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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獎懲

總務組張貽翔技正，前於新北市土城區公所工務

課課長任內，督導辦理「100年度市區自行車道系統維
護資料」，績效良好，獲記嘉獎2次。

人事動態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劉紹臣特聘研究員奉核定續兼

任主任，聘期自101年5月1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蔡定平特聘研究員奉核定代理

主任，聘期自101年4月1日起至104年3月31日止。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王昭雯助研究員奉核定為

副研究員，聘期自101年3月21日起。
分子生物研究所金之彥助研究員奉核定為副研究

員，聘期自101年3月21日起。
分子生物研究所金之彥助研究員奉核定為副研究

員，聘期自101年3月21日起。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林文昌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

究員，聘期自101年3月21日起。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陳國勤助研究員奉核定為副

研究員，聘期自101年3月21日起。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王達益助研究員奉核定為副

研究員，聘期自101年3月23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劉紹臣主任，於101
年4月5日至10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中
心事務由黃天福副主任代理。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賀曾樸所長，

於101年3月27日至4月19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
期間，所務由王祥宇副所長代理。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謝國興所長，於101年4月1日
至4月5日赴日本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由張
隆志副所長代理。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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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期業已出版。
本期共收錄論文4篇：賴毓
芝，〈圖像帝國：乾隆朝

《職貢圖》的製作與帝都呈

現〉、韓承賢撰‧廖振旺

譯，〈文治之下的抗議：蘇

州士人的集體抗議與皇帝的

反應〉、周健，〈陋規與清

嘉道之際的地方財政─以嘉

慶二十五年清查陋規事件為線索〉、羅士傑，〈地方

宗教與「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溫州金錢會事

件(1850-1862)〉。另收書評2篇。共2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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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份知識饗宴「哥倫布對臺灣食物的
影響」
主講人： 李遠川院士 

(本院生命科學組)
主持人： 本院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 101年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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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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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4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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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日本社會之心理與情感」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1年5月4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民族所大樓第3會議室(2319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時    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講  題

08:50-09:00
開幕式

林正義(本院歐美所研究員及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執行長)

09:00-10:30
場次一

吳明燁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
副教授)

牧野幸志(攝南大學經營學部副教授)
題目：�日本における現代青年の浮気に関する基礎研究──大学生の被浮

気経験と浮気発覚後の行動──
口譯：沈美雪(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周玉慧(本院民族所研究員)
変動の中の現代日本における既婚者の夫婦関係と結婚満足度

10:50-12:20
場次二

林文瑛
(中原大學心理系教
授兼心理科學研究
中心主任)

青野篤子(福山大學人間文化學部心理學科教授)
題目：�男女平等意識の世代間継承性──Yahoo！知恵袋の分析から──
口譯：沈美雪(中國文化大學日文系助理教授)

落合由治(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所教授)
題目：�311福島原発爆発事故に関する日本の全国紙の報道傾向──事故経

過と放射線被害をめぐる論調を中心に──
口譯：曾秋桂(淡江大學日本語文學系教授)

13:30-15:40
場次三

鄭陸霖
(本院社會所副研究
員)

一言英文(大阪生物醫學技術學院講師)
題目：�文化と個人の機能的関係：現代日本文化におけるウェル・ビーイ

ングの基盤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林純姬(東京大學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博士)
題目：日本文化における「面子」及び「自尊心」の比較

樋口匡貴(廣島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社會心理學研究室副教授)
題目：コンドーム購入・使用行動を阻害する羞恥感情の研究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16:00-17:30
場次四

黃智慧
(本院民族所助理研
究員)

木村堅一(名櫻大學國際學群經營資訊教育系教授)
題目：日本人大学生の沖縄米軍基地に対するリスク認知
口譯：賴雲莊(東吳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鄭力軒(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目：社會接觸與信任－日本的案例

17:30-17:50
閉幕式

黃自進(本院近史所研究員及亞太專題中心合聘研究員暨日本研究計畫小組召集人)、周玉慧(本院
民族所研究員)

聯  絡  人：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陳儀芳 (Tel: (02) 2651-6862)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

