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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第29次院士會議將於7月5日開幕
本院第29次院士會議訂今（99）年7月5日至8日於本

院學術活動中心及人文館國際會議廳舉行，截至目前為止

共有198位國內、外院士與會。

7月5日（星期一）開幕式後，有院長之院務報告、

院士分組初步審查及2場主題演講，分別由朱經武院士及

朱敬一院士擔綱；7月6日（星期二）全天為院士分組討論

及議案討論，晚間安排在台北社教館城市舞台聆賞由國光

劇團表演的新編京劇《金鎖記》。

7月7至8日（星期三至星期四）進行3個場次的院士

候選人審查，本次被提名人83位，評議會選出了49位候選

人，將於7月8日下午進行投票，選出本院第28屆院士。本

次會議亦將進行名譽院士的選舉，選出對學術有重大貢獻

之外國學者專家，被提名者6位，其中數理科學組4位、人

文及社會科學組2位。

此外，院方也為陪同出席的院士眷屬們精心規劃各

項參訪及DIY創作節目。會議相關活動日程簡表請參閱第

3頁。

第29次院士會議主題 
演講
日　期：99年 7月 5日（星期一）

地　點：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3樓

國際會議廳

主題演講一

時　間：上午 10:20-11:20

主持人：劉兆漢副院長

主講人：朱經武院士

講　題： From Bench Physics to Higher Education

主題演講二

時　間：上午 11:30-12:30

主持人：王汎森副院長

主講人：朱敬一院士

講　題：臺灣的產業前景

人事獎懲
計算中心楊劍銘科長，前於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任職期間，研訂「機關辦理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圓

滿達成任務，辛勞得力，獲記嘉獎1次。

學術活動

Symposium for the Newly Elected 
Academicians in the Life Sciences 
Division of Academia 
Sinica
時　　間： 99年7月2日 (星期五 )

地　　點： 本院生醫所 B1C演講

廳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

參考網址： http://mysql.ibms.sinica.

edu.tw/99seminar/index_

tmp.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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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NCTS July Workshop on Critical Phenomena and Complex Systems
地　　點： The meeting room on 7th floor,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時　　間：99年 7月 5日（星期一）

  時　間    主　講　人  題　　　　　目

10:00-10:50 Fa-Yueh Wu Potts and Percolation Models on Lattices with Hexagonal Symmetry: Closed-form Expressions 
of Critical Frontiers and Numerical Analysis

11:00-11:50 N.Sh. Izmailian Asymptotic Expansion for the Resistance Between two Maximum Separated Nodes on a Finite 
Resistor Network

11:50-12:20 Lung-Chi Chen Asymptotic Behavior for a Version of Directed Percolation on Square Lattices

14:00-14:45 Chai-Yu Lin A Monte Carlo Renormalization-Group Study for the q-state Manna Sandpile

14:45-15:30 Yeng-Long Chen Soft Particle and Polymer Conformation and Dynamics in Micro and Nanochannels

15:50-16:35 Yun-Ru Chen TBA

16:35-17:20 Wen-Jong Ma q-statistics in Systems of Polymer Chains and Lennard-Jones Fluid

主辦單位：National Center for Theoretical Sciences (Critical Phenomena and Complex Systems focus group) 

　　　　　Institute of Physics of Academia Sinica (Taipei)

　　　　　Further information: http://proj1.sinica.edu.tw/~statphys/

《2009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科學管制、學術研究自由與多元民主價值》
業已出版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編印之專書《2009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雙年刊─科學管制、學術研

究自由與多元民主價值》業已出版，本書由邱文聰博士主編，收錄美國路易士安那州州立大學法

學院Michael Malinowski教授主題演說及相關論文七篇：

Michael J. Malinowski “A Discourse on the Public Nature of Research in Contemporary Life Science: A Law- 

　　　　Policy Proposal to Promote the Public Nature of Science in an Era of Academia-Industry Integration”；

吳建昌〈「研究」與「治療」之區分：過去之未決性或簡單任務？—以台灣醫學會雜誌關於治療 

　　　　的報告（1946-1965）與英美判決為例〉；

邱文聰〈科學研究自由與第三波科學民主化的挑戰—對「知識憲法」與「政治憲法」二分的一個批判考察〉；

劉靜怡〈產學合作關係、利益衝突與科學誠信〉；

郭文華〈全球臨床法規與在地的跨國界回應—以國際醫藥規制協合會「民族差異因素」規範為例的探討〉；

王偉霖〈產學合作引發利益衝突及知識近用限制之研究〉；

吳全峰〈健康照護資源分配之界線—兼論醫療科技發展下健康照護資源分配之變與不變〉；

楊培侃〈論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資料專屬保護規範之現況與影響〉。 

歐美研究所之《歐美研究》季刊第四十卷第二期業已出版
歐美研究所之《歐美研究》季刊第四十卷第二期業已出版，本期共收錄五篇文章，作者及論

文名稱如下：

Yaojun Li (李姚軍 )／ The Labour Market Situation of Minority Ethnic Groups in Britain and the US

