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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中村友輝先生奉核定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長

聘副研究員，聘期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43年10月31
日止。

陳志毅先生奉核定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研

究員，聘期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31年11月30日止。
黃雯華女士奉核定為基因體研究中心助研究員，

聘期自2015年12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林志宏先生奉核定為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聘

期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21年7月31日止。
王鵬翔先生奉核定為法律學研究所長聘副研究

員，聘期自2015年12月3日起至2037年8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統計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鄭清水，於

2015年12月12日至20日赴澳大利亞及新加坡進行學術
交流。出國期間，所務由丘政民副所長代理。

104年12月份知識饗宴「統計學、賽局
理論和政治學：這三者有什麼關係？」

主講人：林繼文研究員兼所長　　

　　　　（本院政治學研究所）

主持人：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2015年12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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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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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名參加餐會者，請於當日下午6時10分前完成
報到並繳付新臺幣100元，逾時歉難保留用餐權
利，敬請配合。

4. 如需免換證進入本院停車者，請主動向大門警衛
告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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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世以降醫藥與衛生知識的生產與
    傳播 」國際學術研討會

時　　間： 2015年12月24日至25日
（星期四至星期五）

地　　點： 本院臺灣史研究所
802會議室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
究所 

參考網址： www.ith.sinica.edu.tw

「第四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術性專書獎」頒獎典禮

「第四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獎」頒獎典禮，將於104年12月22日（星期二）下午2

時於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1樓演講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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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共有60件申請案，經過預審、初審、複審程序，並由審查委員會討論後，始決議本屆得獎名單。

本屆共4位得獎者，每位將獲頒新臺幣60萬元及獎牌1面，典禮當日得獎人將以10分鐘簡介其得獎著作，歡迎

蒞臨。

時　間：104年12月22日（星期二）下午2時至3時

地　點：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1樓演講廳

流　程：

14:00 典禮開始

14:00-14:10 王汎森副院長致詞

14:10-14:20 頒發獎牌暨全體得獎人合影

14:20-15:00 得獎人簡介專書之研究成果（依序進行10分鐘演講）
15:00 禮成

公布欄
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舉辦座談會

各位同仁，您好！

本院翁院長任期即將於105年10月18日屆滿，為慎重籌備院長遴選事宜，業於本（104）年10月17日第22屆評

議會第3次會議，依本院院長遴選辦法第二、三、四條規定，組成「中央研究院院長遴選委員會」，逐步展開提名

推薦作業。

依本院院長遴選委員會11月13日第1次會議決議，舉辦二場全院座談會。第一場已於12月3日（星期四）下午3

時30分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第1會議室召開，紀錄請參見遴選網站http://www.sinica.edu.tw/psearch/。

第二場訂12月21日（星期一）下午3時30分至5時30分，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第1會議室舉行，歡迎同仁踴躍

參加，發表寶貴意見。如不克與會，也歡迎以信件、傳真或電子郵件與遴選委員會聯繫。委員會通訊處：（本院

院本部秘書處）中央研究院院長遴選委員會。電話：（02） 2789-9853，傳真：（02） 2782-1783，電子郵件：

psearch@gate.sinica.edu.tw。

中央研究院院長遴選委員會　敬啟

本院105年度前瞻計畫獲選名單
本院105年度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獲選名單如下（依中文姓氏筆畫數排列）：
一、數理科學組 二、生命科學組

包淳偉博士（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胡哲銘博士（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灰野禎一博士（物理研究所） 陳律佑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許雅儒博士（地球科學研究所） 陳逸然博士（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鍾楷閔博士（資訊科學研究所）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戴麗娟博士（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院105年度深耕計畫獲選名單
本院105年度深耕計畫（Investigator Award）獲選名單如下（依中文姓氏筆畫數排列）：
一、數理科學組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丘政民研究員（統計科學研究所） 李建良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

魏培坤研究員（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邱訪義研究員（政治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 彭信坤特聘研究員（經濟研究所）

呂俊毅研究員（分子生物研究所） 楊春雷研究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邱繼輝特聘研究員（生物化學研究所） 齊莉莎研究員（語言學研究所）

袁小琀研究員（分子生物研究所）

陳國勤副研究員（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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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人社中心所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16年計畫」
面訪調查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協辦「家庭動態資料庫的建立第16年計畫」將於民國105年1月10日至4月10日進行面訪調

查，在此期間會有訪員至受訪家戶拜訪。

洽詢電話：（02）2787-1800轉1833 呂小姐（E-mail：lph@gate.sinica.edu.tw）

轉1852 蘇先生（E-mail：fxp61002@gate.sinica.edu.tw）

參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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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院主計總處「103年中高齡工作歷程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25

