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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謝道時特聘研究員奉核

定續兼任所長，聘期自101年6月15日至102年3月31日

止。

物理研究所李定國特聘研究員奉核定兼任所長，

聘期自101年6月16日至103年8月31日止。

人事獎懲

1.  物理研究所謝傳平編審及謝家和技士，物理所100年

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1名，

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

政獎勵，各記功1次。

2.  物理研究所吳喜成技正，物理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

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

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嘉獎2

次。

3.  物理研究所王裕鑫技士，物理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

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

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嘉獎1

次。  

4.  數學研究所張佑任約聘人員及黃鼎傑約聘人員，協

辦數學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

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5.  數學研究所陳棟興辦事員，負責數學所100年院區開

放活動，圓滿完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6.  數學研究所李月華組員，協辦數學所100年院區開放

活動，圓滿完成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7.  化學研究所黃淑琬編審及黃玉萍辦事員，化學所100

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3

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

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8.  化學研究所陳秋雲約聘人員，化學所100年度行政技

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3名，依本院行

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

比照嘉獎1次。

9.  化學研究所陳明珠約聘人員，負責化學所100年院區

開放參觀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

獎2次。

10.  化學研究所陳秋雲約聘人員，協辦化學所100年院

區開放參觀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

嘉獎1次。

11.  化學研究所黃淑琬編審及陳永長技士，協辦化學所

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

各嘉獎1次。

12.  地球科學研究所王品秀技士及宋鳳龍辦事員，協辦

地球所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辛勞得力，各嘉獎1次。

13.  資訊科學研究所薛月娥辦事員，協辦資訊所100年

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

次。

14.  資訊科學研究所林貞妙約聘人員，負責資訊所100

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

嘉獎2次。

15.  資訊科學研究所王佩琪約聘人員，協辦資訊所100

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

嘉獎1次。

16.  資訊科學研究所李德曾約聘人員，資訊所100年度

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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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比照嘉獎2次。

17.  資訊科學研究所謝宜潔約聘人員、謝明燕約聘人員、林貞妙約聘人員及曾慧琦約聘人員，資訊所100年度行政

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數理科學組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比

照嘉獎1次。

18.  統計科學研究所林晏如約聘人員，負責統計所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

次。

19.  統計科學研究所曹資敏編審，承辦統計所「2011臺北國際統計論壇暨第七屆國際統計計算協會亞洲分會會議聯

合會議」國際學術研討會之補助經費申請及核銷案等事宜，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20.  統計科學研究所林晏如約聘人員，統籌統計所「2011臺北國際統計論壇暨第七屆國際統計計算協會亞洲分會會

議聯合會議」國際學術研討會行政事務，並協辦行政院主計總處「中國統計學社100年社員大會暨統計學社研

討會」，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次。

21.  統計科學研究所陳毓婷約聘人員，承辦統計所「2011台北國際統計論壇暨第七屆國際統計計算協會亞洲分會會

議聯合會議」國際學術研討會活動網頁公告與維護等事宜，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22.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賴錦志技士，協辦原分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23.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陳文慧約聘人員及林曉青約聘人員，協辦原分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

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24.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顏吉鴻約聘人員，負責天文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

獎2次。

25.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陳筱琪約聘人員、蔡殷智約聘人員及黃珞文約聘人員，協辦天文所100年院區開放活

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26.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廖敏卉約聘人員，負責應科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

次。

27.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葉昱忻約聘人員，負責資創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

嘉獎2次。

28.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劉瑩真約聘人員及賴俊福約聘人員，協辦資創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

務，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29.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鄭玉嬋約聘人員，協辦資創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

嘉獎1次。

30.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邢逸玲約聘人員，植微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2名，依本

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比照嘉獎2次。

31.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莊毓芬約聘人員及王紹輝特殊性約聘技術人員，植微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

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比照嘉獎1次。

32.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林明勇編審，植微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2名，依本院行

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嘉獎1次。

33.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謝宜真約聘人員，協辦植微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

獎1次。

34.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林春梅組員，負責植微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35.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魏麗馨組員，負責細生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36.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黃杏治約聘人員，協辦細生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

