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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研發能量挺進南臺灣  中研院南部院區正式動土

為將本院尖端的基礎研究能量向外擴散，並帶動區域學術發展，本院自101年起以臺南高鐵特定區為基地，

開始籌劃「南部院區」。前後歷時多年，於本（5）月11日舉行動土典禮祈福儀式，總統蔡英文、行政院政務

委員吳政忠、臺南市代理市長李孟諺皆應邀出席。廖俊智院長說，南部院區未來將優先推動農業生技、循環永

續，並兼顧臺灣文史等領域，透過結合在地人才與研究資源，協助南部發展特色領域研究。

廖院長表示，南部院區研究範疇將延續本院既有研究能量，並結合南部特有之環境、資源、產業及文化，

以本院尖端的基礎研究能量串起臺灣整體的前瞻研究。

蔡總統致詞時表示，中研院南部院區肩負科學研究和區域發展的責任，不亞於南港院區。南臺灣有豐富的

農業型態，也有獨特的考古和人文風貌，現在更是綠能科技和循環經濟的重鎮。未來與產、官、學等單位合作

發展，形成群聚效應，盼能提升區域，乃至國家整體的研發創新能量。

廖院長強調，規劃近七年的南部院區今日正式動土，得要感謝總統府、行政院、立法院及臺南市政府的支

持與協助，並特別感謝翁啟惠前院長的大力推動，為促進區域學研環境的發展，而遍訪臺灣各地找尋拓展研究

之基地。相信未來轉譯農業生技、農業系統基因體、代謝工程、永續能源、高效分析，及配合臺南特有文史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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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之臺灣考古等各項研究專題，將為臺灣農業及環境與文化等研究領域注入創新思維。

未來南部院區將善用地利之便，廣泛延攬國內外人才，一方面以基礎研究帶動學術與產業整體發展，達

成本院以基礎學術創新發展為主，進一步推動國家實驗室及政策建議之任務。另外作為南臺灣創新研發生態

體系中的關鍵角色，南部院區現行規劃之研究專題，與行政院「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所擇定的「5+2」產

業—「綠能科技」、「新農業」、「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相同。未來南部院區也將協助推動沙崙智慧綠能科

學城計畫，促使國家永續能源政策更完備與具體落實。

南部院區面積7.3公頃，為因應長遠的實驗需求，基於開放空間理念，設計具前瞻性之優良研究環境。整

體將以國際大學城型態，生物多樣性以及社區友善等理念為設計主軸。目前採分階段方式開發，預計於108年

12月、110年3月陸續興建完成三棟研究大樓，其中包含精密溫室及玻璃溫室等，總樓地板面積約6萬6,363平

方公尺，興建經費約40億元。基地內其餘空間將作為綠地，以預留未來依研究發展需要擴建研究大樓及公共

設施之用。

人事動態

本院數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程舜仁先生核定為代理所長，自107年8月12日起至新任所長到任為止。

本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呂妙芬女士核定續兼任所長，自107年8月1日起至110年7月31日止。

本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謝國雄先生核定續兼任所長，自107年7月10日起至110年7月9日止。

蔡哲茂先生奉核定為歷史語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員，聘期自107年5月1日起至108年7月31日止。

劉淑範女士奉核定為法律學研究所研究員，聘期自107年5月11日起至109年12月31日止。

▎學術活動
107年5月份知識饗宴「糖質分子與生命的關係」

主 講 人：吳世雄特聘研究員(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主 持 人：劉扶東副院長 

時　　　　間：107年5月29日(星期二) 晚上7:00-9:00

地　　　　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影音直播網址：http://app.sinica.edu.tw/videosrv/online.php

