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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賀本院江博明院士獲頒中華民國地質

學會104年度「丁文江學術成就獎」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中華民國地質學會日前

於104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頒授104年度「丁文江學

術成就獎」予本院地球所通信研究員江博明院士，表

揚其對國內地質學術研究之卓越貢獻。

「丁文江學術成就獎」是中華民國地質學會的最

高榮譽獎，係為紀念丁文江先生而設立，每3年頒贈1

次，每次1人。

詳情請參考：http:/ /www.earth.sinica.edu.tw/

News/1040525_JahnB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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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日起2018年1月19日

止。

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定國先生奉核定兼任所

長，聘期自104年6月16日起至105年8月31日止。

潘光哲先生奉核定為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聘期

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30年6月30日止。

林文凱先生奉核定為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聘

期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0年7月31日止。

張雯勤女士奉核定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研究

員，聘期自2015年5月26日起至2029年11月30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物理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李定國，於2015年6

月8日至23日分別赴拉脫維亞及加拿大出席國際會議。

出國期間，所務由陳洋元副所長代理。

數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代所長程舜仁，於2015

年6月27日至7月11日赴中國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

間，所務由林正洪副所長代理。

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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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104年模範公務人員及工作績優人員獲選名單與個人優良事蹟表

模 範 公 務 人 員

序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優  良  事  績

1 化學所 技士 陳永長
辦理該所老舊建築及實驗空間前後共3期大規模整修工程，使2棟超過30年的老
舊建築，成為設施完善且合於環安衛生標準之研究空間，不僅通過安全檢驗，
空氣品質大幅提升，並維護健康的工作環境，績效卓著。

2 史語所
簡任
編審

張秀芬
襄助單位主管綜理學術行政、人事業務以及涉外事務，積極協助國際學術交流
與設立「檔案館」、檔案與文書管理，並負責各種施政計畫、研究成果之研
擬，工作繁鉅，卻能舉重若輕，使該所學術評鑑獲致佳績。

工 作 績 優 人 員

序號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優  良  事  績

1 統計所
簡任
編審

高淑華
勤奮盡責，提昇專業知能、服務品質，使該所各項行政業務得以順利執行，主
動協助所內同仁工作規劃、加強所際間橫向聯繫，提高所內行政效率。

2 民族所
簡任
編審

詹朝耀
汰換老舊中央空調主機為高效能之主機，照明設備全部更換為節能燈具，改善
學術研究環境，使該所電能使用量減 8.9 %，遠高於1%之節能目標。

3 史語所 編審 湯蔓媛
負責善本古籍整理出版，六件宋刊善本書提報古物分級，完成《傅斯年圖書館
藏未刊稿鈔本．集部》出版，及《俗文學叢刊》第六輯檢核提要嚴謹。

4
學術及
儀器事
務處

約聘
人員

陳哲維
辦理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學術評鑑、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業務，工作態度
認真、細心負責，尤能發揮熱心服務群眾之精神，值得肯定。

