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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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四) 10:0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Dr. Shiue-Yuan Shiau 
(Nat'l Univ. of 
Singapore)

The unexplored world of 
composite quantum particles: 
two effects taken from cold-atom 
physics

廖仲麒
副研究員

12/7(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Prof. Vladimir M Gelev 
(Sofia Univ., Bulgaria)

Stable isotope labeling amino 
acids and lipids for enhanced 
magnetic resonance visualization

謝佳龍
助研究員

12/11(一) 10:3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邱紀尊助研究員
(歐美所)

How do multiple dimensions of 
religiosity associate with total and 
disability-free life expectancy 
among older adults in Taiwan?

楊欣洲
副研究員

12/14(四) 14:00 統計所2樓交誼廳 潘文涵特聘研究員
(生醫所)

如何「吃的健康」？知難行易！
知易行難！

楊欣洲
副研究員

12/14(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張文豪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2D semiconductor monolayers 
and heterostructure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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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四) 15:30 跨領域大樓1 樓
演講廳

楊四海教授
(中國南京大學) Mutation rates in plants 李文雄

特聘研究員

12/8(五) 10: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Sidney S. Yu
(The Chinese Univ. of 
Hong Kong)

Getting out of TRAPP: vesicle 
and beyond

楊瑞彬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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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一) 10:30 農科大樓A134
演講廳

王陸海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

Regulation of breast cancer 
progression and metastasis by 
tumor microenvironment

徐麗芬研究
員

12/11(一) 11:0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s. T.Y. Chang & 
Catherine Chang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and 
Cell Biology, Geisel 
School of Medicine at 
Dartmouth, Hanover, 
NH, USA)

Mobilizing cholesterol in the brain 
to treat Niemann-Pick type C 
disease and Alzheimer disease

陳振輝
助研究員

12/11(一) 11:00 生化所114室
Alex Marson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
分校)

Engineering T cell circuitry 凌嘉鴻
助研究員

12/14(四) 10:30 細生所1樓演講廳

Dr. Ping-Chih Ho 
(Assistant Professor, 
Dept. of Fundamental 
Oncology, University 
of Lausanne, Ludwig 
Lausanne Branch for 
Cancer Research)

You are firing: an unexpected 
journey of UCP2

吳漢忠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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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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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代的士大夫政治與洪武帝的皇
帝專制政治

王鴻泰
研究員

12/11(一) 10:00 民族所舊館第1
會議室

Dr. Désirée Remmert 
(Visiting Scholar, Inst. 
of Ethnology)

A comparison of motivation and 
agency i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aspirations among students and 
young professionals in Beijing 
and Taipei

丁仁傑
研究員

12/11(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
樓會議室

陳熙遠副研究員
(史語所）

身繫囹圄之神：明清從中央到地
方的獄神信仰

12/12(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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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武帝的對外政策 陳光祖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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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Prof. In-Ho Lee 
(Seoul Nat'l Univ.)

On the alloca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陳明郎
研究員

12/12(二) 14:30 歐美所1樓會議室
令狐萍教授
(Truman State Univ., 
USA

美國華裔婦女的研究及其方法論 單德興
特聘研究員

12/13(三) 12:00 民族所舊館第1
會議室

齊藤朝子 Asako P. 
Saito
(墨爾本大學)

東亞的文化中介者與亞文化參與
者：從布迪厄的理論觀點來看中
國、日本、臺灣的「三國」BL同
人誌

黃淑莉
助研究員

12/14(四) 12:00 政治所會議室B Prof. Jung-Sun Han 
(Korea Univ., )

The Battleship Island in East 
Asia: Makings of Iconic Memories 
in Contemporary Japan and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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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