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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人事動態

社會學研究所呂玉瑕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

期自99年9月10日起。

社會學研究所吳齊殷副研究員奉核定為研究員，聘

期自99年9月10日起。

學術活動
學術交流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李文雄主任，於99

年9月16日至10月5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

中心事務由吳俊宗副主任代理。

資訊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游本中所長，於99年9

月11日至26日赴美國進行學術交流。出國期間，所務由

高明達副所長代理。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7期業已出版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編印

之《中研院法學期刊》第7期業已

出版。本期共收錄論文5篇：

Christian Starck “Auslegung 

und Sicherung der Grundrechte in 

Deutschland”

江玉林〈後藤新平與傅柯的

對話－反思臺灣日治初期的殖民

警察政治〉

陳昭如〈大法官解釋中的歷史與傳統－女性主義觀

點的批判〉

王鵬翔〈反對安置命題〉

黃國昌、林常青、陳恭平〈勞資爭議協調程序之

實證研究－以「政府協調」與「民間協調」之比較為中

心〉

藝文活動：「乘著光影旅行」紀錄片播放
時　　間： 99年9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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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　　演： 姜秀瓊、關本良 (影片

放映後與導演現場座

談 )

備　　註：免費觀賞，無需索票

內容說明：

本片介紹享譽國際的攝影大師李屏賓踏入攝影世界

的經過與磨練。透過本片，可讓觀眾瞭解電影從業人員

的工作型態與內容，看見導演與攝影師之間的溝通方式

與合作模式，一同追溯並感受台灣電影從80年代至90年

代的風格變化，喚起大眾對台灣電影的情感與回憶。

《知識饗宴系列6》已出版
本院長久以來致力推動學術

交流與科學知識普及化，除定期

舉辦「知識饗宴」、「故院長講

座」等科普演講，拓展影響層面

外，另集結演講內容，出版《知

識饗宴》系列專書，《知識饗宴

系列6》於今(99)年6月付梓。

本書內容涵蓋數理、生命與

人文等不同領域新知，收錄12篇

文章：孫維新〈遠距天文觀測的新發展—從墾丁到西

藏〉、游本中〈由大型主機，超級電腦至雲端計算─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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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超強電腦的近窺與回顧〉、楊泮池〈轉譯醫學與個人化醫療—以肺癌診治為例〉、鄭泰安〈媒體與自殺〉、林納生

〈當植物遇見病毒—透視病毒的神奇與奧妙〉、邱繼輝〈解構細胞醣質體的甜蜜羅曼史－邂逅與親和〉、蒲慕州〈古

埃及的藝術宗教及日常生活〉、黃克武〈翻譯、啟蒙與中國現代性〉、劉淑芬〈從《禪苑清規》看唐宋時期的茶、湯

禮與養生文化〉、胡台麗〈民族誌紀錄片的文化詮釋與社會實踐〉、章英華〈融合與自主：臺灣原住民戶籍與社會變

遷調查的分析報告〉、張茂桂〈想像眷村之「流金歲月」〉。

意者請向本院學術活動中心地下1樓四分溪書坊 (TEL: (02)2652-1876)購買，每本定價新台幣360元，詳情請見本院

秘書組網頁「出版品」項下，網址：http://sec.sinica.edu.tw/

9月份知識饗宴「從陸上之路到海上之路—貿易畫所見的景德鎮瓷器之產銷」
主  講  人：陳國棟研究員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主  持  人：本院王汎森副院長

時　　間：99年 9月 28日 (星期二 )晚上 6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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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26日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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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第二次小型研討會—跨文化哲學中的工夫論與內在

超越性
時　　間：99年 9月 30日 (星期四 )

地　　點：本院文哲所 2樓會議室

時　　間 主　持　人 題　　目 / 發　表　人

09:20－09:30 開幕

09:30－10:30 李明輝
(中研院文哲所) 超越與內在問題的回顧與前瞻 / 劉述先(中研院文哲所)

10:50－12:00 何乏筆
(中研院文哲所)

氣論與工夫論重探---王夫之的思考 /楊儒賓 (清華大學中文系)

儒學理論的超越與內在問題 / 邱黃海(中研院文哲所)

13:30－15:30 林維杰
(中研院文哲所)

感通與覺念 /夏可君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

牟宗三與昂希：感通與感觸 /黃冠閔 (中研院文哲所)

定性作為功夫(程顥)的哲學內涵與主體性本身作為超越性(Levinas)/伍
曉明 (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中文系)

16:00－18:00 黃冠閔
(中研院文哲所)

「內在超越」的「存在論」(ontological)特質與工夫論 / 盛珂 (北京首都
師範大學哲學系)

超出世俗理性：朱熹的內在超越形態與泰勒(Charles Taylor)/ 馬愷之 (東
吳大學哲學系)

內在超越性作為跨文化哲學的問題 / 何乏筆 (中研院文哲所)

主辦單位：中國文哲研究所

參考網址：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home/news/20100930A/20100930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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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0 IEAS Workshop on Family Change
日　　期：99年 10月 11至 12日 (星期一至二 )

地　　點：本院歐美所研究大樓 1樓會議廳

主辦單位：中研院歐美所

參考網址：http://sites.google.com/site/2010ieaswofc/、http://www.ea.sinica.edu.tw/ 

特別講座：史丹福大學醫學院李國鼎講座教授Dr. Stanley N. Cohen
講　　題： Being a Scientist: A Personal History of the Invention of Recombinant DNA and the Start of 

Biotech

時　　間：99年 10月 12日 (星期二 ) 15:30-17:00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主  持  人：本院翁啟惠院長

