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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賀近史所沙培德研究員榮獲本院102年
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本院102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共有12人申

請，經初審及講座審議委員會複審，決議由近代史研究

所沙培德研究員獲獎，所提之研究計畫為「絕望思想和

烏托邦主義在近代中國」。

賀近史所雷祥麟副研究員、政治所冷則
剛研究員及人社中心于若蓉研究員榮獲
2013-2014傅爾布萊特資深學者研究獎助

本院近史所雷祥麟副研究員、政治所冷則剛研究

員及人社中心于若蓉研究員獲選2013-2014學年度傅爾

布萊特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金學人。

雷祥麟博士專長為傳統醫療史與公共衛生史、科技

史與身體史、科技與社會研究，將前往普林斯頓高等研

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進行研究訪問一年。

冷則剛博士專長為兩岸關係、全球化政治經濟學及

城市區域發展，預定自2013年7月至2014年2月赴美國維

吉尼亞大學收集相關研究資料，並進行實地考察訪談。

于若蓉博士專長為調查研究、家庭研究及勞動經

濟，預定自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赴美國密西根大學社

會研究中心進行訪問研究。

50個星系團　照亮暗物質研究新方向
由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主導的國際天文團

隊使用了Subaru望遠鏡測量50個星系團中暗物質的密度

分布，研究成果呈現出暗物質密度具有由中心點向外圍

遞減的特性，且遞減情形和「冷暗物質」（CDM）預

測結果吻合。暗物質充斥全宇宙，其屬性仍然是謎，本

次研究結果發現瞭解暗物質特性的新證據並於2013年5

月17日發表於《天文物理期刊通訊》（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網站。

天文學界早在80年前便首度獲得暗物質存在的證

據，現在科學家大多認同暗物質的確存在，但在漆黑夜

空中看不到暗物質，在粒子物理學者的實驗中，迄今也

仍未找到暗物質的粒子。由於暗物質的質量占我們的宇

宙總質量高達85%，「什麼是暗物質？」成為天文學者

和粒子物理學者亟待解決的最重要問題之一。

星系團是宇宙中質量最大的天體，由本院天文及

天文物理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岡部信広主持的國際天文研

究團隊，本次利用Subaru主焦點相機，共測量了50個星

系團的暗物質密度特性。英國伯明罕大學（Birmingham 

University）的研究團隊成員葛蘭史密斯（Graham 

Smith）解釋：「星系團很像你在晚上飛過一座大城市

的上空時所看到的鳥瞰圖。不妨把每一盞明亮街燈都當

作一個星系，把街燈間空隙想像成充滿暗物質。星系團

中，星系存在於一個由暗物質所提供的背景裡，背景裡

有連接著街燈的電線，街道。」岡部團隊想藉大量的星

系團取樣來找出「暗物質」密度如何變化，那道理好比

從市中心到郊區，街道和電線分布密度並非總是相同。

我們每天日常生活中接觸到的物質，其密度取決

於它的組成成分，故暗物質的密度會因暗物質粒子的不

同而異。「冷暗物質理論」，是目前暗物質理論中的主

流。該理論預測暗物質粒子僅在彼此間才相互作用，至

於和其他物質的交互作用，可能僅限於藉重力才發生，

暗物質既不發出也不吸收任何電磁輻射，在觀測上極度

困難。因此岡部團隊採用「重力透鏡」的方式來觀測暗

物質；根據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當極遙遠光源所發

出的光束在接近大質量天體（譬如星系團）附近時，光

束會彎曲，（條件是星系團位置必須在光源和觀測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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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且三者大致排列成一直線），由於星系團裡的暗物質的緣故，造成背景星系形狀改變，因此可偵測到暗物質的

