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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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6(四) 11:00 跨領域大樓1F B106 
演講廳 

黃炳照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In situ spectroscopic studies 
of advanced energy storage & 
conversion reaction material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11/16(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鄭炳銘研究員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

VUV photochemistry using 
synchrotron radiation

謝佳龍
助研究員

11/17(五)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Dr. Hsien-Hau Wang 
(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

Strategy toward high energy 
capacity Li-O2 batteries

陶雨臺
研究員

11/22(三) 14:00 人文館南棟11樓
演講廳

洪志誠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

SST warming in the Eastern  
North  Pacific and its possible 
impacts on the East Asian climate

11/23(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蔣昭明教授 
(國立中山大學)

Mechanistic insight into light-
driven graphene-induced 
peroxide decomposition and fate 
of resulting radicals

陳逸聰
主任

11/23(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Jagadese J  
Vittal 
(Nat'l Univ. of 
Singapore)

Unusual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crystalline solids

呂光烈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1/17(五) 11:0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町田龍二助研究員 
(多樣中心)

Construction of metazoan 
mitochondrial DNA taxonomy 
infrastruc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to open ocean zooplankton 
samples

王達益
副研究員

11/17(五)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Samuel T. Hwang 
(UC Davis)

Macrophages and IL-10 in the 
immunopathogenesis of CTCL 
(cutaneous T cell lymphoma).

廖楓
副研究員

11/20(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Patrick Sung
(Yale School of 
Medicine, USA)

Role of the BRCA1-BARD1 
complex in homology-directed 
DNA repair

王廷方
研究員

11/21(二) 10:3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林哲生博士 
(The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errestrial 
Microbiology in 
Marburg, Germany)

Bacterial warfare: regulation 
and function of the type VI 
secretion system in interbacterial 
competition

王達益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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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Miao-Chih Tsai 
(Scientific Editor: 
Molecular Cell/Cell 
Press, Cambridge, 
USA)

Publishing, an editor's 
perspective

陳律佑
助研究員

11/22(三) 11:00 生醫所B1C會議室
Dr. Thomas Helleday 
(Karolinska Inst., 
Sweden)

Nucleotide metabolism in DNA 
repair: from basic science to 
clinical trials

李德章
特聘研究員

11/22(三) 15: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鄭義奮先生 
(國防醫學中心)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hronic neuropathic pain in 
limiting myocardial ischemia-
reperfusion injury via anterior 
nucleus of paraventricular 
thalamus in mice

陳建璋
副研究員

11/23(四) 10:3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鍾彥儀博士
(Utah State Univ., 
USA)

"The unseen majority", microbes 
as key drivers of plant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dynamics

王達益
副研究員

11/23(四) 10:30 農科大樓134演講廳

Dr. Wai-Leng Lee 
(Lecturer, School of 
Science, Monash 
University Malaysia)

Studies on treatment 
responsiveness of oral cancer 
cells

徐麗芬
研究員

11/23(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劉嚴文博士
(Nat'l Cheng Kung 
Univ.)

Application of echocardiography 
in clinical and translational 
research

謝清河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1/16(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鮑彤副研究員 
(政治所)

Legislative brawls, compensatory 
action, and partisan legitimation: 
explaining the persistence of 
unpopular legislative tactics

11/16(四) 14:00 人社中焦點團體室 杜素豪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

Heat-stress effect on wellbeing/
health status: propensity score 
analysis

11/17(五)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金聖文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11/17(五) 14:00 人社中心第1會議室 陳俊廷助理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Communication via a strategic 
mediator/maxim Ivan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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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B1
演講廳

渡邊浩教授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
系)

Religion與「教」——明治日本
與清末民初

王鴻泰
副所長

11/20(一) 14:30 人文館北棟3樓第1
會議室

Prof. Laurence 
Whitehead 
(Oxford Univ., UK)

Democracy reassessed: a 
twenty-first century project under 
pressure

11/21(二)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B1
演講廳

渡邊浩教授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
系)

Gender的交錯——十九世紀的
日本與中國

王明珂
特聘研究員

11/21(二) 10:30 歐美所3樓會議室 曾文婷教授
(中國國立華僑大學)

André Gorz 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思想及其對中國的啟示

11/21(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黃貞穎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Justice as fairness in monkeys: 
linking preferences behind and in 
front of a veil of ignorance

葉俊顯
研究員

11/22(三) 12:00 民族所舊館3樓第1
會議室

連瑞枝副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帝國邊緣的政治與儀式：從中國
西南土官的妻舅們談起

黃淑莉
助研究員

11/22(三) 13: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Prof. Pascal Arnaud 
(Univ. Lyon 2, France)

What is a maritime route? 
the case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and surrounding 
oceans

陳國棟
研究員

11/22(三) 14:3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Dr. Timmy Gambin 
(Univ. of Malta)

The maritime landscapes of the 
Mediterranean - approaches and 
sources

柯蘭
研究員

11/22(三)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1樓
文物圖象研究室

Dr. Olivier Krischer 
(Australian Nat'l 
Univ.）

文人畫與現代跨亞洲性主體的
尋路：關於大村西崖（1868-
1927）的研究

11/23(四)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B1
演講廳

渡邊浩教授 
(日本法政大學法學
系)

三國的革命與「舊制度」——法
國革命、明治維新、辛亥革命

陳光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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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