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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李宗焜研究員編著
《甲骨文字編》套書，榮獲中國第28屆
「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一等獎

「全國優秀古籍圖書

獎」由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

和古籍出版工作委員會設

立，是中國唯一的古籍專業

圖書獎，屬古籍專業出版權

威獎項。第28屆評選會針對
申報的187種古籍圖書進行評
選，共評出一等獎29個、二
等獎39個、榮譽獎1個及通俗讀物獎10個。

本院史語所李宗焜研究員之《甲骨文字編》，共

4巨冊，2012年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甲骨文字是甲
骨學和漢字學研究重要的一環，《甲骨文字編》則是

總結最新研究成果，收集資料最全面的一部甲骨文字

集大成之作。本書收錄截至2010年底所見的全部殷墟
甲骨文字，以原形、原大精確摹寫；全書摹錄甲骨字

形46,635文，使各字的重要異體略無遺漏。並以自然
分類法分門別類建立部首，使甲骨文字依其類別得其

歸屬。每一單字標示其出處和時代；又按時代先後詳

加編排，使每個字的時代風格和字體演變，在字表中

一目了然。全書收錄甲骨文單字4378號，它回答了甲
骨學和漢字學上一個很重要卻長期無法解決的問題，

即：甲骨有多少單字？本書精確舉證回答了甲骨文單

字總數的問題，解決了百餘年來爭論不止的懸案。這

些甲骨單字中，基本可認識的約佔38%，與今字能對
應的，約佔三成。

人事動態

劉石吉先生奉核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兼任

研究員，聘期自2013年12月1日起。

學術活動

歷史文物陳列館第二次通俗演講

講　　題：董作賓與甲骨、書法

主  講  者： 李宗焜研究員(本院史語所／兼文物陳列館

主任)

時　　間：102年12月21日(星期六)下午2時

地　　點：本院史語所文物館B1演講廳

主辦單位：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演講無需報名，歡迎自由參加。

※ 現職編制內公務人員可申請2小時學習時數認證，簽

到時請登記身分證字號。

金融與風險管理講座暨實務演講

本活動由香港中文大學

統計系陳毅恆講座教授及王

海嬰教授擔任學術講座，並

邀請元大金控林則棻風控長

及新光金控儲蓉風控長擔任

實務演講講員，分享珍貴的

研究及實務經驗。誠摯地邀

請您與會，冀望透過您的參

與達到促進學界、業界交流

以及共創合作契機的目的。

時　　間：102年12月27至28日(星期五至六)

地　　點：本院人文館第2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報名截止期限：102年12月20日

活動網址：http://www3.stat.sinica.edu.tw/2013ssfrm/

聯  絡  人： 統計所林晏如小姐 ( 0 2 ) 6 6 1 4 - 5 6 2 1、

lseries@stat.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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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播」國際學術研討會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Books, Knowledge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Transmission
時　　間：102年12月12至13日(星期四至五)上午9時

地　　點：國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臺北市中山南路20號)

主辦單位：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議　　程： 

12月12日(週四)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發　　表　　人

開幕式
09:30-10:30

主席致詞：曾淑賢館長(國家圖書館)
　　　　　胡曉真所長(本院文哲所)
專題演講：李歐梵教授
　　　　　全球化下的知識轉型和圖書的意義

第一場 
10:50-12 :20

柯慶明教授
(臺灣大學)

接受與排斥─唐朝時期漢籍的西域流布／  
榮新江教授(北京大學)

從《甘棠集》與《桂苑筆耕集》論唐代晚期的文化及其影響／  
陸　揚教授(北京大學)

日本禪宗寺院之宋明伽藍神／  
二階堂善弘教授(日本關西大學)

第二場 
13:40-15:10

吳哲夫教授
(淡江大學)

文獻處理與資料流失／
黃沛榮教授(中國文化大學)

地獄版權─葉德輝印經因緣考／
劉苑如研究員(本院文哲所)

《忠經》小傳：一卷書的生命簡史／
劉瓊云研究員(本院文哲所)