存在。

根據這個原理，在觀測上發現，受到星系團裡的暗物質影響，遙遠星系的形狀和位置的確會改變。岡部信広對

此發現大為興奮：「Subaru是測量重力透鏡效應的最佳儀器，因為，它讓我們可非常精確地測量出很遙遠又很暗的

星系究竟會受到位於星系團裡暗物質帶來的變化。」然而，受暗物質影響所造成的這種變化非常微小。這些極暗淡

星系在外觀上的變化既然微渺，總數量又很龐大，如何取樣便成為關鍵技術。

冷暗物質理論用兩個數字描述星系團裡的暗物質分布如何由中心朝外圍由高而低遞減。其一是星系團質量，也

就是它含有多少總數的質量。其二是結構參數（concentration parameter），其方法是測量星系團物質分布的平均密

實程度特質（compactness），冷暗物質理論預測：星系團的結構參數較低，個別星系的參數較高。

岡部團隊將50個已知質量最大的星系團在觀測中獲得的結果予以加總，獲得一個整體的平均參數．結果發現暗

物質密度確實由星系團外圍向星系團中心遞增，且這個（取樣自鄰近宇宙）的星系團樣本所獲結論，的確與冷暗物

質模型理論相符，這張平均分布圖顯現暗物質分布呈高度對稱，且中心的密度峰（peak）很明顯。個別星系團的質

量密度分布值有高有低，不盡相同，先前的研究因星系團取樣數量太少，結構參數偏高，結果導致與「冷暗物質理

論」不符，這次岡部團隊將星系團數量增加，結構參數的平均值也隨之改變，結果正與冷暗物質理論相符，岡部表

示：「這是以現今最好的數據，用非常仔細詳盡的分析法所得到的完善結果。」

岡部團隊對暗物質研究的計畫尚未告終，他們認為，下一階段還能從更小尺度去測量暗物質密度．那是在星系

團的中心部份，那裏就像是大城市的市中心鬧區。探討在更小尺度上測量暗物質密度，將可幫助我們更進一步釐清

暗物質的性質。

本篇論文共同作者，東京大學Kavli數物連攜宇宙學研究機構高田昌広教授，對這個研究領域的未來充滿期待：

「把很多星系團的重力透鏡觀測結果精確地合成為單一結果，是非常強大的技術。臺灣和日本的天文學家正聯手合

作，準備以Subaru望遠鏡上的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 Hyper Suprime-Cam）來進行人類史上最大的星系普查計畫

之一。本次研究新成果，證實了運用HSC這支超廣角相機來進行重力透鏡的研究，的確前景看好並且可行。」

全文請參閱：http://iopscience.iop.org/2041-8205/769/2/L35/pdf/2041-8205_769_2_L35.pdf

人事動態
統計科學研究所鄭清水特聘研究員奉核定兼任所長，聘期自102年7月1日起至104年1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樹民所長，於2013年6月23日至28日赴中國參加國際會
議。出國期間，所務由張珣副所長代理。

第九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憲政主義與人權理
論的移植與深耕
時　　間：102年6月21日至22日（星期五至星期六）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際會議廳

6月21日（星期五)

時間 主持人 講題／發表人 評論人

09：40－10：20
林子儀
（本院法律學研究
所所長）

主題演說人：廖義男（世新大學法律學系教授、中華 
　　　　　　民國憲法學會理事長）

論文題目：憲法解釋與行政法制之發展

10：40－12：30
許宗力
（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系教授）

報告人一：蔡宗珍（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劉淑範
（本院法律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論文題目：人格權憲法保障的應然與實然

報告人二：蘇慧婕（德國海德堡大學法學博士）

論文題目：國家的言論中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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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主持人 講題／發表人 評論人

14：00－15：50 陳新民
（司法院大法官）

報告人一：蕭淑芬（東海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周志宏
（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副教授）

論文題目：日本人權理論之移植與實踐─人權第三人 
　　　　　效力論之虛與實

報告人二：廖福特（本院法律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論文題目：無罪推定作為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 
　　　　　第14條第2項在台灣之實踐

16：10－18：00 陳春生
（司法院大法官）

報告人一：孫迺翊（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

林明鏘
（國立台灣大學法
律系教授）

論文題目：身心障礙者行不行─從歐洲人權法院判決 
　　　　　評析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第1454號判決
報告人二：黃源浩（輔仁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當事人在行政程序中的防禦權

6月22日（星期六)

時間 主持人 講題／發表人 評論人

10：00－11：50
蘇永欽
（司法院大法官並
為副院長）

報告人一：陳靜慧（中國文化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黃錦堂
（考試院考試委
員）

論文題目：間接歧視概念於國際人權法上之適用與實 
　　　　　踐─以歐洲人權法院及歐洲法院之判決為 
　　　　　觀察中心

報告人二：吳秦雯（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助理教授）

論文題目：「繼受國」關於「優惠性差別待遇」概念 
　　　　　之接受、適用與轉化

13：30－15：20 李震山
（司法院大法官）

報告人一：蘇彥圖（本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黃舒芃
（本院法律學研究
所副研究員）

