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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中央研究院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也是國際知名的研究機構，主要法定

任務有三，分別為提升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以及培養

高級學術人才。院內現有 24 個研究所及 7 個研究中心，在數理科學、生命科學與

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大領域中平衡發展。本院鼓勵研究人員進行深入、紮實的基礎

研究，以創新發現與增進科學知識為目標；同時著眼於國家整體發展和需求，以

高品質的深度研究、創新突破的前瞻思維，替社會解決根本性的重大問題。 

為與各界分享過去一年的成果，我們特出版《2017年重要研究成果》專刊，

蒐羅各個學科的優勢領域、研究簡介、專文報導論文及專書。 

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本院向來致力於對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各學科重要問

題的深入探索與批判分析，不僅將考古研究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也從各種研究

角度促進對人類文明的多元理解及文化的多元發展。過去一年以來，本院在臺灣

研究、區域與國際關係研究，以及文史研究等各方面的成果，除了展現優異的學

術水準，更有助於釐清與解決實際社會問題。除此之外，科技的進步也為人文及

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工具與方法注入創新的思維，由此激發出更多跨學科、跨領

域的合作，與更有創意的研究構想。

在數理科學領域，研究人員除不斷累積我們對數理科學與自然界的基礎知識

外，也持續發明新科技以提升人類的科技水準或幫助社會的永續發展。例如使用

院長

電波天文望遠鏡的觀測來解答星球形成理論中的長久問題；發明具更高解析率的

電子束成像技術來探討二維材料的力學性質；以及運用光譜技術探討大氣中酸雨

和空汙形成的分子機制等。

在生命科學領域，以探索與解決生物學重要的科學問題為研究主軸，包括解

析幹細胞如何維持與分化的分子機制；具藥效天然物的生化合成步驟；細胞染色

體端粒長度控制失調時癌化的機制等。研究成果不僅釐清、解答重要生命科學問

題，更提供未來抗蟲藥物、腫瘤免疫療法等研發的重要基礎。在了解生物奧秘的

同時，生命科學領域研究人員也將持續在基礎研究與實質應用之間取得平衡，持

續貢獻於生技醫藥、生技農業與環境保護。 

本院擁有傑出、具創新能力的跨領域研究人才、世界級的研究設施與高度國

際化的研究環境，研究成果亦深受國際矚目與肯定。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推動

創新研究，堅持以研究帶動學術與社會進步的精神，具體實踐「前瞻知識的躍進」

與「落實解決國家社會的重要問題」的兩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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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數理科學組

32 發散電子束繞射技術：觀測二維材料奈米級撓曲的新技術

 Tatiana Latychevskaia、徐偉豪、張維哲、林君岳、黃英碩 

34 以光譜方法研究 Criegee中間體的結構相關反應性
 林志民、趙彣

36 恆星寶寶每嚼一口「太空漢堡包」就會吐出一顆「旋轉式子彈」

 李景輝、賀曾樸、李志雲、平野尚美、張其洲、尚賢

生命科學組

38 Hedgehog訊號調控細胞表面黏著特性以建立生殖幹細胞 Niches之前驅細胞
 賴俊銘、林坤陽、高詩涵、陳誼寧、黃馥、許惠真

40 複雜吲哚生物鹼的生合成 : 解析豆渣鹼 (okaramines)的精簡途徑
 林曉青、賴貞余、羅宜雯、賴榮珂、陳怡臻、陳建廷、李奇芳、凌嘉鴻、唐滿城

42 染色體外端粒 DNA透過活化先天性免疫反應影響癌症生成
 陳奕安、沈依伶、夏宣瑜、鄭怡萍、宋紫玲、陳律佑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44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王汎森

46 英國脫歐對其多元法律體系之影響

 洪德欽

48 亞洲的家庭、工作與福祉

 蔡明璋、陳婉琪

2017年發表論文摘要選刊

02 院長的話

06 簡介

學術成就

08 學術競爭力 

人才培育

10 博士生學程

12 博士後研究人員培育

13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社會貢獻

14 獎項與殊榮

15 專利技轉

優勢研究領域

18 琉球隱沒系統之動力學、構造與地震潛勢

20 鐵基超導體之超導機理研究及新穎超導材料之探索

22 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作為平台來研究聚麩醯胺引起之神經退化性

疾病的治療方法

24 質譜設施的發展與應用

26 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少數民族的建構歷程

28 社群媒體與多變網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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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創立於 1928年，為中華民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推行人文及科學研

究，並肩負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以及培養高級學術研究人才之任務。在蔡元培、 

胡適、王世杰、錢思亮、吳大猷、李遠哲、翁啟惠等歷任院長之戮力經營下，始有今日

之規模。廖俊智院士於 2016年 6月 21日接任，為現任院長；周美吟、劉扶東及黃進

興三位院士擔任副院長，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為兼顧自然科學及人文與社會科學之均衡發展，本院分為數理科學、生命科學、

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學組，設有 24個研究所及 7個研究中心，全院具有博士學位之研究

人力逾 2,000名，在 274名院士中，有 7位諾貝爾獎得主。另設有院本部與學術諮詢總

會分別負責全院一般行政事務與學術推展工作。

展望未來，本院仍將秉持良好的學術傳統與研究基礎，開發新的科學知識、培育更

多年輕優秀的人才以及研議良好的政策建議，並持續加強對社會、人文與世界的關懷，

藉以豐富人類的文明，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研究所 /研究中心

數學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化學研究所

地球科學研究所

資訊科學研究所

統計科學研究所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數理科學組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基因體研究中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組

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族學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

經濟研究所

歐美研究所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政治學研究所

法律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評議會 院長

副院長

院士會議

學術諮詢總會

數理科學組

院務會議

院本部 生命科學組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重要組織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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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學術競爭力

分析 SciVal資料，本院於 2013年至 2017年 5年間，研究人員共參與 352個全球前 10%熱門主題（包

含 114個為全球前 1%之熱門主題），主要集中於「物理及天文學」、「化學工程」、「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分

子生物學」及「醫學」等領域。在此 114個全球前 1%之熱門主題中，FWCI值超過全球平均者共有 86個，

顯示本院不僅參與許多全球熱門主題的研究，並且在這些熱門主題中，具有引領研究走向與發揮高度影響力

的學術表現。也顯示本院研究主題貼近全球趨勢，並具高度競爭優勢。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8年 6月

Bubble Size:  Scholarly Output of Academia Sinica Taiwan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8年 6月

本院亦致力於與國際合作，根據 SciVal分析資料，本院與國際合著論文比例逐年上升，2017年與國際合著

論文之比例達 52.2%。

中央研究院致力於頂尖學術研究。以研究成果分析工具 SciVal（以 Scopus資料庫為資料來源）分析本院

2017年之學術表現，本院期刊論文有 21.9%屬於世界前 10%高被引文章，百分比在過去十年間呈現成長趨勢；

本院論文有高達 48% 發表於世界排名前 10%的學術期刊（以期刊評鑑指標 CiteScore為依據）。在領域權重引

用影響係數（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部分，本院 2017年達 1.21，顯示本院學術相對影響力高

於世界平均水準 21%，足見本院學術成果具高度國際競爭力。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8年 6月

2008年至 2017年本院與其他機構之高被引文章比例

	   	   	   	  分析 Scival資料，本院於 2013年至 2017年 5年間，研究人員共

參與 352個為全球前 10%熱門主題（包含 114個為全球前 1%之熱門

主題），主要集中於「物理及天文學」、「化學工程」、「生物化學，遺

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及「醫學」等領域。在此 114 個全球前 1%之熱

門主題中，FWCI值超過全球平均者共有 86個，顯示本院不僅參與許

多全球熱門主題的研究，並且在這些熱門主題中，具有引領研究走向

與發揮高度影響力的學術表現。顯示本院研究主題貼近全球趨勢，並

具高度競爭優勢。	  

	  

2013 年至 2017 年本院參與全球前 10%熱門領域(Key Topics only)分布圖 

 

 

Bubble Size:  Scholarly Output of Academia Sinica Taiwan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8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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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為培養跨領域優秀學術研究人才，本院於 2002年與國內研究型大學合作設立國際研究生學程，就數理科學、應用科學、生命

科學、醫學、農業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中特定跨學門之尖端領域，規劃各項博士班學程，招收國內外年輕優秀人才，至本院接

受博士生培訓。

學程成立至今，已屆 15年，現任總召集人為本院周美吟副院長。目前共有來自 43個國家約 552名學生就讀學程，外籍學生

共 356名，約占 64.5%。學生可利用各項機會，以加強對國際前瞻學術研究的認知，包括：

■  大師講座系列：邀請本院院士、國內外享有聲譽之學者擔任講座，和學生分享其求學歷程、人生經驗等，以期激勵學生，開拓

其視野，進而思索創新研究方向。

■  學生出國獎補助：鼓勵國際研究生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讓學生有機會與各領域之傑出學者互動，藉此加強學生之專業知識並擴

展其國際觀。

■  本院與許多國外傑出大學和研究機關已建立長期合作關係，經由雙方簽訂的合作協定，學程學生有機會赴國外頂尖研究機構或

一流大學研究室進行研習。

學程學生研究成果傑出，已有多篇論文發表於一流國際學術期刊，成果豐碩，進而受國外知名研究機構肯定，多數畢業生為

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和生物科技公司延攬，繼續從事研究工作。為推廣學程，招募更多優秀外籍學生就讀，自 2010年開始實施「國

際研究生學程招收暑期生計畫」，每年暑期提供國外年輕學人實習機會，接觸本院優良之研究環境與各領域之尖端研究技術，2018

年有 570名來自 50個國家的學生報名，預計錄取 60名學員至本院實習。迄今總計 389名暑期實習生來院學習，其中 47名已正式

成為本學程學生。

博士生學程

國際研究生學程

2017年本院第 12屆國際研究生學程結業生合照。

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學生參加文化之旅。

國際研究生學程名稱和合作系所一覽表

編號 學程 合作大學暨系所

1 化學生物與分子生物物理學 http://www.sinica.edu.tw/~tigpcbmb/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所

國立臺灣大學藥理學科暨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2 分子科學與技術 http://tigp.iams.sinica.edu.tw/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

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科學與技術國際研究生學程

3 分子與生物農業科學 http://abrc.sinica.edu.tw/mbas/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

4 分子與細胞生物學 http://www.imb.sinica.edu.tw/mcb/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

5 生物資訊學 http://tigpbp.iis.sinica.edu.tw/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國立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國立清華大學生物資訊與結構生物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資訊學國際研究生學程

6 奈米科學與技術 http://www.phys.sinica.edu.tw/TIGP-NANO/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所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7 分子醫學 http://www.ibms.sinica.edu.tw/mmp/ 國立陽明大學分子醫學博士學位學程

8 地球系統科學 http://www.rcec.sinica.edu.tw/tigp-ess/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

9 生物多樣性 http://biodiv.sinica.edu.tw/TIGP-BP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0 跨領域神經科學 http://npas.programs.sinica.edu.tw/ins/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學程

11 永續化學科技 http://tigp-scst.chem.sinica.edu.tw/ 國立交通大學永續化學科技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12 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 http://tigpsnhcc.iis.sinica.edu.tw/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

國內學位學程

本院自 2008年起開始與國內大學合辦學位學程。學位學程以具有前瞻性及競爭力的跨領域研究為主題，由本院與

合作大學共組執委會，根據雙方之學術優勢，規劃學程發展方向，促成增強性合作，而學位則由大學頒發。目前本院與

國內 12所大學合辦 9項學程，現有 178名在學學生。

國內學位學程名稱和合作大學一覽表

編號 學位學程 合作大學

1 癌症生物 (學 )與藥物研發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2 海洋生物科技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 轉譯醫學
國立臺灣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慈濟大學

國防醫學院

4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國立臺灣大學

5 微生物基因體學 國立中興大學

6 網路與資訊系統 (107學年度起停招 ) 國立交通大學

7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 國立成功大學

8 轉譯農業科學 國立成功大學

9 資料科學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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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博士後研究人員培育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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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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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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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ther	  Study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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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Others	  
21.5%	  

Career	  Obtained	  a,er	  Postdoctoral	  Training	  
Postdoctoral	  Fellows	  (2008-‐2017)	  


本院長期以來對於人才培育不遺餘力，博士後研究人

員之培育即是其中重要一環。延攬國內外博士畢業生到院

從事博士後研究，不僅可為本院研究工作注入新血，同時

這些年輕生力軍更可充分利用本院完備的研究環境及所受

到之訓練，為其日後專業生涯奠下基礎。

本院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之人數，從 2008年 609人至

2017年 1,111人，10年間成長為 1.8倍。經費來源主要有

本院「博士後研究學者培育計畫」之預算、院內業務費及

承外計畫經費補助等。

1.  博士後研究學者培育計畫

自 1995年起設立，以獨立工作計畫、預算與員額投入

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培育。目前每年預算約 2億，員額約

200名。此工作計畫所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皆為近四

至六年內獲得博士學位者，其早期約占全院博士後人數

38％，目前則為 19％。

2.  院內業務費（不計博士後研究學者培育計畫）

係本院各所、研究中心以單位預算延聘所需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另本院研究人員可於執行院方研究計畫中編列

博士後員額，以研究計畫經費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此

部分所延攬之博士後人員，10年有 1.8倍的增長。

3.  承外計畫經費補助

本院研究人員積極參與院外研究計畫，如科技部、教育

部、農委會、國衛院等單位資助之計畫，及政府科技發

展計畫之政策額度計畫等，以承外研究計畫爭取博士後

員額，達到培育博士後研究人員之目的。此項經費挹注

所聘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10年間之成長亦超過 1倍。

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出路

為瞭解本院培育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日後專業生涯的發

展，本院主動追蹤其後續就業狀況。雖此項工作需依賴受

追蹤者之回報，但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離職之博士後

研究人員，主要任職於大專院校 (26%)或是研究機構 (36%)；

部分人員至產業界發展 (16%)。

為建構全方位的學術網絡，本院迄今與 46個國家、

國內外 429所學研究機構，簽署 513個合作協議。本院

廖俊智院長率團於 2017年 8月下旬出訪英國及荷蘭，

觀摩先進綠能及低碳技術，包含碳封存技術、離岸風力

發電與太陽能面板實際執行案例，並與國際專家學者交

流研究經驗，期能將他國之成功經驗作為納入我國建構

低碳社會之規劃參考依據。另由國際事務處邀集相關領

域之研究人員，於 2017年 9月、10月分別前往印度理

工學院德里院區及德里大學、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及蒙

那許大學等地舉辦學術研討會，除於分享研究成果外，

也與學校討論如何促進研究人員互訪及跨領域合作的實

質合作機制，並藉此延攬國家優秀學者來臺進行研究，

或吸引富潛力學生就讀中研院與國內各大學合辦之國際

研究生學程。

在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方面，本院每年皆積極提名國

內傑出科學家參選「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並競逐

各類科學獎項。2018年度計有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

研究員暨中國醫藥大學校長李文華院士，獲 2018年結

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院士；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特聘

講座教授暨臺大醫院小兒胃腸肝膽科主任張美惠院士，

獲 2018年醫學、健康 (含神經科學 )學門院士；本院地

球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暨所長鍾孫霖院士獲 2018年

天文、太空及地球科學學門院士。另國立交通大學資訊

學院院長暨終身講座教授曾煜棋教授則獲 TWAS工程科

學獎。我國迄今已產生 56位 TWAS院士及 27位 TWAS

獎項得主，此不僅彰顯學者個人的成就，更代表臺灣對

發展中國家之關懷與付出。

在主辦重要國際會議方面，2017年 10月間舉行「永

續科學國際研討會」（20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ustainability Science），針對能源轉換及空氣汙染對人體

之影響等主題，除邀請國際知名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外，

亦安排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對談，有

來自 40多國的 300多位人士與會。本院期藉由主辦此

次會議讓國際間見證臺灣的學術實力，更將延續 2016

年舉辦第 23屆太平洋科學大會所倡導永續科學之重要

性，為關懷人類福祉、促進地球永續奉獻心力。

本院設有「中央研究院講座」與「特別講座」，邀

請國際學界重量級人士來訪及演說。2017年度有諾貝爾

物理學獎得主、被譽為「藍光之父」的藍光 LED發明人

中村修二 (Shuji Nakamura)教授受邀演講。

2017年「中央研究院講座」主講人中村修二教授（左）2017年永續科學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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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

專利技轉獎項與殊榮

本院自成立智財技轉處以來致力將各領域之研發成果藉由與業界進行科技移轉及合作委託研究後將研發成果

回饋社會；並藉由各種科技智權，如專利權、營業秘密、著作權及商標權等之保護及發展，來強化科技移轉，積

極促成學研界與業界間之良性互動與深入合作。且由科技移轉及藉由育成中心成立之新創公司，協助將本院基礎

研發成果進行產業化及商品化，促使我國各類產業得以全面發展，進而提升我國際競爭力並佔領業界領先地位。

■ 利用微流體製造鷹架
■ 登革第二型單株抗體於偵檢及治療之應用
■ 蛋白質表達、物理化學特性分析及立體結構鑑定
■ 摩擦驅動致動器
■ 連續寬帶接近太陽光譜線之單一化合物白光材料

■ 讀者喜好文章深度偵測技術
■ 奈米夾縫結構
■ 納豆激酶分解澱粉樣纖維的應用
■ 中文知識表達系統 -廣義知網
■ 塑膠基板上具閃耀角與曲率光柵之製造方法與應用

登革第二型單株抗體於偵檢及治療之應用

利用微流體製造鷹架

2017年度技術授權案例摘要

本院為臺灣首屈一指的學術研究機關，在同仁們過去一年的努力競爭之下，獲得多項國內、外學術研究之重要獎項與榮譽，

也證明在學術界裡本院研究成果及影響力備受肯定。在國際獎項中，黃彥棕副研究員榮獲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創新研究傑出獎，

賴明詔院士榮獲科學技術類「日經亞洲獎」，李羅權院士榮獲錢德拉塞卡電漿物理學獎，康逸雲研究員榮獲臺法科技獎等。

而在國內獎項部份，王玉麟特聘研究員及賴明宗特聘研究員榮獲教育部學術獎，張仁和助研究員、莊天明助研究員、陳荷明

副研究員、陳樂昱副研究員、鄭文皇副研究員與鄭維中助研究員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等。

2017 年本院獲得國內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李匡悌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郭志鴻、吳文欽、范麗梅、
鄭雅如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倉本尚德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張原豪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鍾偉和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傑出成就獎」 劉扶東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卓越醫藥科技獎」 李德章、蘇燦隆

有庠科技講座 張煥正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張仁和、莊天明、陳荷明、
陳樂昱、鄭文皇、鄭維中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臺灣女科學家獎「新秀獎」 許雅儒

東元獎 謝清河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呂妙芬、李景輝、許育進、
郭紘志、葉國楨、潘建興、
蕭高彥、賴爾珉、謝國雄、
羅傅倫

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程舜仁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鐘楷閔、余慈顏、許育進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陳明郎

財團法人王民寧先生紀念基金會王民寧獎 
「傑出貢獻獎」 洪上程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臺灣扶輪公益獎 李文雄

教育部學術獎 王玉麟、賴明宗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陳荷明

2017 年本院獲得國外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 朱敬一

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創新研究傑出獎 黃彥棕

科學技術類「日經亞洲獎」 賴明詔

錢德拉塞卡電漿物理學獎 李羅權

臺法科技獎 康逸雲

為鼓勵國內年輕學者在深入學術研究之重要貢獻，每年頒

發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大學組年輕學

者研究著作獎。

本院王玉麟特聘研究員及賴明宗特聘研究員榮獲第 61屆

教育部學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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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隱沒系統之動力學、構造與地震潛勢
主要參與人員：郭本垣、趙里、譚諤、王國龍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隱沒帶，地表板塊俯衝到地球內部的場所，也是火山，

地震，與新興地殼的製造工廠，孕育了現代地球科學的發

展。然而，隱沒帶的內部構造、動力學、地震潛勢均極為

複雜，研究位於海洋的隱沒帶則更加困難，因此需要運用

高分辨率的觀測與先進的工具才能具體描繪其形貌並理解

其意義。本主題計劃擬與日本合作進行大規模海底地震儀

實驗來研究處於兩國之間卻雙方都頗為陌生的琉球隱沒系

統。六項分支計劃涵蓋地震學上先進技術的開發、動力學

上的數值模擬、非典型地震的觀測、大地震潛勢分析，以

及最重要的 : 海底地震儀的研發與使用。

本計畫旨在使用自製之儀器來執行跨國科學合作計

畫，藉此打造自給自足的科學產業，促進「科學 -技術 -

工業」的正向循環，以自主技術支持海洋地球物理研究的

永續經營。在海底地震儀的研發上，中研院、中山大學、

國研院已經合作多年，目前在國際上，我們的寬頻儀器具

備相當優勢  (圖 1)。在主題計畫支助下，35套海底地震儀

已經備妥並分批通過 3-6月的佈放測試。若同規格寬頻海

底地震儀完全仰賴外購，主題計畫的設備費只能採購 3-4

套，還不包含後續維修。海洋科學研究所費不貲，這也說

明了科學與自主技術結合的重要性。

原規劃與日本合作單位 JAMSTEC與琉球大學於 2016

年開始佈放海底地震儀。無法逆料的是，我方海研 5號於

2014年 10月沉沒，此後日方一直無法確保研究船航次，

本計畫因此延遲。所幸的是，國研院大型研究船 “勵進” 

(圖 2)在 2018年初即時到位；本計畫總主持人已經請求計

畫延長至 2019年底，並規劃在 2018年九月啟動琉球隱沒

系統的海底地震儀實驗。

本主題計劃為實踐臺灣 –日本合作共同探討琉球隱沒

系統之第一步。與日方多次協商後，決定將實驗地點設在

日本九州南方 (圖 3)，以完全避開臺灣的經濟海域。此海

底地震儀陣列與九州的陸上的地震網串聯起來將有助於擴

大觀測孔徑。這項計畫正由日本政府審核中。這是一個挑

戰性極高，也具備多重意涵與長遠綜效的跨國計畫。

圖 1  本主題計畫使用的寬頻海底地震儀是由中研院、國研院、中山大學共同研發自製 (左 )，通常佈放在海床上一年。

回收時，釋放鐵錨，靠自身的浮力浮出海面，由研究船上作業人員回收 (右 )。
圖 3  預計佈放之 35套寬頻海底地震儀陣列 (紅色三角形 )。經過密切協商，選擇在臺灣經濟海域之外的

日本領海作為臺日雙邊海洋科學研合作的第一步。九州上的日本寬頻網 (藍色方形 )有利於增加陣

列的孔徑。海上作業正由日本政府審核中。

圖 2  國家實驗研究院所屬，由海洋中心管理之 2629噸重之研究船「勵進」將負責海底地震儀 2018年 9

月之佈放與 2019年 6月之回收。往返高雄與實驗地區共約 12天。(照片為海洋中心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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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鐵基超導體之超導機理研究及新穎 
超導材料之探索

第一部分：鐵硒超導體研究

2008年，我們的研究團隊發現了一個新的鐵硒超導

體 FeSe，在很短的時間內，國際上許多團隊在鐵硒研究

上有幾項重要的後續發展。由於它相對簡單的結構，鐵硒

超導體提供了我們一個極有價值的平台，做為深入了解此

新的鐵基超導系統的基礎。底下我們簡要的描述最近幾年

我們在鐵硒超導研究的主要成果。

為了進一步了解結構變化與超導性的關聯，我們應用

拉曼散射實驗觀察到在 140K 以下其電子組態出現一位在

高自旋及低自旋態間的能隙，造成樣品不會呈現磁性。同

時我們也觀察到在極高能量的振動模 (1519 cm-1)變得極

不對稱，可以用兩個不同的能量峰來彌合。這結果驗明在

140K以下低溫原來為簡併態的 dzx/dzx軌域分裂成兩個不

同的能量態 dzx/yz and dx
2-y

2 (如圖 1所示 ). 