5 原分所
特殊性
約聘技
術人員

鄭文豐
負責理化玻璃儀器製作與光學元件加工等技術支援，為人謙虛和善，樂於助
人，具有主動研發的精神，並巧手協助「克里奇中間體」研究重大突破。

6 人事室 科員 洪婉婷
辦理科技部獎勵案，精確掌控數據，妥善處理補助經費，新增業務積極簡化作
業流程，頗具成效，承辦院士眷屬活動，貼心服務，普獲稱讚與肯定。

7 主計室 科長 林振庭
綜理本院經費審核業務，規劃研擬經費審核注意事項彙編，強化內部審核工
作，積極細心負責，富溝通協調能力，圓滿達成任務，多次獲得獎勵。

8 數學所
特殊技
能助理

林思潔
負責學術活動、國內外訪問學人來訪、研究人員出國會議訪問等事宜，工作態
度認真，主動積極，勇於任事，專業及協調能力佳，圓滿達成任務。

9 生化所 技士 翟寶璇
為該所環保技術職系技士，細心專業，協助製作各實驗室應備文件資料、標
誌，並確認符合本院安全衛生規範等，以期達到安全無虞的工作環境。

10 基因體
中心

簡任
編審

王玫婷
負責人事組業務，研修該中心內部規章，使行政流程有依據，提昇績效，協助
處理工作糾紛與外籍人士住宿、居留等事宜，績效良好。  

11 近史所
約聘
助理

李怡嬅
負責學術及研究人員聘審相關行政事務之處理，工作態度細心溫和、任勞任
怨，依限完成兼具時效與品質，並協助辦理103年度評鑑，圓滿達成。

12 臺史所 編審 林靜涵
負責會計業務，專業能力優異，統整該所會計業務、代管數位文化中心等各項
業務，均能化繁為簡，績效良好，深獲同仁讚許。

13 秘書處 專員 林昇德
承辦之業務，認真負責，對於主管交付之文稿撰擬工作，迅速蒐集參考資料並
審慎構思內容，不辱使命，兼具效率與品質，深獲長官信任。

14 國際事
務處

約聘
人員

黃仁慧
主要負責本院參與國際組織等業務，任事積極，相關事務之接洽安排，完善的
前置作業，有時並隨行與會，對交辦任務均圓滿達成，殊值肯定。

15 地球所 技士 張鳳霞
負責該所預概算籌編、預算執行、專題計畫等業務，對上級交辦之工作如期圓
滿完成，頗受肯定與好評，開發該所「預算管理系統」成效良好。

16 分生所
特殊技
能助理

吳雲天
執行專案計畫，表現優異，圓滿達成任務，設計規劃該所新設P2負壓感染實驗
專用動物實驗室，通過本院環安衛P2實驗室安全認證，成效卓著。

17 歐美所
特殊技
能助理

陸偉文
負責圖書館及相關業務，工作態度認真，勤奮盡責，處事積極，注重服務效
率，善於協調，以其完整的專業背景及豐富的實務經驗，審慎妥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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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法律所
約聘
助理

葉欣怡
負責出版品編輯業務，工作認真負責，相關工作均能圓滿完成任務，共辦理
「中研院法學期刊」14本，專書16本，叢書3本等出版品編輯事宜。

19 政治所
約聘
助理

羅任媛
負責建置該所之識別系統，並承擔重要學術會議之視覺設計，以細心耐心完成
任務，參與協調規劃該所行政流程改進案，使行政效能更加順暢有效。

20 植微所 組員 彭玉鏡
辦理該所業務費、維護費及各計畫主持人有關基金專案計畫項下之結報工作，
並主動協助該所高中生物資優生對本院生態環境認識與導覽解說等。

21 生醫所
特殊性
約聘技
術人員

葉歸榮
工作態度認真負責，並努力充實自身專業知識，改善該所機械設備噪音，定期
更換排氣濾網，完成第三專責驗收單位辦理驗收等工作，成效良好。

22 資創
中心

約聘
助理

賴俊福
態度謙和、處事圓融，認真積極，勇於負責。改善辦公室漏水問題，地下室滲
水，找出原因，獲得有效改善，對臨時交辦事項，皆能妥善處理。

23 細生所 組員 陳  琳 負責該所研究人員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經費控管與報銷
相關業務等工作，認真負責、處事謹慎、實事求是，服務成績優異。

