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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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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重要研究成果》專刊，

蒐羅各學科的優勢研究領域、研究簡介、專文報導論文及專書。 

在數理科學領域，研究人員除致力於增加我們對數理科學與自然界的基礎知識

外，也持續發明各種新科技，協助人類改善生活品質或者處理日趨嚴重的能源與環

境問題。例如參與分析 ATLAS 實驗中對希格斯玻色子衰變的觀察，對哺乳類細胞

纖毛基質進行超解析率影像分析，創造可見光波段的消色差超穎透鏡，燃料電池的

效能提升，以及探討熱帶氣旋的生成與影響其路徑的機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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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剖析

神經細胞的發育、疾病的成因、癌細胞的惡化轉移；建立蝴蝶蘭染色體圖譜；發現

連結葉綠體內外膜蛋白的運輸機組；發掘生物演化的新路徑等。在了解生物奧秘的

同時，生命科學領域研究人員也將基礎研究成果實質應用於生技醫藥、糧食安全與

環境保護等領域。研究成果不僅釐清、解答重要生命科學問題，更提供未來研發抗

癌及製藥、農業生技的重要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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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從各種研究角度，促進對人

類文明的多元理解及文化多面向的發展。過去

一年以來，本院不僅延續優良的歷史研究傳統，

在臺灣研究、國際關係研究，文史哲學研究，以

及社會、制度與文化研究等各方面的成果，亦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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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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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雄心來成就世

界級的研究水準，以善智引領人類發展並將研究

成果回饋社會。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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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學術競爭力 

人才培育

博士生學程

博士後研究人員培育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社會貢獻

獎項與殊榮

專利技轉

優勢研究領域

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 : 人物識別與身分追蹤技術應用於
追隨機器人

從氣相到液相之化學反應動力學

神經細胞中的 DNA修復機制的新發現

半乳糖凝集素及 C型凝集素於抗真菌和抗細菌免疫之作用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

「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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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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5 名院士中，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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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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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長

・副秘書長

・秘書處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總務處

・智財技轉處

・資訊服務處

・國際事務處

・法制處

・主計室

・人事室

・政風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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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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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組織

院本部 數學理科組 生命科學組

學術諮詢總會

院務會議

副院長

院     長 院士會議評議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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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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之學術表現，本院 24.5% 的期刊論文屬於世界前 10%

高被引文章，為十年來表現最好的一年；其中，高達 50.3% 的論文發表於世界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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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達 1.55，顯示本院學

術相對影響力高於世界平均水準 55%，足見本院學術成果具高度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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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與國際合著論文之比例達 58.8%。

2009年至 2018年本院與其他機構之領域權重引用影響係數

發 表 年 代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9 年 6 月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9 年 6 月

領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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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至 2018年本院與其他機構之高被引文章比例

發 表 年 代

前   

高

被

引

文

章

比

例

10%

中央研究院

韓國科學技術院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

韓國科學技術院

國立臺灣大學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學術成就

學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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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SciVal 資料，本院於 2014 至 2018 五年間，研究人員共參與 361 個為全球前 10% 的

熱門主題（包含 120 個為全球前 1% 之熱門主題）。主要集中於「電腦科學」、「物理及天文

學」、「化學」、「材料科學」、「農業和生物科學」、「生物化學，遺傳學和分子生物學」及「醫

學」等領域。在此 361 個熱門主題中，本院貢獻度高且 FWCI 超過全球平均者共有 51 個。例如，

「Collisions; Jets; Bosons」 主 題 的 FWCI 達 4.02，「Molybdenum compounds; Transition 

metals; Dichalcogenides TMDs」主題的 FWCI 達 5.37，而「Hepatitis B,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Disoproxil fumarate」主題的 FWCI達7.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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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至 2018年本院為關鍵貢獻者所參與之全球前 10%熱門主題分布圖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9 年 6 月

圓圈大小：本院論文量

電腦科學

物理及天文學

材料科學

農業和生物科學
生物化學、遺傳學

和分子生物學

數學

化學

化學工程

工程學

能源學

環境科學

地球及行星科學
免疫學和微生物學

獸醫

醫學

Hepatitis B, Chronic; 
Hepatitis B virus; 

Disoproxil fumarate

Collisions; 
Jets; Bosons

Molybdenum compounds; 
Transition metals; 

Dichalcogenides TMDs

學術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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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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年，現任總召集人為本院周美吟副院長。目前共有來自 45 個國家約 607 名學生就讀學程，外籍學

生共 401 名，約占 66%。學生可利用各項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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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有 729 名來自 49 個國家的學生報名，錄取 60 名學員至本院實習。迄今總計 444 名暑期實習生來院學習，其中 54 名已

正式成為本學程學生。

國際研究生學程

2018年本院第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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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起停止聯合招生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 轉譯醫學
國立臺灣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國防醫學院

高雄醫學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慈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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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交通大學 (107 學年度起停招 )

7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 國立成功大學 (108 學年度起停止聯合招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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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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產業界
16%進修

1%
其他
23%

至研究機關
35%

擔任教職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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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 年 716 人

至 2018 年 1,093 人，10 年間成長為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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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年前約占全院博士後人數

35％，目前則為 19％。

2.院內業務費（不計博士後研究學者培育計畫）

本院各所、研究中心可以單位預算延聘所需之博士後

研究人員；另本院研究人員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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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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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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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或是研究機構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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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個國家、

國內外 472 所學研究機構，簽署 568 個合作協議。本院

於 2018 年 10 月 4 日舉辦中央研究院─印度理工學院德里

校區之雙邊研討會（Academia Sinica -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Delhi Bilateral Symposium on Life Sciences 

and Physical Sciences），邀請印度理工學院德里校區的校

長與國際長開幕致詞，並安排雙方23位學者舉行專題演講。

本院在 2018 年亦安排兩次海外宣訪，4 月間，由國際處處

長與院內研究人員共 13 位，訪問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

另於 10 月間率團訪問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兩次出訪皆在當

地舉辦學術工作坊，分享研究成果，也與校方討論如何促

進研究人員互訪及跨領域合作的實質合作機制，藉此延攬

國家優秀學者來臺進行研究，並吸引富潛力的學生，就讀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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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AS 於 2018 年年底公布 2019 年獲選名單：

臺北醫學大學癌症生物學及藥物研發研究所講座教授劉昉

院士獲 2019 年結構、細胞分子生物學門院士；中央研究

院副院長暨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周美吟院士

獲 2019 年物理學門院士。另國立中央大學腦科學中心主任

暨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阮啟弘講座教授則獲 TWAS 社會科

學獎；國立成功大學生物科技與產業科學系王涵青教授則

以 40 歲以下學術表現優異，獲頒 2019 年 TWAS 青年學者

(TWAS Young A�liate)。我國迄今已產生 58 位 TWAS 院士

及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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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慶祝本院九十週年院慶，2018 年 11 月間舉行「國

際學術高峰論壇」(Scienti�c Leaders' Forum) 以及九十周

年院慶典禮，會中邀請到 20 位來自 15 個國家、19 個科學

院及學術單位代表與會並發表演說，並邀請蔡英文總統擔任

院慶典禮致詞佳賓。美國國家工程院院長 Dr. Dan Mote、

美國國家科學院國際外交事務長 Dr. John G. Hilderbrand 

以及日本沖繩大學院大學校長暨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

前任院長 Dr. Peter Gruss 擔任 Keynote 演講嘉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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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邀請到 2014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貝齊格 (Eric Betzig) 博士及物理學獎得

主天野浩 (Hiroshi Amano) 教授受邀演講。

Postdoctoral Scholar Program

Internal Funding (excluding postdoctoral scholar 

program)

Talent Training 
Postdoctroal Scholars (2009-2018)

External Funding
All Funding

2018年國際學術高峰論壇 2018年「中央研究院講座」主講人貝齊格博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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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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嫈惠院士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及美國國家醫學

院院士，顏宏儒助研究員榮獲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張元豪院士榮獲美國國家科學院獎，劉瓊云副研究員榮獲美國哈

佛燕京學社學年獎助金，李文華、張美惠、鍾孫霖分別當選世界科學院士，張懋中院士榮獲 Vladimir Karapeto� 科技終身

成就獎，李羅權院士獲選美國國家工程學院外籍院士，丘成桐院士榮獲馬塞爾·格羅斯曼獎等。

而在國內獎項部份，邱子珍特聘研究員、李有成特聘研究員、程毅豪研究員、顏娟英研究員及邱訪義研究員榮獲教育

部學術獎，黃彥棕副研究員與鐘楷閔副研究員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等。

2018 年本院獲得國內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 / 殊榮 院士 / 本院人員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吳漢忠

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李湘楠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黃彥棕、鐘楷閔

教育部學術獎 邱子珍、李有成、程毅豪、顏娟英、邱訪義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謝文斌、許惠真、陳俊安、倉本尚德、陳樂昱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邱訪義、張瑞德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王鴻泰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謝文斌、楊得年、林彥宇、薛雁冰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劉扶東、呂俊毅、吳重禮

王民寧獎「博士班優秀論文獎」 吳千鼎、陳奕安、白宸睿、曾子豪

有庠科技講座 蔡定平

有庠科技論文獎 張原豪、廖永豐

東元獎 羅傅倫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天問獎」 譚遠培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台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蔡宜芳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卓越醫藥科技獎」 羅傅倫、徐麗芬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青年醫藥科技獎」 陳韻如

台灣扶輪公益獎 張典顯

臺灣經濟學會「經濟學傑出貢獻獎」 彭信坤

中華民國十大傑出青年 呂宥蓉

臺灣石化合成公司學術貢獻獎 陳長謙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王朝諺、江彥生、周玉山、邱仲麟、孫天心、梅津敬一、黃信誠

中央大學「羅家倫講座」 吳玉山

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家獎章」 郭俊宏

2018 年本院獲得國外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 / 殊榮 院士 / 本院人員

美國國家科學院及美國國家醫學院院士 傅嫈惠

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 顏宏儒

美國國家科學院獎 張元豪

美國哈佛燕京學社學年獎助金 劉瓊云

世界科學院院士 李文華、張美惠、鐘孫霖

Vladimir Karapeto� 科技終身成就獎 張懋中

美國國家工程學院海外院士 李羅權

馬賽爾・羅格斯曼獎 丘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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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接見第 56屆十大傑出青年當選人，本院呂宥蓉助研究員獲「科學及技術研究發展類」
當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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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自成立智財技轉處（前為公共事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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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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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透過科技移轉，協助將本院基礎研發成果進行產業化及商品化，期能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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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保護及管理研究發展成果，本院將具產業利用性、新穎性及進步性之成果申請專利。本院於107年度申請專利141件、

獲得專利122件，經審計部核可終止維護之專利6件。累計至107年底止，共申請國內外專利2,235件、獲得專利1,195件（其

中 438 件為美國專利）。

在推廣應用性科學研究發展成果，本院藉由技術移轉、授權及產學合作等方式，將基礎科學研究成果轉化為具社會價

值之產出。在本院積極推動下，107 年於科技移轉及產學合作上之成績如下：與國內外產業界簽訂科技移轉合約 125 件，科

技移轉總收入 5,335 萬元；與業界之產學合作總金額為 6,814 萬元。

2018 年度技術授權案例摘要

▓ 血栓結合胜肽

▓ Pardaxin 治療狗圍肛瘤之應用

▓ B 型肝炎病毒核心蛋白之精氨酸密集區具有一個新型抗菌胜肽（圖 1）

▓ 利用苯胺類化合物及其衍生物治療地中海型貧血及鐮刀型貧血症的新藥開發

▓ 中風鼠腦內移植人類臍帶間質幹細胞對於功能及結構上的修復

▓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小鼠

▓ 未知序列之雙股線性核酸之全長擴增方法（圖 2）

▓ 咸豐草之 Cytopiloyne 可以治療第二型糖尿病

▓ 一高通量抗體工程技術平台用以開發與驗證醫療用抗體和抗體藥物偶聯物

▓ 一種在細胞與建構類胡蘿蔔素及其衍生物之生物合成途徑的方法

圖 1   B型肝炎病毒核心蛋白之精氨酸密集區具有一個新型抗菌胜肽

圖 2   未知序列之雙股線性核酸之全長擴增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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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

人物識別與身分追蹤技術應用於追隨機器人

前言

多年來在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計畫裡，我

們團隊專注於銀髮族照護的相關研究，在銀髮族照護應用

中身分辨識已是重要的議題，身分辨識技術上已有許多相

關研究之成果，像是 RFID、人臉、�ngerprint 和 iris 辨識

之技術，但上述之方法尚會受到環境之限制而有所影響（如

光線亮度和視線阻擋），或是需要近距離接觸特殊裝置，

因此，這些方法容易受使用環境影響。為了達成可靠及可

控制的身分辨識技術，在此研究中我們提出 EOY（Eye On 

You）系統，其方法是透過 3D 深度攝影機和穿載裝置（配

有慣性感測器）所組成的融合辨識演算法，我們將融合上

述的兩種感測器所量測到的特徵資訊進行身分辨識。更進

一步地我們尚可將辨識出之結果應用至行動式平台上，像

是機器人。我們所建置的 EOY 可透過過融合演算法來解決

所面臨的問題，例如非同步之時間及座標校正。從實驗的

結果我們得知 EOY 系統可以達到 95% 的辨識正確率。

融合演算法

 我們所提出之融合演算法是由下列三種演算法所組

成，即 SM (Stop-and-Move)、AC (Acceleration-Correlation)

和 3AC (3-Acceleration-Correlation)。接著我們將介紹各個

演算法如何從慣性感測資料 Ik ,1 ≤ k ≤ K、骨架資料Sj ,1 ≤ j ≤ 

J 和相似度 SimX ( Ik , Sj )( X 為其中一個融合演算法 ) 中取得特

徵資訊。融合演算法將考量到慣性資料與骨架資料在時間軸

上和空間上的相依性，接著我們透過比對演算法從所有 Ik 和

Sj 組合中來找出合適的骨架和慣性資料，Ik 和Sj 為時間序列

資料，我們將連續的資料切割成數個片段，每個片段皆為在

T 期間中所量測到的慣性和骨架資訊。此外我們由Ik (t)和Sj (t)

來表示時間 t 到時間 t+T 的資料，並以 I(t) and S(t) 縮寫來分

別表示。所以系統會將資料 Ik (t) 和Sj (t) 以 [t,t + T) 期間切割

成一個片段。

A. Stop-and-Move (SM)

從 Random Waypoint 模型中我們得到了些想法，因

而提出 SM (Stop-and-Move) 演算法，其可以將 I(t) 和S(t)

轉換成一連串的 "move" 行為和 "stop" 行為，接著我們可

以取得它們時間軸上的相依性來進行身分辨識。SM 演算法

可以分成 4 個步驟（a）動態偵測、（b）行為產生、（c）

特徵截取和（d）相似度計算。

B. Acceleration-Correlation (AC)

因 SM 演算法僅只能考慮到時間軸上的特徵資訊，

但骨架資訊與慣性資訊尚未同步時即可能無法預測活動行

為。為了改善時間誤差所造成的問題，AC 演算法不僅只考

慮到時間上資訊尚考慮到空間資訊，我們採用 SM 演算法

裡的前兩驟將 I(t) 和S(t) 轉換至 I' (t) 和S' (t)，並且包含了

"stop" 和 "move" 狀態。在此演算法裡我們將從 "move" 狀

態裡取出加速度值以做為空間特徵，並透過 I' (t) 和S' (t) 的

空間特徵得知它們的相依性。

C. 3-Acceleration-Correlation (3AC)

我們將再改進空間特徵的處理並考量動作的方向性，

就像AC演算法，3AC演算法也是參考I(t) 和S(t) 加速度值，

但每個軸上之數值處理將會被分開，直觀地同一人的 I(t) 和

S(t) 加速度值在同一軸上應會有高相依性。

D. Skeleton and Inertial Data Pairing

為了去配對骨架和慣性資料，首先我們透過上述之演

算法取得可能的配對 (Ik(t), Sj(t))，並再依據相似度分數來辨

識骨架，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 greedy 演算法選出擁有最高

相似度分數的配對，但此方法會因骨架資料與數個慣性資

料來源太相似且相似度最高的組合並不是正確的配對對象，

為了避免此事發生，配對的方法不只是比對相似度分數尚

需要比對信心分數。為了計算信心分數，我們利用統計的

方式即 Standard Deviation (SD)，其方法是量化收集到的

數值變異度，對於我們的系統而言，SD 可用來表示所有的

配對Sj (t), i.e., ( I1 (t),Sj (t)),(I2 (t),Sj (t)),…,(Ik (t),Sj (t)) 間的

相似度分數差異，我們利用 SD 所計算出的骨架資訊的 SD

數值做為信心分數，其公式如下所示 :

結論

在此研究中我們提出一套 EOY 身分辨識系統，其能應用到

不同的場景像是 HCI 和 HRI，此系統融合了姿態及動作的

骨架和慣性資料來辨識身分，為了配對骨架及慣性資料，

我們提出一個融合演算法其包含了三個演算法來計算骨架

及慣性資料間的相依性，在不需要繁鎖的資料標示及模組

訓練的情形下，我們的配對演算法利用簡單的訊號處理及

統計分析方法來有效的配對骨架及慣性資料。透過實驗驗

證，我們的系統在大多數的場景下辨識正確率可達到 90%

以上。

主要參與人員：張威竣 1、吳政瑋 1、蔡一嘉 1、林靖茹 1,2、曾煜棋 1,2

1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2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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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系統架構

圖 2  Kinect及 IMU的三軸加速度合力值

圖 3  相機座標系統所看到各軸的加速度數值(a) Original (b) Smoot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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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氣相到液相之化學反應動力學
主要參與人員：劉國平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化學動態學所探討的是從分子的層面來了解化學反應

的本質：化學鍵之斷裂與其形成是如何發生的？在此過程

中原子間是如何相互移動？反應的時間尺度為何？等。此

深耕計畫的目標為發展新的實驗方法以釐清複雜的反應通

道，期望由此對反應活性能有更深刻的理解。研究課題著 

重於多原子反應的一些新現象及從新的觀點來探討文獻中

所謂的「反應漫遊機制」。

(A) 空間取向的化學反應

分子構型對化學反應的影響是一重要的化學概念。但

反應碰撞構型究竟是如何影響化學反應的三維空間描述卻直

到最近方得以首次在實驗中測量到此立體反應的訊息。我們

利用交叉分子束法並藉由操控反應物之化學鍵在不同空間取

向時產物之散射特徵，進而得到完整的三維空間軌跡。圖一

( 左 ) 顯示 Cl + CHD3(v1=1) → CD3(v=0) + HCl(v) 反應在三

個代表性的碰撞構型是如何發生。此外，我們亦藉由探討反

應活性與反應物的轉動間之關聯進一步瞭解反應時立體空間

之奧妙，如圖一 ( 右 ) 所示，反應物「翻滾式」的轉動 (K=0)

較「陀螺式」的運動 (K=J) 更有利於反應之進行。  

(B) 由偏極散射的實驗數據直接繪出反應過渡態的彎

曲位能

在教科書中反應速率通常由 k = A exp (-Ea/kBT) 表之。

此公式含二個因子：活性能 (Ea) 及A- 因子。前者代表反應

進行所需之能量，而後者的物理意義為反應進行所需的幾

何構型。此特定構型的形成來自於反應物間非均勻方向之

作用力。雖然活化能的訊息可由速率如何隨溫度的變化得

知，但A- 因子則直到本計畫最近所發展出的新實驗方法方

能一窺全貌。以 Cl + CHD3(v1 = 1) 為例，此方法說明如何

從特定空間取向之反應物的散射結果直接得到此訊息。實

驗的結果與理論的位能圖幾乎完全吻合。

(C)  追蹤乙醛光解之反應途徑

當乙醛吸收了一個 266.7 nm 的紫外光後，被激發的

S1 態經由非輻射過程衰變至 S0 及 T1 態，然後解離成 CH3 + 

HCO 或 CH4 + CO。對於後者過去的認知是它是經由 S0 位

能面的過渡態。但新的實驗結果顯示 CO 產物的轉動呈現

一雙峯的分布，而理論的計算指出熱轉動的 CO 來自於傳

統的過渡態機制，而冷轉動的 CO 則源於一全新的「漫遊

機制」。

漫遊的機理為被激發的分子原擬解離為一對自由基，

但該化學鍵將斷未斷最終反而形成為一對穩定的分子產物，

以致於此通道的分子產物顯現出與傳統的過渡態通道很不

一樣的表徵。迄今許多的光解反應均被認為有漫遊途徑的

跡象，而唯一的實驗佐證均是分子產物的內能有一雙峯的

分布。但是，一個雙峯的內能分布可能源於多個不同的反

應機制，漫遊僅為其中之一。為了對此漫遊機制有更深刻

的理解，本計畫採用超快 ( 皮秒 ) 雷射來追蹤不同光解生成

物 (CH3, HCO, CH3CO 及 CO) 之產量及其平移運動的能量分

布之時序變化。

實驗的結果顯現出：(1) 被激發的 S1 態以 190 ps 之半

衰期轉至T1 及離開 Frank-Condon 區域。(2) 自由基對 (CH3 

+ HCO) 及分子對 (CH4 + CO) 產物均各自源於 3 個很不同的

解離途徑，而這些途徑涵蓋非常廣的反應時間，從 190 ps 

至 1750 ps。這是很驚人的結果，明顯地乙醛之光化學遠比

目前所認知的複雜了許多。如圖三所示，這些不同的路徑

彼此間糾結並相關－其複雜度亦遠超過一般吾人對小分子

光解的認知。目前我們已與數個理論學家合作探討。

圖 1  ( 左 ) 示意圖描繪生成物 HCl(v=0) 與反應物 CHD3(v1=1) 之 C-H 鍵間的方向關聯性。(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2016, 145, 
144305);（右）示意圖說明反應物「陀螺式」轉動 (K=J)與「翻滾式」轉動 (K =0)對反應活性的影響。(示意圖闡明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2018, 148, 244307之結果 )