請於5月28日前報名：

1. 曾以網路報名本活動者，於接獲本院邀請函後，點選連結即可進入個人專屬網址報名；報名截止日

前，個人資料如有異動，請至該網址更新。

2. 第1次參加者，請至網址：https://goo.gl/vbBJZq 報名。

3. 歡迎院內外人士及高中生以上同學報名參加。

4. 報名成功並至現場參加演講可享優惠如下：

(1) 每人可獲得精美禮物1份。

(2) 學生憑證至報到處可領《科學人》雜誌過刊，每人1本，送完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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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活動期間免費進入本院停車。(請主動告知警衛)

(4) 於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臨時委外餐廳用餐享9折優惠。

(5) 公務人員簽到可獲得終身學習認證時數2小時。

洽詢專線：(02)2789-9726，院本部秘書處吳小姐。

2018統計科學營（統計所） 

活動日期：107年9月3日（星期一）至4日（星期二）

活動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3樓國際會議廳

招生對象：對統計科學有興趣之國內外各學系學生

主辦單位：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活動網頁：http://www3.stat.sinica.edu.tw/camp2018/index.html

報名網址：http://www3.stat.sinica.edu.tw/camp2018/register.asp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7月20日

聯 絡 人：賴姿秀小姐，(02)2783-5611分機128，camp@stat.sinica.edu.tw

「非常經典—文學的發現、詮釋、創化」文哲所暑期學術研習營

本院文哲所於今（107）年暑假，將與科技部人文司、國立中興大學、臺灣中文學

會，聯合舉行暑期學術研習營。

研習營資訊如下：

活動日期：107年8月28日（星期二）至31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臺中中興大學文學院人文大樓

招生對象：國內外人文學科相關系所之博、碩士研究生

錄取名額：正取50名，備取若干名，依序遞補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星期四）止

報名方式及詳細資訊，請詳見：http://litseminar2018.litphil.sinica.edu.tw/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0卷第1期業已出版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印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30卷第1期業已出版，本

期共收入4篇論文：

1. 黃信豪／檢驗「好公民」的認知轉變：比較脈絡下的臺灣公民

2. 許家豪／托克維爾論異己民族與文明的判準

3.  Weichung Cheng／Putchock of India and Radix China: Herbal Exchange around 

Maritime Asia via the VOC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

4.  齊偉先／臺灣民間宗教儀式實踐中的「品味動員」：陣頭、品味社群與宗教治理

細目資料請至該中心網址參閱：http://www.rchss.sinica.edu.tw/pub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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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文活動
義大利非凡銅管五重奏2018亞洲巡迴音樂會

時間：107年6月1日（星期五）晚間19:00（18:30入場）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1樓大禮堂

演出：義大利非凡銅管五重奏

備註：免費入場，無需索票

內容說明：

義大利非凡銅管五重奏的誕生是嘗試給予觀眾一個充滿活力、多才多藝、同時在國

際樂壇中極具競爭力的銅管樂團。五位自義大利崛起的傑出演奏家，曾被國際小號年會（International Trum-

pet Guild Conference）譽為「當代最佳的青年銅管五重奏」，演奏經驗逾20年，淬煉出無可挑剔的技巧與

純淨音色。本場音樂會將演出多元風格的樂曲，歡迎愛樂朋友蒞院共享非同凡響的音樂盛宴。

▎公布欄
本院「107年度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核定名單

核定名單31名

▎活動迴響
〈回憶的脈絡 — 李有成與石黑一雄的下午茶〉

本院秘書處劉韋佐／整理報導

2018年3月的「知識饗宴」，擔任講者的本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李有成，以〈與石黑一雄喝下午

