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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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彭文平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New directions for ion trap 
technologie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5/12(五)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楊楚羅教授 
(中國武漢大學)

Solution processable emitters for 
high-performance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

林建村
研究員

5/1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李勝偉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奈米矽鍺熱電材料 呂光烈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5/11(四) 11: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Dr. Ljudmilla 
Timofejeva 
(Tallinn Univ. of 
Technology, Estonia)

PCH2 mediates meiotic 
chromosome remodeling and 
crossover formation in maize

王中茹
助研究員

5/12(五) 15: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
廳

陳義華教授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
院)

學術論文共同作者的責任 張典顯
副研究員

5/15(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
演講廳

Dr. Josef Komenda
(Academy of 
Sciences, Třeboň, 
Czech)

Making the cyanobacterial 
Photosystem II from scratch

常怡雍
研究員

5/15(一)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陳世淯博士 
(Stanford Univ., USA)

Systems approaches towards 
molecular profiling of human 
diseases

羅傅倫
研究員

5/15(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Hung-Jen Wu 教授
(美國德克薩斯州A&M
大學)

Analysis of protein-glycolipid 
recognition on cell membranes

林俊宏
研究員

5/16(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徐經倫博士
(Howard Hughes 
Medical Inst., USA)

Beyond action potentials: 
roles of voltage-gated sodium 
channels in neuronal input-output 
transformation across multiple 
timescales for hippocampal 
memory system

徐百川
研究員

5/16(二)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Sergei Noskov 
(Univ. of Calgary, 
Canada)

New pipeline for safety cardio-
pharmacology: from atom to 
rhythm

林小喬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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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三) 14:00 基因體中心2樓會議
室

Dr. Kiminobu Sugaya 
(Univ. of Central 
Florida, USA) 

Frontier of the stem cell therapies 呂仁
副研究員

5/18(四) 15:00 植微所A134會議室 Dr. Chin-Min Ho
(Stanford Univ., USA) 

Cell fate determination 
in Arabidopsis stomatal 
development

賴爾珉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5/11(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唐世平教授 
(中國復旦大學)

Machiavellian logic: military, 
internal security, and autocrats' 
survival

5/11(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
第2會議室

劉素芬副研究員
(近史所) 劉鶚罹禍原因再探 孫慧敏

副研究員

5/12(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陳俊廷助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Jan K. Brueckner: Friendship 
Networks

5/15(一) 10:00 語言所519會議室 齊莉莎研究員
(語言所)

Lexical vs. synctactic 
nominalization in Saaroa and 
Kanakanavu

鄧芳青
副研究員

5/15(一) 15: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黃德寬校長
(中國安徽大學)

安徽大學所藏戰國楚簡文獻及其
價值

李宗焜
研究員

5/16(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陳舜伶助研究員
用戶隱私作為賣點：資訊服務業
對國家監控的回應及自主管制模
式之界限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5/16(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廖振男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Socially responsible operations: 
making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while making money with new 
business models

葉俊顯
研究員

5/17(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周凌楓研究員
(香港大學）

國族化與去政治化：戰後台灣與
香港身份建構之人類學比較探究

黃淑莉
助研究員

5/17(三) 15:00 人文館第2會議室 布魯諾.拉圖教授
(巴黎政治學院)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science, politics and denial

王寳貫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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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