圖 2   (左 )實驗方法的基本概念 ; (右 )實驗與理論的位能圖之比
          較。  (Nature Chemistry 2017, 9, 1175-1180)

圖 3   乙醛光解途徑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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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細胞中的 DNA修復機制的新發現
主要參與人員：簡莛、翁于婷、張書詠、賴幸琳、邱鳳蘭、郭紘志、莊德茂、陳儀莊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精神障礙影響著全世界數百萬人，並且佔醫療費用的

比例越來越大。許多涉及精神障礙的風險基因（如雙相情

感障礙，抑鬱症和精神分裂症）也與 DNA 修復和對 DNA

損傷的敏感性的功能有關。此外，最近的研究發現精神疾

病患者的神經元含有過多的自由基，也無法完全修復受損

的 DNA。TRAX (Translin 相關蛋白 X）最初被鑑定為支架

蛋白，會與 Translin 或 A2A 腺苷受體（A2AR）結合並相互

調控。值得注意的是，TRAX 和其結合蛋白多與精神疾病相

關。我們早期的研究指出，刺激 A2AR 會顯著降低由高氧化

壓力所引起的 DNA 損傷。在本研究中，我們報導 TRAX 在

神經元中參與 DNA 修復的新機制。

我們首先證明了使用 A2AR 激動劑 CGS21680（CGS）

來刺激 A2AR，可保護囓齒動物和人類的神經元，修補其中

因高氧化壓力所引起的 DNA 雙重斷裂（DSBs）及所造成

的細胞凋亡。人類神經元是來由誘導性多能幹細胞（iPSC）

所分化產生。我們接下來證明了 A2AR 保護作用的主要信號

傳導途徑是 cAMP / PKA（圖 1）。在降低 TRAX 的情況下，

CGS 治療並不能減少高氧化壓力所引起的 DSBs 和細胞凋

亡，這些成果證實 TRAX 在 A2AR 的保護作用和 DNA 修復

中起了關鍵作用。 

我們之前已經證明，TRAX在細胞核中可與ATM結合，

因以促進 DNA 修復。至於此 A2AR-TRAX 複合物是如何促進

DNA 修復，在當時仍屬未知。我們在本研究中通過免疫螢

光測定和免疫沉澱法發現， TRAX 與 GSK3β和 DISC 在細

胞質中形成複合體相互作用．此現象在 PC12 細胞和小鼠腦

中均獲得證實。由於來自 iPSC 的人類神經元數量有限，我

們用 PLA (proximal ligation assay) 來證實 TRAX，GSK3β

和 DISC1 直接結合，形成複合物（圖 2）。最重要的是，

生化分析還表明，A2AR 的刺激會解開這 TRAX/GSK3β/

DISC1 複合物，使得 TRAX 可進入細胞核，進行 DNA 修復。

值得注意的是，刺激 A2AR 會活化 PKA, 進而磷酸化 GSK3β

（Ser9）並抑制其活性。大量表現一種無法被 PKA 磷酸化

和抑制的 GSK3β突變蛋白（GSK3β-S9A），可以有效抑制

A2AR 對 DNA 損傷的修復和保護神經元的凋亡。同樣的，

GSK3β抑制劑（SB216763）也保護人類神經元和 PC12 細

胞免受由氧化壓力所誘導的 DNA 損傷（圖 3）。總體而言，

激活 A2AR 或阻斷 GSK3β都可使得 TRAX 從位於細胞質區

域的 TRAX /GSK3β/ DISC1 複合物中釋放，讓 TRAX 可進入

細胞核和 ATM 結合，以促進 NHEJ  DNA 修復。

儘管全世界在過去幾十年中已經花費了大量努力來開

發精神障礙的治療方法，但是關於這些疾病的許多重要方

面仍然是難以捉摸的。本研究中關於 TRAX / DISC1 /GSK3β

複合物的研究結果，為 DNA 修復缺陷所導致的疾病提供

了新的見解，可能有助於未來開發治療精神疾病和神經退

化性疾病的新方法。本論文發表於Molecular Psychiatry，

現已發表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380-017-

0007-z?WT.feed_name=subjects_cell-biology.

圖1    A2A腺苷受體（A2AR）與 TRAX與GSK3β和DISC1形成複合物。

     通過活化 A2AR或抑制 GSK3β，可有效將 TDG複合物分開，  
          釋放 TRAX以促進 ATM進行 DNA修復。

圖 2  TRAX / DISC1 / GSK3β複合物存在於源自 iPSC 的人類神經元中。

每個紅點代表一組蛋白質和蛋白質的直接結合和作用。比例尺，

5 μm。

圖 3    抑制 GSK3β使 TRAX 得以促進 DNA 修復。

將人類 iPSC衍生的神經元用 SB216763（10 μM）或載體處理 1天，然後用 H2O2（100 
μM）處理 2小時來產生氧化壓力。神經元標記物（TUJ1，紅色）和γH2AX（綠色）
如圖示。比例尺，5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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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乳糖凝集素及 C型凝集素於抗真菌和
抗細菌免疫之作用

主要參與人員：子計畫 1：林國儀 1、王盈琇 1                             子計畫 2：劉扶東 2、翁宜君 2

                              子計畫 3：伍安怡 3、巫聖揚 3、翁家琳 3         子計畫 4：謝世良 1、宋佩珊 1

1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2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3 國立臺灣大學免疫所

本計畫以研究半乳糖凝集素和 C 型凝集素在白色念珠

菌或李斯特氏菌感染引起之免疫機制中所扮演的角色。

子計畫一的目標是透過研究 B 細胞在適應性免疫上所

扮演角色來研擬出控制病原感染的新策略。在適應性免疫

部分，真菌感染被認為主要是受到輔助性第一型及第十七

型 T 細胞所調控，而 B 細胞在抗真菌感染所參與的角色為

何尚不清楚。因而我們利用不同 B 細胞子群來探討 B 細胞

在對抗真菌或細菌感染的重要性。我們發現小鼠體內缺乏

邊緣區 B 細胞 (RBP-J 剔除小鼠 )，在感染白色念珠菌後疾

病嚴重度和控制組小鼠相比並無差異。但將感染過白色念

珠菌小鼠的血清過繼轉移至正常小鼠後卻能減緩小鼠感染

白色念珠菌時的疾病症狀。這讓我們推測血清中含有某些

成分對於病原體的清除相當重要。除了分泌抗體外，B 細

胞還能透過分泌細胞激素來調控發炎反應和自體免疫疾病。

調節性B細胞 (Breg)是一群具免疫抑制能力的B細胞子群，

但其在真菌感染所參與的角色為何仍待釐清。當小鼠感染

白色念珠菌後，調節性 B 細胞數目會下降。將調節性 B 細

胞植入受白色念珠菌感染的小鼠中能有效的抑制白色念珠

菌的增殖，但卻會造成較嚴重的疾病死亡率。此外，我們

發現半乳糖凝集素 -3 會促進白色念珠菌細胞壁上的甘露糖

所造成的 B 細胞凋亡。半乳糖凝集素 -3 剔除小鼠在白色念

珠菌感染後有較多的 B 細胞存活並產生較多的抗體。總之，

我們的研究指出白色念珠菌可能利用半乳糖凝集素 -3 影響

適應性免疫力及降低調節性 B 細胞數來有效感染宿主。

在子計畫二中，我們研究半乳糖凝集素 -3 在李斯特氏

菌 (Listeria monocytogenes, LM) 感染之巨噬細胞（來自正

常與半乳糖凝集素 -3 基因剔除老鼠），以及老鼠巨噬細胞

株，所誘發之宿主細胞自發免疫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我

們證明內源性的半乳糖凝集素 -3 及半乳糖凝素 -8 會聚集到

被李斯特氏菌破壞的吞噬體膜附近，而此現象的發生需仰

賴宿主細胞之 N 型聚糖 (N-glycans) 暴露在細胞質所造成。

當細胞缺乏半乳糖凝集素 -3 時，胞內李斯特氏菌的生長會

受到抑制，其原因是當細胞缺乏半乳糖凝集素 -3 會引起較

強的 LC3 聚集到細菌周圍，導致細菌較容易被自噬體包圍，

因此在實驗上，我們觀察到較多的李斯特氏菌在自噬體中。

半乳糖凝集素 -3 抑制細胞自噬反應的功能，主要也是仰賴

它與宿主細胞之 N 型聚糖 (N-glycans) 的結合。因此我們認

為當細胞外在因子，調節了細胞表面醣質體的組成後，隨

著細胞內吞與自噬體的形成，當細胞內吞小體與自噬體的

囊膜損壞時，會把細胞表面改變的醣質，藉由細胞質中的

半乳糖凝集素來解讀這個訊息。其中一個很顯著的例子是，

當細胞經唾液酸酶處理，去除了醣體的唾液酸修飾，會增

加半乳糖凝集素 -3 的聚集，而同時降低了半乳糖凝集素 -8

聚集在細胞內損壞的囊膜，這樣現象增強了抗細胞自噬反

應。我們的發現證明，細胞內的半乳糖凝集素，可以接受

細胞表面醣質改變的訊息，並藉由破損的自噬體囊膜來調

節細胞反應。

圖 1   B 細胞子群在抗真菌感染時之功能。
圖 2  半乳糖凝集素 -3可經由結合宿主細胞上的Ｎ型聚醣來抑制

細胞的自噬反應進而保護細胞內的李斯特菌。半乳糖凝集

素 -3和 -8對抗細菌之自噬反應是相反的。

圖 3  未受補體調理的白色念珠菌經由與嗜中性顆粒球表面之
dectin-2作用活化下游 Syk-PKCδ/Ca2+-PAD4訊息傳遞路
徑，進而引發 NET生成。

圖 4  共同活化 CLEC5A和 TLR2引發 NET生成和γδTh17細胞
的發展。

子計畫三進行嗜中性顆粒球胞外網狀結構 (NETs) 形

成機制之研究時，我們發現半乳糖凝集素 -3 未參與在嗜

中性顆粒球胞外網狀結構之形成。過去文獻指出補體調理

過的白色念珠菌會透過活化 NADPH 氧化酶和自噬反應引

發 NET 生成，但本研究發現缺乏 NADPH 氧化酶的嗜中性

顆粒球在未受補體調理的白色念珠菌刺激下，依然可以生

成 NET。我們的研究結果指出細胞藉由 CR3 辨識補體調

理過的白色念珠菌，而未受補體調理的白色念珠菌經由與

dectin-2 作用活化下游 Syk-PKCδ/Ca2+-PAD4 訊息傳遞路

徑，進而引發 NET 生成。壞死性凋亡參與在未受補體調理

的白色念珠菌所引發的 NETosis。利用白色念珠菌腹腔感

染的小鼠模式，我們在腹水及腸繫膜組織都觀察到表現細

胞分裂標誌 Ki67 的嗜中性顆粒球，並且缺乏 dectin-2 的

小鼠，其感染後嗜中性顆粒表現 Ki67 的比例顯著下降。表

現 dectin-2 的小鼠可控制白色念珠菌從腹腔擴散至腎臟，

而 dectin-2 缺失則加快白色念珠菌在小鼠體內的擴散速

度。本研究證實未受補體調理的白色念珠菌無需經由活化

NADPH 氧化酶、可透過壞死性凋亡及 dectin-2 下游訊號

傳遞途徑引發 NET 生成。而 dectin-2 的表現有助於宿主控

制白色念珠菌在體內的擴散。

子計畫四探討 CLEC5A 在宿主對抗病原體的免疫反

應中的角色，並探討 CLEC5A 與 TLR 在共同辨識抗病原

體之角色。CLEC5A 是 C 型凝集素 5A，屬於病原體辨識

接受器且能夠辨識黃病毒家族之成員，過去已知對於登

革病毒以及日本腦炎病毒有反應。我們研究顯示李斯特

菌與綠膿桿菌可以透過 CLEC5A 及 TLR2 活化發炎體以及

發炎激素。在 CLEC5A 基因剔除小鼠中感染李斯特菌可

降低發炎性單核細胞中 IL-1β 產生，並在肝臟聚集大量

CD11b+Ly6ChiCCR2hiCX3CR1lo 發炎性單核細胞。CLEC5A/

TLR2 雙基因剔除小鼠比 CLEC5A 基因剔除小鼠更容易受李

斯特菌侵襲，顯示 CLEC5A 與 TLR2 同時參與在辨識李斯特

菌及後續的發炎反應。此外，CLEC5A 在綠膿桿菌感染後，

有意義地影響老鼠生存率與發炎體產生。因此，CLEC5A 在

先天性免疫中對抗細菌入侵是具有關鍵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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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
主要參與人員：齊偉先 1、林文凱 2、謝斐宇 1、湯志傑 1

1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社會學的經典理論，建立在西歐社會如何過渡到現代

的經驗的描述與解釋上。相關的敘述在時間演變中漸凝結

成現代性論述，進而造成高估歐洲現代性的進展，以及低

估其他文明發展的雙重歷史誤認。近年來，在關於現代性

的研究中，歐洲經驗已不再是金科玉律。一方面，多元現

代性的主張證成了對不同區域於何時又是以何種方式進入

現代進行探討，有其價值與必要。另一方面，後殖民研究

不但強力批判現代性的殖民性一面，並透過混雜的實例，

具體展示了通往現代的多種可能。

然而，多元現代性的研究並未真地擺脫歐洲中心論的

幽靈，並陷入平行發展的迷思，後殖民研究卻又過度執著

於批判及避免重蹈鉅型敘事的覆轍，以致眛於歐洲實際歷

史的發展，不曾提出能全面修正甚或取代既有理解的現代

性敘事。站在前述反省基礎上，我們倡議改以交互比較與

相互連結的歷史兩種研究取徑，結合實際歷史研究的進展，

重探現代性的發展，以打造在理解現代性的發展上具有競

爭性的替代架構。

藉由打開交互比較視野的機會之窗，我們不但嘗試翻

轉歐洲中心的歷史刻板印象，更企圖從臺灣出發，結合理

論反省與歷史研究，對現代性提出新的反省與詮釋，追求

超越東方╱西方、殖民╱被殖民僵固二分的知識生產模式。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臺灣出發的反省》便是我

們的研究成果，全書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學術史

的反省與理論性的討論，以建立重新理解現代性適當的立

足點。第二部分聚焦於西方經驗的重探，討論了自律市場

觀念的興起、文化╱文明概念的演變、專業與公民身分的

關係等。我們除了打破以資產階級為到現代轉型的唯一擔

綱者的迷思外，更具體證明歷史基礎的重要，以及為解決

實際問題而產生的觀念在促成現代性上的關鍵作用。第三

部分則試圖重新定位臺灣自身的現代性經驗，探討了清帝

國的早期現代統治理性、臺灣民間神明信仰的現代性、中

小企業的彈性生產網絡及中國的天朝主義等議題。在破除

清代臺灣落後、停滯的歷史刻板印象之餘，我們更環繞著

國家治理的主軸，一方面突顯東亞的特色，另方面串起政

「重探東亞與西方的現代性︰理論系譜與歷史比較」研討會海報

（2017.03.24~25）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新書座談海報（2019.04.26）「反思現代性︰交互比較的嘗試」工作坊海報（2018.12.07~08）

《交互比較視野下的現代性︰從台灣出發的反省》一書封面

治、經濟與宗教等不同面向的關連，進而與西方的發展交

互比較。

採取交互比較的方法，不僅有助於「換位」思考，也

可避免以本質化的方式把現代性理解為某些特徵；引進相

互連結的歷史考察，則可彰顯現代性本身所內含的異質性，

且有助於開展出超越既有多元現代性的另一種研究路數。

藉由結合交互比較與相互連結的歷史這兩種觀點，我們有

能力對多元現代性與後殖民主張進行擷長補短，盡收兩者

之長而無兩者之弊，從而有望往真正重新打造現代性的方

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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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

長期以來，西方醫學史學界提出的「殖民醫學」概念，

界定了醫學史學界對於殖民地醫療與衛生史的敘述與理解。

既往對於東亞醫學史的研究，往往在未深究西方殖民醫學

本質的前提下，移植此「殖民醫學」概念，逕以分析近代

東亞社會的醫療與衛生史。然而，此立基於英、法殖民醫

學研究的概念與架構，是否適合用以分析近代東亞醫療與

衛生史，卻有待商榷之處。首先，近年來西方醫學史學界

對於「殖民醫學」概念，已有一些反思與批判。不少學者

嘗試從全球醫療或健康史的角度，來考察與剖析殖民地的

醫療與衛生史，並且更強調中樞與邊陲雙向的交流。其次，

東亞社會在 19 世紀以後，雖受西方帝國主義侵略，卻不盡

然能以殖民地統稱之。是以上述移植西方殖民醫學概念的

分析策略，隨著近十年來東亞近代醫學史研究的深化，其

不足之處益發明顯。特別是若將研究時限下拉至二戰結束

以後東亞地區的國際衛生活動，更可看出既有殖民醫學概

念的扞格。因此，重新界定殖民醫學本質與定義，在貫通

近代東亞現代醫學發展的歷史論述上，已是一個迫切需求。

本研究計畫包含五個子計畫，希望整合這些關於不同

東亞區域於不同年代的醫療與衛生史研究，對既有殖民醫

學概念進行反思。李尚仁的〈十九世紀上海英租界的西方

醫療與公共衛生〉，探討十九世紀中期至二十世紀初期上

海租界區西方人建立的醫療。何之行的〈十九世紀末二十

世紀初英殖香港的法律、公共衛生與治理性〉計畫，檢視

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期，香港公共衛生的法律與治理，

以及衛生規則的傳遞與實踐。王文基的〈帝國的疆界 : 清

末民初西方視野下的精神與神經疾病〉，探討 19 世紀末至

20 世紀中葉，在中國的西方人士關於中國精神與神經疾病

的討論與實作。巫毓荃的〈從殖民到後殖民 : 一個殖民精神

科醫生的精神醫學歷程〉研究，聚焦於臺北帝大精神科教

授中脩三，檢視其於殖民及後殖民時期的精神醫學工作。

劉士永的〈冷戰醫學？管窺二戰後東亞國際衛生之發展〉

計畫，則以東亞區域為範疇，分析冷戰時期此區域內的國

際衛生與防疫合作。

綜合五個子計畫研究成果，關於殖民醫學的本質與定

義，有一些重要發現。首先，各個研究皆指出殖民地衛生

與醫療的多樣性與複雜性。雖然種族主義、殖民主義與帝

國主義，作為當代主流意識形態，不可避免地影響醫學與

衛生行政的論述與實作，但醫療與衛生工作，仍享有某種

程度的自主性，而且必須主動或被動地順應各殖民地特殊

的自然與社會人文環境。其次，殖民地醫學對於西方醫學

並非只是單向地接收。所謂「中樞」與「邊陲」的關係，

遠比既有理解複雜，且有翻轉的可能。殖民地所提供的特

殊研究材料與環境，使位於邊陲的殖民地擁有某些相較於

中樞的優勢，甚至可能在如「比較」、「亞洲」、「國際」

等架構下，於殖民地建立與既有中樞有所差異的另一個中

樞。第三，從「殖民」到「後殖民」，並不是絕對的斷裂。

如後殖民時期興起的社會與文化精神醫學，在殖民時期即

已存在，而且在兩個時期中似乎具有某些共同的意義與功

能，而能吸引處於各種邊陲地位的研究者與實作者的關注。

另一方面，戰前某些舊殖民主義的特徵，則影響了冷戰時

期東亞地區的權力和國際衛生框架的全球配置。最後，本

計畫的各個子計畫都觸及了「東亞」的特殊性，指出關於

東亞所謂的「殖民醫學史」研究，進一步考察與省思的必

要性。

東華總理因為捐款賑災而得到清廷賞賜官銜，遂得以穿着官服接
待訪港的內地官員。此照片約攝於一八八五年，為身穿官服、頭

戴翎羽官帽的東華總理於東華醫院大禮堂合照。

來源：香港政府網站 https://www.info.gov.hk/gia/
general/201010/26/P201010260164_photo_1021649.htm

1894香港鼠疫後太平山街的清掃
來源：Wellcome Library Archive，歐美研究所何之行翻拍

Pacific Area - The Imperial Powers 1939
來源： 維基百科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cific_Area_-_     
The_Imperial_Powers_1939_-_Map_-_ru.svg

《精神科學與近代東亞》書封

主要參與人員：巫毓荃 1、李尚仁 1、王文基 1、何之行 2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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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的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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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科學的基礎知識以外，也不斷研究發明新科技以協助人類面對日益複雜的社會與環境問題，提升

人類永續生存的可能性。重要的研究成果例如參與分析 ATLAS 實驗中有關希格斯玻色子衰變為一對

底夸克的過程；對次細胞結構進行超解析率影像分析；發明可見光區的消色差超穎透鏡；超冷原子

量子氣體動力學研究；臺灣造山帶的力學研究；海水溫度對熱帶氣旋生成位置的影響；以及下一代

行動通訊效能最佳化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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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我們發現 PSPC1 高度表現在多數腫瘤組織，為

腫瘤轉移的關鍵因子，顯示 PSPC1 將可作為抗癌藥物研究的新治療靶標。另外，我們發現了纖毛生

成最起始步驟的關鍵蛋白 Myosin-Va，提供未來瞭解人類多種纖毛病變相關疾病的重要學理基礎。

除了生物醫學研究之外，我們亦揭露了一個植物學上長久以來的謎團－葉綠體（行光合作用的胞器）

內外膜蛋白運輸機組如何組裝在一起？我們發現 TIC236 為連接葉綠體內外膜蛋白運輸機組的橋梁，

進一步演化分析結果顯示，葉綠體蛋白運輸機組的骨架很可能是由細菌的蛋白分泌系統演化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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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醫療社會史的角度，探討麻風防治背後的國家政治、公共衛生、疾病隱喻