嘉獎1次。

37.  分子生物研究所王佩玉約聘人員，負責分生所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

次。

38.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王郁惠約聘人員，負責生醫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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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陳梅珠約聘人員、王銘偉約聘人員及洪台章特殊技能助理，生醫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

團體績效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3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比照嘉獎1

次。

40.  基因體研究中心蔡淑貞約聘人員，負責基因體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

次。

41.  基因體研究中心余璟萍約聘人員及黃俊智約聘人員，協辦基因體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

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42.  基因體研究中心范純臣技士，協辦基因體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43.  基因體研究中心林素琴編審、王玫婷編審、李淑卿編審及范純臣技士，基因體中心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

績效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44.  基因體研究中心施錦娥約聘人員、吳純儀約聘人員、黃俊智約聘人員、林冠如約聘人員及余璟萍約聘人員，基

因體中心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生命科學組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

予以行政獎勵，各比照嘉獎1次。

45.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許文良編審，協辦多樣中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46.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葉欣宜約聘人員、洪小楓約聘人員、蕭彰志約聘人員及劉建華約聘人員，協辦多樣中心

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47.  歷史語言研究所張秀芬編審及蘇素雲編審，史語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人文社會科學組第1

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記功1次。

48.  歷史語言研究所吳政上編審、湯蔓媛編審及林妙樺館員，史語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人文社

會科學組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49.  歷史語言研究所廖淑媚館員，協辦史語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50.  歷史語言研究所藍敏菁約聘人員及魯珊約聘人員，協辦史語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各比照嘉獎1次。

51.  歷史語言研究所羅麗芳約聘人員，承辦「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負責編

列會議預算及協助建置會議網站等事務，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52.  歷史語言研究所陳淑梅約聘人員，承辦「第21屆歷史研習營」相關業務，照護國內16所大學、大陸6所大學合

計66位學員的生活起居及辦理經費核銷事宜，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53.  民族學研究所楊雯娟約聘人員，協辦「臺灣漢人民間信仰及三零年代中國南方邊疆民族常設展示更新工程」，

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54.  民族學研究所曾瓊瑩組員，主辦「臺灣漢人民間信仰及三零年代中國南方邊疆民族常設展示更新工程」及「博

物館特展室硬體更新及周邊區域改善工程」，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55.  民族學研究所許善惠組員及曾瓊瑩組員，協辦民族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各嘉獎1

次。

56.  民族學研究所楊佳凌約聘人員及吳桂香約聘人員，協辦民族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各比照嘉獎1次。

57.  經濟學研究所鄭敏聰編審，100年度辦理經濟所大樓外牆美化工程業務，並主辦該所「地震、消防等災害緊急

應變併同環境教育訓練」，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58.  歐美研究所陸偉文約聘人員，協辦歐美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59.  歐美研究所李明麗編審、王淑芳編審及蘇文廣助理管理師，歐美所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人文

社會科學組第3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60.  中國文哲研究所陳弘寬約聘人員，協辦文哲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61.  中國文哲研究所林義娥編審，負責文哲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62.  臺灣史研究所洪千筑約聘人員、李依陵約聘人員及歐怡涵約聘人員，協辦臺史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

成任務，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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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社會學研究所李素娟約聘人員，負責社會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次。

64.  社會學研究所白燕鳳約聘人員及李晏榛約聘人員，協辦社會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各比照嘉獎1次。

65.  社會學研究所謝晴雯組員，協辦社會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嘉獎1次。

66.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戴士展約聘人員，負責政治所籌備處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

照嘉獎2次。

67.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羅任媛約聘人員及許麗玉約聘人員，協辦政治所籌備處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

務，辛勞得力，各比照嘉獎1次。

68.  法律學研究所王傑弘編審，負責法律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69.  法律學研究所陳妍約聘人員及吳維揚約聘人員，協辦法律所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

各比照嘉獎1次。

70.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羅鈞瓊約聘人員、楊春暉約聘人員及蕭炳南約聘人員，人社中心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

