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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本院10月19日盛大舉辦「102年院區開
放參觀活動」

本院自民國87年開始舉

辦「院區開放參觀活動」以

來，每年都受到熱烈迴響。

不僅拉近了民眾和學院式研

究的距離，也激發了年輕學

子更進一步探索人文社會

與自然科學的研究興趣。今

(102)年的院區開放參觀活動訂於10月19日(星期六)上

午9時開始舉行，歡迎媒體與各界來賓蒞臨指教，並請

多利用大眾運輸系統。

今年共規劃了超過220場精采活動，其中特別邀請

清華大學江安世博士主講「破解大腦」，並安排中央

研究院合唱團、四分溪合唱團、胡適國小弦樂團於晚

間7時演出「音緣季會--秋之聲」。此外還有「電腦學

習單」與「紀念章戳」集章活動，參與的民眾有機會

獲贈本院精心準備的紀念品。

本院亦規劃了涵蓋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

及社會科學等不同研究領域的活動，這些兼具知性與

感性、動態與靜態的活動，將帶領參觀民眾認識平日

不對外開放的各類先進儀器設備，瞭解最新的研究成

果，還可全家共享親子DIY與有獎益智徵答遊戲的樂

趣。詳細活動內容，歡迎至本院網站查詢，網址：

http://www.sinica.edu.tw/openhouse/2013/。

賀本院4位院士獲選TWAS新任院士、1
位研究員榮獲「TWAS獎」

成立於1983年的國際學術組織「世界科學院」

(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日前宣布，本院4位院士獲選為該院今年度新任

院士，以及另有4位台灣學者榮獲TWAS相關獎項之榮

譽。第24屆TWAS大會係於2013年10月1日至4日在阿根

廷布宜諾斯艾里斯召開。

依TWAS公佈之名單這4位院士依序為：本院分子

生物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鄭淑珍院士、細胞與個

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謝道時院士、環境

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劉紹臣院士、以及物理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李世昌院士。

TWAS獎(TWAS Prize)得主包括：本院分子生物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本院國際事務辦公室主任林淑端教

授(生物科學類)、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副主委暨國立

台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教授(化學科學類)、國立台灣大

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肝炎研究中心主任張美惠特聘教授

(醫學科學類)。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蔡政達副教授則以

40歲以下學術表現優異，獲頒2013年TWAS青年學者

(TWAS Young Affiliate)。

鄭淑珍院士獲選為結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院士。

鄭院士主要研究識別作為標記的主要蛋白質複合物激

活剪接體(activated spliceosome)、剪接體的化學靈活性

示範，以及剪接因子所需的的催化步驟(catalytic steps)

和剪接拆裝(spliceosome disassembly)鑑定並提供剪接體

在催化步驟重塑相關機制的研究。

謝道時院士也獲選為結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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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他在DNA拓撲異構酶(DNA topoisomerases)和染色動力學(chromatin dynamics)等領域有許多卓越的貢獻。他是

第一位從果蠅來識別、純化及表徵真核II型DNA拓撲異構酶的科學家。他在誘導DNA斷裂機理(induction of DNA 

breaks)方面的研究，為抗癌藥物提供了機制基礎。

劉紹臣院士獲選為天文學、太空和地球科學學門院士。劉院士在大氣化學，大氣污染和氣候變化作出重要

貢獻。他已發表高達160餘篇相關論文，被引用6500多次。以建立期刊影響指數為著名的「科學資訊中心」(The 

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在其高引用率的全球學者名單中(ISI Highly Cited)，劉院士是少數華籍地質