與個人生命之間的互動；以近代亞洲的整體脈絡為觀照視野，從多重角度探索中日戰爭的過程，以

及對戰後亞洲歷史走向的影響，探索亞洲各國之間脣齒相依、共生同榮的關係；藉由跨學科的對話，

研究「中國再起」的現象，對當代國際關係學界與政策界最有興趣的中國對外行為模式，進行創新

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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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S 實驗團隊通過希子制動輻射生產模式在 13 TeV 的質心能量中的 p-p 碰撞搜索標準模型希格斯玻色子衰變為一對底

夸克。這項搜索使用的數據樣本積分亮度是 79.8 fb-1。ATLAS 觀察到了 H → bb 衰變的證據顯著性是 4.9 標準偏差，而預

期的顯著性是 4.3 標準偏差。當此搜索結果與希格斯玻色子相同衰變通道的運行 1 和運行 2 中的其他搜索結果組合時，這

觀察（預期）的顯著性增加到 5.4（5.5）標準偏差。這個結果證實了希格斯玻色子衰變為一對底夸克。另外當此搜索結果

與 ATLAS 其他希子制動輻射生產過程搜索結果組合時，此搜索的觀察（預期）顯著性達到 5.3（4.8）標準偏差。

圖 1“0-lepton 2-jet” 類別的 BDT輸出分布。在高 BDT區域可
以看到數據比預測背景產量還要多。

ATLAS檢測器觀察到希格斯玻色子
衰變為一對底夸克

圖 3  在數據裡搜索到的 Z(          )H(          ) 信號候選其中之一的顯示圖。

圖 2  bb 噴射流系統的不變質量分布。灰色直方圖是預測的WZ
和 ZZ 背景貢獻。 紅色直方圖是測量的 H           信號。

這搜索分析對信號區域的 BDT 輸出分布以及控制區域

的其他分布執行全局擬合提取在H           衰變通道中的VH

產生信號。提取到的觀察（預期）顯著性為 4.9（4.3）標

準偏差。圖 2 顯示了這搜索分析的bb 噴射流系統的不變質

量分布。灰色直方圖是預測的WZ 和ZZ 背景貢獻。 紅色

直方圖是測量的 VH，H             信號。當此搜索結果與希格

斯玻色子相同衰變通道的運行 1 和運行 2 中的其他搜索結

果組合時，這觀察（預期）的顯著性增加到 5.4（5.5）標

準偏差。這搜索分析測量的希格斯玻色子 H             衰變事件

產率與標準模型預測到的比率為 1.01  0.12(stat.)+0.16-

0.15(syst.) 。另外當此搜索結果與 ATLAS 其他希子制動輻

射生產過程搜索結果組合時，此搜索的觀察（預期）顯著

性達到 5.3（4.8）標準偏差。這個結果證實了希格斯玻色

子衰變為一對底夸克，也證實了希子制動輻射的產生。圖

3 顯示了在數據裡搜索到的 Z(           ) H (             ) 信號候

選其中之一的顯示圖。

結論

背景

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在 2012 年被 ATLAS

和 CMS 實驗發現，當時的發現是透過規範玻色子（gauge 

boson）衰變頻道。從那時起 ATLAS 和 CMS 實驗分析了

更多數據並觀察到幾種標準模型預測的生產模式和衰變通

道。標準模型預測希格斯玻色子最常衰變為一對底夸

克（H         ），機率為 ~58%。在大強子對撞機 (LHC) 希

格斯玻色子主要生產模式是膠子融合（ggF），但是要在

LHC 透過膠子融合生產模式來檢測  H            衰變模式是相

當困難。原因是在大型強子對撞機裡，質子與質子的碰撞

即會產生大量成對的底夸克。 希子制動輻射（VH）是最敏

感的生產模式來檢測 H            衰變。該測量將可以約束整體

希格斯玻色子衰變寬度並且為搜索VH 生產模式提供最佳

靈敏度。 搜索  H              衰變也可將進一步驗證準模型預測

的質量產生機制。

方法

搜索H            衰變的信號事件必需具有兩個識別的b

夸克噴射流，並且最終狀態包 0,1 和 2 個帶電輕子（電子

或介子）來相應地針對            ,              和              衰變。這些

衰變的輕子提供了有效地觸發信號並拒絕背景的方法。為

了提高搜索靈敏度，每個輕子通道的選定事件被分成幾個

類別於矢量玻色子的橫向動量以及最終狀態下的重建噴流

的數量來決定。這搜索分析也定義幾個控制區域以幫助確

定主要背景的估計與建模。

這個分析運用多變量判別式（Boosted Decision Tree, 

BDT）和信號的幾個屬性將信號與背景分離。信號的屬性

包括希格斯粒子衰變的b 夸克噴射流中的b 強子的長壽命，

以及在bb 噴射流系統不變質量分布上形成的共振。圖 1 顯

示了 “0-lepton 2-jet” 類別的 BDT 輸出分布。在高 BDT

區域可以看到數據比預測背景產量還要多。

ATLAS Collaboration、 王嵩銘 1、 Adrian Buzatu1、王蔚 2,1 

1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2 南京大學

論文發表出處：

"Observation of  H       bb  Decays and VH Production with the ATLAS Detector," 

Physics Letter B 786 (2018): 59-86. DOI : 10.1016/j.physletb.2018.09.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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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端附屬物（DAP）為中心粒遠端所突出的奈米級葉片狀結構，其功能與調控纖毛生長並和構成纖毛閘門及分子篩選有關。

本研究中，我們透過超解析螢光影像建構出 16 種中心粒遠端蛋白之定位分布。令人驚訝的是，DAP 除了為葉片狀外，更

形成錐形結構。其中，於兩葉片之間的區域，我們定義一個新的空間，稱之為遠端附屬物基質（DAM）。具體而言，本研

究發現 CEP83，CEP89，SCLT1 和 CEP164 構成葉片的主體，CEP83 分布在根部，CEP164 則延伸到葉片頂端附近。FBF1

則是位於 DAM 的頂端，靠近纖毛外膜。值得注意的是，有別於 CEP164 與纖毛生長有關之功能，FBF1 則是與跨膜蛋白進

出纖毛機制有關。因此，我們的研究結果重新定義了 DAP 的結構和功能。

楊東霖 1、鍾穎文 1、王琬菁 3、G. Mazo4、 B. Tanos5、陳正民 1、T.M.N. Tran1、陳一德 1、翁瑞鴻 1、黃佳恩 1、簡萬能 6、鄒孟甫 4 、廖仲麒 1,2

1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2 國立臺灣大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程、3 國立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4 美國紀念斯隆 - 凱特琳癌症中心細胞生物學學程、5 英國癌症研究院、6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Super-resolution Architecture of Mammalian Centriole Distal Appendages Reveals Distinct Blade and Matrix Functional 
Components,"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018): 2023. DOI: 10.1038/s41467-018-04469-1.哺乳類中心粒遠端附屬物的超解析結構

背景

遠端附屬物（DAP）為脊椎動物中心粒遠端周圍突出

的 9 對稱葉片結構，並且與纖毛形成有密切關聯。過去研究

發現 CEP83，CEP89，SCLT1，CEP164 和 FBF1 能夠於纖毛

形成之前表現並已出現於中心粒遠端附屬結構。然而，過去

藉由電子顯微鏡（EM）尚無法清楚的定義 DAP 的形態且亦

不了解 DAP 如何作為纖毛根部的屏障，主要是因為每個葉

片之間的間隙足夠大，允許許多物質通過而幾乎沒有阻礙。

因此，DAP 可能僅僅作為纖毛外膜的結構穩定功能或與纖

毛內運輸（IFT）機制有關。另外，由於電顯的成像限制，

僅僅觀察葉片輪廓可能無法真正反映 DAP 的完整架構。

結果與討論

透過超解析顯微分析，我們揭示了中心粒 DAP 和纖毛

底部周圍的分子定位，彌合了過去存在於結構生物學和細

胞生物學之間的資訊斷層。此研究針對中心粒和纖毛相關

等 12 個重要的分子結構進行超解析影像分析，獲得遠端附

屬物的排列架構（圖 1）。此外，除了其外觀為葉片狀外，

我們發現 DAP 為一個圓錐形結構，且於九個遠端附屬物葉

片（DAB）之間，也存在了遠端附屬物基質，我們稱之為

DAM。DAB 和 DAM 具有不同的分子組成與功能。 DAB 包

含 CEP164，SCLT1，CEP89 和 CEP83，它們都在纖毛生長

階段扮演重要角色，而在 DAM 上所觀察到大量的 IFT 蛋白

和 FBF1，則是與跨膜蛋白進出纖毛底部調控功能及形成交

界複合物相關。

在 DAB 之間大量累積 IFT88 分子表示該區域中獨特的

分子排列。為了使蛋白分子大量集中或分布於細胞的特定

區域，以致於讓分子進出或附著和分離，該區域必須具備

屏障結構，或者存在某些結構能與蛋白質分子結合。雖然

FBF1 和 IFT88 在電顯觀察研究下，該區域相對空洞或電子

密度較低。然而，我們的研究結果推斷該區域並非空的，

而是具有能夠空間上限制蛋白質分子以形成 DAM 的基質，

其並非任何定義的結構（圖 2）。

這項研究結果進一步幫助我們了解過去所發現的

SCLT1，CEP164 和 FBF1 之間的階層關係。SCLT1 為 FBF1

和 CEP164 的上游組成分子，以幫助 FBF1 和 CEP164 處

於中心粒頂端，但實際上卻都是獨立的。因此，在缺少

FBF1 分子與缺少 SCLT1 分子的情況下，導致完全不同的

結果，缺少 SCLT1 分子則造成 FBF1 和 CEP164 從中心粒

去除。本研究與過去所謂“非線性”階層關係之觀察結果

是一致的。SCLT1 和 CEP164 都是 DAB 的組成分子，當移

去這些分子則會直接阻礙纖毛生長。反之，FBF1 位於遠端

附屬物基質中，缺少 FBF1 並非完全破壞纖毛生長，而是

影響纖毛成熟或功能維持以及纖毛外膜的完整性（圖 3）。

我們過去的研究發現 SCLT1 作用於 CEP164 的上游，

而我們的超解析影像分析顯示 SCLT1 則被 CEP164 夾在其

中或是圍繞。雖然 CEP164 早期存在於中心粒頂端必需透

過 CEP83 和 SCLT1 分子，但 CEP164 最終形成的定位結構

則可能與早期的機制不同。特別地，CEP164 分子具有捲

曲螺旋結構域能夠進行自聚合。也就是說，在沒有 CEP83

和 SCLT1 的情況下，CEP164 分子無法存在於中心粒。然

而，一旦 CEP164 處於中心粒，它們可以通過蛋白與蛋白

相互作用或自聚合過程補充其他的 CEP164 分子。因此，

本研究乃提出一個以超解析影像為基礎的 DAP 結構，此框

架存在某些核心分子以進行其他分子的募集與組裝，形成

最終的 DAP 系統。

圖 1  中心粒遠端附屬物（DAP）蛋白之超解析顯微分析。
       （a）dSTORM超解析影像顯示各種 DAP分子的徑向分布。
        （b）CEP164，SCLT1，CEP83，Cby1，CP110和 C2CD3單色超解析影像與電子顯微圖之重合分析。

圖 2  IFT88三維定位影像顯示遠端附屬物基質 (DAM)之存在。
(a，b)三維雙色超解析分析顯示 IFT88蛋白可存在於兩相
鄰 SCLT1之間的區域。(c，d)相鄰 DAB之間的區域定義
為DAM。(e)基於徑向和軸向觀察所重建之三維DAP模型，
其包含 DAB，DAM，纖毛軸絲和纖毛膜上的分子分布。

圖 3  FBF1於纖毛膜和細胞膜交界處，負責調控跨膜蛋白進出
纖毛之功能與機制。



數理科學組

40 41

摘要

超穎介面是由奈米天線組成的平面光學元件，具有調控入射光波前的能力，已經有許多的光學應用，例如全像片、偏振產

生器、偏振檢測器和可調式相位調製器等。對於彩色成像和顯示應用而言，色差的校正是一大難題，而超穎介面的色差是

源自不同波長對於奈米天線有不同的共振響應。我們利用介電質氮化鎵為材料，設計一系列集成共振單元來補償相位需求，

從而實現可見光波段（400 至 660 奈米）的消色差超穎透鏡。也在實驗中證明此透鏡可以完全消除色差，讓工作波段中的

任意波長入射光聚焦到同一平面，平均效率於整個可見光中約為 40％，並展示了基於此元件的全彩成像實例。

王漱明、吳品頡、蘇文生、賴胤傑、陳沐谷、郭信佑、陳柏翰、陳郁涵、黃子庭、王榮熙、林瑞明、管傑雄、李濤、王振霖、祝世寧、蔡定平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出處：

"A Broadband Achromatic Metalens in the Visible," Nature Nanotechnology 13 (2018): 227-232. DOI: 10.1038/s41565-017-
0052-4.可見光寬頻消色差光學超穎元件

刻作超構表面 (Metasurface) 是由許許多多次波長遠

比光小的微細結構所組成的平面光學元件，具有新穎調製

光的能力，可用於實現各種現有的光學元件，例如全像片、

偏振產生與檢測、異常反射表面等。具有雙曲線相位分布

的刻作超構介面可將入射光聚焦到一個點，稱之為刻作超

構透鏡 (Metalens)，它可利用半導體材料來製作，並擁有

相當高的工作效率。傳統的透鏡是由透明光學材料所構成，

利用在材料中傳遞時的相位累積與其介面的彎曲來操控光

線聚焦，而刻作超構透鏡是採用人工設計的奈米微細結構

組成的超薄平坦表面，能以更緊湊地作結構排列來控制侷

域的相位延遲，從而聚焦入射光。然而，目前發表的刻作

超構透鏡研究中，都是針對單一波長所設計的，在寬頻光

的應用中會顯現出強烈的色差，傳統光學單一透鏡亦具有

這個問題。所謂的色差是指不同波長的光聚焦在不同的平

面時影像邊緣色散的現象，會影響成像品質，目前商業產

品中，為了解決色差問題，是使用一系列透鏡組合來做光

線校正，最基本的是雙透鏡組，透過兩種色散能力不同的

玻璃材料組合而成，因此其體積與重量都很大。

我們結合集成共振單元（integrated-resonant unit，

IRU）與 Pancharatnam-Berry (PBP）相位調製方法，成功

地實現了可見光全波段的寬頻消色差刻作超構透鏡。透過

精確的設計並排列適當的集成共振單元，不同尺寸的集成

共振單元對於不同波長的入射光提供一系列相對應的相位

補償，讓工作波段中所有波長的光都能聚焦在同一個平面

上。此穿透式可見光寬頻消色差刻作超構透鏡使用了低損

耗的半導體材料氮化鎵（GaN），實驗示意圖如圖 1 所示，

從電子顯微鏡照片可觀察到不同設計的奈米結構，包含各

種不同尺寸的正結構與負結構，具有非常高的深寬比，奈

米柱高達 800 奈米，而奈米柱的最小線寬只有約為 50 奈

米。從實驗結果可以觀察到從波長 400 奈米到 660 奈米的

入射光最強聚焦的位置都一致，證實在這個波段中了沒有

色差，如圖 2 所示。更進一步地，我們利用此刻作超構透

鏡展示了全彩色成像，證明了這個消色差刻作超構透鏡的

實用價值，如圖 3 所呈現的全彩圖片。

刻作超構透鏡具有輕巧、體積微小、精度高、剛性強、

低能耗、厚度極薄、易於電子電路和軟體集成、可使用半

導體製程製作與易於與光感測器整合等優點，將可用於機

器人視覺、人臉辨識、自動駕駛車輛、車用感測、無人飛

機偵測、量子光源和虛擬實境等光學應用。

圖 1 可見光寬頻消色差超穎透鏡示意

圖 2  可見光波段之聚焦剖面實驗結果

圖 3  全彩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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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236連結葉綠體內外膜蛋白運輸機組

摘要

葉綠體是由雙層膜構造包圍起來的胞器。葉綠體的蛋白大部分在細胞質合成，再藉由位在葉綠體外、內膜的 TOC 和 TIC

蛋白運輸機組運送至葉綠體內；然而，TOC 和 TIC 蛋白運輸機組如何組裝在一起並不清楚。本研究發現一個新的 TIC 成

員“TIC236”，它是嵌在內膜上的蛋白，其Ｃ端延伸至內、外膜的間隙中，並與外膜孔道蛋白 TOC75 有直接結合。將

TIC236 剔除，會導致植物胚胎死亡。而在 TIC236- 減少表現的突變植物中，與 TOC75 結合的內膜孔道蛋白 TIC20 較少，

TOC-TIC 超級複合體的含量也變少，導致蛋白運送進入葉綠體的速度變慢。TIC236 的大小與蛋白特性暗示：在內、外膜之

間，一座長且穩定的蛋白橋梁對蛋白運送進入葉綠體是必要的。此外，演化分析結果顯示，在整個植物群的演化過程中，

TIC236 和 TOC75 有共同演化的現象，推測葉綠體蛋白運輸機組的骨架是由細菌的蛋白分泌系統演化而來。

陳奕霖、陳麗貞、朱瓊枝、黃柏凱、溫婕如、李秀敏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TIC236 Links the Outer and Inner Membrane Translocons of the Chloroplast", 

Nature  564 (2018): 125-129. DOI: 10.1038/s41586-018-0713-y.

葉綠體演化自內共生的格蘭氏陰性細菌 - 藍綠菌。在

演化的過程中，內共生體逐漸地將其基因轉移到宿主的核

基因組。大部分的葉綠體蛋白在細胞質合成，轉譯後經由

雙層膜上的 TOC 和 TIC 運送進入葉綠體。而 TOC 和 TIC 運

輸機組如何組裝在一起，成了葉綠體蛋白運送的最大謎團。

為了尋找葉綠體蛋白運輸機組的新成員，並避免葉綠

體含量豐富的光合作用蛋白的干擾，我們萃取白色體的膜

系後，以 TOC75 的抗體進行免疫沉澱，再利用質譜儀分

析與 TOC75 共同被免疫沉澱下來的蛋白；發現除了一些

已知的 TOC 和 TIC 成員外，還偵測到一個新的蛋白，並將

之命名為 TIC236。TIC236 的 N 端有一段訊息胜肽和穿膜

區，而 C 端則有一個很大的水溶性蛋白區域。實驗結果顯

示：TIC236 是個穿膜的內膜蛋白，其Ｃ端位於內、外膜的

間隙；TIC236 會與 TOC 和 TIC 蛋白成員間結合在一起，

且在 TOC-TIC 超級聚合體裡，可偵測到 TIC236 （圖 1）。

TIC236 剔除的突變植物會導致胚胎死亡。而在兩個 TIC236

降低表現的突變植物中，都有嚴重的生長缺失表徵，同時

葉綠體蛋白的運送能力也顯著下降 （圖 2）。

由序列比對結果顯示，TIC236 與 E. coli 的 TamB 是同

源蛋白。TamB 利用 C 端的 DUF490 區塊與外膜上 TamA

的 POTRA 區塊結合，而 TamA 又是 TOC75 的同源蛋白。

如同 TamB， TIC236 之 C 端也有一個 DUF490 區塊，於是

圖 1    TIC236是一個穿膜的內膜蛋白，也是 TOC–TIC超級聚合體的一員。
a, TIC236的蛋白質構造示意圖 . TP (白方格 )，訊息胜肽；TM (灰方格 )， 穿

膜區塊。b, 將葉綠體 (Ch)分層：外膜 (OM)、內膜 (IM)、基質 (S)和類囊膜

(Thy)，顯示 TIC236位於內膜。c, 利用 alkaline extraction將葉綠體分為沉澱

物 (pellet)和上清液 (sup)，証明 TIC236為穿膜蛋白。d, 葉綠體 (左邊第一行 )

以 thermolysin (T-lysin)或 trypsin處理，以分析 TIC236座落位置。 e, TIC236 

與其他轉運蛋白共同被免疫沉澱 (IP)。f, 以蔗糖密度梯度分層 , TIC236與運送中

的 [35S]prRBCS 及其他轉運蛋白位在同樣位置。g, 以 2D BN-PAGE分析，顯示

TIC236與 TOC75及 TIC20位於同一聚合體。

圖 3  TIC236 直接與 TOC75結合，且 tic236 突變植物的葉綠體其 TOC-TIC 
超級聚合體含量降低。

            a, TOC75的 POTRA1+2+3-His6可在試管中直接拉下 GST–DUF490。b, TOC75與 

TIC236在葉綠素體中有直接碰觸。c, 在 tic236 突變植物葉綠體中較少的 TIC20

可與 TOC75結合。d, 在 tic236 突變植物葉綠體中較少的前驅蛋白可與 TOC-TIC 

超級聚合體結合。

圖 4   TIC236 與 TOC75的演化關係
a, TIC236 的 DUF490 和 TOC75 的 POTRAs 共同演化。r, Pearson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ne-sided t-test. b, E. coli  和 Borrelia burgdorferi 的 TamB–TamA

