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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賀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陳儀莊特聘研究

員榮獲第十屆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之

「卓越醫藥科技獎」

本院生醫所陳儀莊特聘研究員致力於A2A腺苷酸

受體 （A2AR）對神經退化疾病之調節機轉與治療策
略發展之探討，已有超過25篇著作發表，文章被引
用次數相當高，顯示其研究的重要性。

其研究成果證實了在漢丁頓舞蹈症中，A2AR是
關鍵的腺苷酸受體，可以提高神經細胞內cAMP的
量，促進對致病蛋白的分解，因而保護神經細胞。

她與研究團隊發展出一系列具潛力的腺苷藥物來刺

激A2AR，此研究成果已獲得美國、臺灣與中國等地
之專利。

賀本院近史所游鑑明研究員榮獲江丙坤

兩岸交流貢獻獎之「交流卓越貢獻獎」 

本院近史所游鑑明研究員榮獲江丙坤兩岸交流

貢獻獎之「交流卓越貢獻獎」，表彰其對兩岸近代婦

女史之深入研究，學有專精，並著作等身；另則推崇

游博士對女性口述歷史有獨到之處，將訪問經驗與技

術帶至與中國大陸，且相互交流，深受中國大陸學界

肯定。游鑑明博士為近史所副所長兼該所檔案館代主

任，其研究專長為近代中國與臺灣婦女史、女性口述

史學等，出版6本專書、50多篇論文、編纂口述訪問紀
錄外，並主編《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中國婦女

史論集》、《無聲之聲 (II)：近代中國的婦女與社會 
(1600 -1950)》，也與歐美、日本、中國大陸等婦女史
學者分別合編4本婦女史專書。

人事動態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郭大維先生奉

核定兼任主任，聘期自2015年1月20日起至2016年1月
31日止。

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胡曉真女士奉核定繼續兼

任所長，聘期自2015年2月10日起至2018年2月9日止。
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林子儀先生奉核定繼續

兼任所長，聘期自2015年1月17日起至2018年1月16日
止。

瞿海源先生奉核定為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聘期自2015年1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歐美研究》出版消息

《歐美研究》季刊第44卷第4期已

出版，共收錄3篇文章，作者及論
文名稱如下：

黃文齡〈妥協與反抗之間：尤妮

絲‧芮佛絲在「塔斯克基研究」

中的作為與意義〉

林佳和〈德國罷工法秩序：1950
至1980年的法官造法及其形成背
景分析〉

蔡岳勳、陳仕偉〈歐美生質燃料法制與永續性標準規

範之發展〉

本期文章各篇已全文上網，另有電子書服務，個人電

腦及筆記型電腦使用者可使用瀏覽、文字複製、檢

索、個人筆記、書籤、列印等功能，亦可在智慧型

手機或平板電腦瀏覽閱讀，請逕行上網利用 （http://
euramerica.org）。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
期刊。

編輯委員：李建成、徐讚昇、劉小燕、陳昭容、羅紀
排　　版：吳宗訓　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index.php,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index.php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9-8708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惠賜中、英文稿。本報於每
週四出刊，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逾期稿件由本刊視版面彈
性處理。投稿請儘可能使用E-mail，或送院本部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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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閱費用：1年4期（1、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台幣400元，國外訂戶美金16元（郵資另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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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出版消息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六卷第四期已出版，本

期共收入四篇論文：莊奕琦、楊孟嘉〈中國農民工與城鎮勞工之薪資差異與歧視〉、曹添

旺、王泓仁、吳俊彥、黃粲堯〈臺灣經濟學術單位近五年學術績效評估—前瞻式評比〉、廖

益興、陳昭蓉〈銀行進入公司董事會、代理問題與資訊不對稱之關聯性研究〉、周家瑜〈盧

梭、康德與永久和平〉。細目資料請至該中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publication/ 
參閱。

104年1月份知識饗宴「臺灣的海洋探索：回顧與展望」
主講人：戴昌鳳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

主持人：王  瑜副院長
時　間：2015年1月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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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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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主動向大門警衛告知，要參加本次演講活動。
★ 凡參加本活動可獲得公務人員終身學習及環境教育認證時數各2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868，院本部秘書組。