2012臺灣基因體意向研討會
時　　間：101年5月18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人社中心第１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協辦單位：東吳大學經濟學系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5月6日(星期日)
報名網站：http://survey.sinica.edu.tw/2012geno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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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藝文活動：「2012搖滾與融合Jazz之夜」
時　　間：101年4月20日（星期五）晚上7時（6時30分入場）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演　　出：蔡佳修 & Air Music Fusion Band
備　　 註：免費入場，無須索票
內容說明：

在這場演出中，薩克斯風演奏家蔡佳修先生，將透過各種不同的組合及樂風，來呈

現薩克斯風跨界又多元演奏魅力！演出曲風包含薩克斯風與Fusion Band、歌手與Band、
薩克斯風與佛朗明哥舞蹈等等，曲目涵蓋爵士樂、流行樂、百老匯歌舞劇名曲以及創作

曲，精彩可期，不容錯過！

本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 畫 名 稱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三樣本(J3)第六波
計 畫 主 持 人 伊慶春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95
計 畫 名 稱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年計畫: CV2008
計 畫 主 持 人 簡錦漢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91
計 畫 名 稱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六期第一次[問卷一綜合問卷]
計 畫 主 持 人 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92
計 畫 名 稱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計畫：六期第一次[問卷二環境組]
計 畫 主 持 人 章英華、杜素豪、廖培珊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793

開放項目包括：資料檔、問卷、過錄編碼簿、研究成果報告。

欲更進一步瞭解上述資料相關訊息，請參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頁(http://srda.sinica.edu.tw/)或洽詢邱小
姐。電話：(02)2787-182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4/05(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劉正彥教授 
(中央大學)

Seismi-ionospheric Precursors 
and Traveling Disturbances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04/09(一) 12:00 數學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Yu-Nung Su 
(天文所) Status of ALMA Cycle 0  

04/09(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Vellaisamy A . L . Roy 
(City Univ. of Hong Kong, 
Hong Kong)

From Molecular Self-
Assembly to Electronic 
Devices 

陶雨台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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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12(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趙奕姼研究員 
(化學所)

Theoretical Design of 
Functional Materials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4/10(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Ming-Jer Ta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 Medical College, 
Tainan, Taiwan)

Mechanobiology of Cancer
趙裕展
研究員

04/12(四)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Yan Fu  
( Monsanto Company, 
Saint Louis, Missouri, 
USA)

Translational Genomics in 
Maize: From Sequencing Data 
to Biology

王中茹
助研究員

04/16(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B1B
演講廳

楊建教授 
(Columbia Univ., USA)

An Odd TR(i)P to the World 
of Polycystin/Ion Channel 
Complexes

謝如姬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4/06(五) 10:00 法律所9樓第2會議室

Dr. Christopher M. 
Holman
(Univ. of Missouri-Kansas 
City)

美國專利法最新發展及其對
生物科技、個人化醫療和分
子診斷的影響

04/06(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王葳教授
(逢甲大學)

Energy Policies and Food 
Prices

04/10(二) 10:00 法律所9樓第2會議室 許家馨助研究員
(法律所)

當代刑罰應報論的復興及其
在廢死爭議上的意涵

 

04/10(二)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魏德文先生
(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古地圖與土牛溝

范毅軍
研究員

04/10(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Shih-Ying Wu 
(National Tsing Hua 
Univ.)

Does Charitable Gambling 
Crowd Out Charitable 
Donations? – Using Matching 
to Analyze a Natural 
Experiment

 

04/11(三) 10:3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3會議室

蘇全正博士後研究
(靜宜大學)

校園考古的實踐：以靜宜大
學為例

陳玉美
副研究員

04/11(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陳怡君女士
(臺灣大學)

屏東萬金的聖母像與地方形
成

 

04/12(四) 14:3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林繼文研究員
(政治所籌備處)

Positioning Taiwan on the 
Global Map of Electoral 
Systems

04/12(四) 15:0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林仁川教授
(廈門大學)

明代漳州月港的興衰及在海
洋史中的地位

04/13(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孫曉莉助理教授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Citizenship, Low Fertility and 
Population Policy in Singapore

04/16(一) 14:3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Dr. Jakob A. Klein 
(Univ. of London, UK)

Constructing Dian Cuisine: 
Food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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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