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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以生技、生態、環境為主軸　

院區開放參觀活動10月31日隆重揭幕

本院連續18年於秋季所舉辦的年度盛事「院區開

放參觀活動」，今年將於10月31日（星期六）上午9時

至16時隆重展開。同時為配合本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即將於明年啟用，此次特別規劃以「生技、生態、環

境」為活動主軸，希望能傳達兼顧生物科技發展與重

視生態與環境保育之間共榮共生的均衡理念。今年本

院共策劃超過240項科普演講、實驗室參觀、手作活動

和影片放映等充滿趣味的學習體驗活動，歡迎媒體與

各界來賓蒞臨指教，並請多利用大眾運輸系統。

主辦單位精心策劃的「永續發展 共榮共生」主題

展將於當天上午9時至16時在基因體研究中心正門口左

側川堂展出，翁啟惠院長並將於9時30分主持主題展揭

幕儀式。國內知名科普教育專家、國立清華大學特聘

教授暨科學人雜誌總編輯李家維先生，隨後將在上午

10時30分於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以「我們是地球

的殺戮者，也該是守護者」為題發表主題科普演講，

提醒聽眾人類對於地球生態保育有無可懈怠的天職。

而預計10年內將收集20萬筆國人的生物基因數據，

以解開國人長期慢性疾病之謎，與協助找出適合華

人疾病治療方法的「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今年亦將以《邁向個人化醫學，就少一個

你》為活動主題，呈現3年來的豐碩成果。

此外，曾經榮獲2013年亞太國際口琴大賽冠軍的

臺灣茱蒂口琴樂團，亦將於下午2時在活動中心大禮

堂，以精湛的技巧，吹奏罕見的口琴，混搭古典、民

謠、爵士風格之音樂，顛覆人們對口琴的刻板印象。

今年民族學研究所成立60周年，特舉辦「未褪色

的金碧輝煌-緬甸古典音樂的近代發展與多元再現」展

覽，非常值得參觀。而甫整修竣工的動植物標本館，

亦將重新展示鳥類、昆蟲、甲殼類、頭足類、魚類、

植物的標本。至於本院生態志工長期妥善維護的「生

態池」與「森林生態研究園區」仍將人氣旺盛，並備

有特選手工彩繪的可愛種子吊飾贈品。

適合國中高中師生團體聆聽的科普演講，今年共

有40場。題目豐富且多元，講題包括: 「抗癌藥物研發

的新挑戰—癌細胞與腫瘤微環境的共犯結構」、「奈

米小小大世界」、「生命來自外太空嗎?」、「晴時多

雲偶陣雨—氣象知多少」、「冥王星是不是行星?」、

「認識災難」、「言論自由或是網路霸凌?」、「經濟

預測懶人包」、「羊羹裡沒有羊?茶點的身世故事」，

和「從莊子看自然、山水、藝術」等。本院最先進的

實驗室設備，現場均有專人解說與示範，例如：超高

速藥物篩選儀、蛋白質X光繞射儀、雷射光譜實驗室、

奈米生醫實驗室、太陽能發電系統、網格計算中心，

以及電話調查設施等。

適合小朋友的趣味體驗或手作活動，則包括：

「為小鼠準備一個溫暖的家」、「動手玩地震」、

「賭神：機率模擬戰」、「以管窺天—太陽觀測」、

「與可口可樂共舞—趣味化學小實驗」、「國家寶

藏」、「祈願木簡」等等。參加「電腦學習單」填答

與「紀念章戳」集章活動還可獲得限量紀念品。

活動導覽手冊請參見: http://www.sinica.edu.tw/

openhous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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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屆教育部學術獎本院獲獎名單
「教育部學術獎」係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學術水準而設置。得獎人為國內從事學術研究有重要貢獻或傑出

成就，並獲學術界肯定者。第59屆學術獎各分科獲獎名單中，本院近代史研究所林滿紅研究員榮獲「人文及藝術

類科」獎、地球科學研究所黃柏壽研究員榮獲「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獎、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吳素幸研究員

與生物化學研究所陳瑞華特聘研究員榮獲「生物及醫農科學類科」獎，頒獎典禮訂104年12月舉行。

104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本院獲獎名單
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江其衽助研究員、社會學研究所林宗弘副研究員、資訊科學研究所張原豪副研究員、基

因體研究中心陳韻如副研究員及生物化學研究所楊維元副研究員榮獲科技部104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係科技部為培育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研究，並紀念吳