根據對β-FeSe薄片詳細的 SEM及 HRTEM觀測，我

們確認這些材料具有均勻的化學組成，其 Fe/Se的比例

為 4/5，且呈現√5×√5的 空位長程有序。β-Fe4Se5磁

化率曲線，顯示在 100K時有一寬廣的轉折，而 β-Fe4Se5 

薄片之電阻率也在相同溫度以下呈現 Mott絕緣體行為。

我們進一步將β-Fe4Se5奈米薄片在 700 ºC真空中退火，

然後淬冷至室溫，發現相似於 β-Fe1+δSe 的超導現象。

此結果強烈的驗證具鐵空位有序的β-Fe4Se5是具超導性

之β-FeSe的絕緣母體。

為了驗證鐵空位有序化和超導態之間的關聯性，我

們針對 A2-xFe4+ySe5系統做了相當詳盡的研究。我們應用

機械研磨加工，接著再以高溫退火的方式來控制鐵空位的

有序與否。如圖 2(a)顯示，添加多鐵的樣品，其 (123)及

(002)面的 X光繞射峰明顯增高，這可以理解為原先不存

在鐵原子的 Fe-4(d)空位被添加的多鐵填空，促使原來有

序排列的鐵空位變成無序。由圖 2(b)的磁化率量測結果顯

示，這樣的無序狀態與樣品的超導強度有直接的關聯。另

外，我們的結果也顯示當這些材料經由攝氏 400度長時間

退火之後，其鐵空位呈現有序排列，圖 2(c)顯示的電性測

量證實這些材料為絕緣體。含多餘鐵元素的 (1.9Fe(4.1)5)

及 (1.9Fe(4.2)5)樣品其電阻率明顯的下降。當我們將這些

樣品經過攝氏 750度的高溫處理後，並急速冷卻至室溫，

其結構顯示不再呈現鐵空位有序相，而電性及磁性測量則

證實這些材料具超導性，其中以 (1.9Fe(4.2)5)樣品的超導

性為最佳，如圖 2(d)與 2(e)。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在同一

樣品，經由高溫退火處理，將其狀況由不具超導性轉變為

具超導性，然後再變為不超導的絕緣態。這個結果，更明

確的證實了鐵硒系統超導態的存在，與鐵空穴是否無序有

絕對的相關性。

根據以上的實驗結果，鐵硒形成超導原因的理解，可

敘述如下：鐵硒材料基本上存在不同鐵空穴的結構。當這

些鐵空穴有序排列時，材料是一個 Mott絕緣體。當這些 

空穴經熱處理而形成無序狀態時，材料逐漸變成導體，而

在低溫出現超導性。至於形成超導的機制為何？由於這材

料不可免的必然出現奈米尺度下的不同精細結構，這些不

同精細結構有部分是磁性的半導體，有部分是不帶磁性的

主要參與人員：李尚凡 1、吳茂昆 1、王明杰 2

1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金屬。這些不同結構的共存，或許是透過所謂的金屬 -半

導體界面，透過激子為中間態而形成電子對，進而出現

所謂的界面超導 ;或者是由於部分絕緣態所具的磁性，提

供了電子形成庫柏對的基本要素，而成為超導。究竟何

者為真，或兩者皆非，而是透過其他未知的機制，是一

個需要更進一步釐清的課題。

第二部分：鉍硒拓譜絕緣體 /釔鐵石榴石 異質結構中的

磁矩動力行為受介面強交換耦合與表面態調變的影響

因其特異的物理性質，拓譜絕緣體和拓譜超導體近

來引發相當多關注與研究。而在自旋電子學發展中，如

何操縱自旋流來控制磁性元件一直是重要的課題。藉由

材料介面的交換耦合效應，自旋流可在拓樸絕緣體以及

鐵磁材料的介面產生。了解拓樸表面態的自旋傳輸特性

是實現拓樸絕緣體在自旋電子學應用上的第一步。然而，

究竟拓樸表面態在至今為數眾多的自旋傳輸研究中扮演

了何種角色，學界尚未有共識。

近年來，拓譜絕緣體的性質已經得到理論與實驗學

家的證實。電子自旋 -動量鎖定的特性與磁性材料磁矩間

的交換耦合，即為一個重點。我們以實驗驗證了 Bi2Se3/

YIG(Y3Fe5O12)的強介面耦合，呈現面內磁異向性與增強

的共振阻尼性質。在變溫測量中，可觀察到溫度 180K是

磁鄰近效應的居禮溫度，如圖 3所示。高溫呈現面內磁

異向性而低溫下發展出垂直磁異向性。低溫下還觀察到

交換耦合造成的有效磁場增強的效應。由此清楚證明表

面態對磁矩動態行為的影響。這項研究明確顯示出拓樸

表面態如何影響磁性材料的磁矩動力行為，在低溫下更

表現出拓樸絕緣體的磁鄰近效應的特徵，為拓樸表面態

自旋傳輸及自旋幫浦效應提供重要的物理圖象。

圖 1  (a)高頻模 (1300-1700 cm-1)隨 度變化圖。粗線是實驗數據

的彌合。細線是針對振動模 S10, S11, S12, S13的彌合。(b) 

S11(藍 )、S12(綠 )及 S13(粉紅 )聲子模與溫度的關係。 (c)

鐵硒 d-軌域的能階圖，顯示 dzx及 dyz為簡併態。(d)鐵硒

d-軌域的能階圖，顯示 dzx及 dyz為在 130K 以下分裂成兩個

不同能量態。(Physica C: Superconductivity and Its Applications, 

2018 https://doi.org/10.1016/j.physc.2018.02.041)

圖 2  (a) K2-xFe4+ySe5 樣品的 X光繞圖內涵圖是 2θ13º到 22º的放

大。超晶格峰隨著 (002)對 (123)峰的比值增加而減弱。(b) 

K2-xFe4+ySe5樣品磁化率量測的結果，超導比例明顯隨著超

晶格峰的降低而增加。(c)鐵空穴呈有序態的電阻與溫度

關係圖。藍色曲 是無添加鐵的 K2Fe4Se5在 400°C退火後

的電阻率隨溫度變化圖。插圖顯示此數據可以二維 Mott

變程跳躍機制得到良好的擬合，證明是一 Mott緣體 ;紅

色曲線則是得自相同樣品但經過 750°C退火，明顯的電阻

率下降。(d)(e)分別是 K1.9Fe4.1Se5及 K1.9Fe4.2Se5樣品的

電阻。藍 為樣品經過 750°C高溫處理後再經過 300°C退

火。結果顯示樣品中仍存在部份半導體相，造成在 200K

左右出現電阻極大值，低溫出現超導，但 Tc較低約 20K。

紅色曲線為僅經過 750°C高溫處理的樣品，兩個樣品都呈

現理想的超導態，電阻呈現良好的金屬性，Tc也較高，

達到 30K。內插圖是將超導轉變區間放大。(EPL, 111 (2015) 

27004)

圖 3   (a)鐵磁共振磁場對外加場角度，顯示雙層膜中的磁異向

性。(b) 介面異向性對鉍硒厚度的變化，說明介面貢獻的

重要性。(c)共振場寬度與 (d)有效場對溫度的變化。分別

顯示磁鄰近效應與自旋幫浦效應引致的自旋密度非平衡

態。(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8) 9: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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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作為平台來研究聚

麩醯胺引起之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治療方法

主要參與人員：陳儀莊 1、鄭子豪 2、黃人則 3、陳韻如 4、郭紘志 5

1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2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3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4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5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許多神經退化性疾病都是因為蛋白錯誤摺疊導致。

漢丁頓舞蹈症 (Huntington's disease; HD)起因於致病基因

(huntingtin,htt)上帶有 CAG重複序列的不正常擴張，轉譯

出帶有多重麩氨酸 (polyQ)的突變蛋白，並形成聚合體而

引起病徵。人類多功能幹細胞 (iPSCs)提供人類疾病模型

研究上一個嶄新的技術平台。本研究計畫的總目標是使用

iPSCs所分化的人類神經細胞來研究神經退化疾病的治療

方法及相關機制。

我們的第一個目標是找出 A2A腺苷酸受體（A2AR）

在 HD iPSCs上的神經保護作用。我們順利將 iPSCs分化

成紋狀體神經元（medium spiny neurons, MSNs)，具有

DARPP32的 GABA神經元，並表現 A2AR。與健康 iPSCs 

(control iPSCs)相比，HD-iPSCs分化的神經元面對氧化壓

力時，會出現更多量的γH2AX，表示細胞內有較多的 DNA

損傷未被修復，導致神經元會死亡（圖 1）。 活化 A2AR會藉

由 cAMP/PKA途徑以減少 HD-iPSCs衍生神經元之 DNA損

傷與細胞凋亡。此外， 我們發現 TRAX（一個 A2AR的蛋白）

也參與由氧化壓力所引起 的 DNA損傷的修復作用。活化

A2AR會抑制 GSK3β，藉著解離 TRAX/GSK3β/DISC1複合

體，來促進 DNA修復（圖 2）。 我們的研究結果揭示 DNA

損傷缺陷相關疾病之分子機制並提供了新藥物標的。

我們的第二個目標是研究抑制 Supt4h對 HD iPSC的

影響。Supt4h可調控轉錄機制。減少 Supt4h的表現量會

降低突變 HTT 的轉錄產物 。我們發現 HD（R6/2）小鼠的

腦中，剔除 Supt4h基因會使 htt表達降低。我們證實若在

HD小鼠腦中抑制 Supt4h，會降低 HTT突變基因的表達。

我們亦證明 Supt4h基因剔除會緩解 HD小鼠中常見的病理

特徵和行為缺陷。因此 Supt4h可能是消除突變 HTT基因

的一種方法。在 human MSNs 中，我們發現用 antisense 

oligo 處理 11天可以減少 Supt4h表現量達 60％，也明顯

抑制突變 htt transcript 的表現。此成果有助於了解 Supt4h

的生理功能以及對於 htt突變的調控機制，並評估 Supt4h

是否為一個具有潛力的治療標的。

我們的第三個目標是在 HD的 iPSC 分化的神經元中研

究 FKBP12和新型澱粉樣蛋白修飾劑（SERF）對於突變蛋白

的寡聚化 /聚集過程之調節突變。 FKBP12是一種脯氨酰

異構酶，能夠將澱粉蛋白形成的突變 HTT聚集體誘導成較

少澱粉蛋白形成之無定形聚集體。透過建立重組模型 GST-

突變 HTT。由 Thioflavin T（ThT）染色，與透射電子顯微鏡

（TEM）和 FT-Raman光譜，證實 FKBP12會降低突變 HTT

的澱粉樣變性，將纖維狀聚集體結構轉變成無定形沉積物。

結合螢光活化細胞分選分析（FAC）和 TEM，我們亦證實

在神經母細胞瘤細胞中，FKBP12能將突變 HTT澱粉樣蛋

白轉化為無定形聚集體。因此我們闡明 FKBP12可與突變

HTT澱粉樣蛋白結合。這些發現可推論 FKBP12藉由抑制

突變 HTT寡聚化與進一步原纖化，誘導突變 HTT的構型轉

變。因此，FKBP12應該是一個治療 HD的好標的（圖 3）。

另一個新型修飾蛋白 SERF1a可促進澱粉樣蛋白的纖

維化。 我們證明 SERF1a會增強突變 HTT的原纖維化。 

SERF1a促進突變 HTT在神經母細胞瘤細胞系中的聚集和毒

性。我們發現 SERF1a在溶液中形成非球狀結構的單體。另

外，SERF1a會與突變 HTT相互作用，但不與正常 HTT產

生作用。 SERF1a會誘導突變HTT構象轉變為β-折疊結構，

造成細胞毒性。總體而言，SERF1a也是 HD的可藥用靶標

（圖 4）。

我們最後的目標是開發新分化策略，使病患的體細胞

可直接轉化為具神經元分化潛能的細胞，因此可有效且大

量生產神經細胞。 使用和產生 iPSC類似的程序，我們順

利建立能將人類成纖維細胞直接轉化為誘導神經前驅細胞

（iNP）的轉錄因子組合 。此 iNP的技術及其在神經退化

性疾病模型中的應用可當作發展治療 HD的藥物和疾病篩

選的重要平台。

圖 1  氧化壓力促進漢丁頓舞蹈症 (HD)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分化神

經元的 DNA損傷 (綠色訊號顯示 DNA損傷 標誌γH2AX的表

達，紅色訊號顯示神經元標誌 TUJ1的表達，藍色訊號顯示細

胞核 DAPI染色）(Chiu et al., 2015,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4: 

6066-6079.)

圖 3  變異型 HTT蛋白可以藉由分子間的交互作用形成類澱粉纖維 (紅色 ) 或是無序聚集體 (綠色 )。在聚集化的過程中，變異型 HTT

蛋白會傾向形成纖維狀、高 ThT 訊號之類澱粉聚集物 (紅色 )，然而 FKBP12的存在可改變蛋白質構型能量 (energy landscape)

去形成良性、低 ThT 訊號之無序聚集體 (綠色 )。除此之外，FKBP12可增加神經細胞突出分枝生長並且可以降低線蟲模型中聚

麩胺酸 (polyQ) 所導致之神經功能障礙，具有保護神經效益。 (Sun et al., 2015, Scientific Reports, 5, 14992.)

圖 4  新型澱粉樣蛋白修飾蛋白 SERF和突變 HTT蛋白質相互作用，並增加細胞毒性。

圖 2  利用鄰位連接分析法偵測蛋白質之間的交互作用 , 每

一個紅色訊號代表一對蛋白質的交互作用 . 在人類中

型多棘神經元中 , 利用鄰位連接分析法可以偵測到

GSK3β/TRAX 蛋白質的交互作用 . (Chieng et al., 2018, 

Molecular Psychiatry, doi: 10.1038/s41380-017-0007-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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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譜設施的發展與應用
主要參與人員：歐施莫 2、林俊利 1、高芬 1、賴思學 1、蕭淳仁 1、陳稷康 3、陳仲瑄 1

1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2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Sakarya University (Turkey)、3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

近年來研究發現顯示環境中的奈米與微米粒子對於人

們生活的影響扮演重要的角色而逐漸受到重視，這些生物

或無機粒子需要被有效分析，用以了解對人類是否會造成

危害，尤其是工業生產排放於空氣中的粒子需要被分析與

持續觀測，在某些領域量測生物粒子的大小與成份也是受

到關注的，然而量測粒子質量對定性與定量也是一項重要

的物理量，有許多的方法可用於量測超大分子量，由於量

測的精準度與複雜的樣品前處理而有所限制，傳統質譜儀

是量測小分子的分子量，但是這幾年質譜技術發展趨勢有

逐漸往微米粒子尺度延伸，例如生物粒子細胞、細菌及病

毒，新式質譜技術提供另一項新的選擇，掃頻式離子阱質

譜儀不僅可以分析小分子也可以量測微米粒子等級的質量

範圍達到 1017Da，突破商業化質譜儀可量測質量範圍侷限

於數百 kDa以下限制，因此，自製可量測大質量粒子質譜

儀是必要的，而本團隊發展出的電噴灑離子阱質譜儀可應

用於快速且高通量量測微米粒子與細胞的質量。

電噴灑離子阱質譜儀

質譜儀的組成分成游離源、分析器、偵測器與真空腔

體以圖 1A加以說明，首先是讓粒子帶電，電噴灑微米粒子

相較於雷射音波脫附游離法在大氣下的優勢是可以快速且連

續產生帶電粒子並引導到離子阱中，由於粒子體積與重量已

經大到易受到重力的影響程度，為避免微米粒子沉積於毛細

管與真空界面，整個系統機構呈 90度的擺設，為使離子阱

置於微米汞柱的真空度下，真空腔體採三段式壓差真空抽氣

設計，好處是可以連續將固體或液相中樣品如細胞導入離子

阱中。依據質譜分析技術分類成多種質譜儀，飛行時間質

儀是少數可以量測到數百萬道爾頓 (Dalton, Da)範圍的質譜

術，然而尚未有微米範圍的粒子質量被報導，而離子阱是量

測微米粒子最佳的選擇，商業化的離子阱質譜儀是採掃瞄電

壓的方式，此方法限制質荷比分析範圍小於 6000，而量測

微米粒子策略採固定 RF電壓掃瞄 RF頻率的方式，當 RF的

頻率低到達數百 Hz範圍，即可以捉住微米粒子，利用掃頻

方式量測質荷比，受限於一般電子倍增器偵測質荷比範圍，

無法量測速度極低微米粒子，有兩種偵測器可以使用，極

低溫偵測器可以滿足量測的需求，但是偵測器面積過小 (約

1×1mm2)，而且要維持在極低溫 (0.3K)下運作，造成整體

體積過於龐大無法與離子阱搭配。利用偵測感應電流而製成

的電荷偵測器可量測微米粒子表面所攜帶電荷數目，具有體

積小製作成本低的優勢，由於微米粒子動能低速度慢低於

(20m/s)，需要將偵測器放電時間要拉長遠大於粒子到達偵

測器時間，才得以測得正確電荷數目。

質譜儀質量校正

利用數個標準尺寸聚乙烯粒子分別是 2，4，6，9，11

及 15微米如圖 2A-F所示，置於質譜儀中量測質量分佈作為

校正質量的依據，由實驗中觀察到離子阱捉住較小尺寸粒子

的效率高於較大尺寸粒子，粒子被拋出的頻率提供帶電粒子

的質荷比，而電荷偵測器上所測得訊號強度代表粒子所具有

的電荷數量，因此，帶電粒子的質量等於帶電子的質荷比乘

上電荷數，單一粒子的質量可以很快被分析，但是帶電粒子

的質量應呈現高斯分佈，統計每張質譜圖上每個單一粒子的

圖 1 A：電噴灑離子阱質譜儀示意圖；B：細胞色素 c的電噴灑

質譜圖用電荷偵測器收集訊號以驗証質譜儀的功能，細胞

色素 c的濃度為 1×10-6M；C：顯示不同帶電粒子在離子阱

中的軌跡。

圖 3  A顯示尺寸 14.1微米的人類乳癌細胞照片、尺寸分佈

圖及 14.1微米下的平均質量但是分佈趨向 13微米，B、

C及 D表示 14.1、13.1微米及 11.1微米的人類乳癌細

胞質譜圖及質量分佈柱狀圖。

質量，依質量分佈以柱狀圖作計數質量分佈再以高斯分佈

離合曲線，取得帶電粒子的平均分子量，分析所得到的質

量與根據直徑與密度所得到理論計算的質量是有一致性，

觀察不同尺寸的聚乙烯粒子具有不同質量寬度的分佈，這

些分佈可能來自於化學合成過程聚合物聚合程度的不同所

產生結果。

人類乳癌細胞質量量測

癌細胞質量測量面臨的挑戰是細胞的大小分佈過於

寬廣，可以由顯微鏡觀察出細胞尺寸差異是明顯的，且

有活細胞與死細胞如圖 3A所示，假設所有的細胞尺寸

是一致，15微米的人類乳癌細胞量測的結果應該趨向

15微米的聚乙烯粒子，實際上不具有一致尺寸，質量

柱狀圖呈現三個分佈，量測到的質量由 2至 6×1014Da

相當於 9至 13微米的細胞如圖 3B所示，傾向低質量

分佈，較大尺寸的細胞似乎較易損耗在電噴灑過程中，

而尺寸是 13.1微米人類乳癌細胞其理論計算的質量應

在 6×1014Da，量測的結果約在 4.5×1014Da，質量較

重側出現另一質量分佈，應是兩個細胞聚集成的二聚物

如圖 3C所示，第三種尺寸是 11.1微米人類乳癌細胞其

理論計算質量應該在 3.8×1014Da，實際質量分佈呈現

1-4×1014Da範圍如圖 3D所示，質量偏向小尺寸比較可

以被量測到，這可能來自於將細胞膜固定化時所產生的

差異，固定化的條件應儘可能被控制在一定條件下，以

保持細胞內外的滲透壓一致，避免任何的差異造成細胞

縮小或爆裂，並且用顯微鏡實時觀測，以免細胞聚集形

成較大細胞團簇，細胞質量的量測是相當依賴表面所帶

的電荷數目，根據聚乙烯粒子所做的質量與電荷數比較

是呈現線性關係，因此，細胞所能帶有的電荷數目也是

隨著粒子尺寸增加而增多。

圖 2   A-F分別是 2，4，6，9，11及 15微米聚乙烯粒子的質

譜圖及質量分佈圖，圖中插入的照片是顯微鏡以相同放

大倍率拍攝聚乙烯粒子的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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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中的論文討論了漢、滿、蒙、回、藏、達斡