團體績效評比獲人文社會科學組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比照嘉

獎1次。

7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顏利融編審、王文心編審及施慶瑜編審，人社中心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

獲人文社會科學組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72.  秘書組楊芳玲科長、陳彥銘科長、白乃文科長、藍柏青專員及張秀嫚辦事員，秘書組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

體績效評比獲總辦事處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嘉獎1次。

73.  秘書組林昭伶約聘人員，秘書組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總辦事處第2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

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比照嘉獎1次。

74.  秘書組林昭伶約聘人員，辦理本院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之科普演講、吳健雄科學營得獎海報展等2項活動，

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75.  秘書組侯俊吉專員，主辦本院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業務， 統籌規劃及處理相關事務，參觀人次達7 萬5,399

人次。另規劃建置「電腦學習單答題兌獎作業系統」及「學習單電腦化題庫」，簡化作業流程，著有績效，記

功1次。

76.  秘書組陳雅玫約聘人員，辦理本院100年院區開放參觀之藝文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77.  秘書組吳宗訓科員，協辦本院100年院區開放參觀活動，協助活動文宣等相關庶務，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嘉獎1次。

78.  計算中心劉育男約聘系統分析師、林民基約聘系統管理師、葉大業約聘系統管理師、周獻彬約聘特殊性技術

人員、陳慶樺約聘技術人員、許嘉宏約聘技術人員、呂佳賢約聘技術人員及顏景喆約聘技術人員，計算中心

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總辦事處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

勵，各比照嘉獎1次。

79.  計算中心徐建華設計師，計算中心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獲總辦事處第1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

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嘉獎1次。

80.  計算中心林俊宇科長，負責100年院區開放活動行政大樓展場之場地規劃設計與展示項目協調事宜，圓滿達成

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81.  計算中心劉智漢約聘程式設計師，規劃設計100年院區開放活動新版電腦學習單填答系統事宜，圓滿達成任

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82.  計算中心王宏原約聘資訊人員，規劃辦理100年院區開放活動之無線網路展覽事宜，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比照嘉獎1次。

83.  計算中心白璧玲約聘資訊人員，規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多時期變遷之院區三維景觀漫遊」展示主題，圓滿

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84.  學術事務組阮曉佩約聘人員、伍啟鴻約聘人員及葉兆齡約聘人員，學術事務組100年度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

評比獲總辦事處第3名，依本院行政技術人員團體績效評比作業規定予以行政獎勵，各比照嘉獎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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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學術事務組魏嘉佩約聘人員，擔任本院「國科會補助本院專題研究計畫相關業務輔導小組」業務承辦人，提供

受輔導單位專題研究計畫相關資訊，並將輔導結果意見表函送受輔導單位，建議其加強改善事項，圓滿達成任

務，著有績效，比照記功1次。

86.  國際事務辦公室陳絮涵約聘人員，負責TIGP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比照嘉獎2次。

87.  國際事務辦公室詹惠存約聘人員及於家甄約聘人員，協辦TIGP100年院區開放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

力，各比照嘉獎1次。

88.  會計室孫丕捷專員，承辦國科會補助本院專題研究計畫業務輔導工作，彙整各小組輔導意見與相關書面文件，

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89.  總務組陳玫佐約聘人員，負責100年院區開放活動之噪音體驗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嘉獎1次。

90.  總務組林雪美技正，規劃100年院區開放活動之環安衛活動內容及項目，圓滿達成任務，績效良好，嘉獎2次。

91.  總務組魯國經技士，負責100年院區開放活動九宮格環安遊戲器材之準備及當天活動之進行，圓滿達成任務，

辛勞得力，嘉獎1次。

92.  總務組王耀駿約聘人員，負責100年院區開放活動之節能隔熱塗料體驗活動，圓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比照

嘉獎1次。。

93.  總務組蘇宏桐約僱人員及侯伯勳約僱人員，100年9月12日上班時間與同仁於游泳池辦公室因細故爭執互毆，違

反紀律，行為失檢，影響公務，有損機關聲譽，各比照記過1次。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劉扶東所長，於101年6月21日至22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