和 TamB–BamA系統，以及藍綠菌與葉綠體的 TIC236–TOC75系統示意圖。

我們利用離體外表現的重組蛋白，測試 TIC236 和 TOC75

之間的交互作用，由 pull down 的分析結果，顯示 TIC236 

的 DUF490 確實與 TOC75 的 POTRAs 之間有交互作用；進

一步以化學交聯劑 -SMCC 處理完整的葉綠體，由於 SMCC

的臂長只有 8.3 Å，相當於一個氨基酸 side chain 的長度，

蛋白質之間的距離要相當近，才會產生共價鍵結；我們的

結果也顯示，TIC236 和 TOC75 會被 SMCC 共價鍵結在一

起。由此可知，在葉綠體中，TIC236 和 TOC75 之間確實

有直接的接觸。我們的其他證據也顯示，在 TIC236 降低表

現的葉綠體中，其 TOC-TIC 超級複合體的量變少，且 TIC

複合體中的孔道蛋白 -TIC20，被 TOC75 共免疫沈澱下來的

量也較少（圖 3）。因此，我們得到的結論是：TIC236 是

連結葉綠體內外膜蛋白運輸機組的橋梁。

若 TIC236 和 TOC75 在植物的演化過程中也有共同演

化的現象，將可提供進一步的證據，以支持這兩個蛋白在

功能上有交互作用。因此，我們將 48 個具代表性物種—

包含藍綠菌、紅藻、綠藻和陸生植物—的 TIC236 同源蛋白

的 DUF490 和 TOC75 同源蛋白的 POTRA 胺基酸序列進行

比對，並以 MirrorTree 伺服器進行演化分析，結果顯示這

兩個蛋白的演化樹具有高度的關聯性（r = 0.943, P < 10-6）

（圖 4），由此結果，我們推測自藍綠菌到陸生植物，其

DUF490 和 POTRAs 有共同演化的現象。此結果也暗示葉

綠體蛋白運輸機組的骨架，是由藍綠菌中的 TIC236-TOC75

同源蛋白複合體演化而來，此複合體與變形菌的 TamB-

TamA 蛋白分泌系統也具有相關性；其它葉綠體運輸機組

的成員，如 TIC 的孔道蛋白和基質 chaperon ATPase 是演

化後期被引入，其它成員如 TOC159 和 TIC110，則是演後

後期演化出來的蛋白，最終建構成目前的葉綠體運輸機組。

圖 2   tic236 突變植物表型
a, TIC236 基因結構示意圖。ATG為轉譯的起始點，exon以黑色方框標示、

intron以白色方框標示。T-DNA或轉位子嵌入的位置以白色三角形標示。b, 

tic236-1 異形合子 (tic236-1 +/− ) 和野生型 (Col) 植物的果莢。c, tic236-2  和

tic236-3  突變植物的葉片型態，Col 和No-0 分別為對應的野生植物。右上角之
小圖為 24天大植株。比例尺 (紅線 )為 1 cm。d, tic236-2 或 tic236-3 的葉綠體
運輸前驅蛋白 (Tr) 的能力降低。 pr為前驅蛋白；m為運入葉綠體後的成熟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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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開肌凝蛋白Myosin-Va參與纖毛生成
起始機轉之謎

摘要

人體細胞纖毛是由維管絲所組成的重要胞器，執行各式各樣的生物功能。有缺陷的纖毛，會造成各式各樣遺傳疾病，如視

覺 / 聽覺障礙，腎臟功能缺損，器官左右錯置，及影響腦部及器官的發育等。我們研究室找到了纖毛生成最起始步驟的關

鍵蛋白 Myosin-Va，並揭開 Myosin-Va 參與調控纖毛生成的分子機轉。此重要的發現，對於我們研究纖毛初始形成的過程，

及未來瞭解人類多種纖毛病變相關疾病提供重要學理基礎。

吳千鼎 1,2、陳歆怡 2、唐堂 1,2

1 中央研究院與陽明大學─臺灣國際研究生跨領域神經科學學程、2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Myosin-Va Is Required for Preciliary Vesicle Transportation to the Mother Centriole During Ciliogenesis"

Nature Cell Biology  20 (2018): 175-185. DOI: 10.1038/s41556-017-0018-7.

人體細胞纖毛是由維管所組成的重要胞器，纖毛

從細胞內部向外延伸至細胞外並執行各式各樣的生物功

能。有缺陷的纖毛，會造成多種遺傳疾病，如視覺 / 聽覺

障礙，腎臟功能缺損，器官左右錯置，或是影響腦部及

器官的發育。這些各式各樣的疾病我們統稱為纖毛病變

（Ciliopathy）。人體內大多數的細胞都具纖毛，而纖毛

形成的過程受到精準微細的調控，並依不同細胞類型經由

胞內機制或胞外機制而形成。當外在刺激誘發細胞開始啟

動纖毛形成時，首先會觀察到數個小的纖毛前囊泡 (PCV)

被運送到中心粒頂端，並逐漸聚集後融合成一個大的纖毛

囊泡 (CV)。 接著由中心粒的軸絲 (Axoneme) 向上延伸推

擠纖毛囊泡，促使纖毛囊泡伸長形成外膜 (ciliary sheath)

以及包覆軸絲的內膜 (Ciliary shaft)。纖毛囊泡不斷向上延

伸，最後外膜會與細胞膜融合，而包覆內膜的軸絲會向外

延伸，最後形成突出於細胞膜外的纖毛。過去科學家對纖

毛的結構已十分瞭解，但參與纖毛生成最起始步驟的關鍵

蛋白一直未被發現。此關鍵蛋白如何將前囊泡運輸到中心

粒上，並進而開啟纖毛生成過程，一直是個謎。

我們研究發現 Myosin-Va 是一個用來辨識纖毛前囊

泡，囊泡以及纖毛外膜的重要標記蛋白（圖 1），並發現

Myosin-Va 所參與纖毛生成起始步驟，普遍存在於不同型

態的纖毛細胞，例如人類視網膜色素上皮細胞 (RPE1)，小

鼠成纖維細胞 (NIH3T3)，及小鼠內髓收集管細胞 (IMCD3)

等（圖 2）。

圖 1  利用相對螢光光學和電子顯微鏡技術，我們發現 Myosin-Va蛋白位於纖毛前囊泡 (preciliary vesicle)，囊泡
(ciliary vesicle)以及纖毛外膜 (ciliary sheath)上。

圖 2  利用 3度超高解析顯微鏡技術（3D-SIM），我們發現 Myosin-Va可利用胞內機制
(intracellular pathway)或胞外機制 (extracellular pathway)參與不同細胞纖毛形成。

圖 3  Myosin-Va蛋白參與纖毛初始形成之機轉模型

首先 Myosin-Va 將前囊泡運送到細胞中心體周邊區

域，是透過 Dynein 動力蛋白以及細胞內維管骨架。緊接

著，在到達中心體周邊區域後 Myosin-Va 再藉由分支型肌

動蛋白網絡 (branched actin networks) 將纖毛前囊泡運送

到中心粒頂端，繼而完成前囊泡輸送（圖 3）。上述研究

成果已發表在 2018 年國際知名學術期刊《自然細胞生物

學》（Nature Cell Biology）。此篇論文的重要性，在於

找到纖毛生成最起始步驟的關鍵蛋白 Myosin-Va，並揭開

Myosin-Va 參與調控細胞纖毛生成的分子機轉。此重要的

發現，對於我們研究纖毛初始形成的過程，及未來瞭解人

類多種纖毛病變相關疾病（Ciliopathy）提供一個分子機

轉的學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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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癌細胞本身有利的生長環境，造成腫瘤細胞惡化轉移。

因此，PSPC1 是 TGF- β1 在癌症惡化進程中扮演不同角色

功能的主導者（圖 3）。

結論

我們發現許多後期腫瘤細胞會過度表現新穎致癌基因

Paraspeckle component 1 (PSPC1)，而 PSPC1 能主導癌細胞

癌化轉型、癌幹細胞化及活化「轉化生長因子-β1」（TGF-β1）

癌轉移功能，造成腫瘤細胞侵襲轉移的全新分子機制。因

此，PSPC1 是癌細胞重新編程（reprogramming）惡化轉移

的主導調控基因。此項研究成果不僅對於腫瘤細胞癌化進程

提出新觀點，PSPC1 更是抗癌新標的，提供抗癌策略及製藥

的一項新契機（圖 4）。了解 PSPC1 主導下游致癌基因重新

編程轉錄的分子機轉，對癌症藥物研發，有重大助益。抑制

PSPC1 表現可以降低癌細胞生長和擴散，為未來抗癌症藥物

發展之新穎標的。

論文於 2018 年 3 月 28 日發表於國際生物醫學界著名

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Nature cell biology, 20 (4), 479-

491.），同時獲選為期刊重點論文，以 news & views 專文介

紹。

PSPC1是腫瘤細胞惡化編程的主導者

摘要

惡性腫瘤的侵襲和轉移，是造成癌症病患死亡的主因。團隊證實 Paraspeckle component 1 (PSPC1) 高度表現在多數腫瘤

組織。PSPC1 增加癌上皮細胞間質轉化及癌幹細胞化，使癌細胞增生、侵襲及轉移。有趣的是，TGF- β依癌症進程扮演不

同功能。對正常細胞，TGF- β能抑制細胞增生調節平衡，但對癌細胞反而促進癌細胞增生、侵襲及癌轉移。PSPC1 增加

Smads 蛋白相互作用，即是腫瘤惡化及 TGF- β編程的主導者。此研究揭開癌細胞轉換 TGF- β訊息傳遞增加癌化的的重要

機制，對癌症藥物研發有重大助益。

周玉山 1,2,3,4,5、葉希文 1,2、許恩旗 1、李思碩 1,3、藍耀東 1、林育嬋 1,2、張婕妤 1,3、李思儀 1,2、古德倫 1、施柔合 1,4、何俊明 1,5、

陳建鋒 6、陳炯東 7、杜邦憲 1、鄭敬楓 1、陳瑞華 8、楊瑞彬 1

1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2 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3 分子醫學學程（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及陽明大學生命科

學院）、4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學程（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及臺灣大學生命科學院）、5 中央研究院生物資訊國際學程、
6 國立陽明大學基因體中心、7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技與製藥研究所、8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PSPC1 Mediates TGF-beta1 Autocrine Signalling and Smad2/3 Target Switching to Promote EMT, 
Stemness and Metastasis,”Nature Cell Biology  20 (2018): 479-491. DOI: 10.1038/S41556-018-0062-y

背景

惡性腫瘤的侵襲和轉移，是造成癌症病患死亡的主因。

為了找出細胞癌化的關鍵因子，團隊利用全基因體分析，

尋找腫瘤組織有基因套數變異、表現異常且與病人存活率

相關的癌基因。而 PSPC1 座落於染色體 13q12.11 在許多

惡性腫瘤組織中會大量表現，而且過度表現 PSPC1 與癌症

病人較差的存活率相關（圖 1）。我們發現當表現 PSPC1

於細胞中時，可增加癌細胞上皮細胞間質轉型 （Epithelial-

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及癌症幹細胞特性 (Cancer 

stem cells, CSC)，也促使癌細胞增生、侵襲以及轉移（圖2）。

當細胞癌化及腫瘤細胞轉移時，活化「轉化生長因子 - 

β1」（TGF-β1）訊息傳遞是癌轉移的關鍵機制。但是 TGF- 

β1 扮演的角色功能，依癌症惡化進程而有所不同。對正常

細胞而言，TGF-β1 能抑制細胞增生，調節平衡細胞生長機

制。相反的在癌細胞中，TGF- β1 反而促進癌細胞增生、侵

襲及癌轉移。在晚期腫瘤組織中，發現大量 TGF- β1 表現

即為佐證。但科學界對 TGF- β1 於細胞的雙面角色長期無

法了解。團隊利用整合基因體分析發現，PSPC1 就是癌細

胞內 TGF- β1 訊息重新編程 (reprogramming) 的主導者。

當細胞表現低量 PSPC1 時，TGF- β1 抑制細胞增生；但當

癌細胞大量表現 PSPC1 時，PSPC1 同時增加 Smads 蛋白

交互作用及 TGF- β1 表現，增強 TGF- β1 癌轉移訊息傳遞，

圖 1  PSPC1 大量表現在高分期的乳癌和肺癌病人組織，且和癌症
病患的預後不良相關呈現正相關。

圖 2  利用核糖核酸技術抑制 PSPC1表現，可有效降低人類癌細
胞（A549, MDA-231, PC3）以及自發性肺癌小鼠癌細胞 (KP)
的細胞移動，癌幹細胞生成以及癌轉移。

圖 4  PSPC1是主導細胞癌化的關鍵基因，調控癌細胞 TGF- β訊
息重新編成的關鍵因子，抑制 PSP1表現能大幅降低癌細胞
生長及擴散。

圖 3  PSPC1參與調控 TGF- β1表現，並與轉錄因子 SMADs於細
胞核內交互作用，並進一步調控 TGF- β訊息傳遞路徑。降
低 PSPC1表現可將 TGF- β引發的細胞移動扭轉為細胞凋亡，
進一步抑制腫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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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

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

摘要

本書研究中國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的麻風防疫運動。主要的研究對象為麻風醫生，這是 1950 年代由國家強制指派而成的

一個高度汙名化的醫療專業。他們在連年動盪、民生凋敝的三十年間，於 1980 年將中國的麻風盛行率降到萬分之一以下，

達成世界衛生組織的消滅標準。

本書的研究直指一個醫療社會史的問題：我們該如何評估疫病防治的成效、代價與影響？本書將此研究問題放入中國的「後

帝國實驗」脈絡中，探究麻風防治背後的國家政治、公共衛生、疾病隱喻與個人生命之間的互動糾纏，並檢視中國的衛生

成就帶給世人甚麼意義？

劉紹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書發表出處：

《麻風醫生與巨變中國：後帝國實驗下的疾病隱喻與防疫歷史》臺北：衛城出版 （2018 年），512 頁。

本書研究中國社會主義集體化時期的麻風防疫運動。

主要的研究對象為麻風醫生，這是 1950 年代由國家強制指

派而成的一個高度汙名化的醫療專業。他們在連年動盪、

民生凋敝的三十年間，於 1980 年將中國的麻風盛行率降到

萬分之一以下，達成世界衛生組織消滅麻風病的標準。

本書的研究直指一個醫療社會史的問題：我們該如何

評估疫病防治的成效、代價與影響？本書以文獻中少見的

麻風醫生為研究焦點，將研究提問與分析面向放入中國社

會主義的「後帝國實驗」，探究疫病防治背後個人生命與

國家政治、公共衛生和疾病隱喻之間的互動糾纏。中國社

會主義革命高舉人道主義而展開麻風防疫，在專業人力與

醫療知識皆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在有限期間內便達成舉世

矚目的衛生成就？透過這些問題的回應，本書得以深化我

們對於國家與衛生防疫的認識，瞭解中國究竟付出了甚麼

代價？中國的衛生成就帶給世人甚麼意義？

這本歷史意味濃厚的書，源於筆者在民族誌田野調查

過程中產生的問題意識，歷經十多年的跨學科研究而完成。

最初的人類學關懷，是在田野中看到一個 1949 年後才成形

的專業醫療群體，困惑為何眾多的局內人異常低調、甚至

不願談及往事？筆者也發現在 1949 年後的官方歷史和醫療

相關書籍的敘事中，都將中國的麻風防疫成果歸諸於中共

的人道主義與衛生成就，對於過去的教會醫療貢獻或民國

時期的衛生建設採取否定的立場。

為了研究這些問題，本書試圖從各種文字記述與口述

訪談中，挖掘與重構以人為本的歷史過程，並分析與詮釋這

段歷史對於我們理解現況的意義。本書提出三個主要的論

點：第一，透過分析與定位 1949 年後中共的後設史觀與社

會實驗，我們得以看出此期中國集體對於歷史、西方教會、

蘇聯影響、醫學知識系譜、發展典範的論述與實作方向，以

及眾人對此論述的擁護、配合與矛盾的情緒。第二，無論中

國的歷史論述如何斷裂，從醫學制度、醫療機構、醫學教育

及教材語言、衛生發展藍圖等觀之，1949 年後的中國在否

認史觀和蘇聯化技術移植的困惑中，實際上是承襲了多重歷

史影響的醫療專業人員，銜接起斷裂，讓中國的麻風防疫得

以在教會與民國時期的各種衛生基礎建設上，繼續往前走，

並發展出中國的基層衛生特色。第三，過去關於中國集體時

期基礎衛生的研究，多強調醫療下鄉的政治意涵及成就、農

村基層醫療衛生的專業化、疫病的防治動員效果等科學下鄉

的正面意義。在麻風防疫上，本書卻指出此期中國基層衛生

的普及呈現出科學主義的一刀兩刃：基於傳染病的科學知識

而推行有效的防疫實作與醫療下鄉，以及因恐懼傳染而衍

生的科學防疫迷思。中國麻風防疫中的科學主義及其汙名效

應，不僅是關懷患者處境的重要面向，也是理解麻風醫生的

政治、專業與當前防疫困境的關鍵，更呈現出長久以來公共

衛生防疫與個人自由的公共性爭議。

                              書籍封面

麻風康復者下山購物後得爬回隔離在山頂上的

麻風村。來源：劉紹華攝。

麻風醫生向病人提供衛教。來源：張桂芳提供。

1909年 8月第二屆國際麻風大會在挪威伯爾根召開，第四排左起第三位為中國代表鄭豪醫師。來源：Bergen City Museum/
Leprosy Museum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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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

摘要

1937 至 1945 年間的中日戰爭，在 20 世紀人類歷史的脈絡裡，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遺憾的是，相關研究的認識基礎，

往往出於國族主義的視角，向來「各說各話」，難能建立與戰爭相關各國間的歷史共識，彼此的和解與共生，無從談起。

本書作者群，來自臺灣海峽兩岸、日本、韓國、歐美，以及印度、緬甸、越南、馬來西亞等周邊鄰國，努力於跨越國界、

國族主義情懷的立場，以近代亞洲的整體脈絡為觀照視野，從多重角度探索中日戰爭的過程，以及對戰後亞洲歷史走向的

影響，探索亞洲各國之間脣齒相依、共生同榮的關係。

黃自進、潘光哲主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書發表出處：

《中日戰爭和東亞變局》臺北：稻香出版社 （2018 年），996 頁。

背景

中華民國與大日本帝國在 1937 至 1945 年之間的戰爭

（以下簡稱為「中日戰爭」），在 20 世紀人類歷史的脈絡

裡，占有不可忽視的重要地位，眾所公認；這場戰爭的起

源、經過和影響，自是研究繁多。遺憾的是，相關研究的

認識基礎，不免流於國族主義（nationalism）的視角，與

戰爭相關各國之間的歷史共識，始終難可建立，往往是「各

說各話」。歷史共識既然遙若參商，彼此之間和解共生的

可能空間，無從談起。本書集結來自臺灣海峽兩岸、日本、

韓國、歐美，以及印度、緬甸、越南等亞洲周遭鄰國，以

跨越國界的學術互動，將國內與東亞、南亞、西方等區域

學者聯繫起來，藉由不同觀點的客觀學術論辯，從而揭示

了多元繁複的歷史圖象，不僅促使中日戰爭研究得以更上

一層樓，亦可為我國學術界領導中日戰爭相關研究的學術

地位，奠定基礎。

內容概述

本書收錄 28 篇論文，以 5 大主題探討東亞在中日戰爭

時的變局。

第一個主題「戰火下的社會經濟體制及其孑遺」，分

別就中日戰爭期間與宗教、社會與經濟等領域相涉的課題，

探討戰爭砲火對於中國社會的衝擊。研究主題不僅涉及戰爭

期間的面向，亦觸及國共勢力消長與戰後中國經濟的重建。

第二個主題「戰時黨政軍的多元面向」，論及戰爭為

何會在華北發生？國民政府又如何應戰？如何解讀抗戰初

期的國共合作抗日？戰爭又對國民政府的黨政體制造成何

種具體影響？以及戰爭對國共兩黨民族政策的衝擊等。冀

望探討中國為因應「備戰」、「應戰」及「戰後」各不同

階段的時勢需求，所曾戮力的各種抗敵及善後工程。

第三個主題「戰爭與國際折衝」，戰爭時期的國際外

交，亦是中日雙方另一較勁的戰場，尤其是戰爭初期，中

國如何爭取國際奧援以及維護對外運輸管道，乃是能否堅

持抗敵的首要工程；而日本在戰爭末期因敗象已顯，為能

儘早脫離中國戰場與專心對付英美，日本改拉攏蘇聯，冀

望借用蘇聯來停息中日間的戰火。

第四個主題「戰後內外局勢的構思及實踐」，藉由「中

國的東南亞政策」、「戰後的重建」、「戰爭責任的追究」

以及「對日講和」等面向，探討中國對戰後國際秩序之構

思以及現實落差，而此等落差對戰後東亞國際政治帶來哪

些具體影響。

本書最後一個主題是「戰爭與亞洲」，就戰爭對西方

殖民體系的顛覆、東南亞各國對中日戰爭的認識與評價、

馬來西亞華人對祖國與新馬本土的認同抉擇，以及中、美、

蘇三國在戰後朝鮮半島上的角逐等課題，探討亞洲國際秩

序重整過程，提供更寬廣的國際研究視野，加深吾輩對這

場戰爭的理解。

綜而觀之，中日戰爭期間，因各國捲入戰爭的程度深

淺不一，也因政治、社會體制與文化的差異，各國對這場戰

爭的歷史記憶不盡相同，乃至大相逕庭。因此，本書將中日

戰爭置於亞洲史的整體脈絡，期盼能擺脫過往僅討論「中、

日兩國」為研究主體的傳統窠臼，亦同時探討中日戰爭對戰

後各國內政、外交的影響，乃至於對亞洲整體的衝擊。

成果與展望

本書立足於近代亞洲的整體脈絡，藉以觀察理解中日

戰爭的多重面向，期盼各國史學同道，擺脫意識形態束縛，

以各自的研究成果為基礎，創說立言，從而既能為中日戰

爭的歷史圖景，提供全新的認識，也能為彼此之間時起扞

格的歷史觀，創造相互對話的平臺。藉由寬廣的歷史脈絡，

重新探索中日戰爭的過程以及對戰後亞洲歷史走向的影響，

實為本書編纂之意旨所在；自可為「中日戰爭研究」走向

跨越國族主義的情懷，為回顧與探索亞洲各國脣齒相依、

生命共同體的本質關係，提供初步的示範。凡此諸端，在

在顯示，東亞學術界研究中日戰爭相關的課題，我國與本

院實處於領導群倫的尖端地位。

本書封面意象。以亞洲整體為研究視角，打破過往中日戰爭僅探

討「中日兩國」的窠臼。

1940年代初期的東北電力事業規模分布圖。本圖呈現 1940年代
初期，東北地區繁榮的電力事業，尤其是長春、瀋陽、大連與哈

爾濱等處。

《塘沽協定》以後之華北情勢。圖中可見華北 6省，國民政府僅
實際控制河南省，其餘 5省仍處於半獨立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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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

