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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游正博團隊發現肺腺癌的腫瘤幹細胞　

提供肺癌治療新的思考方向
全世界不論已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肺癌多年

高居癌症死亡率第一位，臺灣2010年則有4.1萬人死於

癌症，其中20%死於肺癌；同時連續20年肺癌亦是台

灣女性十大癌症死亡第一因。肺癌已然嚴重威脅人類

健康。本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游正

博博士所領導的幹細胞研究團隊，已經於KrasG12D突

變基因所引發的肺癌裡鑑定出肺腺癌的腫瘤原始細胞

(腫瘤幹細胞)。這項發現已於12月1日正式發表在國際

期刊「癌症研究」(Cancer Research)上，未來將有助於

發展肺癌治療的新方法。

研究團隊表示，肺癌主要分為兩種:小細胞肺癌(佔

15%)、非小細胞肺癌(佔85%)。同時醫學界已經發現，

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有30%患者被診斷出其Kras蛋白

的第12號胺基酸產生突變。此次，游正博特聘研究員

團隊建立一個全新的肺癌老鼠模式，藉由分子轉換機

制，得以開啟或關閉KrasG12D突變基因之表現，進而

控制肺癌的形成與後續癌化的過程。這項由國立陽明

大學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卓煥傑所完

成的老鼠肺癌模式，其鑑定出的「非小細胞肺癌」的

腫瘤原始細胞，將對肺癌早期診斷及治療，提供新的

思考方向。

研究團隊以透過餵食抗生素(Doxycycline)的方

式，活化轉殖基因鼠之KrasG12D蛋白，獲得帶有肺

癌腫瘤之老鼠並分析其腫瘤細胞。同時該團隊進一步

使用特殊儀器與技術，分離並且高度純化兩種特殊的

肺部細胞，分別為「氣管克拉拉細胞」以及「肺泡第

二型細胞」。經過腫瘤轉殖實驗發現，大多數的惡

性腫瘤細胞源自於「氣管克拉拉細胞」，因為經過

KrasG12D蛋白活化的「氣管克拉拉細胞」，有能力同

時在氣管與肺泡兩個地方生成二級腫瘤並且大量地散

布生長在肺部區域。不僅如此，源自於氣管克拉拉細

胞的腫瘤細胞在肺泡區域所生成二級腫瘤，除了表現

原本氣管細胞之專一性蛋白- panCK，也會表現「肺泡

第二型細胞」的特殊蛋白-proSPC。這些結果顯示，源

自於「氣管克拉拉細胞」的腫瘤細胞符合腫瘤幹細胞

之特性，不僅細胞能夠自我更新而且還能夠分化成不

同的腫瘤細胞族群。

反觀「肺泡第二型細胞」的腫瘤細胞，由於與

「氣管克拉拉細胞」同樣具有CCSP啟動子活性，因此

也會形成一級腫瘤。但是源自於「肺泡第二型細胞」

的二級腫瘤細胞較不惡性而且也無法明顯地分化成不

同組織細胞，這些二級腫瘤細胞只能在肺泡區域生長

而且大多數的二級腫瘤細胞並不表現panCK蛋白。由

這些結果推測「肺泡第二型細胞」的腫瘤細胞不具有

分化成不同腫瘤細胞族群的能力，因此「肺泡第二型

細胞」並非肺癌的原始起源細胞。

本期要目
1　本院要聞 3　學術活動
5　公布欄 7　學術演講

編輯委員：林正洪　蕭百忍　張七鳳　馮涵棣  羅紀琼
排　　版：林昭伶　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index.php,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index.php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2789-9488，2789-9872；傳真：2789-8708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惠賜中、英文稿。本報於每
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逾期稿件由本刊視版面彈
性處理。投稿請儘可能使用E-mail，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

緊急事故通報系統電話

本院緊急事故通報系統聯絡電話為(02)2789-

9999，設置於行政大樓夜間值班室及駐衛警備勤

室，24小時專人接聽。

1355週報.indd   1 2012/1/10   下午 02:43:49



週報　第1355期

2 3

游正博特聘研究員表示，源自於氣管的腫瘤細胞較為惡性的原因是由於其腫瘤細胞會開啟活化細胞生長與關

閉抑制細胞生長的基因群組，根據這樣的特性亦可推測「氣管克拉拉細胞」為惡性肺癌之原始起源細胞。這個肺

癌轉基因老鼠模式提供了一個分析惡性腫瘤的訊息傳遞資訊的平台，藉由這些資訊將有助於發展新的肺癌標靶藥

物以及這類的肺腺癌腫瘤幹細胞之專一性治療藥物。

參考網站：http://cancerres.aacrjournals.org/content/71/23/7250.full

本院出版《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
學術研究擔負引領政策走向與形塑社會議題的責任。本院針對學術發展相關及社會關切的重要議題，擇其