由范盛娟副所長代理。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李文雄主任，於101年6月14日至28日赴美國及7月5日至7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

流。出國期間，中心事務由吳俊宗副主任代理。

6月份知識饗宴「民主是普遍價值嗎？」
主講人： 蕭高彥研究員(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主持人： 本院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 101年6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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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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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人文的普世視野—臺灣的漢學資源及其數位典藏」特展

本院召開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為介紹臺灣典藏之漢學研究資料及其數位化成果，特舉辦「臺灣人文的

普世視野—臺灣的漢學資源及其數位典藏」特展，展出臺灣各大機構及「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推動建置的資料庫，總計超過三十個單位參與，涵蓋七十個以上的資料庫與兩百多項展品。展示方式也異於以

往，不再陳列實體的展品，改藉大型電子看板來呈現典藏數位化的新科技，希望帶給觀眾不同的視覺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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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特展假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地下室(B1)大廳展出。展覽時程為101年6月18日(星期一)上午至23

日(星期六)中午為止，開放時間為上午8：30至晚上6：30。

開幕式訂於101年6月19日(星期二)上午10：00舉行，將邀請本院副院長、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總主持人王汎森院士，史語所所長兼本屆國際漢學會議大會秘書長黃進興院士、史語所副所長兼大會執行秘書林

富士先生致詞。敬請先進賢達蒞臨指教。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品展售活動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創立以來，所內同仁即以精深為標竿、踏實為尺度，在歷史、語言、考古、文字與

民族學等領域努力耕耘。研究成果除了發表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之外，亦以專著的型態呈現，包括考古報

告、田野調查記錄以及文獻史料的考釋校編等。這些資料匯編與研究論著深受好評，獲得國際學界的肯定。

晚近以來，由於學術潮流推陳出新，史語所一方面承接、合辦或創立新的刊物，如Asia Major、《法制史研

究》與《古今論衡》等，豐富了學術出版的園地；另一方面舉行特定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或反思過去的傳

統，或引領新課題的探索；諸多會議論文集正反映集思廣益的多元視野。

適逢本院召開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契機，本所特舉辦出版品展覽與販售活動，謹向國內外學術同行介紹本

所近二十年來的出版品，並歡迎選購、典藏。

展售時間：101年6月19日(星期二)至22日(星期五)上午10：00至下午4：00。

地　　點：本院史語所文物陳列館地下室(B1)平面廳。

購買方式：依定價7折販售，有部分書籍為非賣品，僅供現場閱覽。

　　　　　限以新台幣現金交易，恕不提供信用卡服務。

　　　　　因本所為非營利單位，故無法開立統一發票，但提供收據。

本所出版品目錄：下載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book_page/download/book02_97.xls

第二屆沿山地區聚落與族群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1年6月19至20日(星期二至三)

地　　點：本院人文館北棟3樓第1會議室

6月19日(星期二)

議       程 主 持 人 發 表 人 講          題 與 談 人

9:00-9:10 開幕式 謝國興(本院臺史所研究員兼所長)、潘英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副教授
兼所長)、李廣健(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兼主任)

9:10-10:10 專題演講 謝國興(本院臺史所研
究員兼所長)

劉益昌 (本院史
語所研究員)

文字、口傳與地下資
料

10:30-11:50 【第一場次】
族群關係與 
認同

許雪姬(本院臺史所研
究員)

翁佳音 (本院臺
史所副研究員)

〈東番記〉所展現的
漢番初期關係

林偉盛(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歷史學系助
理教授)

簡史朗 (國立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
博士候選人)

從文獻看清代康熙末
雍正初(十八世紀初)
水沙連地區的族群分
布

張永楨(南開科技大
學文化創意與設計
系副教授兼主任)

13:30-14:50 【第二場次】
族群關係與 
認同

陳延輝(前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教授／現行政院檔案
局檔案保存價值鑑定
委員會委員)

王雅萍 (國立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
副教授)

通婚與轉語：新竹山
區賽夏族與泰雅族的
民族接觸

葉高華(國立臺灣大
學地理學博士/本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中心博士後研究)