第三場 
15:30-17:00

嚴志雄研究員
(本院文哲所)

中西會通再探─明末耶穌會著譯對中國文化的影響／
李奭學研究員(本院文哲所)

Book Space and Historical Memory: Reading The Peach Blossom Fan／  
凌筱嶠助理教授(美國亞歷桑納州立大學)

Editions and Printings of Yangzhou huafang lu 揚州畫舫錄／
包　捷副教授(捷克帕拉斯基(Palacký)大學)

12月13日(週五)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發　　表　　人

第四場 
09:00-10:30

古偉瀛教授
(臺灣大學)

18∼19世紀西方的《道德經》翻譯初探／  
潘鳳娟副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學系)
承繼與新詮：《古新聖經》的解經之道／ 
鄭海娟博士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院)
銅鑑以鑑吾形，書鑑以鑑吾心： 
《勵脩一鑑》與《炤迷四鏡》中「鏡」的文學與宗教意義／  
林熙強博士後研究員(本院文哲所)

第五場 
10:50-12:20

李奭學研究員
(本院文哲所)

越南古學院所藏中國漢籍的來源與去向／  
陳益源教授(成功大學)
好奇領異與八紘之思─明清文人的西南書寫／
胡曉真研究員兼所長(本院文哲所)
女書傳記書寫的歷史意涵與當代困境／ 
劉斐玟副研究員(本院民族所)

第六場 
13:40-15:10

林玫儀研究員
(本院文哲所)

明清東亞書籍環流與朝鮮女性詩文／
張伯偉教授(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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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發　　表　　人

第六場 
13:40-15:10

林玫儀研究員
(本院文哲所)

明清之際詩人徐波其人其詩／
嚴志雄研究員(本院文哲所)
晚清文化界對於David Livingstone與非洲探勘記的接受與傳播／  
顏健富助理教授(清華大學)

15:30-15:50     閉幕式
15:50-17:00     參觀國家圖書館善本書室

主辦單位：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

參考網址：http://books80.ncl.edu.tw/index.html

第一屆「永續發展與環境法治」學術研討會

時　　間：102年12月20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人文館北棟3樓第1會議室

主辦單位：本院法律學研究所

聯  絡  人：葉忠誠先生(02-26525447)

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講題

9:00-9:05 歡迎致詞 林子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本院法律所)

9:05-9:15 貴賓致詞 劉兆漢院士(中央研究院)

9:15-10:15 主題演說
Michael Bothe名譽
法學教授
(德國法蘭克福大學)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Resources,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and 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10:15-10:35 第一場
葉俊榮教授 
(臺灣大學)

王冠雄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 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之檢視

宋承恩博士候選人
(英國牛津大學)

不確定中的永續發展：以海洋漁業
資源之養護與管理為例

13:30-14:50 第二場
羅昌發大法官
(司法院)

施文真教授
(政治大學) 綜觀動物福利法制與WTO法規範

吳建輝助研究員
(本院歐美所) 能源補貼與WTO法規範

15:10-16:30 第三場
洪德欽研究員
(本院歐美所)

劉如慧助理教授
(臺北大學)

歐盟「化學品註冊、評估、授權暨
限制(REACH)」規章之探討與借鏡

劉淑範副研究員
(本院法律所)

歐盟及德國「環境管理暨稽核系
統」法制之探剖與借鏡：以「環境
鑑定師」制度為軸心

時間：102年12月21日(星期六)

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講題

9:10-10:30 第四場
陳春生大法官
(司法院)

蔡宗珍教授
(臺灣大學)

保護義務、風險預防、責任同擔－
德國環境憲法的樞紐概念

陳靜慧助理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永續發展在德國法制中的建構與實
踐－以都市計畫法制為例

10:50-12:10 第五場
文魯彬理事
(環境法律人協會)

陳仲嶙副教授      
(清華大學)

美國的荒野法：思維、規範及其提
供的啟示

黃丞儀助研究員      
(本院法律所)