論文題目：憲政民主的死人之手問題─以反省憲法規 
　　　　　範權威為中心

報告人二：許家馨（本院法律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論文題目：從言論市場到公共論域：追求真理說的困 
　　　　　境與展望

15：40－17：30 湯德宗
（司法院大法官）

報告人一：黃昭元（國立台灣大學法律系教授）

焦興鎧
（本院歐美研究所
研究員）

論文題目：平等理論與憲法解釋：實質平等的挑戰與 
　　　　　難題

報告人二：李建良（本院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

論文題目：「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語辨的反思 
　　　　　—比較憲法學方法論的初步探討

主辦單位：本院法律學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iias.sinica.edu.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63&article_id=3693

第一屆臺韓雙邊生物物理研討會
時　　間：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9:00-17:30

地　　點：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B1C演講廳

主辦單位：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中華民國生物物理學會

參考網址：http://biophys.sinica.edu.tw/Conference/TK1st/

第十八屆生物物理研討會
時　　間：2013年6月27日至29日（星期四至星期六）

地　　點：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B1C演講廳

主辦單位：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中華民國生物物理學會

協辦單位：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財團法人健康科學文教基金會

參考網址：http://biophys.sinica.edu.tw/Symposium/18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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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歷史人口工作坊：新竹地區歷史人口與社區史研究的對話
時　　間：103年6月28日（週五）

地　　點：臺史所802室（人文館北棟8樓）

時間 主持人 講題／發表人

09：30－10：00 報到

10：00－12：00
莊英章
（國立交通大學客家學
院講座教授）

邵式柏(John Shepherd)／The Practice of Footbinding: Neglected 
Evidence from the Censuses of Taiwan, 1905-1915

14：00－16：00
Prof. James R. Wilkerson
（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
研究所）

徐榮春(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當代尖石鄉泰雅人
的土地、商人與國家(Land, Businessmen, and State among the Atayal 
Today: Jianshi Township, Hsinchu County)
劉碧雲(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博士生)／市場與戶籍資料：
一個對清末竹塹地區糧食流動與家戶職業構成的初步觀察計畫/
Markets and Household Registers: A Preliminary Thinking on Food Flow 
and Household Career Composition in Late Qing Hsinchu Area
葉靖雯(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班
畢業）／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新竹北埔庄招贅婚研究/Uxorilocal 
Marrige in Beipu, 1845-1945
陳彥君(國立清華大學臺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人類組畢
業）／十九世紀末新竹北埔地區的隘丁生活/The Lives of Frontier 
Militia in Peipu, Hsinchu in the Final Year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16：00－16：15 休息

16：15－17：00 問題與討論

主辦單位：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地理資訊研究專題中心、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公布欄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轄之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畫資料開放8則：

計 畫 名 稱 我國中小學學校課程發展認證系統規劃之研究

計 畫 主 持 人 葉興華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教育學系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11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台灣地區第三次產業創新活動調查研究計畫

計 畫 主 持 人 吳思華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國立政治大學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07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台灣封閉式社區之發展歷程與都市空間結構變遷之研究：以台中市為例（Ⅱ）

計 畫 主 持 人 陳建元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逢甲大學土地管理學系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10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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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 畫 名 稱 公共服務倫理政策成效之研究：民主轉型之台灣各級政府人員認知與政策內涵比較分析

計 畫 主 持 人 蔡秀涓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東吳大學政治系(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09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國際觀光旅館工作標準化與員工創造力關係之研究

計 畫 主 持 人 駱香妃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台北海洋技術學院餐旅管理科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08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結合環境風險管理之空間規劃與管理策略之研究：以土地使用規劃為例

計 畫 主 持 人 柯于璋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義守大學公共政策與管理學系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06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台灣非典型就業變遷調查：勞動派遣就業長期追蹤調查資料庫建構

計 畫 主 持 人 黃同圳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健行科技大學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02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十一年計畫:RI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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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arch/gensciitem/1510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STATAT資料檔、ASCII資料檔、SAS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與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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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天地
一段漫長的倫理之旅：關於《我的涼山兄弟》