24 化學所 組員 黃玉萍
負責該所儀器採購（含招標、履約管理及報帳處理）等工作，認真負責，任勞
任怨，圓滿達成任務，並且主動積極提供同仁各項協助，廣受好評。

25 天文所
約聘
助理

張晏賓
歷經超導元件實驗室設備搬遷與計畫需求雙重壓力，在其努力工作下，讓製程
快速建立，並達成目標，研究計畫得以順利進行，有助提升該所聲譽。

26 環變
中心

約聘
助理

王聖蕙
負責出納工作，因綜合所得稅案，協助制訂適用之稽核項目表，除處理本職業
務外，在人力不足時，細心適時協助，與同仁合作無間且不爭功。

27 農生
中心

特殊技
能助理

黃彥程
負責該中心公共儀器管理、維護及使用協調、實驗室安全管理等工作，除日常
維護保養及使用外，分別訂定相關管理規範，有效維持儀器的妥善率。

28 社會所 組員 謝晴雯
任事積極，效率高且思慮周詳，與同事間互助合作相處融洽，獨立完成人事業
務，建立該所人事作業標準作業流程，積極主動，並以同理心溝通。

29 文哲所
約聘
助理

黨可菁
積極任事，態度謙和，與同仁合作無間，工作績效卓著，協助該所「中研院人
文講座」等多項重要學術活動，縝密規劃，切實執行，圓滿達成任務。

30 人社
中心

約聘
助理

蕭炳南
負責該中心資訊管理業務，建置高效能低成本防火牆，積極測試新軟體，以新
版高效能軟體促進作業效率，建置冷氣備援系統，提升機房環境安全。

31 物理所
約聘
助理

林安純
協助所屬研究人員聘任離職、邀請學者、委託計畫申請與執行等相關行政事務
工作，積極協助相關事項，對於所交辦之工作均能如期完成。

32 資訊所
約聘
助理

李素芬
擔任該所行政室會計工作，工作認真、細心盡責，辦理年度預算編列及執行管
制等工作，完善控管各項經費，103年度決算工作執行率達97％。 

33 多樣
中心

約聘
助理

葉欣宜
負責辦理勞健保相關業務、編列預算、主題計畫、博士後研究等工作，協助編
印該中心簡介手冊，安排42場學術演講並製作海報，圓滿完成任務。

34 智財技
轉處

約聘
人員

李鴻承
負責物理所等5個所計301件專利，透過分析所有專利及授權資料進而達成有效
規劃專利布局、專利價值和加值效果及推廣效能，圓滿達成任務。

35 應科
中心

約聘
助理

張郡芳
負責辦理該中心學術、文書及行政相關事務，工作態度認真，積極負責，對交
辦任務，勇於任事，熱心服務，與同事和睦相處、謙虛待人。

36 經濟所
約聘
助理

莊惠鳳
擔任出納工作專業謹慎，具高工作效率，秉持認真負責、積極主動之精神，如
期完成交待之工作，具服務熱忱，敬業樂群，善盡職責，深獲同仁好評。

37 總務處
約聘
人員

塗為然
提升學術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整體服務品質，包括陸續就活動中心會議服
務、客房、公共空間改善及體育館服務暨空間改善等，圓滿完成任務。

38 資訊
服務處

約聘
系統
分析師

劉智漢
擔任網頁技術及出版業務，承做國會資料庫管理暨檢索系統等工作，除例行工
作及協助同仁完成工作外，對於臨時交辦工作亦全力配合順利完成。

39 資訊
服務處

約聘
人員

周家妘
擔任該處會計職務，任勞任怨表現良好，協助請購單表單申請作業，規劃系統
內容，盡心盡力，支援太平洋鄰里協會（PNC）會務，圓滿達成任務。

40 天文所
約聘
助理

黃品淞
主導規劃該所資料備份和儲存系統，並成功啟用，主導規劃該所地下室新機房
建置，包括未來5年計算資源計畫，確保未來能處理計算及觀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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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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李丹教授 
(汕頭大學)

Metal-Diazolate Supramolecules and 
Their Aggregations

呂光烈
研究員

6/4(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臺大院區)
梁茂昌副研究員 
(環變中心)

CO2 Recycling Time in the 
Atmosphere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6/5(五) 13: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Prof. Giovanni Vignale
(Univ. of Missouri-
Columbia, USA)

Many-Body Effects in Doped 
Graphene Layers

傅洛夫
副研究員

6/9(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Dr. Apparao Mohan Rao

Scalable Nanomanufacturing 
of Carbon Nanocarbon-based 
Supercapacitors for Next Generation 
Energy Storage

陳洋元
研究員

6/10(三) 14: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徐沺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Looking beyond the Cancer Cells: 
Tumor Microenvironment and the 
Systems Biology View of Cancer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6/10(三) 14:3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Gary Fuller 
(Univ. of Manchester, 
UK)