重要者由院長遴聘院士及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小組，共同研究討論，並出版報告，提出周延的政策建

議，供政府施政參考。

截至目前為止，本院已出版6本政策建議書：《因應地球暖化之能源政策》(2008年3月)、《中央研究院學術競

爭力分析暨台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2008年10月)、《醫療保健政策建議書》(2009年6月)、《人口政策建議

書》(2011年2月)、《因應新興感染性疾病政策建議書》(2011年3月)、《研教與公務分軌體制改革建議書》(2011年

5月)。目前出版第7本《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以為政策建言，報告摘要如后。

摘要

如何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達成包括人類在內的自然生態系統的穩定平衡，以確保永續發展，是當前人類

必須審慎面對且積極解決的重大議題，土地利用是其中一個關鍵項目。臺灣的國土空間利用與都市發展都面臨氣

候變遷的衝擊，應儘快調整土地利用型態與空間配置模式，並配合交通與能源減量、產業經濟轉型、綠色基盤設

施建設、建築物管理等相關政策，以降低溫室氣氣體排放，並提升因應氣候變遷帶來衝擊的能力。另一方面，為

發展氣候變遷變化下具有發展利基的新興科技及產業，應在國土利用與管理層面，思考、規劃此類科技與產業發

展所需的基礎，以提升國家的競爭力。具體而言，臺灣為因應氣候變遷的改變與衝擊，應把握以下幾項的基本思

維，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的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機制：

(一)  扭轉過去以成長為導向的國土利用與開發模式，轉向追求環境、經濟與社會和諧共生的「量入為出」發展模

式。

(二)  強化因應氣候變遷的社會共識，建立無悔的氣候變遷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策略，並以全民參與為實踐的基

礎。

(三)  拋棄「人定勝天」的思維，不再過度仰賴工程技術為主要手段，改以保守、安全為原則，整合各種工程與非

工程的手段，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四)  建構整合氣候變遷減緩與調適的組織架構，研提系統性的因應策略與行動方案。

(五)  考量國土利用的長期社會成本，建立穩健的政府財政作為推動因應氣候變遷衝擊的基礎。

氣候變遷對於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帶來許多挑戰，本報告僅就水患、山坡地災害、海岸土地以及水資源管理

等面向問題予以說明，並做出因應政策之建議。同時對整體性的制度改善也提建言，供政府推動因應氣候變遷的

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工作之參考，以下分項說明：

(一) 氣候變遷下的水災防治

　　1. 掌握氣候變遷的資訊

　　2. 評估維生基礎設施的脆弱度

　　3. 推動河川流域整體治理工作

　　4. 檢討都市空間發展計畫對水災的因應能力

　　5. 提升水災預警與落實防護訓練工作

(二) 山坡地利用之規劃與管理機制

　　1. 強化山坡地的土地使用管理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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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禁止高度敏感地區的開發利用

　　3. 調整山坡地的農業發展政策

　　4. 促進原住民社會經濟與山坡地環境生態和諧共存

(三) 海岸土地(包括地層下陷區域)利用檢討

　　1. 監測、評估海岸土地的變遷並檢討海岸土地的利用方式

　　2. 強化海岸土地保護與海岸生態環境復育工作

　　3. 落實地下水資源利用管理以防治地層下陷問題惡化

　　4. 推動地層下陷地區產業轉型再發展

(四) 水資源規劃與管理

　　1. 維護水資源供需平衡

　　2. 落實集水區土地利用管理

　　3. 降低水資源供應系統的脆弱性

　　4. 提升水資源供需系統對旱災的因應能力

　　5. 減少水資源的浪費

另外，整體性的制度改善政策建議如下：

(一) 儘速完成國土計畫法、海岸法及國土復育條例立法程序

(二) 全面進行自然危險地區調查與自然災害風險評估

(三) 落實國土保育區的劃設並強化分級管理

(四) 建立合理的國土保育補償機制與穩定財務來源

(五) 納入氣候變遷災害風險評估與減災措施於開發環評制度

(六) 建立流域管理組織與制度

中央研究院「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研議小組成員：

黃書禮　臺北大學副校長     葉佳宗　文化大學市政暨環境規劃系教授

陳立夫　政治大學地政系教授    陳亮全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

楊重信　文化大學景觀學系教授    蕭代基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范毅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劉紹臣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劉兆漢　中央研究院院士(召集人)

