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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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0(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趙奕姼研究員 
(化學所) On the future of chemistry 謝佳龍

助研究員

4/27(四) 10:30 環變中心11樓會議室
Dr. Jui-Lin Li, 
(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 USA)

Predicting climate and its 
change? A global climate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using 
satellite measurements

4/27(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吳尚蓉助理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Applications of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to understand 
macromolecular structure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4/20(四) 10:00 生化所103講堂 戴桓青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潘朵拉的木盒子　義大利名琴的
化學解密

王惠鈞
特聘研究員

4/21(五) 10:30 生化所114室
Dinshaw J. Patel教授
(美國Memorial Sloan-
Kettering癌症中心)

Structural biology of RNA-
mediated gene regulation and 
cGAS-STING-mediated immune 
regulation

王惠鈞
特聘研究員

4/21(五) 15:0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石家興教授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 USA)

Diversification of career from the 
laboratory to the market place, 
opportunities of a biologist

王達益
副研究員

4/24(一)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Chung-I Wu 
(University of Chicago, 
USA)

What are microRNAs good 
for? The May-Wigner theory of 
network stability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呂俊毅
研究員

4/24(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廖楓副研究員
(生醫所)

Chemokine receptor 6 (CCR6) 
in the maintenance of intestinal 
homeostasis.

嚴仲陽
研究員

4/25(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Jue Shi 
(Hong Kong Baptist 
Univ., Hong Kong) 

Cancer-specific cytotoxic 
dynamics of natural killer cell at 
the single cell level

陳昇宏
助研究員

4/26(三) 11:00 生化所114室

Jacquelyn Gervay-
Hague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

The Science and history of the 
California tea project

林俊宏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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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四)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李佳銘博士 
(生醫所)

What if we have a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image core?

蘇俊魁
副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4/20(四) 14:00 人社中心前3樓焦點
團體室

楊孟麗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

Explor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using the degree of interviewer 
intervention as an indicator of the 
respondent's attitude strength

4/20(四)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室

Dr. Tobias Cheung 
(Humboldt Univ. of 
Berlin, Germany)

Being and living: the physiology 
of existence and the formation of 
new agent models around 1800

張谷銘
副研究員

4/21(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鄭雁馨助研究員
(社會所)

同性戀與同志婚：台灣公眾態度
演變、儒家社會影響與全球同婚
合法化過程的比較研究

4/24(一) 10:00 民族所新館2319
會議室

林淑芬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

行動、記憶、敘事：漢娜‧鄂蘭的
政治人文主義

丁仁傑
研究員

4/24(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李尚仁研究員
（史語所研究員）

上海生與死：論韓雅各(James 
Henderson, 1830-1865)的衛生
思想

4/24(一) 15:00 歐美所3樓會議室

Prof. Harry T. 
Dickinson 
(Univ. of Edinburgh, 
UK)

BREXIT: The vote by the United 
Kingdom to leave the European 
Union

4/2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黃舒芃研究員
(法律所)

違約無妨？從德國憲法與稅法學
界關於Treaty Override的爭議反
省「對國際法友善原則」的意義

4/25(二) 14:00 社會所802室 翁佳音副研究員
(社會所)

十七世紀東亞新興市街：臺灣街
的頭家娘與何斌

詹素娟
副研究員

4/25(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馮炳萱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The impact of immigrant business 
ownership on international trade

楊子霆
助研究員

4/26(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林嘉男
（臺灣大學地理環境
資源學系博士候選
人）

原住民傳統領域權利與當代空間
治理—從近年蘭嶼的土地爭議事
件談起

黃淑莉
助研究員

4/26(三)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4
會議室

吳燦政
（聲音藝術家） 聲音地圖及其所映射 林富士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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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