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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第30次院士會議將於7月2日開幕

本院第30次院士會議訂今(101)年7月2日至5日於本

院學術活動中心及人文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截至目前

為止共有199位國內、外院士與會。

7月2日(星期一)開幕式後，將進行院務報告、主題

演講、院士選舉分組審查及院士與本院研究同仁專題

座談，其中主題演講由劉兆漢院士主講，專題座談則

邀請美國洛杉磯西方文理大學政治系暨政治大學政大

書院季淳教授與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發表演講；7月3

日(星期二)為院士分組討論、專題議案報告與討論、本

院研議之政策建議書報告以及一般議案討論，晚間則

安排於臺北社教館城市舞台，聆賞吳兆南相聲劇藝社

演出《相聲之夜》。

7月4日(星期三)進行院士暨名譽院士候選人分組審

查，7月5日(星期四)進行院士暨名譽院士候選人綜合審

查暨選舉。本次院士被提名人77位，評議會選出45位

候選人，將於7月5日下午進行投票，選出本院第29屆

院士。本次會議亦將進行名譽院士選舉，選出對學術

有重大貢獻之外國學者專家，被提名之名譽院士候選

人僅生命科學組1位。

此外，院方也為陪同出席的院士眷屬們，精心規

劃各項參訪及DIY創作。會議日程簡表請參閱次頁。

主題演講

時　間：101年7月2日(星期一)上午11時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際會議廳

主持人：彭旭明副院長

主講人：劉兆漢院士

講　題：「永續科學」─ 中研院的一個新研究方向

　　　　 Sustainability Science ─ A New Research 

Initiative at Academia Sinica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院士與本院研究同仁專題座談

時　間：民國101年7月2日(星期一)下午2時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主持人：王汎森院士、朱敬一院士

主　題：Liberal Arts Education

演講一

主講人： 季淳博士(美國洛杉磯西方文理大學政治系教

授暨政治大學政大書院客座教授)

演講二

主講人：張忠謀博士(台積電董事長)

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 2013Grants 
Programme自即日起至12月1日止受理
申請 

「The ICSU Grants Programme」申請對象為ICSU轄

下的科學聯盟(含ICSU Scientific Union、Interdisciplinary 

Bodies及Joint Initiatives)，並與ICSU(含區域辦公室)進行

合作計畫。申請計畫需針對「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之主題，以「國際及跨領域

層面」、「鼓勵發展中國家之年輕科學家、女性科學家

與從事科學教育者」、「與非常態合作之機構建立新的

合作關係」等面向撰寫，獲選計畫最高補助經費為3萬

歐元，申請截止日為本(101)年12月1日。詳細資料及申

請表請聯絡黃小姐(電話：(02)2789-8797；電子信箱：

hrh@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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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次院士會議日程簡表

7月1日
(星期日)

7月2日
(星期一)

7月3日
(星期二)

7月4日
(星期三)

7月5日
(星期四)

上

午

正

式

會

議

8:00
報    到 
學術活動中心
1樓大廳
9:00
開 幕 式
學術活動中心
1樓大禮堂
9:30
院士合影 
學術活動中心
大門口
10:00-10:50
院務報告 
人文館3樓
國際會議廳
11:00-12:00
主題演講
人文館3樓
國際會議廳

9:00-10:00分組討論  
數理科學組：人文館
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科學組：人文館
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10:30-12:30
專題議案報告與討論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0:30-11:10
(一) 國家環境毒物及食
品安全研究與防治
體系

11:10-11:50
(二) 我國農業政策、人
才培育暨農糧安全
與農業科技研究

11:50-12:30
(三) 高等教育與科技政
策

9:00-12:30
院士選舉：
分組審查(二)
數理科學組：人文館
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科學組：人文館
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9:00-12:30
院士暨名譽院士選舉：
綜合審查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2:00  午    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12:30 午    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12:30 午    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12:30 午    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下

午

14:00-17:00 
數理科學組與生命科
學組：
院士選舉：
分組審查(一)
數理小組：人文館
3樓國際會議廳
工程小組：人文館
3樓第1會議室
生命科學組：人文館
3樓第2會議室
14:00-16:50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院士與本院研究同仁
專題座談
學術活動中心2樓
第1會議室

14:00-15:00
本院研議之政策建議
書報告
《醫療保健政策建議
書》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5:20-17:00
一般議案討論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4:00-17:30
院士暨名譽院士選舉：
分組審查(三)
數理科學組：人文館
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科學組：人文館
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14:00-17:30
院士暨名譽院士選舉：
選舉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8:00-18:20
會後記者會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晚

上

18:00
院長晚宴
人文館 4樓
會議廳後長
廊
20:00
仲夏夜音樂
會--2012院
士會議序曲
人文館 3樓
國際會議廳

19:00 總統晚宴
臺北寒舍艾美酒店
3樓宴會廳

17:20 晚    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19:30 藝文活動
臺北市社教館城市舞台

