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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獎懲
1.  秘書組張秀嫚辦事員，本院配合完成「短期促進就業
措施-機關檔案管理作業計畫」，經評核成績為甲等，
張員負責規劃、督導，績效良好，獲記嘉獎2次。

2.  物理研究所謝傳平編審，協助物理所進行財產及物
品管理等工作，並協助建立PI轉帳系統，負責預算
執行及控管等工作，辛勞得力，獲記嘉獎1次

3.  近代史研究所沈懷玉編審，協助行政院研究發展考
核委員會與教育部合辦「經驗傳承‧從心出發-921
地震10週年紀念暨檔案特展」等工作，辛勞得力，
獲記嘉獎1次。

學術活動
3月份知識饗宴「全球化之經濟思維」
主講人： 彭信坤博士（本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
主持人：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 99年3月30日(星期二) 晚上6時起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1、2樓 
餐　會： 1樓咖啡廳 (18:00至19:00)
演　講： 2樓第1會議室 (19:00至21:00)
請於3月28日前，以下列方式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請
按步驟進入網頁點選「確認」即可。

2.  第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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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場不受理臨時報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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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89-9875，本院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

藝文活動：「梨園傳奇－文武雙全」京劇 
時　間： 99年3月12日（星期五）

晚上7時（6時30分入場）
地　點： 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樓大禮堂
演　出：當代傳奇劇場

備　註：免費觀賞，無需索票

社會學理論知識的生產、

繼受與創新系列研討會
時　間：99年3月12日下午2時30分至6時
地　點：本院社會學研究所802會議室
第一場： 社會怎麼「學」理論？理論又怎麼「學」社

會？台灣社會學理論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議　程： 

時    間 題    目／發　　表　　人

14:30~14:40 主持人：蕭新煌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 
研究員兼所長)

第一場
14:40~15:00

民主與共產：從災後重建說起
李丁讚 (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第二場
15:00~15:20

社會學理論與台灣的華人社會
林端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教授)

第三場
15:20~15:40

社會學理論的「繼受」問題──以社會
契約為例
顧忠華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教授)

第四場
15:40~16:00

群學爭鳴要如何才能群學爭鳴
黃厚銘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第五場
16:00~16:20

理論作為二階觀察：如何解決「無中不
生有」與「無中生有」的弔詭
湯志傑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16:40~18:00 綜 合 討 論

主辦單位：本院社會學研究所、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相關資訊：http://www.ios.sinica.edu.tw/ios/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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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太與中國傳統的對話」學術研討會
時　　間：99年3月22∼23日(星期一、二)
地　　點：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
報名網址：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首頁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news/20100322/20100322.htm
議　　程： 

99年3月22日(星期一)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發　　表　　人

09 : 30~ 10：00 報到 領取資料

開幕式
10 :00 ~ 10：30  

王汎森（本院副院長）
甘若飛[Raphael Gamzou]（駐臺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代表）
鍾彩鈞（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第一場
10 : 30 ~ 12 : 00

鍾彩鈞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經」從何處來？—《論語》與《阿伯特》首篇的比較解讀 
/ 張平（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第二場
13 : 00 ~ 14 : 30

蔡彥仁
（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道，可以《塔木德》道之？—《老子》首篇的拉比式解讀 
/ 歐永福[Yoav Ariel] （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第三場
14 : 50 ~ 15 : 50

李明輝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猶太魂‧中國情—談離散「中國」的歐洲猶太族裔書寫  
/ 張守慧（文藻外語學院德國語文系）

第四場
16：00 ~ 17：00 

周大興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重新思考開封猶太社區十四至十七世紀的文化認同  
/ 魏卓生[Dror Weil]（政治大學外文中心）

99年3月23日(星期二)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發　　表　　人

第五場
10：00 ~ 11：30

蔡梅曦
（靜宜大學外文系）

一場孔子在席的逾越節禮宴  
/ 歐永福[Yoav Ariel]、張平（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第六場
13：00 ~ 14：30

柯志明
（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創造性張力—早期儒家與拉比猶太教的師生關係  
/ 張平（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

第七場
14：50 ~ 15：50

房志榮 
（輔仁大學神學院）

古代以色列先知傳統有關社會倫理的公義信息  
/ 蔡梅曦（靜宜大學外文系）

圓桌論壇
16：00 ~ 17：30

劉述先
（本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引言人：房志榮（輔仁大學神學院）
　　　　蔡彥仁（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
　　　　蔡梅曦（靜宜大學外文系）
　　　　柯志明（靜宜大學生態學系）

公布欄
本院「99年度第2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自即日起至4月20日止受
理申請 

本院為加強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學術交流、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研發，特訂定「中央研究院獎

