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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務報導 / 王美玉彙整 2017.05 

(一) 理監事會議 

 105年 05 月 28日：召開第二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105年 08 月 24日：召開第二屆第四次理事會議 

 106年 02 月 17日：召開第二屆第五次理事會議 

 106年 04 月 24日：召開第二屆第四次監事通訊會議 

 

(二) 2017 年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年會 

 時間：2017年 5月 6 日(星期六)至 5月 7日(星期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 

 主辦單位：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 

 活動網站：http://twsiam.org/TWSIAM2017/ 

 

大會主講人：Professor Maria J. Esteban 

Professor Maria J. Esteban is a Basque-French mathematician. In her research, she studies nonlinea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mainly by the use of variational methods, with applications to physics and 

quantum chemistry. She has also worked on fluid-structure interaction. She did her PhD thesis at the 

Pierre and Marie Curie University (Paris),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ierre-Louis Lions. After graduation, 

she became full-time researcher at CNRS, where she holds now a position of director of research.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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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to 2019, she is president of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ICIAM). She was president of the Société de Mathématiques Appliquées et Industrielles from 2009 to 

2012 and chair of the Applied Mathematics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Mathematical Society in 2012 

and 2013. She participated in the Forward Look on ”Mathematics and Industry” funded by the 

European Science Foundation and is one of the launchers of the EU-MATHS-IN European network for 

industrial mathematics. 

 

大會主講人：Professor Raymond Chan 

Raymond Chan graduated with First Class Honors from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n 1980. He obtained his M.Sc. and Ph.D. degrees in Applied Mathematics 

from Courant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at New York University in 1984 and 1985 respectively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Professor Olof Widlund. 

Chan began his career as a tenure-track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 in 1985. With heart and mind always in Hong Kong, he came back to Hong Kong in 1986, 

first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86-92) and then at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993) before joining his Alma Mater in 1993. He was the Associat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al Sciences (1996-98), the Associate Dean of Science (2004-2009) and now the 

Head of the Mathematics Department since 2012. 

Chan’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in the areas of numerical analysis and imaging sciences. He has published 

130 journal papers and has been in the ISI Science Citation List Top 250 Highly-Cited Mathematicians 

in the world since 2004. He won a Leslie Fox Prize for Numerical Analysis in 1989 at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a Feng Kang Prize of Scientific Computing in 1997 in Beijing, China; a Morningside 

Award in 1998 in Beijing, China; and 2011 Higher Education Outstanding Scientific Research Output 

Awards (First Prize)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China. He was elected a SIAM Fellow in 2013 

and a SIAM Council Member for 2015-17.  

 

工業論壇：張榮語董事長  

主持人：陳宜良教授 

 

人才交流會：陳建宏董事長、陳鴻源副總  

主持人：王偉仲教授 

 

應用數學與跨領域教育論壇：郭鴻基教務長、賴以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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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舒宇宸教授 

 

迷你論壇(主題－組織者) 

1. Climate and Mathematics －王寶貫主任 

2. Applied Optimization －陳鵬文教授 

3. Numerical PDE －楊肅煜教授 

4. Machine Learning －李育杰教授 

5.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Laboratory Experiments on Water Waves －袁淵明教授、林呈教授 

6. 航太科技中的計算數學與應用－吳宗信教授 

7. Numerical Linear Algebra: Matrix Tensor and Applications －王辰樹教授  

8. 數理經濟－曾正男教授 

9. 最佳化－陳政輝教授 

10. Contributed section －曾睿彬教授 

11. Data Science －盧鴻興教授  

12. 流構藕合－洪子倫教授 

13. 多相流－楊馥菱教授 

14. 學生社群分享－蔡炎龍教授 

 

  壁報論文展－黃聰明教授、舒宇宸教授 

會議公開徵求海報論文(poster paper)，歡迎工業與應用數學領域相關之學術及工程應用論文投稿。

海報論文投稿經大會初步格式審查通過後，將以海報方式於會場張貼發表。 

徵稿對象： 

1. 一般組：各大專院校教師、博士後及工業界相關研究人員。 

2. 博士生組：各大專院校 2016/01/01 後之博士畢業生及目前在學之博士生。 

3. 碩士生組：各大專院校 2016/01/01 後之碩士畢業生及目前在學之碩士生。 

4. 大學生組：目前在學之大學生。 

活動詳情請參考年會專頁： http://twsiam.org/TWSIAM2017/ 

 

(三) 數學應用推廣活動 

  為推廣數學應用之活動，鼓勵大學生於課外時間進行數學應用延伸學習，本會自 104年度起

辦理數學應用推廣活動作業。105年度補助了海洋大學工程數學學生應用社群(由范佳銘教授及李

應德教授指導)、及 SIAM 國立中央大學學生分會(黃楓南教授指導)的數學推廣活動、SIAM 國立

成功大學學生分會(舒宇宸教授指導)。 

http://twsiam.org/TWSIAM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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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應用推廣活動每年分兩期辦理：第一期自每年九月一日起至翌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固定

於同年五月公告；第二期自每年二月一日起至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固定於前一年十一月公告，

申請類別共分兩類。第一類屬於開放軟體之學習與推廣活動補助，第二類屬於學生社團為推廣數

學應用的活動補助，學生可自組以推廣數學應用為宗旨的學生社團，由學生社團負責人提出申請。

補助金額為每案陸仟元整，項目為活動所需之材料費（壁報）、演講費及雜支等，並優先受理本

會永久會員、普通會員及學生會員且其所屬單位加入本會團體會員者提出之申請案。凡獲補助之

單位，應報名參加本會最近期之年會學生壁報展，展示相關研究成果。申請方式為於公告之期限

內依規定格式與內容，以電子郵件寄至本會信箱 twsiam@math.nctu.edu.tw 提出申請，相關辦法

及申請格式皆公告於本會網頁，竭誠歡迎會員多加利用。 

我們期盼藉由提倡數學應用活動，能讓學生由實作中學習，養成研究的能力，並提供平台，

期望達成推廣數學之效。日後本會將持續對會員及團體會員所屬學生相關學習與推廣活動進行補

助，誠摯歡迎相關系所加入 TWSIAM 團體會員行列，並鼓勵所屬師生組織學生社群進行研究活

動。 

 

