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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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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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7(一)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李百靈副教授
(淡江大學)

Supervised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al data using subspace 
projection

楊欣洲
副研究員

11/30(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許良彥助研究員
(原分所)

Plasmon-coupled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謝佳龍
助研究員

11/30(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李勝偉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奈米矽鍺熱電材料 呂光烈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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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4(五)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周宏杰博士 
(Univ. of Utah)

Tackling diabetes through insulin 
protein engineering

牟昀
博士

11/24(五) 11:00 農科大樓134演講廳
Dr. Wolfgang Schmidt
(Inst. of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On IRON MAN and other 
superheroes

11/27(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Cécile Desbiez 
(the INRA, France)

Molecular epidemiology of 
cucurbit-infecting potyviruses: 
What does it tell us about 
evolution and spread

呂俊毅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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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7(一) 11:0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Prof. Takuji Iwasato
(Nat'l Inst. of 
Genetics)

Unveiling the mechanisms of 
neuronal circuit refinement in the 
neonatal

周申如
助研究員

11/27(一) 15:00 農科大樓134演講廳

Dr. Frederic Berger
(Austrian Academy 
of Sciences, Vienna 
Biocenter, Austria)

H3 variants assist maintenance 
of Polycomb gene silencing in 
plants

陳柏仰
助研究員

11/28(二) 10:30 農科大樓134演講廳

Prof. Naoko Nishizawa
(Ishikawa Prefectural 
Univ.; The Univ. of 
Tokyo, Japan)

Two metal chelators, 
phytosiderophore and 
nicotianamine are crucial to  
maintain metal homeostasis in 
crops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11/28(二)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Gene-Wei Li 
(Massachusetts Inst. 
of Technology)

Optimal design of bacterial 
proteome

陳昇宏
助研究員 

11/28(二)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倪志文助教授 
(UC Merced, USA)

Mechanical force and vascular 
remodeling

楊瑞彬
研究員

11/28(二) 16: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Kevin Tsai 
(Duke Univ., USA)

Post-transcriptional enhancement 
of SV40 viral gene expression 
and replication by N6-
methyladenosine

劉扶東
特聘研究員

11/29(三) 11:00 跨領域大樓1樓
演講廳

Dr. Debra L. Silver 
(Duke Univ., USA)

Dynamic post-transcriptional 
control of cortical development

周申如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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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四) 14:30 民族所第4會議室 Olivier Tessier副教授 
(法國遠東學院)

人與河流：越南紅河三角洲的河
水治理

許文堂
副研究員

11/24(五) 10: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Karel Nováček 教授
(捷克帕拉斯基大學)

Despite the ISIS: research and 
safeguarding of the Islamic-
Period heritage in Northern 
Mesopotamia

李匡悌
研究員

11/24(五) 11:00 史語所研究大樓703
會議室

Lenka Starková 教授
(捷克皮爾森西波西米
亞大學)

Digital archaeology - usability 
of remote sensing data in the 
research of archaeological 
heritage

李匡悌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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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4(五) 14:00 人社中心B202
會議室

蔡明宏助教授
(國立中正大學)

Fair allocation of disputed 
properties/biung-Ghi Ju and Juan 
D. Moreno-Ternero

11/24(五) 14:30 經濟所B棟1樓B110
會議室

木村福成教授
(Keio Univ., Japan)

Preliminary thought on 
globalization and domestic 
employment: theory and empirics

張靜貞
研究員

11/24(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李宗榮副研究員 
(社會所)

資源獲取或地位動力？臺灣集團
企業間聯姻網絡的成因分析，
1973-2006

江彥生
副研究員

11/27(一) 10:00 民族所舊館3樓第1
會議室

潘怡帆博士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

文學？或見證？ 丁仁傑
研究員

11/27(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
樓會議室

陳昭容研究員 
(史語所)

兩周江淮地區有銘銅器的地理分
布：兼談宜侯夨簋的時空定位

11/27(一) 15:0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3室

黎志添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

從乩壇到正祀──明清道教呂祖
降乩信仰的發展

陳熙遠
副研究員

11/28(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趙吟博士 
(法律所訪問學人) 股東優先購買權的規則與實踐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11/28(二) 14:00 臺史所802會議室 林文凱副研究員
(臺史所)

同床異夢的兩岸關係：中日戰爭
前夕臺灣與福建間的經濟建設與
農業調查活動之交流(1934-1937)

詹素娟
副研究員

11/28(二) 14:30 經濟所B棟B110
會議室

楊智鈞助研究員 
(經濟所)

Rationality and mutual belief of 
rationality in second-price auction 
and English auction

楊子霆
助研究員

11/29(三) 12:00 民族所舊館第1
會議室

陳堯先生 
(國立政治大學)

族群的遷移適應與認同現象－以
三地村古茶柏安人為例

黃淑莉
助研究員

11/29(三) 14:30 史語所研究大樓
702室

林承緯教授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日本民俗學的祭典研究──從傳
承論、變遷論到新民間傳承論的
展開

11/30(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邱訪義研究員
(政治所)

The enigma of presidential 
power: parties, policies, and 
strategic uses of unilateral action

11/30(四) 14:00 人社中心焦點團體室 廖培珊副研究員
(人社中心)

方法效應與社會期望偏誤：以快
樂感為例

謝淑惠
助研究員

11/30(四)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露敏先生
(社會所訪問學人)

國家意象的競逐：太陽花運動視
覺文化中的國家認同

張茂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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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