Peering into the Darkness: Infrared 
Dark Clouds & Massive Star 
Formation

謝宏立
助研究員
---------------
蘇游瑄
助研究員

6/11(四)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Prof. Tareq Youssef
(Cairo Univ., Egypt)

Hypericin: A Natural Photobioactive 
Dye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6/11(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王敦偉教授
(Boston College, USA)

From Water and Carbon Dioxide to 
Solar Fuels using Rust and Dirt

郭俊宏
助研究員

6/15(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Kuo-Wei Huang 
(King Abdullah Univ.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audi Arabia)

A New Class of PN3-Pincer Ligands 
for Metal-Ligand Cooperative 
Catalysis

尤嘯華
副研究員

6/18(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臺大院區)
高甫仁教授 
(國立陽明大學)

Conceiving the Future of Optical 
Microscopy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6/5(五) 10: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Prof. Justin Goodrich 
(The Univ. of Edinburgh, 
UK)

Kickings Against the PRC’s - 
New Players in the Fight Against 
Polycomb Repression

麥卓琍
特聘研究員

6/5(五) 15: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
何旻杰博士
(多樣中心)

Dynamics of the Coral Communities 
in Yenliao Bay Northern Taiwan

陳昭倫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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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Dr. Ping-Chih Ho 
(Univ. of Lausanne, 
Switzerland)

Metabolic Tug-of-war and 
Immunosuppression: An Unexpected 
Legacy of Otto Warburg?

蕭培文
副研究員

6/8(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金克寧博士
(基因體中心)

Novel Regulation of GPCR 
Signaling and Discovery of Novel 
Active Chemical Scaffold from 
Edible Plant

何美鄉
研究員 

6/10(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Cassandra Extavour 
(Harvard Univ. USA)

From Egg to Immortality: The 
Evolution of the Germ Line

鍾邦柱
特聘研究員

6/15(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Dr. Clay C. C. Wang 
(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Natural Product Drug Discove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楊玉良
助研究員

6/15(一) 11: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Peter E. Wright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 USA)

Role of 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s in Cellular Signaling and 
Regulation

黃太煌
特聘研究員 

6/16(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Jenny Hsieh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USA)

Adult Neurogenesis: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謝清河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6/4(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吳親恩副研究員
(政治所) 機會平等與民主體制評價

6/4(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何光誠博士
(近史所)

財金官員的政治風範：太平洋戰
爭爆發後的平準基金委員會

余敏玲
副研究員

6/5(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林守德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機器學習在法律上的應用

6/8(一) 10:00 民族所新大樓2319室 彭仁郁助研究員
(民族所)

在自身內放逐：亂倫性侵倖存者
的心靈地景

劉斐玟
研究員

6/8(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樓
會議室

蔡哲茂研究員
(史語所)

伊尹（黃尹）的後代：武丁卜辭
中的黃多子是誰

6/9(二) 14:00 臺史所802會議室 陳宗仁副研究員
(臺史所)

十七世紀初臺灣海峽兩岸情勢分
析──以東番記、福建海防圖為
例

曾文亮助研
究員

6/9(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陳為政助理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Growth in a Patrilocal Economy: 
Female Schooling Household 
Savings and China’s One-Child 
Policy

莊委桐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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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Prof. Po-Hsuan Hsu
(Univ. of Hong Kong)

What Affects Innovation More: 
Policy or Policy Uncertainty?

陳香如
副研究員

6/10(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蔡焜霖先生
(前《王子雜誌》創辦人)
-------------------------------
陳欽生先生
(人權義工)

綠島歸來：白色恐怖難友的二重
唱

彭仁郁
助研究員

6/11(四) 14:00 人社中心所轄調查
研究專題中心

邱淑芬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臺灣員工職場偏差行為量表之發
展與驗證

6/12(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陳宗文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生命經濟的社會學想像

蔡友月
副研究員

6/15(一) 14:00 史語所701會議室 金仕起副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 古代中國的金屬鏡鑑與生命維護

6/15(一)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閻小駿教授 
(香港大學)

構築統一戰線：改革開放時期中
國大陸的「人民政協」制度

6/16(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張柏恩博士
(法律所)

Preliminary Warnings on 
'Constitutional' Idola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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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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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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