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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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6(四)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Prof. Marian Scott 
(Univ. of Glasgow, UK)

The environmental data deluge-
sinking or swimming?

楊欣洲
副研究員

10/26(四) 14:00 物理所1樓演講廳 
Vidya Madhavan 教授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
檳分校)

Tuning the electronic properties 
of topological materials by strain

莊天明
助研究員

10/26(四) 14:00 跨領域大樓B106 
演講廳 

Jens Eberhardt 執行
長 
(德國Automated Lab 
Solutions GmbH公司)

ALS CellCelector全自動細胞分離
篩選系統

林榮信
研究員

10/26(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凌嘉鴻助研究員 
(生化所)

Genome engineering using 
CRISPR/Cas9

謝佳龍
助研究員

10/26(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Yun Chi 
(Nat'l Tsing Hua Univ.)

Transition metal phosphors for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s

鍾博文
助研究員

10/27(五) 13:30 跨領域大樓 B106 
演講廳

David Citrin 教授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
院)

(1) Nonlinear Dynamics of 
External-Cavity Semiconductor 
Lasers: Chaos and Applications 
(2) Terahertz Imaging for 
Nondestructive Testing

張亞中
特聘研究員

11/2(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陳俊維特聘教授 
(臺灣大學材料工程
系)

Two-dimensional materials with 
novel functionality for photon-to-
energy conversion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0/26(四) 15:00 跨領域大樓C102
交誼室

Prof. Elizabeth A. 
Edwards
(Univ. of Toronto, USA)

Metagenomics of microbial 
dechlorinating consortia

江殷儒
助研究員

10/27(五) 10:3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蔡怡陞助研究員
(多樣中心)

Comparative and population 
genomics of fungi and 
nematodes

王忠信
助研究員

10/27(五) 11:0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謝明勳副研究員
(植微所)

The ACT domain repeat (ACR) 
protein family in pl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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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一) 11:00 生醫所地下樓B1B
會議室

譚婉玉研究員 
(生醫所)

Translational control in cancer 
and neuron, and its potential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徐百川
研究員

10/31(二) 10:3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Liwen Jiang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Organelle biogenesis and 
function in plants

賀端華
特聘研究員

11/1(三) 11:0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Prof. Toyoshi Fujimoto
(Nagoya Univ. 
Graduate School of 
Medicine, Japan)

Analysis of membrane lipid 
domains and lipid droplets

王昭雯
副研究員

11/2(四) 10:3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翁茂倫博士 
(South Dakota State 
Univ., USA)

Spontaneous mutations and 
cytonuclear coevolution

王忠信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0/26(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吳親恩副研究員 
(副研究員)

Air pollution and trust in 
governments in China

10/26(四) 14:30 近史所檔案館1樓第2
會議室

汪正晟助研究員
(近史所)

從抗戰浙江政工隊看青年政治底
蘊及兩難(1938-1940)

連玲玲
副研究員

10/27(五)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2樓
會議室

張昌平教授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 商周青銅器鑄造中焊接技術傳統 內田純子

研究員

10/27(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何思賢博士
(人社中心)

The war of information / Faruk 
Gul and Wolfgang Pesendorfer

10/27(五) 14:30 臺史所817會議室 鄭安睎助教授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930年代臺灣總督府《警察官吏
駐在所位置及道路圖》身份之謎

10/27(五)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2樓
會議室

岳占偉副研究員 
(中國社會科學院)

殷墟青銅器鑄造技術的幾個相關
問題

內田純子
教授

10/30(一) 10: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R2319)

張正衡博士
(國立臺灣大學)

慢慢村裡的田野工作：一個社群
研究的當代民族誌嘗試

丁仁傑
研究員

10/30(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邱仲麟研究員
(史語所)

明代北邊的墩臺、墩軍與傳烽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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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二) 12: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吳義龍訪問學人
(訪問學人)

農地“三權分置”改革困境的緣
由——一種知識譜系學的的考察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

10/31(二) 12:00 民族所第3會議室 
(R2319)

莊吳斌先生
(新加坡策展人、藝術
家)

記錄東南亞的中華屬性 張雯勤
研究員

10/31(二)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Dr. Jean-Christophe 
Galipaud 
(French Research Inst. 
for Development)

Archaeology of atauro: 
Pleistocene and Holocene 
occupations of a small island in 
the eastern Sunda chain

趙金勇
助研究員

10/31(二) 14:00 臺史所802會議室 陳姃湲研究員
(臺史所)

靠小姐白手起家 ：日治時期澎
湖首富、味志次平(1853-1938)

詹素娟
副研究員

10/31(二) 14:30 經濟所B棟1樓B110
會議室

廖仁哲助研究員
(經濟所)

Optimal multi-step VAR 
forecasting averaging

10/31(二)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4
會議室

Prof. David Edgerton 
(King's College 
London)

Turning the global history of 
"Technology" the right way up: 
the conceptual centrality of the 
periphery

李尚仁
研究員

11/1(三) 14:00 史語所研究702
會議室

Dr. Jean-Christophe 
Galipaud 
(French Research 
Inst. for Development, 
France)

Makue and Shokraon, two early 
settlements in North-Vanuatu: 
Some interrogations and thoughts 
about Lapita and post Lapita

邱斯嘉
副研究員

11/1(三)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Prof. Hiroko Naito 
(Tohoku Univ., Japan)

The Political role of the people's 
court in authoritarian regime 
resilience in China

11/2(四) 10:30 社會所820會議室 郭貞蘭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工作對家庭行為和態度的影響:
以美國與日本為例

11/2(四) 15:00 人社中心焦點團體室
謝宗震博士
(智庫驅動公司知識
長)

D4SG公益資料力，談建築物的
火災風險模型

謝淑惠
助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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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