細生所2014學術壁報競賽頒獎暨獲獎者發表會
時　間：2015年1月8日（星期四） 13：00-16：00

地　點：細生所1樓演講廳
主持人：蘇怡璇助研究員

議程：

時間 講者及講題
13：20-13：40 優等獎獲獎者： 邱瓊儀 （吳漢忠老師實驗室）

講題： Novel Human Antibody against VEGFR2 for Anti-angiogenic and Targeted Cancer Therapy
13：40-14：00 優等獎獲獎者： 黃信傑 （吳金洌老師實驗室）

講題： Enhancement of omega-3 synthesis genes in liver increased cold tolerance though modulating 
cold acclimation mechanism

14：00-14：20 優等獎獲獎者： 王柏堅 （廖永豐老師實驗室）
講題： ErbB2 controls the proteostasis of APP-C99 through autophagy and could be a therapeutic target 

for Alzheimer’s disease
14：20-14：40 優等獎獲獎者： 洪士勛 （高承福老師實驗室）

講題：The Role Of H2B Monoubiquitylation In DNA Damage Tolerance

14：40-15：00 優等獎獲獎者： 賴俊銘 （許惠真老師實驗室）
講題： Hedgehog Signaling Controls Germline Stem Cell Unit Formation and Soma-Germ Cell 

Interaction During Ovary Development in Drosophila
15：00-15：10 佳作獲獎者： 江耕宇 （吳金洌老師實驗室）

講題：Progranulin is required for liver regeneration in the partial hepatectomized zebraf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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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講者及講題
15：10-15：20 佳作獲獎者： 吳志律 （許祖法老師實驗室）

講題： Molecular surface hydrophobicity is a clue of muscle form creatine kinase evolved in cold 
adapted carp

15：20-15：30 佳作獲獎者： 吳建勳 （吳漢忠老師實驗室）
講題： Development of Peptide-Mediated Drug Delivery Systems for Colon Cancer Targeted Therapy

15：30-15：40 佳作獲獎者： 吳淳繡 （黃聲蘋老師實驗室）
講題：The role of zebrafish cdx1b in left-right patterning

15：40-15：50 佳作獲獎者： 蘇予涵 （許惠真老師實驗室）
講題： Insulin Signaling-Mediated Control of the ‘Failed Axon Connections’Protein in the Niche 

Maintains Germline Stem Cells in Response to Diet

公布欄
2015年「國際研究生學程實習生計畫（TIGP-IIP）」歡迎上網申請

「國際研究生學程（TIGP）」實習生計畫（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線上申請作

業至2015年2月底截止，相關訊息請至https://db1x.sinica.edu.tw/tigpSummer/查詢。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政院主計總處「101年、102年受僱員工薪資調查」中英文資料開放申請

瀏覽英文文件及提出申請，請至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_en/23。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計畫資料開放3則：
計畫名稱 臺灣地區宗教經驗之比較研究
計畫主持人 蔡彥仁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連結網址 https://srda.sinica.edu.tw/news/news/1242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SPSS資料檔與研究報告書。

計畫名稱 從生態觀點探討單親家庭青少年正向適應能力、家庭功能、社會支持與生活適應問題的關係
計畫主持人 謝美娥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連結網址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864
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SPSS資料檔、資料使用說明、與研究報告書。

計畫名稱 對錯形式知識量表中的「不知道」選項與猜題傾向
計畫主持人 杜素豪 
計畫執行單位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連結網址 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403
釋出項目計有：資料使用說明、問卷檔、SPSS資料檔、STATAT資料檔與過錄編碼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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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網路分析與應用

楊得年副研究員（資訊科學研究所）

摘要

線上社群網路（Online Social Networks）的盛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互動與資訊傳播的方式。過去相關研究
中，多是利用現有社群資料（如DBLP、Twitter）進行分析。常見的做法是將社群網路轉換為圖形，然後分析圖中
的特性或是偵測社群網路內值得關心的特殊結構。由於社群網路資料庫已十分完善，且社群應用在生活中辦演角

色日益重要，故我們在本文中概述三個嶄新的社群網路應用問題，包含（1）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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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網路拓樸聯合取樣與（3）指定目標使用者的社群影響力最大化。相較於以往社群網路分析的研究，本文
中的三個問題針對多種商業與生活上的應用從不同的角度切入，並進行理論推導、演算法設計與實做，以發展具

