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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特別講座訂7月4日舉行
講　　題：Smallpox-Death of a Disease: Miracle and Legacy
主  講  人：Dr. Donald A. Henderson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USA)
時　　間：102年7月4日（星期四）14時30分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
報名網址： https://db1x.sinica.edu.tw/ASL/registerA.php? 

no=46&ln=0&sh=N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王寳貫主任，於

2013年6月22日至8月4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
間，中心事務由夏復國副主任代理。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謝道時所

長，於2013年6月24日至7月11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
流。出國期間，所務由黃鵬鵬副所長代理。

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胡曉真所長，於2013年6
月25日至7月7日赴德國及英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
間，所務由楊貞德副所長代理。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劉扶東所長，於

2013年6月30日至7月4日赴中國參加國際會議。出國期
間，所務由沈志陽副所長代理。

經濟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彭信坤所長，於2013年7月
1日至4日赴印尼萬隆參加The 23rd Pacific Conference of 
The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 (RSAI)，
擔任此會議Scientific Committee，並發表論文。隨後
於7月4日至9日前往葡萄牙里斯本參加2013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for Public Economic Theory 

(PET13)，擔任此會議Program Committee，並發表論
文。出國期間，所務由羅紀琼副所長代理。

鋼索上的政治芭蕾：中國南海政策的遠
慮與近施
主  講  人： 謝明勳（國立中興大學國際政治所博士候選

人、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101年度博
士生培育計畫受獎人）

主  持  人： 湯智貿（本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博士
後研究員）

時　　間：102年7月2日（星期二）12 時至14時
地　　點：本院人社中心B202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

未接觸、拒絕或完訪？面訪周邊資料的
蒐集與應用
主  講  人： 于若蓉研究員（本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

題中心）

時　　間：102年7月4日（星期四）14 時至16時
地　　點： 人社中心前棟三樓（調研專題中心）焦點

團體室

產業經濟學工作坊
時　　間：102年7月4至5日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第1會議室
主辦單位： 本院人文社會科

學研究中心制度

與行為研究專題

中心

議　　程： http://www.rchss.
sinica.edu.tw/ci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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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 恕不提供及開放索取會議資料（如：論文集、講義等）。
（2）敬請自備紙筆。
（3） 演講語言為中文或英文（現場無口譯）
參考網址： http://www.rchss.sinica.edu.tw/news/news.php?Sn=976

土地與法律：台灣與太平洋的比較研究
日　　期：102年9月11至12日（星期三至四）
地　　點：本院民族所第3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太平洋研究中心

籌  辦  人：郭佩宜（本院民族所）、James Weiner（澳洲國立大學）
　　　　　 歡迎對臺灣原住民、大洋洲研究、土地與法律研究有興趣者報名。因名額有

限，大會保留錄取與否的權利。

報名網頁：http://www.ioe.sinica.edu.tw/
報名截止：即日起至8月29日（星期四）
錄取與否通知：將於 9月初回覆錄取與否通知。
聯  絡  人：林音秀小姐 E-mail：world66@ga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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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國三樣本(J3)第七波家長資料」（會員版/限制版）資料開放

「臺灣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簡稱「臺灣青少年計畫」。本計畫目的在探討青少年的成長歷程如何受到家

庭、學校與社區的交互影響，以致影響到個人在成長時的身心調適。為找出影響青少年形成不同成長經驗與成長

模式的可能因素，在第一個時間點時，每個樣本均有來自三方面的觀察，包括樣本學生本身做問卷調查、對其國

中導師做問卷調查、及對其家長做問卷調查。後續做追蹤時，則除了持續紀錄這些青少年樣本的成長軌跡之外，

也偶爾訪問其家長。本計畫以臺北市、新北市（原臺北縣）以及宜蘭縣國中學生為研究母體，在臺北市抽取十六

個學校、新北市抽取十五個學校、宜蘭縣抽取九校。抽樣則含括兩個世代的青少年：2000年時的國一的學生及

2000年時國三的學生，兩個世代的樣本在第一次被調查時，都來自同樣的抽樣學校。至2009年第一階段結束時，

國一學生已經有九波資料，國三學生則有八波的資料。

本資料檔案為青少年成長歷程研究，第七波2000年國三樣本家長問卷。問卷內容有：工作狀況、家庭概況與

家人互動、親子互動、個人生活經驗、經濟概況與夫妻關係、社區生活。

本次追蹤對象是2000年時的國三樣本學生家長。於2006年11月6日至2006年12月15日間，以面訪的方式收集問

卷，最終樣本數為1933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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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下載申請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018。

「社會變遷與客家婦女地位(Ⅱ)」計畫資料開放

計 畫 名 稱 社會變遷與客家婦女地位(Ⅱ)