Min-Hsiung Huang (黃敏雄 ) and Taissa S. Hauser／  Tracking Persons from High School through Adult 

Life—Lessons from the Wisconsin Longitudinal Study

Stephen H. Sumida／  Immigration, Diaspora, Transnationalism, and the Native—The Many-Mouthed Bird of Asian/Pacific American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Twenty-Fir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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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g-chun Chou (周幸君 )／ Servants in the Cracked Lookingglass—Slaveys, Ireland, and Joyce

裘兆琳／我國參與世界衛生組織之策略演變與美國角色分析：一九九七 ~二○○九

本期文章已全文上網 (http://euramerica.org)，可逕自瀏覽。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一年四期 (三、六、九、十二月出刊 )，國內訂戶新台幣 400元，國外訂戶美金 16元 (郵資另計 )。

劃撥帳號：1016448-2

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第29次院士會議日程簡表

7月 4日
（星期日）

正

式

會

議

7月 5日
（星期一）

7月 6日
（星期二）

7月 7日
（星期三）

7月 8日
（星期四）

上

午

中央研究院學術

諮詢總會99年委
員會議

8:00 報到
　活動中心 1樓大廳
9:00 開 幕 式
　 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9:30 院士合影
　活動中心大門前

10:00-10:20 院務報告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0:20-11:20 主題演講一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1:20-11:30 茶敘
11:30-12:30 主題演講二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9:00-10:00 分組討論
　數理組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組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10:00 —10:30茶敘)

10:30-12:30
專題議案報告與討論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9:00-12:30
院士選舉：分組審查
　數理組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組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9:00-12:00
院士選舉：綜合審查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2:00-12:30
名譽院士選舉：綜合審
查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2:00 午餐
 活動中心平面演
講廳

12:30　午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12:30　午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12:30　午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12:30　午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下

午

院士選舉：
14:00-14:30
2大組初步分組審查
　數理科學組：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科學組：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14:30-17:00
數理、生命各小組初步
分組審查
（15:30-16:00 茶敘）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下午自由參訪

14:00-17:00
一般議案討論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5:30 —16:00茶敘)

14:00-17:00
院士選舉：分組審查
　數理組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生命組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人文及社會組
　 人文館3樓第1會議室

17:00-17:30
名譽院士選舉：分組審
查
（地點同院士選舉分組

　審查地點）

14:00-17:00
院士選舉：選舉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7:00-18:00
名譽院士選舉：選舉
　 人文館3樓國際會議廳

18:00-18:20
會後記者會
　 人文館3樓第2會議室

晚

上

18:30 院長晚宴
 人文館4樓會議廳
後長廊

19:00 總統晚宴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3樓宴
會廳

17:20 晚餐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19:30 藝文活動
 臺北市社教館城市舞台

自由活動
（晚餐自理）

18:30 院長晚宴
 人文館4樓會議廳後長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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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99年度第2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核定名單
數理科學組25人                           　　　　　　　　　　　　　　　　　　　　　　　　　　　　 99.06.11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崔祥辰 成功大學 原分所

劉志毅 成功大學 原分所

邱雅萍 中山大學物理系 物理所

魏大華 台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物理所

劉國欽 淡江大學物理系 物理所

詹立行 暨南大學 化學所

卓君珮 暨南大學 化學所

林進榮 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化學所

林智揚 南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所

廖崇碩 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系 資訊所

黃俊穎 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 資訊所

曾正男 政治大學應用數學系 資訊所

陳　恭 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資訊所

盧奕璋 台灣大學電子工程學所 統計所

陳正宗 海洋大學河海工程學系 數學所

嚴健彰 輔仁大學數學系 天文所

黃誌川 中國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環變中心

郭明庭 中央大學電機系 應科中心

蔡宛邵 暨南大學應用材料與光電工程系 應科中心

李冠明 高雄師範大學化學系 應科中心

賴聰賢 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應科中心

林建中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系統研究所 應科中心

楊馥菱 國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應科中心

洪玉珠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工程學系 應科中心

蔣彥儒 亞東技術學院電子工程系 應科中心

生命科學組20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李信昌 台北醫學大學保健營養學所 生醫所

陳惠亭 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學系 生醫所

江明璋 文化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生醫所

林　恆 慈濟大學藥理暨毒理所 生醫所

陳明毅 臺北護理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生化所

林佳靜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生化所

華國鋒 宜蘭大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生化所

蔡坤哲 成功大學臨床醫學所 分生所

劉宗霖 成功大學生物資訊研究所 基因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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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王來好 嘉南藥理大學醫藥化學系 基因體中心