劉紹華副研究員（民族學研究所）

「彝族以前很強勢，抓漢族當奴隸。」我仔細聆聽眼前的四川涼山彝族學者述說，拚命抄著筆記的手突然停

下，望著該學者的臉，腦子像觸電似的，突然白花花一片。我想像，卻又難以想像：這麼厲害啊。

我的腦子開始快速搜索以前讀過的中國少數民族。漢滿蒙回藏苗瑤，這是每個「反攻大陸」口號時代成長的人

都能脫口而出的中國民族譜，還有一些稍小的民族，鄂倫春、土家、擺夷、畬族⋯⋯彝族是什麼族？哪個一ˊ？

2002年暑假在北京的小茶館裡，第一次正式聽說了改變我生命的「彝族」。往後的數年裡，我經常回顧那個時

刻，思考我的無知是如何發生的？我在台灣讀過人類學碩士，無知發生當時剛到美國讀了一年博士，為了解中國的

愛滋情況來到北京。繞了地球一大圈，我才認識彝族。後來知道原來涼山彝族就是以前讀過的「夷家」，被改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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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在中國是污名化程度相當高的少數族群。這段重新認識彝族的片段，更

讓我深刻了解，不僅外界稱此族名的原音不變，「彝」仍是「夷」，儘管換了個好

看的、甚至看似頗有學問的字，彝族在中國的民族印象中仍被視為一個令主流社會

不知所措的族群。在當前的中國媒體中，最常被指稱在都市中「危害治安」的顯著

族群，一個是維吾爾族，另一個就是涼山彝族。

這個從疑惑開始而接觸彝族的過程，註記了我的研究是一場理解一個邊陲、污

名化族群的歷程。套用作家友人張娟芬的形容，我寫的是一本訴說在全球鉅變中，

邊陲人群被「逼下涼山」的生命之書。此涼山非彼梁山，前者在四川，後者位於山

東。但在漢族與國家幹部的眼中，兩者似乎差異不大，都被視為邊陲化外之地。

一般主流社會對涼山彝族充滿了負面的刻板印象，經常認為他們不是小偷就是吸毒

的。在四川成都時，偶爾也有友人提醒我上涼山要小心，讓我不禁生出「沒有三兩

三、不敢上梁山」的疑惑。

人類學向來喜歡挑戰刻板印象。我的田野經歷，也證實了文化差異所導致的刻

板印象與傷害有多深刻，我立志以書寫來挑戰這個刻板印象。這段歷經十年研究寫成的專書，英文原著名為Passage 
to Manhoo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從書名即可看出是一本關於男子的書。後來我又將之改寫成中文書，稱

之為《我的涼山兄弟》（群學，2013）。這是一本關於探險玩耍、為非作歹、吸毒勒戒、愛滋茫然、世代差異、文

化衝擊和兄弟情誼的故事。故事主角便是古稱「獨立儸儸」、「夷人」的涼山彝族。以黑骨頭為貴的涼山彝族自稱

「諾蘇」，就是「黑人」的意思。所謂的「黑」是象徵性的，如同客家「硬頸」之意。我這樣描述涼山彝族，不是

因為我要藉由這個族群的奇風異俗來寫個聳動好看的故事。正好相反，我想替他們的傳奇翻案。

故事源起於當地海洛因氾濫與愛滋蔓延的現象。不過，我認為根本問題不在毒品，愛滋亦非末路。因此，這本

書的焦點並非這些疾病本身，而是造成種種健康災難的社會根源。本書分析中國過去一世紀的鉅變中，所經歷的多

元現代性、社會韌性與個人生命憧憬，並從中分析邊緣族群文化的延續與斷裂，以及全球化下的疾病與防治議題。

這本書從二十世紀初關於鴉片的討論開始，進入這個族群與現代性交手的歷史。涼山在民國時期曾是鴉片的主

要產地，為當地諾蘇貴族帶來大量的白銀與槍枝，使他們更得以強勢獨立於中國西南山區。鴉片貿易帶來的力量，

使其在諾蘇人的集體記憶中，是一象徵財富與階級的奢侈品。涼山彝族因在前現代時期曾擄獲漢族為奴，在中共建

政後被定位為當時境內僅存的奴隸社會。這樣的界定，影響到這個族群的當代心理與行為認同，以及國家在涼山的

治理手法。但在改革開放後，由於當地政治經濟情境丕變，使得新一代的年輕人有機會衷心擁抱全新的自由。在傳

統諾蘇男性認同轉變與嶄新生活方式的概念交錯下，他們嘗試各種可能性，而在往城市遷徙的旅程中，接觸到海洛

因—另一種鴉片類物質。對鴉片的歷史記憶讓當代的流動青年在一接觸時便對海洛因趨之若鶩。而後的際遇就像

一場往事重演。我以為，年輕涼山彝族男子誤入歧途，可視為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下的地方折射，反映了全球化的力