自由活動
(晚餐自理)

18:30 院長晚宴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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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本院原子及分子科學研究所賴明佑博士榮獲「第十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財團法人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為推動科技創新，獎助國內科技人才投入學術論文創作，特設置「有庠科技

論文獎」。本院原分所賴明佑博士為本年度該獎之奈米科技類得主，是八名獲獎者之一。

人事動態
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許聞廉先生奉  核定兼任所長，聘期自101年6月1 8日起至104年6月17日止。

學術活動
《歐美研究》季刊第四十二卷第二期業已出版

本院歐美研究所之《歐美研究》季刊第四十二卷第二期業已出版，共收錄4篇文
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Jeremy Freese and Amelia Branigan／Cognitive Skills and Survey Nonresponse—Evidence 
from Two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yong-fang Ko (柯瓊芳)／Marital Power Relations and Family Life in Transnational 
Marriages—A Study of Asian-French Couples Residing in France
蔡孟佳／從經濟效果論優惠性原產地規則之適法性及其未來發展

李貴英／論歐洲聯盟國際投資政策之法律規範

本期文章已全文上網 (http://euramerica.org)，可逕自瀏覽。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
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 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台幣400元，國外訂戶美金16元(郵
資另計)。

劃撥帳號：1016448-2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科學技術研習會　邀請孫同天院士蒞臨演講
講　　題：Scientific Methods: Survival Skills For Young Biomedical Investigators
講　　員： 孫同天院士(Professor of Cell Biology, Pharmacology & Urology, Rudolf L. Baer 

Professor of Dermatology, School of Medicine, New York University, USA) 
時　　間：101年6月30日(星期六)上午8:50－下午4:30
地　　點：本院化學研究所周大紓講堂

主　　辦：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及分子生物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chem.sinica.edu.tw

生命科學組新科院士演講
時　　間：101年6月29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生化所103、114 演講廳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洽詢專線：(02)2789-9001 陳小姐

歐美研究所環境教育講座
日　　期：101年7月24日(星期二)
地　　點：本院歐美所研究大樓1樓會議廳(室)
第一場

時　　間：10：00-12：00(環境教育時數2小時)
主  講  人：邱韻祥教授(臺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講　　題：以合理性為依歸—歐美所圖書館建築效能的探討

說　　明： 歐美研究所圖書館屬於二次戰後的第一代建築，風格簡單率直、沉穩樸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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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臺灣1970年代最優異的作品之一」。本建築肇建至今已四十年，期間建築本體的功能歷經多

次調整，周遭地景有所變遷，臺灣社會經濟環境更大異於當年，本演說運用現代建築效能分析工具，

從使用者舒適度及建築耗能的角度，解讀圖書館內各空間的使用概況及改進之可能性，也藉此探討，

建築效能分析工具對機能主義建築設計所可能提供的幫助。

第二場

時　　間：14：00-16：00(環境教育時數2小時)

主  講  人：王秋華建築師(歐美所圖書館建築師)

講　　題：綠建築在臺灣

說　　明： 王秋華建築師，師承Percival Goodman(古德曼)教授，建築風格深受現代主義影響，強調對人的關懷。

王建築師為本院第四任院長王世杰先生之女，歐美所圖書館為其在臺灣第一個建築設計作品。本建築

採高腳樓與雙層牆的設計，配以精確的開窗與遮陽方式，不但解決了建築基地低窪易積水的困擾，更

能增加空氣對流，巧妙地營造出一個會呼吸且充滿生趣的舒適空間，饒富現代主義與生態建築的特

色。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1年7月13日止

報名網址：http://www.ea.sinica.edu.tw/news_look.php?news_num=102

公布欄
101年度第2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核定名單
數理科學組34人(101年6月18日)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賴俊峰 逢甲大學 物理所 陳慧芬 高雄醫學大學 原分所

洪東興 銘傳大學 物理所 紀信昌 國立東華大學 原分所

劉國欽 淡江大學 物理所 洪志誠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環變中心

曾文哲 淡江大學 物理所 柯亘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環變中心

盧重光 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化學所 黃誌川 國立臺灣大學 環變中心

唐志偉 陸軍專科學校 化學所 紀凱獻 國立陽明大學 環變中心

蔡佩璇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所 談珮華 國立嘉義大學 環變中心

張肇明 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 資訊所 嚴健彰 天主教輔仁大學 天文所

蘇雅蕙 國立中正大學 統計所 郭明庭 國立中央大學 應科中心

黃獻鋒 亞東技術學院 統計所 王智明 國立東華大學 應科中心

徐瑞鴻 國立中山大學 原分所 張允崇 國立成功大學 應科中心

劉志毅 國立成功大學 原分所 蔡宛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科中心

蘇清源 長庚大學 原分所 廖顯奎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應科中心

駱安亞 逢甲大學 原分所 江柏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科中心

李精益 文藻外語學院 原分所 蘇彥勳 國立東華大學 應科中心

陳瑞山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原分所 陳良弼 國立政治大學 資創中心

劉定宇 國立臺灣大學 原分所 吳晉賢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創中心

生命科學組14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花國鋒 國立宜蘭大學 生化所 蔡坤哲 國立成功大學 分生所