爾、朝鮮、維吾爾、哈薩克、塔吉克、錫伯、景頗、彝、

佤、傣、拉祜、僮、撒拉、東鄉、保安、傈僳等約三十

個族群，涉及的區域從西北到西南，乃至中國內地與海

外。（圖 4）一方面由上而下，從歷史宏觀與上層的角

度，分析晚清時立憲派與革命派的民族主義、民國以來

國共兩黨民族政策，以及其中呈現階級認同與族群認同

之糾結、少數民族認同與國民認同之張力等。另一方面

則從下而上，探討各個民族如何因地理的混雜性、人口

的流動性與物質的流通性，在政治變遷、市場經濟、全

球化的衝擊下，從抽象的歷史記憶與具體的文化古蹟之

重塑，來詮釋我族認同。本主題計畫的意義在於匯集了

相關領域的最新成果，對於少數民族邊界與認同問題做

宏觀與具體的研究。計畫結束後仍將持續進行更深入的

探討。

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近代中國

族群邊界與少數民族的建構歷程
主要參與人員：黃克武 1、王明珂 2、王秀玉 3、趙樹岡 1、吳啟訥 1

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3 Department of History,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USA)

族群問題是近代中國的核心議題，也對當代政治產生重

大衝擊。本計畫探討近代中國族群邊界的形成與不同族群的

互動，以及全國領導階層與少數民族菁英等在治理體系中所

扮演的角色。因為涉及面向廣泛，除了計畫成員外，也邀請

不同領域的學者加入，希望能從多焦對話到逐漸形成共識。

 ▉   近代國族建構的思想脈絡

本計畫從百年來國族建構的思想脈絡開始，重新思考

清末以來，上層菁英如何建構與傳遞國族觀念（圖 1），同

時也探討下層地方菁英，與居住在中國邊緣地區的非漢人

群，如何認識國族，又是如何在不同政體與各種現代思潮

的影響下成為「少數民族」。 （圖 2）

近代中國族群邊界的形成一方面來自生態聚落，以及

與生態環境相應的行政地理區劃，另一方面也來自不同族

群互動與他者建構。現代國家權力介入、各類異於「中央」

的治理模式、國族觀念的滲透等，更是建構族群邊界的重

大驅力，也使得原本複雜、游移的族群邊界，在近代民族

政策下，逐漸地被重新規整。族群邊界確立對於非漢族而

言，更是重新認識自我、建構我群歷史與文化的過程。

 ▉   本主題計畫之重要特點

本主題計畫以少數民族為研究對象，從文化、歷史與國

家三個面向，探討民國迄今，少數民族治理體系對形構族群

邊界的影響。在研究視野上，本計畫將跳脫以往著重族群認

同、族源考據，或是抽象的少數民族研究，希望透過歷史的

深度與跨地域、跨文化的廣度，從中央的統治政策，到少數

民族的回應，以及少數民族自我文化覺醒的動力來研究此一

過程。（圖 3）最終試圖理解國族觀念傳遞過程與接受方式，

以及抽象國族觀念如何透過日常語言與空間地景而具象化，

轉換為生活當中能夠理解或想像的文本、行為、表徵。

 ▉   主要研究成果與未來展望

本計畫除舉行學術演講外，分別在2015年與2016年，

在中研院與中央民族大學舉辦了兩次工作坊，邀請了相關

研究領域學者共同討論。在此基礎上，2017年底在中研院

舉辦「近代中國的族群邊界與民族建構歷程」研討會，邀

請 50餘位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22篇，並將出版研究成果。

此外又建立一個計畫網站，展示研究成果（網址：http://

www.mh.sinica.edu.tw/gs/index.html）。

圖 2  新疆維吾爾族的地方小學堂。圖 1  孫中山繪〈支那現勢地圖〉（1899）。

圖 4  少數民族圖像。左上：羌族 （1940）；左下：雲南苗族（1934）；右上：青海藏族（陳小樺攝）；右下：   

青海土族。

圖 3  民國湘西地方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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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社會階層和社會交換的重要研究議題。本研究依據

137位志願者，各記錄 7個月的點日記資料，驗證這種

跨位階接觸所帶來的效益，並一併考量兩項重要的社會

互動及網絡結構因素。多層次分析揭示「向上接觸」、

「聯繫強度」、「網絡鑲嵌程度」所各自帶來的實質收

穫，而這種收穫又隨著三者的交互作用得以相互強化

（圖 4），彰顯社會位階效益的探討另需考量雙方聯繫

及網絡結構，反映出社群媒體盛行時代的社會網絡有

效分析途徑。

社群媒體與多變網絡結構

主要參與人員：傅仰止 1、吳齊殷 1、江彥生 1、張明宜 1、黃景祥 2、何淮中 2、顏佐榕 2、楊得年 3、詹大千 4、熊瑞梅 5、馬匡六 6

1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3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4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5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6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USA)

社群媒體盛行下，人際接觸及個人網絡都可能經歷明

顯變遷。本研究從經典社會學論述出發，並參考晚近研究

趨勢，探討個人網絡如何隨著社群媒體及其他內外在情境，

產生多變的網絡結構。研究藉由社會學、統計科學、資訊

科學、地理資訊系統、流行病學的跨領域合作，指引適合

時空背景的社會網絡研究途徑及觀點。計畫成員設計網頁

及社群媒體介面，分別透過不同方式、針對不同民眾收集

抽樣調查、實驗、日常接觸、社群媒體互動記錄等資料。

由於構思、架構、資料獨特，研究團隊據而發展出「由接

觸、聯繫、網絡等層次探討網絡結構」，「結合自我中心

網絡與完整網絡」等社會網絡研究途徑。

點日記：由網頁追蹤健康行為及人際接觸

本研究為了掌握健康行為及人際接觸的動態過程，設

計「點日記」網頁（圖 1），徵求志願者長期記錄日常活動

及人際接觸。依據多層次分析結果，個人心情隨著日常生

活中的飲食、睡眠、外出、人際接觸模式而異。由於接觸

日記中詳細記錄每次接觸的內容及情境、接觸對象的特徵、

接觸對象與當事人的聯繫，日記資料有利於建構「以接觸

為導向」的社會網絡分析，透過不同實例解析社會網絡結

構如何隨著聯繫的組成而變化、不同網絡成員之間的聯繫

又如何因一系列的接觸而形構、重組。

參照生態學模型預測個人網絡

生態學研究透過實驗設計，可以準確估計陌生地域內

的動物物種。個人網絡大小是社會網絡研究的基本議題，

卻一向不容易有可靠資料來估計。本研究運用生態學研究

預測「物種」類別的統計技術，將個人接觸到的每一位特

定他人類比為一類物種，依據不同期間內新增的接觸次數

及特徵（圖 2），運算其累積接觸的型態，再進一步預測總

接觸次數，得以有效預測個人網絡在三個月內的演變。

透過植物學隱喻，突破網絡視覺化

長期詳細的接觸資料有助於新創「接觸樹」（Contact 

Trees，圖 3）網絡視覺化途徑，藉以彰顯聯繫和接觸特色。

這項研究藉助植物學的隱喻，以樹枝代表人際聯繫、樹葉

代表接觸，並模擬人口金字塔的構圖原則，將男性聯繫對

象置於樹幹左側、女性置於右側，再依年齡組由小到大向

上排列，藉由樹葉 (及果實等 ) 來活化「接觸樹」整體意

象的視覺化效果，展現個人網絡結構中的關鍵特色，以及

同一受訪者的人際聯繫和接觸在不同時間點如何變化。「接

觸樹」突破既有文獻「以聯繫為基準」的「點、線」網絡

結構設計，彰顯「以接觸為基準」的網絡特色。

聯繫強度與網絡鑲嵌強化社會位階間的接觸效益

人際接觸的效益隨著接觸雙方社會位階的高低而異，

圖 2  每天新接觸的人數有助於預測「接觸網絡」的大小
        （Social Networks, 2016, 45, 78-88.）

  圖 4  日常接觸的實質收穫因接觸對象的角色位階、聯繫強度、網絡鑲嵌度而異
（Social Networks, 2018, 54, 266-278.）

圖 1  「點日記」即時記錄人際接觸、健康行為、情緒的散佈
         （J. Medical Internet Research, 2015, 17(6), e147）

圖 3  「接觸樹」藉由接觸層次的設計，超越社會網絡視覺化既有的點、線結構 （PLoS ONE, 2016, 11(1): e0146368.）



2017 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從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大領域 2017年的研究，我們精選 9項重要成果，

以專文介紹。

數理科學組現有 8個研究所及 3個研究中心。數理科學組的研究目標除了增進人類對數理

與自然科學的知識以外，也不斷開發創新科技提高人類社會文明，同時希望能提升人類永續生

存的可能性。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使用目前最大的電波天文望遠鏡觀測到恆星形成過程中的盤

吸積現象與噴流，是恆星形成過程甚至行星形成最早期階段塵埃顆粒的長大和沈積等理論的重

要觀測證據；發明新的電子束繞射技術以觀測二維材料的奈米級撓曲程度，其偵測縱向位移的

靈敏度高達 0.1奈米；以及利用多種光譜技術研究不飽和碳氫化合物與臭氧反應形成的 Criegee

中間體，對了解大氣中酸雨和氣溶膠的形成機制提供了分子層級的基礎知識。

生命科學組現有 5個研究所及 3個研究中心。藉由基礎生物學的研究探索，生命科學組累

積許多具重大科學影響力與應用潛能的研究成果：在與個體健康息息相關的幹細胞研究方面，

發現果蠅卵巢幹細胞的更新與分化，會受到細胞表面的黏附特性影響，研究發現 Hedgehog(Hh)

訊號傳遞梯度可以控制細胞表面黏附性，將細胞區隔成不同種類的前驅細胞，進而控制幹細胞

的維持或分化。在天然物應用於藥物開發方面，由於許多具生物活性及藥理潛力的天然物都有

複雜結構，對天然物在細胞中的生合成機制的了解非常重要，本院研究闡明豆渣鹼的生合成途

徑，包括參與其中的基因與相對應酵素的特性分析，對應用豆渣鹼在抗寄生蟲的應用上有重要

學理貢獻。在癌症的發生與免疫治療方面，染色體末端保護性結構端粒的長短反應細胞的活力，

控制端粒長短也可以是抑制癌細胞的方式之一，本院發現利用替代性延長端粒機制的癌細胞

中，因為染色體外端粒 DNA誘發的 cGAS-STING路徑普遍中斷，無法啟動干擾素與先天性免疫

機制，以致於造成細胞發展成腫瘤，此研究成果將可應用於發展針對此類腫瘤的免疫治療。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現有 11個研究所及 1個研究中心。本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的研究成

果涵蓋層面寬廣，其中包括：藉由闡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研究的方向、取徑與態度，

提出一種新的思想史研究方法論，並以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代的來臨」為主題，作為這個

方法論的展示；在英國通過脫歐公投並啟動脫歐程序的發展時勢下，深入分析英國脫歐引發的

憲政問題，以及對英國多元法律體系之影響；以亞洲社會為背景，從多面向探討工作、家庭與

生活品質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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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這個研究中，我們提出「發散電子束繞射技術」 ，此技術能觀測二維材料奈米級撓曲。研究顯示，實驗取得的高角度繞

射圖形中的局部強度變化帶有石墨烯碳原子的三維位移資訊，而且強度變化的大小會因入射電子波長增加而增強。我們發

現使用低能量發散電子束 (50-250 eV)照射石墨烯時，可觀測石墨烯的奈米級撓曲，靈敏度可小至 1 Å 。由繞射圖形的細

節可區分橫向及縱向撓曲，甚至可判定縱向相較於電子源方向為凸起或凹下。這項技術的優勢在於，可從單一影像的繞射

圖形中觀察二維材料的奈米級三維形貌及應力造成的應變分布。除了石墨烯，此項新技術將可運用於研究二維材料中奈米

級撓曲的動態行為。

發散電子束繞射技術：觀測二維材料

奈米級撓曲的新技術

Tatiana Latychevskaia2、徐偉豪 1,3、張維哲 1、林君岳 1、黃英碩 1,3 

1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2蘇黎世大學物理系、3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論文發表出處：

“Three-Dimensional Surface Topography of Graphene by Divergent Beam Electron Diffraction”,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14440 (2017), DOI: 10.1038/ncomms14440.

圖 1  (a) 低能量電子點投影 /繞射顯微鏡的實驗架構。(b)單層石墨烯的低倍率投影影像。電子能量 360 eV，D = 142 

mm。(c)圖 b藍色圓圈區域的繞射圖形。電子能量 230 eV，D = 51 mm。(d–e)實驗中 0和 200秒的繞射中心點

及 (f–g) 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影像。

圖 3  石墨烯上撓曲的模擬繞射結果。

石墨烯也可能會因吸附物在其表面產生應力而造成

撓曲。以下模擬了兩種撓曲：縱向撓曲及橫向撓曲。兩

種縱向撓曲，分別為凸向電子原及凹向電子原，其繞射

圖形模擬結果顯示於圖 3a–f。模擬結果顯示，在繞射中

心點沒有強度變化，但在第一階繞射的六個點有相似的

強度變化，且其呈現的影像類似縱向撓曲平面的分布圖。

石墨烯的碳原子在平面的水平位移會造成橫向撓

曲，其繞射圖形模擬結果顯示於圖 3g–i。模擬結果顯示，

在繞射中心點亦沒有強度變化，然而和縱向撓曲不同的

是，在第一階繞射的六個點分別有明顯不同的強度變化，

在實驗得到的影像中也有觀察到此現象。

這項工作顯示，實驗取得的高角度繞射訊號中夾帶

著石墨烯碳原子的三維位移資訊。我們發現使用低能量

發散電子束 (50-250 eV)局部照射石墨烯時，可觀測石墨

烯的奈米級撓曲，縱向位移的靈敏度可小至 1 Å。這項技

術使我們可以快速地從繞射圖形中觀察二維材料高解析

度的動態撓曲及應變分布。

圖 2        字形吸附物在石墨烯上的模擬繞射結果。

 (a) 一個     字形吸附物於石墨烯上的示意圖。

 (b)      字形吸附物的電子穿透示意圖。

 (c) 發散電子束繞射圖形的模擬結果。

 (d) 圖 c中繞射中心點及六個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圖。

	  Ψ

	  Ψ

	  Ψ

(a) 一個凸向電子源的石墨烯縱向撓曲之示意圖以及撓曲於
平面的分布圖。

(b) 凸向電子源的石墨烯撓曲之發散電子束繞射圖形模擬結果。

(c) 圖 b中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圖。

(d) 一個凹向電子源的石墨烯縱向撓曲之示意圖以及撓曲於
平面的分布圖。

(e) 凹向電子源的石墨烯撓曲之發散電子束繞射圖形模擬結果。

(f ) 圖 e中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圖。

(g) 石墨烯橫向撓曲之示意圖以及撓曲於平面的分布圖。

(h) 橫向撓曲之發散電子束繞射圖形模擬結果。

( i ) 圖 h中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圖。

石墨烯由於擁有良好的電性及機械性質，是個近年來

被廣泛研究的二維材料之一。在這個研究中，我們中央研

究院團隊架設了低能量電子點投影 /繞射顯微鏡 (圖 1a)觀

察懸浮的石墨烯樣品的奈米級撓曲。該顯微鏡使用是由單

原子針發射出來的電子源，具有高亮度、同調、且全張角

約 2–6°等特性。有別於傳統的低能量電子點投影顯微術，

在我們的儀器，屏幕可以在光軸上移動以改變樣品至屏幕

的間距 (D)，這個改變使我們可以額外收集到高角度的繞射

訊號，得到的繞射圖形亦可視為發散電子束繞射圖形。圖

1b 是 D = 142 mm時取得的懸浮石墨烯的低倍率影像。當

我們將單原子針移至樣品前約小於 1微米處，且將 D縮小

至 51 mm，則得到局部石墨烯的繞射圖形 (圖 1c)。

圖 1d–e是實驗中 0和 200秒的繞射圖形中心點影像。

影像左右兩邊的暗紋是石墨烯上吸附物聚集所形成影像。

影像中間亮區是乾淨單層石墨烯，上面有一到兩個暗點或

亮點是單顆吸附物。圖 1f–g是第一階繞射點的放大圖，吸

附物聚集的暗紋在第一階繞射點亦可發現。重要的是，將

圖 1d–e和圖 1f–g相比，我們發現第一階繞射點出現數條

橫向的亮暗紋，而在中心點並沒有出現。這些亮暗紋會隨

著時間稍作改變，可能和吸附物位置的改變有關。

為了對實驗得到的繞射圖形做量化分析，我們和

Tatiana Latychevskaia 合作，由她提供模擬計算。首先是石

墨烯上帶有一個不可穿透的吸附物圖形    (圖 2a–b)的繞射

圖形模擬 (圖 2c–d)。繞射圖形的中心點為吸附物圖形的電

子全像術。而第一階繞射點也都可發現相似但較弱的吸附

物圖形。

	  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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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教育性回顧論文討論了以下重點：

（1）Criegee中間體的生成：烯烴的臭氧化反應與二碘烷    

            在氧氣中的光解反應

（2）偵測 Criegee中間體的各種光譜工具：優點和限制

（3）Criegee中間體的結構相關反應性

（4）反式 Criegee中間體與水二聚體快速反應：水催化反 

            應的好範例

（5）順式 Criegee中間體可由穿隧效應而發生快速的分子 

           內氫原子轉移：雷射激發和熱平衡實驗之間的比較

背景

人類和植物排放了大量的不飽和碳氫化合物到大氣

中。不飽和碳氫化合物（在此用簡單的 C=C雙鍵表示）與

臭氧反應形成羰基分子和高度反應性的羰基氧化物。羰基

氧化物的形成首先由 Rudolf Criegee提出，因此羰基氧化物

這樣的結構也被稱作 Criegee中間體（CI）。 Criegee中間體

是強氧化劑，在大氣化學中起著重要作用（見圖 1），包括

形成 OH自由基，氣溶膠和酸雨。

動力學

由於它們的高反應性（因而壽命短），大氣中 Criegee 

中間體的濃度太低而無法測量，只能從其形成和消滅速率

來估算 Criegee 中間體的濃度。 Criegee 中間體對特定過程

（例如 SO2 氧化）的影響，取決於濃度和反應速率係數。

因此，為了理解和模擬相關的大氣化學，需要動力學數據。

文獻中主要的研究結果總結如下和圖 2。

（1）Criegee 中間體 [CH2OO、反式 -CH3CHOO、順式

-CH3CHOO、(CH3)2COO]與 SO2 反應迅速。報導的速率係數

在 2x10-11和 2x10-10cm3 s-1之間。

（2）Criegee 中間體 [CH2OO、反式 -CH3CHOO、順式

-CH3CHOO]與 NO2 快速反應。報導的速率係數範圍從 2x10-12

到 7x10-12cm3 s-1。

摘 要

不飽和碳氫化合物與臭氧反應中形成的 Criegee中間體是非常活潑的羰基氧化物。最近，利用各種光譜工具，包括真空紫

外光電離質譜、紫外光和紅外光的吸收和作用光譜、以及微波光譜等，已經實現了在實驗室中直接檢測 Criegee中間體。

Criegee中間體被認為在大氣化學中扮演重要角色，包括 OH自由基的形成以及 SO2，NO2，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有機和無

機酸甚至水蒸氣等大氣氣體的氧化。這些反應與酸雨和氣溶膠的形成有關；他們的動力學數據對於理解和模擬相關的大氣

化學是重要的。

以光譜方法研究 Criegee中間體的結構
相關反應性

林志民 1,2、趙彣 1,2 

1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2臺灣大學化學系

論文發表出處：

 “Structure-Dependent Reactivity of Criegee Intermediates Studies with Spectroscopic Methods”, 
Chemical Society Reviews 46 (2017): 7483-7497, DOI:10.1039/c7cs00336f.

圖 1  涉及 Criegee中間體的一些關鍵反應之示意圖。

 

（3）Criegee 中間體 [CH2OO、反式 -CH3CHOO、順式

-CH3CHOO]與有機和無機酸反應非常快。報導的速率係

數為 1x10-10~ 5x10-10cm3s-1。

（4）對於 Criegee 中間體與水蒸氣的反應，存在強烈

的結構依存性。CH2OO 和反式 -CH3CHOO與水蒸氣快速

反應，主要是與水二聚體反應。另一方面，水蒸汽與順

式 -CH3CHOO 和 (CH3)2COO的反應太慢而無法測量。

（5）對於 Criegee 中間體的熱分解（單分子反應），也

存在著強烈的結構依存性。在 298K 時，順式 -CH3CHOO 

和 (CH3)2COO 的熱分解速率係數為 102s-1。氫原子穿隧是

這種熱分解途徑的主要瓶頸，與觀察到的同位素效應一

致。CH2OO 和反式 -CH3CHOO 不存在這樣的反應路徑，

因此它們的熱分解慢得多。

（6）對於含有 4 個或更多碳原子的 Criegee 中間體，

目前還沒有利用光解製備方法進行直接檢測的研究。

儘管在大氣中含水量有很大的變化，一般空氣中的

水分子濃度 [H2O]約為 1017cm-3；水二聚體的濃度 [(H2O)2]

約為 1014cm-3。無論 [H2O] 或 [(H2O)2] 都遠高於其他大氣反

應物的濃度，如 SO2、NO2 等（例如，40 ppbv 所對應的

分子濃度約 1012cm-3）。 因此，與水分子及水二聚體的

反應將是 CH2OO 和反式 -CH3CHOO 和類似的反式 Criegee 

中間體在大氣中的主要衰減途徑。另一方面，對於順式

-CH3CHOO 和 (CH3)2COO 和類似的順式 Criegee 中間體，其

熱分解會比與水蒸氣或 SO2 的反應要快。

理論的角色

高階量子化學和統計速率理論對解釋和預測實驗

有很大的幫助。但是，理論計算的誤差也可能導致一些

混淆。儘管反應速率計算可能無法給出夠準確的反應速

率係數，精確的實驗數據可以幫助指出某些理論方法可

能存在的問題（或增加我們對它的信心）。通過與實驗

數據仔細比較（校正），我們可以提高理論研究的預測

能力。由於只有少數的 Criegee 中間體（CH2OO、反式

-CH3CHOO、順式 -CH3CHOO、(CH3)2COO 和 C2H5CHOO）

能夠大量合成來進行直接探測，要深入了解更複雜的

Criegee 中間體的性質，理論計算仍有其必要。

 圖 2  不同的Criegee中間體（CH2OO、反式 -CH3CHOO、順式 -CH3CHOO、(CH3)2COO） 

 與一些代表性分子反應的速率係數圖，此數據可說明結構相關反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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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星是藉重力塌縮在分子雲核內形成的。我們使用

最大的地面望遠鏡 ─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 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發現，以前所未有的高角

解析力揭示了恆星形成過程中的盤吸積現象與噴流的形成。

HH 212是位在獵戶座的一個原恆星系統，距離地球

1300光年。在這個系統中心的原恆星（恆星寶寶）年齡只

有 4萬年，相當於太陽年齡的十萬分之一，質量則為太陽五

分之一；具有強力的雙極噴流，顯示出它吸積的效率應該很

高。在過去，當望遠鏡解析力只有 200個天文單位時，只能

看到此系統中央有個扁平包層朝中心盤旋，以及在靠近原恆

星的地方，可能有個小小塵埃盤。現在 ALMA解析力提升到

8個天文單位，比原來好 25倍，不僅實際偵測到塵埃盤，

而且在次毫米波段，成功解析這個盤的結構（圖 1a）。

HH 212吸積盤的半徑約 60 AU，幾乎是以它的側面面

對著地球。有趣的是，盤中間有一道明顯的暗帶，夾在兩

個明亮構造之間，形成此特徵的原因是由於這道暗帶的溫

摘 要

恆星是藉重力塌縮在分子雲核內形成的。我們使用最大的地面望遠鏡 ─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 取得

了一些突破性的發現，以前所未有的高角解析力揭示了恆星形成過程中的盤吸積現象與噴流的形成。我們觀測了 HH 212

原恆星系統，不僅解析它的吸積盤結構，而且還探測到它的噴流旋轉運動。我們的觀察證實，噴流可以帶走角動量，從而

允許吸積盤餵食中心的原恆星，為恆星形成中長期存在的角動量問題提供了解決方案。

恆星寶寶每嚼一口「太空漢堡包」

就會吐出一顆「旋轉式子彈」

李景輝 1,2、賀曾樸 1,3、李志雲 4、平野尚美 1、張其洲 3、尚賢 1

1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2臺灣大學天文物理研究所、3美國哈佛史密松天文物理中心、4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天文系

論文發表出處：

“A Rotating Protostellar Jet Launched from the Innermost Disk of HH 212”, Nature Astronomy 1 (2017): 0152.