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貢獻所設置。

今年全國共40人得獎，獲獎人除由科技部頒發獎牌一面及一次發給獎勵金新臺幣20萬元外，並得於公告獲獎

人名單後6個月內，依獲獎人學術生涯規劃及該部規定，提出1件多年期（2至5年）專題研究計畫。

人事動態

黃天福先生奉核定為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17年7月31日止。

陳湘韻女士奉核定為歐美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自2016年1月18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蔡定平，於2015年10月25日至29日赴日本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中

心事務由魏培坤副主任代理。

政治學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林繼文，於2015年10月25日至29日赴美國出席國際會議。出國期間，所務由

冷則剛研究員代理。

104年院區開放主題科普演講
講　題：我們是地球的殺戮者，也該是守護者

主講人：李家維（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主持人：本院王瑜副院長

時　間：2015年10月31日（星期六） 上午10時30分

地　點：本院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臺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二十四次研討會—宗教與文化

時　　間：2015年10月30日（星期五）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8樓社會所802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ios/?msgNo=20151030-1

聯  絡  人：嚴敬雯小姐（電話:（02）2652-5122，E-mail:yen0218@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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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文化與產業的互動：東亞的比較」國際研討會

日　　期：2015年11月5日（星期四）

地　　點：本院民族所第3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轄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news/news.php?Sn=1570

人口學計量分析工作坊

時　　間：2015年11月11日至12日（星期三至星期四）

地　　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8樓社會所802會議室

授課教師： Professor Joshua R. Goldstein, PhD（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人口學系系主任與

柏克萊人口中心主任）

課程主題（詳細課程內容及介紹請參考議程）：

　11月11日：The formal demography of increasing longevity

　11月12日：The population dynamics of fertility decline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即日起至2015年11月1日中午12:00受理報名，報名名額30位，額滿提前截止，以相關科系之學者及研究生為優

先入選，請自備筆電與統計軟體R。

參考網址：http://www.ios.sinica.edu.tw/ios/?msgNo=20151111-1

聯  絡  人：林庭萱小姐（電話:（02）2652-5155，E-mail: tingsyuan@gate.sinica.edu.tw）

《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2卷第3期出版
臺灣史研究所之《臺灣史研究》季刊第22卷第3期業已出版，本期收錄4篇研究論著。作

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研究論著

1. 清治臺灣番界圖的製圖脈絡：以〈紫線番界圖〉的構成與承啟為中心／蘇峯楠

2.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建築人才的來源及其建樹：以尾辻國吉為例／蔡龍保

3. 殖民政府、地方開發與臺人資本：以人力輕便鐵道業為分析對象（1903-1928）／陳

家豪

4. 臺灣初回地方選舉：日本殖民政府的制度性操作／陳若蘭

有興趣者，請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訂閱費用：一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幣800元。

劃撥帳號：17308795／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已出版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二十七卷第三期已出版，本

期共收入四篇論文：周家瑜〈為何不需要一個世界政府？—霍布斯論國際關係與自然狀

態的（不）完美類比〉、平思寧〈自然資源與國內衝突：權力轉移理論的應用〉、王保鍵

〈混合法庭：國際刑法制度中追訴嚴重犯罪的新模式〉、顏志達、翁堃嵐〈目標不一致、

員工分紅與最適所得稅制〉。細目資料請至該中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publication/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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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105年度本院新增主題研究計畫核定公告

105年度本院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案計23件（數理組7件、生命組12件、人文及社會組4件），第1年申請經

費合計約新臺幣209,418千元（數理組77,986千元、生命組110,670千元、人文及社會組20,762千元）。經本院105年

度新增主題研究計畫複審及經費審核會議決議通過13件（數理組5件、生命組5件、人文及社會組3件），經費共約

新臺幣93,515千元（數理組37,870千元、生命組46,645千元、人文及社會組9,000千元），詳見下列一覽表。核定計

畫將俟法定預算案通過後始得執行。

105年度本院新增主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核定通過一覽表

一、數理科學組：（5件）

計畫編號 總計畫名稱
(1)總主持人
(3)共同主持人

服務單位

AS-105-TP-A03 利用磁性雜質、藍道能階、外加應變操
控量子材料的電子結構

(1)蘇維彬
(3)白偉武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

AS-105-TP-A04 用多重尺度法 研討邊界力學對發育及疾
病的重要性

(1)郭青齡
(3)林宮玄
(3)鄭珮琳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中研院物理研究所
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AS-105-TP-A05 建立高效能之化學探針－醣基化蛋白質
體學策略剖析B淋巴瘤生成及治療之病理
生理機制

