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週報　第1615期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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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一) 14:30 跨領域大樓B106
演講廳

Dr. Alberto Moscatelli 
(Senior Editor 
of Nature 
Nanotechnology)

An insider's view of Nature 
journal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5/24(三)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Dean Tantillo 
(Univ. of California, 
USA)

Modern carbocation chemistry- 
theory and mechanism

趙奕姼
研究員

5/25(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John F. Berry 
(Univ. of Wisconsin-
Madison, USA)

Chemistry of reactive 
intermediates: transition metal 
oxo, nitrido and nitrene species

呂光烈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5/18(四) 10:3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Alice Y. Cheung
(Univ.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SA)

Male-female interactions in 
plants: a long and winding road 
to fertilization

蔡宜芳
特聘研究員 

5/18(四) 11:00 分生所B1演講廳
Dr. Antonello Bonci 
(Nat'l Inst. of Health, 
USA)

From synaptic plasticity in 
the limbic system to a novel 
treatment against cocaine abuse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5/18(四) 11:3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Univ.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USA

Functions and mechanisms of 
FERONIA receptor kinase, a 
global regulator in Arabidopsis

蔡宜芳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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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9(五) 11: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李文雄特聘研究員
(多樣中心)

Genetic basis for so many 
different kinds of feather in birds

王達益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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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一)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Marschall S. 
Runge
(Univ. of Michigan, 
USA)

Precision health: more hype or 
real hope?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5/23(二) 15:3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Prof. Billie Swalla 
(Friday Harbor 
Laboratories, USA)

Origin,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ordates: 
genomics meets marine sciences

蘇怡璇
副研究員

5/24(三)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Carsten Baldauf 
(The Fritz Haber Inst., 
Germany)

First-principles based simulations 
of carbohydrates and chemical 
reactions

林小喬
特聘研究員

5/25(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Koichi Furukawa 
(Chubu Univ. and 
Nagoya Univ., Japan)

Regulation of inflammation and 
carcinogenesis by glycosylation

神奈木玲兒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5/18(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古大牛助研究員 
(政治所)

Samurai-style party building: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in Meiji 
Japan (1890-1898)

5/19(五) 09:30 歐美所1樓會議室 Prof. Scott Slovic 
(Univ. of Idaho, USA)

Toward an empirical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what 
counts as data?

李有成
特聘研究員

5/19(五) 13:00 歐美所1樓會議室

陳愛華教授 
(City Univ. of New 
York-Staten Island, 
USA)

Contemporary Urban Foraging in 
the U.S

周序樺
助研究員

5/19(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蔡明宏助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Garbrielle demange: on group 
stability in hierarchies and 
networks

5/22(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劉增貴研究員
(史語所)

一、《漢書．翼奉傳》數術考論
─以「時日」為中心；
二、漢碑祭祀史料零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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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吳全峰副研究員
(法律所)

食品安全的守門員：從食品安全
查核檢驗制度與認驗證制度談起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5/23(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賴宏彬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Panel data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with determinants 
of persistent and transient 
inefficiency

廖仁哲
助研究員

5/23(二)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2會議室

松田陽副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

New perspectives in museum 
studies and public archaeology

戴麗娟
副研究員

5/24(三)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饒韻華教授
(美國羅格斯大學)

跨洋的中國戲曲：1920年代北美
洲城市的中國戲院

黃淑莉
助研究員

5/24(三)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Dr. Lukas Rieppel 
(Brown Univ., USA) 

Locating the central Asiatic 
expedition: science, business,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李尚仁
研究員

5/25(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林子倫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Why climate politics looks 
different from the South

5/25(四) 14:00 人社中心焦點團體室 程毅豪 研究員
(統計所)

Joint regression analysis of 
marginal quantile and quantile 
association in longitudinal 
studies, with application to 
adolescent body mass index 
data

5/25(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
第2會議室

游鑑明研究員
(近史所) 我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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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事曆」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