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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生醫所陳儀莊特聘研究員榮獲

科技部103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陳儀莊特聘研究員榮獲

科技部103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科技部為鼓勵特約研究人員投入長期性、前瞻性

之研究，以帶動我國科技之發展，加速提升我國之科

技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凡執行特約研究計畫或傑出

學者研究計畫或配合該部特殊任務而執行其他重大專

案計畫合計滿六年者，由該部頒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牌。

人事動態

薛雁冰女士奉核定為分子生物研究所助研究員，

聘期自2015年9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謝道

時，於2015年3月24日至4月5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

出國期間，所務由吳漢忠副所長代理。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郭大

維，於2015年3月27日至30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

國期間，所務由廖純中副主任代理。

《歐美研究》出 版 消 息
《歐美研究》季刊第45卷第

1期已出版，共收錄3篇文章，作

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Shu-ching Chen （陳淑卿）：

Affect and History in Ninotchka 

Rosca’s State of War  

Pei-Chen Liao （廖培真）：

Identity Politics of South Asian Enclaves—The (In)adequacy 

of (In)authenticity and Multiculturalism in Gautam 

Malkani’s Londonstani 

王梅香：不為人知的張愛玲：美國新聞處譯書計

畫下的《秧歌》與《赤地之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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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費用：一年四期（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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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劃撥帳號：1016448-2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編輯委員：李建成、徐讚昇、劉小燕、陳昭容、汪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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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修辭學術論壇

時    間：2015年3月26日至27日（星期四至星期五）9:30-18:00

地    點：本院文哲所地下1樓多用途空間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literature.litphil.sinica.edu.tw/

議    程：

 

第五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南京：歷史記憶與都市空間」招生公告

時間：2015年8月10日至20日（星期一至星期四）

研習地點：中國南京

學員資格與招收人數：兩岸、港澳、亞太地區及留學國外的文史以及相關科系的博士

　　　　　　　　　　生，與近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年輕學者。兩岸各正取20名、港澳亞

　　　　　　　　　　太取5名，備取若干名，依序遞補。

研習費用：主辦單位補助學員往返南京之交通費用、活動期間當地之研習考察、食宿。

　　　　　學員需全勤出席始予補助。

報名須知：欲參加研習活動者，請至活動網站下載報名表完成報名。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2015年5月15日（星期五）17:00止

臺灣學員報名請寄：cscamp@asihp.net 羅小姐

※ 隨信請備妥：報名表、自傳、近五年代表文章一篇、個人照片乙張

時    間 主持/引言人 主講人

3月26日（星期四）

開幕式
10 :20 ~ 10 : 30 　　開幕致詞：胡曉真 所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第一場
主題講座

10 :30 ~ 12 : 00

楊貞德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文革」期間的泛軍事化與戰爭修辭
 主講人：趙  園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第二場
13 : 30 ~ 15 : 00

林玫儀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兼任研究員）

明清武將詩初探 /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繪圖與否──清初對平定戰事的紀述 / 馬雅貞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副教授）

第三場
15 : 20~ 16:50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

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兼副所長）

文武際會：胡宗憲幕府中文士武人的交游活動與
知識交流 / 王鴻泰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杜文煥會宗三教的思想與文學創作 /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3月27日（星期五）

第四場
主題講座

09 :30 ~ 11 : 00

胡曉真
（中央研究院
中國文哲研究所
研究員兼所長）

《孫子》神話的起源──清朝的興替與「東亞」
主講人：平田昌司

（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教授）

綜合座談
11 : 00 ~ 12 :00 　　主持人：廖肇亨 副所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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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取名單公布日期：2015年6月8日（星期一）於網站公布。

活動網址：http://www.ihp.sinica.edu.tw/~CScamp/2015_March/index.htm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

共同主辦單位：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承辦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協辦單位：六朝博物館

計畫主持人：黃進興、胡阿祥、李孝悌、王鴻泰

公布欄
第7屆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選舉

本院第6屆院務會議研究人員代表任期至104年4月17日止，第7屆研究人員代表選舉刻正辦理中。本次選務援

例採用網路投票與網路計票方式進行。投票時間為4月9日（星期四）上午9時起，至4月13日（星期一）下午5時

止，開放24小時網路投票，網址為https://vote.sinica.edu.tw/recrep/，請各位同仁踴躍投票。

投票密碼函等選務相關資料，請各單位於4月8日（星期三）上午10時至12時，下午2時至4時，派員至院本部

秘書處議事科3113室領取，並轉致各選舉人。

各學組候選人名單如下：

2015年第一季餐廳滿意度調查
為維護本院附設餐廳品質及飲食安全，學術活動中心訂於2015年3月23日起至3月27日止辦理「2015第一季餐

廳滿意度調查」，前500份填妥之問卷可至學術活動中心櫃台兌換紀念品1份，每人限兌換1次，發完為止，敬請同

仁踴躍參與。

數理科學組候選人

單位別 姓名及職稱

數學所 黃一樵研究員

物理所 周家復研究員

化學所 許昭萍研究員

地球所 黃柏壽研究員

資訊所 徐讚昇研究員

統計所 張源俊研究員

原分所 倪其焜研究員

天文所 王明杰研究員

環變中心 許晃雄研究員

應科中心 陳壁彰助研究員

資創中心 鍾偉和副研究員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候選人

單位別 姓名及職稱

史語所 石守謙特聘研究員

民族所 郭佩宜副研究員

近史所 許文堂副研究員

經濟所 張俊仁研究員

歐美所 鄧育仁研究員

社會所 蔡友月副研究員

文哲所 蔡長林副研究員

語言所 魏培泉研究員

臺史所 劉士永研究員

政治所 朱雲漢特聘研究員

法律所 廖福特研究員

人社中心 蔡明璋研究員

生命科學組候選人

單位別 姓名及職稱

植微所 吳素幸研究員

細生所 廖永豐副研究員

生化所 陳瑞華特聘研究員

生醫所 施修明研究員

分生所 孫以瀚特聘研究員

農生中心 常怡雍研究員

基因體中心 梁啟銘特聘研究員

多樣中心 鄭明修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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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下列為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簡稱SRDA） 最新釋出資料：