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作業要點」，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申請者請備齊相關申請書表(含個人資料、申請書、計畫書、擬參與之本院相關所(處)、研究中心之研究室
或計畫主持人同意書及學術著作代表作)1式3份，於99年4月20日前，經由申請人服務機關備函，逕向本院相關所
(處)、研究中心提出申請，合約書俟核定通過後再行補送。來院訪問期間為99年7月至12月。
※ 有關本梯次之申請作業要點及申請表格請連結本院學術事務組網址：http://aao.sinica.edu.tw/chinese/pro_svp.html
或電洽：李弘文先生02-27899376

99年度「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環境」計畫甄選結果公告
一、  本院99年度「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環境」計畫補助案甄選計通過申請案11件。其計畫名稱及分年核定經費

如後。

二、  以上甄選結果除將分函各計畫主持人及相關單位外，特此公告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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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研究環境計畫」項下計畫核定清單         
單位：元

編號 申請計畫名稱 計畫主持人 申請單位 金額(元)

1 漢籍全文資料庫 劉錚雲 史語所 15,004,000

2 太平洋史前Lapita陶器線上數位資料庫改善與推廣計畫：第
一期

邱斯嘉 人社中心 843,000

3 近代外交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張力 近史所 3,900,000

4 建立魚類耳石影像資料庫—提升魚類分類、海洋生態系及
考古之研究

邵廣昭 生物多樣性中心 620,000

5 鴛鴦湖自然保留區數位植物誌 彭鏡毅 生物多樣性中心 950,000
6 RFID技術導入貝類數位化知識管理 巫文隆 生物多樣性中心 650,000

7 美國國會圖書館暨國家檔案館典藏之空間圖資數位典藏計畫
(III) 范毅軍 人社中心 980,000

8 臺灣日記知識庫建置與推廣計畫 許雪姬 台史所 1,200,000

9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博物館學術合作計畫—臺博館館藏土地
銀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許雪姬 台史所+近史所 1,200,000

10 臺灣核囊菌綱真菌之數位典藏及網站建置(二) 朱宇敏 植微所 600,000

11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增補「新收金文」及影像處理
計畫

陳昭容 史語所 946,400

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諮議委員會
中華民國99年3月1日

本院100年度新增深耕計畫(Academia Sinica Investigator Award)自即日起至5月20
日止受理推薦
一、 依「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作業要點」辦理。
二、 本案採推薦制，由各單位學諮委員或單位主管負責推薦，不接受申請。凡本院專任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
研究員，在專業學術領域已具有顯著獨立研究成果者，經由推薦程序，始可成為候選人。

三、 推薦單位請依「深耕計畫送件填寫說明」備齊相關資料，於5月20日前函送電子檔（PDF格式）及紙本資料（1
式10份）至本院學術事務組；推薦函則請逕送本案聯絡人。

四、 數理組及生命組推薦案相關資料之撰寫以英文為限；人文組以該專業領域之國際學者專家熟悉的文字為主。
五、 深耕計畫作業要點、書寫格式及送件填寫說明可於本院網頁下載(http://www.sinica.edu.tw/manage/gatenews/

showpost.php?_section=2&rid=3048)。
六、本案聯絡人：學術事務組陳佩伶（電話：2789-9476，Email: plchen@gate.sinica.edu.tw)。 
七、 本計畫將俟法定預算案通過後始得執行。

本院100年度新增「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自即日起至5月20日止
受理推薦
一、 為延攬、拔擢研究成果優異並深具發展潛力的年輕學者，特給予本院助、副研究員5年穩定研究經費支持，以
進行具國際競爭力之前瞻性研究課題，期培植成為世界頂尖學術研究人才。 

二、 100年度新增「前瞻計畫」，自100年1月1日起執行，研究人員如獲本前瞻計畫後，仍可執行院內其他主題研
究計畫。

三、 本案採推薦制，不接受申請，已通過研究所(處)、研究中心審議之擬新聘助、副研究員，在其提送院方學組聘
審會審查階段，亦得推薦為本計畫候選人。

四、 推薦單位請依前瞻計畫執行要點相關規定，依「前瞻計畫送件填寫說明」備齊相關資料及附件，於期限內(99
年5月20日)函送電子檔1份及紙本1 式10份至本院總辦事處學術事務組。 

五、 數理組及生命組之推薦案相關資料，需送國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審查，爰請統一以英文撰寫；人文組以該
專業領域之國際學者專家熟悉的文字為主。 

六、本計畫俟法定預算通過後始執行。

七、本案聯絡人：學術事務組陳嬿伊女士，電話：2789-8703，Email: yichen21@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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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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11(四)

10:10 物理所5樓 
第1會議室

范士岡副教授  
(交通大學)