陳麗華 (國立清
華大學人文社會
研究中心客座博
士後研究)

隱匿的廣東福佬人：
臺灣屏東沿山區域漢
人族群的建構

李文良(國立臺灣大
學歷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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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7:50 【第三場次】
聚落發展與
經濟活動

劉翠溶(本院臺史所特
聘講座)

鄭安睎 (國立政
治大學民族學系
博士)

原住民聚落之研究與
方法論初探

林曜同(國立臺北大
學古典文獻與民俗
藝術研究所助理教
授)

林欣宜 (牛津大
學東方研究所博
士)

十九世紀下半葉竹塹
沿山地區的農業拓墾
經濟面臨的挑戰

吳學明(國立中央大
學歷史所教授) 

吳玲青 (國立高
雄師範大學臺灣
歷史文化及語言
研究所助理教
授)

18世紀臺灣鳳山八社
地區的米穀運銷：沿
山產業與沿海港口的
連結

林文凱(本院臺史所
助研究員)

李力庸 (國立中
央大學歷史所教
授)

石門水庫與原住民的
經濟變遷(1950-1960)

官大偉(國立政治大
學民族學系助理教
授)

6月20日(星期三)

議       程 主 持 人 主 講 人 講          題 評 論 人

  9:00-10:00 【專題演講】 黃富三(本院臺史所
兼任研究員)

柯志明 (本院社
會所、臺史所特
聘研究員)

國家權力的進入與屯
番保留區空間秩序的
形成

10:20-12:20 【第四場次】
邊區治理與
社會秩序

張勝彥(國立臺北大
學前人文學院院長／
現歷史學系兼任教
授)

曾文亮 (本院臺
史所助研究員)

日治時期蕃地蕃人土
地所有權的取得過程
及其意義

潘繼道(國立東華大
學臺灣文化學系副
教授)

蕭文評 (廣東嘉
應學院客家研究
院研究員)

13-18 世紀粵閩邊界
山區的族群與社會變
遷

唐立宗(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歷史學系助
理教授)

洪麗完 (本院臺
史所副研究員)

安撫「番租」、「防
番」信仰與社會秩
序：以濁水溪中游為
中心

王志宇(逢甲大學歷
史與文物研究所教
授兼所長)

13:50-15:10 【第五場次】
信仰文化與
地方社會

潘英海(國立暨南國
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
副教授兼所長)

陳美鈴 (國立嘉
義大學史地學系
教授)

嘉義縣山區居民的宗
教生活空間：地基
主、土地公與大廟的
階層性

劉正元(國立高雄師
範大學臺灣歷史文
化及語言研究所副
教授兼所長)

梅慧玉 (國立暨
南國際大學人類
學研究所助理教
授)

醮儀與沿山地方社
會：埔里建醮世俗化
之探討

李豐楙(國立政治大
學宗教研究所講座
教授)

15:30-16:50 【第六場次】
信仰文化與
地方社會

王明珂(國立中興大
學文學院院長／本院
史語所研究員)

簡文敏 (高苑科
技大學通識教育
中心副教授兼文
化創意產業中心
主任)

地方歷史知識形成與
心理療癒之關係

林益仁(靜宜大學生
態學系副教授)

劉璧榛 (本院民
族所副研究員)

身體病痛、女巫治病
與歷史記憶：噶瑪蘭
人花蓮新社聚落的起
源

張隆志(本院臺史所
副研究員兼副所長)

16:50-17:30 【綜合座談】 洪麗完(本院臺史所
副研究員)

蕭文評(廣東嘉應學院客家研究院研究員)
梅慧玉(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17:30 【閉幕式】 謝國興(本院臺史所研究員兼所長)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ith.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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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科學研究所「2012統計科學營」
統計科學不僅是一門廣為應用在各學術領域的學科，更是一門融入現代生活的科