人事獎懲
總務組范政富科員，前於交通部觀光局日月潭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任職技士期間，辦理「2011日月潭花火音樂

嘉年華」系列活動期間交通疏運業務，成效良好，辛勞得力，獲記嘉獎1次。

學術活動
《臺灣史研究》季刊第18卷第4期出版

臺灣史研究所之《臺灣史研究》季刊第18卷第4期業已出版，本期收錄4篇研究論

著、1篇研究討論與1篇書評。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研究論著

洪麗完／族群互動與遷徙、擴散：以清代哆囉嘓社人遷徙白水溪流域為中心

陳文松／日治時期臺灣「雙語學歷菁英世代」及其政治實踐：以草屯洪姓一族為例

陳培豐／鄉土文學、歷史與歌謠：重層殖民統治下臺灣文學詮釋共同體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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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素玢／濁水溪的歷史難題

研究討論

廖振富／〈傅錫祺日記〉的發現及其研究價值：以文學與文化議題為討論範圍

書評

曾士榮／評柳書琴著《荊棘之道：臺灣旅日青年的文學活動與文化抗爭》

有興趣者，請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幣800元。

劃撥帳號：17308795／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出版
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4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

錄論文4篇：張寧，〈腦為一身之主：從「艾羅補腦汁」看近代中國身體觀的變化〉、

林孝庭，〈朝貢制度的歷史想像：兩百年來的中國與坎巨堤(1761-1963)〉、鍾欣志，

〈晚清「世界劇場」的理論與實踐--以小說《黑奴籲天錄》的改編演出為例〉、雷祥

麟，〈習慣成四維：新生活運動與肺結核防治中的倫理、家庭與身體〉。另收書評3

篇。共199頁，定價平裝250元。詳細資訊，請至近史所網頁瀏覽：http://www.mh.sinica.

edu.tw/bulletins.aspx。

《日本の伝統と現代》業已出版
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近期出版《日本の伝統と現代》一書，本書由

黃自進教授（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主編，收

錄18篇論文，環繞5個主題，涵蓋了日本天皇制的演變、日本的對外認識與海外交流、

殖民地臺灣與日本、近代日本的文學與美術、近現代日本政治社會的變遷與發展。

本書收錄內容為： 

第一篇　日本天皇制の変遷 

1. 日本古代天皇制の原理—『古事記』の神武・崇神・応神天皇の説話から見る—／鄭

家瑜

2. 即位儀礼の再編成—孝明・明治・大正三帝の比較—／三谷博

3. 民主主義の中の天皇制／吉田博司

第二篇　日本の対外認識と海外交流

4. 近世日本文人の異国趣味—蘭学者森島中良を中心に—／劉序楓

5. カルチャー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葛藤と変容—近代日中最初の米国留学生の異境・越境・改宗から—／陳瑋芬

6. 上海の衝撃—幕末維新期における漢訳洋書の伝来とその意味—／劉建輝

7. 1990年代以後の日本の台湾政策─人事往来を中心に—／浅野和生

第三篇　植民地台湾と日本

8. 植民地コラボレーターのライフヒストリー分析—台湾タイヤル族の事例から—／宋秀環

9. 大いなる道を念じてこの島にわたり来し日を思ひつつ淋し—下村湖人の憂憤と懺悔—／張季琳

10. 台湾の日本語歌碑—百年の光と影—／頼衍宏

第四篇　近代日本の文学と美術

11. 日本近現代文学における伝統の問題の所在—小林秀雄と川端康成を例に—／片山倫太郎

12. 華厳経と現代美術—相互照射の試み—／稲賀繁美

第五篇　近現代日本政治社会の変貌と発展

13. 初期社会主義思想における伝統と近代／梅森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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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近代の超克」思想と「大東亜共栄圏」構想をめぐって—京都学派座談会『世界史的立場と日本』および丸

山真男『日本の思想』批判—／鈴木貞美

15. 「団塊の世代」の世代像とその記号性─1990年代から2000年代への世代言説の変遷から─／落合由治

16. 日本と台湾の大学生の恋愛における葛藤解決方略／青野篤子・周玉慧・森永康子・葛西真記子

17. 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人の価値観と生活満足度／周玉慧・青野篤子

18. 岸信介内閣の外交構想（1957–1960）／黃自進

本書定價為精裝本900元，平裝本800元。訂購資訊請見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網站：http://www.rchss.sinica. 