(四) TWSIAM 招募會員 

歡迎您加入 TWSIAM 的行列，申請入會相關說明及流程皆公告於本會網頁

http://www.twsiam.org/tw/member.php，歡迎多加利用

mailto:twsiam@math.nctu.edu.tw
http://www.twsiam.org/tw/member.php


 

5 

 

◎加州理工學院侯一釗(Thomas Yizhao Hou)教授訪談記錄 

受訪人：侯一釗教授 

提問人員：陳宜良教授、賴明治教授  

訪談時間：2016年 2月 2日 

 

受訪人簡介： 

侯一釗, 美國加州理工學院(Caltech) Charles Lee Powell 教

授。曾獲 1990 年 Sloan研究獎，1997 年馮康科學計算獎，

1998年美國物理學會 Francois N. Frenkiel 獎，2001年工業

與 應 用 數 學 學 會 (Society for Industry and Applied 

Mathematics，SIAM) James H. Wilkinson 計算數學獎，2004

年 第 三 屆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 

Mathematicians(ICCM)晨興應用數學金獎，2005年美國計算

力學學會(US Association of Computational Mechanics)計算

與應用科學獎。 

應邀 1998年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Mathematicians(ICM)作 45分鐘報告和 2003年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Industrial and Applied Mathematics(ICIAM)作大會報告。1993 年受聘為 Caltech 终身教授，

並於 2000 年至 2006 年任應用與計算數學系系主任。2002 年創辦“Multiscale Modeling and 

Simulation：A SIAM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並任創刊主編。2009 年當選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首

屆會士，並任該協會理事會委員。2011年當選美國藝術和科學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院士。2012年當選美國數學會（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AMS）首屆會士，同年被

選為美國科學基金下的數學與應用研究所(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IMA)科學決

策與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席。 

1.求學經驗和心路歷程 

陳：您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屆大學生，可否談談您在文革前後求學的心路歷程？是什麼因素讓您決定

鑽研數學呢？ 

侯：我於 1962年 12月在廣州出生，父母在國內都是醫生，因為有海外關係被劃為黑五類。在文革期

間，我全家被下放農村。我從小學到高中都在農村上學。當時大家都不主張學習，但上高中的時候，

有幾位語文老師、數學老師對我影響非常大。我尤其感謝我的數學老師-曾芳振，他激發我對數學的

熱情，我在高中時數學學得最好，也很有興趣。當時曾老師很懂得如何啟發我們，他在引進新概念時，

比如說怎麼解二元方程式，他先提供應用題，讓我們試試看能不能求解，再告訴我們正確的作法。雖

然一開始我們不知道該怎麼做，但曾老師給我們個機會，用二十分鐘或半小時讓大家來嘗試，雖然大

部分的人都做不出來，但是我們幾個數學好的學生還是能做出來部份的答案，曾老師再跟大家解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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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怎麼做，哪些地方是有問題。這個過程，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曾老師在很多主題上都這樣做，而且

課外他也花了很多時間鼓勵我，對我的影響很大。 

  1977 年，我參加了文革後的第一次全國高考，考取了華南工學院（今華南理工大學）數學師資

班，當時才 15 歲。華工的老師都很優秀，不過這些老師大部分被文革耽誤太久，不是以做研究為主

的，但是基本功很好，教的方法很好。我尤其感謝盧文教授、鄧韵秋教授，他們講了很多科學家的故

事來激勵我，培養了我較高的眼界，樹立了遠大的志向。直到現在，我對盧老師和鄧老師都心懷感激。 

2.在 UCLA遇見導師 Engquist的機緣和做研究的歷程 

賴：您是在怎麼樣的機緣下到了 UCLA？您的指導教授是 Bjorn Engquist，他指導過幾位大陸留學生，

表現得都相當優秀，這位老師有什麼特質，能夠教育出像你們這麼優秀的學生？ 

侯：我是 1983年 8月去 UCLA 留學，當時只是碩士生的身分，去了以後碰到華人教授-鄭紹遠，他對

我們這些從中國來的留學生非常照顧。他說：『你不要念碩士，念碩士在美國沒什麼前途，你應該要

念博士』。但很多親友都勸我去美國念數學沒有前途，應該要去念電腦，比較好找工作。當時非常矛

盾，但我對數學真的很感興趣，所以聽從鄭紹遠教授的建議，在 1984 年 1月轉入博士班，並在 1984

年春天通過兩門博士班資格考（實分析和複分析）。關於選導師，當時沒有想到要做數值分析，對這

個主題了解也不深，那時覺得應用數學應該是跟偏微分方程有關的東西，但是 UCLA 的應用偏微分

方程又不是那麼的強，所以曾經動過轉學的念頭。後來和鄭紹遠教授談，他建議我應該跟 Engquist

學習，我還問他數值分析是做什麼的？當時有一點看不起用電腦或是數值分析這種不是很高尚的數學 

。他要我不要小看它，他說計算數學很有前途，是一個很重要的發展趨勢。當時 UCLA 有 Osher 和

Engquist 兩位計算數學的專家，我想既然已有這麼好的兩位教授，為什麼還要想轉學呢？既來之，則

安之！鄭紹遠教授說數值分析很有前途，那麼我就去學吧。 

    當我決定要做數值分析這個方向，已經是第一學年末了，於是把第一年的數值分析課程自學一遍。

暑假後考過另外兩門資格考(應用偏微分方程跟數值分析)。考過後跟 Engquist 談，他問我想做什麼？

是偏理論或是偏應用？我希望兩者兼顧。當時他推薦我唸流體力學，希望我做渦團法(vortex blob 

method)。當時渦團法被 Chorin 和Majda炒得很熱，是一個很重要的方向。雖然他當時已經在想多尺

度(multiscale)的問題，但是對渦團法也有一些看法，他覺得 Beale和 Majda的渦團法的收斂理論太理

想化，假設無窮光滑的初始條件不太實際。所以他給我的題目是放寬這個條件，並叫我選修流體力學

的課，還叫我看一本 Chorin和 Marsden的書《A Mathematical Introduction to Fluid Mechanics》。 

    Engquist 很會帶學生，剛開始他沒有完全告訴我他想要我做什麼，畢竟我要先入門，需要有點流

體力學基礎才能知道要解決什麼問題。他認為如果渦團法真的那麼好，應在低光滑度的情況也能證明

收斂性。我當時沒能完全體會他的意思，再加上 Beale 和 Majda 的理論很難讀懂。幸好當時 Chris 

Anderson和 Claude Greengard 的論文剛出來，這篇論文將 Beale和Majda的證明簡化，我能夠完全理

解。後來在暑假前我就把 Beale和Majda的證明所需的條件放寬，當時 Engquist 也相當欣賞，認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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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重要的進展。但暑假過後他說 Ole Hald(Berkeley的教授)在歐洲給了一個演講，結果比我的結