圖 1   在 HH 212原恆星系統裡的噴流和吸積盤。

（a圖）顯示從橘色的吸積盤之最內圈盤面，噴出綠色的分子噴流。此圖是 ALMA在 8個天文單位解析力

下得到的觀測影像。吸積盤中間有一道暗帶，讓整個盤看起來像個漢堡。左下角以太陽系的海王星公轉軌

道為比例尺，供讀者參考了解 HH 212的吸積盤大小如何。（b圖）噴流的紅移部份（紅色，譜線紅移代表物

體朝我們遠離）和藍移部分（藍色，譜線藍移表示朝我們靠近）分佈在兩側，顯示噴流在轉動（如綠色箭頭

所標示）。紅色和藍色箭頭用來標示吸積盤的轉動方向，與噴流一致。圖像版權：ALMA (ESO/NAOJ/NRAO)/

中研院天文所李景輝團隊。

度比較低而且不透明。這個首度在次毫米波段偵測到的暗

帶，造成盤的形狀看起來像個漢堡，和其他在可見光或

近紅外光波段看過的一些散射光造成的盤的剪影很相似。

這道暗帶的結構清楚地顯示出，塵埃盤呈喇叭狀，中心較

薄外圍較厚，與吸積盤理論模型相符。

此外，我們還發現有一道從塵埃盤內部最深處流出

來的原恆星噴流，它就像一串子彈沿著盤的旋轉軸向下飛

馳。使用 ALMA前所未有的空間和速度解析力，我們不僅

解析出這道噴流，還觀測到它的旋轉運動（圖 1b）。

恆星形成的主要難題便是吸積盤的角動量，因為它

可以防止物質落入中央原恆星，讓恆星無法形成。現在知

道當噴流將吸積盤最內部區域的物質帶走時，也會帶走角

動量，所以物質便能從吸積盤落入中央原恆星（圖 2）。

此一新發現表明，噴流的確帶走了吸積盤最內部區

域之物質的部份角動量（旋轉動量）。這使得吸積盤該區

域物質的旋轉減緩，以致可以餵食中央的原恆星。

我們的觀測開啟了令人興奮的新研究方向，即可透

過 ALMA的高解析力成像，直接觀測並研究原恆星周圍旋

轉噴流及小型吸積盤的特徵，為恆星形成過程中噴流形成

和塵埃盤吸積的理論研究提供強有力的約束條件。在盤

的垂直結構上所得到的觀測成果，還對行星形成最早期

階段塵埃顆粒的長大和沈積過程提供重要的線索。此外，

我們的噴流觀測結果也開啟了另一扇窗，即可研究其他天

體 ─ 如活躍星系核 ─ 內部的噴流。這些噴流可能與原恆

星的噴流一樣，也可以帶走一部份的旋轉角動量。

圖 2   從餵食中心原恆星的吸積盤噴出的旋轉噴流三維示意圖。
（左圖）噴流兩側紅色部分正在遠離我們，藍色部分正朝我們靠近，綠色箭頭顯示的是噴流旋轉方向。吸積盤裡藍

色代表的溫度比橘色的部分低。（右圖）鏡頭拉近到吸積盤最裡面的區域，靠近原恆星的物質吸積及噴流發射過程

示意圖。本研究認為噴流是在距離原恆星 0.05個天文單位的地方噴發出去，如圖中綠色箭頭所示。噴流帶走多餘的

角動量，以讓該處盤面物質掉進中間的原恆星，如圖中藍色箭頭所示。目前的噴流模型預測噴流是中空的，但需要

更高解析度的觀測來檢驗。圖像版權：中研院天文所李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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幹細胞的維持或分化需要不同種類的支持細胞（或稱之微環境 -niches）。但目前對於這些 niches形成的分子機制知之

甚少。在本篇論文裡，我們利用樣本取得相對容易且幹細胞和 niches能被清楚辨識的果蠅卵巢為研究平台。我們發現

Hedgehog(Hh)訊號的梯度控制卵巢體細胞表面的黏附特性，藉此以達細胞分群而建立生殖幹細胞 niches的前驅細胞。此

外，我們更找到其下游的調控機制。Hh訊號藉由正向調節 Tra�c Jam（哺乳類 large Maf轉錄因子的直系同源基因）的轉

錄表現，以對細胞間黏著分子（E-cadherin）產生負向的調控。因此，我們的研究闡明 Hh訊號藉由控制細胞表面特性而分

化出不同群的細胞，以建立幹細胞 niches。

幹細胞能透過自我更新和不對稱分裂來維持組織的恆

定性，幹細胞和個體健康息息相關。幹細胞活性不好時就

會造成組織退化或老化，而幹細胞活性過好就會導致細胞

不斷增生而導致腫瘤產生。幹細胞位於一個微環境 (或稱

為 niches，是由一群特異化的細胞所構成 )。幹細胞 niches

是在組織發育時期就建構的，在發育階段能選殖並且決定適

當的幹細胞數目，在成體更能直接和幹細胞接觸以及產生維

持幹細胞的分子訊號。然而，時至今日，幹細胞 niches如何

被形成仍舊不清楚。相對於哺乳動物，果蠅卵巢的生殖幹細

胞以及其 niches能夠很清楚的被辨認（圖 2），且卵巢的發育

及參與其中的細胞種類相較簡單（圖 1），因此提供適合的平

台去研究這個課題。

果蠅卵巢發育起始於胚胎的晚期，生殖母細胞與來源

於中胚層的體細胞聚合並緊密相互接觸形成球狀體。進入

幼蟲時期，生殖母細胞和體細胞的數目持續增加，誘導了

一部分的體細胞沿著前端至後端及中間至兩旁的移動而形

成 16~20串的 terminal �laments (TFs)。接下來的蛹期，最

上端的體細胞 (apical cells)往下移動分開了 TFs, ICs (niches

前驅細胞 )和 basal cells，形成 16~20 ovariole（產生蛋的功

能構造）。Ovariole前端的構造稱為 germarium，兩到三顆

生殖幹細胞就存在於這結構的最前端，並與維持幹細胞的

niche-cap cells (CpCs)直接接觸。生殖幹細胞所產生的子細

胞與另一種會促使幹細胞分化 niche-escort cells (ECs)接觸並

被包覆往後端移動。至終，這些分化的生殖細胞會被另一

種體細胞接受並包覆形成 egg chamber而排出 germarium，

並逐漸發育為成熟的蛋。目前已知，cap cells的喪失會導

致生殖幹細胞的消失，而功能不全的 escort cells則會使生

殖幹細胞無法分化（圖 2）。但對於這兩種 niches的形成機

制並不清楚。

因此在我們的研究裡，希望先透過找到會在發育中

niches細胞表現的蛋白，進而了解其形成的過程及機轉。

結果顯示 Hh由發育中的 TFs (位在卵巢的上半部 )所製造，

因為 Hh是分泌型的蛋白因子，因此 Hh訊號在卵巢中形

成在上半部多而下半部少的濃度梯度 (圖 1)。當體細胞中

的 Hh訊號高會抑制細胞黏著因子 E-cadherin的表現，而

當 Hh訊號低體細胞就會有高量的 E-cadherin表現。有趣的

是，低量 E-cadherin表現的細胞能和生殖母細胞相互接觸，

並發育為 niches。但當抑制 Hh訊號，使 niches前驅細胞

無法形成，而表現高量 E-cadherin的細胞雖與生殖母細胞

相鄰但無法相互接觸（圖 3）。相反的，當高量表達 Hh訊

摘 要

號，促進 niches前驅細胞生成，且與生殖母細胞相互接觸，

最終形成大量的分化 niche-escort cells（圖 2）。進一步的，

我們發現 Hh訊號會直接調控轉錄因子 Tra�c Jam的表現，

先前的研究已知 Tra�c Jam會對多種的細胞表面黏著因子

產生負向的調控。而在我們的實驗也證明，Hh訊號的確是

透過 Tra�c Jam去抑制 E-cadherin的表現。因此，藉由這樣

的機轉，生殖幹細胞的 niches前驅細胞得以形成。

我們推論幹細胞 niches建立有可能是先透過細胞和

細胞表面特性的不同，而先將組織中的細胞分群 (sorting 

hypothesis)。Niches的先驅細胞和生殖母細胞具有相同的表

面特性，因此會聚集在一起，而表面特性不一樣的細胞就

會被排開而分化成不一樣的細胞 (圖 4)。雖然每一種組織

所用來建立細胞表面特性有差異的分子訊號不一定相同，

但是這一機制也許能套用在其他幹細胞 niches的建立。

賴俊銘 1,2,4、林坤陽 1,2,4、高詩涵 4、陳誼寧 5、黃馥 6、許惠真 1,3,4

1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院分子與生物農業學程、2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學研究所、3國立中興大學生物科技中心、
4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5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學研究所、6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Hedgehog Signaling Establishes Precursors for Germline Stem Cell Niches by Regulating Cell Adhesion”,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pii: jcb.201610063, DOI: 10.1083/jcb.201610063.

Hedgehog訊號調控細胞表面黏著特性
以建立生殖幹細胞 Niches之前驅細胞

圖 1  發育中的果蠅卵巢 Hh基因及其訊號之表現意示圖。發育早期的卵巢，其體細胞表現低量 Hh及其信號（L1~EL2）。伴隨著卵巢發育，

Hh特異的高量表現在 TFs，進而使Hh訊號由上而下產生梯度差 （LL2~LL3）。AP和 IC細胞鄰近 TF，因此收到高量的Hh訊號。相對的，

BC細胞離 TF較遠，所以收到少量的 Hh訊號。綠色代表 Hh基因表現位置，紅色代表 Hh訊號所傳達位置。

圖 4 作用機制：TF細胞產生分泌性蛋白 Hh，因距離的關係使上下部分的體細胞有不同強度的 Hh訊號，藉以產生不同的細胞表面黏著

特性以達細胞分群。當體細胞 Hh訊號經由其下游轉錄因子 Ci直接調控 Tj表現進而抑制細胞黏著因子 (E-cad)，結果使其能與有相

同 E-cad表現量的生殖母細胞 PGC相互接觸，並發育為 niches的前驅細胞 -IC。因此，當阻斷 Hh訊號後造成 niches前驅細胞無法

形成，取而代之使表現高量黏著因子的細胞 BC生成，但無法與表現低量黏著因子之生殖母細胞相互接觸。相反的，增強 Hh訊號

促使生殖母細胞及 niches前驅細胞的形成。紅色線的粗細代表 E-cad在細胞表面的強與弱，綠色線的粗細代表 Hh訊號的強與弱。

圖 2  體細胞 Hh訊號調控生殖幹細胞的 niches形成。成體生殖幹

細胞及其 niches所在位置意示圖（上圖）。正常成體卵巢生

殖幹細胞及其 niches（中左圖），阻斷 Hh訊號後造成生殖幹

細胞及其 niches數目下降（中右圖），增強 Hh訊號促使分

化生殖幹細胞之 niche數目增加（下圖）。虛線圓圈代表生

殖幹細胞，箭頭指示維持幹細胞之 niche，ptc-Z代表分化幹

細胞之 niche。

圖 3  體細胞 Hh訊號藉由抑制細胞表面黏著性以利於 niches前驅

細胞與生殖母細胞接觸。正常發育中的卵巢，其 niches前驅

細胞表現低量的細胞黏著因子，因此能與生殖母細胞相互緊

密接觸 (上圖 )。阻斷 Hh訊號後，niches前驅細胞無法形成，

使的表現高量黏著因子的細胞與生殖母細胞相鄰，但彼此無

法相互緊密接觸 (下圖 )。綠色細胞代表 niches前驅細胞，

藍色細胞代表生殖母細胞。灰白色代表細胞表面黏著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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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2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系

論文發表出處：

“Biosynthesis of Complex Indole Alkaloids: Elucidation of the Concise Pathway of Okaramines”,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56 (2017): 9478 –9482, DOI: 10.1002/anie.201705501.

豆渣鹼（okaramines）是一類從青黴屬和曲霉屬所分離的複雜吲哚生物鹼，它們顯示有效的殺蟲活性，可以選擇性地激活

無脊椎動物中的谷氨酸門控氯化物通道（GluC1），而不影響人類的配體管制型離子通道。在結構上，okaramines B（1）

和 D（2）含有多環骨架，包括一個氮雜環辛環（azocine）和前所未有的 2-二甲基 -3-甲基氮雜環丁烷環（2-dimethyl-3-

methyl-azetidine ring）。由於其複雜的結構骨架以及作為抗寄生蟲劑的潛力，豆渣鹼已經吸引了眾多化學合成的研究。

然而，在基因和酶學層次上的豆渣鹼生物合成途徑仍未清楚。在本研究中，我們解析了其生合成途徑，並尋找參與生合成

途徑中的酶與編碼基因，利用基因剔除（gene deletion），異源性表達（heterologous expression）、化學結構解析、以

及研究酶生化功能等方法，找到了參與豆渣鹼生合成的基因群，並解析生合成途徑，以及每步驟參與之酶及其功能。值得

注意的是，本研究發現了一個新穎α-酮戊二酸依賴性非血紅素 FeII雙加氧酶（α-ketoglutarate-dependent non-heme 

FeII dioxygenase，OkaE），將酶成功表達，並在含有受質、輔因子的水溶液中，可以有效率地催化 2-二甲基 -3-甲基氮雜

環丁烷環的形成。

背景

天然物在化學發展以及藥物開發的過程中一直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其結構多樣性及半合成衍生物提供了新化學

物質，具有不同生物活性及藥理潛力。豆渣鹼是結構複雜

的吲哚生物鹼之一，已知可從 Penicillium simplicissimum和

Aspergillus aculeatus中分離出來。它們具有有效的殺蟲活性

（okaramine B，LD50 =0.2μg/ 每 g飲食）。近年來的藥理

機轉指出，豆渣鹼可以選擇性地激活谷氨酸鹽門控氯化物

通道（GluC1s）–與抗寄生蟲藥伊維菌素（ivermectin）及其

衍生物的標靶通道相同。值得注意的是，okaramine B（1）

有選擇性地對昆蟲 GluCl具有結合能力，但對於人的配體

管制型離子通道如 GABAC1和 GlyCl則不具活性，此顯示了

其可作為靶向無脊椎動物 GluC1s的新化學分子之潛力。

Okaramine D（2）和 1由總共八個相互連接的環組成，

其中有（i）六氫吡咯並 [2,3-b]吲哚 (HPI)部分（環 A-C），（ii）

二酮哌嗪（DPK）環（環 D），（iii）八元吖辛環（E環），和（iv）

摘 要

四元氮雜環丁烷環（H環）（圖 1）。結構與活性關聯的研究

顯示，氮雜環丁烷和氮雜環辛胺對豆渣鹼的殺蟲活性很重

要。Okaramine B上的 2-二甲基 -3-甲基 -氮雜環丁烷環與

HPI部分融合，此結構在自然界是前所未有的，且利用化

學合成方法去構建是具有挑戰性的。

豆渣鹼複雜和獨特的結構啟發了 okaramines C，J，M

和 N的全化學合成研究，其中包括 okaramine J中二氫吲哚

並佐辛環子系統的合成。然而，四元氮雜環丁烷環的合成

尚未有成功的報導。在生物合成的角度，豆渣鹼可由兩個

L-色氨酸分子衍生而來，但這類天然產物的生物合成機制

和相關酶尚不清楚，特別是涉及八元吖辛環和四元氮雜環

丁烷環形成的酶的化學催化步驟。在本研究中，我們報導

了豆渣鹼的生物合成途徑的解析，包括編碼酶的基因簇的

鑑定、新豆渣鹼衍生物的表徵、以及利用酵母異源系統和

生物化學的方法了解酶催化功能。

方法

為了確認 oka基因簇參與 1和 2的生物合成，我們首

先對在 P. simplicissimum可能參與豆渣鹼生物合成途徑的基

因進行基因剔除研究，我們利用聚簇規則間隔短回文重複

序列（CRISPR）相關的 RNA引導 DNA內切核酸酶（Cas9）

以增加同源重組的機會，並利用 LC-DAD-MS分析突變株的

代謝物組成，進一步了解基因和豆渣鹼產物的相關性。為

了證實這些候選基因編碼酶的功能，我們將生產菌株的無

內含子基因克隆到酵母表達載體，並轉化到釀酒酵母菌株

BJ5464-NpgA中，並以 LC-DAD-MS分析酵母異源表達菌株

的代謝譜。另外，我們也從釀酒酵母中表達並純化重組蛋

白，用 6xHistag表達並進一步以生化表徵了解酶功能。

結果與結論

我們找到了參與豆渣鹼生物合成的基因群，並解析

生合成途徑，以及每步驟參與之酶及其功能。值得注意

的是，我們發現了一個新穎的α-酮戊二酸依賴性非血紅

素 FeII雙加氧酶（α-ketoglutarate-dependent non-heme FeII 

dioxygenase，OkaE），將酶成功表達，並在含有受質、輔因

子的水溶液中，可以有效率地催化四元氮雜環丁烷環的形

成。在細胞外的實驗結果顯示，純化的 OkaE酶不僅負責形

成氮雜環丁烷環，而且可將化合物 10進行羥基化而生成

化合物 9。本研究在基因和酶層次解析並表徵了一個簡明

的途徑，可以生成複雜的豆渣鹼吲哚生物鹼。

複雜吲哚生物鹼的生合成 : 解析豆渣鹼
(okaramines)的精簡途徑

圖 1  本研究利用在 P. simplicissimum進行目標基因失活以及在釀酒酵母異源表達的方式，解析豆渣鹼的生物合成途徑。

圖 2  OkaE功能的驗證。利用 LC-MS分析 10µM OkaE與 10µM受質（A）化合物 6或（B）化合物 10的細胞外測定
實驗。每個反應包含 1 mM FeSO4, 1 mM α-ketoglutarate, 8 mM ascorbate和 100mM Tris-HCl (pH 7.4)。縮寫：β-ME 

(β-mercaptoethanol, 1µ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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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Extrachromosomal Telomere Repeat DNA is Linked to ALT Development via cGAS-STING DNA Sensing Pathway”,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4 (2017), DOI: 10.1038/nsmb.3498.