摘要

本書集合了臺灣的國關與歷史學者，針對「中國再起」的現象進行創新性的跨學科對話。本書發現：現實主義和文化論共

同決定了中國的對外政策，雖然文化的因素在特定的歷史系絡之下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現實主義就長期而言，對於

決定中國的對外行為則具有更為關鍵的意義。本書是跨學科、更是跨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的創舉，也將學術和現實緊密地結

合了起來，對當代國際關係學界與政策界最有興趣的中國對外行為模式進行了創新性的探討。

吳玉山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專書發表出處：

《中國再起：歷史與國關的對話》臺北：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東亞儒學研究中心（2018 年），331 頁。

對於研究當代國際關係的學者而言，最為重要的課題

就是中國的再起，並試圖回復其歷史上的優越地位。要瞭

解中國大陸的對外行為，固然需要國際關係學者發展科學

理論，也需要歷史學者提供史識史才。臺灣具有結合這兩

個學科以深入探究中國大陸對外行為根源的獨特優勢，但

是在過去從未適當地加以運用。因此本書集合了臺灣的國

關與歷史學者，針對「中國再起」進行創新性的跨學科對

話。全書共分為「綜論中國歷史與國際關係」、「歷代國

際關係—中國是獨特的嗎？」，與「與各鄰邊關係—中國

是獨特的嗎？」等三個面向，分別從「理論」（綜論西方

普適理論、中國學派，和臺灣學派）、「時代」（不同歷

史時期與朝代）與「地域」（中國與各個週邊區域）等三

個角度切入，並在每一個角度中納入國際關係與歷史學者

的觀點。本書最主要的問題是，究竟中國在歷史上的對外

行為表現，是不是可以用普適性的國際關係理論（特別是

最具影響力的現實主義）來解釋，還是必須要納入中國特

有的文化因素？也就是探討普適論與文化論在中國歷史對

外行為中的適用性。此一問題極端重要，蓋今日中國大陸

重新崛起，形成了自從秦漢、隋唐、明清以來的第四次高

峰，其對外行為不僅影響週邊，更擴及全球，而台灣則是

首當其衝。本書透過理論、定時與定域的三種分析方式發

現：現實主義和文化論共同決定了中國的對外政策，雖然

文化的因素在特定的歷史系絡之下經常扮演重要的角色，

但是現實主義就長期與一般的情況而言，對於決定中國的

對外行為則具有更為關鍵的意義，這樣的發現使得臺灣學

派的位置是處於普適論與文化論的中間位置，既不以為西

方的理論能完盡地解釋中國的歷史行為，也不主張中國的

文化使得其對外關係展現獨有的特質，而是認為這兩個因

素在長期與短期輕重有別，並隨著國力而有伸縮，從而共

同構成了中國對外行為的基礎。本書是從「具有歷史認知

的國際關係研究」的角度來審視中國的對外行為，為相關

研究開啟了一個新的通路，藉著歷史和國關的對話，走進

了理論、時代，和地域的面向，比較了西方國關理論和中

國式框架的解釋能力，體驗了歷史和國關對話所展現的分

析深度，讓我們對於這兩個領域的互動產生了信心。在面

對「中國再起」的今天，本書的研究方向，一方面掌握了

廿一世紀國際關係的主軸，一方面更和兩岸關係緊密相扣，

具有極大的學術和現實意義，對當代國際關係學術界與政

策界最有興趣的中國對外行為模式，進行了創新性的探討，

並對於日後跨時與跨域的兩岸關係比較研究提供了重要的

基石。

本書凸顯了臺灣學術界能結合國際關係和中國歷史研究的特長，

對於影響世局最大的「中國再起」現象，進行跨領域的學術探討，

標誌著「歷史與國關」學界中，「臺灣學派」的誕生。

盛唐時期中國對非藩屬國刺激的反應：節制式的回應。即使中國處於國力顛峰，對於非藩屬國的刺激動作也反應溫和，採取低

強度的回應策略。

盛唐時期中國對東亞藩屬國刺激的反應：放大式的回應。當中國處於國力顛峰時，對於和自身關係最為密切的東亞藩屬國採取

高強度的回應策略：軟的更軟、硬的更硬。其回應程度超過所接受的刺激。與對非藩屬國的回應相比，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對於

中國對外行為所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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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內在圖的強極大值原理

Burgers截波上多維波的傳播

劉太平、尤釋賢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Archive for Rational Mechanics and Analysis 229 (2018): 231-337.

截波出現在各種物理情況，它代表介貭激烈的變化。數學上對空間一維的截波已有好的理解。由於波的離散，對於多維

的截波，數學上仍只有初步的理解。本文考慮二維波在壓縮截波上離散的核心問題，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的尤釋賢教授合作，

我們在本文開啟一個新的思想和方法來探討這核心問題。我們用 Fourier-Laplace 轉換以理解波的變化（見附圖）從而構造間

斷截波的格林函數，黏性截波的格林函數再用疊代法構造。利用格林函數，我們得到豐富波的離散現象：有的穿過截波，從

截波反射，又有沿著截波擴散。我們的方法用在 Burgers 截波上，而這個思想是可以用在一般情況的。

次黎曼流形上均曲率算子的強極大值原理

鄭日新、邱鴻麟、黃振芳、楊建平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Mathematische Annalen 372 (2018): 1393-1435. 

我們研究次黎曼流形上均曲率及 p- 拉普拉斯算子的強極大值原理，特別包含了海森堡群及海森堡筒的情況。在某

Hormander 型條件下我們證明了高維的兩種情況 : (a) 接觸點非奇點 ; (b) 接觸點對比較函數之一為孤立奇點。對有局部平行保

長對稱的背景次黎曼流形，我們證明了含內在圖的強極大值原理 ( 如下圖 )，作為應用，我們得到了高維海森堡筒中極小超曲

面的一個剛性定理及對任意海森堡群的一個擬半空間定理。

以量子位元作為熱閥調控光子熱傳輸 

Alberto Ronzani1、 Bayan Karimi1、 Jorden Senior1、 張佑誠 2、 Joonas T. Peltonen1、 陳啟東 2、 Jukka P. Pekola1

1 芬蘭 Aalto 大學應用物理系、2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Nature Physics 14 (2018): 991.

物理所黃英碩與陳彥龍及應科中心李超煌研

究團隊發現，在水中的空氣分子會聚集在脂質雙

層膜內，影響脂質雙層膜的力學性質及穩定性。

利用差動共焦顯微術與螢光顯微術量測脂囊泡膜，

加上原子力顯微術量測支撐性脂雙層膜，研究團

隊發現，相較在一般水中空氣濃度的脂質雙層膜，

除氣水中的脂質雙層膜較軟且不穩定；而濃氮水中

脂質雙層膜的彎曲剛性與穩定性皆有提升，三元脂

質膜的相分離現象則更為遲緩。分子動力模擬印

證溶解在水中的氧和氮，會聚集在脂質雙層膜內。

尤其氮分子停留在脂質雙層膜中的時間更長，對脂

質分子碳鍊有更高的親和力，是提高脂膜彎曲剛性

的主因。此結論對於脂質雙層膜及細胞膜具有基礎

而廣泛的影響。

水中空氣分子在脂質雙層的新角色

李家瑋 2、江雅綾 1、劉紀廷 2、陳奕先 1、李超煌 2、陳彥龍 1、黃英碩 1

1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2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Small 14 (2018): 1802133.

Tunable photonic heat transport in a quantum heat valve
Alberto Ronzani, Bayan Karimi, Jorden Senior, Yu-Cheng Chang, Joonas T. Peltonen, ChiiDong Chen and Jukka P. Pekola
Department of Applied Physics, Aalto University and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Nature Physics, 14, 991 (2018)

We reported a quantum switch that can control the heat transport
between two nominally identical incoherent heat reservoirs. The heat
switch is a X-mon qubit whose level spacing is tunable by an externally
applied magnetic field. Each heat reservoir consists of a quarter-
wavelength coplanar waveguide resonator which is capacitively
coupled to the qubit at one end and terminated to the ground via a
copper strip at the other end. The copper strip is DC connected to two
aluminum electrodes through aluminum oxide tunnel barriers, forming
a superconductor-insulator-normal metal-insulator-superconductor
(SINIS) tunneling device. The SINIS devices plays the roles of heater in
one reservoir and thermometer in the other reservoir. We observed
tunable photonic heat transport through this reservoir-qubit-reservoir
circuit and noted that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qubit-resonator
coupling g and the resonator-SINIS coupling g can lead to qualitatively
dissimilar switching behaviors.

The experimental work was performed during ChiiDong Chen’s
sabbatical leave at Prof. Pekola’s lab in Aalto University, Finland during
Jan. - Sep, 2017. The experiment was mainly conducted by post doctor
Alberto Ronzani and our graduate student Yu-Cheng Chang. We
participated actively the devise design, measurement circuit, data
analysis as well as regular discu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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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ground plane (Fig. 1d). This configuration results in a quarter- 
wave resonator, with expected eigenfrequency fr =  6.4 GHz and 
quality factor Qr =  Z0/RN ≈  20, where Z0 =  π Z∞/4 is the resonance 
impedance and Z∞ =  50 Ω  is the design impedance of the coplanar 
waveguide. Here RN ≈  2 Ω  is the nominal resistance of the N termi-
nation; depending on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metallic interfaces, 
additional diss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effective quality 
factor. In our design the relaxation to the reservoir is the dominant 
source of losses in the resonator, so that its quality factor Qr ≡  1/γ.

In modelling the system, one can consider the photonic reser-
voir–reservoir coupling to be relatively weak, which allows us to 
apply standard perturbation theory to describe it. We expect the 
total thermal conductance between the reservoirs to be three orders 
of magnitude lower than the quantum of thermal conductance of a 

single channel π= ∕ ℏG k T( 6 )Q B
2  at temperature T (refs 20,28). Here 

we explore two photonic weak-coupling models, each based on the 
formalism appropriate to the impact of reservoir-induced dissipa-
tion compared to the qubit coupling rate. We call these the quasi-
Hamiltonian (QH) model for γ ≃ g , and non-Hamiltonian (NH) 
model applicable when γ ≫ g , respectively. Conceptually, these two 
models showcase a different location for the Heisenberg cut (that 
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quantum subsystem and its classical 
environment): either at the qubit–resonator to reservoir boundaries 
or at the qubit–resonator interfaces, respectively. In both models, 
the power to each reservoir is given by

∑ ρ Γ=∕ → ∕P E (2)
k l

kk kl k lS D
,

,S D

where ρ is the density matrix and Ek,l, Γk→l,S/D are the transition 
energy and rate for each respective reservoir, and the sum runs over 
all the eigenstate indices k, l.

In the absence of dissipation, a fully Hamiltonian (FH) descrip-
tion considers that the qubit and the two resonators form a sys-
tem of three coupled harmonic oscillators with level spacing hfq, 
hfr. This neglects both nonlinear SQUID dynamics and occupa-
tion of higher resonator harmonics, under the justification of 
quasi-static qubit drive and low temperatures in the two reservoirs 
β ≡ ∕ ≫∕ ∕hf hf k T[ ( ) 1]S D r r B S D , respectively. The second-quantized 

Hamiltonian of the hybrid system reads as

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f a a a a rb b

g ba b a ba b a
g a a a a

[( )

( )
( )]

(3)
r D D S S

D D S S

D S D S

where ∕
†�aS D and ∕�aS D are the creation and annihilation operators 

for the S/D-resonators, while †�b  and �b  are the creation and anni-
hilation operators for the qubit; additionally, ∼g  quantifies direct 
resonator-to-resonator coupling. Following the low-tempera-
ture argument above, we choose the minimal four-level basis of 

∣ ⟩ ∣ ⟩ ∣ ⟩ ∣ ⟩{ 000 , 100 , 010 , 001 } , where the entries in each state refer to 
the S-resonator, the qubit, and the D-resonator, respectively.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parameter = Δ ∕ ≪a f f 1r  (quantifying possible 
minor asymmetry Δ f between the eigenfrequencies of the two reso-
nators), this choice of basis results in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Ĥ =
+ ∕

− ∕

⎛

⎝

⎜⎜⎜⎜⎜⎜⎜⎜⎜

⎞

⎠

⎟⎟⎟⎟⎟⎟⎟⎟⎟⎟⎟

∼

∼
hf

a g g
g r g
g g a

0 0 0 0
0 1 2
0
0 1 2

(4)r

In the a →  0, r →  0 limit, the photon cavity modes contribute a pair 
of eigensta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ymmetric and antisymmetric 
combinations of the eigenmodes localized in each resonator. They 
are in general non-degenerate due to ≠∼g 0, and only the symmetric 
combination interacts with the qubit via g. These features are evi-
dent in the dispersion of the eigenenergies shown in Fig. 2b, where 
the dominant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levels are also indicated. To 
directly probe the flux-dependent spectrum of eigenstates of the 
QHV in the FH limit γ ≪ g( ) , we use a design where the CPWs 
in the source and drain resonators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ground plane without resistors. In this design, a diagnostic reso-
nator (fd ≈  7.4 GHz) is capacitively coupled (Cd ≈  3.4 fF) to the top 
arm of the transmon island and inductively coupled to a microwave 
feedline. Typical two-tone spectroscopic data, obtained by stan-
dard29 transmission readout of the diagnostic resonator, are shown 
in Fig. 2a. Inspection of the transition branches indicates that the 
coupling capacitance Cg induces a 216-MHz-wide avoided crossing 

fr fr

γ γg ga

c

d e

fq(Φ)Source Drain

PD(Φ) = –PS(Φ)
TS TD

Gel–ph, S Gel–ph, D

Penv, S Penv,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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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n,D

Cq

Cg Cg

Lq

Lr, Cr Lr, Cr

Fig. 1 | Quantum heat valve design. A transmon qubit, whose level spacing 
fq is tunable by magnetic flux Φ, is capacitively embedded between two 
superconducting transmission lines of identical length�= �4.6�mm, each 
terminated by a mesoscopic normal-metal reservoir. We study the 
temperature of the drain reservoir TD a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ource reservoir TS and of the ratio r�≡ �fq/fr, where fr is the fundamental 
resonant frequency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s. a, Conceptual depiction  
of the heat valve. b, Thermal model. c, Lumped-element idealization  
of the device; capacitors Cg couple the transmon to each LrCr resonator.  
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waveguide termination, including three 
tunnel electrodes. A copper resistor (pink, online) is in clean contact with 
aluminium leads (light blue, online) connecting to the patterned niobium film 
(light grey) on a sapphire substrate (dark grey). The inset shows a magnified 
orthogonal view of the area spanned by the normal-metal element; the scale 
bar corresponds to 3�μ m. 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the SQUID 
element in the transmon structure; the scale bar corresponds to 10�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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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ymmetric resonator eigenmode, consistent with g =  0.02. 
Additionally, a small (< 1%) asymmetry in resonator eigenfrequen-
cies all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bit and the antisymmet-
ric S/D resonator eigenmode, visible as a minor avoided crossing 
at f2nd ≈  5.47 GHz. These figures set the typical power scale of the 
qubit-mediated heat transfer to ≈ .hf g 0 4fWr

2 .
We now consider the effect of introducing moderate dissipation 

to the system via the S/D reservoirs—that is, the quasi-Hamiltonian 
(QH) regime. Equation (2) allows us to determine the power from 
the S-reservoir to the D-reservoir as

∑π
ρ= ∣ ⟨ ∣ − ∣ ⟩ ∣

+ ∕ − ∕
∕

− β

†

−
� �

P
hf
Q

k a a l
Q f f f f

E hf2

1 ( )

( )

1 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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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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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l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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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r ,

D D
2

r
2

r r
2

r
2

klD

Here, the steady-state balance of the transition rates Γ k→l deter-
mines the level populations ρkk. In this model, PD is: limited by the 
reciprocal quality factor γ≡−Qr

1 ; non-vanishing at all values of flux 
even far away from the resonance; affected, around fq =  fr, by fast 
variation of populations, energy splitting, and matrix elements. 
Experimental data for a QH-type sample recorded at Tph =  45 mK 
are presented in Fig. 3a. Here, different trace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 for the power absorbed by the drain reservoir,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thermal biases applied between the source reservoir  
(TS, controlled in the 100–330 mK range) and the drain reservoir 
(unbiased temperature TD ≈  100 mK). The traces show a sizeable 
amount of flux-independent power transmitted to the drain reser-
voir.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for complete resonator–qubit 
detuning for an applied flux corresponding to half-integer values 
of Φ0. The origin of this power flow between the reservoirs lies in 
the role of the two mixed S/D resonator eigenmodes spanning the 
whole resonator–qubit–resonator assembly. Remarkably, approach-
ing the fq >  fr condition near integer flux bias values results in an ini-
tial increase of the absorbed power, followed by a step-like decrease 
and a partial revival when reaching integer Φ/Φ0 values, where 
fq(Φ) is maximal.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provided by equation (5) with the nominal Qr =  20 value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captures all these feature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case, 
optimal reproduction of experimental data is foun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presen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1, with g ≈  0.019 
and ≈ − .∼g 0 020. These values compare well to the ones directly 
measured from the two-tone spectroscopy of the FH-type samples; 
notably, g/γ =  gQr ≈  0.4.

The NH model is described in ref. 19. The power from S-reservoir 
to the D-reservoir reads

∫

π β β
β β

π κ
β β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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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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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S r D r

r
2 2 2

3

where n(βS/Dhf) =  1/(exp(βS/Dhf) −  1) is the equilibrium mode popu-
lation in each resonator; the second term describes direct resonator-
to-resonator photon transfer, quantified by κ. Overall, PD is: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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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 Modulation of photonic heat transport. Total heating power absorbed by the drain reservoir as a function of the applied magnetic flux Φ. Different 
traces correspond to the source temperature values TS shown in the adjacent legend bar. The unbiased temperature of the drain reservoir is here marked 
by a triangle. In each plot, experimental data are juxtaposed to the optimal fit of the appropriate theoretical model. a,b, Plots correspond to the quasi-
Hamiltonian (equation (5)) and the non-Hamiltonian (equation (6)) regimes, respectively. Relevant modelling parameters are lis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1. Residual reservoir–reservoir coupling, mediated by weak on-chip thermal conductance, is represented by an additional power-law contribution 
P0�= �ξ[(TS/TD)n�− �1], where ξ�= �5.14�aW and n�= �4.63 are empirical parameters.

0.66 0.68 0.70

Φ/Φ0

4.6

5.0

5.4

5.8

a b

f 2
nd

 (
G

H
z)

0 1 2

r = fq/fr

0.0

0.5

1.0

1.5

2.0

E
k 

 / 
(h
f r)

Fig. 2 | Fundamental excitations of the resonator-qubit-resonator 
assembly. a, Two-tone transmission spectroscopy data centred in 
the fr�≈ �fq region for a sample in the fully Hamiltonian limit. Thin lines, 
representing eigenvalues derived from equation (4), are superimposed to 
the experimental data set; optimal matching is obtained with parameters 
listed under column FH in Supplementary Table 1 with the addition of 
resonator asymmetry a�= �0.008 to reproduce the secondary avoided 
crossing visible at f2nd�≈ �5.47�GHz. b, Overview of the dominant steady-
state transitions between eigenstates contributing to heat transport in the 
quasi-Hamiltonian limit according to equation (5). For visual clarity, here 

∼=− =g g 0.1, =a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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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symmetric resonator eigenmode, consistent with g =  0.02. 
Additionally, a small (< 1%) asymmetry in resonator eigenfrequen-
cies allow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qubit and the antisymmet-
ric S/D resonator eigenmode, visible as a minor avoided crossing 
at f2nd ≈  5.47 GHz. These figures set the typical power scale of the 
qubit-mediated heat transfer to ≈ .hf g 0 4fWr

2 .
We now consider the effect of introducing moderate dissipation 

to the system via the S/D reservoirs—that is, the quasi-Hamiltonian 
(QH) regime. Equation (2) allows us to determine the power from 
the S-reservoir to the D-reservoir as

∑π
ρ=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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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the steady-state balance of the transition rates Γ k→l deter-
mines the level populations ρkk. In this model, PD is: limited by the 
reciprocal quality factor γ≡−Qr

1 ; non-vanishing at all values of flux 
even far away from the resonance; affected, around fq =  fr, by fast 
variation of populations, energy splitting, and matrix elements. 
Experimental data for a QH-type sample recorded at Tph =  45 mK 
are presented in Fig. 3a. Here, different traces, representing the 
estimate for the power absorbed by the drain reservoir, correspond 
to different thermal biases applied between the source reservoir  
(TS, controlled in the 100–330 mK range) and the drain reservoir 
(unbiased temperature TD ≈  100 mK). The traces show a sizeable 
amount of flux-independent power transmitted to the drain reser-
voir. This is particularly impressive for complete resonator–qubit 
detuning for an applied flux corresponding to half-integer values 
of Φ0. The origin of this power flow between the reservoirs lies in 
the role of the two mixed S/D resonator eigenmodes spanning the 
whole resonator–qubit–resonator assembly. Remarkably, approach-
ing the fq >  fr condition near integer flux bias values results in an ini-
tial increase of the absorbed power, followed by a step-like decrease 
and a partial revival when reaching integer Φ/Φ0 values, where 
fq(Φ) is maximal.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theoretical prediction 
provided by equation (5) with the nominal Qr =  20 value indicates 
that the model captures all these feature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case, 
optimal reproduction of experimental data is found,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s presented in Supplementary Table 1, with g ≈  0.019 
and ≈ − .∼g 0 020. These values compare well to the ones directly 
measured from the two-tone spectroscopy of the FH-type samples; 
notably, g/γ =  gQr ≈  0.4.