福祉、永續發展與民主治理：以美
國永續政策的管制框架為範圍

13:30-14:50 第六場
劉宗德教授 
(政治大學)

王萱琳副教授      
(中國文化大學)

永續發展於日本環境影響評價法之
實踐

賴宇松助理教授        
(東華大學)

從永續發展原則論日本福島事件後
能源政策之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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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主持人 發表人 講題

15:10-16:00 第七場
林子儀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本院法律所)

李建良研究員        
(本院法律所)

永續環境與有限政府：永續發展的
民主課題

16:00-17:00 綜合討論
林子儀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本院法律所)

與談人：
王冠雄、吳建輝、劉淑範、陳靜慧、黃丞儀
賴宇松、李建良

公布欄

103年度第1梯次「博士後研究人員申請」核定通過名單
數理科學組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數學研究所：諾曼德    物理研究所：溫昱傑

地球科學研究所：亞歷山卓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隋培倫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數學研究所：陳建和

物理研究所：黃柏倫、張維哲、王民良

化學研究所：陳文清、鍾雨潔、洪偉毅、穆罕哈薩、吳欣怡

資訊科學研究所：白明弘、黃柏鈞、吳牧恩、許懷中、卓奕宏、蔡明憲

統計科學研究所：楊雅芳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林彥谷、王咨富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趙明輝、謝葵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陳奕平、夏志豪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魏家博

備取名單：

備取(1)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王國松  備取(2) 統計科學研究所：潘君豪

備取(3)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吳澍涵  備取(4)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林 沛

備取(5) 化學研究所：江肇偉   備取(6)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米斯恩

備取(7) 化學研究所：巴布   備取(8) 資訊科學研究所：廖燕華

備取(9) 物理研究所：張純綾

生命科學組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柯泰名   分子生物研究所：翁瑞霞

基因體研究中心：劉祐禎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涂轶、蔡皇龍、桑達、詹文慶

生物化學研究所：張蘭頤、唐弘文、薛光隆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涂起強、張靜文、林螢美、林晴雯、陳恒立

分子生物研究所：張家榮、武蓮絲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劉文裕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尹書翊、王瑛、劉祥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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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卓欣樺、馬登、林煥彰、楊超宇、江明峰、賴盈宏

備取名單：

備取(1)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葉弘銘  備取(2)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孫承溥

備取(3)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拿格拉  備取(4)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王意維

備取(5) 分子生物研究所：朱韋臣  備取(6)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羅韻華

備取(7) 分子生物研究所：饒安麗

備取(8)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THIRUPATHI, KARUPPANA PANDIAN

備取(9) 基因體研究中心：林俊宇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中央研究院博士後研究學者：

民族學研究所：黄菲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陳建隆

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

歷史語言研究所：裴玄錚、郭忠豪、吳靜芳

民族學研究所：羅永清

近代史研究所：杜娟华、王超然

經濟研究所：顏扶昌

歐美研究所：蔡柏貞、陳鴻鈞

中國文哲研究所：商海鋒、蕭涵珍

台灣史研究所：李進億、吳傑弘、鄭麗榕

社會學研究所：梁秋虹、洪意凌

語言學研究所：陳凱芸、徐峻賢、張宇衛

政治學研究所：李佳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其享、沈佳珊

法律學研究所：倪致仁

備取名單：

備取(1) 中國文哲研究所：李東峰  備取(2) 歐美研究所：鄭如玉

備取(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許峰源  備取(4) 台灣史研究所：楊秀菁

備取(5) 近代史研究所：秦先玉   備取(6) 台灣史研究所：林瓊華

備取(7) 社會學研究所：林文旭   備取(8)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青蓉

指定備取名單

史語所指定備取：該所正取之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未報到始可依序遞補

備取(1)：張惟捷     備取(2)：張繼瑩 

備取(3)：謝銀玲

民族指定備取：該所正取之一般博士後研究學者未報到始可依序遞補

備取(1)：曾薰慧   備取(2)：劉子愷

本院103年度「國際研究生學程(TIGP)」開始受理申請
本院103年度「國際研究生學程(TIGP)」即日起至103年3月31日受理申請，有關「國

際研究生學程(TIGP)」之各項資訊和報名方式請參考TIGP網站http://tigp.sinica.edu.tw/

applying.html。請利用線上報名系統報名，網址: http://db1x.sinica.edu.tw/tigp/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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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耶誕禮讚─「南港仔庄」四校聯合展演

