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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背景及介紹

本中心係「國家長期
科學發展委員會」設
置於臺大數學系，全
銜為「長科會數學研
究中心」。

1965
中心轉移至中研院數
學所。

1994

「國科會」改組為
「科技部」，中心全
銜更改為「科技部自
然司數學研究推動中
心」。

2014

科技部四大推動中心
調整，全銜更改為
「科技部自然司科學
推展中心數學組」。

2020

全銜更名為「數學研
究推動中心」。

1986
中心轉移至台大數學
系，「科技部」改組
為「國科會」，中心
全銜更改為「國科會
自然處科學推展中心
數學組」。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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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要任務

學術交流

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

補助邀請短期訪問學人

補助辦理國際會議

學術資源

宣傳相關領域學術訊息

學術資源統計

研究量能統計

相關系所徵才訊息轉發

支援與合作

支援推展中心業務

辦理跨領域會議

支援學門業務

支援自然處活動

與學會、理論中心合作

其他

新進人員會議

相關補助資源整理

學術聯繫活動

通訊錄整理



研討會及訪問學人補助案

十萬元以上申請案由審

議委員會審核

• 111年度受理時間

• 1月15日至2月15日

• 3月15日至4月15日

• 7月15日至8月15日

• 9月15日至10月15日

十萬元(含)以下申請案由
授權中心主任諮詢相關

委員核定

• 隨到隨審。

• 請於案件開始日期六週

前將相關資料寄至數學

中心電子信箱。



訪問學人補助原則
• 補助時間以七天為原則，最多以三十天為限。
• 日支酬金(含稅)標準，七天以內：

1. 院士級：10,000元。
2. 正(副)教授、研究員：上限7,130元。
3. 傑出助理教授：上限6,250元。

• 第八天至第三十天原則上依級別打五折計算。
• 每週至少兩次公開演講或公開討論。
• 機票款：

1. 國際重要科技人士宜優先向科國處申請補助。
2. 來訪三週以上學者視個案補助。

• 訪問時間如需異動，須經數學中心事前核准。
• 訪問學人若曾經來訪，需檢附上次來訪的結案報告。

◆備註：應課所得稅額為酬金之18%；基本工資1.5倍以下則扣繳6%所得稅額；

若有加入健保，需另扣1.91%的健保補充保費。兩者由數學組代為扣繳。



研討會補助原則

• 申請時需附主持人科技部個人資料表、著作目錄、演講人員名單、演講題目及摘要。

• 演講費：每小時支領演講費兩千元；國科會計畫邀請訪問學者不得支領。

• 交通費(含接駁車費)及住宿費：實報實銷。住宿費須檢附單據，每日兩千元。交通

費搭程高鐵須檢附票根，僅補助出差人所在單位至主辦單位。

• 誤餐費：一天一餐為原則，每人最多100元。

• 文具、紙張、打字、影印等雜費：上限30,000元(大型會議如年會可超出上限) 。

• 臨時工資：以研討會經費(不包括臨時工資部分)百分之五為上限。

• 場地費：視狀況補助，實報實銷。

• 主要演講人生活費：同訪問學人補助原則。

◆備註1：各項經費若需流用或變更活動日期，必須敘明理由經主任核准。

◆備註2：若不能在主持人所屬機關舉辦，申請時應敘明理由。



相關補助資源及量能統計

◆可於中心官網查詢相關補助
資源。
請參考數學中心網站
https://web.math.sinica.edu.tw/mr
pcwww/relativeresources_19.php



學術聯繫活動

整理數學與統計人員通訊錄，定期更新。

轉發及公告各相關單位學術活動訊息及徵才訊息。

辦理學門成果發表會及新進人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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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年青學者辦理領域內
小型研討會或是跨領域活
動。
➢鼓勵並推動辦理跨領域合
作交流活動。
➢補助各系所辦理產業工作
坊及職涯探索活動(數學
沙龍)。

著重項目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女數學人
活動

由中華民國數學會女性工作小組中原大學高欣欣

教授的號召與2021數學年會主辦單位中研院王姿

月研究員及本組的支持辦理女數學人交流活動：

「女數學人Gathering」。並希望本活動能夠提

供女性學生有關未來就業與職涯發展的經驗傳承

並建立一個諮詢的場所與內在支持的力量。

時間：111/1/18

地點：台大天文數學館9樓

參與人數：約50人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職涯講座

數學沙龍講座很榮幸邀請到台大數學系傑出系友ARM台灣總裁曾志光先生與台大

數學系夏俊雄教授一起主持。我們邀請到科技以及金融相關產業的專業人士向聽眾

展示不同的專業領域學養以及進行職業生涯的經驗分享。希望能為學生開ㄧ扇窗，

讓他們看見生涯發展的不同可能性。

演講行程如下：

2/24 程淑芬 國泰金控投資長

3/10 林昭廷 國泰人壽執行副總經理

4/07 潘建成 群聯電子創辦人及執行長

4/21 段喜亭 慧榮科技資深副總經理

4/28 李元斌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所長

5/05 Vince Hu 聯發科技 Corp. VP

5/19 馬大康 Google 台灣董事長

6/02 吳敏求 旺宏電子董事長

6/09 柯富仁 友達光電總經理

6/16    史美圻 騰雲科技 策略長暨代理發言人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科教中心
合作

