暉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05 呂昆育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06 李柏緯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學士 
S00007 李家瑋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博士 
S00008 李遠菡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09 周朝宜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10 林俊宏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11 邱泯淇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12 邱馨儀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13 張修銘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14 張瀚文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15 許家豪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統計組 碩士 
S00016 郭仲倫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系統工程暨造船學系 博士 
S00017 郭柏伸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碩士 
S00018 郭登堯 逢甲大學 機械與航空研究所 博士 
S00019 陳宥存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20 陳逸維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博士 
S00021 陳德軒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22 曾韋緐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23 游承書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博士 
S00024 黃翔瑋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25 詹欣芳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博士 
S00026 劉青松 國立清華大學 數學系 博士 
S00027 劉彥辰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28 蔡至清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29 蔡勇賢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博士 
S00030 蔡瀚賢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工程研究所 碩士 
S00031 鄭兆淳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研究所 碩士 
S00032 簡志栓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河海工程系 碩士 



S00033 魏柏丞 國立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34 蘇偉碩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35 龔柏任 國立交通大學 應用數學系 博士 
S00036 蘇逸鎮 國立中央大學 數學系 碩士 
S00037 劉永芯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碩士 
S00038 吳玲儀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碩士 
S00039 周志光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0 張智媛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1 蕭鈞懌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2 成邦元 國立中山大學 應用數學系 碩士 
S00043 李思錡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4 簡民峰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5 張    琳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6 巫易軒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7 許藍凱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碩士 
S00048 李怡炘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S00049 洪哲儀 靜宜大學 財務與計算數學系 學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