Microfluidics by 
Electrowetting and Beyond 

鄭郅言
助研究員

10:30 數學所演講廳
(台大院區)

Academician Philippe 
Flajolet (法國科學院)

From the Discrete to the 
Continuous.... and Back

14: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台大院區)

Dr. Sebastien Muller 
(Onsala Space Observatory)

Molecular Absorption in 
Galaxies at Intermediate 
Redshifts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台大院區)

吳進通教授  
(屏東教育大學)

The Diameter Estimat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CR Obata's 
Theorem

03/15(一) 10:30 統計所蔡元培館2樓
208演講廳

林宗儀教授 
(中興大學)

Robust Linear Mixed 
Models Using the Skew t 
Distribu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Schizophrenia Data

陳定立 
助研究員

03/18(四) 15:00 數學所 722 研討室 
(台大院區)

陳宏賓先生  
(交通大學)

Iden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Problems on 
Pooling Designs for Inhibitor 
Models

03/26(五) 14:00 天文數學館1203室 
(台大院區)

Prof. You-Hua Chu 
(UIUC) How to Give a Good Talk

生　　　命　　　科　　　學　　　組

03/11(四)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Billy Tsai  
(美國密西根大學醫學院)

How a Toxin and a Virus 
Hijack Common Cellular 
Machineries to Cause Disease

王廷方 
副研究員

03/15(一)

11:00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潘建源副教授  
(台灣大學)

Interactions Between 
Calmodulin and N-type 
Calcium Channel - Studied 
by Electrophysiology and 
Nanowir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林天南 
副研究員

16:00 農業科技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Prof. Collin S Cooper 
(Royal Cancer Hospital, 
UK)

Role of ETS-Gene Alter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Prostate Cancer

蕭培文 
助研究員

03/16(二) 10: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Joseph P. Yuan  
(美國達拉斯德州大學)

Regulation of TRPC and Orai 
Ca2+ Influx Channels by 
STIM1

陳蕾惠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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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23(二)

10:30 基因體中心1樓 
演講廳

Dr. Steven G. Boxer  
(美國史丹佛大學)

Membrane Interactions 
Mediated by DNA 
Hybridization

陳仲瑄 
特聘研究員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Ding Xue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

Programmed Cell Death and 
Lipid Asymmetry in C. elegans

袁小琀 
研究員

03/29(一) 生醫所地下室 
B1B演講廳

陶秘華研究員 
(生醫所)

Development of Hepatitis B 
Virus Disease Models and 
Therapy

陳士隆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3/11(四)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蔡文軒先生 
(IPSAS)

中國大陸省級政治改革的邏
輯：「政績－派系」模式的
解釋

14:30 近史所檔案館樓1樓
中型會議室

巫仁恕副研究員  
(近史所)

從傳統廣告來看明清的消費
文化

03/12(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施俊吉研究員 
(人社中心) 電信競爭與市場管制

03/15(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張谷銘副研究員 
(史語所)

博士論文的作者：十八世紀
的兩個模式

14:30

民族所3樓 
2319會議室

張思嘉副教授 
(世新大學)

自我與婚姻早期的適應 
(Self and marital adjustment of 
newlyweds)

03/16(二)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Prof. Funaki Yuki 
(Waseda Univ., Japan)

Axiomat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Discounted 
Shapley Values

歐美所研究大樓 
1樓會議室

Prof. Renford Reese 
(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 
Pomona, USA)

Obama and Race Relations

03/17(三) 12:00 民族所新大樓3樓
2319會議室

魏仲然先生 
(民族所訪問學員)

Secrecy, Knowledge, and the 
Value of Intangible Property: 
Preliminary Thoughts on the 
Anthropology of Patents in 
Taiwan's High Technology 
Industries

03/18(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3樓 
調研專題中心焦點 
團體室

林季平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 )

勞動及就業指標統計調查分
類體系及建立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呂爾浩先生 
(IPSAS)

半導體產業中國家角色：中
國與台灣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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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18(四)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Dr. Yi Wen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USA)

Liquidity Demand and Welfare 
in a Heterogeneous-Agent 
Economy

03/19(五)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邱炫元先生
(荷蘭烏特茲大學)

印尼伊斯蘭與孔教的代理衝
突：中爪哇華裔穆斯林春節
禮拜之爭

太田淳
助研究員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楊弘任助理教授
(陽明大學)

專家系統下的地方知識：嘉
邑行善團的造橋實作

蕭阿勤
副研究員

03/23(二)

14:00

台史所802室 植野弘子教授 
(日本茨城大學)

從高等女學校生生命史看台
灣家庭生活的變化

陳宗仁
助研究員

03/26(五)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張嘉鳳教授 
(台灣大學)

望而不問─古代小兒臨床醫
學的技術、困境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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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