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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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四) 15:30 原分所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羅志偉教授 
(國立交通大學)

Ultrabroadband mid-IR pump-
probe spectroscopy in emergent 
materials

謝佳龍
助研究員 

1/10(三)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Narahari Sastry 
(Indian Inst. of 
Chemical Technology)

Cation-pi interaction in chemistry, 
biology and material science

許昭萍
研究員

1/11(四) 15:30 化學所A108會議室
Prof. Mahdi Abu-Omar 
(Mellichamp Professor 
at UCSB)

Catalytic depolymerization of 
lignin (CDL) first to make fuels 
and chemicals

王朝諺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1/5(五) 11:00 農科大樓A134
會議室

Dr. Ching-Hong 
Yang(Univ. of 
Wisconsin-Milwaukee, 
US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cyclic-di-
GMP signaling enzymes reveals 
novel pathways to modulate 
bacterial virulence

賴爾珉
研究員

1/8(一) 11:00 分生所1樓演講廳

Dr. Tiffany Horng 
(Associate Professor 
of Genetics and 
Complex Diseases,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USA)

Metabolic Control of Macrophage 
Activation

賴明宗
特聘研究員

1/10(三) 11:00

1F Auditorium (B106),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Building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T)

Dr. Steven L. 
McKnight (Member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A solid state conceptualization of 
information transfer from gene to 
mRNA to protein

Dr. Joseph 
Jen-Tse 
Huang

1/10(三) 15:0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 樓演講廳

劉啓德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an Elite Photosynthetic Bacterial 
Inoculant

湯森林
研究員

1/11(四) 11:00 生化所114室 涂熊林助研究員 
(化學所)

Integrated Platforms for Cell 
Signaling Study

史有伶
副研究員

1/11(四) 14:00 生醫所B1B會議室
Dr. Jean-Laurent 
Casanova (The 
Rockefeller Univ.)

Life-threatening infectious 
diseases of childhood: single-
gene inborn errors of immunity.

郭沛恩
特聘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1/4(四) 15:00 史語所701會議室 范秀君副教授 
(泰州學院人文學院)

為人代筆還是自書幽情？——清
初碑傳文敘事話語的一個面相

王鴻泰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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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五) 14: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謝蘊迪博士 
(社會所訪問學人)

台灣–俚俗版：當今流行文化所
創造的國家品牌

1/8(一) 10:00 史語所文物陳列館5
樓會議室

王汎森特聘研究員 
(史語所) 明清時期的幾種象徵性行動

1/9(二) 10:00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法律所第二會議室
(北棟9樓)

薛熙平博士 
(法律所)

「法治的弔詭：重探施密特 
(Carl Schmitt )的憲法理論 與決
斷論法律思想」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1/9(二) 14:30 經濟所B110會議室 Mr. Yi-Hsuan Lin 
(Boston Univ.)

Stochastic Choice and Rational 
Inattention

林軒馳
助研究員

1/9(二) 15:30 社會所802會議室 葉健民教授 
(香港城市大學) 香港六七暴動與一九九七 陳志柔

副研究員

1/10(三) 12:00 民族所舊館3樓第1會
議室

陳怡萱博士生 
(澳洲麥考瑞大學)

重思「財產」於台灣原住民脈
絡：多元主義理解的邀請

黃淑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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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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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為院內學術活動宣傳、學術成果報導及本院同仁溝通橋樑，每週四出刊，如該日適逢國定假日，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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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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講〉訊息則於前述時間由院內「重要活動行事曆」中標示「本訊息與週報同步刊出」中擷取。

七、凡擬轉載週報內容者，請以書面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