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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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葉晨聖特聘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

Nano-formulation designed in 
nanomedicine: malignant tumor, 
vessel dilation, and wound 
healing

謝佳龍
助研究員

6/2(五)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Daniel H. Ess 
(Brigham Young Univ., 
USA)

Computational studies and 
predictions comparing dinuclear 
and mononuclear catalysts

趙奕姼
研究員

6/8(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江志強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Computation aided design in new 
materials

洪政雄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6/1(四)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演講
廳

程功教授
(中國清華大學)

Non-structural protein 1: a key 
for Flavivirus transfer from host to 
vector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6/5(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演講
廳

賴信志教授
(長庚大學)

Antiobesity achieved by 
medicinal fungi and gut 
microbiome bacteria

楊玉良
助研究員

6/5(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Ching-Ling Lien 
(Univ.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A)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coronary vessels, cortical 
cardiomyocytes and cardiac 
lymphatics supports heart 
morphogenesis and regeneration

陳振輝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6/1(四) 12:00 民族學研究所第3會
議室

韓恩澤教授
(Univ. of London, UK)

State building as a neighborhood 
effect: borderland politics in 
upland Southeast Asia

張雯勤
研究員

6/1(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吳文欽助研究員 
(政治所)

Preferential trade agreements, 
democracy, and the risk of coups 
d'etat

6/1(四)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Ms. Jing Lou 
(Nat'l Univ. of 
Singapore)

Political distance between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劉祝安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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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四)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1
會議室

Dr. Laura Elizabeth 
Bothwell
(Harvard Medical 
School)

The History of randomized 
controlled trials and the political 
battle for reliable, ethical health 
research

李尚仁
研究員

6/2(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Thomas B. Gold教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

Remaking Taiwan: society and 
the state since the end of martial 
Law

6/2(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郭建廷教授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

Progressive taxation, nominal 
wage rigidity, and business-cycle 
(de)stabilization

張俊仁
研究員

6/5(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
樓會議室

于志嘉研究員
(史語所)

明代軍戶的戶與役：以水澄劉氏
為例

6/5(一) 10:00 民族所新館2319會議
室

Dr. Adina Zemanek 
(Jagiellonian Univ., 
Poland)

Nation branding in contemporary 
Taiwan – A grassroots 
perspective

丁仁傑
研究員

6/6(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倪潤博士
(法律所訪問學人)

大陸地區精神病人強制醫療程式
的立法和實施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6/6(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譙涌川先生 
(新加坡國立大學)

Bayesian coalitional rationality 
and rationalizability

楊智鈞
助研究員 

6/8(四) 14:00 人社中心焦點團體室
高世垣先生
(全國公信力民意調查
股份有限公司)

住宅電話及手機雙底冊調查之實
務操作

6/8(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第2
會議室

康豹特聘研究員
(近史所) 宗教與近代華人家庭生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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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