細胞老化作用與先天性免疫機制皆具控制癌症生成的功能，然而，兩者之間的交互作用則尚待釐清。本研究發現，大量

存在於使用「替代性延長端粒（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簡稱 ALT）機制」 癌細胞中的「染色體外端粒

DNA」（extrachromosomal telomere repeat DNA, 簡稱 ECTR），當誘發累積於正常人類細胞時，會活化細胞內負責偵

測游離 DNA 的 cGAS-STING路徑，引發第一型干擾素反應，抑制細胞生長。然而，ALT癌細胞中，cGAS-STING路徑普遍

中斷，無法正常啟動干擾素反應，因而迴避了先天性免疫機制，這是 ALT細胞得以發展成癌症的關鍵。此研究成果將可應

用於發展針對 ALT腫瘤的免疫治療。

端粒（Telomere）是染色體末端的保護性結構，藉由

抑制染色體末端發生 DNA損害反應，可避免染色體重組

融合，並維護基因體穩定，然而，當細胞持續生長，DNA

複製缺陷卻導致端粒逐漸變短，以致功能喪失，結果雖然

造成細胞生長停滯與老化，但就癌症生成的角度來看，這

卻是重要的癌症抑制機制。癌細胞依據其演化出的不同端

粒維護機制，可分為利用端粒酶延長端粒的癌細胞，及

無端粒酶的「替代性延長端粒（Alternative Lengthening of 

Telomeres, 簡稱 ALT）」癌細胞， 10-15%的腫瘤是利用 ALT

的機制來維護端粒，其中包括兒童腦瘤、軟組織瘤及骨癌

等，ALT腫瘤細胞中存在大量 ECTR，雖然目前 ECTR 已被應

用作為檢測 ALT 腫瘤的獨特生物標記，但在已發表的文獻

中，關於 ECTR在 ALT 癌細胞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

清楚。

為了研究 ECTR對細胞的影響，我們建立一套使細胞

累積 ECTR的誘導系統，結果發現，在正常人類纖維母細胞

中，產生自端粒的 ECTR會由細胞核轉移至細胞質中，並被

cGAS感知蛋白偵測，進而透過 STING-TBK1 來活化 IRF3轉

錄因子，誘發有抑制病毒功能的第一型干擾素表達，進而

啟動第一型干擾素反應，並造成細胞生長停滯。然而，在

ALT癌細胞株中，cGAS-STING 路徑無法被活化，因此，雖

然 ECTR也存在 ALT細胞株的細胞質中，但 ECTR 的累積，

或是外源性 DNA 刺激，都無法啟動干擾素反應，癌細胞也

會不斷的增生。進一步分析多種 ALT 細胞株後發現，大部

分的 ALT 癌細胞株中， STING的蛋白表現受到抑制，使得 

cGAS-STING路徑中斷，而無法啟動干擾素反應。 從腫瘤發

展的角度來看， cGAS-STING 的缺失，有利於富含 ECTR的

ALT癌細胞迴避第一型干擾素反應引發的生長抑制，此為

ALT癌細胞發展的必要條件。

意外的發現是，ATRX/DAXX/H3.3 複合體也參與 ECTR

活化 cGAS-STING的過程，ATRX/DAXX/H3.3 複合體的缺失也

常見於 ALT腫瘤，當我們在嘗試重建 ALT細胞對 ECTR的反

應時，重新表達 STING蛋白並不足以啟動干擾素反應，而

是必須同時修復 ATRX/DAXX/H3.3 複合體，這結果進一步說

明抑制 cGAS-STING路徑是 ALT機制生成的重要一步。

在這研究中，我們發現 ECTR藉由 cGAS-STING誘發第

一型干擾素反應，並抑制人類纖維母細胞生長，相同的細

胞反應也發生於病毒感染，受到病毒 DNA誘發，這是用來

抵禦外來感染的先天性免疫反應， 重要的是，ALT癌細胞

有重大的 cGAS-STING路徑缺陷，這可以幫助 ALT癌細胞生

長，並或許促進腫瘤免疫逃脫，但 ALT腫瘤細胞也因此缺

乏可用來對抗病毒感染的先天性免疫反應，因此我們預期，

美國 FDA近期核可的溶瘤病毒 (Oncolytic viruses )免疫療法

應可應用於 ALT癌症的治療。

摘 要

染色體外端粒 DNA透過活化先天性
免疫反應影響癌症生成

圖 1 ECTR DNA 於纖維母細胞內被 cGAS蛋白辨認，並誘發系統性

干擾素反應。

圖 2  ECTR透過 cGAS活化 DNA感知路徑，抑制細胞生長。

圖 4  ECTR 活化 cGAS-STING路徑，誘發第一型干擾素反應，抑制

細胞生長，但ALT癌細胞喪失此分子機制，因而可持續生長，

並可能因而躲避免疫偵測。圖 3   ALT細胞中存在內源性 ECTR，但 STING表達受到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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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

《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一書中的文章，主要是探討一種思想史研究的取徑，即強調「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的思想

性」。本書以幾篇文章集中闡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研究的方向、取徑與態度。再以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

代的來臨」為主題作為這個方法論的展示，刻意從廣義的「思想與生活」出發討論「主義」崛起的現象，略有別於從政治

角度處理「主義」的問題。

本書強調「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性」，以

及兩者之間往復交織，宛如「風」般來回往復的現象的興

趣。「思想」是如微血管般遍布整個社會的現象，最初可

能來自一些具高度原創性、概念性的哲學概念，但是它們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形成了非常複雜的現象。

近人研究歷史時，每每忽略傳統思想的生活性，也忽

略了一旦加入生活的面相，思想史的理路便要相應地擴充

及複雜化，其中有不同的思想史層次的存在。每一段歷史

都不是單線的，而是有各種力量同時在競合著。所以，我

們應該從歷史中看出層次的分別，對不同思想史層次的了

解有助於我們澄清一種誤會，誤以為浮在咖啡上淺淺的一

層奶油，早已滲透到整杯咖啡中。

思想與生活交織的現象，表現在「用經」這一活動上。

每一次「用經」都是對自己生命的一次新塑造；每一次的

「用」都是對經書的性質與內容的新發展，也直接或間接

參與建構「傳統」。從生活情境中所蘊育出來的思想、哲

學，可能產生跨越時代的影響、成為跨越時空的思想資源。

故一時的，也可能成為永遠的，而事實上所有永遠的，最

開始也與一時的歷史與生活情境不能完全分開。

譬如「主義時代」的來臨，最重要的背景當然是為國

家、為政治找出路。「主義」當然是政治問題，但在政治

之外，它也與生活中實存的境遇、心識的感受密切相關。

「主義時代」的來臨不只是一個政治運動，同時也是思想

史上的重大變化。因此，收在本書中的幾篇與「主義」有

關文章，傾向從存在的境遇、心靈氣質及心識感覺的層面

入手。

過去的歷史研究，往往忽略了思想與生活面相的關

係，所以我們對近代中國的心靈危機與革命沒有足夠的把

握。從晚清儒學解體開始，中國社會／思想產生了心靈（或

精神）革命／危機。政治的世界從來都不只是政治的，它

還牽涉到許多個人的、心靈的、實存的、情感的、人生觀

的層面。

摘 要

為什麼一個時代集體的存在感受可能與政治有關？為

什麼心靈的、思想的與生命存在方面的問題會影響到政治

思想的抉擇？透過「轉喻」，青年們的煩悶、生活挫折、

日常小事的不如意，都可能被連繫到一套更具理論性、更

有延展性的思想系統，形成介面與介面的轉接。使得生活

的可以聯接上思想的、主義的，因而一切存在的困境與煩

悶便與政治主義有了聯接，而且與現實行動形成最密切的

關係。日常生活的感受都直接或間接、近期或長遠地連繫

到一個清晰的藍圖，使得人們內心的意義感到一種滿足。

政治行動的主體是一個一個的個人，這是一個包括心靈、

情緒、感覺、內在自我等等非常廣泛的世界。

本書也試著去了解基層世界的生活與思想的狀態。人

們的思想就像風中飄曳的火焰，很容易熄滅，或被各種思

想或信仰的怒潮席捲而去，本書中用了一些例子說明儒家

文化常常不能下及草根，以致形成「儒家文化的不安定層」

的現象。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專書發表出處：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408頁。



46 47

中

央

研

究

院

人文及

社會科學組

英國脫歐對其多元法律體系之影響

本文論證英國脫歐引發的憲政問題，以及對英國多元法律體系之影響。英國於 1973年加入歐盟後，必須接受歐盟法律，

於 2017年 1月，已高達 19,000項歐盟法規，占英國法律近 13%。歐盟法律因此大大豐富了英國多元法律體系之內涵。

英國脫歐主要目的在於取回控制權，包括：立法、司法、預算、移民等主權。英國脫歐對英國國會主權、人民權利、憲政

秩序、多元法律體系、歐盟法律在英國之效力及英歐未來關係等，皆會帶來重大深遠之影響。英國脫歐因此是一項具有高

度法律複雜性、政治敏感性以及憲政重要性的主流議題，值得重視。

研究核心議題

英國於 2016年 6月 23日舉行脫歐公投，脫歐陣營以

51.9%得票率勝出，震驚世界。英國於 2017年 3月 29日通

知歐盟高峰會其脫歐意願，正式啟動脫歐程序。原則上，英

國與歐盟應於 2年內達成一項脫歐協定。英國脫歐已衍生許

多問題及不確定性，並涉及複雜的法律問題，尤其英國脫歐

通知是否必須事先經由國會立法授權？脫歐引發的 Miller案

有哪些主要法律爭議，又如何解決英國脫歐內部程序問題？

英國與歐盟如何進行《歐洲聯盟條約》（TEU）第 50條脫歐

談判？英國與歐盟如何架構雙邊未來關係？英國脫歐後歐

盟法律在英國之效力如何界定，又如何延續適用？英國脫

歐對人民權利有何影響？英國計畫訂定一項《脫歐法案》

以廢除《1972年歐洲共同體法》（ECA 1972），取回英國法律

控制權，並因應脫歐後，英國面對的法律挑戰。《脫歐法

案》有哪些重要內容？又如何解決脫歐後英國與歐盟的法律

關係？英國脫歐對英國與歐盟多元法律體系有何意涵與影

響？此等議題皆對英國的國會主權、憲政運作、多元法律體

系之變遷與調適，以及英歐未來關係，構成重大挑戰。

研究主要發現

本文主要發現包括：（1）英國脫歐對英國人民及歐盟公

民權利皆將帶來重大影響，例如移民居留權、社會福利、

人員自由移動、英歐貿易及市場進入等權益；（2）2017年

Miller案確認英國脫歐通知，必須經由國會通過授權法律，

政府才得正式啟動 TEU第 50條脫歐程序；（3）英國為了加

入歐盟通過 1972年 ECA，規定歐盟法律在英國具有直接適

用及優先效力，同時規定歐盟法院對英國法院具有先行裁

決之效力，英國國會主權因此受到限制；（4）ECA具有憲法

性法律效力，沒有一般法律「默示廢除原則」，即一般法律

後法優於前法原則之適用。廢除 ECA因此須國會通過一項

同等位階憲法性法律；（5）英國政府將通過一項《脫歐法案》

廢除 ECA效力，一來取回英國法律控制權；二來延續脫歐

前歐盟法律在英國之繼續適用，避免脫歐後產生的嚴重法

律空隙，並降低法律關係的不確定性；（6）脫歐對英國內

部多元法律體系也將帶來重大影響，包括歐盟法與英國法

之關係以及英國法與蘇格蘭法之關係。另外，脫歐引發蘇

格蘭第二次獨立公投議題，將成為英國脫歐後最大的政治

風險；（7）TEU第 50條包括脫歐協定及英歐未來關係協定

兩種程序。原則上，英歐於 2年內未能達成脫歐協定，英

國仍然自動脫歐；以及（8）英國脫歐對歐盟法律也是一項

重大損失，將弱化歐盟法律體系的多元性及創新性。

結論

英國加入歐盟與脫離歐盟，皆由英國自主決定，符合

英國國會主權原則與憲政傳統。歐盟法律在英國的直接適

用及優先效力，乃源自英國頒定的 ECA 1972，當然也得由

摘 要

國會通過一項同等法律位階的《脫歐法案》廢除之，以取

回英國法律控制權。凡此種種，在在反映《孟子 /告子上》

所言：「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之道理。英國所貴者是：

「國會主權、憲政傳統、法律文化及生活方式」等建制的

自主性。英國為了這些自家寶貝，取回控制權，即使脫歐

必須付出重大代價亦在所不惜。英國脫歐對歐盟也是一項

重大損失，將弱化歐盟法律體系的多元性與創新性。

脫歐對英國與歐盟而言，是一項重大挑戰，是軟脫歐

或硬脫歐，合作或對抗，將攸關英歐未來的團結與興衰。

然而，英歐似可透過破壞性創新，將脫歐風暴轉化為競爭

性合作，化危機為轉機，開啟英歐關係之新未來，如同莎

士比亞所言：「凡是過去，皆是序章。」本文建議英國與

歐盟必須從事理性談判，簽署一項全面性 FTA，以維持雙

方友好關係，並確保英國與歐盟多元法律體系之持續發展。

  洪德欽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臺大法學論叢》第 46卷特刊（2017年），頁 1017-1114。DOI: 10.6199/NTULJ.2017.46.SP.01

圖 1  脫歐將導致英國與歐盟分道揚鑣。
         資料來源：European Parliament (2017)

圖 3  英國與歐盟宜從事理性脫歐談判，架構新的未來關係。
          資料來源：EU (2017)

圖 4  中文發表於《臺大法學論叢》，乃 TSSCI/第一級期刊，臺灣

最具影響力法學期刊。

           資料來源：《臺大法學論叢》(2017)

圖 2  脫歐談判倒數計時，需於 2019年 3月 29日之前完成談判。

          資料來源：BB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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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的家庭、工作與福祉

這本書收集了當前亞洲社會科學就這個地區的福祉的交錯關係的研究成果，特別關心的議題是：工作與家庭生活的現況；

工作組織對受雇者在工作－家庭衝突的關心；以及相關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與演變。本書的結論是：在亞洲社會的工作與家

庭支持政策上，政府的反應仍然支離破碎，沒有一個完整的體系，以來實現性別平等的價值，並促成職業婦女應有的權利。

工作與家庭的關係，長久以來是家庭研究的關鍵議

題。這個領域持續的研究，解開工作與家庭之間的錯綜複

雜關係，對於了解現代家庭有很大助益。尤其是現代家庭

處在於非常特殊的脈絡下，舉其大者，如服務經濟的擴張，

女性積極參與勞力市場，家務工作與照顧的性別規範正值

轉變。過去數十年內，亞洲婦女以及母親，有更高的比例

投入全職工作，傳統的家務責任分配的性別化模式，對她

們相當不利。母親的壓力因而比以往更高。在亞洲父權文

化的脈絡下，一些父親願意將個人寶貴的時間分出來，幫

忙看顧小孩或青少年子女，覺得是很有意義的事。通常他

們被免除照顧幼小子女的責任，而母親則是分配到這些工

作。這樣的分工是文化上的要求，很難討價還價。母職任

務完美的完成，是放在第一順位。有時，連祖母也要加入

照顧者的行列。在亞洲，照顧責任的性別化差異更為明顯，

也更被認為是「合情理」的。

1、工作－家庭生活的經驗

亞洲的女性對市場經濟的參與，並沒有較不熱衷。但

是許多職業婦女在結婚時就放棄工作，在子女長大不需照

顧時，才又回到職場。她們離開職場，常是因為她們的工

資較低。人力資本較高的就業婦女在平衡工作與家庭的衝

突上也沒有比較輕鬆。超時工作、輪班、與家裡的照顧責

任，總是多有衝突。許多女性因此離職，以避免高度的工

作－家庭衝突。結果，留在職場上的婦女，反而較少說她

們經驗到很強的衝突。

2、工作組織對工作－家庭衝突的反應

人力資源部門對母職假政策常很熱心，也願意女性雇

員多多使用，但僅是熱心是否就能創造一個友善家庭的職

場呢 ?大部分的情況是，管理階層仍有一個秘而不宣的假

定，那就是女性照顧子女是天經地義的規定。因而日本僅

有女性申請較長的母職假。愈是慷慨的母職假，對女性的

未來工作地位愈是不利。而另一方面，工作彈性確有助於

降低工作－家庭的衝突，並促進家庭－工作的「速配」。

受雇者所知覺到的組織支持，也很重要，這樣的支持愈高，

他們的工作成效愈好，工作－家庭的衝突感也愈低。工作

場所的家庭支持政策，有助於女性晉升到較高薪的職位。

3、全職父母的國家支持政策

過去二十年間，一些亞洲國家推出減緩工作－家庭衝

突的政策。大部分東亞國家開始施行母職假。例如日本的

摘 要

母親可以離職 14週，這期間仍有三分之二的薪資。這項

給予是來自社會保險，是有保障的權益。如果這項給予要

來自雇主的營收，例如臺灣是如此，那麼，通常會「看得

到拿不到」，在中小型的私人企業是如此，更不用說是在

非正式部門了。另一項政策是長久以來受到忽視的子女照

顧，臺灣政府現在是給予新生兒父母一筆現金，再加上減

稅，這是為了提高出生率的手段。但是，市場中的幼兒照

顧非常昂貴，主因是公托機構嚴重不足，結果不少新手母

親就留在家中當照顧者，直到子女五歲可以獲得學前教育

的補助。

工作－家庭協調政策的目的是使家庭與快速成長的市

場導向經濟之間，能達到新的平衡點。東亞的儒教文化下，

家庭政策其實附屬於人口政策之下，解決少子化與人口老

化是優先考量。這樣的政策思維，致使公共政策實作所採

取的原則是依靠家庭來自行調整，對家庭的支持多是間接

為之，亦即，照顧是私人領域的事，是家庭成員，而非國

家的責任。家庭支持政策缺乏性別平等的基本哲學觀，沒

有一個完整的照顧體系，很難有效地提升職業婦女的權利。

蔡明璋 1、陳婉琪 2

1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臺北大學社會學系

專書發表出處：

Family, Work and Wellbeing in Asia Dordrecht, the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7), 213 p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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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er李超代數的特徵公式與 A/C型的 canonical基
程舜仁、Jae-Hoon Kwon、Weiqiang Wang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352 (2017): 1091-1119. 

我們對於 queer李超代數的半整數權的

BGG模範疇用 C型量子的群的 canonical基給

一個 Kazhdan-Lusztig猜想。對於 queer李超代

數的非半整數非整數權的 BGG模範疇我們也

給一個 Kazhdan-Lusztig的猜想，用 A型量子的

群的 canonical基。對於 queer李超代數的半整

數權的有限維模範疇我們證明這個猜想。

Hopf-Cole轉換
劉太平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cademia Sinica (New Series) 12.1 (2017): 71-101, DOI: http://dx.doi.org/10.21915/BIMAS.2017103.

著名的 Hopf-Cole轉換把強非線性的 Burgers方程轉成線性的熱方程。本文討論

Hopf-Cole轉換在科學上的歷史重要性，和其對未來氣體力學，動力學研究的關連性。

Hopf-Cole轉換源自流體力學的探討。歷來，人們很驚訝於此轉換能把一個非線性

方程轉成線性方程，因而對和流體力學無直接關連的研究者也從中得到啟發和信心。

比如孤粒波和圖樣形成方面的研究者，即從其中得到靈感。

本文也討論 Eberhard Hopf 和 Julian Cole 兩人各自研究此轉換的各別動機，以及他

們的探討對雙曲守恆律的截波理論發展所扮演的關鍵角色。

本文的數學分析主要著重在兩個課題。一是用 Hopf-Cole轉換來導出 Burgers方程

的非線性波以及線性化 Burgers方程的格林函數。另一是指出 Burgers方程可以從黏性

守恆律和氣體動力學中的 Boltzmann方程導出。以故，Hopf-Cole轉換對這些領域的未

來研究應起實質作用。

本文最後提出數個未解決的研究方向。

測定質子 Sivers函數在極化 Drell-Yan過程發生變號
章文箴、朱明禮、謝佳諭、連昱翔、林志勳、澤田廣崇、鄧宇勝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9 (2017) 112002.

對於質子內部夸克組成的瞭解，已經由一維縱向動

量分布，加入了橫向空間或橫向動量的資訊，進入了細

緻的多維分布描述。其中，Sivers 函數是描述整體質子橫

向自旋，與其內部夸克橫向動量的關連性，它會反映出

夸克的橫向軌道運動效果，我們已經在 SIDIS過程中發現

Sivers 函數的強度是不為零，這也意味著夸克的橫向軌道

運動的存在。透過量子色動力學（QCD）有一個重要的

預測：這二反應所得到的 Sivers 函數的符號將是相反的。

為了檢證這個預測，在 2015年 CERN COMPASS實驗組進

行了首次橫向極化 Drell-Yan過程的量測，實驗的結果的

確與 QCD的預測是相符的，為整體質子夸克橫向動量動

量分布研究的正確性提供了極重要的實驗證據。

研究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新平台 :以光控探針誘發致病蛋白在活體細胞形成

類澱粉纖維堆積

何瑞玉、趙書漢、蔡侑儒、李奇璋、游主依、高華德、黃永安、黃兆祺、李賢明 、黃人則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CS Nano 11 (2017): 6795–6807.

儘管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又稱為漸凍人症 ; ALS)已被發現及研究了多年，目前臨床上對於此類疾病的早期診

斷及治療依舊束手無策。近年來高度磷酸化的 TDP-43蛋白已被證實為 ALS中包涵體的主要成分，此蛋白在致病機轉中

所扮演的角色卻仍然不明。有鑑於此，我們建構出可以在活體細胞中誘發 TDP-43蛋白異常聚集的光控探針。此一具有

螢光標記、並且可穿越細胞膜的探針，可在特定時間及空間上控制內生性 TDP-43蛋白在細胞質內形成聚集體，並藉此

影響核質運輸過程。由光控引發

的 TDP-43蛋白聚集體，亦會造成

神經元的退化及死亡，可模擬神

經細胞在退化疾病中的狀態。在

目前已發展的化學生物工具中，

光照是最佳體外遙控誘導方式之

一，此項成果發展了新穎光控探

針，以光遙控特異性致病蛋白之

聚集，藉此模擬漸凍人致病的進

程，並成功地應用在研究神經退

化性疾病的致病機制。

Burgers shock formation.

Burgers rarefaction wave.

多功能光控探針可以自組裝成奈米級的中空球殼結構，並且穿透細胞膜。在 UV的光解下，

探針會形成類澱粉狀纖維聚集，誘發 TDP-43蛋白異常堆積於細胞質，最後影響細胞內核質間

蛋白質的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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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碳雙碳烯和小分子反應之特異π-電子接受能力
陳文清、施偉志、Titel Jurca、趙莉莉、Diego M. Andrada、彭峻嶸、張鈞齊、劉書楷、王意評、聞昱生、Glenn P. A. Yap、許昭萍、
Gernot Frenking、王朝諺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9 (2017): 12830−12836. 

同碳雙碳烯是一種應用碳 -碳交叉偶聯於藥物開發與合成的強大配體，諾貝爾化學獎於 2010年頒給從事碳 -碳交叉偶

聯反應的化學家。最近，王朝諺研究員的研究團隊在同碳雙碳烯性質的研究具有突破性的發展，他們發現同碳雙碳烯具有

意想不到的電子特徵和伴隨的反應性。藉由同碳雙碳烯中心碳和側翼的氮異環碳烯片段，可以觀察到 1,2-硼烷和矽烷的加

成反應，結合單晶 X-射線結構分析和理論計算分析其鈀錯合物，確切的證明同碳雙碳烯的π-接受  能力。這些新發現的化

學特徵對於小分子的活化反應與 FLP (frustrated Lewis pair) 具有非常相似的行為模式，改變我們對碳化合物的化合價的傳統

認知。更重要的是，對於配位化學、有機金屬化學、配體設計及二氧化碳的固碳催化反應具有深遠的影響。

由 2016年日本熊本地震探討岩石變形特性在不同時空尺度之變化
James D. P. Moore、Hang Yu、唐啟賢、Teng Wang、Sylvain Barbot、Dongju Peng、Sagar Masuti、Justin Dauwels、
 許雅儒、Valère Lambert、Priyamvada Nanjundiah、Shengji Wei、Eric Lindsey、Lujia Feng、Bunichiro Shibazaki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Science 356 (2017): 163-167.

