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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本院環變中心與美國耶魯大學跨國合作

研究，識別影響全球119國對氣候變遷
問題意識和風險感知的因素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柯佳吟博

士，與美國耶魯大學氣候變遷溝通計畫（Yale Project 

on Climate Change Communication）研究團隊進行跨

國合作，利用前所未有於全球119個國家的調查，確

定社會人口特徵、地理、感知和信仰在公眾對於氣候

變遷問題意識與風險感知的影響，對本世紀與未來公

眾參與以及支持氣候變遷因應行動提供重要的方向。

這項研究成果已於7月27日發表在 《自然氣候變遷》

（Nature Climate Change）期刊 。

根據2007-2008年全球調查資料顯示，已開發國家

與開發中國家的對比是相當驚人的。就面對氣候變遷

問題意識而言，北美、歐洲與日本等已開發國家，超

過90%的公眾意識到氣候變遷，但許多開發中國家，

即使地區性的氣候觀察已顯示出變化，但公眾對氣候

變遷的意識仍相對較少。整體而言，全球有將近40%

的成人並未聽過氣候變遷議題，這其中有超過65%是

分布在開發中國家，如：埃及、孟加拉和印度等國。

圖：全球各國民眾對氣候變遷問題意識(a)和風險感知(b)百分比。
（摘自原文）

而教育程度是公眾對氣候變遷問題意識相當重要

的獨立預測因子。然而研究中也發現國家間的預測因

子差異性極大，如：美國公眾意識的關鍵影響以公民

參與、傳播訊息的可受性和教育水平為最大因素；中

國則是和教育程度、鄰近都市區域和家庭收入有較大

的關聯。

當進一步調查對氣候變遷議題有意識的公眾對

氣候變遷的風險感知時，卻獲得相反而有趣的結果：

較高比例的開發中國家民眾認為氣候變遷是嚴重的威

脅。不同的預測因子也顯示出國家間的差異，譬如在

許多亞洲與非洲國家的民眾對於當地溫度變化的感

知，同時影響其對氣候變遷風險的感知。

在具有共同特徵（如：人類發展指數（HDI）、

國內生產總值（GDP）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等）的國家

間，是否可由相似的預測因子來了解公眾對於氣候變

遷議題的意識與風險感知? 研究中則發現，以拉丁美

洲地區國家彼此間對氣候變遷問題意識較其他地區國

家雷同，但同時這些國家和其他地區國家具相當的差

異；在風險感知上，國家間差異性更大。綜合而言，

被廣泛使用的國家性特徵因子，如前述人類發展指

數、國內生產總值及二氧化碳排放量等，對於目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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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公眾對氣候變遷問題意識與風險感知的預測能力有限，更多的社會與文化因子需要被調查。

這項研究成果，對未來促進公眾參與與支持氣候變遷因應行動提供了可能的策略規劃方向，同時各國、甚至

一國內的不同地區可能都需量身打造「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氣候變遷策略。此次跨國的合作成果更充分

展現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跨領域研究的能力與實力！

參考網址：http://www.rcec.sinica.edu.tw/index.php?action=news&cid=8&id=99

人事動態

數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程舜仁先生奉核定兼任所長，聘期自2015年8月12日起2018年8月11日止。

艾沃克先生奉核定為數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2016年6月1日起至2040年6月30日止。

彭鏡毅先生奉核定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5年12月31日止。

朱浤源先生奉核定為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呂玉瑕女士奉核定為社會學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8月1日起至2016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郭大維，於2015年8月15日至21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

中心業務由呂俊賢副主任代理。

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黃進興，於2015年8月10日至17日赴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由

林富士副所長代理。

中央研究院特別講座

講題：Mankind Faces Sunny Future and So Does Taiwan

講者：Prof. Ehud Keinan （以色列化學學會會長）

時間：2015年8月14日（星期五） 10:30-12:00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第2會議室