學。隨著網路普遍使用與科學蓬勃發展，面對龐大資料與紛亂的訊息，了解並應用統

計，以統計的觀點來看待事情，將能引領我們走過這資訊爆炸的年代。中央研究院統計

科學所為讓各領域的大學生對統計產生興趣，並進一步學習甚至研究統計科學，每年皆

舉辦一次統計科學營。本次科學營邀請六位統計專家學者，演講主題涵蓋生物統計、農

業實驗設計、統計理論、統計模擬、應用統計等，內容精彩可期。

時　　間：101年9月5至6日(星期三至四)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報名截止：101年7月15日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參加資格：歡迎各學門的大學生(含應屆畢業)踴躍參加，未修過統計學也歡迎報名
聯  絡  人：林晏如小姐 (02)2783-5611分機121、yenju@stat.sinica.edu.tw
參考網址：http://www3.stat.sinica.edu.tw/camp2012/

公布欄
藝文活動：「隱形貓熊在哪裡」

時　　間：101年6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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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兒童劇團

備　　註：免費入場，無須索票

內容說明：

在每個人的成長過程中，常常會因為「一個人」感到孤單害怕，本劇想藉由玩偶

陪伴的故事和小朋友分享「陪伴」的感覺。玩偶不僅可能是小朋友最真心的朋友，也可

能為小朋友帶來難忘的童年經驗。劇中圍繞著「隱形」和「擁抱」兩個主要意象，「隱

形」表現出成長過程中會有的彆扭，像是對自己的外表不滿意、怕被別人取笑等；「擁

抱」則展現了愛的方式，以具體的方式呈現出抽象的情感，深刻而易懂。

101年度第2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核定通過名單
數理科學組　

本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任昊佳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數學研究所：NORMAND, RAOUL   物理研究所：陳大坤、葉佳唯

化學研究所：林彥多、何瑞玉、施瑞伯   地球科學研究所：蕭良堅、張書豪

資訊科學研究所：劉耿豪、倪儒本、許為元、許朝詠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SARGSYAN, KAREN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李博仁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鄭舒婷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李正光

備取名單

備取(1) 物理研究所：李钊	 	 	 	 備取(2)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KOBAYASHI, YUKI
備取(3)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尚陽   備取(4) 化學研究所：辛艾胥
生命科學組

本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化學研究所：陳延順     分子生物研究所：曾紀綱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RODRíGUEZ-CELMA, JORGE、洪存賢、陳信全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林政緯、劉怡棻、陳柏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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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化學研究所：穆罕傑、張育銘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林麗芳、顏佩佩、蔣敏玉

分子生物研究所：陳彥甫、楊維康、李國維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劉建男

基因體研究中心：陳俊叡、張晉源、吳恒祥、蔡志明

備取名單: 

備取(1)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蜜荔安    備取(2)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阿部玄武
備取(3)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林映有    備取(4) 生物化學研究所：潘韻如
備取(5) 分子生物研究所：王宜婷    備取(6)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黃裕清
備取(7) 生物化學研究所：張清文    備取(8) 分子生物研究所：李棟樑
備取(9) 基因體研究中心：林瑞珍    備取(10) 生物化學研究所：羅世奇
備取(11)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薛光隆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本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臺灣史研究所：林欣宜      民族學研究所：邱炫元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歷史語言研究所：程曉文、張琳     近代史研究所：羅繼磊

經濟研究所：廖志興、顏佑銘     歐美研究所：CONLIN, PETER
中國文哲研究所：黃雅嫺、徐東風    社會學研究所：孫志硯

語言學研究所：洪右真、PAIN, FREDERIC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趙恩潔

法律學研究所：張柏恩

備取名單：

備取(1) 臺灣史研究所：朱瑪瓏     備取(2) 民族學研究所：邓国基

備取(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魏楚陽    備取(4) 經濟研究所：王立民
備取(5) 歐美研究所：劉涵英     備取(6) 歷史語言研究所：洪麗珠
備取(7) 中國文哲研究所：張瑞麟    備取(8) 社會學研究所：阮曉眉
備取(9) 語言學研究所：李仲民     備取(10) 法律學研究所：劉晏齊
備取(11)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黃盈棠