果還好，所以 Engquist 有點失望，因為我的研究已經不能作為論文了。當時 Engquist 正在做多尺度

的問題，也同時開了一個研討課，我也有去上，課程就在講均勻化理論(homogenization)，差不多到

課程快結束時，他在課堂上跟大家分享他最近做的結果。當時 Osher、Brenier、Harten 等人都去聽他

的研討課，還有鄂維南、舒其望等，十分熱烈。我在聽該研討課時，第一次覺得做研究有激情、有理

解，以前我剛開始做渦團法時，我覺得有點被動地去做，這樣做問題，有點心虛。Engquist 在講均勻

化理論時，提出一個多尺度的計算方法，雖然多尺度的解不光滑，但他可以用很少的網格點，不需要

用細網格來逼近多尺度的解，竟然能夠證出這個方法的收斂性，這是一個新的收斂概念，稱作與小尺

度無關的本質收斂性，這個觀點非常吸引我。後來他給我擬了一個研究步驟，先把他做 2 by 2 的

Carleman 模型推廣到 3 by 3 的 Broadwell 模型，然後再做變係數的情況，之後再做 Euler 方程，他說

做完這幾個課題後我就可以畢業了。 

    我當時非常喜歡，而且有點感覺，兩個多月後，我就把他要我做的 3 by 3 Broadwell 模型做出來

了。他說變係數的情況也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因為誤差會傳播，原來那常數係數的結果可能不對。

這問題的確表面看起來很難，但我很快地把重點找到，把觀念變一下就可以克服了。所以當時他說：

『你的觀察非常好！』本來他覺得這個很難做，被我看清楚了，轉個觀念就可以解決。所以我覺得他

會帶學生就是在這裡，他不斷地丟給你好的問題，他想這可能是個困難，給你空間，但不告訴你怎麼

做，讓你去理解、發揮，最後得到的是一種領悟和觀察的能力，這並不是說你的技術需要多強，而是

觀念上要能突破。這就是 Engquist 的風格，我們非常的契合。這些問題都做完後，他非常高興說可以

畢業了，剩下的時間我可以回去再做些渦團法，不過那是 Euler方程，難多了，他並不期望我能做出

什麼理論，而是做一些數值計算就可以畢業了。那一學期他去 IMA 訪問，我就待在 UCLA，覺得只

做數值計算不太甘心，試試看能不能把均勻化理論延拓到 Euler方程。我花了兩三個月的時間，來來

回回經歷很多的失敗。在那個時候我突然感覺到做研究真是快樂，能夠讓自己定下心來。我有很堅定

的信念，要求自己能走多遠就走多遠，這不是老師要求我做的，而是我自己要嘗試的。後來我真的做

出來了，Engquist 非常高興，所以後來申請工作也比較順利。 

賴：您說得非常具啟發性，現在台灣有很多學生，越來越不敢念博士班，因為他們怕出去找不到工作，

但我們應該是這樣想，如果做得好，其實不用擔心。 

侯：是，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真的不容易。你要有堅定的信念、決心和視野，不給自己退路，你只

能往前走。不過當時環境很好，周圍的中國學生，沒有其他想法只是好好讀書，大家互相影響有正能

量。現在學生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機會，像 Google、 Microsoft 等等，像金融界的工作機會更不用說了。

學術那條路是不確定的，你不知道你能不能做得好？能不能找到好的博士後工作？能不能找到永久教

職的工作？這條路真的太長了，但你就是要全力以赴。 

陳：我很好奇 Engquist 的視野是怎麼養成的？ 

侯：這個問題很有趣。他是 Heinz-Otto Kreiss 的學生，他的大學本科好像不是數學。他的思路很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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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他年輕的時候很害羞，不太愛說話。我覺得他能很敏銳的觀察事情，他學應用數學，應是對應用