學家之一。

李世昌院士獲選為物理學學門院士。李院士帶領費米實驗室CDF實驗臺灣團隊發現頂夸克(the top quark)並在

ATLAS發現類似希格斯粒子(Higgs-like particle)，及藉由AMS在太空中精密測量正電子部分頻譜(positron fraction 

spectrum)。

榮獲頒授2013年TWAS生物科學獎的分生所特聘研究員林淑端博士，致力於以大腸桿菌為模式系統探討訊息

核醣核酸後轉錄調控的分子機制，尤其著重在深入探討並闡明多蛋白複合體調控訊息核醣核酸穩定度的功能。

獲頒2013年TWAS化學科學獎的台灣大學化學系牟中原教授研究為孔洞材料合成(the synthesis of mesoporous silica 

materials)，及將其應用於生物醫學方面。臺大醫學院肝炎中心主任張美惠特聘教授獲頒2013年TWAS醫學科學獎，

她致力於防止肝癌和B型肝炎疫苗之研究及推廣癌症預防疫苗的概念。

TWAS旨在協助發展中國家從事科學研究與開發應用，由90個國家1千多位院士所組成。當選該科學院院士或

獲獎，不僅代表學者個人的成就，更代表所屬國家對於各會員國家科學之持續關懷與付出。

參考網站：http://twas.ictp.it/mbrs/members-by-year/members-elected-2013

賀本院彭旭明副院長及賴明詔院士榮獲2013年總統科學獎
總統科學獎委員會於10月1日公布2013年總統科學獎得獎名單，其中本院彭旭明副院長及賴明詔院士分別獲此

殊榮，詳細訊息請參閱：http://www.president.gov.tw/Default.aspx?tabid=131&itemid=30871&rmid=514。

賀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黃顯貴研究員榮獲2013年「台法科技獎」
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黃顯貴研究員與法國巴黎第十三大學Olivier Bodini教授以及Cyril Banderier研究員組成的

研究團隊，榮獲2013年台法科技獎之「物理或數學之基礎及其應用科學領域」獎項。

台法科技獎是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與法國法蘭西學院(Institut de France)簽署雙邊協議，自1999年起，每年選

定一項獎項領域，頒發予一組共同致力科學合作研究之台法科學家，以表揚渠等對促進台法科技交流之貢獻，並

持續帶動更廣泛之合作。頒獎典禮將於2013年11月27日在法國巴黎舉辦。

人事動態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吳金洌奉核定兼任總辦事處處長，聘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

余慈顏先生奉核定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2013年11月1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統計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鄭清水，於2013年10月13日至24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

由陳君厚副所長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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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許聞廉，於2013年10月15日至22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

由高明達副所長代理。

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黃樹民，於2013年10月15日至20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由

張珣副所長代理。

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蔡明道，於2013年10月16日至29日赴美國及加拿大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

間，所務由邱繼輝副所長代理。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1期業已出版
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81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

錄論文四篇：

關詩佩〈翻譯政治及漢學知識的生產：威妥瑪與英國外交部的中國學生譯員計畫(1843-

1870)〉

楊　琰〈工部局主導下近代上海電力照明產業的發展，1882-1893〉

劉熙明〈國共內戰期間國軍的指揮權問題：南麻戰役的個案研究〉

陳耀煌〈社會主義進山村：閩西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革及其困境，1949-1965〉。

另收書評論文一篇、書評一篇。共2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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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業已出版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4本第3分業已出

版，本期共收錄論文4篇：

王承文〈 論唐宋嶺南南部沿海的雷神崇拜及其影響：以唐人房千里所撰《投荒雜錄》為

起點的考察〉

于志嘉〈幫丁聽繼：明代軍戶中餘丁角色的分化〉

王汎森〈《明夷待訪錄》〈題辭〉中的十二運〉

陳先松〈北洋海防經費收數考述 (1875-1894)〉。

連結網址：http://www2.ihp.sinica.edu.tw/publish2.php?TM=5&M=2&C=53。

102年院區開放科普演講
講　題：破解大腦

講　員：江安世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腦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主持人：本院彭旭明副院長

時　間：102年10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時30分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史語所舉行85周年所慶演講會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自民國17年創立迄今，已歷85年。特於10月22日所慶當日舉辦

學術演講會，邀請兩位前所長：杜正勝院士(史語所通信研究員)、王汎森院士(本院副院

長、史語所特聘研究員)進行專題演講。杜院士同時為2013年「傅斯年講座」主持人，此

次講題為講座系列〈古史研究與古代史學〉之第一場。歡迎蒞臨聽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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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2年10月22日(星期二)

主持人：黃進興所長

時　間：10：00－12：00

「2013傅斯年講座」第一場

主講人：杜正勝院士

講　題：從古學復興到古史新研

時　間：14：30－16：30 

主講人：王汎森院士

講　題：從哲學史到思想史─胡適學術觀點的轉變

地　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七樓704會議室

「臺灣：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的經驗與理論」研討會 
時　　間：102年10月25日(星期五)9:20-18:00