(1)陳玉如
(3)田蕙芬
(3)吳尚儒

中研院化學研究所
台大醫院內科部
台大醫院內科部

AS-105-TP-A06 研究物理與化學刺激下的細胞間通訊與
細胞轉化之整合平台

(1)李超煌 中研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AS-105-TP-A07 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感測
平台、活動探勘及互動藝術

(1)曾煜棋
(3)陳伶志

中研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5件）

計畫編號 總計畫名稱
(1)總主持人
(3)共同主持人

服務單位

AS-105-TP-B03 RNA 加工處理於植物有性生殖所扮演之
角色

(1)趙光裕 中研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AS-105-TP-B04 由線粒體功能及結構控制下之組織完整
性

(1)謝道時 中研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AS-105-TP-B05 探討細菌致病性及發炎是如何受到腸胃
道黏膜的調控

(1)林俊宏 中研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AS-105-TP-B07 探討Dmc1催化同源染色體間DNA同源重
組分子機制

(1)王廷方 中研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AS-105-TP-B08 半乳凝素及C型凝集素受體於抗真菌和抗
細菌免疫之作用

(1)劉扶東 中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三、人文及社會科學組：（3件）

計畫編號 總計畫名稱
(1)總主持人
(3)共同主持人

服務單位

AS-105-TP-C01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
歷史比較

(1)湯志傑
(3)齊偉先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AS-105-TP-C02 運用腦科學之技術及介入方法，增進兒
童與老年人的心智資本與健康福祉

(1)李佳穎
(3)劉昭麟

中研院語言學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AS-105-TP-C04 「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 (1)劉士永 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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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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動部統計處（前名：勞委會）「100、101、102年職業訓練概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89

勞動部統計處（前名：勞委會）「100、101、102年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88

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前身機關：臺灣省家庭計畫研究所）「85年臺灣地區中老年身心社會生活狀況長期

追蹤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73

行政院主計總處「103年受僱員工薪資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23

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運用擬—追蹤調查資料庫：102年-103年」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44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

衡量商學院表現之 AHP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58

93年水災與土石流風險認知調查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44

宜蘭縣弱勢家庭照顧網行動研究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08

更多詳情請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或與該中心聯繫。

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電話：(02)2787-1829

E-mail: srda@gate.sinica.edu.tw

同仁來函
側門進出「行不通」？

張永健副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

十月一號上午，筆者坐計程車從四分溪畔進入院區，突然遭警衛攔下，告知從今天開始，禁止計程車由側門

進入院區，要求筆者搭乘計程車繞由大門進入。筆者幼子就讀中研附幼，在四分溪旁．筆者常常搭乘計程車由家

裡出發，送幼子到幼兒園，再進入院區。由於筆者服務的單位在人文社會科學館，也在四分溪旁，所以沿著四分

溪的側門進入院區是直線距離，最近。

十月一號同一天，大台北地區計程車開始漲價，繞由前門進入，每天單趟就必須多花費60元台幣。筆者請本

所行政同仁輾轉詢問總辦事處，政策道理何在，何以未經正式通知和政策思辯就突然作此決定。經告知最近偶有

計程車在溪畔高速行駛，故有此決議。然此是否因噎廢食，尚有進一步思考空間。計程車在院區內也可能超速，

私家車到處都可能超速，難道有少數人不自愛亂開車，就要讓院區變成徒步區？目前總辦要求側門警衛欄下計程

車，告知轉往正門；若由警衛攔下計程車，告知院區內速限30，是否可以ㄧ兼二顧，防止超速，又不增加同仁交

通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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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回覆

一、 為有效管理車輛進出院區，本院大門設有警衛崗哨，並提醒駕駛遵守交通規則、禮讓行人及速限25公里

等規定，另為疏解大門車流量，院區側門開放提供持有通行證院內同仁車輛進出。

二、 近期屢接獲投訴四分溪防汛道路常有計程車車速過快，影響行人安全，為減少風險，總務處公告自104年

10月15日起，未辦理通行證之同仁、來院貴賓及計程車一律自新大門進出院區，以維安全；另對於院內

車輛行車速度過快乙案，將通盤檢討，提出因應措施。

三、 有關總務處此次公告作業時間短暫，未能及時周知相關用路人，謹此致歉，並感謝投書建議。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0/22(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Deepak B. Salunke
(Panjab Univ., India)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oll-
like Receptor 2 Specific Monoacyl 
Lipopeptides as Candidate Vaccine 
Adjuvants

李文山
副研究員

10/22(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王偉華助研究員 
(原分所)

Exploring Transport and 
Opto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2D 
Materials by Interface Engineering