問題和理論都很感興趣，這兩點是做應用數學的要素。我當年剛到 Caltech 時，和 Phillip Saffman 教

授在聘僱會議時聊到應用數學的遠景是什麼？他說最擔心的是有些人所謂的應用數學是既不數學也

不應用，這些人做應用數學就只為了做定理。Engquist 真的對應用非常感興趣，但他的理論功夫夠深

但卻不執迷，有些人只是欣賞技巧本身，但是對 Engquist 來說，數學技巧是工具，不是目的，他要學

他真正需要的技巧。比如說他第一個工作是跟 Majda 合作的吸收邊界條件(Absorbing Boundary 

Condition)的工作，當時他在史丹佛做博士後，導師在地球物理學系，是做波傳導的研究，Engquist

知道計算波傳導中數值邊界條件設計的重要性，而該問題的本質是微分算子(differential operator)要怎

麼局部化？要怎樣截斷？這需要擬微分算子(pseudo-differential operator)這個工具。而 Majda 恰是擬微

分算子的專家，所以他向 Majda學習這個工具，兩個人合作，做出非常好的應用數學結果。 

    我跟著 Engquist 學習非常合適，因為我也是這種類似的風格。我並不是分析功夫比別人強，但需

要的時候我可以找分析比我強的人合作，不過先決條件是我的應用面向必須懂得足夠多。另外我也有

能力和應用的人合作，跟他們學習，比如我也跟 Michael Shelley教授合作學習。最後要把自己定位好，

我還是介乎應用和分析之間。我關注應用的人為什麼要做那個東西，在發展方法時，盡量是有很好的

應用前途；而在做相關的理論時，要找合理的假設，才能夠做得動分析。 

3.在 Courant Institute做博士後的影響 

賴：您在 UCLA畢業後到 Courant Institute 做博士後，您覺得在那段時間有什麼影響您最大的地方？

在那裡有更好的啟發？可不可以談一下？ 

侯：在 NYU Courant Institute的時候，對我來說是一個視野很大的開拓。那時全世界最頂尖的應用數

學家都在那裡，有許多歐洲學者來訪問，是個非常好的環境。當時那些老師們都非常友善，像 Peter Lax

教授、George Papanicalaou 教授、Russel Caflisch教授、Jonathan Goodman教授等，還有很多博士後，

所以我覺得如魚得水，非常高興，對我整個數學素養的提昇、視野的拓展，有很大幫助。在 Courant 

Institute時，我決定嘗試點渦法(point vortex method)收斂性的證明，由於點渦法缺乏渦團法的光滑化

過程，圈內的人通常認為它不可能會穩定，更不用說是收斂了。但經過深入地思考以及一番努力，我

終於證明它的收斂性，令許多人吃驚，我也因此得以留在 Courant Institute 擔任助理教授。但是 Courant 

Institute 畢竟有它的風格，那是經過那麼多年形成，是以偏微分方程、分析、數值分析為主。就當時

來講，我從 UCLA 來到 Courant Institute，是我最好的選擇，我在那裡得到很大的提昇。但是如果再

往前走，將來要自己開創出一個方向，那就有點困難。我當助理教授時，對將來研究的大方向並不十

分清楚，有點迷茫，比較容易受人家已經形成的流派影響。同時 Courant Institute 有很大的慣性，要

改變也不是那麼容易。以今天來看的話，Courant Institute 也是有點為過去的成功所累，有許多傳統的

包袱，像一艘航空母艦一樣，要轉彎也是不那麼容易。 

陳：現在 Courant Institute也逐漸在變，傳統以分析為主的應用數學也改變了。我十幾年前碰到 Lou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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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renberg教授談這個事情，他覺得轉到更應用這個方向是時代潮流所趨。 

侯：對，他們也在逐漸變化，現在他們也有像數據分析這方面的研究。早年他們好像有些路線之爭，

聽說 Joe Keller 教授這一批人強調應用，而 Peter Lax 教授這批人則認為理論這一塊是很重要的基礎。

我覺得他們當年（註：七零年代）是做了正確的選擇，你要得到數學界的承認，就要有堅實的基礎，

但後來要再擁抱應用就有一些包袱了。像 UCLA他們就走得比較沒有什麼包袱，轉型比較順利。Osher

從雙曲型偏微分方程(hyperbolic PDE)到水平集方法(level method)，到影像處理(image processing)，到

現在做壓縮感知(compressed sensing)，他一步一步的看得很準，轉型得很及時。 

4.應用數學未來的發展 

陳：你自己對應用數學未來發展的看法？ 

侯：最近一兩年我擔任我們系上聘任委員會的主席，發現要找傑出的應用數學人才，比我們那個時候

困難多了。現在好的人才都跑去做數據學相關的東西，如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稀疏性(sparsity)

等，那方面好的人才非常多，而我們傳統的應用數學傑出人才則相對匱乏些。但是我覺得這個潮流有

點走過頭，我很相信將來應該是數據導向和物理科學結合起來的潮流。我們最近聘了一位教授 Andrew 

Stuart，他非常優秀，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好。 

    現在我們聘一些機器學習的新人，他們承認，當他們和那些做科學計算、生物、化學、物理的人

討論時，針對那些非常複雜的物理過程所涉及大數據的問題，他們是做不來，他們現在的方法都是處

理比較低維度的問題。維度太高、現象太複雜，自由度太多的問題，他們現在是做不動的。但是這些

問題並不是任意的數據，它們是在描述一個有結構的物理系統。你若知道這個物理結構，在這個限制

條件下去做優化時，會得到更好的簡化模型。這對我們應用數學既是挑戰也是機會，優秀的學生需要

兩邊都懂。 

 

陳：Caltech 大學本科的應用數學課程也有一些改變？是否也增加了優化、凸分析這類數據分析方法

的題材。 

侯：是的，我們很多老師以及一些學生有這樣的訴求，說我們不能只學以前的老方法，現在像一些新

的方法也應該學，這樣比較平衡發展，我們正準備要開這樣的新課程。現在數據科學應用很多，發展

得很快。我看到網上的一些課程，像史丹佛教授開的統計學習(statistical learning)，他們講的東西十分

令人興奮。比如說 Netflix、Google，那些日常生活上看到一些大量數據的現象，這些網路課程提供它

們背後搜尋引擎、推薦引擎等知識，所以學生很感興趣。因此我們現在物理科學也應該跟數據科學結

合，啟發學生的興趣，如果發展得好，是可以吸引很多好的學生進來。 

5.HHT數學理論的分析和建立 

賴：談到數據科學，您近幾年常訪問中央大學數據分析方法研究中心，我知道您跟黃鍔院士試圖在做

這個 Hilbert Huang Transform(HHT)的理論的分析，您是在什麼機緣下認識黃院士的？然後又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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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數據科學發展？您剛剛已經有講到數據科學方向的發展，那您認為 HHT 它的嚴格數學理論建立可

行性如何呢？  

侯：我約在 1997年認識黃鍔院士，吳耀祖院士邀請他來 Caltech 訪問，聽他講 EMD (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的工作，吳耀祖非常欣賞，我當時也覺得非常有意思。雖然 EMD的數學不是那麼嚴格，