2016年日本芮氏規模 7.1熊本地震引發岩石圈強烈應力擾

動，本研究利用地震過後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蒐集的測站座標時

間序列，計算下部地殼在震後產生之變形量隨時空之演化。結

果顯示震後地殼形變在空間上有好幾個數量級之變化，尤其是

在阿蘇和九重火山下方，由於地溫梯度高，岩石產生快速變形，

可能引發鄰近區域地震及火山活動。這一研究成果顯示大地測

量觀測可用來約制不同時空尺度的岩石流變特性，並有助於我

們瞭解災害空間分佈特性。

水合作用降低橄欖石於上部地函之熱傳導率

張耘瑗、謝文斌、譚諤、陳久華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2017): 4078–4081.

地球深部礦物於高溫高壓下的熱傳導率對於地球內部的溫度分佈、熱演化以及動力學等過程深具影響。我們利用

超快光學結合高壓鑽石砧技術發現含水橄欖石於地函過度帶之熱傳導率較過去所認知的還要低的許多。而如此低的熱傳

導性質可能進一步降低含水海洋板塊之中心溫度，並影響其隱沒之動力學過程。此研究成果意謂著若地球內部含大量之

水，含水礦物所展現之低熱傳導性質將降低橄欖石於地函過度帶發生相變之程度。同時還可進一步將水帶到地球更深

處，以及為深源地震之成因提供新的實驗依據。

張量分解的平行冪次疊代演算法

王柏安、呂及人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34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chine Learning (ICML) (2017)

張量分解是一個可以應用在許多學科上的重要問題，

解決這問題的眾多方法中有個相當流行的演算法便是張量

冪法。然而，之前在這算法上的理論研究只能允許接續地尋

找特徵向量，無法像在做矩陣分解時，已有許多純熟的方法

能夠同時逼近許多特徵向量。在這篇研究中，我們展示了如

何在新的初始化的幫助下，同時找尋特徵向量的演算法。這

使我們在批次的資料上降低了時間複雜度，以及在線上的資

料上減少樣本複雜度。

Initialization Phase: 

Tensor Power Phase: 

… … … 

… … … 

下部地殼有效黏滯係數之空間分佈，有效黏滯係數愈低，

岩石變形速度愈快。熊本地震過後，在阿蘇 (Aso)和九重

火山 (Kuju)底下，地殼快速變形。阿蘇火山隨後也產生

噴發，可能和熊本地震造成的地殼應力擾動相關。

π-Accepting Ability and non-Classical Frustrated Lewis Pair Reactivity
水合作用大幅降低橄欖石於過度帶之熱傳導率。 相較

於不含水之狀態，含水橄欖石之熱傳導率僅為其一半。 

含水礦物較低之熱傳導率可降低橄欖石於地函過度帶

之相變程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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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社群網路之稀疏群體探勘

沈之涯、黃良豪、楊得年、帥宏翰、李旺謙、陳銘憲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ACM SIGKD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Discovery and Data Mining (2017): 415-424.

現存的社群搜尋研究皆注重於尋找社交網絡中稠密的子圖。然而，

社交網絡中關係稀疏的群體 (STG)其實也有相當重要的應用。本文提出利

用「k-三角」以衡量一個群組的稀疏度，並設計「最小 k-三角無毗連群集」

(MkTG)解決線上社群網路找尋 STG的問題。我們證明 MkTG於一般的圖上

為 NP-Hard且找不到任何倍數的近似演算法，但可在閾值圖上於多項式時

間內完成。我們提出 TERA與 TERA-ADV兩組演算法，其利用圖論的方法

可於一般圖上有效且快速的解決 MkTG的問題。七組社群網路上實驗結果

證實所設計演算法在效率與答案品質上皆優於所有現有的方法。

具有多重中介因子之因果中介存活分析

黃彥棕、楊懷壹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Epidemiology 28 (2017): 370-378. 

因果中介分析常用於探討危險因子如何透過中介因子而造成疾病

風險，然而適用於存活分析的方法學仍相當缺乏。我們發展三種適用於

存活分析的因果中介分析模型，分別使用 Aalen風險累加模型、Cox比

例風險模型及半母數概率模型。我們以特定路徑效應描述經由不同中

介因子的效應（如右上圖），並給予因果推論上的嚴謹定義及其可識別

性所需之假設；基於定義及相關假設，我們進一步推導出各效應的解析

解及其大樣本分布。運用這三種新提出的模型，我們分析臺灣 B型及 C

型肝炎造成肝癌的中介效應。三種模型呈現一致的結果：C型肝炎在不

透過 B型肝炎下會提高肝癌的風險，但另一方面，C型肝炎同時會抑制

B型肝炎病毒活性，進而降低肝癌的發生（如右下圖）。此一肝炎資料

分析體現了因果中介模型在生物醫學上的應用，及其能幫助我們了解

多重危險因子之複雜致病機制的優勢。

統整型之 p值關聯性檢定
陳佳煒、 楊欣洲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Briefings in Bioinformatics (2017), DOI: 10.1093/bib/bbx068.

本研究提出統整型之 p值關聯性檢定的方法架構，並開發統計軟體 OPATs（Omnibus P-value Association Tests），協

助全基因體關聯性研究的進行 。OPATs 不僅提供資料品質管制和單一位點疾病關聯性檢定，更提供了多位點疾病關聯性

檢定的功能，協助定位疾病相關的基因體片段、功能基因、生物反應路徑。所提出之方法架構已通過許多模擬研究和實

際資料分析的測試， 不僅具備良好統計特性 – 有助提升統計檢定力、降低多重檢定負擔、減少遺傳異質性影響、增加

結果再現性、方便結果解釋等等，同時兼具應用價值，有助致病基因定位，改善遺傳度缺失，剖析疾病機制，促進基因

體醫學的發展。

以單一顆金 -鑽石複合粒子測量細胞膜之奈米級熱穩定性

綜觀過去生物系統的熱效應研究中，大多局限於

微米級以上之空間解析度，只有少數能達到奈米尺度，

而常見之細胞級光熱治療裡，始終缺乏溫度的訊息。

本研究開發金 -鑽石複合材料為二合一之奈米加熱器 /

溫度計，非常適用於細胞與活體中。我們首先製造含

有「氮 -空缺中心」之螢光奈米鑽石，將其與奈米金

粒子鍵結後附著於細胞膜表面，再以雷射光加熱奈米

金並激發奈米鑽石，產生螢光。藉由記錄螢光光譜中

的零聲子線，比較加熱前後此特徵譜線的偏移量，測

得出局部溫度之改變，再透過顯微鏡觀察，進而得知

人類細胞膜之奈米級熱穩定性。此技術可望運用於光

熱療法及光激發運送基因傳遞等領域，成為相關研究

與應用的新典範。 

蔡沛昌、艾培仁、黃若姍、陳彥至、吳志哲、張煥正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6 (2017): 3025–3030.

(b) 時間分析 (c)品質分析 (|V|) (d) 品質分析 (k) (e) 可行性分析 (n)

(a) TERA-ADV 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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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ATs 網址： http://www.stat.
sinica.edu.tw/hsinchou/genetics/
association/OPATs.htm

統整型之 p值關聯性檢定的概念

軟體操作介面與圖形結果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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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同調式明場顯微鏡在超高時間與空間解析度下探究病毒感染活細胞之

早期過程

黃逸帆、卓冠宇、周俊宇、林正浩、張雯、謝佳龍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ACS Nano 11 (2017): 2575–2585.

謝佳龍博士研究團隊發展超高速光學顯微影像技術 - 同調式明場顯微鏡，並將該技術應用在探究病毒入侵細胞時的高

速動態行為。結合先進的光學顯微技術和影像分析方法，我們成功地在活體細胞環境中，以每秒十萬張影像的超高速下，

三度空間追蹤單一牛痘病毒顆粒，定位準確度達三奈米。能夠在技術上有如此重大的突破，是因為採用了病毒的線性散射

作為訊號，並使用干涉的方法偵測。利用這個先進的技術，我們首次揭露病毒在細胞表面奈米的尺度下，以非常高的擴散

速率，探索細胞膜之細緻過程。透過超高時間空間解析度的研究，我們對於病毒是如何入侵細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這有

助於人類優化疫苗載體和發展對抗病毒的工具。

東亞天文台 SCUBA-2極深巡天 : 暗 450微米的天體計數
王為豪、林惟淨、林征發、Ian Smail、Scott C. Chapman、Xian Zhong Zheng、Hyunjin Shim、Tadayuki Kodama、Omar Almaini、

Yiping Ao、Andrew W. Blain、Nathan Bourne、Andrew J. Bunker、張雨晏、趙君怡、陳建州、David L. Clements、 

Christopher J. Conselice、William I. Cowley、Helmut Dannerbauer、James S. Dunlop、James E. Geach、後藤友嗣、Linhua Jiang、

Rob J. Ivison、Woong-Seob Jeong、Kotaro Kohno、Xu Kong、李建修、Hyung Mok Lee、Minju Lee、Michał J. Michałowski、 

Iván Oteo、Marcin Sawicki、Douglas Scott、Xin Wen Shu、James M. Simpson、鄭偉良、鳥羽儀樹、Elisabetta Valiante、 

Jun-Xian Wang、Ran Wang、 Julie L. Wardlow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50 (2017): 37.

由王為豪領導的國際團隊目前正使用位於夏威夷毛納基峰的 15

米 JCMT望遠鏡上的 SCUBA-2相機，執行一個多年期大型巡天觀測，

透過極深的 450微米影像來偵測遙遠宇宙中充滿灰塵的星系。本巡天

觀測於 2020年完成時將提供有史以來最深的遠紅外線星系大樣本。我

們於 2017年發表第一篇系列論文向天文學界介紹此計畫，同時分析極

暗 450微米星系的計數，以及它們對宇宙遠紅外背景輻射的貢獻。我

們發現，本計畫影像中偵測到的星系，已貢獻約 1/4到 1/3的遠紅外

背景輻射，我們更進一步透過雜訊分析，發現恆星形成率低達每年約

10個太陽質量的星系，幾乎可以完全解釋宇宙遠紅外背景輻射。這表

示我們的觀測靈敏度已經逼近到可以偵測到製造遠紅外背景輻射的星

系中最具代表性的成員。此項觀測將有助於瞭解宇宙遠紅外光背景輻

射的起源，以及宇宙的恆星形成史。

Subaru超廣角相機進行最新星系團人口普查
林彥廷、謝寶慶、林聖傑、Masamune Oguri、陳凱風、Masayuki Tanaka、邱奕儂、Song Huang、Tadayuki Kodama、
Alexie Leauthaud、Surhud More、Atsushi J. Nishizawa、Kevin Bundy、林俐暉、Satoshi Miyazaki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51 (2017): 139.

星系是宇宙的基本組成單位，而星系團是上千星系的集團 (上圖 )，為宇宙中

最巨大受重力約束的系統。以人類世界做類比，星系團好比為城市，而星系便是城

市中的居民。正如城市通常是由小村莊與其他城鎮聚集而發展起來的，星系團也是

從小規模的成群星系開始，藉由與其他星系群體合併而長成的。又如城市的規模擴

大時，人們的主要職業也可能隨之變化，我們也觀察到星系團中星系的特性會隨著

星系團的不同階段而變化。

本研究特別感興趣的是量化研究，估算具有不同恆星質量和顏色的星系在相對

比例上的演變（類似進行城市中的人口普查）。我們的關鍵發現是，星系團中的恆

星總質量 (下圖縱軸 )，與星系團的總質量 (下圖橫軸 )成正比。令人驚訝的是，這

個比值似乎不隨時間變化 (下圖中四點為宇宙中四個時期的結果 )。以城市比喻來

解釋，這就像是發現一個城市的總人口與總面積成正比，而且這個比值在整個人類

歷史中都維持不變（此結果令人意外，乃因為隨著時間演進，人們居住的建築物類

型是不同的）。本研究對於星系團中的星系演化，以及星系團如何合併其他的星系

群體，提供了強有力的約束條件。

寬頻消色差光學超穎元件

王漱明、吳品頡、蘇文生、賴胤傑、朱正弘、陳家雯、呂昇鴻、陳績、徐貝貝、管傑雄、李濤、祝世寧、蔡定平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DOI: 10.1038/s41467-017-00166-7.

超穎介面是一平面光學元件，具有極佳的光操控能力，已被運用於各種不同功能的光學裝置中。但因為它的單位

元對於不同波長會有不同的相位響應，所以在非設計波段會有極大的色差。在這個工作中，我們提出一個設計概念去實

現基於旋性入射光的反射式消色差超穎介面元件，可工作於 1200奈米至 1680奈米的連續波段。我們展示了寬頻消色差

超穎透鏡 (效率約 12%)，可以將任意波長的入射光聚焦到同一平面。我們也提出了一個消色差梯度超穎介面，可以反

射不同波長的入射光至同一角度。透過這種設計概念，各種平面消色差元件都可以被實現，並可用於全彩感測與成像。

牛痘病毒在活體細胞膜上的三度空間運動軌跡 (拍攝速

度：每秒十萬張影像 )。在超高時間空間解析度的觀察

下，我們發現病毒在細胞膜上快速地移動探索，並在細

胞膜上的許多奈米區域做萬分之一秒的短暫停留。

我們的 SCUBA-2 450微米影像。小圈裡的是我們偵測到

的充滿灰塵的星系。這些是目前已得到最大、最深的

450微米星系樣本。透過這些星系以及影像裡的雜訊分

析，我們接近可以全數解釋宇宙遠紅外背景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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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熱浪之氣候變化分析及未來暖化後之情景

林傳堯、錢伊筠、蘇炯瑞、郭勉之、龍世俊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Climatic Change 145  (2017): 305-320.

分析過去 40 年的觀測資料 (1971-2010)，定義及計算熱浪發生的天數及持續時間變化趨勢，以近十年 (2001-2010)夏

季 (七、八月 )增加趨勢最為顯著。根據現有觀測資料計算 2003-2012年間，熱浪發生時之熱危害程度指標 -濕黑球指數

(WBGT)，並且校驗同時期歐洲全球氣候模式 (ECHAM5/MPIOM)經由WRF氣象模式動力降尺度至解析度 5公里 (以 ECW 表示 )

之模擬能力，評估在世紀末全球暖化後，臺灣三大都會區世紀末 (2075-2099)之 WBGT情景。世紀末，在三大都會區，七、

八月有 50%的天數，WBGT指數將會超過或接近危險等級 (超過 31°C，圖中紅色虛線 )，因此全球暖化之熱危害對人口密集

的都會區健康衝擊非常大，如何調適及降低熱危害是未來急需面對的課題。

西北太平洋季內振盪增強第五級 (超級 )颱風的生成
翁春雄、許晃雄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4 (2017): 3339–3345.

本研究發現西北太平洋大氣海洋耦合季內振盪可以增強第五級 (超級 )颱風的發生頻率。在氣候統計上，西北太平洋第

五級颱風發生的主要區域與季內擾動活躍區域一致。活躍對流與伴隨季內振盪的較大海洋熱容量提供有利第五級颱風生成

的環境。從 1980年至 2009年大約有 82%的第五級颱風生成在季內振盪對流活躍區或高海洋熱容量區，或者是兩者同時發

生時的海面。

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誘發第五級颱風生成方面，季內振盪的動力因素 (如對流與近海面水氣輻合 )，比海洋熱容量

的熱力因素，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下世代 5G裝置間通訊之模式選擇與干擾管理
周欣瑞、張佑榕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16 (2017): 1120-1134.

裝置間通訊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s, D2D)是下

世代 5G無線通訊的重點技術之一，可增加系統傳輸率、涵

蓋率，降低傳輸延遲和耗能。在支援裝置間通訊的 5G無線

通訊系統中，裝置可選擇透過基地台通訊 (cellular mode)或

裝置間直接通訊 (D2D mode)等模式，而裝置的模式選擇會

影響系統的干擾情況，反之亦然。過去文獻的相關研究，提

出的模式選擇皆依據訊號強度或訊噪比來做選擇，本研究團

隊提出一創新的模式選擇的標準，以及同時做裝置模式選擇

和系統干擾管理的系統化方法，可達到較佳的通訊系統總和

傳輸率 (sum rate)。本研究成果已發表於無線通訊的旗艦期

刊，具學術及應用價值。

基於深度除噪自編碼提升人工電子耳聽覺環境下之理解度

賴穎輝、陳霏、王緒翔、盧緒剛、曹昱、李錦輝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Biomedical Engineering 64 (2017): 1568-1578.

人工電子耳能夠有效地提升嚴重聽損者的語音理解度，然而在吵雜環境、特

別是在非穩態噪音以及低訊噪比情況下，配戴者的理解度會明顯下降。有效抑制

雜訊以獲得乾淨的語音訊號，是提升人工電子耳效能之重要任務。在本研究中，

我們提出整合深度學習模型之除噪技術 (深度除噪自編碼 )於人工電子耳系統，並

推估配戴者在吵雜環境下的語音理解度。基於客觀實驗的結果，我們發現：相較

於傳統方法，深度除噪自編碼能夠獲得更佳的語音訊號品質。另外，主觀實驗的

結果則顯示：深度除噪自編碼能夠有效提升配戴者的語音理解度。基於主、客觀

實驗結果，我們相信深度除噪自編碼能夠在人工電子耳系統上帶來正向效益。

在 9個熱帶氣旋潛在發展成第五級颱風的三天前，850百帕風場 (m s-1)

與外逸長波輻射距平場。紅色點標示熱帶氣旋的生成位置。

相對於九個快速發展的第五級颱風的生成位置，經過以熱帶氣旋

中心重新定位後的季內擾動場合成圖：(a) 外逸長波輻射 (等值線，

Wm-2) 與熱帶氣旋熱潛能 (色階，kJ cm-2)， (b)近表面水氣通量 (10

公尺風場與 2公尺比濕，g kg-1ms-1) 與其輻散場 (10-6 g kg-1 s-1)。

臺北為例，2003-2012 期間 WBGT熱危害指數，

觀測 (OBS)及模式模擬 (ECW_P)比較。

三大都會區 (臺北、臺中、高雄 )未來暖化後 (ECW_F，

2075-2099)，七、八月之 WBGT熱危害指數情景。

支援裝置間通訊之下世代 5G無線通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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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然變異找出阿拉伯芥中影響乾旱引導離層酸累積的基因

康瑞嘉、Jesse Lasky、張淳讓、夏善德、Thomas Juenger、韋保羅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2017): 11536-11541.

環境逆境的衝擊如乾旱影響植物的生產力，因氣候變遷與農業用地及水資源需求量的增加而漸漸引起更多關注。在乾

旱逆境下，植物會累積逆境荷爾蒙離層酸 (ABA)以調控逆境抗性反應。儘管 ABA具有重要性，目前仍不清楚在逆境下植物是

如何調控 ABA的表現量。我們測量了近 300株來自於不同氣候與逆境因子的自然環境中之阿拉伯芥品系在逆境引導下 ABA

的累積，這些不同的阿拉伯芥之 ABA累積有著非常大的差異。我們利用全基因組關聯分析找出影響 ABA累積的候選基因，

並透過分析基因剔除突變株確認我們找到了影響 ABA累積的新基因。這些新發現的逆境關聯基因將可更深入了解植物逆境

感知與訊息傳遞，並利用於尋找可改善乾旱環境下植物生產力的新方法。

植物合成維生素 B1的完整路徑
謝瑋育、廖若倩、王心慈、 洪子桓、曾靜枝、鍾翠芸 、謝明勳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lant Journal 91 (2017): 145-157.

植物可以自行合成維生素 B1，但直到最近，科學家對其合成路徑，才有比較清楚的瞭解。單磷酸維生素 B1 (TMP) 在葉

綠體內合成後，須先經過去磷酸化作用，才能在細胞質內進一步合成具有活性的雙磷酸維生素 B1 (TDP)。本團隊利用分子

遺傳的研究方法，找到了植物的 TMP去磷酸酶，而且意外地發現該酵素位於粒線體內，而不是先前所預測的葉綠體或細胞

質內。因此，植物細胞內合成維生素 B1的完整路徑，橫跨了葉綠體、粒線體與細胞質。

蚊科昆蟲共生菌的水平基因轉移與轉錄調控

羅文穗、郭志鴻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 9 (2017): 3246-3259.

共生菌的演化是塑造生物多樣性的重要因素，而螺旋菌質體屬因為佔有

多樣的生態棲位而成為研究此課題的模式系統。本實驗室先前研究臺灣兩個

與蚊科昆蟲共生的螺旋菌質體物種，發現它們雖然親緣關係非常接近，卻在

基因內容上有相當大的差異。其中具致病性的 S. taiwanense曾藉由水平轉移從

其他細菌獲得致病基因 glpO，而不具致病性的 S. diminutum則缺乏此基因。為

進一步探討這群細菌的演化史與基因調控，本研究進行演化基因體學分析，

並利用轉錄體學工具探討此二物種對葡萄糖濃度的基因調控反應。結果發現

相當多由 Mycoides-Entomoplasmataceae菌群取得的外來基因，且數個外來基

因皆比由祖先垂直遺傳所得的基因有較高的表現量，顯示這幾個外來基因可

能在功能上取代原有的基因。此外，S. taiwanense新獲得的致病基因及其他相

關基因會在葡萄糖濃度降低時有較高的表現量，顯示這些外來基因已被納入

調控管理，且其致病性可能是一種對環境壓力的反應。總結而言，雖然基因

缺失是共生菌演化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此研究顯示藉由水平轉移獲取新基因

對於兼性共生菌對抗基因缺失及促成生態棲位的分化亦扮演相當關鍵的角色。

環狀 RNA可促進人類全能分化性維持及細胞再編程
郭紘志、余俊穎、李東城、吳逸盈、葉蟬嫻、蔣瑋、莊靜玉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1149.