周美吟
特聘研究員

10/28(三) 10:00 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
際會議廳

Prof. Kip Thorne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A Century of Relativity: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and 
Interstellar 

余海禮
研究員

11/5(四) 14: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Christy Tremonti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Star Formation-Driven Galactic 
Winds: Physical Propert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Galaxy Evolution

謝宏立
助研究員
---------------
蘇游瑄
助研究員

11/5(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林頌然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Identification of Defined 
Environmental Proteins  and 
Signaling PathWays to Induce Hair 
Follicle Organogenesis with Mass 
Spectrometry

高橋開人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0/22(四) 10: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王永樑副教授 
(長庚大學)

RNA Virus Replication with Help 
from Host: Molecular Chaperone - a 
Virus’s Best Friend

10/22(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魏誌忍博士
(Sanofi US, USA)

Structure-based Design of Influenza 
Hemagglutinin Immunogens 
on a Self-assembling Ferritin 
Nanoparticle

唐　堂
特聘研究員

10/26(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陳玲玲博士
(中國科學院)

New long noncoding RNA species: 
discovery biogenesis and functional 
implications

郭紘志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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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顏裕庭副研究員
(生醫所)

HSPB7 Plays a Multiple Functional 
Role to Ensure Structural Integrity 
and Proper Function of Heart and 
Muscle

謝清河
研究員 

10/27(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Samuel C. Dudley 
(Brown Univ., USA)

Oxidative Stress and Arrhythmia 
Risk

楊瑞彬
研究員 

10/28(三) 11: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廳
Dr. Jean-Christophe Gelly 
(Univ. Paris Diderot, 
France)

New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Remote Homology Detection

莊樹諄
研究員

10/28(三)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陳珠璜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 A Lipid Maze to Cell Senescence 楊瑞彬

研究員 

10/29(四) 11:00 細生所2樓會議室 Dr. Jenq-Wei Yang
(Univ. Mainz, Germany) 

 Early Network Oscillations in the 
Developing Barrel Cortex in Vivo

周申如
助研究員

10/29(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Wolfgang Sadee
 (Ohio State Univ., USA)

Personalized Therapeutics and 
Genomic Medicine: Combining 
Molecular Genetics Genomics and 
Large Data Analytics

嚴仲陽
研究員

10/29(四) 14: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陳國勤副研究員
(多樣中心)

Biodiversity, Phylogeography and 
Molecular Phylogeny of Barnacles 
in the Indo-Pacific Waters

李文雄
特聘研究員

10/29(四) 16: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沈聖峰助研究員
(多樣中心)

Social Evolution and the Ec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Sociality

李文雄
特聘研究員

10/30(五)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鍾美珠研究員
(植微所)

Chromosomes of Lycoris Species 
(Amaryllidaceae)

11/2(一) 11: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Sandra Schmid 
(UT Southwestern, USA)

A Dual Role for Dynamin in 
Clathrin-Mediated Endocytosis

嚴仲陽
研究員 

11/3(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張以承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dogenous 
PPARγ Ligands and Potential 
Clinical Application

范盛娟
研究員 

11/3(二)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陳振輝博士
(Duke Univ. Medical 
Center, Durham, NC, 
USA)

Visualizing Tissue Regeneration in 
Action Using the Zebrafish Model

謝道時
特聘研究員

11/4(三)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Prof. Xavier Foissac
(French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gricultural Research, 
France)

Adaptation of Phytoplasmas 
Responsible for Grapevine 
Flavescence Dorée to S. titanus 
Insect Vector: the Role of Variable 
Membrane Proteins VMPs

郭志鴻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0/22(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中型
會議室

游鑑明研究員
(近史所)

一個被遺忘的婦女組織：婦女之
家(1956-1998)

陳儀深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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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蘇彥圖助研究員
(法律所)

The Causes of Rising Opinion 
Dissensus on Taiwan's Constitutional 
Court

10/23(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呂玉瑕兼任研究員
(社會所)   

藍圖或拼圖：研究生涯的機緣、
轉承與整合

謝國雄
研究員 

10/27(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林建志博士
(法律所) 消散中的憲法共識

10/27(二)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姚　遠教授 
(南京大學) 當代中國文物保護中的公民參與

10/27(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湯蕙瑄博士
(國立臺北大學)

Estimating the Mincer Earnings 
Equation with the Manpower 
Utilization Survey

陳香如
副研究員

10/28(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陳韋辰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 遭禁與臺灣一貫道的信仰延續

彭仁郁
助研究員

11/2(一) 10:00 民族所2319會議室 林　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農藥的使用與濫用：以臺灣南部
為例

劉斐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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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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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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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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