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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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李夢麟副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

Listen to the light: multi-scale 
photoacoustic imaging

謝佳龍
助研究員

6/20(二)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鄭國威總編輯 
(PanSci 泛科學) 知識經濟的未來 林宮玄

研究副技師

生　　　命　　　科　　　學　　　組

6/15(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Pannuru Venkatesu
教授 
(印度德里大學)

Ammonium ionic liquids as 
biocompatible co-solvents for 
the structure and stability of 
biomolecules

徐尚德
助研究員

6/15(四) 15: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Ming Ta Lee 
(Geisinger Health 
System, USA)

Utilizing 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for precision health.

范盛娟
研究員

6/16(五) 10:00 基因體中心1樓
演講廳

肖杰副教授
(Johns Hopkins Univ., 
USA)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bacterial  cytokinesis ring in 
superresolution

史有伶
副研究員

6/16(五) 11:00 基因體中心1樓
演講廳

謝曉亮教授
(Harvard Univ., USA)

Single cell genomics: where 
stochasticity meets precision

阮麗蓉
研究員

6/16(五) 11:0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王子元研究副技師
（多樣中心）

Comparative phylogeography of 
hillstream loaches (Balitoridae) 
reveals postglacial colonization 
routes between Mainland and 
Taiwan

洪志銘
助研究員

6/19(一) 15:3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Prof. Hideyuki 
Yamashiro 
(Univ. of the Ryukyus, 
Japan)

Coral bleaching 2016 in Japan 湯森林
研究員

6/20(二)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Robb Krumlauf 
(Scientific Director, 
Stowers Inst. for 
Medical Research, 
USA)

Hox genes and regulat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luripotency 
and differentiation

陳俊安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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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三) 11:00 生化所114室 徐沺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Metabolic stress, inflammation 
and the initiation of renal cell 
carcinoma

陳慶士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6/16(五) 10: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周月峰博士
 (中國華中師範大
學）

一個詞彙的旅行：五四前後「新
文化運動」一詞的產生與流行

李仁淵
助研究員

6/16(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黃景沂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銀行分行網路之變遷

6/16(五)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Tat-Kei Lai 
(IÉSEG School of 
Management, Franc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workplace injuries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簡錦漢
研究員

6/16(五) 16: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王飛仙助教授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歷
史：書籍、概念與慣習在近代東
亞的流通

張谷銘
副研究員

6/19(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陳正國副研究員
(史語所)

一、美國獨立運動與清朝／二、
宗教與經濟─以英國十八世紀為
例

6/20(二) 12:00 民族所第三會議室
張毓芬博士
(人社中心亞太專題中
心博士後研究學者)

Civilization envy 與前現代東亞原
型民族主義的形成：以越南「宋
珍故事」為例

張雯勤研究
員

6/20(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Tong Li 
(Vanderbilt Univ. USA)

A partial identification subnetwork 
approach to Discrete Games in 
large networks: an application to 
Quantifying Peer Effects

許育進
副研究員 

6/21(三) 12:00 民族所第2319室 盛曉琳小姐
(美國康乃爾大學)

從人類學的角度來解讀台灣與日
本的麵包文化

黃淑莉
助研究員

6/21(三)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3 
會議室

莽甘教授 
(法國遠東學院名譽教
授)

Innovations in North-South sailing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陳國棟
研究員

6/22(四) 10: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Ying-Ying Lee 
(Univ. of California, 
USA)

Efficient propensity score 
regression estimators of 
multivalued treatment effects for 
the treated

許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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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