理論深度且實務價值之關鍵技術。

背景介紹

線上社群網路（Online Social Networks）的盛行，改變了人與人之間互動與資訊傳播的方式。根據2011年
IEEE Spectrum期刊的報告，線上社群網路（以下簡稱社群網路）獲選為2001年至2010年十一個重大科技的第二
位，顯示社群網路對人們的巨大影響。社群網路是由一群行動者（Actor，通常是個人或是組織）及行動者之間的
關係（Relationship）所構成。早期的社群網路研究常見於社會科學領域中，然隨著社群網路的規模日漸增加，且
裡面包含的元素日益複雜（例如原本每個節點只是一個使用者，但現在可能還包含了許多關於此使用者的描述，

或是該使用者產生和分享的多媒體資料），故需要仰賴電腦科學的方式，對豐富多元的社群網路進行有效率地分

析和探勘。社群網路於電腦科學領域相關研究中，社群網路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是一個非常熱門的議
題。過去相關研究中，多是利用現有社群資料（如DBLP、Twitter）進行分析。常見的做法是將社群網路轉換為圖
形，然後分析圖中的特性。社群網路分析常用基本指標有包括密性（Closeness）、中介性（Betweenness）及中心
性（Centrality），以及一些延伸的社群網路特質，如小世界（Small World）和冪律邊度數分佈（Power-Law Edge 
Degree Distribution）。另外，也有許多研究著重於偵測社群網路內值得關心的特殊結構，例如找出社群網路中團
體的變化。傳統社群研究多探討本質性問題，而由於社群網路資料庫已十分完善，且社群應用在生活中辦演角色

日益重要，本文將介紹三個嶄新的社群網路應用問題，包含（1）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處理、（2） 多網路
拓樸聯合取樣與（3）指定目標使用者的社群影響力最大化。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結合社群網路的結構與使
用者的空間位置，以找出一群適當的人選與聚會地點進行即時性的聚會活動，或是提供商家進行適地性的行銷服

務；多網路拓樸聯合取樣同時取樣多個社群網路，透過現有之網路帳號匹配演算法進行整合，以提供統計上保證

所取樣與整合之多網路拓樸與真實網路拓樸差異。藉由整合多網路拓樸與統計上之保證，取樣出來的網路拓樸可

增進社群網路分析演算法的準確性。最後，指定目標使用者的社群影響力最大化問題討論如何透過選擇適當的中

介使用者，讓某個起始使用者對某個目標使用者的影響力最大化，達到行銷的目的。

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處理

現有之地理資料庫查詢處理多假設每一物件為一地點，如加油站、遊樂區，或者是可移動之車輛，並未考

慮每一物件可能為一人員。然而，隨著社群網路之興起，目前許多社群服務網站，如Facebook Places、Meetup、
Geomium、Buddy Beacon與FindMe等，均允許使用者隨時透過行動裝置上傳當下GPS座標，以分享給好友。然而，
使用者雖然隨時知道好友的位置，但在即時安排社群活動時，仍得自行決定參與者。對於即時性活動，使用者距

離近之好友往往擁有較小之交通時間，故較為適合。然而，選擇上述好友並不代表上述參與者之間均熟識，另一

方面，選擇熟識的參與者並不代表他們離聚會地點的空間距離接近。因此，如何選擇適當的參與者，與適當的聚

會地點，讓參與者彼此之間熟識且他們距離聚會地點的距離（交通時間）很小以利進行聚會是一個很有挑戰性的

問題。

此外，目前團購網站如Groupon已可根據使用者過去的團購紀錄來推薦適當的團購項目（Groupon Personalized 
Deal）。然而，該功能只能推薦使用者可能感興趣的項目，而不能推薦使用者可以和哪些朋友一起參與該項團購。
因此，藉由我們提出的查詢處理系統，團購網站不僅能推薦產品，同時亦能推薦可以一起團購的朋友，如此不僅

能提高團購的成功率，並能增進朋友間之互動與社交關係。例如目前使用者若希望透過團購網站來購買某餐廳之

折價卷，目前上述團購網站的推薦功能僅能推薦其可能感興趣的餐廳折價卷給使用者。在整合本查詢處理後，可

推薦使用者與一起團購的好友距離他們不遠的餐廳折價卷，讓他們能一起用優惠的價格在鄰近的餐廳進行聚會。

圖一、社群關係與空間位置

社群關係

空間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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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用以說明同時考量空間距離與社群關係的挑戰性與複雜度的範例。圖一為八位備選成員其社群關係圖