我想看看能不能用多尺度、均勻化那種思想給它一個數學理論。後來發現這個東西不好做，大概放了

十多年，等到壓縮感知出來以後，我有些模糊的想法，就問我的博士後史作強有沒有興趣、敢不敢嘗

試新的領域？他就真的去學壓縮感知和 EMD，花了好長時間，才慢慢理出個頭緒。史作強是個大膽、

有勇氣、獨立，非常具原創性的人，最後我們居然真能弄出一個數學框架而且尊重 EMD原來的精神，

Ingrid Daubechies 教授和黃鍔教授都蠻欣賞我們的工作。 

6. Euler方程的研究 

賴：我前一陣子去訪問黃鍔院士，他說有關 HHT 理論部分，您跟史作強這方面是做得最好，他非常

高興您能夠繼續往這方面做。講到您的研究，我們還是要提一下您在 3D Euler 方程奇異性這些方面

的貢獻，這些都是數學上尚未解開的迷惑。在您的演講當中，看起來您是比較傾向支持在有限時間有

爆破解的可能，可否講一下現在這個領域的專家對這個問題的看法？或者在我們可見的未來，這個問

題會不會被解決？ 

侯：這是我比較感興趣的一個問題，我前前後後花了十年的時間，斷斷續續做了一些結果。這也是做

學問的一種堅持吧，也許是我的一個優點，也就是你敢不敢去做難題。我在 UCLA 讀書時就已經知

道這個問題了，很多人都關注這個問題，只是當時覺得這問題太難了，而且我那時候把自己定位在做

數值分析，做這種流體奇異性的問題應該是偏微分方程或分析很強的人來做。所以我儘管關注，卻一

直都沒有去做。後來大概在 2000 年左右，我有一個博士生做得非常好，當時我有個想法，對三維渦

面的奇異性有些看法，覺得可以通過數學分析，發展一個模型，把三維 Euler奇異性的結構和二維的

結構作一個緊密的連結，當時就做了一個比較偏理論的結果。之後我又有另一個博士生余歆煒，以及

一個博士後鄧健，他們都很優秀，我們就 Constantin-Fefferman-Majda 關於 Euler 方程在 1996 年結果

的基礎上做了一些突破。在這個研究過程中，遇到很多挫折，當時我們一直堅持，他們兩個年輕人也

很配合，我們一個禮拜討論一次，甚至兩次，每次三四個小時，常常耽誤了吃飯，我不停，他們也不

好意思離開。堅持了一年多以後，我們終於得到一個不錯的結果，我們的結果對當時最有可能的 Euler

奇異性的一個計算結果提出質疑，他們奇異性的結果不一定對。   

    2005 年北大計算數學系的李若教授來訪，用我、鄧健和余歆煒的理論，針對當時最具希望的 Euler 

奇異性重新再算一遍，發現沒有爆破，而是雙指數成長，這個工作在當時是滿轟動的。它沒有爆破，

是因為我們發現裡面有很多相消現象。因此我找李從明教授從事這方面的分析（李從明在 Colorado，

是我在 Courant 就認識的，他是 Nirenberg的學生，做偏微分方程，是個非常好的專家），當時發表了

一系列的文章說明這方面的相消現象，也傾向於認為 Euler方程沒有奇異性。後來碰到羅果，他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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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博士後，十分優秀。剛開始我希望他能在我們原來的思路上繼續進一步，探討這個相消的機制能不

能變得更一般。在跟他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另外一種設定可能有奇異性，這個發現我們花了好

大力氣，尤其是他，很沉得住氣，我非常佩服。在這個設定中，有邊界條件、有奇偶性、對稱性，這

些對奇異性的形成和穩定性都非常關鍵。雖然我們仍不能夠證明 3D Euler 一定有奇異性，但是大家

越來越意識到我們這個方案很有說服力，是最容易有奇異性的一個方案，這個結果當初也是滿轟動的。

最近我與 Sverak 教授、Kiselev 教授以及其他三位年輕的博士後，包括我的學生劉鵬飛一起持續這方

面的研究，我們將三維 Euler方程簡化成一個一維的模型，證明出它有有限時間的奇異性。在我跟劉

鵬飛的工作裡用到了電腦輔助證明，以及所有我們學到的工具，證明出它有自相似奇異解，非常有意

思。 

    但是這條路走了一段後，發現它有一定的特殊性，很難被推廣。我近日去 Fields Institute開會，

跟另一個年輕學者交談，他給我一些新的啟發，說不定我們有一些新的想法可以再往下走。我想做這

樣的難題，研究的推進往往是階梯式的，走一步可能停頓一下，可能沒想法了，但你不要放棄，把問

題放在心上，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刺激又會有新想法，你又可以推進一點，又能上一個台階。至於你說

什麼時候能解決，這個太難講，說不定某一天有人想到了，就解決了，但也許是十年、二十年、三十

年。我記得十年前，好像是 2006 年，我在奧斯陸給一個跟 Euler奇異性相關的演講，牛津大學的 Nick 

Trefethen 教授問我，他說你講的很有意思，但是這東西太難了，你認為有生之年能否看到它被解決！

我說不好說，也許不行吧？我有想法就去做，我不會放棄。我們 Caltech 的工程與應用科學學院長曾

鼓勵我專心做這個問題，說我不用擔心他人怎麼看，做不出來也無所謂，但做出來就意義重大，我想

這是在 Caltech 的好處。  

陳：這麼鑽研一個問題會陷入困境，接觸一些別的東西後，再回來看又有不一樣想法。 

侯：我記得很多年前丘成桐教授訪問 Caltech 的時候（2003 年），他跟我們這邊的研究生和博士後演

講。他那時講的一個觀點我非常認同，他說你們做學問應該做些難題，做難題有很多人會關注，即便

只是部分的進展，人家仍會很關注。反之，做容易的問題，發表三四篇文章，可能不是很多人知道你。

但是挑選研究課題難易是要兼顧的，有些人只做難題，但一直解不出難題，也不想做些容易的，這也

不是好方法。  

陳：我在 Courant Institute 看到老師們不是說要解難題，而是說要做重要的問題。當然，通常重要的

問題都很難，但他們很擅長把難題化到一個可以做得動的問題，因此解決難題是要看你怎樣化解難

題。 

侯：對，陳宜良教授講的這點就非常重要，我之所以敢去做這個 Navier-Stokes、Euler 這些問題，是

因為我覺得我能夠把它化約成一個階段性、有意義且可做得動的問題。很多時候我的成功率還是比較

高，因為我知道怎麼提出一個可以做得動的問題。你要知道哪些是本質性的困難，在做的過程中，你

就有新的了解，階段性的東西也要是有意義的結果，這就是一種功夫了。 

7. NCTS發展的方向 



12 | TWSIAM Newsletter March 2017 
 

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 電子報第 5 期 

 