行政院勞委會『96年部分工時勞工就業實況調查』資料開放
本調查目的為蒐集部分工時勞工聘僱之現況、未來之動向及勞動條件等實況，供為規劃部分工時法制化及人

力規劃之參據。調查區域範圍為臺灣地區(包括臺灣省、臺北市及高雄市)。調查對象為參加勞工保險之部分工時勞
工。

以參加勞工保險註記為部分工時之勞工(不含職業工會投保者)為抽樣母體，抽樣方式依據事業單位僱用之部分
工時勞工規模，採DH( Dalenius and Hodges)分層法，共分為3個副母體(指僱用部分工時勞工1人者、2~4人者、5人
及以上者)，各副母體再依行業及地區別分層，依比例抽取所需之事業單位，再由樣本事業單位抽出部分工時勞工
樣本，作為調查對象，抽出樣本勞工6,000份，採郵寄問卷調查方式辦理，輔以電話訪問催收，有效回收樣本3,11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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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檔、STATA系統
檔。參考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11

計 畫 名 稱 臺北地區民眾用藥行為與其預測性因素探討

計 畫 主 持 人 高美英、吳齊殷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臺北醫學大學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14

計 畫 名 稱 理性上癮性、健康風險綜合指標與臺灣酒醉駕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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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主 持 人 傅祖壇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15

計 畫 名 稱 GM食品之市場潛力及其對農產貿易之意涵

計 畫 主 持 人 傅祖壇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16

開放項目包括：問卷檔、SPSS資料檔、STATAT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與執行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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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14(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周祥順教授 
(臺灣海洋大學)

Dressed-atom Descriptions of 
Pump-probe Spectroscopy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06/14(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李積琛教授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

Controlling Morph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Catalysts for 
Autothermal Steam Reforming 
of Ethanol 

王朝諺
副研究員

06/15(五) 14:00 數理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Jean Coupon
(天文所)

New insights on galaxy 
evolution since z ~ 1.2 from 
the CFHT Legacy Survey

06/15(五) 15:00 數學所722研討室 
(臺大院區)

陳中川教授 
(臺中教育大學)

Chaotic Translation Operators 
in Discrete Dynamical Systems 
(Dynamical Systems Seminar)

 

06/18(一) 12:00 數理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Ramon Brasser 
(天文所)

The CONDOR Project: 
Turning Idle Desktops Into a 
Super Computer

 

06/18(一) 16:00 數學所617 研討室 
(臺大院區)

王以晟先生 
(數學所)

Handle Presentation Theorem 
(2)(Sinica-NCTS/TPE Reading 
Seminar on Geometry)

 

06/19(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葉秩光教授
(清華大學) 超音波生物分子影像

06/19(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enry N. C. Wong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Chiral Tetraphenylenes: 
Syntheses and Applications

陶雨台
特聘研究員

06/21(四) 14:10 人文館南棟11F 
1101演講室

李晁逵副教授 
(中山大學)

THz Photonics: Radiation 
Enhancement by Carrier 
Modulation and Polarization 
Independent Phase Shifter  

 

06/21(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李耀坤教授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

Bio-recognition and Bio-sensor 呂光烈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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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一) 15:30 數理天文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Djazia Ladjal 
(Univ. of Denver, USA)

The Herschel Planetary Nebula 
Survey (HerPlaNS)  

06/25(一) 16:00 數學所 617 研討室
(臺大院區)

李天軍教授  
(Univ. of Minnesota)

Geometry of Tamed Almost 
Complex Structures　
(Sinica-NCTS/TPE Geometry 
Seminar)

 

06/26(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唐述中教授
(清華大學)

Quantum-well States Between 
Two Interfaces  

06/26(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Joseph A. Loo 
(Univ.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SA)

The Proteomic Injury Signature 
of Astrocytes as a Source for 
Neurotrauma Biomarkers

陳玉如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6/15(五)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Kenzo Nakamura 
(Chubu Univ., Japan)

Transcriptional Control of 
Seed Oil Accumulation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中村友輝
助研究員

06/18(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A演講廳

Dr. John Yung-Chong Kao
(Univ. of Michigan, Ann 
Arbor, USA)

