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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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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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11F meeting roo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uilding, Academia 
Sinica

Dr. Pao-Shin Chu, 
(Univ. of Hawaii at 
Manoa, USA)

Bayesian Inference in Climate 
Research

Dr. Huang-
Hsiung 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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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陳貴通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Chemical probes to image 
nuclear membrane morphology 
and excreted reactive small 
molecules

廖尉斯
助理教授

4/6(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台大校園內)

陳宣毅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Membrane, cell, and tissue as 
cctive soft matter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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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五) 14:00 生醫所地下樓B1B會
議室

Dr. Hiroshi Ohno 
(RIKEN Center for 
IMS, Japan)

Gut microbiota, host defense and 
immunity

徐志文
助研究員

3/27(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
廳

Prof. Hiroshi Kiyono 
( The Univ. of Tokyo 
(IMSUT), Japan)

Rice-based vaccine "MucoRice" 
as a novel oral vaccination 
system

楊淑美
研究員

3/27(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Prof. Jung S. Huang 
(Saint Louis Univ., 
USA)

TGF-β and diseases: from bench 
to clinic and back

吳金洌
客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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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7(一)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Pao-Tien Chuang 
(UCSF)

The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signaling networks in 
development and disease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3/28(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演講
廳

Dr. Tarun Kapoor 
(The Rockefeller Uni., 
USA)

How nanometer sized proteins 
build micron-sized structures 
required for cell division

夏國強
助研究員

3/28(二) 15: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Dr. Shin-Yi Lin
(Rowan University, 
USA)

Genetic Dissection of TRA-1 
Function and Regulation in the 
Sex Determination Pathways of 
Caenorhabditis Nematodes

王忠信
助研究員

3/29(三)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
廳

Dr. Siamon Gordon 
(Univ. of Oxford, USA)

Macrophage lectin-like receptors: 
role in infection and immunity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3/29(三) 11:00 生化所114室 鄭斌教授
(美國麻省總醫院)

Targeting AMPK signaling in 
cancer

陳瑞華
特聘研究員

3/29(三) 11:00 跨領域大樓1樓演講
廳

Dr. Jeremy S.Dasen 
(NYU School of 
Medicine, USA)

Origin and assembly of motor 
circuits for limb control

陳俊安
助研究員 

3/30(四)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Prof. Sung-Jan Lin 
(Nat'l Taiwan Univ.)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hair 
follicle organ neogenesis and 
stem cell activity

郭紘志
副研究員

3/31(五)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賀端華院士
(植微所)

Hormone- and stress-regulated 
reprogramming of root 
development in rice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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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四)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許宏彬教授
(中興大學歷史系副教
授)

一個小鎮醫生的行醫人生：二戰
前後吳新榮的醫業、往診與開業
術

李尚仁
研究員



3

週報　第1607期

3/23(四) 14:30 社會所8樓802會議室 李鎮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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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賴孚權研究員
(人社中心)

Kfir Eliaz & Ran Spie gler: search 
design and broad matching

3/28(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蘇彥圖助研究員
(法律所)

天使藏在制度細節裡：「做票」
在台灣如何成為歷史

3/28(二) 14:0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Yichong Zhang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

Non-separable models with high-
dimensional data

廖仁哲
助研究員

3/28(二) 14:00 臺史所802室 鍾淑敏副研究員
(臺史所)

被拘押在印度集中營的臺灣人
(1941-1946)

詹素娟
副研究

3/28(二) 14:3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
樓會議室

鄭振滿教授
(中國廈門大學)、
劉志偉教授
(中國中山大學)、
王明珂特聘研究員
(史語所)

邊緣與流動：歷史與人類學的對
話

王鴻泰
研究員

3/28(二) 15:0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Qingliang Fan 
(Xiamen Univ., China)

Penalized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 with many weak 
instrumental variables

許育進
副研究員

3/29(三)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4
室

陳昇瑋研究員
(資訊所)

資料科學往前看：從大數據到人
工智慧

林富士
研究員

3/30(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蔡文軒助研究員
 (政治所)

調適型動員模式：中共調研政治
的意涵

3/30(四) 14:00 人社中心前棟焦點團
體室

伊慶春特聘研究員
(人社中心)

Moving into Adulthood in Taiwan: 
Developmental Patterns learned 
from Taiwan Youth Project

3/31(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吳介民副研究員
 (社會所)

全球價值鏈霸權邏輯：台商與廣
東模式的起源與轉型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行事曆」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