公布欄
人社<調研>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計畫名稱 旅遊網站服務品質衡量方式之比較性研究

計畫主持人 何昶鴛

計畫執行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計畫名稱 靈性健康與實習壓力、憂鬱傾向及健康促進行為之研究(II)

計畫主持人 蕭雅竹

計畫執行單位 長庚技術學院護理系

計畫名稱 線上旅遊資訊搜尋歷程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何昶鴛

計畫執行單位 朝陽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系

計畫名稱 休閒緩衝壓力模式與休閒壓抑壓力模式比較分析之研究

計畫主持人 沈進成

計畫執行單位 國立高雄餐旅學院旅遊管理研究所

☉資料簡介節選自研究報告書中。

開放項目包括：資料檔、問卷、過錄編碼簿、次數分配表、研究成果報告。

『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第五期第四次』資料改版
改版內容說明： 

一、 新增調查基本資料變項：郵遞區號、地區分層、第一抽出單位、第二抽出單位、權數、調查波次、問卷別、調查

年度等變項。

二、依據問卷題號，統一變項名稱之命名。

三、統一『不知道、拒答、漏答、不適用或跳答』等選項之數值編碼。

四、新增報告書中次數分配以大類資訊呈現之變項，如行業、職業、地區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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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增 2008年資料檢核工作記錄表，以說明資料整理狀況。然 2010重整後變項命名方式已統一，如需參考記錄表

請核對題號與檢誤說明資訊。

欲更進一步瞭解上述資料相關訊息，請參見「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頁(http://srda.sinica.edu.tw/)或洽詢邱小

姐。電話：(02)2787-1829；E-mail：srda@gate.sinica.edu.tw

人社<調研>中心執行『我國國民全球暖化節能減碳核心素養之養成』面訪計畫
人社<調研>中心接受本院民族所委託，將於民國99年9月26日至11月14日針對台北縣市進行『我國國民全球暖化

節能減碳核心素養之養成』面訪計畫。本次調查以面對面訪問方式進行，在此期間會有訪員至府上拜訪，煩擾之處敬

請見諒。

調查對象：台北縣市十八歲以上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瞭解臺灣民眾對於全球暖化及節能減碳等相關問題的看法。

洽詢電話：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助理　吳先生　(02)2787-1800分機 1843  

　　　　　　　　　　　張先生　(02)2787-1800分機 1815  

全球暖化計畫小組助理　楊小姐　(02)2652-3300分機 3440

參考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news/H201004.html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9/23(四)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台大院區)

范姜群健教授
(Univ. of California, Davis, 
USA)

Imaging by Sparse 
Measurements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吳宇平教授 
(中國復旦大學)

R & D on Li+ ion Conducting 
Polymer Electrolytes

簡淑華
研究員

09/27(一) 14:00 環變中心演講廳
Dr. James Schwab
(State Univ. of New York at 
Albany, USA)

Ozone and Particulate Matter 
at Rural Location in New York 
State: What Have We Learned 
from 15 Years of Measurements? 

09/28(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秦　勇教授
(中國四川大學)

Total Synthesis of Indole 
Alkaloids

陳榮傑
助研究員

09/30(四) 15:00 統計所蔡元培館2樓
208演講廳

Dr. Justin Lamb
(Broad Inst. of MIT and 
Harvard, USA)

A Transcriptional Connectivity 
Map for Biomedical Discovery

劉維中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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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Masahiko Yamaguchi 
(Dept. of Chemistry,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

Synthesis and Function of Novel 
Helical Compounds

10/01(五) 14:00 數學天文館1203室
(台大院區)

Dr. Alfonso Trejo
(天文所)

Non-thermal Radio Sources 
Toward the Galactic Plane

生　　　命　　　科　　　學　　　組

09/23(四) 15: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會議室

Ms. Ming-Chun Lee 
(Harvard Univ., USA)

Parallel, Beneficial Genome 
Reduction During Adaptation of 
Experimental Populations

吳素幸
副研究員

09/27(一) 16:00 農業科技大樓1樓
A134演講廳

吳克強副教授
(台灣大學)

Histone Deacetylase HDA6 
Interacts with FLD and Regulates 
Flowering in Arabidopsis

常怡雍
副研究員

09/28(二)

11:00

生化所114室 吳國瑞教授
(陽明大學)

The role of HIF-1 and TWIST 
Target Genes in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and 
Cancer Stemness

陳宏文
研究員

09/29(三)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James Ferrell 
(美國史丹佛大學) Dissecting the Mitotic Oscillator 陳蕾惠

研究員

09/30(四) 10:00 生化所102室 羅元超博士 
(生醫所)

BCF M106 Training Course: 
Introduction of Aviv 202 CD 
with Stopped-Flow System 
(Circular Dichroism)

饒淑娟
研究副技師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9/23(四) 10:00 文哲所2樓會議室
黃　勇教授

(美國賓州庫茲敦大學/文
哲所特約訪問學人)

朱熹論德行與人性
李明輝
研究員

09/24(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梁孟玉副研究員
(經濟研究所)

交易期數不確定下之信用評
價制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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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24(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蔡淑鈴研究員

(社會所)

Closing the Gender Gap: 
Educational Growth in Taiwan 
and Japan 

 

09/27(一) 10:00 人社中心B202會議室
岸本美緒教授

(日本國立御茶水女子大
學)

日本海洋史研究動向
朱德蘭
研究員

09/28(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
B110會議室

鄭翰駿教授
(經濟所) Perfect Regular Equilibrium

09/30(四) 14:00
政治所籌備處

會議室B
吳親恩助研究員

(政治所籌備處)
立法委員選舉的賄選誘因與
效果：從SNTV到FP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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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