時　　間：102年12月20日(星期五)晚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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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立誠正國民中學、臺北市南港區胡適國民小學、臺北市南港區南港國

民小學、新北市汐止區白雲國民小學

備　　註：免費入場，無需索票。

內容說明：

「南港仔庄」原為南港區的舊地名，此地凝聚了一群熱愛音樂的孩子。本次特別邀

請鄰近本院之「誠正國中管樂團」、「胡適國小節奏樂團與新月鼓令團」、「南港國小

弦樂團與民族舞蹈團」，以及「白雲國小國樂團與森巴鼓隊」共同演出，展現他們對於

學習音樂與表演活動的熱情，希望透過多元而豐富的演出，帶給來賓溫馨的耶誕祝福！

手澤貽芬─傅斯年圖書館珍藏稿本特展

展　　期：103年1月4日至4月30日

展　　區：202室珍藏圖書區

稿本是指著作的底本，包含撰者自己鈔寫、請人謄錄、自己或他人校訂、校樣待刊

等。本次展覽主題為傅斯年圖書館藏稿本，精選清人經、史、子、集著述稿本34種，部

分與後來的刊行本併列展示，呈現稿本、刊本之差異。

展件中《大學注》、《中庸注》、《遜齋易義通考》、《鏡幻編》、《黃帝內經素

問校議》、《柳西叢談》、《畹香僊館遣愁編詩集》、《雙忽雷閣彙訂全本曲譜》等書

均未見他館著錄收藏，亦無刊本流傳，實為珍稀難得的典籍。

此外，所選稿本函括撰者於不同階段的訂本，有初稿本，仍保有原稿風貌，如《廣

雅疏證》、《尚書誼詁》、《明史列傳稿》、《大觀錄》、《思益堂日札》等；也有刊行前的校訂底本，如《

亭集》一書，撰者因避諱清咸豐二年「定王息肩圖」一案，於刊行時刪落十餘首題詩，而稿本保存這些詩篇，

有助於此事件的研究，極具史料價值。

主辦單位：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列館

地　　址：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二段130號

電　　話：(02)2652-3180

網　　址：http://museum.sinica.edu.tw/

電子信箱：museum@asihp.net

本院人社中心轄下之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行政院主計總處『101年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資料開放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配合社會經濟發展情勢及人力決策之需要，定期蒐集具有前瞻性及政策性資料，並充實按

月受雇員工薪資調查之不足，爰於民國80年10月創辦事業人力僱用狀況調查。本調查辦理初期(民國80年10月至84

年4月)為每半年辦理乙次，採工業及服務業二部門輪流辦理，自85年以後改為按年辦理(88年因囿於經費停辦)，且

調查範圍擴大至工業及服務業全體。

本調查之基本問項大致可分為二部分：(一)各職類短缺員工概況及僱用條件(二)人員過剩及解決措施，同時並

歷次辦理時，配合當時社經狀況及政策需要進行機動問項調整設計，歷次規劃項目大致包括外籍員工僱用情形、

未來人員需求計畫、中高齡勞工僱用意願、部分時間僱用情形等。

調查對象為台灣地區工業及服務業之公民營企業場所單位，按各細行業採「截略分層隨機抽樣法」，其中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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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事業、加工出口區與科學園區內之廠商為全查樣本，非全查層樣本採不等機率抽樣法，惟為減輕廠家每年連續

填表之負擔，除全查樣本外，採每年輪換之原則。採郵寄通信調查為主，網際網路填報為輔並以電話聯繫催詢追

蹤，共完成9,481案。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過錄編碼簿、原始數據資料檔、SAS程式檔、SPSS系統檔、STATA