茶〉為題，在演講中回憶他與石黑一雄碰面的談話。2004年入秋之際，李有成與石黑一雄在倫敦的百年茶館

Richoux有場難得的午茶約會。作為讀者的李有成，試圖挖掘作者筆下人物塑造的隱喻；作為研究者的李有

成，也想追問給予創作者養分的社會環境，如何與其作品互文。石黑一雄的小說念茲在茲處理「回憶」，而

研究所、中心 姓名

歷史語言研究所 蔡松穎、黃旨彥、孫冬子Joe Travis Shutz

民族學研究所 彼勇˙依斯瑪哈單

近代史研究所 許秀孟、吳景傑、羅皓星、詹宜穎

歐美研究所 陳思穎、吳采奕

中國文哲研究所 許明德、黃澤鈞、林小涵、林佩珊、陳重羽、蔡孟哲

臺灣史研究所 盧正恒、曾獻緯、郭婷玉

社會學研究所 李世蓉、何俊頤、謝易宏、曾裕淇

政治學研究所 谷巖杉Raoul Bunskoek、蘇軍瑋、朴炳培Byungbae Park

法律學研究所 盧省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謝瑞齡、劉又銘、納敏Naomi Hellmann、鄭宛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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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與李有成的下午茶，也在這場演講中經由講者的「回憶」，

再次被重現與談論。

「我對於人們在回首過往時會有怎樣的感覺這件事很有興

趣」，石黑一雄說道。在人一生所走過的路途中，許多事情不

是我們能夠掌控的，而你可能在某個回眸的時刻，突然能夠嚴

肅地去思考，當時發生的事情對於現下狀況所造成的影響。就

如石黑一雄在小說《別讓我走》（Never Let Me Go）裡頭，

以主角第一人稱的視角，回想與好友在住宿學校成長的種種記

憶。小說中，這個住宿學校會鼓勵學生創作，並舉辦選拔，被

挑中的藝術品可以被「夫人」收藏進藝廊。然而在長大後，主

角才發現，當時被鼓勵的創作行為，竟是為了要檢視這群為了

捐贈器官而被育養出來的孩子—有沒有靈魂。

在小說中談回憶，在對談裡談自己的回憶

李有成關注石黑一雄作品中的「回憶」主題，於是他們的對談也從回憶開始。李有成想知道，石黑一雄

若如小說中的主角那般「回憶」過往，他會發現些什麼。「我出生在1954年，那剛好是距離二次世界大戰後

的十年」，石黑一雄說，戰爭雖然是父母那一代的事情，「但離我並不遠」。他常會想，如果我是那個年代

的人，我將如何被戰爭影響？我是不是也會成為軍國主義的一分子？

無獨有偶地，石黑一雄在1986年出版的小說《浮世畫家》（An Artist of the Floating World）描寫一位經

歷二戰的日本畫家，回憶自己作為藝術家，在動盪亂世中為了追求地位卻擁抱軍國主義矛盾的過往—正與

他回答李有成的問題有若干呼應。1982年的《群山淡景》（A Pale View of Hills），主角則是一位曾住在長

崎、帶著敗戰創傷移居英國的寡婦悅子。這兩部石黑一雄早期的小說與石黑一雄的原生背景有多處相應。石

黑一雄曾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採訪中表示，他筆下的日本有很大的部分是依靠個人想像；然而，從他與

李有成的談話中，我們能明白，只存在他回憶中的日本與戰爭，卻對石黑一雄的寫作產生了鉅大的影響。

看見小人物在大時代洪流中的樣貌

「我對平凡的人物比較感興趣」，石黑一雄說。像是前面提到的作品，主角都是平凡的小人物，藉由他

們對於過往的回憶，以及石黑一雄所擅長的對細節的把握，以主角當下的平淡敘述，折射出過往已逝的哀慼。

「我想觀察歷史是如何殘酷地對人們嘲弄」，石黑一雄關注的，是小人物無可奈何地被捲入大時代的洪流。

石黑一雄的第一部作品《群山淡景》隱含二戰後壟罩在戰敗霧霾下的新生代，對於自己未有的經歷、卻也

避談不了的種種哀傷。面對這段歷史，石黑一雄說：「面對二戰，同為戰敗國的日本與德國，在處理這場戰爭

的態度，就有很大不同。」這不僅僅是一個選擇的問題，石黑一雄認為，一個國家選擇用什麼態度來「回憶」

這場戰爭，其背後是有相當複雜的政治因素。就日本而言，石黑一雄認為整個社會環境都要人民忘記和埋葬這

段記憶。於是，石黑一雄就在他的書中，讓小說的主角不斷地「回憶」、不斷地重建記憶的脈絡。

不過有人可能會追問，回憶往事、記得過去有什麼好處？「在什麼情況下，遺忘過去、向前邁進會是比

較好的選擇？—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石黑一雄曾在訪談中提到，他藉由小說描述日本面對