地　　點：本院社會所802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社會所「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

參考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ios/?msgNo=201310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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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0-9:20 報到

9:20-9:30 開幕式
召集人報告  蕭阿勤
開幕致詞  本院社會所  蕭新煌所長

9:30-10:50 第一場 張茂桂

吳叡人
三個祖國：戰後初期臺灣國家認同的競爭與形成，
1945-1949 許雪姬

蕭阿勤
革命樂觀主義到臺灣：後殖民社會的文學與文化論
爭，1947-1949 黃崇憲

11:10-12:30 第二場 姚人多
湯志傑

多重結構匯聚下革新保台霸權的形成︰民族主義如
何從圭臬變成難言之隱

姚人多

黃庭康 反思國家與教育：戰後臺灣僑生政策的個案 蘇峰山

13:40-15:30 第三場 趙彥寧

王甫昌
由「地域意識」到「族群意識」：重探臺灣族群意
識之內涵與緣起

許維德

林開世 從頭人家系到斯卡羅族：重新出土的族群？ 黃宣衛

蔡友月
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的興起：基因科學、原住民DNA
與臺灣人的多元起源

陳嘉新

15:50-17:10 第四場 李丁讚
汪宏倫 當代中國民族主義中的「歷史認識」問題 吳介民

范雲 新機會與新限制：2000年之後的國家與社會運動 林國明

17:20-18:00 綜合討論暨閉幕式

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Christoph Gradmann教授【來臺系列專題演講】
主講人：Christoph Gradmann教授 (Institute of Health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Oslo)

◎場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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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題：Of Men and Cattle: Robert Koch, Tropical Medicine and Epidemiology.

時　　間：102年10月25日(星期五) 14:30-16:30

地　　點：本院史語所研究大樓七樓701會議室

◎場次二

講　　題：Sensitive Matter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 and Antibiotic Resistance Testing 1945-1975.

時　　間：102年10月30日(星期三) 12:30-14:30

地　　點：國立陽明大學人社中心大樓人社201室

主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本院史語所生命醫療史研究室、醫學的物質文化計畫

協辦單位：國立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儒學的理論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會議時間：2013年10月28-29日(星期一、二)

會議地點：本院人文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中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協會、本院文哲所

協辦單位：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

指導單位：內政部、文化部、行政院陸委會、臺北市政府

*請於本院文哲所首頁報名，報名截止日為10月23日。

聯  絡  人：陳亮孜

聯絡電話：(02)2789-5715

聯絡地址：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

電子郵件：chenlt@gate.sinica.edu.tw

10月份知識饗宴「越過西藏到伊朗，沿著絲路搞地質」
主講人：鍾孫霖教授 (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主持人：彭旭明副院長

時　間：2013年10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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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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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參加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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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與國族主義：現代性的規範涵蘊」學術研討會

本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謹訂於2013年11月14至15日舉辦「民主與國族主義：現代性的規範涵

蘊」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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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此誠摯邀請蒞臨與會！並請協助宣傳，謝謝您。

時　　間：2013年11月14日(星期四)至11月15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中庭第2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人社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活動資訊：http://www.rchss.sinica.edu.tw/politics/main.php

報名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onf/201311141115 (線上報名)

1.  敬請於11月4日(星期一)下午五點前線上填覆報名表完成報名，以便資料與餐點準備。

2.  歡迎相關領域之學生、學者及各界人士報名參加。為維持會議議事正常運作，主辦單

位保有審查報名資格及更改議程之權利。並於會前一週至網站上公告報名通過名單。

恕不開放旁聽，謝謝。

3.  報名成功者如故無法出席，敬請於11月6日(星期四)下午四點前告知，謝謝。無故缺席達兩次者，日後恕不接受

報名，亦不接受索取會議資料，敬請見諒。

 ※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聯絡助理：吳添成先生

聯絡地址：11529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28號B109室

聯絡電話：(02)2789-8136

電子信箱：politics@ssp.sinica.edu.tw; fbiwu@gate.sinica.edu.tw

第二十三屆歷史研習營：「歷史、記憶、遺忘」

主辦單位：本院史語所

日　　期：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至26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本院史語所