The NH model is described in ref. 19. The power from S-reservoir 
to the D-reservoir read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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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n(βS/Dhf) =  1/(exp(βS/Dhf) −  1) is the equilibrium mode popu-
lation in each resonator; the second term describes direct resonator-
to-resonator photon transfer, quantified by κ. Overall, PD is: limited 

0.4

0.6

0.8

1.0
Experiment NH model

0 1 2 3 4

−50

−25

0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0 1 2 3 4

Φ/Φ0 Φ/Φ0

0.0

0.4

0.8

1.2

1.6

P
ow

er
 (

fW
)

P
ow

er
 (

fw
)

P
ow

er
 (

aw
)

Experiment
a b

QH model

100

150

200

250

300

350

T
S
 (

m
K

)

T
S
 (

m
K

)

Fig. 3 | Modulation of photonic heat transport. Total heating power absorbed by the drain reservoir as a function of the applied magnetic flux Φ.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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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g 0.1, =a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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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 ground plane (Fig. 1d). This configuration results in a quarter- 
wave resonator, with expected eigenfrequency fr =  6.4 GHz and 
quality factor Qr =  Z0/RN ≈  20, where Z0 =  π Z∞/4 is the resonance 
impedance and Z∞ =  50 Ω  is the design impedance of the coplanar 
waveguide. Here RN ≈  2 Ω  is the nominal resistance of the N termi-
nation; depending on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metallic interfaces, 
additional diss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effective quality 
factor. In our design the relaxation to the reservoir is the dominant 
source of losses in the resonator, so that its quality factor Qr ≡  1/γ.

In modelling the system, one can consider the photonic reser-
voir–reservoir coupling to be relatively weak, which allows us to 
apply standard perturbation theory to describe it. We expect the 
total thermal conductance between the reservoirs to be three orders 
of magnitude lower than the quantum of thermal conductance of a 

single channel π= ∕ ℏG k T( 6 )Q B
2

 at temperature T (refs 20,28). Here 
we explore two photonic weak-coupling models, each based on the 
formalism appropriate to the impact of reservoir-induced dissipa-
tion compared to the qubit coupling rate. We call these the quasi-
Hamiltonian (QH) model for γ ≃ g , and non-Hamiltonian (NH) 
model applicable when γ ≫ g , respectively. Conceptually, these two 
models showcase a different location for the Heisenberg cut (that 
is, the separation between the quantum subsystem and its classical 
environment): either at the qubit–resonator to reservoir boundaries 
or at the qubit–resonator interfaces, respectively. In both models, 
the power to each reservoir is given by

∑ ρ Γ=∕ → ∕P E (2)
k l

kk kl k lS D
,

,S D

where ρ is the density matrix and Ek,l, Γk→l,S/D are the transition 
energy and rate for each respective reservoir, and the sum runs over 
all the eigenstate indices k, l.

In the absence of dissipation, a fully Hamiltonian (FH) descrip-
tion considers that the qubit and the two resonators form a sys-
tem of three coupled harmonic oscillators with level spacing hfq, 
hfr. This neglects both nonlinear SQUID dynamics and occupa-
tion of higher resonator harmonics, under the justification of 
quasi-static qubit drive and low temperatures in the two reservoirs 
β ≡ ∕ ≫∕ ∕hf hf k T[ ( ) 1]S D r r B S D , respectively. The second-quantized 

Hamiltonian of the hybrid system reads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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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
†�a
S D and ∕�aS D are the creation and annihilation operators 

for the S/D-resonators, while 
†�

b  and �b  are the creation and anni-
hilation operators for the qubit; additionally, ∼g  quantifies direct 
resonator-to-resonator coupling. Following the low-tempera-
ture argument above, we choose the minimal four-level basis of 

∣ ⟩ ∣ ⟩ ∣ ⟩ ∣ ⟩{ 000 , 100 , 010 , 001 } , where the entries in each state refer to 
the S-resonator, the qubit, and the D-resonator, respectively.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parameter = Δ ∕ ≪a f f 1r  (quantifying possible 
minor asymmetry Δ f between the eigenfrequencies of the two reso-
nators), this choice of basis results in the matrix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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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 →  0, r →  0 limit, the photon cavity modes contribute a pair 
of eigensta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ymmetric and antisymmetric 
combinations of the eigenmodes localized in each resonator. They 
are in general non-degenerate due to ≠∼g 0, and only the symmetric 
combination interacts with the qubit via g. These features are evi-
dent in the dispersion of the eigenenergies shown in Fig. 2b, where 
the dominant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levels are also indicated. To 
directly probe the flux-dependent spectrum of eigenstates of the 
QHV in the FH limit γ ≪ g( ) , we use a design where the CPWs 
in the source and drain resonators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ground plane without resistors. In this design, a diagnostic reso-
nator (fd ≈  7.4 GHz) is capacitively coupled (Cd ≈  3.4 fF) to the top 
arm of the transmon island and inductively coupled to a microwave 
feedline. Typical two-tone spectroscopic data, obtained by stan-
dard29 transmission readout of the diagnostic resonator, are shown 
in Fig. 2a. Inspection of the transition branches indicates that the 
coupling capacitance Cg induces a 216-MHz-wide avoided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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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 | Quantum heat valve design. A transmon qubit, whose level spacing 
fq is tunable by magnetic flux Φ, is capacitively embedded between two 
superconducting transmission lines of identical length�= �4.6�mm, each 
terminated by a mesoscopic normal-metal reservoir. We study the 
temperature of the drain reservoir TD a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ource reservoir TS and of the ratio r�≡ �fq/fr, where fr is the fundamental 
resonant frequency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s. a, Conceptual depiction  
of the heat valve. b, Thermal model. c, Lumped-element idealization  
of the device; capacitors Cg couple the transmon to each LrCr resonator.  
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waveguide termination, including three 
tunnel electrodes. A copper resistor (pink, online) is in clean contact with 
aluminium leads (light blue, online) connecting to the patterned niobium film 
(light grey) on a sapphire substrate (dark grey). The inset shows a magnified 
orthogonal view of the area spanned by the normal-metal element; the scale 
bar corresponds to 3�μ m. 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the SQUID 
element in the transmon structure; the scale bar corresponds to 10�μ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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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factor Qr =  Z0/RN ≈  20, where Z0 =  π Z∞/4 is the resonance 
impedance and Z∞ =  50 Ω  is the design impedance of the coplanar 
waveguide. Here RN ≈  2 Ω  is the nominal resistance of the N termi-
nation; depending on the transparency of the metallic interfaces, 
additional dissipation can significantly decrease the effective quality 
factor. In our design the relaxation to the reservoir is the dominant 
source of losses in the resonator, so that its quality factor Qr ≡  1/γ.

In modelling the system, one can consider the photonic reser-
voir–reservoir coupling to be relatively weak, which allows us to 
apply standard perturbation theory to describe it. We expect the 
total thermal conductance between the reservoirs to be three orders 
of magnitude lower than the quantum of thermal conductance of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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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lism appropriate to the impact of reservoir-induced dissipa-
tion compared to the qubit coupling rate. We call these the qua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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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s showcase a different location for the Heisenberg cut (t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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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re ρ is the density matrix and Ek,l, Γk→l,S/D are the transition 
energy and rate for each respective reservoir, and the sum runs over 
all the eigenstate indices k, l.

In the absence of dissipation, a fully Hamiltonian (FH) descrip-
tion considers that the qubit and the two resonators form a sys-
tem of three coupled harmonic oscillators with level spacing hfq, 
hfr. This neglects both nonlinear SQUID dynamics and occupa-
tion of higher resonator harmonics, under the justification of 
quasi-static qubit drive and low temperatures in the two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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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S/D-resonators, while †�b  and �b  are the creation and anni-
hilation operators for the qubit; additionally, ∼g  quantifies direct 
resonator-to-resonator coupling. Following the low-tempera-
ture argument above, we choose the minimal four-level basi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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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a →  0, r →  0 limit, the photon cavity modes contribute a pair 
of eigenstates corresponding to the symmetric and antisymmetric 
combinations of the eigenmodes localized in each resonator. They 
are in general non-degenerate due to ≠∼g 0, and only the symmetric 
combination interacts with the qubit via g. These features are evi-
dent in the dispersion of the eigenenergies shown in Fig. 2b, where 
the dominant transitions between the levels are also indicated. To 
directly probe the flux-dependent spectrum of eigenstates of the 
QHV in the FH limit γ ≪ g( ) , we use a design where the CPWs 
in the source and drain resonators are connected directly to the 
ground plane without resistors. In this design, a diagnostic reso-
nator (fd ≈  7.4 GHz) is capacitively coupled (Cd ≈  3.4 fF) to the top 
arm of the transmon island and inductively coupled to a microwave 
feedline. Typical two-tone spectroscopic data, obtained by stan-
dard29 transmission readout of the diagnostic resonator, are shown 
in Fig. 2a. Inspection of the transition branches indicates that the 
coupling capacitance Cg induces a 216-MHz-wide avoided cro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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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 is tunable by magnetic flux Φ, is capacitively embedded between two 
superconducting transmission lines of identical length�= �4.6�mm, each 
terminated by a mesoscopic normal-metal reservoir. We study the 
temperature of the drain reservoir TD as a function of the temperature of 
the source reservoir TS and of the ratio r�≡ �fq/fr, where fr is the fundamental 
resonant frequency of the transmission lines. a, Conceptual depiction  
of the heat valve. b, Thermal model. c, Lumped-element idealization  
of the device; capacitors Cg couple the transmon to each LrCr resonator.  
d,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a waveguide termination, including three 
tunnel electrodes. A copper resistor (pink, online) is in clean contact with 
aluminium leads (light blue, online) connecting to the patterned niobium film 
(light grey) on a sapphire substrate (dark grey). The inset shows a magnified 
orthogonal view of the area spanned by the normal-metal element; the scale 
bar corresponds to 3�μ m. e, Scanning electron micrograph of the SQU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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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on qubit at center SINIS source & drain

在此一研究，我們以一顆超導量子位元 ( 稱為 X-mon) 作為

可調控的熱傳輸開關，它可以控制非相干冷庫與熱庫之間的熱傳

輸。此一熱開關可以視為一個二能階系統，其能階間隔可通過外

部施加的磁場調節。冷庫與熱庫各連到一條導熱線，它由四分之

一波長的超導共面波導共振腔組成，共振腔的一端以電容耦合到

熱傳導開關，而另一端經由短銅線接到地，且兩個共振腔有相同

共振波長。此一短銅經由氧化鋁穿隧勢壘連接到兩個超導鋁電極，

形成一個超導體 - 絕緣體 - 普通金屬 - 絕緣體 - 超導體 (SINIS) 穿隧

元件。一邊的 SINIS 作為加熱器，也就是熱庫，另一邊的 SINIS 作

為溫度計，也就是冷庫，而溫度是以光子數量表示。冷熱庫與共

振腔的耦合強度為    ，而熱傳輸開關與共振腔的耦合強度為     。

我們掃描磁場以控制熱傳輸開關的能階間距，讓它從低於共振腔

光子能量掃描到高於此能量。當能階間距與光子能量相等時，有

最大熱量傳輸。但當能階間距高於或低於光子能量時，隨者    與      之間的比值，卻有完全不同的傳熱效果，而我們的理論

計算結果與實驗數據在定量上完全吻合。

實驗工作是陳啟東研究員於 2017 年 1 月至 9 月作短期訪問時與芬蘭阿爾託大學 Pekola 教授實驗室共同進行。實驗主

要由博士後 Alberto Ronzani 和我們的研究生張佑誠共同進行。我們並積極參與實驗設計、量測、數據分析以及定期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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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鍋化串聯光氧化還原與交叉偶聯催化反應

許育晟、Vincent C.-C. Wang、歐陽嘉駿、蔡宗諭、張鈞齊、林柏兆、詹益慈、許昭萍、Glenn P. A. Yap、Titel Jurca、王朝諺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7 (2018): 4622-4626.

結合傳統的過渡金屬催化偶聯（2e- 過程）和光氧化還原催化（1e- 過程），已經成為在溫和反應條件下難以催化的交叉

偶聯反應之有效方法。本篇報導首次將鈀 - 同碳雙碳烯（CDC）錯合物應用於 Suzuki-Miyaura 偶聯和光氧化還原催化反應中，

以可見光照射使之形成 C-N 鍵，即可直接串聯過渡金屬催化偶聯和光氧化還原催化兩種反應途徑，此即利用單一催化劑促進

常溫條件下的一鍋化 C-H 芳基化反應。

可增進燃料電池效能的三銅金屬簇功能化碳電極

雅哈、詹曼其、蔡宜芳、灣德瑪、拉姆、陳長謙 、曾志明、俞聖法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7 (2018): 3612-3616. 

氧氣還原反應是最重要的基本化學反應之一，在生物系統中，以四個電子，將氧分子還原為水，是細胞中進行有氧呼吸

的重要關鍵。在技術上，這個反應也是氫 / 氧燃料電池中，最重要的路徑之一。基於此項關鍵研究的挑戰，在此我們報導一

個新穎的三銅金屬簇，經高度分散於具碳黑基材的網印碳電極表面上，可有效地進行氧氣還原的過程；其氧氣還原電位經測

量，與目前任何相關之含銅錯合物的最佳數值相當。基於三銅金屬簇碳電極，可快速轉移三個電子至氧分子，在氧氣還原反

應中，可有效地進行氧 - 氧鍵的斷鍵轉換成水，僅有極少量的過氧化氫生成。

鐵對於地球深部材料熱傳導及動力學之影響

謝文斌、戴夏飛、Takuo Okuchi、林俊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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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2018): 4099-4104.

地球深部材料在高溫高壓下的熱傳導係數影響了整個地球的熱演化及動力學過程。我們首次發現高鐵含量的鐵方鎂石其

熱傳導係數會因電子自旋態轉變而大幅下降，使其於地核與地幔邊界極高壓下之熱傳導係數遠小於低鐵含量的鐵方鎂石。進

一步將此實驗結果結合數值模擬與計算，我們證實鐵對於地球下地幔的熱化學結構、冷卻速率以及地體動力學等都具有極為

重要的影響。此一結果也有助於了解在地核與地幔邊界的超低速帶之熱演化歷史︰因其高溫且富含鐵所導致的極低熱傳導係

數將可能大幅延遲其冷卻速率，進而維持較高的自身溫度，促進該區域地幔之流動。

造山帶常出現特有的 SKS 剪波分裂樣貌 : 快方向平行山脈走向與時間差 1-2 s，共同暗示山脈變形包含整個岩石圈，甚或

延伸到軟流圈。臺灣造山帶也不例外。我們重新量取臺灣區域的 SKS 剪波分裂，並比對動力學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造成

觀察到的快方向與大時間差的原因，並非是岩石圈內與造山運動有關的變形，而是與菲律賓海板塊與歐亞板塊隱沒有關；隱

沒中之板塊因重力而向後擺動引起側向繞流，進而形成長期形變，造成非均向性。兩組隱沒交互作用下，剛好產生平行山脈

的快方向與相當大的時間差。

SKS 剪波分裂與臺灣造山帶的垂直向調和性尺度

郭本垣、林淑娟、林逸威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Solid Earth 123 (2018): 1366-1380. 

當方鎂石含大量的鐵時，其熱傳導係數在高壓下會因電子自

旋態轉變而大幅下降，造成其於地核－地幔邊界狀態下之熱

傳導係數遠小於低鐵含量之鐵方鎂石。

模擬結果顯示地幔底部超低速帶於高溫且富含鐵狀態下之熱

傳導係數遠低於周邊地幔之熱傳導係數。

(左 ) 仰視臺灣引沒碰撞帶的板塊分布態勢。菲
律賓海板塊標為藍色，歐亞板塊標為棕色。箭

頭代表地幔流場之方向。因下插板片後退而引

起的繞流十分明顯。(右 )重新量取的剪波分裂
快方向。看似與臺灣山脈平行的非均向性，分

裂時間為 1 - 2 s，實際上是由地幔流場造成的。
這個結果完全推翻過去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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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個人類肝癌組織與 64個小鼠
組織之 1301個同源基因圖譜 (a)
經過人類與小鼠物種共變項校正

之相關係數矩陣與基因表現圖譜

可以清楚觀察人類群組與小鼠物

群組之關係．(b)未校正之相關係
數矩陣與基因表現圖譜呈現人類

與小鼠完全分離之狀況．

以教導式深度卷積網路學習二元快速檢索特徵碼

楊惠芳、林可昀、陳祝嵩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40 (2018): 437-451.

影像檢索的應用中，需於大量的影像資料庫中搜尋出與輸入類似及語意相仿的影像。因影像屬高維度資料，如何抽取有

效的特徵表示是影像檢索能否達成高準確率與搜尋效率的關鍵。本論文提出以深度學習來抽取影像特徵表示的方法，以二元 

(binary) 或雜湊 (hash) 碼的方式存取以降低所需空間，抽取出的特徵表達為 0-1 串列的形式，以便藉由漢明距離 (Hamming 

distance) 來達成快速的搜尋或檢索。然而過去基於深度學習網路所訓練出的特徵大部分為高維的實數向量，因此如何改造深

度學習網路，使其具備學習出高效率二元特徵碼的能力，是亟需探討的問題。我們發展出一個以潛在層 (latten layer) 為基礎

之監督式學習二元特徵碼的方法，除了考慮分類損失 ( 即潛在層的輸出能夠作為有效的分類特徵 ) 外，加入額外的損失函數來

強化潛在層節點之輸出值接近 0 或 1，以及 0 與 1 的分布均勻性，以提昇深度特徵學習的表現。在多個公開資料庫的實驗結

果中，均顯示我們的方法能夠於不影響分類準確率的方式下，學習出精簡的二元特徵碼來進行影像的特徵表示，以增快檢索

的速度，並且達到優於其它方法檢索準確性。本法主要的特色包括了 (1) 僅需稍加修改現有的深度學習架構、易於實行，(2) 
適用於大型資料集，(3) 兼顧檢索與分類的工作。

「輔助輸入模擬問題」之複雜度

陳奕修、鐘楷閔、 廖俊杰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第 37屆歐洲密碼學會議論文發表 (2018年 )

多重中介之聯合顯著檢定：社經弱勢經由表觀遺傳造成肥胖之中介效應

黃彥棕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The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12 (2018): 1535-1557. 

本研究以因果中介模型探討表觀遺傳是否中介社經弱勢造成肥胖之效應。中介效應可以表示成以下兩個參數的乘積：其

一是暴露與中介因子的相關性，其二是中介因子與結果的相關性。在多重中介因子的狀況下，我們提出新的聯合顯著檢定方

法，並與一般常用的乘積顯著檢定比較。研究發現，乘積顯著檢定統計量的常態逼近受效應大小及樣本數所影響，且在特定

的虛無假說下並不成立。本研究證明所提出的多重因子聯合顯著檢定為一交集 - 聯集檢定且檢定規模為 α，其統計效力大於

常態逼近之乘積檢定，模擬分析亦支持上述理論結果。基於這些理論結果，我們提出了以基因為單位的多重中介因子分析，

以整合基因中多重的 DNA 甲基化位點。具此新方法分析美國新英格蘭家庭研究發現，脂肪酸生成酶（fatty acid synthase）

基因之甲基化可能中介幼年社經弱勢導致成年肥胖的效應。

熱圖是生物資訊相關領域中最熱門的資料視覺化技術。本研究以矩陣視覺化為架構，透過條件相關係數的計算，提出共

變項校正之熱圖視覺化方法，針對高維度巨量資料中包含例如性別、年齡、疾病子型或物種等共變項，探索其對於個體及變

數相關程度及群性結構的影響，呈現出在傳統熱圖無法獲得的進階訊息。對於離散型的共變項，我們採用群內群間分析法來

觀察條件相關結構。當共變項是連續型的時候，就可運用簡單線性迴歸來計算條件相關。我們並提供一個統計檢定方法來判

斷此影響是否顯著，其結果以一個 z 分數顯著熱圖來呈現共變項校正前後的影響。

利用相關係數分解進行生物資料之共變項校正矩陣視覺化

吳漢銘、田銀錦、何孟如、胡海國、林文昌、陶秘華、陳君厚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Bioinformatics 34 (2018): 3529-3538. 