量，連對中國一個偏遠角落都造成如此巨大的衝擊。用一種隱喻的方式來說，這些年輕人因為渴望探險、嚐鮮尋

樂，或為追求各種機會而流動到都市，似乎變成了一種當代男子成年禮，而其所引帶出來的劇烈社會變遷，則可視

為中國改革開放後所集體經歷的過渡儀式。

這本書是以兼具個體性、歷史、文化、與政治經濟的觀點，分析在短短幾十年內的劇烈變遷。這個位於西南邊

陲山區的少數民族，從獨立自主、強勢存在於藏區與漢區之間，先經歷過社會主義改造，其後又面臨全球化資本主

義市場的衝擊。變化之迅速、多樣，對其社會文化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出現了許多在國家眼中棘手的社會問題。從

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涼山彝族的近代與當代歷史，有如一個令人震撼的社會變遷實驗室。

但我以為，這個社會變遷的力量，不僅來自推動現代化的國家或市場之手，也存在於當地社會的主體身上。換

句話說，本書試圖超越過去對於弱勢族群的處境及社會不平等的理解，不單以「低度開發」或「邊陲化」的觀點，

來解釋毒品或愛滋等社會變遷的惡果。我同時強調當地行動主體在這場社會變遷波潮中所感受到的正面與負面的力

量。雖然出現大規模流行病令人悲哀與不平，但我們不該因而忽略行動者在參與社會變遷的歷程中，所感受到的生

命價值與意義。我認為如此才能真正理解非主流社會文化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成為替罪羔羊的過程。

歷史鉅變與文化衝擊，讓涼山彝族成為邊陲的邊緣人群。「邊緣」的存在，對主流而言是一大挑戰，不僅是

常見的「威脅」挑戰，更是主流社會該深思邊陲如何形成的倫理挑戰。從我進入田野之初遇見一群年輕的「土匪」

起，我不斷經歷價值挑戰，包含對於「毒品」意義的挑戰。例如，在主流社會中，我們可以想像一群「前科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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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采烈地告訴外人他們是土匪嗎？或者，為何一個平凡無奇的貧窮山區會有使用昂貴毒品的普遍現象？這些涼山彝

族青年在都市中令居民及政府頭痛的行為，只是單純的社會偏差行為嗎？對於這些田野經驗與現象的探討，是我深

入理解歷史上彝漢關係及其間的權力消長，對於涼山彝族青年的集體心理及行為產生影響的重要背景，也是我不斷

思索貼近人群生命與福祉研究的倫理義務為何的現實。

我所經歷的倫理挑戰，可能巨大抽象，也可能貼近眼前。抽象者譬如思索該如何面對多個「中國」的現實，不

致因漢文化或中原為中心的歷史書寫與社會變遷觀點，在論述龐大多元的中國時，忽略其顯著的區域與文化差異。

貼近者則可能是我在面對眼前愛滋病發而來日無多的受訪者或被貧窮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農民時的應對進退與情緒處

理。

另一個在過去十年中如影隨形的倫理挑戰，便是田野調查後書寫的義務。我從2002年開始進入涼山做田野調

查，2010年底英文書出版。之後，我又以兩年的時間，自行改寫並更新，讓此研究得以中文問世。十年間，我有幸

住在大山裡農村的時間超過二十個月，這不包括在涼山之外進行其他追蹤研究的時間。付出這樣的代價是為了達

成深入的民族誌研究。對於人類學研究者而言，十年完成一本民族誌不見得稱得上長期，甚至有可能被視為「快

速」，端賴主題與內涵而定。但以我個人而言，我的書寫速度，不僅有著一般研究都有的限制與可能，更伴隨著我

的強烈動機，以盡力趕上研究對象一個一個相繼離世的殘酷現實。研究對象將他們生命故事交付予我，而涼山陰影

未散的毒品與愛滋夢魘，在在令我認為必須及時寫就涼山兄弟們的慘烈青春，是我以為的基本研究倫理。讓涼山彝

族的故事被主流社會看見，為他們在社會變遷中所經歷的動盪與不平翻案，是我始終如一的初衷。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6/21(五) 10:30 統計所308室 陳文憲教授
(Univ. of Miami, USA)

On-line Selection of c-Alternating 
Subsequences from a Random 
Sample

彭健育
助研究員

06/24(一) 10:00 統計所交誼廳
Dr.Yu Shen 
(The Univ. of Texas, 
Houston, USA)