edu.tw/capas/

1月份知識饗宴「奈米仿生材料」
主講人：牟中原教授（臺灣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本院彭旭明副院長

時　間：101年1月31日（星期二）晚上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餐　會：2樓平面演講廳（18:00至19:00）

演　講：2樓第1會議室（19:00至21:00）

請於1月29日前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點選連結即可進入個人專屬網址報

名；報名截止日前，個人資料如有異動，請至該網址更新。

2. 第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sc.html 報名。

3. 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報到時繳付新臺幣100元，現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證時數2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872，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公布欄
101年度第2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自101年1月15日至3月1日止受理申請

本院101年度第2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自101年1月15日起至3月1日止受理申請，逾期恕不受理。本案採電

腦線上申請方式，不需要另送紙本，網址：http://db3n2u.sinica.edu.tw/~textdb/program。所有的申請案必須在截止

日前，由研究人員（計畫主持人）核閱完畢後，送出至學術事務組，始可成案。本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聘期自101

年7月1日至103年6月30日。

本計畫延聘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分二種：本院（傑出）博士後研究人員及一般博士後研究人員。數理組與生命

組的申請人，申請時需勾選類別；若希望兩種博士後研究皆有機會爭取，必須同時勾選兩者。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之博士後研究，申請時無區分，由審議的結果決定類別。

申請人若尚未拿到畢業證書，必須上傳指導教授證明信函，說明在起聘日前可順利拿到博士學位之證書。申

請人請務必於申請截止日前，確認所有文件及三封推薦書，已傳送至學術事務組，否則不予受理。

申請本院（傑出）博士後研究，與申請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博士後研究之申請人，需撰寫計畫書。務請具體詳

述計畫內容（含計畫目的與價值、文獻評述、研究方法與預期成果等），若過於簡略，將影響評審結果。

研究人員（計畫主持人）申請博士後研究員額不受限制。生命組與數理組研究人員，同一計畫每梯次僅可申

請1名一般博士後研究人員；若該計畫前1梯次已獲得博士後補助，則本梯次不可以相同計畫再次申請。非數理組

所屬所（處）、研究中心之申請計畫若為數理科學相關領域，亦可申請數理組並參與其評比。

本院博士後研究為專職工作，其權利與義務，依據本院人事室約聘僱人員之相關規定(http://hro.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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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employee/cbemployee.html)，並依據主持人之規劃，參與研究計畫之執行，所屬單位得依據學科特殊需要訂定管

理細則。博士後研究人員需簽訂工作契約及具結書，聲明本人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單位主管或計畫（共同）

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相關事宜請洽學術事務組：生命組、人文組:宋述玲 SSL53@gate.sinica.edu.tw，電話：(02)2789-8051；數理

組：黃愛倫 alhuang@gate.sinica.edu.tw，電話：(02)2789-8703）

本院101年度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獲選名單
本院101年度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獲選名單如下（依中文姓氏筆劃數排序）：

一、數理科學組：

李偉立助研究員（物理研究所）

康逸雲副研究員（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郭哲來副研究員（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薛景中副研究員（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二、生命科學組

王亦生副研究員（基因體研究中心）

吳宗益副研究員（基因體研究中心）

沈聖峰助研究員（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陳光超助研究員（生物化學研究所）

顏雪琪助研究員（分子生物研究所）

三、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張谷銘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徵稿啟事】2012臺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
研討會名稱：2012臺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2012 Genomic Public Opinion Conference）

研討會時間：101年5月18日

地　　　　點：本院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摘要截稿日期：101年2月20日

審查結果通知：101年2月29日

全文截稿日期：101年4月30日

參 考 網 址：http://survey.sinica.edu.tw/2012genomic/

【徵稿啟事】2012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名稱：2012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研討會時間：101年9月7日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摘要截稿日期：101年4月30日

審查結果通知：101年5月15日

全文截稿日期：101年8月15日

參 考 網 址：http://survey.sinica.edu.tw/2012/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4年女性僱用管理調查』資料開放
為蒐集事業單位對兩性平等法各項規定之執行情形，行政院勞工委員會特辦理「女性僱用管理調查」。本次

調查於94年12月16日至95年01月15日採用郵寄問卷法實施調查，輔以電話催收。並以臺灣地區參加勞工保險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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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單位(不含僱用3人及以下之事業單位)為抽樣母體，採「分層隨機抽樣」，最後完成4,149筆有效樣本。本年度之