系統檔。

資料下載申請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24。

行政院主計總處『101年家庭收支調查』資料開放

家庭收支調查始於民國五十三年，每兩年調查一次，但從民國五十九年起，改為每年調查一次，目前由行政

院主計總處及新北市、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等直轄市政府主計處分別按年辦理。

該調查主要調查對象為居住於臺灣地區內具有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及其所組成之家庭，其調查統計單位為

「戶」及「個人」，抽樣方法採分層二段隨機抽樣法，以縣市為副母體，第一段抽樣單位為村里，第二段抽樣單

位為戶，臺灣地區總戶數中約抽出千分之二為樣本戶，計15,858戶。此調查項目包括：家庭戶口組成、家庭設備、

住宅概況、所得收支及消費支出等。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格式說明、ASCII資料檔、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SAS欄位定義

程式及過錄編碼簿。

資料下載申請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18。

行政院主計總處『100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資料開放

行政院主計總處為蒐集事業單位受僱員工各項詳細資料，以供人力規劃與施政參考。自民國64年起，每年年

初舉辦「臺灣地區受僱員工動向及概況調查」，惟調查之行業範圍僅限於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水電燃氣

業、營造業與運輸倉儲及通信業等5大行業。迨76年起，鑑於服務業日趨重要，且為配合行政院加強服務業統計之

政策，增查批發零售及餐飲業、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社會服務業及個人服務業等 3 大行業，並將調查

名稱簡稱為「受僱員工動向調查」。

82 年起，將金融保險不動產業、工商服務業由金融保險不動產及工商服務業中分離出來，使調查行業範圍擴

增為9大行業；惟84年、85年因囿於經費停辦兩年，並於86年賡續恢復辦理。之後配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修

正時程修訂調查行業，目前依據第8次修訂「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調查礦業及土石採取業、製造業、電力及

燃氣供應業、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營造業、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資訊及通訊傳播

業、金融及保險業、不動產業、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支援服務業、教育服務業(僅含短期補習班及汽車駕駛訓

練班)、醫療保健服務業、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其他服務業等 17大行業。

100年受僱員工動向調查之主要項目分為一般概況、貴單位100年內全年受僱員工進退概況、當年內全年退休

(含優惠退休)之受僱員工概況、年底在職員工概況、非薪資報酬支付狀況、當年內有無調整經常性薪資、當年年底

員工之計薪方式、101年二月底受僱員工人數及空缺統計。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原始資料檔、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SAS欄位定義程式、過錄編碼簿及資料使

用說明。

資料下載申請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22。

交通部觀光局『民國101年來臺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資料開放

交通部觀光局為瞭解101年來臺旅客旅遊動機、動向、消費情形、觀感及意見，以供相關單位研擬國際觀光

宣傳與行銷策略、提昇國內觀光服務品質與國際旅遊觀光競爭力之參考，並作為估算觀光外匯收入之依據，特辦

理「101年來臺旅客消費及動向調查」，分別在臺灣桃園國際機場、高雄國際機場及臺北松山機場現場訪問離境旅

客。

本調查對象為10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入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含大陸旅客，不含過境之外籍與華僑旅客)，採

用「配額抽樣法」抽樣，取樣時盡量符合作業標準及樣本特徵之控制，以達隨機性及樣本代表性。本調查101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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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樣本數為6,015人。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SAS欄位定義程式、SPSS資料檔、STATA資料檔。

資料下載申請網址：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0。

計畫資料開放2則：

計 畫 名 稱 家庭溝通型態對青少年菸酒檳榔健康素養之影響

計 畫 主 持 人 蔡鶯鶯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慈濟大學傳播學系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291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過錄編碼簿、與研究報告書。

計 畫 名 稱 目的地品牌個性、自我形象一致性與目的地選擇之研究：以休閒農場為例

計 畫 主 持 人 劉瓊如

計 畫 執 行 單 位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環境暨觀光遊憩研究所

連 結 網 址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307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過錄編碼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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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2(四)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林柏亨博士研究員 
(加州理工學院)