我們研究密碼學中「輔助輸入模擬 (Simulating Auxiliary 

Input) 問題」：給定一組聯合隨機變數 (X, Z)，其中我們將 Z 視

為從 X 洩漏     - 位元的短資訊。如果我們希望構造一個模擬器

(simulator) Sim 使得 (X, Z) 與 (X, Sim(X)) 對於所有大小為 s 的

電路分辨器 (circuit distinguisher) 來說都是 ε- 不可區分的，

此模擬器 Sim 的複雜度為何？此問題在密碼學上有多項應用，

如洩漏容忍串流加密 (leakage-resilient stream ciphers)、零知

識證明 (zero-knowledge proofs)、與證明下界，且與複雜度理

論 (complexity theory) 中的 Impagliazzo's hardcore lemma、 

regularity lemma、以及 dense model theorem 有所聯繫。因

為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過去有數個研究工作在改進模擬器的複

雜度。

我們的研究工作對模擬器的複雜度給出了近乎緊緻的刻畫，算是較完整的解決的這個問題。我們構造了一個複雜度

為 Õ ( s．              ) 的模擬器，改進了已知模擬器的複雜度。在下界方面，我們提出了第一個黑箱下界 (black-box lower 

bound)，證明模擬器的相對複雜度至少為Ω(              )，這說明了我們的模擬器的複雜度是近乎最優的。



數理科學組

60 61

下面兩張圖表示了星系團的重子質量跟總質量（左圖）和紅移

（右圖）的關係。上面兩張圖表示了星系團的重子對於總質量的

比例跟總質量（左圖）和紅移（右圖）的關係。本研究的成果是

圖中的黑點，而其他顏色的數據點表示了之前的研究。在右邊的

兩張圖可以清楚看到，我們的結果證實了重子在星系團中的質量

並不隨星系團紅移而變化。

不同黏度之牛頓流體的黏滯係數量測 非牛頓流體於不同溫度下之黏滯

係數量測

以等效方位角規範場轉動超冷原子量子氣體暨赫斯 -費爾班克效應觀測

陳保鋼、劉力仁、蔡孟儒、邱能群、川口由紀、葉崇傑、張銘顯、 林育如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21 (2018): 250401.

我們在超冷原子系統中藉由營建原子與光的交互作用實現等效方位角規範場及自旋－軌道角動量耦合 . 我們量化分析超

冷原子在自旋－角動量耦合下的自旋分布並藉由此等效方位角規範場觀測赫斯 — 費爾班克效應 ( 對應到超導體中的邁斯納效

應 ).  在我們的實驗中 , 我們成功製造出在 SO(3) 對稱性下的兩種拓撲渦流 , 無核渦流與極核渦流 , 示範了如何藉由設計原子與

光的交互作用製造量子拓撲激發態 . 本實驗中所實現的等效方位角規範場亦開啟了研究超冷原子超流體在熱平衡以及穩定態哈

密頓下轉動性質的契機。

星際磁場對超大質量黑洞之氣體吸積過程的影響

謝佩穎、高培邁、金雄泰、賀曾樸、湯雅雯、王祥旭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62 (2018): 150.

位於銀河系中心的人馬座 A* 是離地球最近的超大質量黑洞，也是觀測「餵食黑洞過程」的最佳太空實驗室。天文學家

在約 50 年前發現有主要由中性氣體分子構成的環核盤 (CND) 繞此黑洞旋轉，是它主要的「氣體糧倉」。此盤的形狀類似甜

甜圈。其內部空間有數條電離氣體螺旋，稱為「迷你螺旋」。雖然「迷你螺旋」很可能由盤內緣的分子氣體產生，但迄今仍

未找到具體證據。若能找到連結兩者的物理證據，就能了解黑洞吸積氣體的過程，因此具有關鍵重要性。這正是本研究的主

題。

磁力是影響黑洞附近氣體運動的「重要卻未見之手」。磁壓力

施加在環核盤上可形成扭矩，使得環核盤內的旋轉氣體丟掉部分角動

量，驅動氣體流入。而磁張力或可把氣體於踏上「不歸路」之前拉回

來。我們利用 JCMT 取得此環核盤的次毫米波偏振數據，繪製出磁場

走向，並與其他高解析影像詳細比對。我們發現磁場走向，與環核盤

及迷你螺旋的走向，呈平行排列關係。這是天文史上首次描繪出氣體

被吸積的足跡。此外，比對模型與觀測結果，我們確認銀河系中心磁

場強度能引導環核盤內緣電離粒子的運動，產生「迷你螺旋」的特徵

結構。根據此結果，我們發現磁場是描繪氣體內流結構的極佳工具。

此結果並可運用於其他星系，藉以了解其他黑洞吸積氣體的過程。

透過南極望遠鏡巡天普查計畫研究從一百億年前至今星系團中的重子成分

邱奕儂、J J Mohr、 M McDonald, et al.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478 (2018): 3072-3099.

星系團是宇宙物質分布密度最高的點，其數量對大尺度結

構成長和宇宙學模型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約束條件。

要以星系團作為研究宇宙學工具，最重要的工作是取得

「觀測量對質量關係」，好透過觀測求得星系團的質量。

本研究使用選自南極望遠鏡 SZ 巡天普查的超大型樣本

集。SZ 效應證明此樣本很獨特，其中有各種紅移值 ( 含宇宙中

最早形成 ) 的星系團。我們對樣本進行多波段密集後續觀測，

研究其中的重子成分，並估算各星系團中恆星、星團內介質和

總質量，在最先進的貝氏框架中建立「觀測量對質量關係」，

描述各組成成分與星系團質量及紅移值的函數關係。

我們首次使用直接觀測證據，以量化方式顯示：星系團內

的重子質量不隨紅移值變化，僅取決於總質量。

本研究是天文史上首次使用大規模樣本系統性地研究高紅

移 ( 約 1.3) 星系團，結果展示多波段觀測的威力，為高紅移 (
宇宙初始 ) 星系團研究及下一代大型普查鋪路。

此研究中開發了一新型微流體黏滯度儀，

利用量測液體通過微流道時所產生的壓力以計算

樣品的黏滯度，整合於黏滯度儀中的壓力感測係

以填充離子液體的微流體通道所形成之液體電路

為基礎所建構。該微流體黏滯度儀僅需微小的樣

本量即可測量牛頓流體或非牛頓流體，於不同溫

度和剪切率下的黏滯係數。此整合了壓力感測器

之微流體黏度儀使用透光性良好的聚二甲基矽氧

烷 (PDMS) 作為材料，並採用透明的液體電路設

計，使得研究者能夠隨時於測試期間觀察樣本。

此外，整個裝置是完全可拋棄式，避免了樣本之

間的交叉汙染，以利於生物醫學研究的應用。

發展可用於不同溫度下分析牛頓及非牛頓流體之液體電路微流體黏滯度儀

李澤昂、廖威豪、吳一凡、陳彥龍、董奕鍾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中心
Analytical Chemistry 90 (2018): 2317-2325.

彩色合成圖像中，藍色代表環核盤，紅色是迷你螺旋，左

圖及右圖的白色線條分別代表根據 JCMT觀測資料和模型
導出的磁場圖。人馬座 A*的位置以黑色十字標記。我們
發現磁場能夠把電離粒子從環核盤引導到迷你螺旋，呈現

人馬座 A* 附近的氣體吸積之足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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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中國歷史文獻建置東亞地區數位氣候數據庫 REACHES
王寳貫、林冠慧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Scientific Data 8 (2018): 180288.

氣候變遷是當前的重大科學及社會議題，但是這項研究亟需高品質高精度的長期氣候資料作為基礎。在有儀器觀測資料

之前，人類直接的天氣及氣候記錄應是最可靠的資料。中國歷史文獻提供了這方面大量而系統性的資料，可以作為建立長期

氣候資料數據庫的基礎。但是要將如此龐雜的敘述性文獻檔案轉化成數位化的氣候資料庫，則必須奠定詳實的轉化規則方能

奏功。本研究奠定了一套複雜而詳實的轉化系統，並運用中研院之前已建立的中華文明時空架構圖資系統 (CCTS)，將之前已

收集的中國三千年氣候記錄轉化成一套 REACHES 氣候數據庫，將所有天氣氣候資訊編碼化，使得即使不諳中文的國際氣候

學者也能利用此數據庫進行東亞地區各項氣候變遷之研究。

綠洲：探索行動應用可存取位置之網宇實體系統熱帶 (ENSO-like)與副熱帶 (PMM-like)海溫對熱帶西北太平洋颱風平均生成位置的差別效應

鄭志川、修丕承 *、胡定貴、郭大維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Proceedings of the IEEE 106 (2018): 1744-1759.

洪志誠、李明營、許晃雄、曾琬鈴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Journal of Climate 31 (2018): 3049-3059.

行動用戶攜帶其裝置於訊號覆蓋範圍內移動，即形成一個行動網宇實體系統。在有限無線頻寬下，透過建立人類心態、

訊號覆蓋、及它們之間相互作用的模型，便可利用用戶移動性來增進其行動體驗。此研究發展稱為「綠洲」的一套系統。當

行動裝置因極弱的訊號或過多用戶共享有限頻寬，而無法獲得足夠的數據速率來執行行動應用時，綠洲可引導用戶離開「空

區」和「熱區」。我們定義了核心問題以最大化用戶移動意願，這涉及到「移動距離」與「改進品質」的複合影響，並開發

一套具自我調適能力的系統雛形，包含伺服器與行動軟體，將理論模型轉換成實際應用。在台北市中心進行的實驗結果顯示，

綠洲可以減少每單位品質改進的平均移動距離約 80％，並促進進一步的研究。

過去的研究指出熱帶西北太平洋颱風平均生成位置的年際變化主要

受到聖嬰現象引起之熱帶海溫變化所控制：聖嬰年的颱風生成位置往氣

候平均位置的東南象限偏移。但此結果無法解釋為何 2015 聖嬰年的颱

風生成位置出現異常往東偏移（圖 1a）。透過觀測與數值實驗本研究提

出颱風生成位置主要受到兩個關鍵海溫影響，（1）ENSO-like（熱帶）

海溫與（2）PMM-like（副熱帶）海溫（圖 1b），前者主宰颱風生成位

置的緯度，後者則為經度（圖1c, d）。此結論彌補先前統計結果的不足，

成功解釋為何2015聖嬰年的颱風生成位置出現異常往東偏移的現象（圖

2）。本研究同時提出 ENSO-like 與 PMM-like 海溫的影響機制，主要透

過改變大尺度熱力與動力條件（圖 3）影響颱風生成位置。本研究可應

用於颱風生成與路徑的預報。

使用者不需回報頻道品質訊息的裝置間通訊系統

張翼、王志宇、魏宏宇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17 (2018): 2069-2086.

裝置間通訊允許近距離的裝置能彼此不透過基地台直接進行傳輸，藉此提升傳輸效能，此為次世代無線網路的關鍵技術

之一。然而由於其通訊僅在裝置間，傳統基地台無法測量其通訊品質和對其他人的影響，僅能依賴裝置主動回報此類資訊，

藉此評估效能並進行資源分配最佳化，但此回報機制會對系統造成額外負擔。有鑒於此，我們設計了不需要使用者回報通訊

品質的裝置間通訊資源分配演算法。此演算法基於定價設計和賽局理論，讓基地台只需透過觀察到的行為進行定價，藉此引

導使用者選擇最佳的裝置間傳輸模式，從而使系統整體效能自動達到最佳化。

Potential D2D User

Cellular User

Base Station
Cellular Link
D2D Link (Group 1)
D2D Link (Grou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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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ENSO-like (藍色線 ) 和 PMM-like (紅色線 )的時間序列。 圖中顯示，1997與
2015兩強聖嬰年的 ENSO-like 海溫近似，但 2015的 PMM-like海溫約為 1997的
兩倍，此差異解釋 2015聖嬰年颱風生成位置，相較於 1997年出現異常往東偏移
的現象。

圖 1  (a) 聖嬰年、反聖嬰年與正常年颱風生成位置的比
較，“＋”表對應的平均位置。 (b)颱風生成位置與台
灣間之距離與海溫的相關。 (c)/(d) 颱風生成平均經度 /
緯度與海溫的相關。圖中海溫表通過 95%統計信心度的
區域。

觀 測 模 擬

圖 3  (a) PMM-like海溫，(b) ENSO-like海溫與垂直風切
(U200-U850)的統計偏相關。負相關區表垂直風切減
弱，有利颱風生成。(c,d)同 (a,b)但為模擬結果，箭頭
表 850hPa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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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為阿拉伯芥雄蕊，綠色螢光部分顯示為 IMA
存在的位置。

阿拉伯芥三染色體與多倍體中的基因表現模式。

各直方圖中的 X軸代表基因在該植株中與在對照組中的表現

量比值，Y軸為出現頻率。三染色體中的分布範圍較廣，最

高點座落在 1.0~1.5之間，代表 dosage effect的發生，且有較

多的值低於 0.67，表示 inverse effect亦存在。而多倍體中的分

布較為集中，座落在 0.5~1.0之間，顯示遺傳失衡對於多倍體

中的基因表現影響較小。

光活化 TOR進而磷酸化 RPS6 光活化 TOR-RPS6訊息路徑與轉譯作用模式圖

染色體失衡對基因表現在阿拉伯芥及其他物種中的影響

Hou J、Shi X、 Chen C、 Islam MS、 Johnson AF、Kanno T、Huettel B、嚴明仁、徐翡曼、 Ji T、 陳柏仰、 麥卓琍*、 麥東倈*、 Cheng J、

B irchler JA*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 (2018): E11321-E11330. (*共同通訊作者 )

相較於染色體全數增減（整倍體），染色體數量不均衡增減

（非整倍體）對於外表型有更嚴重的影響。我們分析多種基因體數

目歧異的阿拉伯芥，測量其成熟葉片組織的基因表現。我們發現三

染色體植株比多倍體植株有著更廣泛的基因表現調節，三染色體

發生的染色體上，基因表現的變化範圍在與二倍體等同（dosage 

compensation）至 3/2 倍（dosage e�ect）之間。而其他染色體

上的基因表現變化範圍則由等同到 2/3 倍（inverse e�ect）。我們

同時研究了各變異株全基因體 DNA 甲基化的受影響的情形，其中

三染色體發生在第四對染色體的植株有著最顯著的 DNA 甲基化變

異，因此推論遺傳失衡的形成機制與 DNA 甲基化無一般關係。以

基因的功能類別分析，核醣體基因、蛋白酶體基因以及基因本體被

甲基化的基因表現所受的影響較少，而轉錄因子、訊息傳遞以及胞

器中的蛋白質基因表現則受到較多 inverse e�ect 的影響而降低表

現。在三染色體的植株中，轉錄因子與其所調控的基因在基因表現

上呈現高度不一致性，說明化學計量調節失衡是遺傳失衡的主要原

因，並在重複分析二倍體酵母菌和三染色體小鼠細胞中的基因表現

驗證此現象本身是一般的基因調控過程。

鋼鐵人即刻救援：發現植物運輸鐵離子的 IMA胜肽家族

盧毅、藍平、李文鳳、紀律希、施臥虎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Nature Plants 4 (2018): 953-963.

鐵（Fe）是一種必需的礦物質營養元素，如果沒有足夠的量供應，會嚴

重影響植物的生長，產量和營養價值。施臥虎老師的研究團隊在植物中發現

了一個新的胜肽家族，將其稱之為 IRON MAN（IMA），並表明它們是從土

壤中攝取鐵（一種必需的礦物質營養素）的必要基因。藉由 CRISPR-Cas9 的

基因剪輯技術使阿拉伯芥中所有的 8 個 IMA 基因靜默得到非常小，極度黃化

表徵的植株，此植株如果沒有適時的提供足夠的鐵就沒法存活。IMAs 存在

於所有開花植物的基因組中，但在蕨類植物，藻類或真菌中缺失，因此推測

IMA 出現在陸地植物進化的早期階段。利用野生型植株和 8 個 IMAs 基因皆

被靜默突變植株相互嫁接的實驗可以得知在地上部的 IMA1 胜肽可以正向調

控根部的鐵攝取，推測 IMAs 可以傳導植物葉子中鐵含量的狀態之訊息到根

部進而增強根部吸收鐵的效率。IRON MAN 的發現為生產富含鐵的植物開闢

了一條新途徑，並為人類對抗最大的營養疾病之一 : 缺鐵所導致的貧血開創

了一個遠景。

點亮細胞的黑暗面：植物移動型訊息核醣核酸的細胞內運輸

羅凱仁、黃念貞、余天心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lant Physiology 177 (2018): 604-614.

為了因應環境的變化，植物演化出精細的機制偵測環

境的變化並將這些環境的刺激轉化成訊息核醣核酸。特定的

訊息核醣核酸可經由篩管進行長距離運輸至頂芽來調控花芽

的形成，稱為移動型訊息核醣核酸。然而，移動型訊息核醣

核酸是如何進行長距離運輸目前仍不明瞭。我們利用活細胞

影像 (live-cell imaging) 技術，發現移動型訊息核醣核酸會

選擇性的運送至原生質絲 (plasmodesmata) 以進行細胞間

的運輸。這項觀察揭示了在細胞內往原生質絲的運送，是移

動型訊息核醣核酸能夠進行長距離運輸的重要步驟。此外，

本研究所建立的活細胞影像觀察技術，也具有觀察各類核醣

核酸細胞內運送之應用潛力。

我們研究發現光驅動轉譯作用需要透過一系列訊息傳遞來完成，在植物幼苗照光後，遠紅光和藍光可以活化光敏素 A 和 

cryptochromes，進而抑制 E3 泛素連接酶 (COP1) 活性，並藉由生長素訊息傳導路徑活化 target of rapamycin (TOR) 後，達

成核糖體蛋白 S6 (RPS6) 的磷酸化。然而光促進轉譯作用在 tor 突變株明顯受到抑制，黑暗中生長的 tor 和 rps6 突變株在照光

後，子葉打開的速度也明顯較野生型幼苗來得遲緩。這些結果連結了一條全新的光訊息傳導路徑與轉譯作用的調控，確保植

物接收到光線刺激後，如何從暗型態發生的發育型態迅速且有效地轉化為光型態發生，確保植物幼苗的環境適應力。

「光」藉由活化 TOR-RPS6訊息傳遞路徑來促進轉譯作用

陳冠宏、劉明容、熊延、沈正韻、吳素幸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5 (2018): 12823-1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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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臺灣阿嬤基因體序列組裝以及遺傳連鎖圖譜， 並以染色體螢
光原位雜合技術檢驗基因體支架序列與遺傳圖譜排列之正確性。

臺灣阿嬤染色體之重要特徵分布

5種嗅覺中介神經細胞在不同發育階段展現的多樣性。同一發育
階段的不同種類細胞以同一顏色標定。

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的發育模式。成蠅大腦的區域中介神經元，

是經由三個階段陸續嵌入發育中的神經迴路。第一個階段是幼蟲

的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在進入蛹期後，先進行軸突修剪。在第二

個階段神經連結正在形成時，這些幼蟲的區域中介神經元及成蠅

特有的區域中介神經元，會陸續嵌入這個迴路。第三個階段是另

一群成蠅特有的區域中介神經元，會在嗅覺神經迴路成熟後、果

蠅快孵化前，才陸續嵌入這個迴路。

白花蝴蝶蘭臺灣阿嬤基因體解序與遺傳圖譜之建構

趙雅婷、陳婉潔、陳存儀、何琇銀、葉志新、郭怡孜、蘇春霖、顏劭華、薛豪彥、葉人豪、許惠嵐、蔡儀慧、郭姿妍、張松彬、陳凱儀、施明哲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Biotechnol Journal 16 (2018): 2027-2041. 

我們完成了白花蝴蝶蘭臺灣阿嬤基因體解序與序列組裝，同時以粗絲期染色體螢光原位雜合技術建立第一個蝴蝶蘭染色

體圖譜，並且使用限制酶位點標定之核酸定序技術取得大量遺傳標記，完成蘭科植物第一個遺傳連鎖圖譜。除此之外，以染

色體螢光原位雜合的技術，透過高階螢光顯微鏡用直觀的方式看到這些帶有螢光的序列在染色體上的排列情形，藉以檢驗遺

傳標記圖譜以及支架序列排列的正確性。整個過程雖然非常費時費工，但可以確保基因體組裝的正確性和完整度，此研究成

果將可以實際應用在蝴蝶蘭的育種研發和性狀改良。

不同熱休克因子及染色質修飾作用參與了對高溫逆境之組織自主性轉錄記憶

劉祥欽、Jörn Lämke、林修穎、洪孟如、劉冠鳴、常怡雍、Isabel Bäurle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The Plant Journal 95 (2018): 401-413.

對環境刺激產生記憶是生物體共同的行為，使得它們下

一次接受相同刺激時可以反應得更快速或是更強烈。植物對

於環境逆境的記憶行為，可表現在基因的轉錄上，當再次遇

到同樣的逆境刺激時，其防禦基因的表現可以產生非常顯著

的變化，亦即”轉錄記憶”。先前發現熱休克因子 HSFA2 在

阿拉伯芥熱逆境記憶上扮演重要角色，但詳細的機制並不清

楚。本研究藉由阿拉伯芥轉錄體的分析，找到約 90 個對熱逆

境會產生轉錄記憶的基因，其中大部分基因的轉錄記憶都需

要HSFA2才能產生，而這樣的記憶大都可持續至少三天以上；

除了 HSFA2，HSFA1 也對於轉錄記憶的產生扮演重要角色；

這些轉錄記憶的機制存在於植物所有的組織當中，因此具有

高度的組織自主性；記憶基因啟動子上的組蛋白 H3 的第四個

胺基酸 ( 離胺酸 H3K4) 在熱處理後會發生超甲基化，而非記

憶基因啟動子上的 H3K4 則不會有明顯的甲基化；記憶基因的啟動子可授予記憶能力于異源基因。總結來說，經由熱所誘導

的轉錄記憶機制是廣泛且持久的，本研究所提出的高等植物體細胞逆境記憶架構，可做為未來相關研究的參考。

飲食透過胰島素信號調節內皮細胞的膜延伸和生存來維持幹細胞的恆定性

蘇予涵、吉亞、高詩涵、賴俊銘、林坤陽、廖紘妤、王睦翔、 許惠真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Development 145 (2018): dev159186. 