賴：您在 UCLA 待過，UCLA 有個 IPAM 辦得相當的成功。我們現在 NCTS 也面臨到一些困境，我

想除了雙方現實環境、學術的環境不同之外，您覺得說在時機上，NCTS 可以怎麼樣向 IPAM學習？  

侯：我覺得很重要一點，IPAM 比較新，沒什麼包袱，也沒有什麼博士後或工業數學這種計畫。另外

它的活動計畫是以學期為主，不是整年計畫，比較具彈性，容易規劃出一些較前瞻的計畫，比如數據

科學就是很早就關心的計畫。另外我覺得 IPAM 能成功，Osher 的貢獻非常大。Osher 是一個應用數

學計畫的負責人，他有滿大的權力，又很投入，他的興趣很廣，願意投入時間和來參加計畫的年輕人

談，態度很開放。通常中心訪問學者待的時間不長，真的要做出東西還是要靠一些年輕人，而年輕人

要有人帶， UCLA的老師和年輕人有很好的互動。Osher在 IPAM 有很大的發言權，不管什麼計畫他

都很感興趣，也很想去學，當他投入時，會邀請一些他也很感興趣的人來訪。他的參與跟研究結合起

來，那肯定會發展得好，這是一個良性的發展。因此，參與一個中心的運作，如果你做是為了提供服

務，變成是一個負擔，那就不能持久。如果你請這些人來是真的想學點東西，你當然是很感興趣，訪

客來之前你好好投入時間，他們走之後年輕的留下來，這些人繼續做下去。因此一個中心會成功必須

有當地的老師真正投入時間。 

陳：有些新方向的發展是需要兼顧，是年輕人未來可能要走的方向，所以那些是需要引進的。 

侯：對，這是要兼顧，有些是開拓視野，是為了教育。做為中心的主管或計畫的負責人得先要有這個

勇氣，有些是要對你們研究有幫助，有些是要培養當地的年輕人，當地的學者要生根，這兩者是要兼

顧。你的目的不是為了幫忙來訪的人弘揚他做的應用數學，人家不需要來台灣宣揚，人家來是幫助你

們的。所以你要去了解世界上有那些新的發展方向，可以請來了解，有興趣的，你可以投入去做。

UCLA 就是這樣，願意投入新領域，把自己的研究和 IPAM 的活動有效地結合起來。  

8.結論 

賴：請陳宜良教授作個結論。 

陳：我想侯教授的求學和研究經驗是很寶貴，十分值得我們參考。應用數學發展是需要宏觀的視野、

包容的心以及開放的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大家有共同的興趣，可以共同去開發未知，會很熱絡，

人和人之間的良性互動慢慢就會刺激出新的以及好的東西。 

 

 

 

 

 

 

 

本文由呂依玲、王美玉做文字整理，陳宜良、楊肅煜、黃秀戀進行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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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第二十五屆微分方程研討會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 薛名成副教授         

 

圖一：與會學者的大合照 

  第二十五屆微分方程研討會於2017年1月7日於新竹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展開為期兩天的議程。

從第一屆微方年會於 1993年在嘉義中正大學舉行，至今已是第二十五年頭、為國內數學領域重要學

術交流場合之一。此次，交通大學承辦第二十五屆會議，除了積極邀請國內外重要學者到場給予高水

準的學術演講，另外在硬體和軟體設施方面，都盡力提供與會學者最完善的服務。 

 

圖二：林松山教授 

 

圖三： 許世壁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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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Nicola Fusco 教授 

 

圖五：汪守宏教授 

本次年會總共近百位學者與會，其中有 29 位在國內外微分方程及數值計算領域都有傑出表現的學者

與會演講。本次大會主講者中，榮幸邀請到來自日本東京大學的 Yoshikazu Giga 教授、清華大學數

學系的許世壁教授、義大利拿坡里費德里克二世大學應用數學系的 Nicola Fusco 教授和美國印第安納

大學布魯明頓分校數學系的汪守宏教授擔任大會主講。 Yoshikazu Giga 教授為日本知名數學家之一，

在偏微分方程領域中亦屬於國際知名的學者；許世壁教授為生物數學與動態系統領域之傑出數學家，

歷年來亦獲得不少數學獎項的肯定; Nicola Fusco 教授為義大利數學家，在變分法、對稱理論與偏微

分方程理論規律之領域貢獻良多；來自美國的汪守宏教授研究領域涵蓋非線性分析、大氣科學、流體

力學和物理數學，在這些領域中有相當貢獻。另外，大會也榮幸邀請到台灣大學林太家教授等 25位 

微分方程及數值領域具卓越貢獻的學者們與會演講，讓研討會參加者都覺得受益匪淺。 

 

圖五：與會學者 

此次會議主題豐富多元。第一天開幕式，由交通大學應用數學系林松山教授回顧台灣微分方程的發展

作為開場，讓大家對此研討會的歷史和傳統有所了解。東京大學 Yoshikazu Giga 教授提到數學流體力

學問題中，渦旋度的方向和非爆破解的進一步關係。清華大學許世壁教授分享個人過去四十年在數學



15 | TWSIAM Newsletter March 2017 
 

台灣工業與應用數學會 電子報第 5 期 

 

生物的研究經驗。拿坡里費德里克二世大學 Nicola Fusco 教授提到 nonlocal Mullins-Sekerka 和 

Hele-Shaw 流體的穩定性結果。印第安納大學汪守宏教授則基於 Principle of Interaction Dynamics，提

出有關新的重力場方程式，提供對暗物質和暗能量的統一理論。各場次演講也都有相當高的水準，與

會的學者及研究生都討論熱烈和收穫滿滿。 

  每年一次方程年會的目的是希望能利用這個平台來促進強化國內外微分方程領域的學者交流和

合作，藉由定期會議的交流，能夠激發更多討論和合作，替台灣的研究環境注入更多活力與靈感，也

讓台灣學者的研究更受國際矚目。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International Mathematical Modeling 

Challenge)及數學建模實做範例 

國立成功大學 舒宇宸副教授 

國際數學建模挑戰賽是給全球中學生團隊的數學建模競賽。2017 年已經邁入第三屆。它是由美

國數學與應用聯合會(Consortium for Math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COMAP[2])和香港儒蓮教科文

機構(NeoUnion[3])共同創辦。而比賽的目標宗旨是： 

 

每個參賽隊伍將透過團隊合作，針對一個現實世界的開放課題進行數學建模和求解，最後將成果

撰寫成一篇研究論文。整個比賽過程不同於 IMO 競賽的單人考試，也不會有標準答案。並採取榮譽

制度，強調組成團隊解題，讓中學生體驗創造性科學研究的過程與培養學術倫理。而本屆競賽更首次

引入自選問題，鼓勵參加者從生活中發現、定義並解決問題。在過程中透過跨校、跨國的同台切磋，

學生們可以互相交流學習，對提升學生的眼界幫助很大。文章後的附錄即節錄了去年台灣學生參加完

數學建模比賽的心得。今年度大中華地區及國際賽報名的時間為 2/14 日之前。而大中華地區的比賽

時間為 2/14 至 2/19 日，國際賽的時間為 3/31 至 4/5。而決賽的答辯為 4/27 及 28 兩天在香港科技大

學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參加。報名費用也歡迎大家跟 TWSIAM 學會申請補助。 