黃耿祥 義守大學 生化所 孫智雯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分生所

廖志中 國立中山大學 生化所 王豫煌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
試驗所

生物中心

李易展 國立陽明大學 生醫所 黃倬英 國立臺灣大學 生物中心

黃智偉 佛光大學 生醫所 李宗憲 開南大學 基因體中心

吳夙欽 國立清華大學 分生所 黃俊仁 國立中央大學 基因體中心

徐于喬 國立陽明大學 分生所 蔡建鈞 亞洲大學 基因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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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5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夏允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民族所 簡月娟 國立臺南大學 文哲所

許毓珊 國立中正大學 經濟所 林淑慧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臺史所

索樂晴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所 陳文松 國立成功大學 臺史所

李貴英 東吳大學 歐美所 張屏生 國立中山大學 語言所

徐詩思 國立交通大學 歐美所 張淑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語言所

陳貞如 國立政治大學 歐美所 朱宏杰 國立成功大學 人社中心

簡錦松 國立中山大學 文哲所 吳盈德 中國文化大學 法律所

王國良 國立臺北大學 文哲所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96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資料開放
為掌握身心障礙者就業情況，勞工委員會辦理「96年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本次調查以臺灣地區年滿

15歲以上且領有政府機關發給身心障礙手冊者為抽樣母體，採「分層系統抽樣法」進行抽樣，於96年8月以電腦輔

助電話訪問法為主，郵寄或傳真問卷為輔。在信賴水準為95%的情況下，抽樣誤差控制在±0.89百分點間，完成

12,230筆有效樣本。

調查項目包括身心障礙者就業概況；就業者每週之工作時間、每月薪資或淨收入、在工作場所是否有受到不

公平待遇、工作場所需要的就業協助、目前工作的滿意情 形、有無轉職或轉業計畫；失業者想接受僱用或自行創

業情形、希望從事的行、職業、工作類型、每月的收入、對政府的就業服務及技能訓練等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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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821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94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資料開放
本研究為瞭解94年國人旅遊動向、滿意度、消費情形及分析國人選擇在國內、外旅遊間之交互影響情形，並

估算國人國內旅遊支出與出國旅行支出，以供有關單位規劃與改善觀光設施、提昇旅遊服務品質及訂定觀光發展

策略之參考。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閩地區年滿12歲及以上的國民。調查期間自民國94年1月1日 至12月31日止。調

查以國人國內旅遊資料為主，出國旅遊資料為輔，以電話訪問方式進行，採分層隨機抽樣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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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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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波學生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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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計 畫 名 稱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一樣本(J1)第八波家長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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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過錄編碼簿、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資料整理報告、資料使用手冊、督導手冊

和訪員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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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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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6/28(四) 14: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曾登煌先生 
(Microsoft Corporation)

How We Bring Up a New 
Target 

吳真貞
研究員

06/2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Jhih-Wei Chu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Enzymatic Decomposition 
of Cellulose Microfibrils for 
Bioenergy Production: Peculiar 
Mechanisms Revealed by 
Multiscale Simulation

許昭萍
副研究員

06/29(五)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Po-lin Chu 
(Harvard Univ. and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 USA)

Lipid-protein Interaction 
Revealed by Electron 
Crystallography  

章為皓
副研究員

06/29(五) 16:00 數學所 617 研討室
(臺大院區)

李天軍教授 
(Univ. of Minnesota, 
USA)

Symplectic Calabi-Yau 
Surfaces (Sinica-NCTS/TPE 
Geometry Seminar)

 

07/02(一) 10:3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Dr. Wang-Chien Lee 
(Penn State Univ., USA )

Exploring Social Influence for 
Recommendation

楊得年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6/28(四)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Zezong Gu 
(Univ. of Missouri-
Columbia, USA)

Gelatinases after Ischemic 
Brain Injuries: Potential 
Therapeutic and Diagnostic 
Targets against Impairment of 
Neurovasculature 

林天南
研究員

06/28(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Zelda Cheung 
(Univ. of Hong Kong, 
Hong Kong)

Autophagy Deregulation 
in Parkinson’s Disease: 
Activation of “Pathological 
Autophagy”? 

