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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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四) 11:00 應科中心B106 演講
廳 

川田善正教授
 (日本靜岡大學)

High resolution optical bio-
imaging with electron-beam 
excitation assisted microscopy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3/15(三) 14:00

11F Meeting Room, 
Research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Change

 Prof. Wen-yih Sun 
(Purdue Univ.)

Snow, frozen soil, and flooding 
over Red River Valley

3/21(二)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洪正宗副所長
 (中國石油煉製研究
所)

中油石化產品／技術高值化研發 呂光烈
研究員

3/23(四)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Shuo-Chien Ling 
(Nat'l Univ. of 
Singapore)

Mechanisms underlying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ALS) and frontotemporal 
dementia (FTD)

黃人則
副研究員

3/23(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陳志欣副教授 
(淡江大學)

Portable liquid crystal-based 
sensor for environmental and 
biological detection

廖尉斯
助理教授 

生　　　命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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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三) 15: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William F. Martin 
(Heinrich-Heine-Univ., 
Germany)

Endosymbiotic origin and 
differential loss of Eukaryotic 
genes

趙淑妙
特聘研究員

3/23(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Rolf Boelens教授
(荷蘭烏特勒支大學) iNEXT, NMR and gene regulation 徐尚德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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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第2
會議室

張哲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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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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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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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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4(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孔繁華訪問學人
(訪問學人) 論行政處罰委託

3/15(三) 10:00 社會所802會議室
Prof. Beata David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Hungary)

Mapping social milieus and 
cohesion network patterns 
in Hungary from the position 
generator, 1997-2014

3/15(三) 12:00 民族所第1會議室 施以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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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四) 10:00 文哲所3樓討論室 河野龍也副教授
(日本實踐女子大學)

臺灣1920年、殖民地之旅：被人
遺忘的佐藤春夫的足跡

張季琳
副研究員

3/16(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葉健民教授 
(City Univ. of Hong 
Kong)

"Elevating the peasants": the 
Chongqing experiment in land 
reform and its impact on rural 
governance

3/16(四)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Prof. Beata David 
(Hunga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Hungary)

The structural changes of core-
discussion networks in Hungary, 
1997-2015.

3/20(一) 10:00 語言所519會議室 孫天心研究員
(語言所)

Verb-stem formation in Horpa 
language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鄧芳青
副研究員

3/21(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邱文聰副研究員
(法律所) 論管制與處罰攙偽假冒食品

3/21(二)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廖福挺教授
 (伊利諾大學厄巴納 - 
香檳分校)

An introduction to panel data 
analysis for social scientists

伊慶春
特聘研究員

3/23(四)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李鎮邦先生
 (美國芝加哥大學)

從文本中發現社會：質性分析軟
體與大數據分析在歷史社會學的
應用

3/23(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第2
會議室

黃聖修博士
(近史所)

正史概念下的儒林纂修清修〈儒
林傳〉與清代學術研究

孫慧敏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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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