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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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黎璧賢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Irreversibility, entropy production, 
and violation of Einstein's relation 
in non-equilibrium system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3/6(一) 15:30 化學所周大紓講堂

Shin Aoki教授 
(日本東京理科大學) 
/ Yutaka Saga研究員 
(日本東京大學)

Findings of selective
reactions and assembly of
metal complexe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biological and
material sciences / ubiquitous
function of catalysis -from
asymmetric drug-Lead synthesis 
to energy systems

林俊宏
研究員

3/7(二)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張典顯副研究員 
(基因體中心)

Scientific misconduct: stories and
lessons learned for physical
scientists

余慈顏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3/2(四)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
演講廳

 Prof. Yoichiro Iwakura 
(Tokyo Univ. of 
Science, Japan)

Roles of C-type lectins in host 
defence against pathogens and 
homostasis of the immune system

謝世良 特
聘研究員

3/2(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徐尚德助研究員
(生化所)

 How and why do proteins 
and DNA fold into complex 
topologies?

邱繼輝
特聘研究員

3/2(四) 15: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I-Cheng Ho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roles of protein citrullination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3/2(四) 10: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Pung-Pung Hwang 
(Inst.of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

How fish adapt to a changing 
environment: regulatory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of 
body fluid ionic and acid-base 
homeostasis

蘇怡璇
副研究員

3/2(四) 11:00 分生所1樓
演講廳

Dr. Steven Altschuler 
(Univ. of California, 
USA)

Identifying functional 
heterogeneity

呂俊毅 
研究員 

3/3(五) 10: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Chi-Hon Lee 
(Nat'l Inst. of Health)

The assembly and function of 
Drosophila chromatic circuit

廖永豐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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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五)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Huey-Kang Sytwu 
(Nat'l Defense Medical 
Center)

Genetic manipulation towards 
immune tolerance: approaches 
by transgenic and knockout/
knockdown mouse models.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3/6(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
演講廳

蕭培文副研究員
(農生中心)

Biotechnology research of herbal 
medicine against prostate cancer 
and advanced influenza vaccine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3/6(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Bau-Lin Huang 
(Nat'l Cancer Inst. at 
Frederick, USA)

Fingering the hand: a late 
signaling center regulates digit 
identity

黃聲蘋
副研究員

3/8(三)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Michael Springer 
(Harvard Medical 
School, USA)

Ratio sensing and signal 
decomposition in the response of 
yeast to mixtures of sugars

呂俊毅 
研究員

3/14(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Hideki Taguchi 
(Tokyo Inst. of 
Technology, Japan)

Widespread nascent 
polypeptide-mediated 
translational pausing and intrinsic 
ribosome-spliting

呂俊毅 
研究員

3/15(三) 10: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Pui-Yan Kwok 
(UCSF)

Precision medicin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3/2(四)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Jing Tao 
(Univ. of Washington)

On the asymptotic theory for 
semiparametric GMM models 
with partial identification

劉祝安
助研究員

3/6(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五樓會議室

石守謙特聘研究員
(史語所) 明朝宮廷中的山水畫與觀眾

3/7(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張力 訪問學人
(法律所)

行政法視野下的助推及其「自
治」悖論

3/7(二)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羅貴祥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原始的呼喚？聲音與中國的少數
民族「生態電影」

黃淑莉
助研究員

3/7(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Artem Prokhorov 
(Univ. of Sydney)

Endogeneity in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s

蔡文禎
研究員

3/7(二) 14:30 經濟所C103會議室

Prof. Kalyan 
Chatterje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

On interim rationality, belief 
formation and learning in 
decision problems with bounded 
memory

楊智鈞
助研究員

3/9(四)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林育生博士
(日本京都大學)

宗教、邪教、還是天道？─佛教
泰國中一貫道的定位

張雯勤
研究員

3/9(四) 14:30 歐美所3樓會議室 陳昭如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多元文化主義與女性主義：轉化
文化論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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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第2會議室

張哲嘉副研究員
(近史所)

康熙皇帝的健康教育課本：
《格體全錄》的成立與流傳

孫慧敏
副研究員

3/10(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Prof. Liran Einav 
(Stanford Univ., USA)

Provider incentives and health 
care costs: evidence from long-
term care hospitals

3/10(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蔡友月副研究員 
(社會所)

想像的未來共同體：基因、台灣
人體生物資料庫與國族建構

3/13(一) 10:00 民族所新館3樓2319
會議室

Dr. John McCreery 
(Nat'l Tsing Hua Univ.)

Industrial-Scale ethnography: an 
unfinished project in search of a 
team

丁仁傑
研究員

3/15(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施以慈
(國立清華大學)

「人間佛國」裡的佛光小姐：佛
教主題園區中的青春女性宗教工
作者

黃淑莉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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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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