.  環狀 RNA、CircBIRC6，可經由調控微小 RNA控制人類全能性幹細胞之分化

.  CircBIRC6 於人類全能性幹細胞中之生成是由剪接因子 ESRP1所調控

.  調控全能分化性的主要轉錄因子可調控剪接因子 ESRP1 的表達

.  特定環狀 RNA 的表達可促進人類全能分化性細胞再編程

阿拉伯芥 pale1 突變株外加維生素 B1後，可以恢復成與 

wild type 相同的綠色。

植物合成維生素 B1的完整路徑。PALE1 是位於粒線體內的單

磷酸維生素 B1去磷酸酶 (TMP phosphatase)。



62 63

中

央

研

究

院

生命科學組

ErbB2蛋白藉調節細胞自噬作用而控制阿滋海默症中 APP-CTFs蛋白的恆定
王柏堅、何國牟、胡明寬、陳韻文、董盈岑、吳沛翊、許文明、李心予、金立偉、黃聲蘋、陳佩燁、黃銓珍、廖永豐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2017): E3129-E3138. 

在阿滋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簡稱 AD) 病人腦部最明顯的病理特徵就是由 amyloid-β  (Aβ)所

累積沈澱形成的老年斑塊 (senile plaques)，而 Aβ的神經毒性也是導致 AD病人神經細胞死亡最主要的

原因。Aβ的產生是由β-及γ -secretase將類澱粉前驅蛋白（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APP) 分解造成。

本篇論文的研究，即針對γ-secretase酵素與 APP之 C端蛋白片段受質（APP-CTFs，即 APP-C99）或與

Notch蛋白受質之特定蛋白間交互作用建立活細胞篩選平台，利用 RNA干擾術 (RNA interference)的方

式，分析細胞內各個 kinase或 phosphatase，對γ-secretase酵素與特定受質蛋白之蛋白間交互作用是否

有選擇性的影響。結果，我們發現屬於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EGFR/ErbBs)

的受體性酪氨酸激酶 (receptor tyrosine kinases)家族蛋白成員之一的 ErbB2受體蛋白，具有選擇性地調控

γ-secretase分解 APP-C99蛋白的反應，而不影響其分解 Notch此一生理受質的反應。我們也發現阿滋

海默症病人大腦海馬迴中 ErbB2蛋白的表現量比在正常老年人大腦海馬迴中的表現量有顯著增加。我們

更證實 ErbB2蛋白可與 Beclin-1蛋白結合，而減少 Vps34-Vps15複合體與 Beclin-1結合的機會，從而減低細

胞自噬作用的效率。利用一種 ErbB2的化學抑制劑 CL-387,785處理不同的細胞或動物模式時，都可藉由

提昇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造成 APP-C99蛋白恆定量顯著下降，有效阻止 Aβ的產生。更重要的是，當

以口服投藥的方式，以 CL-387,785給予 APP/Presenilin-1(PS1)基因轉殖小鼠的AD動物模式治療 3週後，可

明顯改善此 APP/PS1基因轉殖 AD小鼠的認知缺陷而提昇記憶學習功能。這項研究證明了 ErbB2在調節細

胞自噬作用中的全新功能，並提供了以 ErbB2蛋白為藥物標的開發 AD標靶治療之可能性。

蛋白質晶體構造解釋細菌細胞壁重塑機制 
蘇明媛、Nilanjan Som、武家昀、蘇士傑、郭怡廷、柯律均、何孟儒、曾秀如、鄧景浩、Dominique Mengin-Lecreulx、
Manjula Reddy、 張崇毅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DOI: 10.1038/s41467-017-01697-9.

細胞壁為肽聚醣 (PG)所組成的網狀結構，以為細胞提供結構支架。在細菌生長與分裂的過程中，為使 PG重塑以配合

細菌生長，水解酵素 MepS將 PG結構分解，提供空間以合成新的 PG鏈。NlpI-Prc複合體則是調節 MepS活性的重要蛋白。

經由分析此蛋白水解酵素系統之晶體構造，我們發現它是由蝴蝶狀的 NlpI同源二聚體兩側各連結一個環狀的 Prc 而組成。

NlpI結構的一端有四個 TPR (tetratricopeptide repeat) 區域會與 Prc相互作用。Prc由蛋白質 C端和N端區域連接形成碗狀主體，

並透過鉸鏈區域連接一個形如蓋子的 PDZ區域，進而組成酵素的活性區。鑑於 PG重塑在細菌細胞生長和穩定性中的重要

性，本研究闡明了脂蛋白在調節細胞壁酵素的重要角色， 並提出了新的抗菌劑開發方向。   

細胞核運輸因子在細胞分裂時調控紡錘體組裝因子之分子機制

張志嘉、黃子倫、Yuta Shimamoto、蔡素宜、夏國強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16 (2017): 3453-3462.

在此研究報告中，我們首先利用蛋白質晶體學的

技術決定了 NuMA與細胞核運輸因子 -α蛋白質復合

物結構，此蛋白質結構提供了細胞核運輸因子如何有

較高的專一性與紡錘體組裝因子結合的分子機制。更

進一步，利用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的技術方法去闡明

NuMA蛋白與微管的作用是如何只被細胞核運輸因子

-β抑制的分子機制 (雖然細胞核運輸因子 -β的並不直

接與 NuMA蛋白作用 ) 。更重要的是，此分子機制的

建立得以讓大家了解 NuMA蛋白是如何促進微管排列

以形成次級的微管結構 (例如：紡錘體 )。最後這項研

究報告提供了一個精確的分子機制說明在細胞分裂的

過程中不同的紡錘體組裝因子如何被細胞核運輸因子

所調控並執行其功能。

神經細胞在軟基底環境中即時形成神經突的分子機轉

張婷雅、陳蓁、李敏、張雅筑、呂笈歡、呂紹慈、王得耀、王愛軍、郭青齡、鄭珮琳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eLife 6 (2017): e31101, DOI:10.7554/eLife.31101.

研究腦組織的生物力學需要考慮其特殊的軟性物理環境與形成長距離迴路連接的特性。本實驗室利用與胚胎腦軟

硬度相當的水膠來培養大鼠新生神經元細胞。我們的軟基質細胞培養系統可模擬出與活體內神經元相仿的形態特徵與時

序。藉此，我們發現並證實 paxillin（椿蛋白）在新生神經元中可扮演分子開關的角色。椿蛋白控制新生神經元將它的板

狀偽足形態轉變為兩個穩定狀態之一，並在幾個小時內促使神經元長出神經軸突。 生長在軟基質上，椿蛋白與胞吞因

子交互作用，並促進神經細胞的內吞反應。相比之下，當新生神經元生長在剛性基質上或當胞吞作用被抑制時，神經元

則採取類似於其他大多數遷移細胞的反應，導致樁蛋白偏好與細胞 -基質或粘附因子交互作用，神經元長出寬廣的板狀

偽足而延遲神經突形成。 由於粘附因子和胞吞因子競爭與椿蛋白交互作用， 通過這種機轉，新生神經元得以在軟環境

上決定型態表型形，並即時長出正常的神經突。

ErbB2蛋白調控細胞自噬作用的分子

反應機轉。

以 ErbB2蛋白的一個小分子抑制劑

CL-387,785餵食阿滋海默症小鼠三週

後，即可因促進細胞自噬作用清除

腦部的 Aβ，而顯著改善阿滋海默症

小鼠的學習記憶功能。

生長在不同剛度的基底上的神經元的形態。 神經突雙穩態機制的示意圖。此機制包括遺傳基因表現和通過粘附 -胞吞反

應相互抑制，促使軟基質上的新生神經元進入有利於神經突形成的狀態。

紡錘體組裝因子（例如 NuMA，TPX2和 HURP）之功能如何被 Ran所

調控之細胞核運輸因子 -α和 -β所控制。Ran.GTP可調控細胞核

運輸因子和紡錘體組裝因子之間的交互。進一步因而調節紡錘體組

裝因子不同的功能與促進有絲分裂紡錘體的組成。

細胞核運輸因子 -α/β如何調控 NuMA與微管結合之概述。

C99 Aβ

Autophagy	  

CL-‐387,785	  

Before Treatment 
(No CL-387,785) 

Aβ

After Treatment 
(Dosing of CL-387,785) 

A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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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神經痛降低心肌梗塞後再灌流造成的心肌損傷

鄭義奮、張雅婷、陳瑋鑫、施希建、陳燕輝、徐百川、陳建璋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826, DOI: 10.1038/s41467-017-00891-z.

心肌梗塞是因冠狀動脈血液供給減少或完全中斷，導致心肌壞

死。因血管阻塞而造成心肌梗塞時，需即時疏通阻塞的血管，以避

免大量心肌的死亡。但是當血液再流入缺氧的心臟時也會對心肌造

成第二波的傷害，稱為再灌流損傷。本研究發現 ,經手術誘發慢性

神經痛的小鼠，痛覺相關腦區活動增加，進而增加副交感神經活動

來保護心臟，減少心肌梗塞。在健康小鼠，利用藥理或光遺傳學技

術活化前腦室側視丘 (PVA)的神經活性，也能降低心臟再灌流傷害。

本論文發現了一個嶄新的中樞神經系統（大腦）對於心臟再灌流損

傷的保護調控機制。

擴張型心肌病變中 CELF1 促使心臟間隙連接蛋白 connexin 43之核醣核酸降解
張貴婷、鄭敬楓、金姵池、劉欣怡、王桂馨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Circulation Research 121 (2017): 1140-1152. 

Connexin 43 (縮寫 Cx43) 蛋白降低常見於擴張性心肌病變中，而此心肌病變是造成心臟衰竭的主要原因。導致患者死亡

其中之一的主因為心律不整引發之猝死。 Cx43是位於心臟肌肉細胞負責細胞間電流傳導，調節心臟節律。本篇研究結果指

出在擴張性心肌病變時，CELF1蛋白辨識位在 Cx43 mRNA上特定的序列，協同核糖核酸外切酶（RRP6）的共同作用，在細

胞核中分解 Cx43 mRNA，而造成其低蛋白表現量。若將小鼠心臟剔除 CELF1蛋白，在心肌梗塞的狀態下，則可減緩因心肌

梗塞所引發的心臟功能性衰退，同時維持心肌細胞中Cx43量。研究成果因此建議 CELF1的增加伴隨Cx43表現下降，扮演「促

使心臟功能惡化」的角色。

精準醫療新突破 — 新穎基因標記預測藥物抗體反應的發生
張家榮、陳建勳、陳炳梅、蘇昱誠、陳盈婷、Michael S. Hersh�eld、李明達、鄭添祿、陳垣崇、羅傅倫、鄔哲源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12 (2017): 522.

聚乙二醇 (PEG)為廣泛使用的化學添加劑，從牙

膏、化妝品及洗髮精等日常生活用品中均含有這種物

質。本研究指出，可能因為聚乙二醇添加物的廣泛接

觸，將近一半的健康成年人血液中具有抗聚乙二醇抗

體的存在。經由全基因體關聯性分析發現，表現抗聚

乙二醇抗體之個體相較於不產生抗體反應之族群，在

免疫球蛋白基因（IGH）序列會帶有特定的基因標記。

過去研究已發現，抗聚乙二醇抗體會與藥物表面的聚

乙二醇分子結合，加速藥物在肝臟中的代謝，進而降

低藥物的治療效果，並影響藥物使用的安全性；因此，

本研究發現的新穎基因標記將有機會作為聚乙二醇修

飾藥物治療有效性評估的早期預測標記。

蛋白雙硫鍵異構酵素 PDIA4 透過抑制細胞凋亡導致腫瘤生長
郭恬岎、陳宗彥、蔣思澈、陳凱偉、江一民、許逸柔、劉彥君、陳繪名、橫山一成、蔡耿彰、葉旭華、陳逸然、楊孟庭、

楊俊彥、楊文欽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Oncogene 36 (2017): 5484–5496.

蛋白雙硫鍵異構酵素 PDIA4 與腫瘤細胞的生長及死亡有牽連關係。

然而，其在癌症上的分子機制及治療潛力尚不明瞭。本研究中，我們發

現多種不同癌細胞株及人類肺腺癌組織，其 PDIA4 表現量皆較初代細胞

及正常人類肺組織有明顯上升的情形。而在癌細胞 PDIA4 基因被削弱或

過度表現的細胞實驗中，則發現 PDIA4藉由減少細胞凋亡蛋白 caspases 

3/7的活性來促進癌細胞的生長。同樣地，在荷瘤小鼠實驗中，被過度

表現 PDIA4 基因的肺腺癌細胞 lewis lung carcinoma (LLC) 較正常 LLC 細胞

生長快速。這使得過度表現實驗組的荷瘤小鼠，其腫瘤體積與轉移上升；

小鼠活存率、腫瘤細胞的死亡與 caspases 3/7的活性下降。此外，在小

鼠自發性肝癌結果指出，PDIA4 的缺失會顯著地降低肝腫瘤、肝囊腫形

成，使小鼠活存率、腫瘤細胞的死亡與 caspases 3/7的活性上升。而在

分子機制的層面上，結果顯示 PDIA4 以 CGHC胺基酸位點與細胞凋亡蛋

白 procaspases 3/7相互作用，藉此抑制 procaspases 3/7的降解與活化。

最後，我們發現 PDIA4 抑制劑 1,2-dihydroxytrideca-5,7,9,11-tetrayne能經

由增強 caspase 蛋白介導的細胞凋亡，來降低 TSA 荷瘤小鼠腫瘤的發展。

綜合本研究前述成果，PDIA4 在癌細胞的細胞凋亡中扮演著負向調控的

角色，且具有潛力成為癌症治療上的新興標靶分子。

不同型式的缺血預適應性 (ischemic preconditioning, 

IPC)能保護心臟降低心肌再灌流損傷。本研究發現經

手術誘發慢性神經痛的小鼠能活化大腦中前腦室側視

丘的神經活性，增加副交感神經活動來保護心臟，減

少心肌梗塞。

臨床樣本中 PDIA4表達量及荷瘤小鼠活存率。

PDIA4 抑制劑 (A4I) 與紫杉醇 (PTX) 抗癌效果之比較。

PDIA4 透過抑制細胞凋亡蛋白 procaspases 3/7，促進

癌細胞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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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休克蛋白 HSP101影響熱休克後恢復期 mRNA的釋放與利用
常怡雍、Rémy Merret、Marie-Christine Carpenier、Jean-Jacques Favory、Claire Picart、Julie Descombin、
Cècile Bousquet-Antonelli、Pascal Tillard、Laurence Lejay、Jean-Marc Deragon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Physiology 174 (2017): 1216-1225, DOI: 10.1104/pp.17.00269.

熱休克對基因表現上有不同程度的影響，舉例來說，熱休克

會阻斷轉譯的啟動，抑制蛋白質的合成，導致各種 mRNA進入並

暫存於應激顆粒（stress granule）中。這樣可以防止 mRNA的降

解，便於它們在恢復期被重新用於轉譯。然而，吾人對這個過程

的細節及其功能的重要性知之甚少。在本篇研究報告中我們發現，

阿拉伯芥缺少熱休克蛋白 HSP101的基因突變植株，呈現出熱休克

過後，轉譯恢復及應激顆粒解離的缺陷。使用 mRNA定序和核醣

核酸免疫沉澱法，我們發現編碼核醣體蛋白（ribosomal proteins, 

RPs）的 mRNA會在熱休克期間被優先儲存，這些 mRNA會在熱休

克過後的恢復期被釋放出來，這個過程需要 HSP101的參與。通過

同位素標定和聚核醣體成分分析，我們觀察到這些釋放 mRNA有

助於新核醣體的產生 。我們認為在熱休克後，植物需要 HSP101來

有效釋放應激顆粒裡暫存的 mRNA，從而通過產生新的核醣體來快

速恢復轉譯功能。

蘭科植物基因轉錄體資料庫 Orchidstra 2.0 之建構
趙雅婷、陳婉潔、何琇銀、施明哲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and Cell Physiology 58 (2017): e9.

蘭科植物目前約有 880 個屬，超過 25,000 個物種，廣泛

分布於世界各地。蘭花演化出的特殊構造與生存策略，其香

氣及異域風情的樣貌也廣受大眾喜愛，使蘭花成為今日許多

熱帶、亞熱帶國家的重要經濟作物之一。我們建構了蘭花基

因體資料庫，Orchidstra 2.0。此資料庫收集了 510,947蛋白質

編碼基因及 161,826非編碼基因序列及基因轉錄體及基因註解

的資料。這些基因來自18種蘭科植物，涵蓋12屬及五個亞科。

此一資料庫並提供基因表達圖譜之搜尋與註解功能，預期將

成為蘭花基因研究學者重要的資料來源，並應用於蘭花遺傳

性狀之改良。Orchidstra 2.0資料庫之網站為 http://orchidstra2.

abrc.sinica.edu.tw。

第八型岩藻糖轉移酶的醣分子選擇性及其與 N-乙醯葡萄糖胺轉移酶

之間的交互影響

曾子豪、林子文、陳建有、陳建弘、林俊利、徐翠玲、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9 (2017): 9431-9434. 

醣蛋白的核心岩藻醣化，是由第八型岩藻糖轉移

酶 (FUT8) 所催化。它參與在各樣重要的生物事件，如

發育、癌症生長。針對高於二觸結構 N-聚醣的 FUT8

基質特異性，未有清楚的了解。為此，我們合成出醣

體異構物，研發出超高溫多孔性石墨碳液相層析質

譜分析，發現到由第四型 N-乙醯葡萄糖胺基轉移酶

(GnT-IV)做出之 A3(2,4,2)三觸 N-聚醣，是個好的 FUT8

的基質，但由 GnT-V做出的 A3(2,2,6)則較差。在癌細

胞株，針對 N-聚醣類型以及 FUT8、GnT-IV、GnT-V的

表現量作比較，我們發現到，這些糖轉移酶，尤其是

GnT-IV，對於形成多觸 N-聚醣以及核心岩藻醣化，扮

演著關鍵角色。此研究探究之糖轉移酶交互作用，有

助于發現醣分子癌症標記。

脂肪細胞透過β-羥基丁酸促進具有第二型單羧酸運輸蛋白 (MCT2) 
陽性表現的乳癌細胞大量生長

黃俊凱、張博皓、郭文宏、陳志榮、鄭永銘、張金堅、許金玉、胡春美、李文華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14706. 

乳腺組織中，脂肪細胞在間質細胞中比例最高。

在本論文中，我們透過系統性分析，發現 第二型單

羧酸運輸蛋白 (MCT2)分子在對於脂肪細胞促進乳癌

細胞生長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當具有 MCT2 表現

之乳癌細胞接受到脂肪細胞分泌之β-羥基丁酸後，

可有效促進癌細胞生長相關因子的表現，例如細胞

激素 IL-1β與脂肪素 LCN2，進而促進乳癌細胞致癌

性。同時，我們也觀察到在乳癌臨床檢體中，MCT2

表現量與 IL-1β及 LCN2表現量具有高度正相關，並

顯示較差預後。總結來說，在本研究中我們闡述了

乳癌微環境中脂肪細胞如何與 MCT2表現之乳癌細

胞進行交互作用，進而促進乳癌發展。

Orchidstra 2.0.  網頁入口

蘭花基因表現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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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免疫受體 CLEC5A：對抗李司特細菌感染的關鍵因子
陳斯婷、李斐如、許資筠、楊淑美、葉奕成、廖文渝、周德盈、陳念榮、蕭宏昇、楊文彬、謝世良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8 (2017): 299. 

CLEC5A為辨識黃質病毒的模式辨認受體，並且是登革病

毒及日本腦炎病毒造成死亡的重要致死因子。我們進一步發現

CLEC5A是李司特細菌引發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 s（NETs）、

自由基及促發炎細胞激素的關鍵因子。李司特細菌在 Clec5a基

因缺損小鼠內快速擴散生長，並在血液及肝臟中大量增生，並

引發嚴重的肝臟細胞壞死。此外促發炎細胞激素 IL-1β、IL-17A 

及 TNF 的表現受到嚴重抑制，但趨化激素 CCL2大量表現，而

且 CD11b+Ly6ChiCCR2hiCX3CR1low 發炎性單核球大量侵入肝臟。在

被李司特細菌感染五天後的 Clec5a基因缺損小鼠，分泌 IL-17 之

CD3+γδ+ T細胞大幅減少，肝臟細胞嚴重壞死，死亡率大為提高。

這顯示 CLEC5A在細菌活化先天免疫力的過程中扮演多層面的關

鍵性角色。

生態、行為與有效族群量在群聚演化的角色

洪志銘、Sergei V. Drovetski、Robert M. Zink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Molecular Ecology 26 (2017): 3775-3784.

過去對於親緣地理學研究多侷限於探討生物族群結構

與地理事件的關聯，鮮少考慮生物本身的特徵對於生物親緣

地理結構的影響。本團隊研究高加索地區三十種森林性鳥類

的親緣地理結構與其生態特性以及遷徙行為的關聯。我們發

現，具有生態棲地專一性的鳥種較非專一性鳥種容易因棲地

破碎造成族群分化，非遷徙性鳥種也較遷徙性鳥種容易呈現

族群分化。此外，我們推斷高加索地區特有鳥種或亞種多樣

性，主要由生態棲地專一性與非遷徙性的鳥類所維持。本實

驗是少數針對生物特徵的多物種親緣地理學研究，對於此研

究領域具有突破性的影響。

合作生殖行為的生態基礎

沈聖峰、Stephen T. Emlen、Walter D. Koenig、Dustin R. Rubenstein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Ecology Letters 20 (2017): 708–720.

生態是生物從獨自生活演化到合作生殖的基礎驅力。然

而，過去的研究發現，無論環境的好壞，穩定或變動，皆可

能促成合作生殖行為的演化，這樣的矛盾使相關研究存在許

多爭議，因此我們提出一個新的模型架構來解釋這個現象。

此架構將群體利益區分為兩種：個體從群體資源防禦獲得的

利益，以及個體參與群體行動所獲得的利益，並使用「群內

-群外衝突理論」，同時考慮群成員（群內個體）和潛在加

入者（群外個體）的利益，來決定最適群大小。我們發現，

區分群體資源防禦和群體行動利益對「群內 -群外衝突」的

影響很大，使得我們可預測不同社會群體在個體生產力、穩

定群大小、群體親緣結構、和穩定性的差異。我們也發現在

不同的環境變異（空間與時間）下，會篩選出因不同群體利

益形成的社會群體，進而解釋了為何在極為不同的環境狀態

下，皆會演化出合作生殖行為。

史無前例的臺灣西北部藻礁必須優先列入保育考量

劉靜榆、楊松穎、陳昭倫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Coral Reefs 36 (2017): 1253.