謝榮峯 輔仁大學食品科學系 基因體中心

蔡建鈞 亞洲大學保健營養生技系 基因體中心

橫山一成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農生中心

黃亮綜 明道大學資訊傳播學系 農生中心

張清俊 成功大學生物科技所 農生中心

施美份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 農生中心

陳又嘉 屏東科技大學生物科技所 生物中心

林仲平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生物中心

林允斌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溫泉產業所 生物中心

蘇文達 台北科技大學 細生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13人

申請人 服務單位 訪問單位

丘為君 東海大學歷史系 近史所

林桶法 輔仁大學歷史系 近史所

鄭慧如 逢甲大學中國文學系 文哲所

鄭凱元 中正大學哲學系 文哲所

張藝曦 交通大學客家學院人社系 史語所

林本炫 國立聯合大學經濟與社會研究所 社會所

張德勝 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所 社會所

趙國材 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歐美所

鄭喜恆 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 歐美所

王煦棋 東吳大學法律系 歐美所

段馨君 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社會學系 歐美所

陳亮智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歐美所

林泰和 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 歐美所

本院「99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核定通過名單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俊麟、劉其享、羅玉迪、梁秋虹。

語言學研究所：陳正賢、杜佳倫。

歷史語言研究所：李仁淵、吳孟軒、涂宗呈、古怡青。

台灣史研究所：吳奇浩、王雲洲、陳志豪、江明親。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童涵浦、郭銘峰、周嘉辰。

社會學研究所：張正衡、鄭旭棠、洪意凌。

民族學研究所：黃淑莉、柯佩怡、胡郁盈。

中國文哲研究所：魏建國、范莉潔、高芝麻子。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劉晏齊、鄭川如。

經濟學研究所：朱巡、蔡雅娟。

近代史研究所：鍾欣志、常成。

歐美研究所：劉涵英、林嘉琪、高德源、郭書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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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同仁務必留意「行人專用通行」時相號誌 
本院大門口與舊大門（研究院路二段與舊莊街）交叉路口，近半年來，發生數起行人於斑馬線上遭左轉汽車擦撞情

事，請同仁通行時務必留意「行人專用通行」時相號誌。

該路口行人專用通行時相號誌，僅限於胡適國小上課期間07:00-19:00開啟；週六、日及寒暑假期間並未開啟，行人

與車輛通行為同號誌；目前非開啟時段穿越馬路時，請務必行走「行人穿越道」，不可斜向穿越以免發生危險。

院方已與台北市政府交通局交管處及交安科研議，請其協助將大門路口「行人專用通行」時相號誌作以下調整：

一、路口增設閃光燈。

二、週六、日及寒暑假期間均開啟，以免行人混淆發生危險。

三、延長現行(07:00-19:00)之開啟時段。

行政院研考會『98年學生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查』資料開放使用
研考會學生數位學習及數位機會調查，旨在蒐集國中小學生的資訊能力及學習機會是否仍存在差異，並確認差距變

化方式及確認差異來源，透過學生調查瞭解國中小學生的資訊能力及應用現況，透過家長調查瞭解國中小學童的家庭資

訊環境，透過教師調查瞭解校園資訊環境及教師資訊融入教學的現況與需求，據以作為制定資訊教育政策及資源配置之

參考。

人社(調研)中心業已完成資料的整理工作，釋出項目計有：問卷檔、原始數據資料檔、過錄編碼簿、SPSS欄位定義

程式、SPSS系統檔、SAS欄位定義程式與STATA系統檔等。欲進一步瞭解釋出資料的相關訊息，請參見「政府抽樣調查

資料庫」網頁（http://srda.sinica.edu.tw/govdb/），或洽詢邱小姐，電話：(02)2787-182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7/01(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任廣宇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

Molecular Design, Self-Assembly, 
and Interface Engineering 
for Polymer Electronics and 
Biophotonics

陶雨台
特聘研究員

07/08(四)

10:30 Dr. Hsiao-Wei Liu
(Univ. of McGill , Canada)

Single Molecule Studies of HIV-1 
Nucleocapsid Protein/Nucleic Acid 
Interactions

孫世勝
副研究員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台大院區)

周蜀林教授
(Peking Univ.)