數學建模即是將現實生活中的現象或規律透過數學描述出來，並據以解決問題或預測未來。雖然

在目前高中的課程綱要中，尚未有此概念融入；但它卻是連結數學與現實世界的重要橋樑。像目前正

火紅的資料分析，正是數學建模的一個重要應用。為了讓中學教師可以了解如何用數學建模的過程，

在此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對大一學生來說，在退選截止前決定是否要退掉微積分是一件惱人的課題。

所以，我們該如何建立一個數學模型去解決這個問題呢？首先我們必須要收集『相關』的資料。這個

收集資料的過程是重要的，它決定了我們是憑空創造一個數學問題，還是依照現實世界來建立模型。

假設我們真的收集到一些歷史資料，如開課老師之前班級的期中成績、退選前的平時成績以及最後的

● 推廣數學建模教育  ● 增強數學核心素養 

● 提高解決問題能力  ● 激發科技創新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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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成績的話，那我們就可以透過期中成績及退選前的平時成績來給出一個決定是否退選的模型。如

下圖一所示。這時候我們可以採取一種數學模型，也就是透過一條直線方程式來決定是否要退選。這

就是常用的分類方式之一 Support Vector Machine，即是將資料映射到高維空間之後，透過一個超平面

將兩組資料分開。舉例來說，我們以期中考成績加上平時成績的四倍是否有超過 80 分來決定。當然

世界沒那麼美好。這時候就會發現，有些人在這樣的決定下是不正確的。也就是說，假設全部人都用

這個準則，那麼將會有九個人會因為這個模型算出來他們會過，所以沒有退選，在期末的時候被老師

當掉。而另外會有兩個人會因為模型算出來他們不會過而退選，但期末真的過了。這兩類錯誤各被稱

為退選判斷的 false negative(型 II)及(false positive)型 I錯誤。圖二用了另外一個更容易了解的例子。

它可以用來決定模型的參數該如何設定；如剛剛的 80 分，或兩成績之間的線性組合方式等等。看我

們是希望哪一類的錯誤少出現，亦或是有其他對於這兩類型錯誤的取捨方式。圖三則是使用接收者操

作特徵曲線(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簡稱 ROC Curve)來做決定。此外，做決策時也可

以建立更多規則，而在參數的決定上也可以使用熵(Entropy)來決定。這就是常用分類方式之二：決策

樹 Decision Tree。不過在這裡限於篇幅先不多做介紹。不過千萬要記得，這些都是歷史資料上的驗證。

要讓數學模型真的可以實用，必須要驗證它。如果我們要拿之前所建立好的模型來預測的話，絕對是

新的情況，而且沒有期末成績的。而且你可能就會發現在這新的情況上，就會遇到老師的平時成績不

再是 20 分，期中考的難度也跟上次的不同。這時候就需要重新修正模型。舉例來說，把兩個軸都改

成無因次化的參數以適應不同的量測方式，如在班級中的 z 分數或是在班級中的排名之類的。而且，

搞不好你會發現，其實還有更多需要參考的因素，如班級氣氛、出席人數之類的。才能將模型修正到

能反應現實生活。此外，如果各位讀者還想要找更多有關數學建模的例子，歡迎參考賴以威教授的『數

感實驗室』臉書粉絲專頁[5]喔。 

 

圖一：微積分班上同學的期中考成績(X軸)及平時成績(Y 軸)。 

藍色圈圈標記為期末通過者，紅色叉叉為期末未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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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Type I error and Type II error. Quote from: 

https://effectsizefaq.com/category/type-ii-error/ 

 

圖三：以期中成績加平時成績的四倍的分數所得到的接收者操作特徵曲線。 

X 軸: False Positive Rate、Y 軸: True Postive Rate 

紅色圈圈：80分，黑色圈圈：92分 

https://effectsizefaq.com/category/type-ii-err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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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以下節錄參賽師生的心得： 

  『我認為這次到香港的比賽經驗時對我們影響很大，首先是我們在比賽中觀摩到了來自中國、香

港、澳門的中學生的表現，除了穩健的台風外，我們也都認為有些報告是既有說服力且也能列出可行

的數學模型公式，我們除了認為這是值得以後能學習加強的外，他們的表現也帶給了我們很大的震撼。

其次是在比賽之餘，我們也與來自中國的其他學生互動，從對談中我們互相交流了做報告時的心得。

接下來是比賽方面，我們在賽後檢討時發現了很重要的一點:即使我們當初的紙本報告並沒有把 5 題

全數做完，然而我們在做前面幾題時花了很多時間分析題目並思考題意，並且下了很多工夫一次次修

改我們的模型，讓我們能夠徹底明白使用這個模型時的條件與限制，經過縝密的思索這對我們在進行

答辯時有很大的幫助，因為當我們被評審教授詢問某個式子時，我們能夠有邏輯的提出解釋，比較不

容易發生待在台上被評審教授問到無法自圓其說而說不出話來。雖然應答及等待的時候我們仍是相當

的緊張，但這個比賽讓我們學到了許多課堂上學不到的東西，也使我們的視野更加廣闊。因此，我們

推薦未來的學弟妹們也能參加數學建模比賽，給自己一個體驗知識激盪的機會。』 

  『數學建模比賽能夠讓同學團隊合作，面對困難挑戰的時候發揮個人專長與潛能，是一個非常好

的比賽。它是一個可以跟各國好手交流的一個大平台，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自己搜尋資料，嘗試錯

誤；並培養學生主動、積極、自信、願意學，不拘泥於傳統，獨立思考的個人特質。在此衷心希望未

來有更多的學生能夠積極參與。』 

 

參考文獻 

1. IMMC 國際數學挑戰賽常見問題: http://istem.info/web/text.php?id=32 

2. COMAP: http://www.comap.com/ 

3. NeoUnion: http://www.neounion.net/ 

4. GAIMME: http://www.comap.com/Free/GAIMME/index.html 

5. 數感實驗室: https://www.facebook.com/numeracylab/?fref=ts 

◎捷克助理副總理 A. Marks 與科學院所長 J. Plesek教授訪問海大

MSV 實驗室 

轉載自 NTOU/MSV 團隊電子報 

  2016年九月，台灣南北分別受到『莫蘭蒂』與『馬勒卡』颱風的攪局，中秋節假期也告一段

落。在台灣大學洪宏基終身特聘教授，外交部與科技部之努力下，捷克學術訪問團，助理副總理

A. Marks與科學院所長J. Plesek教授，Štěpánek教授，Marek與Parma博士生等一行五人，終在19日

http://istem.info/web/text.php?id=32
http://www.comap.com/
http://www.neounion.net/
http://www.comap.com/Free/GAIMME/index.html
https://www.facebook.com/numeracylab/?fre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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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達台灣，擅長FEM的Plesek教授也將在台灣颳起一陣學術之風，將分別在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台