政府調查

國家發展委員會資訊管理處「103 年個人/家戶數位機會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8

內政部統計處「85年臺閩地區老人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28

內政部統計處「78、84和86年臺灣地區國民生活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36

內政部統計處「90年臺閩地區單親家庭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82

內政部統計處「79年臺灣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30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

【限制性資料】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三期第一次至第三期第五次

資料瀏覽申請：http://survey.sinica.edu.tw/srda/restrict/tscs.html

【限制性資料】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3第六期第四次
資料瀏覽申請：http://survey.sinica.edu.tw/srda/restrict/tscs.html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3第六期第四次：國家認同組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25

英文版資料

行政院主計總處「86至97年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_en/23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3第六期第四次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gview_en/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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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6(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鄭憲清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Recent Development of Bulk 
Metallic Glasses and Metallic 
Glass Thin Films for Biomedical 
Applications

呂光烈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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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詹益慈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Design Construction and ESI-
TWIM-MS Analysis of Metallo-
Supramolecular Architectures

孫世勝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3/27(五)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吳素幸研究員
 (植微所)

What Time Is It? Roles of LWD in 
Arabidopsis Circadian Clock

3/27(五) 11:00 生化所114會議室 Dr. Shin-ichi Tate
(Hiroshima Univ., Japan)

Functional Significances of The 
Transient Folding of 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s (IDPs) Revealed 
by The Combinatorial Approaches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3/30(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施嘉和特聘研究員
(生醫所)

The Biology of Hepatitis B Virus 
Capsids and the Pathogenesis of 
Enterovirus 71 in Animal Models

陳士隆
研究員

3/31(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蘇燦隆研究員
(生醫所) 科學與藝術的融合

林宜玲
研究員

3/31(二)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Yi Liu 
(Univ. of Texas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USA)

Mechanism of siRNA Production 
from Repetitive DNA 

王廷方
研究員

4/2(四) 10:3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廳
Dr. Richard Payne
(The Univ. of Sydney, 
Australia)

New Methods for the Assembly of 
Proteins Bearing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洪上程
特聘研究員

4/7(二)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Arthur Lander
(Univ.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Robustness Control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Developmental 
Pattern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4/8(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Simon Newstead 
(Univ. of Oxford, UK)

From Peptide to Nitrate: 
Understanding Substrate Specificity 
in the NRT1/PTR Family of 
Membrane Transporters

蔡宜芳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3/26(四) 12:00 人社中心B202室 陳佩修教授
(暨南大學)

國王與民主：拉瑪九世與泰式民
主的形成

梁志輝
助研究員

3/26(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Dr. Gunter Schubert 
(The Univ. of Tübingen, 
Germany)

Assessing Taishang Political Agency: 
Strategic Group or Fragmented 
Constituency?

3/26(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張力研究員
(近史所)

學者外交官：義大利人羅斯在中
國，1909-1948

余敏玲
副研究員



週報　第1509期

6

3/27(五) 14:0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郭文忠副教授
(臺北大學)

Spatial Price Discrimination with 
Online Competition

3/27(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呂玉瑕研究員
(社會所)

臺灣經濟轉型中小型家庭企業的
夥伴關係與性別動力

謝斐宇
助研究員

3/30(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樓
會議室

顏娟英研究員
(史語所)

涅槃圖像的傳播與改變：中國中
古時期佛教圖像考察之一

3/31(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張永健副研究員
(法律所) 動產善意取得之經濟分析

3/31(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Dr. Yin-Chi Wang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Education and Migration: The Role 
of Zhaosheng in China

廖珮如
助研究員

4/1(三) 12:00 民族所舊大樓3樓
第1會議室

胡克緯先生
(民族所)

布農族流動的氏族邊界與建構化
歷程：以臺東縣延平鄉Pasikau部
落Maiput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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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報》為院內學術活動宣傳、學術成果報導及本院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如該日適逢國定假日，

則停刊一週；春節假期，停刊二週。除特約稿件外，不致稿酬，稿件若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一、週報現有〈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欄〉、〈知識天地〉、〈學術演講〉、〈院內人物側

寫〉、〈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等專欄。其中〈本院要聞〉、〈學術活動〉、〈公布

欄〉係供院內各單位刊登訊息，來稿需經各單位主管核可。〈知識天地〉刊載特約稿件，由各所（中心）

輪流提供，稿費最高以篇幅3000字、圖表2張計酬。

二、〈輕鬆一下〉、〈同仁來函〉、〈活動迴響〉供院內同仁投稿，文稿一律以真名發表，來稿篇幅以800字、

圖表以2張為原則。為免內容涉及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爭議，編輯委員會對來稿

有刪改權。

三、來稿之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為平衡且有效率的報導，凡投書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覆期限。後者若未能於

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可擇1至2篇刊登。文稿遇有爭執

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投稿方式：來稿請提供*.doc檔，圖表請提供*.jpg檔，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院本部秘書處公

關科或傳真至2789-8708《週報》收；歡迎惠賜英文稿件。

六、截稿時間：出刊日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二）截稿。〈學

術演講〉訊息則於前述時間由院內「重要活動行事曆」中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中擷取。

七、凡擬轉載週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