單分子磁鐵：新一代高密度儲
存元件 

江明錫
教授                                                  

12/12(四) 14: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張傳雄教授 
(陽明大學)

Reverse Engineering of Genome 
Organization for Genome Design

12/12(四)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臺大院區)

許世壁教授 
(清華大學)

Mathematical Models for the 
Competition of Phytoplankton 
Species for Nutrient and Light in 
a Water Column

 

12/12(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iroyuki Kusama 
(Tokyo Inst. of 
Technology, Japan)

Photochemically Promoted 
Intermolecular Coupling 
Reactions of Acylsilanes Under 
Transition Metal-Free Conditions 

周大新
研究員                                                  

12/13(五) 10:00 資創中心122演講廳 Dr. Wendy Hall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

Web Science: Research,Education 
and Diversity

12/16(一) 12:00 天文數學館的
R1203(臺大院區)

Dr. Megan Schwamb
(天文所)

Planet Hunters: Searching for 
Exoplanets with 500,000 Eyes  

12/16(一) 14:00 物理所5樓
第1會議室

鄭上游教授
(Nanyang Technology 
Univ., Singapore)

Dynamic Early Spreading of 
HUVECs on Micropost Coated 
with Fibronectin and Collagen I 

林耿慧
副研究員

12/18(三) 10:3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許承瑜教授 
(Univ. of California, USA)

Semantic Computing and 
Applications

陳文村
特聘研究員

12/18(三) 15:00 數學所722研討室
(臺大院區)

Dr. Ravi P. Agarwal 
(Texas A& M Uni.-
Kingsville)

Conjugate Boundary Valu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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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12/19(四) 10:00 資創中心122演講廳
何清田博士 
(IBM Almaden Research 
Center)

Scalable Text, Entity, and 
Predictive Analytics on the Cloud

黃彥男
研究員

12/19(四) 14:00 資訊所新館
106演講廳

莊樹諄研究員
(基因體中心)

Bioinformatics Studies in 
Comparative & Evolutionary 
Genomics/Transcriptomics

12/19(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Shin Takemoto
(Osaka Prefecture Univ., 
Japan)

Dinuclear Ruthenium Complexes 
for Bimetallic Reaction Sites 

呂光烈
研究員                                                  

12/23(一) 12:00 天文數學館R1203
(臺大院區)

Dr. Hung-Yi Pu
(天文所) Black Hole Shadow  

12/23(一) 16:00 數學所617研討室
(臺大院區)

江孟蓉教授
(成功大學) Non-Fillable Contact Structures  

生　　　命　　　科　　　學　　　組

12/16(一) 10:30 農科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Dr. Sheng Luan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The CBL-CIPK Calcium 
Signaling Network in Plants

邱子珍
研究員

12/16(一) 11:00 生化究所114室
Dr. Ching-Shih Chen
(The Ohio State Univ., 
USA)

Targeting Phenotypic Adaptation 
of Cancer Cells to Tumor 
Microenvironme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12/16(一) 11:00 生醫所B1B演講廳 鍾芷萍助理教授
(陽明大學醫學院)

Jugular Venous Reflux and 
Cerebral Venous Insufficiency 

陳儀莊
研究員

12/17(二) 11:00 生醫所B1B演講廳
Dr. Shi-Bing Yang
(Howard Hugh Medical 
Inst., USA)

Regulation of Energy 
Homeostasis by Hypothalamic 
KATP Channels 

李小媛
特聘研究員

12/17(二) 11:00 基因體中心
1樓演講廳

Dr. Todd L. Lowary
(加拿大亞伯達大學)

Mycobacterial Glycan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Novel 
Tuberculosis Biomarkers 

洪上程
特聘研究員

12/18(三) 10:30 農科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Dr. Shu-Yi Yang
(Univ. of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Non-redundant Control of 
Rice Arbuscular Mycorrhizal 
Symbiosis by two Phosphate 
Transporters

