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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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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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一) 10: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張銘顯助研究員 
(原分所)

Manipulation of quantum spins 
for many-body simulations and 
nano-sensing

陳貴賢
特聘研究員

12/4(一)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顏佐榕助研究員
(統計所)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in random effect models 
using metropolis stochastic 
approximation methods with 
data-driven proposals

楊欣洲
副研究員

12/5(二) 10:00 跨領域大樓 1F B106 
演講廳

三澤弘明教授
(日本北海道大學)

Spectr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near field on coupled 
plasmonic nanostructures 
by 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12/5(二) 11:00 跨領域大樓 1F B106 
演講廳

Yuri Kivshar教授 
(澳洲國立大學)

Metamaterials and meta-optics 
driven by Mie resonances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12/6(三)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Yixin Lu 
(Nat'l Univ. of 
Singapore)

Amino acid-derived bifunctional 
phosphines for enantioselective 
reactions

王朝諺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1/30(四) 10: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Dr. Sonny T. M. Lee 
(The Univ. of Chicago, 
USA)

Chaos in the Microbiome: 
Succession and Competition after 
Destabilization in the Microbial 
World

江殷儒
助研究員

12/1(五) 15:00 基因體研究中心1樓
演講廳

李國芬教授 
(美國索爾克研究所)

Cellular and molecular 
mechanisms of cholinergic 
synapse formation and function 
in health and disease

謝世良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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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一) 14:0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Norio Murata
(Nat'l Inst. of Basic 
Biology (NIBB), 
Japan)

Some words addressed to early-
career researchers. Which do you 
like? Easy research or difficult 
research?

12/5(二) 10:30 細生所 1 樓演講廳
黃仁磐博士 
(The Field Museum, 
USA)

Integrative approaches to 
study species delimitation 
and the process of organismal 
diversification

王達益
副研究員

12/6(三) 10:3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Pamela Ronald
(UC Davis, USA)

Plant microbe communications: 
The story of rice XA21/raxX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12/7(四) 10:3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Fabien Nogué
(Institut Jean-Pierre 
Bourgin INRA Centre 
de Versailles-Grignon, 
France)

CRISPR-Cas9 for genome editing 
in plant, mechanism of action 
and few applications

涂世隆
副研究員

12/7(四) 11: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盧煜明博士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Unlocking the hidden diagnostic 
potential of circulating DNA.

郭沛恩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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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二) 10:00 法律所第2會議室 王書成博士 
(法律所訪問學人)

司法解釋、指導性案例與最高人
民法院的立法權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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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許文泰教授 
(新加坡管理大學)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lead to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彭信坤特聘
研究員

12/6(三) 14:00 史語所研究大樓2樓
會議室

郭素秋副研究員
(史語所） 萬大線植物園案階段性成果報告

12/7(四)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B1
演講廳

夫馬進教授 
(日本京都大學) 何謂中國近世？ 王明珂

特聘研究員

12/7(四) 14:00 政治所會議室B 冷則剛研究員 
(政治所)

Chinese diplomacy beyo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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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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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以致造成不必要的困擾與爭議，編輯委員會對來稿有刪改權。

三、來稿之審查結果將以電子郵件通知。

四、為平衡且有效率的報導，凡投書內容涉及院內單位之業務，得知會該單位並約定答覆期限。後者若未能於期

限內回覆，則先刊登來文。若有多篇稿件內容相似時，「編輯委員會」可擇1至2篇刊登。文稿遇有爭執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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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稿方式：來稿請提供*.doc檔，圖表請提供*.jpg檔，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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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截稿時間：出刊日前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若逢連續假期則提前一天（週二）截稿。〈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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