報名資格：歷史學或相關系所大三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

報名方式：一律採E-mail報名，請上研習營網站下載報名表

截止日期：2013年10月31日(星期四)

活動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ihpcamp

電子信箱：ihpcamp@gate.sinica.edu.tw

聯  絡  人：陳小姐

電　　話：(02)2782-9555轉286

公布欄

「鑿破鴻蒙」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年特展

董作賓(1895-1963)是甲骨文發掘和研究的一代宗師。為了紀念董作賓逝世五十周

年，歷史文物陳列館特舉辦「鑿破鴻蒙」特展，見證董先生的學術成就和藝術造詣。

本特展主要內容有：

一、 甲骨主題展：1942年冬第三次全國美展在重慶舉行，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所長指

派董作賓選五十件出土甲骨參展。我們把這五十件甲骨「移地」在臺北史語所重

現。

二、 文書檔案展：選擇「重慶美展」公文書，以及董先生進行甲骨發掘和整理研究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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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信、檔案。

三、書法篆刻展：以董作賓生前知交為主軸，展示董先生甲骨書法作品約四十件。

四、 常用印展：展示董先生常用印章，有曾紹杰、臺靜農等人刻贈，也有董先生刻自用印。

五、文房用品展：展示董先生所用硯臺、筆洗等文房用品。

展期：2013年10月16日∼2014年3月29日，每星期三及星期六 09:30-16:30 

開幕：2013年11月23日(星期六)

地點：本院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網址：http://museum.sinica.edu.tw/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畫資料開放1則：

計 畫 名 稱 轉型與全球化中的地方社會發展：捷克與斯洛伐克個案的社會學研究

計 畫 主 持 人 張家銘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283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資料整理報告與研究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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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0/17(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校區) 

朱智瑋教授 
(交通大學)

Multiscale Simulation for 
Mechanisitc Understanding of 
Biomolecular Systems: Cellulases 
in Cellulose Decomposition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10/18(五) 14:00 天文所R1203天文
數學館(臺大校區)

Dr. Gil Holder
(McGill Univ.,Canada)

The Evolution of Star-Forming 
Cores in Molecular Clouds: Using 
Theoretical Models to Inform the 
Observations

 

10/18(五) 15:00 數學所演講廳(6樓)
(臺大校區)

沈俊嚴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Recent progress on some topics 
in additive combinatorics  

10/21(一) 10:30 統計所2F交誼廳 Dr. Jeremy C. Simpson
(愛爾蘭都柏林大學)

Genome-wide Quantitative 
Imaging of Membrane Traffic 
Pathways in Mammalian Cells 

 

10/21(一) 14:10 數學所617研討室 
(臺大校區)

Dr. Raoul Normand 
(Academia Sinica)

Migration under constraints (I): 
model and discrete computations  

10/23(三) 10:30 統計所2F交誼廳 Dr. Dong Wan Shin 
(Ewha Univ., Korea)

Infinite-order Long Memory 
Heterogeneous Autoregressive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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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10/25(五) 14: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Dr. Sergei Artemov 
(紐約市立大學)

Brouwer-Heyting-Kolmogorov 
provability semantics

廖純中
研究員

10/25(五) 16: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Dr. Elena Nogina 
(紐約市立大學)

Reflection principles involving 
provability and explicit proofs

廖純中
研究員

10/28(一) 10:30 統計所2F交誼廳 陳婉淑教授 
(逢甲大學)

A New Bayesian Unit Root Test 
in Nonlinear Heteroskedastic 
Models 

 

10/28(一) 14:10 數學所617研討室 
(臺大校區)

Dr. Raoul Normand 
(英國多倫多大學)

Migration under constraints (II): 
passing to the limit  

10/30(三) 14:00 天文所R1203天文
數學館(臺大校區)

Dr. Chris Linttot
(英國牛津大學)

The Shape of Galaxy Evolution - 
Morphology in the Age of Galaxy 
Zoo

 

10/31(四)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臺大校區)

班榮超教授 
(東華大學)

Hausdorff and Minkowski 
Dimensions of Symbolic Spaces 
under (J,M)-Decimation

 

10/31(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Sanshiro Komyia 
(東京農工大學)