陳光超
助研究員

06/28(四)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Peter M. Carlton 
(Kyoto Univ., Japan)

Meiotic Chromosome Structure 
and Dynamic Behavior in 
C. Elegans Visualized with 
Superresolution Microscopy

王中茹
助研究員

06/29(五) 10:30 基因體中心演講廳

(1)Dr. Lani Wu
(2) Dr. Steven Altschuler
      (Univ.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USA)

(1) Reverse Engineering Cell 
Polarity Circuits

(2) Behaviors of Positive 
Feedback: Denial, 
Acceptance, and Loss

林國儀
副研究員
李文雄
特聘研究員

07/02(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Betty L. Slagle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USA)

Hepatitis B Virus HBx Protein: 
Role in Virus Replication

施嘉和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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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2(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余俊穎博士後研究員 
(細生所)

Trans-splicing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Human 
Embryonic Stem Cell 
Pluripotency

郭紘志
研究助技師

07/02(一) 11:3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賴俊銘研究助理 
(細生所)

Control of Drosophila Female 
Germline Stem Cell Niche 
Formation

許惠真
助研究員

07/02(一)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高德輝教授 
(Penn State Univ., USA)

Prevention of Inbreeding in 
Flowering Plants: A Non-
Self Recognition Mechanism 
Mediated by Pollen S-Locus 
F-Box Proteins and Pistil 
S-Rnase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07/03(二) 14:00 生化所114室
Dr. Jang-Yen Wu 
(Florida Atlantic Univ., 
USA)

Brain Diseases: Mechanism 
and Therapy 1. Introduction to 
Neurotransmission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07/04(三) 16:00 生化所114室 Dr. Motohiro Kobayashi 
(Shinshu Univ., Japan)

Roles of Sulfated Glycans in 
the Pathogenesis of Chronic 
Inflammatory Gastrointestinal 
Diseases 

邱繼輝
研究員

07/05(四)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Victor Benno Meyer-
Rochow 
(Jacobs Univ., Bremen, 
Germany)

Photoreception in New 
Zealand and Antarctic Fish

嚴宏洋
研究員

07/06(五)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Li-Huei Tsai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USA)

Genome Integrity, 
Chromatin Remodeling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orders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07/09(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Dr. Chih-Jen Wei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Influenza Vaccines: The Next 
Generation

戴榮湘
研究員 

07/10(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Wolfgang Baumeister
(Max Planck Inst. 
Biochemistry, Germany)

Cryo-Electron Tomography: 
From Molecules to Cells

廖彥銓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6/28(四)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2會議室

阮金容教授
(越南河內考古所)

越南東山文化和沙瑩文化的
裝飾珠寶

 

06/28(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
1樓中型會議室

賴毓芝助研究員
(近史所)

促發世界：乾隆朝《獸譜》
中所涵攝之歐洲動物圖像與
知識及其轉換 

06/29(五) 10:3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3會議室

張光仁先生
(英國倫敦大學)

英國倫敦城市考古出土東方
陶瓷研究初探

陳玉美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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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29(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沈祥玲博士候選人
(臺灣大學)

Gagan Aggarwal, Jon Feldman 
& S. Muthukrishnan: Bidding 
to the Top: VCG and Equilibria 
of Position-Based Auctions

06/29(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Dr. Paul Jobin
(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
臺北分部/國立巴黎狄德
羅大學)

以比較社會學來看臺灣和日
本工業性疾病的訴訟案

湯志傑
副研究員

07/03(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江照信副教授
(大陸港澳訪問學人)

《大司法院模式：居正與
民國司法形成時期(1932-
1948)》

 

07/03(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Jochen O. Mierau 
(Univ. of Groningen, The 
Netherlands)

Demography, Growth and 
Inequality  

07/05(四) 14:00 人社中心1樓
第1會議室

Dr. Tzy-Chyi Yu 
(Univ. of Chicago, USA)

Medicare Claims Public Use 
Files (PUF) for Comparative 
Effectiveness Research (CER)

07/10(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廖福特副研究員
(法律所) 無罪推定的三角習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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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投稿須知暨審稿原則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
天(週二)截稿。茲據本報自96年1月18日起出刊英文版電子報，投稿時歡迎惠賜英文稿件。所有來稿請
儘可能使用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或傳真至2789-8708
《週報》編輯收。

　　(二)  自97年1月1日起，〈學術演講〉將自院內Google Calendar匯出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之演講訊
息，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截止時間。

　　(三) 自98年4月起新增〈院內人物側寫〉、〈輕鬆一下〉專欄，採不定期出刊。
　　(四)  〈輕鬆一下〉、〈讀者來函〉、〈活動迴響〉專欄開放院內同仁投稿，「專欄邀稿原則」請參見 http://

www.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歡迎惠賜中、英文稿件，稿件一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五)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800字為佳。原則上除特約稿外

不致稿酬。

　　(六)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

約定答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1、2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凡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或不予刊登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投稿者建議修改之處或陳明未予

刊登之緣由。

備註：凡擬轉載本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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