灣大學與成功大學進行一系列的學術交流與演講。 

  首先開場的便是21日在海大的宇泰講座。因捷克A. Marks助理副總理率團出訪之故，外交部亦

派張嘉珉小姐隨行並安排插有國旗之專車負責接送，這也是NTOU/MSV團隊第一次接待如此層級

之外賓。在捷克訪問團搭乘專車抵達，先拜會海洋大學張清風校長並作短暫交流後，便開始今日

的學術交流。參與此次交流的除了海洋大學的李應德助理教授與河工系之師生外，福州大學的魏

發南老師，台灣大學助理研究學者劉立偉博士，高怡絹碩士專任助理與台大碩士班學生也蒞臨會

場進行交流。首先登場的是台捷研究團隊的雙方交流。海洋大學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作為東道主

與主持人，開場介紹NTOU/MSV研究團隊，並針對BEM之發展與實驗室研究能量作簡單的介紹，

並說明對偶邊界元素法之應用。而捷克方面，則由助理副總理Marks代表，其感謝此行各單位之安

排，希望此行能夠為雙方之學術發展有所助益，並奠定未來合作之契機。礙於時間的關係，在簡

單的介紹與交流後，便開始了今日的重頭戲，宇泰講座。J. Plesek所長先介紹捷克科學院之成員與

其各部門之研究發展做為開場。捷克科學院成立於1992年，其前身是捷克斯洛伐克科學院，1991

年蘇聯解體後，捷克科學院是捷克第一個具有獨立决策，調控和操作功能並建立了一套評審系統

的科學研究機構。科學院的主要目標是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等領域進行

基礎與策略性的應用研究，其學術水準高，並有跨領域研究與高度專業化的研究。 

  在短暫的介紹後，便以『Contact algorithms in FEM』進行演講。Isogeometric analysis (IGA)是

當前數值方法正熱門的一個議題，國際期刊『Computer Methods in Applied Mechanics and 

Engineering』近期刊登相當多的相關研究文章，因具備平滑表面等優點，並結合Lagrange multiplier 

method或the augmented Lagrange multipliers method，針對傳統FEM的數值方法進行修正，最後以一

些靜動力的數值算例進行說明。因現場多為工程背景，所以Plesek教授又以『Isogeometric analysis in 

free vibration problems』與大家分享說明。演講後，劉立偉博士與魏發南老師以『local』與『global』

contact search method進行交流，在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說明宇泰講座之典故並感謝宇泰工程顧問公

司後，活動便告一段落。因颱風過後不久並考量捷克訪問團的衣著不便爬山，故原本安排的101高

地行程改成容軒步道，在登高欣賞海大濱海風光之餘，亦可繼續分享彼此的研究心得與學術發現。

最後，在漁品軒餐廳大啖海鮮美食，台捷雙方在賓主盡歡中度過這一天的學術交流行程。 

  此行，感謝科技部，外交部，宇泰工程顧問公司，TWSIAM學生社群與中華民國力學學會計

算力學研發小組贊助活動相關資源，使活動十分順利推展；各位嘉賓的到來讓此次活動更添光彩；

海大致贈紀念品、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的詳盡活動規劃與NTOU/MSV研究團隊的全力協助，在此

一併感謝。最後，感謝一同參與此次學術交流的各位老師與同學們，讓此次交流如此順利且圓滿，

期待下次再相聚，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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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海大陳正宗終身特聘教授開場    圖二：捷克A. Marks助理副總理代表致詞 

主持與介紹團隊 

◎學術訊息 

1. 2017 政治大學 Py Day Workshop 

敬邀各位會員踴躍報名參加「2017 政治大學 Py Day Workshop」今年由理論中心、政治大學及 

TWSIAM 三方合作，主題放在深度學習，邀請到政大蔡炎龍副教授、東華魏澤人副教授等兩位

專家，敬請期待！本活動適合還是新手的會眾一起來參與！備註：本活動為TWSIAM之子活動，

凡報名者必須報名TWSIAM，才能報名本次Py Day工作坊。 

(1)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 

(2) 會議日期：2017年5月5日 

(3) 會議地點：國立政治大學研究暨創新育成總中心 

(4) https://goo.gl/DBxZtj 

2. 資料科學研討會：A Symposium of Complex Data Analysis 

  Due to their high-volume, high-dimensional and highly unstructured features, big data create a lot of 

fundamental challenges for data science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To turn challenges into opportunities, a key 

step is to build successful alliances between statistics, machine learning, and scientific areas that produce 

large amounts of data. This is exactly the goal of this symposium which features twenty prominent 

international leaders as well as accomplished domestic investigators in statistics and computer science. They 

will share their cutting-edge research with symposium attendees, thereby providing an excellent platform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ideas for data science research among academic researchers, Ph.D. 

students/graduates and industry practitioners. 

  本研討會邀請黎子良院士、孔祥重院士及趙蓮菊國家講座教授等二十多位國內外知名統計及資訊

工程 (科學) 領域之專家學者，就資料科學之理論及應用發表專題演講。此會議匯聚各領域研究專長

學者，藉由與會學者深度交流，期待能創造跨領域合作之契機。敬邀對資料科學有興趣之人士共同參

與交流。 

https://goo.gl/DBxZt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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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2) 協辦單位：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3) 會議日期：2017年 5月26、27日（星期五、六） 

(4) 會議地點：國立清華大學第二綜合館8樓 

(5) http://scda2017.web.nthu.edu.tw/bin/home.php 

3. SIAM 東亞分會年會 EASIAM 2017, June 22-25, Seoul, Korea 

East Asia Section of SIAM (EASIAM) 

EASIAM was formed in 1998 and promotes the application of mathematics to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in East and South East Asia.  

(1) 主辦單位：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2) 會議日期：2017年 6月22、23、24、25日（星期四、五、六、日） 

(3) http://161.64.198.10/EASIAM/index.html 

http://scda2017.web.nthu.edu.tw/bin/home.php
http://161.64.198.10/EASIAM/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