調查項目包含事業單位對女性勞工的僱用管理、性騷擾防治狀況以及兩性工作平等措施之實施情形等。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資料檔及STATA資料

檔。

參考網址：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72

司法院『100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資料開放
司法院辦理之「100年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自7月25日正式展開訪問，於8月10日完成訪查作業。本調

查採分層比例隨機抽樣及電腦輔助電話訪問進行，成功訪問5,223位臺灣地區20歲以上民眾，其中1,805位曾赴法院

洽公。本調查共分「民眾司法認知概況」、「民眾赴法院洽公經驗」、「曾赴法院洽公民眾對法院評價」三大主

題。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AS欄位定義程式檔、SPSS資料檔、STATA資料

檔。

參考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70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14年計畫」面訪調查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於民國101年1月10日至3月31日止，協辦執行「華人家庭動態資

料庫的建立第14年計畫」面訪調查。

訪問對象：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計畫歷年追蹤之受訪者與其子女。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工作、家庭互動與居住狀況。

洽詢電話：(02)2787-1800 轉1868馬小姐、1875林小姐、1815張先生、1835謝先生

參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news/F201201.html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1/16(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Kuo-Wei Huang 
(King Abdullah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Metal-Ligand Cooperative 
Catalysis-Energy and 
Synthesis

王朝諺
副研究員

01/17(二) 14:10 人文館北棟1F
聯圖會議室

孫揆先生 
(Univ. of Cincinnati, 
Cincinnati, Ohio, USA)

Oscillatory Pairing of 
Fermionic Superfluids in 
Elongated Confinements  

 

生　　　命　　　科　　　學　　　組

01/12(四)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Huai-hu Chuang
(美國康乃爾大學)

Molecular Tuning of Bio-
Electricity

簡正鼎
研究員

01/16(一) 10:3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蕭明熙教授
(長庚大學)

Beauty,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for Research into 
Metabolomics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01/16(一)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Yun-Chi Tang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Energy and Proteotoxic Stress 
Inhibit the Proliferation of 
Aneuploid Cells

呂俊毅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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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6(一) 14: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David Goldfarb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The Nuclear Pore Complex 
Plays a Direct Role in 
Regulating Nuclear Import 
Pathways

王廷方
副研究員

01/16(一) 14:00 生醫所地下室B1B
演講廳

夏志豪先生 
(Princeton Univ., USA)

Addressing Some Fundamental 
Issues in Nanoscale 
Magnetization Dynamics and 
Intracellular Thermogenesis

謝如姬
副研究員

01/17(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David Goldfarb
(美國羅徹斯特大學)

Using Yeast to Discover 
Drugs for Age-related and 
Inflammatory Diseases

王廷方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1/12(四) 10: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A

陳永福教授
(Univ. of Canterbury, New 
Zealand）

1)  Surviving the Tenure-track 
Years: Some two-cents 
Worth of Advice from an 
Academic Gypsy

2)  Evanston to College Station, 
Baltimore to Leiden and 
Places in Between: The 
Study of Partie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Party 
Change

01/12(四)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Kao-Lee Liaw 
(McMaster Univ., Canada)

Reproductive Contributions 
of Taiwan's Foreign Wives 
from the Top Five Source 
Countrie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Methodology Better th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01/12(四) 15:00
人社中心前棟3樓
(調研中心)
焦點團體室

鄭得興助理教授
(東吳大學)

中東歐調查經驗與跨區域研
究

01/16(一) 14:3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張珣研究員
(民族所)

民間信仰與地方產業：以新
港地區為例

01/17(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John Bailey Jones
(State Univ. of New York 
at Albany)

Skill-Biased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Cost of Higher Education: 
An Exploratory Model 

01/17(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Dr. YiLi Chien
(Purdue Univ., USA)

The Risk Premium and Long-
Run Global Imbalances

01/17(二) 15: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和文凱教授
(香港科技大學）

現代財政國家的興起：
英國（1642-1752）、日
本（1868-1895）與中國
（1851-1911）的比較

何漢威 
研究員

01/18(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葉一飛先生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碩士班‧民族所100年度
原住民訪問研究者)

頭目、青年會與社會再生
產—以東排灣Tjavualji為例

01/18(三) 14:3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Frank Muyard 
(Univ. of Colorado, USA / 
CEFC Taipei)

Analyse des élections 
présidentielle et législative à 
Taiwan

最新演講訊息 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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