Tolerogenic Programming of 
Dendritic Cells by Helicobacter 
Pylori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06/18(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蔡銘原先生
(細生所)

Klf8 Is Essential for the 
Maintenance of Ptf1a-Derived 
Purkinje and Eurydendroid 
Neurons in Zebrafish 
Cerebellum

黃聲蘋
副研究員

06/18(一) 11:3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董盈岑小姐
(細生所)

Presenilin-1 Controls p62-
Mediated Degradation Of Tau 
Through Transcriptionally 
Modulating The Expression Of 
p62/ 

廖永豐
副研究員

06/19(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Mitsuhiro Yanagida 
(Royal Society and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Approaches for Human 
Longevity and Aging using 
Fission Yeast

姚孟肇
特聘研究員

06/19(二)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李永凌教授 
(臺灣大學)

Gene-Environmental 
Interactions in Childhood 
Asthma and Allergy

蕭百忍
研究員

06/20(三)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Ching-Hong Yang 
(Univ. of Wisconsin-
Milwaukee, USA)

A Lifestyle Choice for 
Ecological Success and 
Pathogenicity: C-di-GMP 
and Heterogeneous Gene 
Expression

賴爾珉
副研究員

06/22(五) 10:3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Dr. Teun Munnik 
(Univ. of Amsterdam, The 
Netherlands)

Phospholipid Signalling in 
Plant Stress & Development

邱子珍
副研究員

06/22(五) 15: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Chien Li 
(Univ. of Virginia, USA)

Vesicular Nucleotide 
Transporter (VNUT): A 
Critical Link Between Obesity 
and Diabetes

楊瑞彬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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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5(一) 11:00 細生所2樓會議室
Dr. Ying Zhang 
(Dalhousie Univ., Halifax, 
NS, Canada)

How We Walk, How We 
Walk Well: The Development 
and Function of Spinal V3 
Interneurons

周申如
助研究員

06/27(三) 11: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Bo Liu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Organizing Microtubules 
Without Centrosomes in Plant 
Cells

吳素幸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6/14(四) 13:30 人文館法律所
第2會議室

Dr. Omri Ben-Shahar
(美國芝加哥大學) 消費者保護的管制方式  

06/15(五)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胡平生教授
(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 里耶簡所見秦代社會生活

06/15(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王平院士
(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 Venture Capitalism

06/15(五) 15: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徐少華教授
(武漢大學)

隨州羊子山西周墓與鄂國銅
器和文化

李宗焜
副研究員

06/18(一) 10:00 人文館法律所
第2會議室

Dr. Lee Anne Fennell 
(美國芝加哥大學) 異常偏好的處理模式

06/18(一) 14:3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官大偉先生
(政治大學)

原住民知識與災害管理：以
石門水庫上游集水區之泰雅
族部落為例

06/19(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黃曉亮先生
(大陸港澳訪問學人)

死刑合憲性解釋的立場與路
徑－以轉型正義與公共理性
為視角

06/19(二) 10:00 人文館南棟語言所
5樓519 室

Dr. Dafydd Gibbon 
(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

Prosodic Typology: Working 
With Operational Models of 
Tone Languages

06/19(二) 14:30 經濟所C棟1樓
C103會議室

Dr. Zhihao Yu 
(Carleton Univ., Canada)

The Evolving Patterns of 
Global Production of Multi-
Product Firms

 

06/19(二) 14:30 歐美所研究大樓
1樓會議室

徐慧韻女士 
(文藻外語學院) 意象語言與意義之實踐  

06/19(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Simon Chang 
(Centrual Univ.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China)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Excess Me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Taiwan

06/22(五)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Peter Schmidt
(Michigan State Univ., 
USA)

Consistent Estimation of 
the Fixed Effects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06/25(一) 14:3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林正珍教授
(中興大學)

旱溪媽祖遶境儀式的文化詮
釋與地域認同

06/26(二) 10:00 人文館法律所
第2會議室

王鵬翔助研究員
(法律所) 合法性與規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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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