主持人：翁啟惠院長

104年8月份知識饗宴「防癌疫苗-由肝癌說起」
主講人：張美惠院士（臺灣大學醫學院特聘講座教授）

主持人：陳建仁副院長

時　間：2015年8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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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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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如需免換證進入本院停車者，請主動告知大門警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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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本部秘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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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臺灣社會」學術研討會

時　　間：2015年8月15日至16日（星期六至星期日）

地　　點：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安南區長和路一段250號）展示教育大樓圓形劇場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8月15日（星期六）

時       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 講        題 與 談 人

10:30-10:40 開幕式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呂理政（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館長）

10:40 -12:25 第一場
林修澈（國立政治大
學原住民族研究中心
主任/民族學系教授）

高淑媛（國立成功大
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戰爭與臺灣社會的工
業生產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兼所長）

李佩蓁（國立臺灣
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候選人）

Who is the Real 
Master?：1895年在
臺洋行的經營實況與
轉折

林玉茹（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研
究員）

洪紹洋（陽明大學人
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
理教授）

戰時、戰後經濟下
纖維增產與產業發
展：以棉、麻兩部
門為中心

張靜宜（國立臺南大
學文化與自然資源學
系副教授）

13:30-14:50 第二場
許雪姬（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研
究員）

近藤正己（日本近畿
大學文藝學部教授）

「殖民地戰爭」與在
臺日本軍隊

詹素娟（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鍾淑敏（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陳柏棕（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約
聘助理）

沈昱廷（國立暨南
國際大學歷史系博
士生）

靖國神社的臺灣人
蔡錦堂（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
副教授）

15:00-16:10 第三場
游勝冠（國立成功大
學臺灣文學系教授）

藍適齊（國立政治大
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喪失」在戰爭（記
憶）中的家人：第二
次世界大戰與臺灣平
民家庭

謝仕淵（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許雪姬（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研
究員）

在滿洲臺灣人的戰爭
記憶

黃英哲（日本愛知
大學現代中國學部
教授兼國際問題研
究所所長）

16:30-17:40 第四場

黃英哲（日本愛知
大學現代中國學部
教授兼國際問題研
究所所長）

田中實加（《灣生回
家》作者/法國尼斯
國立美術學院西洋繪
畫組）

杜正宇（國立高雄應
用科技大學兼任助理
教授）

灣生回家──終戰後
日本移民的引揚與
鄉愁

鳳氣志純平（國立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
系博士）

黃美娥（國立臺灣大
學臺灣文學所教授兼
所長）

從英雄島、蕃薯島、
斷代島到文學島：金
門戰地書寫、歷史想
像與島嶼形象塑造

陳益源（國立成功大
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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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星期日）

時       間 主 持 人 發 表 人 講        題 與 談 人

9:30-10:40 第五場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石文誠（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戰爭記憶與蔣介石：
旗津大陳新村研究

謝貴文（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副教授）

謝國興（中央研究院
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
兼所長）

臺灣民間信仰中的戰
爭記憶

戴文鋒（國立臺南
大學臺灣文化研究
所教授）

11-00-12:10 第六場
呂理政（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館長）

陳怡宏（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助理研
究員）

臺史博「鉅變1895特
展」中的歷史多元詮
釋觀點

翁佳音（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陳靜寬（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副研究員）
黃裕元（國立臺灣歷
史博物館研究助理）

戰爭做為一種流行—
從商品與流行文化看
戰爭的臺灣社會意義

陳文松（國立成功
大學歷史研究所副
教授）

14:00-15:10 第七場
林瑞明（國立成功大
學歷史系名譽教授）

黃金麟（東海大學社
會學系教授）

戰爭與臺灣的高等教
育，1945-1990

林果顯（國立政治大
學臺灣歷史研究所助
理教授）

薛化元（國立政治大
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
兼所長）

國際法二次大戰的結
束與台灣

陳儀深（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15:30-16:40 第八場
鍾淑敏（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林欣宜（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歷史學系助理
教授）

J. W. Davidson的台
灣歷史書寫及其後續
影響之考察（1895–
1920s)

林文凱（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David Wright（加拿
大Calgary大學歷史系
副教授）