與空間位置。於社群關係中，人與人之間的線條表示兩者熟識（如v1與v6），而每個人的空間位置亦顯示於圖一
中（l1~l8）。圖中亦有三個備選的聚會地點（q1,q2,q3）。假設我們要找四個參與者，且限制這四個參與者每個人
至多不認識其他一位參與者，同時亦要找出距離這四個參與者最近的聚會地點。一種可能的方法是只根據空間距

離來選擇，舉例來說，{v2,v3,v4,v5}距離聚會地點q1最近。然而，這四個參與者並不符合上述之社群熟悉度條件
（每個人至多能不認識另外一個參與者），這可能會讓聚會的氣氛變差。另一方面，如果只看社群關係，則可能

會選出{v1,v6,v7,v8}與聚會地點q2。然而，雖然這四個人彼此間皆熟識，但他們距離聚會地點q2的空間距離很大，
故不適合即時性的聚會。相較之下，{v1,v2,v5,v6}配合聚會地點q3是一個較佳的選擇，因為這四位參與者每位至多
不認識另外一位參與者，同時他們至聚會地點q3的空間距離亦很小。

為了探討上述結合空間距離與社群關係的即時性聚會問題，我們提出了以下的問題：給予多個備選聚會地點

之地理位置、每一位使用者當下地理位置，以及使用者之間社群關係，欲從社群網路中求得大小為p之社群群組，
我們同時針對群組成員與集合地點進行考量，使得被選出的這p個群組成員中且每一成員最多僅能允許不認識k位
其他成員，同時，亦從備選聚會地點中選出一個聚會地點，使得該群組成員至聚會地點之地理距離總合最小。有

效率地找出這p個群組成員與聚會地點十分困難，因為要同時考量群組成員人數、是否認識與空間距離。我們證明
該問題是NP-Hard且不存在任何近似演算法，並提出一個有效率的搜尋演算法，藉由空間距離和群組成員間的社
群關係，配合R-Tree與BallTree空間索引結構，推導出多種不同的限制函數，藉此來針對引導搜尋樹優先展開較好
的可行解，並配合這些可行解來修剪搜尋樹，以大幅減少搜尋演算法所需的時間，並可在很短的時間內取得最佳

解。我們亦將該查詢系統實做於Facebook上，並進行使用者研究。結果顯示，我們的演算法不僅可很有效率地找到
最佳解，同時使用者亦同意本查詢系統所找出的群組成員較使用者自行選出的群體成員更適合即時性的聚會。

多網路拓樸聯合取樣

圖二、社群網路交集

社群網路分析為研究熱門主題，現有之社群網路分析演算法與技術大部分皆於社群網路取樣出之真實資料集

上面進行評估與測試，而常用之取樣演算法包含廣度優先搜尋取樣、隨機漫步取樣與均勻取樣。然而，目前現有

之取樣演算法皆未提供統計分析來保證所取樣之網路拓樸與實際差異。是故，對於研究者而言，十分難去評估其

所取樣網路拓樸品質好壞。更重要的是，由於目前社群網路各自獨立，如圖二所示，社群網路A可為Facebook，社
群網路B可為LinkedIn，中間交集為Facebook與LinkedIn皆有帳戶之使用者。相同使用者於不同社群網站所連結到之
鄰近點（即朋友）並不相同，故目前線上社群網路並非一完整之網路拓樸；換言之，每個社群網站拓樸所紀錄的

相鄰點，均僅為使用者真實世界之一小部分朋友。是故，目前所有社群網路分析之相關文獻對Facebook、DBLP、
Twitter等真實社群拓樸所進行之實驗，受限於上述網路均僅為完整線上社群網路之子圖，故探討所得之分析結論並
不代表真實社群網路之性質。幸運的是，隨著社群網路分析演進，近年來出現許多研究提供如何利用使用者帳號