Synthesis, Reaction, and 
Catalysis of Heterodinulcear 
Organotransition Metal 
Complexes

劉陵崗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0/21(一) 10:30 農科大樓
A134演講廳

Ms. Miranda Loney 
(處長辦公室)

Linguistic concepts and common-
sense strategies for success in 
scientific writing and publishing

楊文欽
副研究員

10/21(一) 15:00 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Andrea Leibfried 
(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

The Editorial Process @ The 
EMBO Journal 

吳素幸
研究員

10/22(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Philip N. Benfey 
(Duke Univ., USA)

A Systems Approach to Improved 
Root Traits (Frontier Seminar)

蔡宜芳
研究員

10/23(三)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Paul Modrich 
(Duke Univ., USA)

Mechanisms in DNA Mismatch 
Repair

謝道時
特聘研究員

10/24(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蘇慶華教授
(Taipei Medical Univ.)

Obligate Diploid no more: 
Candida Albicans Haploid 
Isolates

王廷方
研究員

10/28(一) 10:30 農科大樓
A134演講廳

Dr. Patrick S. Schnable  
(Iowa State Univ., USA)

NGS-enabled Research 
Tools with Examples from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ross-
validation of Kernel Row 
Number-associated SNPs from 
Maize

徐麗芬
研究員

10/28(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Toshiyuki Fukada 
(日本大阪大學)

Zinc Signal: A New Regulatory 
System by Zinc ion Controlling 
Health and Disease 

孟子青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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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10/30(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Alexander F. Schier 
(Harvard Univ., USA)

Morphogen Gradients: From 
Establishment of Interpretation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10/31(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Alexander F. Schier 
(Harvard Univ., USA)

Dynamic Chromatin during 
Pluripotency and Organogenesis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0/17(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中型會議室

吳啟訥助研究員
(近史所)

鼓吹革命與爭取正統─以《義
勇軍進行曲》和《三大紀律八
項注意》為例

 

10/18(五) 10:00 人社心B202會議室 吳龍雲教授
(國立師範大學)

二戰前馬來亞商聯會的成立與
會務

10/18(五) 10:00 法律所第1會議室 孫皓琛教授
(香港大學)

共同生活在文明世界─奢侈品
牌企業與消費者如何履行對窮
人的倫理責任

10/18(五) 10:30 史語所703會議室 康培德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VOC遇見福爾摩沙原住民：區
域比較

 

10/18(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陳恭平特聘研究員(人社中心)

Access Pricing and 
Interconnection: A Selective 
Survey II

 

10/21(一) 14:3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簡旭伸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大腳如何穿小鞋：從昆山看中
國小縣城之轉型與升級

 

10/21(一)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林南教授
(社會所)

Participation in Home Owners 
Associations in China: from 
Social Capital to Civil Capital

陳志柔
副研究員

10/22(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簡資修副研究員
(法律所) 為何過失行為僅賠償不刑罰  

10/23(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周淑琴女士
(民族所訪問研究者)

排灣族牡丹部落的水稻文化：
從繪本「水世界下的故事」談
起

 

10/23(三) 15:00 法律所第1會議室 孫皓琛教授
(香港大學)

共同生活在文明世界-奢侈品牌
企業與消費者如何履行對窮人
的倫理責任

 

10/24(四)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Dr. Mark S. Schneider
(American  Institute for 
Research)

Education Databases: Are They 
For 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r Informing Consumers? 

章英華 
研究員

10/25(五) 14:30 史語所701會議室 Dr. Christoph Gradmann 
(挪威奧斯陸大學)

Of Men and Cattle: Robert 
Koch, Tropical Medicine and 
Epidem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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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10/28(一) 15: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劉源教授
(中國社會科學院)

從近出古文字新材料看殷周制
度沿革

李宗焜 
研究員

10/29(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蔣惠嶺先生
(大陸訪問學人)

中國大陸司法改革的現狀與未
來

 

10/29(二) 14:30 歐美所1樓會議室 Dr. Stein Tønnesson 
(挪威奧斯陸大學)

The South China Sea: Maritime 
Disputes,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10/31(四) 14:30 史語所7樓703室 許凱翔先生
(國立清華大學)

遇仙與尋藥─宋代成都玉局觀
的藥市

李尚仁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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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