Sampling Bias and Statistical 
Inference for Right-censored Data

彭健育
助研究員

06/24(一) 11:00 統計所交誼廳
Dr. Carl Lee  
(Central Michigan Univ., 
USA)

Recent Development of Methods 
for Generating Univariate 
Continuous Distributions

彭健育
助研究員

06/24(一) 15:00 統計所交誼廳
王永雄院士
(美國史丹佛大學)

Multivariate Density Estim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彭健育
助研究員

06/24(一) 10:30 資創中心122會議室
Dr. Ramesh Govindan  
(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

Privacy and the Mobile Revolution 林靖茹
助研究員

06/24(一) 14:30 資創中心122會議室 Dr. Lin Zhong 
(Rice Univ., USA)

Networking with Massive MU-
MIMO Base Stations 

林靖茹
助研究員

06/27(四) 15:30 資創中心122會議室 Dr. Yasuchika Hasegawa 
(Hokkaido Univ., Japan)

Luminescent Lanthanide Polymers 
for Future Photonics Applications 

孫世勝
副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6/24(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Joseph Noel 
(SALK Inst., USA)

Structure-guided Metabolic 
Engineering of Hormone 
Homeostasis  

梁博煌
研究員

06/25(二) 10:30 生化所114室 Dr. Sunil Saxena 
(Univ. of Pittsburgh, USA)

Uncovering Heterogeneous Metal 
Ion Coordination in Aggregating 
Proteins by ESR 

陳佩燁
副研究員

06/26(三) 10:30 生化所114室 Dr. Yasushi Kawata 
(Tottori Univ., Japan)

Molecular Mechanism of Protein 
Amyloid Fibril Formation 

陳佩燁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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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06/28(五)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羅椀升助研究員
(植微所)

Should Me Stay or Should Me 
Go? Mechanistic Studies of Yeast 
Histone Demethylases in Stress 
Response and Gene Insulation

 

07/01(一) 10:30 生化所114室
Dr. Harold Erickson 
(Duke Univ. Medical 
Center, USA)

Stretching Fibronectin–domain 
Unfolding or Not? 

史有伶
助研究員

07/01(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Kazuhiro Maeshima 
(National Inst. of Genetics, 
Japan)

How Is a Long Strand of Genomic 
DNA Organized in The Cell?

高承福
助研究員

07/01(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Dale Wigley 
(The Inst. of Cancer 
Research, UK)

Structure and Mechanism of 
AddAB and RecBCD Complexes 
in DNA Repair

 

07/01(一) 14:00 生化所114室 Dr. Angel Orte 
(Univ. of Granada, Spain)

Advanced Single Molecule 
Techniques for Biomolecular 
Interactions 

徐尚德
助研究員

07/02(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Tim Hui-Ming Huang 
(The Ohio State Univ., 
USA)

Integrative Analysis of Cancer 
Methylome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6/20(四)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何東主任
(香港金融研究中心) 中國如何執行貨幣政策

06/20(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Dr. Vincent Wei-cheng 
Wang 
(Univ. of Richmo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U.S. 
“Pivot” to Asia

06/21(五) 10:30 史語所703會議室 林益仁副教授
(臺北醫學大學) 部落地圖繪製與泰雅族遷徙

陳玉美
副研究員

06/21(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洪立文先生
(臺灣大學)

Wouter Dessein: network 
competition in nonlinear pricing

06/21(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吳嘉苓副教授
(臺灣大學)

排除未婚女性？人工協助生殖
科技的性/別治理

李宗榮
副研究員

06/24(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李永迪副研究員
(史語所)

2013年春山西浮山地區考古地
表調查的初步成果

06/24(一) 12: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Dr. Raquel Sosa Elízaga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Latin American Sociology: 
knowledge, society and good 
living

06/24(一)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1樓
文物圖象室

Dr. Richard K. Kent
(Franklin & Marshall 
College, USA)

Commemoration and Self-
fashioning: a consideration of 
several late Ch'ing and republican-
period photographic portraits with 
inscriptions

06/2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吳全峰助研究員
(法律所)

美國健康保險強制納保制度之
合憲性

 

06/25(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Jang-Ting Guo 
(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News about Aggregate Demand 
and the Business Cycle  

06/26(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黃國超助理教授
(靜宜大學)

聽見娜魯灣：1960-70年代鈴鈴
山地系列唱片的故事

 

06/27(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謝復生教授
(Univ. of South Carolina) 經濟投票的虛與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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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