計 畫 主 持 人 呂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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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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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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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下轄之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熱浪對個人與社區的
影響」面訪調查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將於民國102年7月8日至9月1日針對臺灣地區進行「熱浪對個人與社區的影響」之面訪調

查。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十八歲以上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社會現狀的看法

洽詢電話：02-27871800轉1855 莊小姐 或 1833呂小姐

網　　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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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人                           102.06.20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王昌仁 東海大學 物理研究所

鄭文雅 國立交通大學 物理研究所

潘　瑋 國立中正大學 物理研究所

余瑞琳 靜宜大學 物理研究所

曹慶堂 淡江大學 物理研究所

顧鴻壽 明新科技大學 物理研究所

王家蓁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研究所

施劭儒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化學研究所

吳景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化學研究所

梁蘭昌 國立中山大學 化學研究所

宣大衛 國立東華大學 化學研究所

賴榮豊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化學研究所

黃怡陵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地球科學研究所

黃俊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王釧茹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詹景裕 國立臺北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藍崑展 國立成功大學 資訊科學研究所

洪文良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統計科學研究所

薛宏中 淡江大學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劉定宇 國立臺灣大學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李精益 文藻外語學院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洪志誠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談珮華 國立嘉義大學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嚴健彰 天主教輔仁大學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江柏叡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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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蔡宛卲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李健峰 長庚大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周逸儒 國立臺灣大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郭明庭 國立中央大學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韓永祥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林嘉文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組12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曹德安 輔英科技大學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賴國筑 慈濟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萬　磊 中國醫藥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蘇士哲 國立清華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王志煜 高雄醫學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楊雅惠 輔英科技大學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蔡麗珠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 分子生物研究所

蔡坤哲 國立成功大學 分子生物研究所

簡士濠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周帛暄 慈濟大學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沈家瑞 長庚大學 基因體研究中心

蔡建鈞 亞洲大學 基因體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5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呂玫鍰 國立清華大學 民族學研究所

王震邦 玄奘大學 近代史研究所

周嗣文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研究所

馬可容 高雄醫學大學 經濟研究所

賴維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歐美研究所

簡錦松 國立中山大學 中國文哲研究所

林清財 國立臺東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鄭政誠 國立中央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古慧雯 國立臺灣大學 台灣史研究所

姜貞吟 國立中央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楊友仁 東海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陳美華 南華大學 社會學研究所

丁　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鍾芳樺 天主教輔仁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張　寧 義守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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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王子
時　　間：102年7月5日（星期五）19時（18時30分入場）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演　　出：晨星劇團

備　　註：免費入場，無須索票

內容說明：

邁入第17年的晨星劇團，今年再度推出經典代表作《快樂王子》。此劇改編自19世

紀英國兒童文學作家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的作品，傳達「施比受更有福」的教

育理念，以及無私為人奉獻、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捨己」精神。全劇突破「聽戲」的

限制，更為觸覺與嗅覺帶來全新體驗，不僅看得到、聽得到、摸得到，甚至可以「聞得到」？內容精彩可期，不

容錯過！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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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五) 14:00 天文所R1203會議
室(臺大院區)

Dr. Mar Mezcua  
(Instituto de Astrofísica de 
Canarias)

Supermassive Binary Black Hole 
Systems

07/09(二) 10:3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朱文生先生
(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

Event Detection From An 
Unsupervised and A Domain 
Transfer Perspective

陳祝嵩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6/27(四)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Joseph Heitman
(Duke Univ., USA)

Sexual Reproduc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Eukaryotic 
Microbial Path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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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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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07/03(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I-Hsin Su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 of Singapore)

Polycomb Group Protein Ezh2 
Regulates Integrin-Dependent 
Leukocyte Migration and 
Methylation of Talin

簡正鼎
特聘研究員 

07/08(一) 11:00 生醫所B1B演講廳 余明隆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

Translational Medicine on 
Personalized Therapy for Chronic 
Hepatitis C. 

施嘉和
特聘研究員

07/09(二) 11:00 生醫所B1B演講廳
Dr. Jeffrey D. Esko 
(Univ.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USA)

Proteoglycan-mediated 
Metabolism of Lipoproteins. 

神奈木玲兒
博士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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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28(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何思賢先生
(臺灣大學）

Nicholas Economides & 
Benjamin E. Hermalin: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 Neutrality

 

07/02(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Yukihiro Nishimura 
(Osaka Univ., Japan)

Strategic Voting and the Case for 
the “Political Race to the Top”  

07/09(二) 12: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J. Bruce Jacobs(家博)
教授
(澳洲蒙納士大學)

Reconsidering Taiwan: 
Aborigines, Colonial Rulers and 
Democratisa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Beautiful Island

蕭新煌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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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