Entropy and Renormalized 
Solutions for the p(x)-Laplacian 
Equation with Measure Data

 

07/12(一)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sing-Lin Wang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USA)

Facile Synthesis of Conjugated 
Polymers and Nanostructured 
Metals toward Optical and Sensing 
Applications

陳錦地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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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命　　　科　　　學　　　組

07/01(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Dr. Edward T.H. Yeh 
(Univ.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SUMOylation and  
De-SUMOylation: Epigenetics and 
DNA Repair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07/02(五)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Dr. Teh-hui Kao
(Penn State Univ., USA)

Self-Incompatibility in Petunia: A 
Complex Self/Non-Self  
Recognition System

邢禹依
研究員

07/05(一) 16:00 何其儻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

Why Orange Peel Has to Be aged? 
The Chemistry and Bioactivity of 
pPolymethoxyflavones

徐麗芬
研究員

07/06(二) 11:00
Dr. Wenbo Ma 
(Univ. of California, Riverside, 
USA)

Molecular Mechanisms 
Underlying the Function and 
Evolution of Type III Effectors in 
the Plant Pathogen Pseudomonas 
Syringae

賴爾珉
副研究員

07/12(一) 16:00 Dr. Minoru Kanehisa 
(Univ. of Kyoto, Japan)

Molecular Network Analysis 
for Linking Genomes to Natural 
Products, Drugs and Xenobiotics 
in KEGG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07/28(三)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David Van Vactor, Jr. 
(Univ. of Harvard)

MicroRNA Regulation of Synapse 
Development in Drosophila

簡正鼎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7/02(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游雅婷博士候選人
(中央大學)

Patrick Bajari & Ali Hortacsu: The 
Winner’s Curse, Reserve Prices, 
and Endogenous Entry: Empirical 
Insights from eBay Auctions

15:0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謝宇院士
(Univ. of Michigan, USA) 認識中國的不平等

蕭新煌
研究員

07/05(一) 12:3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4會議室

方聞院士
(史語所) 藝術即歷史─漢唐奇蹟在敦煌



週報　第1277期

8

07/06(二)

10:00 法律所籌備處
第2會議室

鍾騏助研究員
(法律所籌備處)

國際法與兩岸間之特殊互動關
係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陳明智副教授 
(香港大學)

Marital Transfers and Welfare of 
Women

經濟所C棟1樓
C103會議室

黃瑞卿副教授 
(東華大學)

Assessing Bankruptcy Prediction 
Models Via Information Content of 
Technical Inefficiency

07/13(一) 14:00 政治所籌備處會議室B Dr. Vinod K. Aggarwal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The 2008-2009 Financial Crisis 
and “New” Industri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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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稿須知：

　　(一)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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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據本報自96年1月18日起出刊英文版電子報，投稿時歡迎惠賜英文稿件。所有來稿請儘可能使用

E-mail：wknews@gate.sinica.edu.tw或送總辦事處秘書組綜合科3111室或傳真至2789-8708《週報》編輯收。

　　(二)  自97年1月1日起，〈學術演講〉將自院內Google Calendar匯出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之演講訊息，前

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截止時間。

　　(三) 自98年4月起新增〈院內人物側寫〉、〈輕鬆一下〉專欄，採不定期出刊。

　　(四)  〈輕鬆一下〉、〈讀者來函〉、〈活動迴響〉專欄開放院內同仁投稿，「專欄邀稿原則」請參見 http://www.

sinica.edu.tw/as/weekly/index.html。歡迎惠賜中、英文稿件，稿件一經採用，將致贈禮物一份。

　　(五)  稿件性質不限，惟須避免人身攻擊或不實描述；請勿一稿兩投。篇幅約800字為佳。原則上除特約稿外不致

稿酬。

　　(六)   投稿文章一律以真名發表。

二、審稿原則：

　　(一) 本報對來稿有刪改權。

　　(二)  本報以平衡報導為原則。在審稿過程中，稿件如係投書且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

覆期限。若後者未能於期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編輯委員會對回覆稿亦有刪改權。

　　(三) 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僅擇1、2篇刊登。

　　(四)  文稿遇有爭執議題，以一次答辯為限。

　　(五)  凡投稿文章經編輯委員會決議修改或不予刊登時，將以電子郵件通知投稿者建議修改之處或敘明未予刊登之

緣由。

備註：凡擬轉載本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