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475期中央研究院　發行　73年11月1日創刊　103年7月10日出版　院內刊物 ⁄ 非賣品

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宣布第30屆新任院士名單
本院於2014年7月1日起連續4天召開第31次院士會

議，並於7月4日順利推選出18位第30屆中央研究院新

任院士，及2位2014年名譽院士。第30屆中央研究院院

士暨名譽院士名單如后:

數理科學組 （7人）
何文程

1953年生
現職： 加利福尼亞大學爾灣分校物

理學暨天文學系和化學系唐

納.博恩教授
專長：表面化學與物理學

周美吟

1958年生
現職：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

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美國

喬治亞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合聘教授

專長：凝態物理理論

劉錦川

1937年生
現職：香港城市大學先進結構材料研

究中心大學傑出教授

專長：材料科學

張益唐

1955年生
現職： 新罕布夏大學數學系正教授
專長：數學

林本堅

1942年生
現職：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

司研究發展副總經理

專長： Nano l i t hog raphy,  Fou r i e r 
O p t i c s ,  S e m i c o n d u c t o 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陳　剛

1964年生
現職： 麻省理工學院機械工程系

Soderberg教授兼系主任
專長：納米傳熱與能源技術

何文壽

1943年生
現職：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與生

物分子工程系/材料科學與工
程系大學學者講座教授

專長：化學工程、工程科學、化學

生命科學組 （7人）
周　芷

1943年生
現職： 阿拉巴馬大學伯明罕分校生物

化學與分子遺傳學系教授

專長：分子病毒學及生物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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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邦容

1953年生
現職： 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醫

學院微生物與免疫系威廉•蘭
特•凱南特聘教授、臨床轉化
免疫學研究中心主任、炎性疾

病研究所所長

專長：免疫

裴正康

1951年生
現職： 美國孟斐斯市St. Jude 兒童研

究醫院腫瘤癌症部主任、白血

病癌症中心造血系癌症主任、

Fahad Nassar AI-Rashid特殊講
座

專長：小兒癌症

廖俊智

1958年生
現職： 美國加卅大學洛杉磯校區

（UCLA）化學暨生物分子工
程系主任、Ralph M. Parsons基
金會講座教授、基因體暨蛋白

質體研究所能源副主任

專長： 代謝系統改造、合成生物學、
系統生物學、微生物合成燃料

江安世

1958年生
現職：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專長： 腦神經科學、神經基因學、
            生物影像

張美惠

1949年生
現職： 國立臺大醫學院小兒科講座教

授、國立臺大醫院肝炎研究中

心主任

專長： 兒科學、兒童胃腸肝膽學、
            肝炎、癌症預防

高德輝

1951年生
現職：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生物化學與

分子生物學系傑出教授、跨學

院植物學研究生學程主席

專長：植物分子生物及遺傳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4人）
李惠儀

1959年生
現職：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文化系中國

文學教授

專長：中國文學

王明珂

1952年生
現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

究員

專長：歷史學、歷史人類學

臧振華

1947年生
現職：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

究員、國立清華大學人類學研

究所與中研院合聘教授

專長：考古學

  
曾永義

1941年生
現職： 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講座教

授、國立臺灣大學名譽教授

專長： 戲曲、韻文學、俗文學、民俗
技藝

名譽院士名單

生命科學組 （1人）
蘭迪．謝克曼

現職：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分子
細胞生物學教授、美國加州大

學舊金山分校生物化學和生物

物理學合聘教授、美國霍華德

休斯醫學研究所研究員

專長：細胞生物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1人）
拉爾斯．彼得．漢森

現職： David Rockefeller Distinguished 
Service Professor in Economics, 
S t a t i s t i c s  & t h e  C o l l e g e , 
University of Chicago

專長：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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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陳恭平先生奉核定繼續兼任主任，聘期自103年7月4日起至106年7月3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施明哲，於2014年7月11日至17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

中心事務由徐麗芬副主任代理。

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蕭新煌，於2014年7月16日至20日赴日本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所務由王
甫昌副所長代理。

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85本第2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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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本第2分已出版，本期

共收錄論文3篇：黃儒宣〈馬王堆《辟兵圖》研究〉；王鴻泰〈武功、武學、武藝、武俠：明代
士人的習武風尚與異類交游〉；陳熙遠〈長江圖上的線索：自然地理與人文景觀的歷史變遷〉。

