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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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四) 14:0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Dr. David Osborn 
(Sandia Nat'l Lab, 
USA)

Direct interrogation of a 
hydroperoxy alkyl radical:  a key 
intermediate in combustion and 
atmospheric chemistry

劉國平
特聘研究員

9/7(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Prof. Sanjay 
Wategaonkar 
(Tata Inst. of 
Fundamental 
Research, India)

C(2)H—O Interaction in histidine 
side-chain

劉國平
特聘研究員

9/8(五)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王康隆院士 
(UCLA, USA)

Quantized signature of majorana 
fermion: particle being its own 
Anti-particle

李定國
特聘研究員

9/11(一)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Dr. Steve Coad 
(Queen Mary Univ. of 
London, UK)

A combined criterion for dose 
optimisation in early phase 
clinical trials

楊欣洲
副研究員

9/12(二) 10: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Jerald J. Meyer 
(Univ.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 USA)

Dye-sensitization for solar energy 
conversion

孫世勝
研究員

9/12(二) 15:0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Gordana Dukovic 
(Univ. of Colorado at 
Boulder, USA)

Solar photochemistry of 
semiconductor nanocrystals 
coupled with redox catalysts

孫世勝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9/7(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簡志達先生
(英國劍橋大學)

An adaptable phospholipid 
membrane mimetic system for 
in vitro studies of membrane 
proteins

徐尚德
副研究員

9/8(五) 15:3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曾妤馨博士 
(多樣中心)

New insights into systematics, 
biogeography and apomixis in 
elatostema (Urticaceae)

鍾國芳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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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一) 10:30 農生中心A134
演講廳

Dr. John P. Carr 
(Univ. of Cambridge, 
UK)

Viruses manipulate plant-insect 
interactions

葉信宏
副研究員

9/11(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Ming-Yi Chou 
(Nat'l Taiwan Univ.)

The habenula regulates social 
conflict resolution

黃鵬鵬
特聘研究員

9/11(一) 11:00 分生所地下1樓
演講廳

Dr. Michael Snyder 
(Stanford Univ. School 
of Medicine, USA)

Using omics and big data to 
manage health and disease

呂俊毅 
研究員

9/13(三) 11:0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Dr. Su-Chun Zhang 
(Duke-NUS Medical 
School, Singapore)

Clinical, genetic, and biological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human 
circadian system

Dr. Hung-
Chih Kuo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9/7(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第2
會議室

許文堂副研究員
(近史所)

1964年中華民國與日本的斷交
危機

連玲玲
副研究員

9/8(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王郁琮教授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reanalyzing old data with new 
perspectives: applications of 
longitudinal mixture models to the 
Taiwan youth project

9/11(一) 10:00 民族所新館2319
會議室

余雋江(轉盒子文創公
司負責人)

郭昱沂(開南大學)

呂心純(民族所)

弦外之音：「音樂雙城記」紀錄
片放映與座談

丁仁傑
研究員

9/12(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黃瑞卿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Between Nth- and (N+1) th-
degree stochastic dominance

許育進
副研究員

9/14(四)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4
會議室

林素幸副教授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從張光宇的創作看二十世紀中國
美術史及大眾文化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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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