與其網路拓樸特徵將不同社群網路下，相同之使用者做匹配，像是個別使用者由於所用單字由於人腦限制，所創

帳號彼此之間關聯性很強。或是利用網路社群特徵，舉凡像是共同朋友、杰卡德係數等等。

因此，我們提出一個新的系統框架以同時取樣多個社群網路，透過現有之網路帳號匹配演算法進行整合。我

們主要目標在於能夠提供統計上保證所取樣與整合之多網路拓樸與真實網路拓樸差異小於某個閥值，打破過去網

路拓樸採樣所公開之資料中皆未提供其採樣品質保證之缺陷。而這裡所謂真實完整網路拓樸代表的是在所有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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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拓樸中，將相同使用者帳號完全匹配對應起來，所整合出完整社群網路。單一網路下，如果（1）取樣節點越
少且（2）取樣演算法非均勻，其取樣之網路拓樸特性會遠離完整網路拓樸。然而多網路拓樸底下並不見得成立，
若某網路拓樸取樣過多時，最後整合之多網路拓樸會趨近於此網路拓樸，也會造成偏差，使其取樣之網路拓樸特

性會遠離完整網路拓樸。而一種簡單取樣作法是根據各網路拓樸大小取樣，假設社群拓樸A共有10000個使用者，
社群拓樸B共有20000個使用者。我們即依照1:2之比例，對兩個網路拓樸做取樣，然而這樣簡單的取樣方法並非
最有效率之方法，取樣品質相關因素不僅是原本網路拓樸大小，帳號匹配演算法之正確性亦影響取樣與整合之多

網路拓樸與真實網路拓樸差異，而不同社群網路帳號對應之困難度亦不同，如何依照現有之帳號匹配演算法正確

率，進一步調整各社群網路取樣點數使取樣之網路拓樸特性不會遠離完整網路拓樸亦為一大難題。相較於單一網

路取樣，如何在多網路拓樸架構下清楚分析取樣結果更加具有挑戰性與應用價值。

由於多網路品質分析相當複雜，需要系統性分析，因此，我們按部就班一一加入各個因素進行分析，達成多

社群網路拓樸聯合取樣之數學模型建置，從雙網路拓樸開始，按部就班分析（1）無交集（2）交集且有完美匹配
演算法與（3）交集且非完美匹配演算法。再將此模型推廣至多個網路拓樸取樣。而針對取樣策略：（1）規模限
制取樣（2）品質限制取樣（3）時間限制取樣。我們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對於三種取樣策略進行最佳化，使理論
之取樣結果與真實完整網路拓樸之差異最小化。

指定目標使用者的社群影響力最大化

社群影響力是近年相當重要的研究議題。2012年的Nature期刊中的實驗顯示，知名社群網站Facebook上的使用
者，確實會因其Facebook好友的社群影響力而改變自身行為。如何利用社群影響力來影響使用者購買的行為，達
到行銷目的，這種新型態的社群行銷方式，或許是近年最有效的廣告方式。隨著社群網路服務如Facebook、Twitter
等的發展，社群行銷的重要性與日俱增，知名媒體USA Today、BBC News、Bloomberg Businessweek、New York 
Times皆曾撰文指出社群行銷的重要性。然而，過去文獻針對口耳相傳（Word-of-Mouth）多著重於選擇具影響力的
使用者以對擴散範圍最大化，對於單一特定的目標使用者，如何使其受到之社群影響力總合最大化並無著墨。

中介使用者（Intermediate User）的選擇對社群影響力的傳遞來說相當重要。因此，我們探討一個新的社群影
響力最大化問題：APM（Acceptance Probability Maximization），給定一位起始使用者、一位目標使用者、與其中
介使用者總數上限，APM 會選擇適當的中介使用者集合，使起始使用者對目標使用者的社群影響力最大化。我們
證明於獨立串聯（Independent Cascade）模型中，計算社群影響力大小是 #P-hard 的問題，且在獨立串聯模型中的
APM是NP-hard 問題。因此，我們利用另一最大影響力子樹（Maximum Influence Arborescence）模型來模擬社群影
響力傳遞。在此模型下，我們提出多項式演算法演算法，利用動態規劃在多項式時間內獲得 APM 的最佳解。