參考網址：http://www2.ihp.sinica.edu.tw/publish11.php?TM=5&M=1&C=&pid=994

中國文哲研究所學術座談會 
時　間：2014年7月11日（週五）下午2時至4時
地　點：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3樓討論室
主講人： 陳國球教授（香港教育學院人文學院院長、中國文學講座教授）
主持人：嚴志雄研究員（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講　題：今之視昔：朱自清的中國文學研究

新世代基因體定序核心設施服務說明會

時　間：2014年7月10日（週四）下午2時至5時
地　點：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
主講人：呂美曄研究助技師（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7月份知識饗宴「我在中研院的第二個十年：多媒體研究與數位典藏」
主講人：廖弘源特聘研究員（本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主持人：王瑜副院長

時  間：2014年7月29日（週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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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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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需免換證進入本院停車者，請向大門警衛出示報名資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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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9868，院本部秘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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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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10(四)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Garrett Karto Keating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The Undiscovered CO: Charting the 
Molecular Gas of the Universe at 
High Redshift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07/10(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邱建洋博士

(Univ.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SA) 

From Molecules to Organic 
Electronics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07/11(五)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Mr. Yi-Kuan Chiang 
(Univ. of Texas at Austin, 
USA)

Ancient Light from Young Cosmic 
Cities: Proto-clusters of Galaxies

淺田圭一

助研究員

劉名章

助研究員

07/15(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夏志豪博士

(應科中心)
Towards Reliable Local Intracellular 
Environment Sensing

許昭萍

研究員

07/16(三) 14:00 環變中心1101會議室
Dr. Z. Johnny Luo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USA)

Convection and Trace Gases: 
Results from Recent Field 
Campaigns

07/17(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鍾博文博士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Adsorption and Depolymerization 
of Biomass-Derived 
Polysaccharides Using Weak-Acid 
Surfaces as Catalysts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07/21(一) 15:0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王照奎教授

 (蘇州大學)

The Application of Doping 
Technique in Organic Electronic 
Devices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7/10(四) 10: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彭優慧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Biodegradation of Halogenated 
Compounds and Polymeric 
Materials: Collaboration Achieves 
More

湯森林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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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07/11(五)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蔡怡陞博士

 (多樣中心)

Diversity of Eukaryotic 
Microorganisms in Light of their 
Genetics and Pathogenicity

趙淑妙

特聘研究員

07/17(四) 10: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B106演講廳
林宜玲研究員 
(生醫所)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Virus – 
from Research Tool to Antiviral 
Development

鄭郅言

研究員

07/24(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戴毓姿博士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Critical Pathways for Novel 
Therapeutic Strategy Targeting 
Tumor in the Bone Marrow 
Microenvironment in Multiple 
Myeloma

張久瑗

研究員

陳建璋

長聘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7/10(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平山光將博士後研究 
(近史所)

邊政?僑務?：中華民國政府對中
東及南亞地區的海外中國西北各

地穆斯林難民的政策

李宇平

副研究員

07/1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Dr. Jean-Marc Coicaud 
(Rutgers Univ., USA)

Contemporary Questions of Legal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National 
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07/15(二)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Dr. William G. Jacoby 
(Michigan State Univ., 
USA)

Publishing in and Reviewing 
Manuscripts for Political Science 
Journals: Questions and Answers 
with an Editor

07/15(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Yingying Lee
(Univ. of Oxford, England)

Multi-Valued Treatment and 
The Decomposition Analysis 
on Evaluating the Workforce 
Investment Act Adult Program

廖仁哲

助研究員

07/22(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Filip Vesely
(Univ. of Wisconsin - 
Milwaukee, USA)

Voluntary Separation as A 
Sanctioning Device for Eternal 
Cooperation? An Experiment-
Guided Theory

彭喜樞

助研究員



週報　第1473期

6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07/23(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2319會
議室

黃宣穎博士

(澳洲國立大學)

都會中國的心理治療與心理熱：

演進中的專業或難以馴化的「江

湖」？

高晨揚

助研究員

07/24(四)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Dr. Tim F. Liao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Do East and West German Life 
Courses Really Differ? Statistically 
Assessing Differences between Sets 
of Life Course Sequences

章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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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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