二戰的態度，是要提醒世人，戰爭的本質是相互殘殺；面對戰爭，沒有任何人是絕對的贏家，否認戰爭的暴

行只是一種自我欺騙的逃避。因此石黑一雄對李有成說，什麼時候記住，什麼時候忘記，這在國家歷史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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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是非常複雜的。「我對一個國家如何記憶與忘記很感興趣。」石黑一雄每一部作品可以說都在處理這個

課題，例如在《群山淡景》中，主角悅子在提及往事時，就彷彿在替家國代言，說出了對記憶的矛盾：「我

的記憶可能隨時間而模糊了，也許事實並非完全如我現在記得的那樣—」她又說：「記憶往往是不怎麼可

靠的。回憶往往把過去染上不同的色彩。我現在敘述的事自然也不例外。」

大江健三郎：石黑一雄是位無家的作者

石黑一雄在與李有成的談話中，也回憶起他在1989年日本之行—那是石黑一雄相隔29年後第一次回到

日本。在那趟返鄉之旅中，他與知名作家大江健三郎（1994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一場座談。大江健三郎

將石黑一雄描述為一個「無家」（homeless）的作家，大江健三郎解釋，像他自己的作品大多是寫給日本某

一個世代的讀者讀的，但石黑一雄的「無家」，則可以面對全世界的讀者自由地書寫。「這是大江健三郎說

我無家的原因」，石黑一雄說。

在這場演講中，李有成與觀眾分享他和石黑一雄多年前的碰面，娓娓道來石黑一雄在談話中的回應，也

不忘提及作品與作者的相互映照。李有成說，2017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揭曉後，許多人追問，長篇作品不過七

本的石黑一雄，為何能摘下諾貝爾的桂冠？李有成認為，石黑一雄的作品有歷史的縱深、普世的寬容，不侷

限在某一種特定類型上。「當然，諾貝爾文學獎背後也可能具有政治意涵。」李有成說，當現今世界正走向

極右、反移民的風潮時，諾貝爾文學獎把榮耀頒給一位移民作家，這其中似乎另有用意。諾貝爾文學獎不僅

肯定石黑一雄在文學上的成就，更正面回應了石黑一雄為這個動盪的世代所帶來的反省力量。

書寫記憶與遺忘，帶領讀者探看自我

石黑一雄的小說幾乎都是以主角的當下事件作為主軸，由主角緩緩闡述回憶，穿插過往的記憶場景，並

讓這個回憶的行動一直跟著主角的敘述持續進行著。我們會發現，主角在回憶中處理了各種矛盾的感受，回

憶使他們成長，但回憶也讓他們意識到現下的處境可能更為悲傷或殘忍。石黑一雄處理記憶，他從日本寫

起，其中頗多批判的含意；再寫英國與納粹，突顯民族性格與國家場域如何影響了一個人的個性與記憶。

石黑一雄的書寫，是關於記憶與遺忘的書寫，同時也是一個具普世性意念的書寫。我們每個人都有回

憶，而回憶則浸染在大環境的時空背景下，形構了一幅爬梳過去、連結未來的地圖。石黑一雄的文字引領我

們在他的作品中找到相似的情感和語言，回頭探看自己記憶的脈絡—這是石黑一雄能夠一再地讓讀者動容

的重要原因。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5/21(一) 10: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Pei Yuin Keng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

Accelerating Molecular Probe 
Syntheses on Microfluidic Chip.