在臺灣西北部桃園市海岸的潮間帶上有一條綿延的殼狀珊瑚藻礁，長約 27公里，寬 450米。碳 -14定年顯示礁體

的年齡約為 7500 BP，由一些對沉積物耐受性高的珊瑚組成。在 4400 BP之後，殼狀珊瑚藻則開始隨著時間不斷堆積增

長而形成現生的礁，並有類似於珊瑚礁的生態系統功能。然而這個藻礁生態系的未來，卻因為了建設工業園區及風力

發電建設造成的棲地破壞以及長期工業園區的排放污染而遭受威脅 。最近發現的新描述的臺灣特有種珊瑚，Polycyathus 

chaishanensis，兩種未被描述的殼狀珊瑚藻物種，以及不同年代的組成層的變化，突顯出此藻礁生態系的獨特性，並應

優先列入保育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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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和觀眾的歷史

石守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7），432頁。

山水畫擁有豐富的內涵，不僅與社會、政治等外在因素息息相關，亦涉及人們

內在心理、價值觀念、宗教信仰等文化層面，故而成為中國畫史上最受尊崇的科目，

引發眾多討論。

作者長期關注中國畫史的發展，本書即為其聚焦於「山水畫」一門，嘗試透過「畫

家與觀眾互動」此一角度，不在提出任何單一的山水畫史發展規律，而盼導入一個

由觀眾與畫家共享共有、共同形塑的歷史舞臺空間，供讀者們一探其中可感的歷史

脈動，並對「山水之史」何以產生變革的根本問題予以反思和解答。

擁抱儀式醫療— 當代天理教的神授在臺灣

黃約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Journal of Religion and Heath 56 (2017): 1317-1334.

本篇論文主要在探討儀式醫療（sazuke，神授）對於

當代日本新宗教（天理教）在臺灣佈教與發展的重要性。

筆者首先介紹 sazuke的形成過程，並且說明 sazuke本身所

具備的醫療效用，包括使臺灣天理教信徒得以重建其社會

關係。其次，筆者指出 sazuke與臺灣民間醫療術數之間的

近似性，使其能融入臺灣民間多元醫療體系。筆者接著探

討 sazuke的特徵，分析 sazuke從非機構型態演變到科層

體制型態的過程，並且強調此一過程有利於天理教總部鞏

固其在整個階序組織的中心地位。最後，筆者進一步討論

sazuke如何使臺灣天理教信徒在面對社會變遷與生活困境

時，進行自我調適與轉化。

跨․文化
: 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

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2017），601頁。

《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野》收錄了 14篇

文章，主要由民族學研究所同仁撰寫，先於 2015年「民族

學研究所 60週年所慶研討會」發表，修改、彙整後集結成

此書。文章內容反映研究同仁多年來穿梭於己文化與異文化

間，以族群文化研究與社會實踐為焦點，在研究領域、研究

地區、研究方法和研究議題上不斷跨越、連結、拓展、躍升

的努力。「跨時間的台灣原住民族研究」、「跨學科的社會

文化心理研究」與「跨境域的比較性人類學研究」三個大標

題，也呈現民族所科際綜合研究的傳統及同仁「跨出」、「跨

越」、甚至「超越」學科領域、地理區域與文化界線的研究

取向。

近代中日關係史新論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新北市：稻鄉出版社（2017），816頁。

本書收錄論文 17篇，是漢語學界研究近代中日關係史

的最新成果。各篇作者立基於豐瞻多元的史料，實事求是，

期可逼近歷史本來樣態。全書的研究視野，多元豐瞻，對

19世紀末期至 20世紀前半葉中日兩國之間的往來互動，既

揭示期間相互提攜、共榮求存的歷史場景；也深究細考兩次

中日戰爭期間，中國承受的災難。各篇論著重建之史實與提

煉之觀點，對進一步理解近代中日關係，不僅深有助益，更

提示了日後的可行研究趨向。 

  明商喜宣宗行樂圖

（北京故宮博物院） 張大千，巫峽清秋（私人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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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

呂妙芬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403頁。

本書以明末清初理學文本與論述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重探明清

之際思想轉型的重大議題。全書從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舜的聖人

形象、孝行與家禮、夫婦之倫、人性論等主題，分析明清之際儒學如

何回應歷史發展在與其他宗教的對話中自我修正與轉化，試圖建構一

個能兼顧個人道德修養與家庭人倫，能對治晚明學風之弊，並在日用

人倫中重建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本書也論及儒學宗教化與庶民化的

現象，亦嘗試對過去的啟蒙論述進行反思。

 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

巫仁恕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7），304頁。

本書透過蘇州的菜館、茶館、旅館，與煙館等四種休閑行業的研究，

呈現淪陷時期蘇州「畸形繁榮」的城市生活，翻轉過去對抗戰時期淪陷區

城市經濟凋敝、工商與金融萎縮、城市建設遭受嚴重破壞等既定印象。此

現象從社會結構的變遷與社會心理的角度來解釋，在於蘇州淪陷後成為偽

政權轄下的江蘇省省會，吸納大量的流動人口，特別是公務員與來自上海、

紹興的群體，再加上當時普遍瀰漫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逃避現實的心理，

帶動蘇州的休閑產業的消費。但其社會的另一面，卻是謀生不易、自殺率

增高、暴力充斥、勞資糾紛持續、物化女性，以及貧富兩極化等現象。再

由下而上的角度來重新評估偽政權的性質，蘇州的例子顯示偽政權的統治

較諸戰前更深入城市生活中，除了實施保甲制與通行管制之外，還有嚴格

控管城市衛生、公共休閒空間，以及調控市場物價與實施消費配給等。而

休閑產業者為了生存，在日常生活中，透過消極不配合以及黑市與茶會等

管道，反抗政府的各種剝削與管制政策。淪陷時期的蘇州正體現了歷史上

戰爭影響城市的另一種型態，筆者稱之為「戰爭下的繁榮城市」。

重返城市：重塑卡本特的城市農業與農本思想

周序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Neohelicon 44 (2017): 403-415.

美國城市運動其中一個重要分支為嬉皮的反文化運動。這

些一九七○年代的嬉皮不僅察覺鄉村生活的實際面，也體認公社

過度理想性無法直接對抗資本主義與主流文化體制，因而決定返

回城市，從根本改革社會結構。七○年代成長於嬉皮公社、如今

重返城市耕作的作家卡本特（Novella Carpenter）挑戰傳統農本

思想長期以來城鄉對立的二元論。她在《城市農場》（Farm City, 

2009）一書將「歸園田居」的重心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引發一波

兼顧環境保育與社區公民權的「新農本思想」。本文即檢視嬉皮

如何重返城市，使耕作不再侷限於鄉村，純粹建立無政府主義的

烏托邦，而是透過公共空間和公有地，抵抗全球資本主義的糧食

機制。卡本特的農耕經驗所呈現的城市張力，不僅帶出城市與農

業的反文化潛力，也積極擁抱社區與歷史的新倫理關係，成為城

市復甦的一股新勢力。

 儒學：其根源及全球意義

李明輝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172頁。

本書是一部關於儒學的論文集。除了〈導論〉之外，它包

含三組論文。〈導論〉對東亞儒學的現代命運作一個整體回顧。

第一組論文（第一、二章）處理古典儒學的現代詮釋，如牟宗三

的儒學詮釋、儒家的宗教性。第二組論文（第三、四章）探討儒

學的兩個歷史議題，即南宋朱熹與湖湘學派關於「仁」的辯論，

以及朝鮮儒學中的「四端七情之辯」。第三組論文（第五、六、

七章）闡釋儒家傳統的現代意義，並涉及若干議題，如王陽明哲

學對現代民主理論的意義、現代西方倫理學與儒學，以及蔣慶的

「政治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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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子哲學研究

周大興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7年），297頁。

《列子哲學研究》一書嘗試擺脫歷來《列子》真偽論爭的泥沼與考據方法的

迷思，以還原列子（《列子》）在道家哲學思想研究的版圖。本書包含導言與六

個章節，主旨有二：（一）掃清《列子》成書真偽的迷霧，（二）逐步勾勒列子

在道家哲學中的圖像。在「《列子》偽書說」的爭議上，本書於義理上與考證上

提出反省，澄清了學界《列子》真偽論爭的方法論迷思，並具體推翻了「《列子》

抄襲佛經」說的論據。在理解列子哲學思想方面，筆者回歸《列子》文本，針對〈天

瑞篇〉生化說的形上學宇宙論、〈力命篇〉處理的自由與決定論議題、〈楊朱篇〉

的「為我」「貴己」的個人主義等議題，展開論述。

二戰時期臺灣人印度集中營拘留記

  鍾淑敏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第 24卷第 3期（2017年），頁 89-140。

1941年 12月 8日，日本對珍珠港、馬來半島等地同時發動攻

擊，交戰國雙方都基於防諜，對「敵國人」展開拘留行動。居住在新

加坡與馬來半島的臺灣人被集中輾轉移送印度，先後被拘留在新德里

Purana Qila古城、中部 Ajmer省 Deoli的收容所，直到戰後的 1946年 5

月才返鄉。本文的目的，即在重建這一段鮮為人知的海外臺灣人的戰

爭經驗，並且藉由被拘留者名簿，分析戰前在英領馬來的臺灣人發展

史。原本夾在華人與日本人間生存的臺灣人，由於集中、集體生活，

被強制日本人化。然而，由於被強制隔離，反而遠離戰場，這也成為

臺灣人另一種特殊的戰爭經驗。

19世紀台灣岸裡熟番建醮意義考察—兼論內部關係與社會階層化現象

  洪麗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歷史人類學刊》，第 15卷第 1期（2017年），頁 83-125。

建醮活動係臺灣漢人社會的重要民間信仰，19世紀初岸裡熟番的建醮（俗

稱做醮）固然受到漢文化的影響，卻有其獨特的一面，不同於漢人俗信的特

色。如（1）選擇岸裡公館舉行建醮活動（而非一般漢人社會在廟口或有應公

廟等祭祀無祀的廟宇舉行）；（2）建醮日期選擇漢人信仰的「天公生」、三界

公生日及土地公頭牙之後（非漢人於收割農閒之時）；（3）醮域以岸裡行政社群

為主（非漢人重視的血緣、地緣、祖籍或水利關係）；（4）經費由捐款而來（非

收丁錢）等。

本文利用岸裡熟番建醮的文獻，進行清帝國介入後，「岸裡行政社群」

（指岸裡大社轄下各部落）的形成及其社會生活實態的釐清，一方面考察岸裡

熟番如何將漢文化與傳統習俗接軌，一方面釐清清帝國介入後的部落權力重組

及其在社會經濟生活上的衝擊。透過建醮活動，不僅得以一窺 1871年岸裡大

社改宗西洋基督教信仰前，接受漢人民間俗信的面貌及其如何疊加、揉合傳統

文化因子的現象，也考察了岸裡行政社群的內部關係及部落社會階層化現象。

雖然清帝國在制度上對部落內部權力、社會經濟地位造成巨大影響，在心理層

次（認同）的改變則不同，即社會文化未如制度面的具體、容易被改變。

成為「邵族人」:基因科學與原住民正名的認同政治
  蔡友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臺灣社會學刊》，第 62期（2017年），頁 113-175。 

    隨著生物醫學全球化的強勢發展，在世界各地族群認證、正名與認同建構中，基因科技與知識逐漸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本文以 2001年臺灣第一個正名成功的原住民—邵族為例，指出基因證據是一種「策略性的科學本質主義」，族群運動者擷取對

正名運動有利的科學研究部分成果，憑藉 DNA的科學證據，在原住民正名運動過程中形塑出帶有權威、本質化的族群認同，以此

作為劃定差異、爭取認同的政治資源。邵族正名之後，DNA的科學論述不再扮演重要的角色，長期與國家抗爭的還我土地運動、

邵族民族議會成立，以及推動邵族母語教學等等，才是形塑當今邵族族群性的重要力量。由邵族正名前「策略性的科學本質主義」，

到邵族正名後「策略性的去本質主義」，本文凸顯族群認同的本質不是固定不變，而是社會、政治行動過程中匯集的產物；族群

界線會隨著各種政治機會被強化、弱化或改變。當一個族群的認同被廣泛接受且持續存在，基因研究會被視為一種外來風險；相

反地，如果該族群正經歷認同的爭議，基因研究者和族群運動者有可能形成潛在的盟友。邵族正名成功的例子，彰顯在後基因體

時代，基因知識具有形塑身分認同與差異的重要潛能，它能夠介入少數族群肯認政治和資源的獲取與再分配，值得我們重視。

〈嘉慶十三年岸裡九社等建醮資料〉之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檔號：

  AH2314-031。

伊達邵部落 邵族文化聚會所

〈蕃家建醮捐金錄〉之一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博物館藏，檔號：   

 AH2323-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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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探伯恩斯坦的評估規則理論：以新加坡華文中學的國家改革考試為例

黃庭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Education 38 (2017): 364-383.

儘管英國教育社會學大師伯恩斯坦一直強調評估規則對調控教育機制運作、

落實教育論述、以及打造意識及身份認同的關鍵作用，然而他從來沒有解釋評估

規則有效運作的先決條件，也忽略了考評在社會篩選的重要作用。筆者試圖突破

伯恩思坦的限制，提出評估規則可以通過控制社會地位與教育機會的分配影響教

育機制的運作；並指出當考評具備社會篩選功能時，評估規則也就更能幫助落實

教育論述。為了審視評估的社會篩選功能，筆者進一步發展伯恩斯坦的理論，提

出評估規則包含了時間、後果、與區辨三大次規則；並強調掌權者可以通過三個

評估次規則調控社會篩選的過程與結果、落實意識與權力再生產。筆者並以新加

坡華文中學考試改革的歷史案例說明這論點。

構字知識的習得：來自 N400上詞彙效應的證據
曾郁琳、徐峻賢、黃妤真、李佳穎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8 (2017): 1-15. 

本研究旨在探討閱讀能力如何影響 N400上的詞彙效

應。五十三位二到六年級正常發展的國小學童受邀參與本研

究，對中文的真字，假字，以及非字進行可讀性的判斷作業

並搜集其事件誘發電位。透過群集分析發現，在 300-450毫

秒的區間，低到中閱讀能力的學童，非字會在額葉的電極上

引發較真字與假字更負的波形。然而高閱讀能力的孩子，非

字則是在頂葉到枕葉的電極上，較引發真字與假字更正的波

形。此外，此研究透過線性混合模型，探討 N400上的詞彙

效應與若干閱讀能力指標（例如中文識字量，口語詞彙量，

聲韻覺識能力，工作記憶）之間的關係。結果發現非字引發

的 N400振幅，隨學童識字量越低而在額葉區域呈現越往負

向走的趨勢。而詞彙效應也呈現識字量提高而在大腦後區電

極呈現越正的趨勢。這些研究發現證實 N400上的詞彙效應

受到閱讀能力的影響，因此可作為神經生理指標，用以評估

閱讀發展的構字知識處理效能。

上東谷霍爾語的發聲態對立

  孫天心、田阡子、邱振豪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中國語言學報》第 45卷第 1期（2017年），頁 1-19。

霍爾語群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包括數種獨立語言。

四川丹巴縣東谷上半鄉使用上東谷話，屬於一種特殊中部霍爾方言。

上東谷話的特點是正常聲、弛聲發聲態呈音位對立，區別詞義外，

還有體現動詞詞幹交替的形態功能。弛聲的來源尚不完全清楚，但

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霍爾方言的低調或送氣清擦音對應，應屬霍爾語

存古音韻特徵。因而有助於闡釋霍爾語群聲調及送氣交替的起源及

方言間譜系關係的判定，是極有研究價值的音韻現象。

總統權力之謎：政黨、政策、與單邊行動策略性運用

邱訪義、Lawrence Rothenberg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紐約：劍橋大學出版社（2017年），234頁。

此書提出三個互競賽局模型：1. 單邊主義模型（在此模型中，單邊行動比較不受國會的牽制）；2. 國會院會控制模

型（總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院會的牽制）；3. 國會多數黨控制模型（總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國會多數

黨的牽制）。後兩者模型的相同點是，國會可以使用立法之外的手段（包括總統政治任命的審查權、預算、國會的議題

設定等等），以施壓或影響總統的政策推動；這兩個模型的不同處，在於是否國會的中位議員或者多數黨控制這些手段。

從這三個模型可導出分別的假說與預測，為了檢驗哪一個模型受到較多資料上的支持，蒐集美國總統在 1947年到 2002

年間所發布的行政命令。這些資料統計分析的結果，發現前面兩個模型並不受到資料上的支持，但第三個模型獲得資料

上很堅強的支持，這顯示整體而言，總統在使用行政命令上，是受到國會的監督與制衡。此書針對不同政策類型的行政

命令做分析，以判定上述三個模型是否受到資料上的強烈支持，是否受到政策類型的影響。發現總統的外交行政命令通

常是第一個模型受到較多支持，總統在使用外交單邊行動上比較不受國會制衡，國會也很難插手；有關內政的行政命令，

則國會和政黨發揮的影響就較為明顯。 最後，此書也針對單邊行動使用上，政黨所扮演不同角色做分析。

圖中每一曲線是以不同的顯著門檻，決定從美國國

會第 80屆（1947-1948）至第 107屆（2001-2002），

每屆重要行政命令的數目。

圖 1 兩種詞彙效應在早期與晚期 N400視窗上呈現之大腦分佈圖。

圖 2 以 Pearson積差相關分析法探討學童識字量與五種事件關聯電

位 (額葉電極在 300到 450毫秒之間的平均震幅 ) 之線性相關： 

(a)非字、 (b)假字、 (c) 真字、 (d)非字與真字對比、(e)非字

與假字對比。

上東谷話 be‘泥石流’與 be‘溢出’頻譜圖 。

上東谷話 be‘泥石流’與  be‘溢出’ 功率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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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設喪禮：中共領導人的死亡儀式

蔡文軒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The China Journal 77 (2017): 51-71.

本文認為，中共的領導階層，善於透過為重要政治人物舉

行喪禮，將自身的統治者的理念，灌輸在喪禮的安排，以鞏固

政權的合法性。首先，中共透過對正面與反面人物的區分，將

政治人物區分為五種類型：最高領導人、層峰領導人、政治邊

緣者、政治錯誤者，以及政治叛徒。其次，依據這五種類型的

定位，來制訂其治喪規格。亡者的死亡儀式，似乎是獻給獨裁

者的一場政治表演。中共領導階層透過「框設喪禮」，將個人

的政治理念與政權合法性，做了進一步的強化。

論法國行政契約的特點—從我國行政程序法行政契約章的立法設計談起

  王必芳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臺北大學法學論叢》第 102期（2017年 6月），頁 73-151。

我國在制定行政程序法行政契約章時，是以德國法為藍本，

另在履約相關的條文中引進法國行政契約之法理。立法原意是希

望透過法國法理以彌補德國法規定之不足，但是否能達成此一目

標，不無疑問。本文聚焦於法國行政契約──相對於德國行政契

約而言──在適用之領域以及所追求之目的上的特殊之處，探究

其內涵以及其形成原因和發展脈絡，藉此闡明德法兩國行政契約

法體系不相為謀、無法相容並濟。本文主張，我國現行法的安排

不僅難以達成截長補短的目標，反而有礙融貫體系的形成，徒使

我國起步中行政契約法的發展更加複雜化，建議修法將參考法國

法理的部分從行政程序法中移除。

實踐導向的法律史研究：運用歐洲法律史知識書寫臺灣

原住民族傳統規範的可能性

  吳宗謀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臺灣原住民族法學》第 1卷第 2期（2017年 4月），頁 61-72。

本文希望說明一個新歷史法學的立場有助於開發能在轉／譯原住民族傳統規範進入國家

法的語言時，實現「法律中之永續多樣性」或複數法底支配的規範習慣之概念。此一開發工

作的目標是追求系統性地整理出處多元的規範，使這些規範成為有權機關及人員在適用時與

私人在行動時可預見之原則或規則。本文根據西方法對臺灣各族群的第三者性，主張落實原

住民族基本法第 30條第 1項所需的法律技術應是臺灣法學中的一般性議題。本文主張前揭

規定之落實與地籍清理條例與祭祀公業條例等相關議題，都是臺灣的法律專業社群使用繼受

而來的西方法面對本地的非國家規範現象，因而應該需要同一組概念工具，並同時涉及各族

群的法主體性問題。

本文主要論證分為 2部分。前半回顧既有文獻，指出相關之臺灣華語法學文獻呈現 3個

主要問題，且因為 2個外國學術文獻的因素，導致難以尋獲突破點。本文後半根據晚近的法

律史文獻，說明本文的主張根據臺灣屬於墾殖者國家的特色，選擇較尊重各原住民群體之政

治議程的策略，主張規範性論述對其政治議程的中立性，並強調市民法傳統文獻的重要。本

文主張排除 4個理解規範習慣的常見類比，主張規範習慣的概念涉及民事實體法、程序法、

以及準立法性質的一般性陳述。

網路拍賣中賣家的策略

陳恭平、何思賢、劉其享、王建茗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58 (2017): 412-37.

網路拍賣的平台，像 Yahoo、eBay，都提供賣家很多上架的選擇。

首先，賣家可以選擇用固定價格、一般拍賣，或是立即購買拍賣這三

種方式上架。其次，如果賣方選擇後兩種方式，還可以再選擇設定起

標價和立即購買價，以及要不要設定秘密保留價。面對這些多樣的選

擇，賣家該如何做決策？這篇論文，利用上述三種上架方式在結標方

式及成交所需時間的不同，建立一個理論模型。在這個模型下，賣家

以起標價及立即購買價為策略工具去極大化折現收益。論文證明：(1) 

賣家上述的最適化問題只有三個解，而這三個解正好分別對應到前述

的三種上架方式：固定價格、一般拍賣，及立即購買拍賣。(2) 對未來

收益折現最大的賣家將採固定價格上架，次大者採立即購買拍賣；而

折現最少的賣家使用一般拍賣上架。(3) 賣家的最適固定價將高於立即

購買價，而其又高於一般拍賣的最適起標價（見圖）。這個理論架構

利用賣家的折現值，完全刻劃了他的最適的上架策略。

在胡耀邦的喪禮上，他被賦予了「馬克思主義者」的稱號。這

也是中共最後一位被賦予這個頭銜的幹部。

西方法是原漢

之外的第三者

英語文獻

存在嚴重限制

建立新的法律上

習慣概念

美加紐澳實例

暗藏主權天花板

市民法傳統提供

較理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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