政院主計總處「103年家庭收支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18

交通部觀光局「103年國人旅遊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1

交通部觀光局「103年來臺旅客消費與動向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0

勞動部「102年勞工生活及就業狀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2

勞動部「102年僱用管理性別平等概況調查」

資料下載申請：https://srda.sinica.edu.tw/gov/group/53

科技部計畫與學術調查

94年天然災害社會經濟衝擊與風險知覺調查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45

怒氣與眼淚：危機主體情緒性反應之溝通效果研究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57

企業社會責任資訊揭露對投資者決策之影響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567

1995世界價值研究調查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34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4第六期第五次：宗教文化組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63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4第六期第五次：公民權組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62

2012年至2016年「選舉與民主化調查」四年期研究規劃(1/4)：

2013年大規模基點調查面訪案

資料瀏覽下載：https://srda.sinica.edu.tw/search/gensciitem/1748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1第六期第二次：家庭組【英文

資料】

資料瀏覽下載： 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item_en/3/1466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2011第六期第二次：健康組【英文

資料】

資料瀏覽下載： https://srda.sinica.edu.tw/group/sciitem_en/3/1509

更多詳情請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或與我們聯繫。

網址：http://srda.sinica.edu.tw　　電話：(02)2787-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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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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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捐血時間：2015年12月29日（星期二）9：30-16：30

二、捐血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前廣場

三、主辦單位：台北捐血中心、中央研究院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12/17(四) 14: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臺大院區)

Dr. Sperello di Serego 
Alighieri
(Osservatorio Astrofisico 
di Arcetri, Italy) 

Dust in Early-Type Galaxies 平下博之
研究員

12/21(一) 15:3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梶田隆章教授
(Univ. of Tokyo, Japan)

Gravitational Wave Detection and 
the KAGRA Observatory

王子敬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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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科　　　學　　　組

12/17(四) 10:30 基因體中心2樓會議室 Dr. Chia-Yen Chen Sc.D
(Harvard School, USA)

Genome-wide Analysis for 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in United 
States Army Soldiers

楊懷壹
副研究員

12/18(五) 15: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演講廳

林玉儒博士
(多樣中心)

New Approach to Bio-production of 
Valuable Compounds via Synthetic 
Biology

李文雄
特聘研究員

12/21(一) 10:30 農科大樓A133會議室 蘇百祥助研究員
(農生中心)

Functions of the Plastid Hsp70 
Chaperone System

詹明才
研究員

12/21(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Yu-Chi Wu
(國立臺灣大學)

The Antiviral Mechanisms of Fish 
Mx Protein

張繼堯
副研究員

12/21(一) 11: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Ardem Patapoutian
(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 USA)

Piezo Family of Mechanically 
Activated Ion Channels

陳志成
長聘副研究員 

12/22(二)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Qing Nie
(Univ. of California, 
Irvine, USA)

Stem Cell Systems: Interplay 
Between Complex Data and Models

陳俊安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2/17(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冷則剛研究員
(政治所) 中國文化政策與地方治理的再省思

12/17(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第2會議室

朱瑪瓏助研究員
(近史所)

領事、報人與十九世紀東亞通商
口岸裡的情報掮客：以1874年臺
灣事件日、中兩國輪船運兵消息
為例

陳儀深
副研究員

12/18(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林佳慶先生
(國立中央大學)

Olivier Toubia & Andrew T. Stephen 
/ Intrinsic vs. Image-Related Utility 
in Social Media: Why Do People 
Contribute Content to Twitter?

12/18(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Seung-Gyu 
(Andrew) Sim
(Univ. of Tokyo, Japan)

Wage Dynamics with Private 
Learning-by-Doing and On-the-Job 
Search

林軒馳
助研究員

12/21(一) 10:00 民族所2319會議室 林瑋嬪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靈力的具象：鄉村與都市裡的民
間宗教

劉斐玟
研究員

12/21(一) 14:0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雷文玫
(國立陽明大學)

從臥房政治到公共政策：台灣人
工生殖法制的社會與規範變遷

雷祥麟
副研究員

12/22(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Prof. Yuichi Kitamura 
(Yale Univ., USA)

Methods for Microeconometric 
Analysis of Heterogeneous Agents

許育進
副研究員

12/22(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Briana Chang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Endogenous Market Making and 
Network Formation

林軒馳
助研究員

12/23(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何日取副教授
(中國淮陰師範學院)

揚棄、否定、肯定—中國大陸孝
觀念的變遷

彭仁郁
助研究員

12/24(四) 10:00 政治所會議室B 鄭子長博士
(統計所)

Vote-Buying in Taiwan: Evidence 
from Judicial Judgments

12/25(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陳婉琪副教授
(國立臺北大學)

18歲的職涯選擇，30年的教育熱
忱？封閉式人才培育制度之省思

鄭雁馨
助研究員 

12/25(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Chiu-Yu Ko 
(National Univ. of 
Singapore)

Division of a Resource in a Network 葉俊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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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