尤嘯華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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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一) 14:00
統計所 
2樓交誼廳

呂剛中教授 
（美國聖地牙哥州立大
學）

Asymptotic and Exact Interval 
Estimators of the Common Odds 
Ratio Under the Sequential 
Parallel Comparison Design

黃彥棕
副研究員

5/21(一) 15:30
統計所 
2樓交誼廳

林共進教授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

Ghost Data
黃彥棕
副研究員

5/23(三) 15: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Dean Tantillo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

Stranger Things in the World of 
Energy Surfaces and Dynamics 
for Organic Reactions.

趙奕姼
研究員

5/24(四) 10:30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1樓B106演講廳

河田聰教授  
（日本大阪大學）

3D and Nano Photonics 
for Sensing, Imaging and 
Fabrication

蔡定平
特聘研究員

5/24(四) 15: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洪義盛教授  
（彰化師範大學）

The Addition of Dioxygen to Iron-
Thiolate Complexes.

江明錫
副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5/18(五) 11:00
生醫所 
地下1樓B1B會議室

陳鵬生醫師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

心律不整的膚淺治療
謝清河
研究員

5/21(一) 11:00
生醫所 
地下1樓B1C會議室

Brendan Lee 教授 
（美國貝勒醫學院）

Translating Signaling Alterations 
into Targeted Therapies in Brittle 
Bone Diseases

陳垣崇
院士

5/22(二) 11:00
分生所 
1樓演講廳

魏平教授  
（中國北京大學） 

Cellular Dynamics: Synthetic 
Perturbation & Custom Design

呂俊毅
研究員

5/23(三) 15:30
基因體中心 
1樓演講廳

Motomasa Tanaka 教授 
（日本腦科學綜合研究
中心）

Cross-seeding as a Critical 
Mechanism for Mental Disorders 
in Neuropsychiatric Diseases

陳韻如
副研究員

5/24(四) 14:0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吳素幸研究員 
（植微所）

Strategic Translation for 
Optimized Growth Fitness

陳榮芳
研究員

5/25(五) 11:0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王昭雯副研究員 
（植微所）

The Biology of Lipid Droplets  
at a Glance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5/18(五) 14:30
社會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南棟 
8樓802會議室

林南院士
中國版的《鉅變》：黨國體制
和社會關係操控下的資本主義

陳志柔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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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一) 10:00
史語所 
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陳光祖研究員 
（史語所）

再論臺灣地區出土的人獸形玉
飾

5/22(二) 14:00
史語所 
研究大樓
704會議室

蕭宇伸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以自製三維視覺化地圖於地形
判釋之研究

范毅軍
研究員

5/22(二) 14:30
經濟所 
B棟1樓B110會議室

張宏亮副教授 
（香港浸會大學）

Rustication and Giving to 
Parents: The Twins Experiment 
in China

簡錦漢
研究員

5/23(三) 10:00
人社中心 
第1會議室

関野樹教授 
（日本総合地球環境學
研究所)

HuTime軟體及HuTime Web API 
開發與應用

5/23(三) 12:00
民族所 
新館3樓2319會議室

李安峰 
（峰碁攝影國際有限公
司攝影師）

誰是雪巴人？
張仁和
助研究員

5/24(四) 10:00
社會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南棟8樓802會議室

陳慧萍等10人
「社會學的『產』學合作」學
術會議

謝國雄
研究員

5/24(四) 14:00
政治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5樓會議室B

古大牛助研究員 
（政治所）

Beyond Electoral Rules: Local 
Organization and the Success 
of Japan's Perennial Ruling 
Party

5/25(五) 15:00
史語所 
研究大樓
703會議室

Florent Détroit 教授 
（法國國立自然史博物
館）

The Evolutionary History 
of Homo Sapiens and His 
Contemporaries in Island 
Southeast Asia : New fossils, 
New Analyses, New Hypotheses

趙金勇
助研究員

5/25(五) 16:00
史語所 
研究大樓
701會議室

田浩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

China's Particular Values 
and the Issue of Universal 
Significance: Contemporary 
Confucians Amidst the Politics 
of Universal Values

張谷銘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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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