邱子珍
研究員

12/18(三)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Gordon J. Fishell
(New York Univ. School 
of Medicine)

 Cortical Interneurons: Creation, 
Wiring and Disease

周雅惠
助研究員

12/19(四) 11:00 細生所2樓會議室
Dr. Bi-Chang Chen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 USA)

Coherent Structured Light Sheet 
Microscopy Toward 5D Live 
Fluorescence Imaging

游宏祥
助研究員

12/19(四) 15:00 農科大樓A134會議
室

Dr. Catherine Curie 
(Research director CNRS, 
BPMP Montpellier, 
France)

How Do Plants Handle the 
Essential Metals Fe and Mn? 

施臥虎
研究員

12/23(一) 10:30 農科大樓1樓A133
會議室

周帛暄博士
(慈濟大學生命科學系)

異位表現台灣百合花器形成基
因對花器結構與開花時間的影
響

林崇熙
研究副技師

12/24(二) 10:30 生醫所B1B演講廳
陳摘文博士
(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
究所)

Visualizing Memory for Future 
Action Using GCaMP6

陳志成
副研究員

12/24(二) 11:00 分生所1樓大禮堂
Dr. Maitreya Dunham
(Univ. Washington-Seattle, 
USA)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DNA Copy Number Changes in 
Yeast

呂俊毅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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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二) 11:20 生醫所B1B演講廳
林貝容博士
(美國霍華德休斯醫學研
究所)

Intracellular Events of 
Hippocampal Neurons During 
Spatial Exploration

陳志成
副研究員

12/25(三)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Takashi Kurahashi 
(Osaka University, Japan)

Potent Inhibition of Olfactory 
Transduction Channel by Natural 
Compounds May Degrade the 
Quality of Foods and Beverages

周雅惠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2/12(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
型會議室

洪秋芬助理研究員
(近史所)

戰時體制下台灣婦女「出頭
天」(1937-1945)

12/13(五) 14:00 法律所第1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9樓)

Dr. Kenji Yoshino
(美國紐約大學) The City and the Poet  

12/13(五) 14:00
集思臺大會議中心
蘇格拉底廳
(臺大院區)

Dr. Albie Sachs
(美國耶魯大學) 轉型正義與民主的和解  

12/13(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人文館南棟)

李守義教授
(陽明大學)

Transformation of a Government 
Agency: How the VA Health 
Administration Remade Itself?

林宗弘
助研究員

12/16(一) 14:3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新大樓3樓2319室)

古明君副教授
(清華大學) 

從群眾教育到旅遊導覽：文化
治理變動下中國文物保護單位
的解說導覽

12/17(二) 10:00 法律所第1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9樓)

倪致仁博士後研究員
(法律所)

Judicial Reform in Taiwan: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iffusion of Law

 

12/17(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Fali Huang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ingapore)

From Coercion to Politics to 
Law: The Evolution of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12/17(二) 14:3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樓702會議室

風儀誠副教授
(法國高等實踐學院)

商周出土青銅器銘文及其考古
與歷史背景—以河南省安陽、
洛陽、三門峽出土銘文為例

12/17(二) 14:30 經濟所C棟1樓
C103會議室

Dr. Tatsushi Oka
(ational Univ. of 
Singapore)

The Cross-Quantilogram: 
Measuring Quantile Dependence 
and Testing Directional 
Predictability between Time 
Series 

12/17(二)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Dr. Doogab Yi 
(韓國首爾大學)

Enemies Within? Oncogenes and 
the Molecular War on Cancer in 
the 1970s

 

12/18(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後棟3樓2319室)

陳奕村博士候選人
(澳洲國立大學醫學院)

雜役—愛滋感染者謀生的「前
台」伎倆與「後台」策略

 

12/19(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
(人文館北棟5樓)

徐火炎研究員
(政治所)

情感矛盾選民的初探：以臺灣
2012總統選舉為例

12/20(五)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人文館北棟5樓)

謝復生教授
(Univ. of South Carolina, 
USA)

Modelling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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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