A Big Baby Republic: 
James Wheeler 
Davidson’s book and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Taiwan Republic

張隆志（中央研究
院臺灣史研究所副
研究員）

2015年第3次環境史研究工作坊
時　　間：105年8月28日（星期五）
地　　點：臺史所802室（人文館北棟8樓）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參考網址：www.ith.sinica.edu.tw
注意事項：1. 本工作坊不發紙本講義，請報告人準備PowerPoint 講稿。出席者請自備筆記。

2. 如欲參加者，請於8月2 4日下班前向助理劉曉芸小姐報名，以便準備午餐。連絡E - m a i l : 
hsyunliu@gate.sinica.edu.tw，需備素食者亦請說明。

3. 本工作坊為本院環境教育項目之一，全程參加者可得4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時　間 發表人／講題

10:00-:10:30 報到

10:30-12:00 研究報告

顧雅文（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曾文溪下游的環境與社會變遷

李進億（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專案助理教授）／大嵙崁溪流域水利秩序
之形成與變遷（1763-1970）─以後村圳為中心

13:30-15:00
研究報告

曾品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臺灣西部沿海的環境、產業與民眾
之飲食生活──以臺江內海為例

閱讀報告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Andrew C. Mertha, China’s Water Warriors: Citizen 
Action and Policy Chang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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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5期已出版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印之《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25期已出版，本期共收錄論文3

篇：李玉珍〈受戒施教：戰後臺灣比丘尼身分的形成與凝聚〉、鄭媛元〈《金瓶梅》中的

「崩漏」之疾與女性身體〉、章霈琳〈性文化與期刊出版：以《玲瓏》(1931-37)為例〉。另
收錄史料介紹1篇。

公布欄
捐血活動公告

歡迎同仁攜帶具有身分證字號和相片之證件，於下述時間及地點響應此公益性活動！

捐血時間：2015年8月25日（星期二）9：30-16：30
捐血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前廣場