我們亦探討在存在時間限制的情況下，對於給定起始使用者、目標使用者及中介使用者總數上限，如何選擇

適當的中介使用者集合，使得起始使用者對目標使用者在時限內的影響力最大化。值得注意的是，在考慮時間因

素的情況下，使用者在社群網站上的活躍程度與在線時間，也與其否能在時限前影響其他人的決定有重大關連。

舉例來說，通常下班後至睡前在線的機率會較大，而睡眠時間的在線機率則較小，另外，由於使用者所在時區的

不同，在某特定時間點在線的機率也會不同。此問題的難點主要在於中介使用者的選擇。一般說來，選擇社群影

響力較大的中介使用者會增加對社群影響目標對象的影響力，但若影響力較大的中介使用者較不活躍，那麼選擇

一個社群影響力（或同質影響力）較小但活躍的使用者，會讓時限內社群影響目標接收到此訊息而接受的機率增

加。此外，另一個難點是決定起始使用者發送訊息給各中介使用者的時間，若訊息太早發送給一個中介使用者，

若其鄰點尚未收到訊息，便無法借重其鄰點的社群影響力使該使用者接受；但若等待該中介使用者太久，則剩餘

時間可能不足以得到社群影響目標的回覆。因此，社群影響力及時間兩個維度需要同時被考慮，增加了此問題的

計算難度。我們提出多項式演算法，利用動態規劃在多項式時間內獲得此問題的最佳解。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8(四)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Amy Lien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USA)

Ten Years of Swift: The Third Swift 
Burst Alert Telescope Gamma-Ray 
Burst Catalog

謝宏立
助研究員
---------------
蘇游瑄
助研究員



週報　第1500期

6 7

1/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宣大衛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Drug Discovery Needs IoC (AS) 李文山

副研究員

1/12(一)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Dr. Monique Combescot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eu, 
France)

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 from 
Elementary to Composite Bosons

張亞中
特聘研究員

1/14(三)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顧敏教授
(Swinburne Univ. of 
Technology, Australia)

Nanophotonics Enabled Applied 
Science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1/22(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劉舜維教授 
(明志科技大學)

Novel Optoelectronic Devices: 
ITO-Free 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s Transparent Pentacen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s and Organic Up 
Conversion Devices (Solar cell/
OLED tandem structure)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12(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黃怡超博士
(衛生福利部)

Research Projects at the Nation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Medicine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1/12(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Kuo-Chiang Hsia 
(Rockefeller Univ., USA)

Elucidation of Structural Basis and 
Molecular Functions of Augmin 
Complex Involved in Microtubule 
Formation

黃太煌
特聘研究員

1/12(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Wen-Tso Liu 
(Univ.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USA)

Microbial Dark Matters in Anaerobic 
Digestion Processes

吳世雄
特聘研究員

1/13(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張中科博士
（生醫所）

From Static Structures to Dynamic 
States - Linking Protein Form and 
Function

黃太煌
特聘研究員

1/19(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李文華院士 
(中國醫藥大學)

The Saga of Tumor Suppressor 
Genes: from Basic Understanding to 
Clinical Application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8(四) 14:0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中型會議室

余敏玲副研究員
(近史所）

Uniting Yafeila: The CCP's Construct 
of the "Third World" During the 
Maoist Era

羅久蓉
研究員

1/8(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林繼文研究員
(政治所)

訊息如何影響行為？條件式統獨
立場對2012年臺灣總統選舉的影
響

1/9(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鄭雁馨助研究員
(社會所)

離婚的社會不平等與弱勢單親家
庭的改變

謝斐宇
助研究員

1/13(二)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Dr. Benjamin Goldsmith
(Univ. of Sydney, 
Australia)

Democracy, Trade, and the Risk of 
War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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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Shiko Maruyama
(Univ. of Technology 
Sydney, Australia)

Do Siblings Free-Ride in "Being 
There" for Parents?

簡錦漢
研究員

1/13(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Dr. YiLi Chie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USA)

Why Are Exchange Rates So 
Smooth? A Segmented Asset 
Markets Explanation

楊建成
特聘研究員

1/14(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陳懷萱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

到邊境找原鄉：中國「原生態
熱」與張藝謀的《印象麗江》

高晨揚
助研究員

1/15(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王世軍教授
(上海同濟大學)

生活環境主義與鄉村環境治理：
一個NGO的地方實踐

1/16(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Yukihiro Nishimura
(Osaka Univ., Japan)

International Tax Leadership among 
Asymmetric Countries

葉俊顯
研究員

1/20(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陳淳文合聘研究員
(法律所) 對公職人員丟鞋的法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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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