與臺大科學教育發展中心合作，建立與高中端的連結。

一、於7月6日辦理「中學端數學教學現況與需求」聚焦座談會，
為促進與高中端的交流，與台大科教中心合作，邀請高中數學教
師及科教中心于宏燦主任、賴亦德執行長，另外也邀請台大數學
系沈俊嚴教授一起討論。

二、演講活動：
本組與科教中心及國家理論中心數學組合作，於7月13日在台大
思亮館國際會議廳舉辦姚鴻澤院士演講，講題為「數學與現代科
技」。
本演講開放現場參與，亦將同步於科教中心youtube頻道線上直
播，現場約有22位師生參與，線上直播時同時有近190人一同參
與，目前線上點閱率有5961次(截至7/25為止)。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產學經驗
分享

由中山大學董立大委員發起，邀請台化劉泰郎協理及中鋼徐正恩
處長分享產學合作經驗。約有40位人員一同參與，其中包含多位
業界人士；也有幾位對產業合作及研發有興趣的學生，在會後與
講者請教，反應相當良好。

• 活動名稱：「人工智慧實務與產學經驗分享」
• 時間：111年7月22日
• 地點：台大天文數學館202室
• 主辦單位：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 議程：

09:30-10:00 Registration

10:00-10:20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AI and practice

10:20-10:50 Industry-academic experience

10:50-12:20 Expert Experience:

劉泰郎協理(台灣化學纖維股份有限公司)

徐正恩處長(中鴻鋼鐵股份有限公司)

12:20-12:50 Q&A

12:50-13:00 Reminder of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跨領域會議
2件

一、
• 活動名稱：空間資訊與統計跨領域論壇
• 時間：111年8月10日
• 地點：台北天成大飯店17樓悅華廳
•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統計學門、空間資訊學門、國立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
• 協辦單位：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科學推展中心地科組
• 目的：媒合空間資訊與統計學門的跨域合作計畫。

二、
• 活動名稱：經濟及統計領域工作坊
• 時間：111年8月30-31日
• 地點：宜蘭煙波花時間
• 主辦單位：科技部自然司統計學門、人文司經濟學門
• 協辦單位：國立中興大學統計學研究所、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 目的：統計學門、經濟學各邀請10位PI，彼此交流共同探討跨域合作的可能性。



今年度中心成果亮點

女數學人
活動

由中原大學高欣欣委員籌畫，與中華民國數學會及本組首次規劃了兩

日一夜的數學營隊「2022大專學生數學營」，邀請就讀數學相關系所

的在籍學生。本營隊精心安排專題演講、跨域座談、交流互動、學科

分享，目前已經邀請到趙蓮菊老師(清華大學統計所)、許瑞麟老師(成

功大學數學系)、徐南蓉老師(清華大學統計所)、劉小菁老師(國家太空

中心影像組)，分享該領域的專業、職場發展和心路歷程；講員將於每

一場講座後與同學交流分享。學科分享分成四個領域，邀請相關領域

教師，分享領域學習技巧；本營隊並安排破冰、互動活動、晚餐交流

等等，便俾達成跨地區、跨領域、跨年齡之連結的目標。

時間：111/11/19-20

地點：台大天文數學館

參與人數：約100人



下半年度規劃中跨領域活動

目前尚有五件規劃中的跨領域會議及1場發表會

一、由臺灣大學應數所王振男教授與海洋所黃千芳教授共
同合作「Inverse Problem」相關議題會議。

二、由臺灣大學數學系夏俊雄教授與清華大學電機系朱家
齊教授合作，會議主題為「電網同步化問題」。

三、由清華大學數學系蔡志強教授與台大海洋所謝志豪教
授共同辦理研討會，討論數學在生態系統及生物系統應用。

四、由師大數學系林俊吉教授與台大公衞學院方啟泰教授
共同規劃，辦理兩場演講，主題為數理模型在防疫科學上
的應用。

五、由師大數學系林俊吉教授與鴻海研究院謝明修所長共
同規劃，討論量子計算與資訊和數學相關議題。

六、預計辦理大學生專題研究發表會。

跨領域會議
5件(規劃中)



參考資料

https://www.nstc.gov.tw/

國科會

https://spec.ntu.edu.tw/

科學推展中心

https://web.math.sinica.edu.tw/mrpc
www/

科學推展中心數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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