主辦單位：臺北捐血中心、中央研究院

同仁來函
回歸教育本旨，撤回黑箱課綱

本院研究人員社團自由學社（2015.07.30）
教育本應以學生為主體，培養學生法治、人權、人文及科學涵養，發展多元能力為原則。主掌教育行政之教

育部，自當護衛並堅持學生之受教權益，並以身作則，為學生、老師之表率。然而最近課綱微調之長期爭議，教

育部行事荒腔走板，自毀立場，傷害學生的受教權益。作為學界的成員，本院研究人員社團自由學社，不得不發

諍言。

課綱爭議演成今日之局，主要在於教育部不願面對「微調課綱」之法理及教育本質之問題，不理社會的疑

慮，反而一味合理化已成的程序黑箱。光是「微調」乃由課綱檢核小組秘密發動，倉促公聽審議過關而成，成員

由專業不足、政治光譜鮮明之少數人所包辦，稍有常識之人，皆可見其明顯背理之處。事情曝光後，又拒絕公布

重要會議的內容與記錄。然而法院的判決明確指出，此事關涉「公共利益」，資訊應以公開揭露為原則。教育部

已明顯違反程序正義，即使上訴，在判決未定之前，亦不應強行上路。

至於內容方面，教育部罔顧專業要求，擅自以價值判斷的文字，大力刪改臺灣史的內容；中國史仍不脫國

族主義的線性史觀，敘述中國的朝代循環；國文方面除了加重文言文比例外，卻不思如何改善學生使用文字之能

力；公民與社會方面則任由外行領導胡亂增刪主題、並假借憲法用語製造「一國兩區」之虛相。一言以蔽之，

「微調課綱」竟是退回黨國教育的格局，反智又保守，嚴重斲傷教育發展。

當學生、學者與社會人士質疑新課綱時，教育部卻是護航、支持並推動黑箱課綱的內容。學生多次理性要

求溝通，教育部卻選擇了迴避質疑；甚至教長虛晃閃躲，不願面對學生。計無所出之餘，學生只能提高其抗爭手

段，挺而以軀體之力衝撞法網，於情於理於處境，年長者皆應深感慚愧，痛加自省。正因年長且在位者之無能，

罔顧教育為世代正義之志業，才導致這一切發生。教育部長不思學生抗爭之緣由，無視自身強推微調的政治操

作，反而以其他政治勢力介入為藉口，污衊抗議學生。不但對學生提告，且無視警方之執法過當、侵害人權及危

害新聞自由。至此，原應以教育為責的部長，竟成為最壞的反教育示範，夫復何言。

本社抗議此不合常理，學理陳舊，程序不正義，傷害學生受教權益的「微調課綱」。我們呼籲吳部長誠實面

對爭議，「回歸教育本旨，撤回黑箱課綱」，撤回對學生以及新聞記者的提告，作一個有擔當的教育者。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8/13(四)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Assaf Friedler 
(The Hebrew Univ. of 
Jerusalem, Israel)

Using Peptides to Study and 
Modulate Protein Interactions

陳玉如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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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一) 12: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I-Non Chiu 
(Munich Univ. 
Observatory, Germany)

Density Enhancement of Background 
Galaxies Magnified by Massive 
Galaxy Clusters

謝宏立
助研究員
---------------
蘇游瑄
助研究員

8/17(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Patrick Walsh 
(Univ. of Pennsylvania, 
USA)

Arylation of Weakly Acidic C-H's 陶雨臺
特聘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8/14(五) 10:00 基因體中心4樓會議室 Dr. Hui-Chen Wu
(Columbia Univ., USA )

Biomarkers Study Examining Breast 
Cancer Risk: Lesson from a Family 
Study Design

陳建仁
特聘研究員

8/17(一) 10:00 農生中心A134演講廳 Dr. Chin-Mei Lee
(Yale Univ., USA) How Plants Tell the Time 邱子珍

研究員

8/17(一) 11: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B106演講廳
Dr. Ching-Hwa Sung 
(Cornell Univ., USA)

Put Your Shades on: Let’s Walk to 
the Cilium

唐堂
特聘研究員

8/19(三) 10:3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John Whitelock 
(Univ. of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Extracellular Matrix Proteoglycans 
in Tissue Regeneration and Repair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as 
Markers of Inflammation and Cancer

謝清河
副研究員 

8/21(五) 15: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1樓演講廳
萬民濤博士
(多樣中心)

Livestock-associated Methicillin-
resistant S. aureus: An Emerging 
Issue?

湯森林
副研究員

8/24(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Tony Ip
(Univ. of Massachusetts 
Medical School, USA)

The Conserved Misshapen-Yorkie 
Pathway Regulates Intestinal Stem-
Cell-Mediated Homeostasis in 
Drosophila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8/25(二) 11:00 生化所114室 Prof. Ji-Long Liu 
(Univ. of Oxford, UK)

Cytoophidia and its Kinds: 
Filamentation and Compartmentation 
of Metabolic Enzymes

姚季光
助研究員 

8/27(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劉承漢博士
(Johns Hopkins Univ., 
USA)

Reinforcement Learning of Temporal 
Intervals in Primary Visual Cortex

蘇俊魁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8/13(四) 14:00 語言所519會議室 賴郁雯助理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Acquisition of Stem Stress 
on Morphologically Complex 
Words: Corpus  Behavioral and 
Neurolinguistic Studies

8/17(一) 14:30 臺史所817室
(人文館北棟8樓)

溫春來教授
(中國中山大學) 國家、身份與記憶：西南經驗

8/18(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Angus Chu
(Univ. of Liverpool, UK) 

Inflation Unemploy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a 
Schumpeterian Economy

賴景昌
特聘研究員

8/20(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蔡文軒助研究員
(政治所)

中共文件「批示」制度的運作與
後極權國家能力的展現

8/21(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許家馨助研究員
(法律所)

良言一句三冬暖，惡語傷人賠多
少？臺灣民事誹謗案件之實證研
究

8/2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何彥陞訪問學人
(法律所)

我國都市更新制度之檢討：一個
人權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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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