飲食會影響幹細胞的恆定；然而，其中所參與的分子

機制並不完全清楚。果蠅卵巢的生殖幹細胞和組成它們的

微環境 (niche) 的細胞可以很清楚的被辨認，因此我們實

驗室利用這個系統來探討這個問題。帽細胞 (cap cell, CPC) 
和前端的護送細胞 (escort cells, EC) 組成幹細胞的微環境 

(niche)；生殖幹細胞直接與帽細胞接觸，而護送細胞的細

胞膜能夠延伸並將生殖幹細胞包圍。在這次的研究裡，我

們發現飲食會促進胰島素訊號讓護送細胞的細胞膜擴展來

包裹生殖幹細胞。當護送細胞接受到胰島素信號後，會透

過一個叫做 Failed axon connections 的膜蛋白來影響細胞

骨架進而調控細胞膜的延伸。護送細胞的細胞膜延伸可以

有效的把幹細胞因子傳遞給生殖幹細胞以維持其幹細胞的

特性。此外，胰島素訊號也會維持護送細胞的存活，以促

進幹細胞所產生的子細胞的發育，因此在養份足夠之下幫

助卵子的產生。

果蠅的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具有高度的多樣性及差異

性。然而因為缺乏適當的標定工具，我們一直不清楚這些區

域中介神經元如何在發育過程中建立起它們的不同型態，並

嵌入嗅覺神經迴路。我們利用大規模遺傳篩選得到的果蠅，

先系統性地標定不同群區域中介神經元，再分析其在大腦發

育過程中出現的時間、型態、發育的情形，進而建立了果蠅

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的發育模式。 我們更進一步發現不同

的區域中介神經元似乎會利用不同的分子機制去達到它們最

後的型態，而形成最後在成蠅大腦中的多樣性。此外，有一

小群的幼蟲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會在進入蛹期後死亡，並不

會嵌入神經迴路。因此幼蟲的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提供了一

個有潛力的動物模式以研究在發育中神經細胞死亡是如何被

精準地調控，以及其周圍的神經細胞受到什麼保護機制而得

以繼續正常發育。日後如果可以在病人腦中啟動這樣的保護

機制，也許有希望控制或延緩神經退化疾病病人腦中大量的

神經細胞死亡。

果蠅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嵌入神經迴路之機制

劉南甫、林詩涵、陳盈君、蔡國鼎、楊己任、林子揚、吳廷翰、林欣儒、陳郁唐、Daryl M. Gohl、Marion Silies、周雅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018): 2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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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P 可以專一辨識 Pse 用 TSP水解產物所合成的醣複合產
物進行免疫反應

Subpocket of BzD Subpocket of MOBz

異柴胡內酯的作用機制

血清殺菌試驗

GLUT10調節粒線體功能和氧化還原態穩定維持主動脈壁的完整性

許育維、賴浩文、江忠霖、蔡弘原、林崇熙、李宜靜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Human Molecular Genetics 27 (2018): 307-321.

陳剛健、呂君萍、 Zhanxiong Fang 、張靖敏、花國鋒、陳宜廷 、 Cheng Yang Ng 、陳怡伶、 Yulin Lam、吳世雄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57 (2018): 7040-7045.

人類 GLUT10 蛋白質功能喪失突變，導致主動脈迂曲綜合症。為進一步了解 GLUT10 在主血管動脈中的生理作用，我們

發現於氧化或老化狀態下，在血管平滑肌細胞中 GLUT10 位於粒線體量會增加，這機制幫助氧化型維他命 C（DHA）運送至

粒線體中還原成維他命Ｃ，同時增加細胞周遭 DHA 運送至細胞中，以維持細胞內維他命Ｃ含量和氧化態恆定，同時維持粒線

體結構和功能。這功能可以在氧化和老化過程中，維持血管平滑肌細胞內維他命 C 和氧化態恆定，調節主動脈壁中氧化壓力

上升，避免血管平滑肌細胞過度增殖和移動，對於維持主動脈壁結構跟收縮壓扮演重要功能。

我們研究了異柴胡內酯，其對多重抗藥性的癌細胞株和異體移植

小鼠動物模式，都表現出顯著的抑制作用，並證明異柴胡內酯屬於標靶

共價抑制劑。通過鑑定分子 1（α，β-不飽和部分）的藥效基團，設

計並合成來自分子 1 的探針，分析基於標靶共價抑制劑的活性蛋白質

組，以及通過質譜分析和電腦模擬引導的分子生物學方法，發現 3- 磷

酸甘油醛去氫酶 (GAPDH) 為異柴胡內酯的作用分子 , 它的非催化性位

置為半胱氨酸殘基 Cys247，作用機制乃是藉由親和力驅動邁克爾加成

反應 (Michael addition) 後，通過非經典型模式對細胞核中的 3- 磷酸甘

油醛去氫酶，進行易位調控細胞凋亡的“開 / 關”轉換，這樣的調控與

經由典型的多重抗藥性癌症的抗凋亡途徑完全不同。

運用噬菌體尾部刺突蛋白製造對抗含有 Pseudaminic acid的鮑氏不動桿菌
且具有強抗原性的醣複合疫苗

李益銘、楊鳳玲、陳德禮、廖國翔、任建台、林念璁、張愉珮、吳宗益 *、吳世雄 *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所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40 (2018): 8639-8643.

Pseudaminic acid (Pse) 是一種特別且只存在於致病菌表面多醣或是醣蛋白的單醣，並且已被證實在細菌的致病上扮演重

要的角色。因此，Pse 最近成為一個開發新興療法熱門的標的物。另外，醣複合疫苗已在對抗特定的抗藥性致病菌上有顯著的

成效，因此，我們透過運用噬菌體尾部刺突蛋白（TSP），酵素水解含有 Pse 的鮑氏不動桿菌（Acinetobacter baumannii）
表面多醣體，得到均質化的醣複合產物，以取代以往再現性差和耗時的化學方法。結果顯示，經由均質化的醣複合產物所誘

發產生的抗體，對於抗藥性的鮑氏不動桿菌具有明顯的殺菌效果，也顯示了 Pse 具有強抗原性。這些研究成果不僅提供了一

種對於抗藥性疾病的有效預防方法，也指出 Pse 是未來發展疫苗和免疫療法的新醣質抗原基團。 

解析 Z-(+)-異柴胡內酯的活性標靶蛋白及其分子機轉

蛋白質品管系統藉由清除變異蛋白以維護蛋白質體的正

確性，然而這些缺陷蛋白如何被辨識並導引降解並未被完全了

解。我們揭示了一種機制：DesCEND (destruction via C-end 

degrons) ，CRL2 泛素連接酶藉由可互換之受質接受器辨識蛋白

質羧基末端。我們並解析羧基末端降解訊號之序列特徵。羧基

末端降解訊號由少數在特定位置的胺基酸所組成。除了因轉譯

錯誤或轉譯後修飾所衍生之蛋白質產物外，自帶有羧基末端降

解訊號之全長蛋白質亦為 DesCEND 之標的。這項研究揭露了一

種新發現位於蛋白質羧機末端的蛋白質降解訊號。 

CRL2泛素連接酶引導羧基末端專一之蛋白質降解

顏雪琪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Molecular Cell 70 (2018): 602-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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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蠅蕈狀體整合飢餓與飽食訊號以調控果蠅的覓食行為

曹昌暉、陳建錞、林辰翰、楊皓宇、林書葦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eLife 7 (2018): e35264.

果蠅和人類一樣，可以依據身體

的飢餓程度來決定是否追尋與食物有關

的外界訊號。在這個研究中，我們發現

果蠅腦中的蕈狀體內的五條神經迴路能

夠控制果蠅的覓食行為。這些迴路的訊

息傳遞會因果蠅飢餓程度不同而有所改

變，而且我們能夠籍由調控這五條神經

迴路來抑制飢餓果蠅的覓食行為或讓已

吃飽的果蠅持續覓食。最後我們發現這

些迴路能直接接收到腦中許多的飢餓與

飽食訊號。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因餓而生

的覓食行為的神經機轉。

腸道菌相失衡增加心肌梗塞死亡機率

湯文宏、陳泓志、陳貞云、顏宇泰、林真如、Ray P. Prajnamitra、陳立綸、阮淑倩、林仁豪、林伯儒、呂學瀚、郭瓊文、張妙娟、

Alexander D. Hall、Eugenio I. Vivas、徐志文、陳培菱、Timothy A. Hacker、Federico E. Rey、Timothy J. Kamp、謝清河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Circulation 139 (2018 accepted): 647–659.

利用抗生素清除小鼠腸道細菌後，將大幅提升施行心肌梗塞模

擬手術的小鼠死亡機率，而其中多數是死於心臟破裂。研究發現此

一現象係因於腸道細菌的主要代謝產物”短鏈脂肪酸”缺乏所導致。

心肌梗塞所導致的大量心肌細胞壞死會快速誘發免疫反應去清除壞

死細胞並刺激纖維細胞分泌基質蛋白維持心臟結構穩定。短鏈脂肪

酸是維持免疫細胞功能的重要因子，缺乏時將嚴重影響免疫系統的

修復作用，從而提高死於心臟破裂機率。此外，研究團隊亦發現結

合目前盛行的乳酸益生菌療法，有望藉由改變腸道菌相及其代謝產

物的組成，提高心臟受損後的修復功能。

階層性且可規劃的一鍋化寡醣合成

鄭成偉 1、周宜軒 1、潘文涵 3、蘇賓亞 1、吳宗益 1、許聞廉 2、翁啟惠 1 
1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2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3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018): 5202.

可規劃一鍋化寡醣合成法設計用於快速大量合成寡醣，透過 Optimer 軟體搜尋醣元件資料庫，提供由大到小相對反應速

率 (RRV) 的醣元件合成藍圖。但原本的資料庫約只有 50 個實驗驗證 RRV 的醣元件，此方法僅適用小寡醣的合成。為了解決

上述問題，我們擴增醣元件資料庫，將實驗驗證 RRV 的醣元件擴增至 154 個，並建立超過 50,000 虛擬醣元件，以機器學習

精準預測虛擬醣元件的 RRV。我們也設計階層化拆解醣分子演算法，開發新軟體 Auto-CHO。Auto-CHO 可將一個以一鍋化

方法合成出來的醣片段作為新的醣元件，再次用於另一個一鍋化合成。Auto-CHO 為複雜醣類的合成提供了可行方案，此研

究並透過四種重要醣類的成功合成驗證其可行性。

噻唑環藉由中介效應轉型成雜環卡賓基團或其他雙自由基同系物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一直未經實驗證實。本研究係以

畢赤酵母菌中的轉酮酶為標的取得九種原子解析度層級的蛋白質晶體結構，因而發現、驗證輔酶硫胺素二磷酸鹽上的噻唑環

並非固定的芳香性或是雜環卡賓結構而是以多形性同系物結構存在。該現象不牽涉電子得失，符合雙自由基依存的噻唑環中

介效應。我們結合生物物理、生物化學等實驗方法，總結出噻唑環於酵素活性區的低介電環境中有利於結構互變生成雜環卡

賓及多形性雙自由基同系物，此能量上相對活潑的噻唑環同系物可能是降低基質活化能、增進反應速率的首要因子。據此，

本研究有助於吾人瞭解硫胺素輔酶依存酵素多樣的催化反應及協助新穎酵素的設計。 

畢赤酵母菌中轉酮酶硫胺素輔酶噻唑催化非 Kekulé雙自由基轉酮反應的中介效應

許甯翔、王詠霖、林冠宏、張七鳳、呂學毅、劉祐禎、張晉源、吳彰哲、李宗璘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57 (2018): 1802-1807.

TK-catalyzed reactions, chemical structures, and isomerism of ThDP.

調控果蠅覓食行為的一個腦迴路

Auto - CHO軟體的使用者介面，
以 Globo - H 合成方案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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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實驗演化的方式來修復生物系統

當 RNA剪接效率降低，可藉
由降低 RNA轉錄作用的速度
而優化基因表現系統

失去 RNA剪接因子後的適應型演化 

張尚麟、王宣凱、董璐、張典顯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Nature Ecology and Evolution 11 (2018): 1818-1823. 

為了瞭解細胞如何補償“必要基因”(Essential Genes) 的缺失，我們讓缺少了一個負責 RNA 剪接的必要生長基因 PRP28
的酵母菌株在實驗室演化，產生適應型突變．藉由後續的基因體定序、轉錄體分析、和適應突變的重建，我們發現演化後的

酵母菌可藉由讓 RNA 剪接 (Splicing) 和轉錄 (Transcription) 同時降低速率，進而重新優化其基因的表現。本研究結果顯示，

在生物基因體內錯綜複雜的基因表現路徑中，不同步驟的互相影響（例如：RNA 轉錄與 RNA 剪接），可以被引用成為生物系

統優化或再造的一種方法。

構建動物粒線體基因 DNA序列分類的網路伺服器

Matthieu Leray、何仙蕾、林怡礽、町田龍二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Bioinformatics 34 (2018): 3753-3754.  

大規模定序時代改變了研究地球生物多樣性的能力。藉分析

來自各種環境（即土壤、水、空氣或食品）的 DNA，並將其與公

共序列資料庫進行比較，以確定微生物、植物和動物分類群的存

在。然而，這些技術的穩健性主要取決於快速且可靠地將自環境

中獲得之序列進行分類的能力。近來，我們建構了第一個粒線體

基因資料庫「MIDORI」，用於後生動物序列分類。粒線體基因為

大多數動物群提供比細胞核基因更高的分類解析度。因此，以粒

線體基因為多源遺傳學和多源基因體學的研究目標也越顯增加。

在此，我們提出一個用戶友善平台─「MIDORI」伺服器，可進行

粒線體基因序列分類。此伺服器目前使用三種預測分類演算法執

行分類。http://reference-midori.info/server.php 

珊瑚優勢岩內生綠硫菌的總體基因體、親緣關係、功能之特徵

楊姍樺、Kshitij Tandon、盧志穎、 和田直久、 施朝仁、蕭淞云、 簡萬能、 李讚虔、楊棋明、劉啟德、單偉彌、吳羽婷、
王俐婷、 黃麗娜、 李德春、吳育瑋、 山城秀之、 湯森林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Microbiomes 7 (2018 Accepted): 3.

珊瑚骨骼的岩內生菌是珊瑚寄主的養分來源之一。雖然過去總是描述藻類和藍綠菌會在珊瑚組織下的骨骼內形成一層綠

色帶，我們新發現一群厭氧綠硫菌門突柄綠菌（Prosthecochloris）在籬枝同孔珊瑚上（Isopora palifera）也可主導形成綠色

帶（圖一），然而有關於該菌的遺傳、棲位偏好和生態功能所知甚少。我們於是採多層方法的策略探討其基因體組成、親緣

關係、代謝能力網絡和功能等。結果顯示無氧和弱光的環境可能提供該菌群的棲位優勢，這群珊瑚共棲突柄綠菌群（CAP）

是一獨立演化支，也推衍出和其他共棲菌的協同代謝網絡，最後證實 CAP 菌確實具固氮作用能力（圖二）。總言之，珊瑚岩

內生菌群比過去所知要更多樣和高動態性，其中骨骼內氧氣濃度和光度應是扮演著塑造菌群結構最重要的因素。

鳥類構築的鳥巢變化多端，但我們對鳥巢特徵的演化

歷史所知甚少。我們統整了全世界所有鳥科的鳥巢資料，

並針對鳥巢的外型結構、所在位置及附著方式等三項特徵，

分析其演化過程。我們發現在演化關係越近的鳥類，其巢

的結構會越相像，暗示鳥巢結構大部分受先天能力所影響。

相對的，築巢位置與鳥類演化關係較無相關性。在附著方

式上，絕大多數的鳥巢是採用由底部支撐的方式，而較為

精細的附著方式，主要在演化歷史晚近的雀形目鳥類中才

發展出來。雖然這三種特徵有著不同的演化史，其演化過

程卻彼此影響。雀形目能構築結構更為複雜的巢，並發展

出較不同以往的附著方式，所以得以利用這些新的築巢位

置，這可能是造就其演化上成功的原因之一。此研究指出

鳥巢在鳥類適應演化上占著重要的地位。

鳥巢特徵的演化

方怡婷、端木茂甯、洪志銘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9 (2018): 1863. 

圖一  籬枝同孔珊瑚骨骼綠層（a）和細菌數（b）。 圖二  固氮功能分析。乙炔還原反應（a）和原位雜交 -奈米次離
子質譜分析（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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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評價武人標準再認識            重文輕武之另一面

柳立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歷史研究》2018年第 2期，頁 35-58。

有謂宋代輕武或抑武，可分兩種情況：一是因為武人的作為實在可議，

這種輕或抑有其正當性；二是文人為了攬權獨斷等原因而故意貶抑武人，這

種就是不合理、別有用心或似是而非的輕或抑。其實兩者也發生在文人身上，

使他們受到鄙視或壓抑。另一方面，武人也受到重視。縱使他們本來因為武

人的身分受到輕或抑，但後來在品德、知書、民事或司法上有所表現，便由

輕、抑轉為重、揚。好男未必不當兵，還有機會贏得紀德碑（附圖），或進

入供奉武人的官祠和民廟，影響百姓對武人的觀感。

中國隋唐五代時期的檳榔文化

全球脈絡下的亞洲本土心理學

林富士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新史學》第 29卷第 2期（2018年），頁 1-61。

葉光輝（編）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Asian Indigenous Psychologies in the Global Context （卡姆：麥克米倫出版公司，2019年）， 330頁。

隋唐五代時期，中國境內生產或流通檳榔的

地區，主要在嶺南、雲南、福建、江蘇、浙江、

湖南、長安、洛陽和敦煌。有嚼食風尚的地區，

只有嶺南、雲南和福建。但是，檳榔在這個時期

的文化版圖上所留下的漬痕，應該比前朝還要深

廣。當時人對於檳榔名物的認知，已經相當清晰；

對於其醫藥功能有更新的認識，也有更多樣的臨

床運用；對於檳榔文化在域外的分布，也有更多

了解，更親近的接觸；對於檳榔的文學書寫，有

更多樣的表現，更新的意象營造。檳榔文本的作

者多數是北人，只有少數是南人。因此，當時檳

榔在中國社會擴散的範圍，已經超過前朝。

本書介紹了亞洲本土心理學發展的重要理論及其實務應用的相關議題。

它將本土心理學界定為「全球知識分子為抵制西方心理學知識在表徵人類心

智與探究在地心理現象之霸權的反思運動」。其具體貢獻在於表明了亞洲本

土心理學發展對提供心理學另類國際化模式── 一種不受西方心理學知識霸

權支配的國際化模式，深具潛力。總體而言，本書探討西方心理學外的知識

產生方式，探問亞洲本土心理學的學科界線、專業訓練和實務應用等重要問

題，並對文化和心理間關係的預設進行評論，也揭示本土心理學如何看待心

理現象之普同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係，並探索如何讓更公平的全球心理學知

識可以實現。

我們研究二元出項預測議題中的變數選擇問題。我們利用以在具有可使用之最大解釋變數個數條件限制下來進行最佳化 

Manski (1975, 1985) 提出的 maximum score 估計法中的目標函數的方法來建立最佳子集二元出項預測方法。我們提出利用

混合整數最佳化 (mixed integer optimization) 的方法來實作這個二元出項預測方法。我們推導出在有限樣本下使用這個預測

方法產生之預測失誤風險的上界與下界並探討其最佳收斂速度。我們並利用模擬資料及通勤交通工具選擇的實證資料來展現

最佳子集二元出項預測方法的實際應用。

最佳子集二元出項預測方法

陳樂昱、李碩培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206 (2018): 3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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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戶勞動供給與移轉收入時點：來自勞動所得退稅補貼制度的證據 

楊子霆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53 (2018): 445-473.

本研究利用美國勞動所得退稅補貼制度的特性：通常在 2 月發放退稅，且退稅的金額最高可達領取家戶年收入的 45%。

實證結果顯示退稅發放的時點顯著影響家戶女性的勞動供給，平均每收到 1000 美元的退稅會讓已婚婦女在收到退稅當月份的

就業率下降 1.3 百分點。此外，也發現這個勞動供給的反應主要來自有借貸限制的家戶。

論實存運動

超越唐人街：陳愛華、城市採集和新的美國城市景觀

洪子偉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Online first (2018): 1- 35.

周序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25 (2018): 5-24.

十九世紀末歐美思潮的傳入如何影響本地哲學的發展？本文率先分析實

存運動 (Sit-chûn smovenment) 與德國唯心論、美國實用主義、馬克思主義

和京都學派之間的思想譜系。「實存」一詞源自日本學者九鬼周造對德國哲學

「existenz」的翻譯，是一九三〇年代常被討論的哲學概念。這篇文章首先討

論早期文獻與被忽視的思想傳統，並接著指出二〇年代的思想抵抗並非單獨事

件，而是對文化和政治危機之系統性回應。它同時檢視了林茂生、廖文奎的著

作以支持此論點。最後，則比較實存運動與廿世紀初東亞哲學之異同。本文是

第一篇探討西方思潮對臺灣哲學影響而登上重要國際期刊之論文。其貢獻，在

填補學界對相關議題的研究空白。

本文企圖在美國食物運動的框架之下，處理作家陳愛華、城市採集、族

裔以及城市等議題，除了勾勒出城市採集的文化框架之外，也透過城市採集

點出城市農業二元論的侷限，並指出陳愛華作品 Eating Wildly 如何一方面傳

承亞洲對於有機農業或者傳統農業浪漫的想像，一方面也因為陳愛華的華裔

美國背景因而呈現與美國流行文化所不同的農業與採集觀點，這樣的差異尤

其反映在她對於城市的物質性的關切。本人主張陳愛華透過作品討論母女情

節、異國食物不免滿足了西方人東方主義的觀點，但更重要的是透過城市漫

步的行動喚起我們對於亞裔美國人在環境塑造與食物生產的重要影響。

電影將記憶檔案化，既保存過去，也重寫歷史。華語文化差異甚大， 臺

灣、香港與大陸的當代電影在影像中注入多重南轅北轍的政治意識，強調不

同的歷史觀與自我認同。於是，華語電影及影像所生產的檔案，可以重新詮

釋過去與現在的複雜層面。《華語電影與影像文化的記憶政治》探討華語電

影及藝術紀錄重寫過去的企圖，全書分十章，各章作者身分各異，涵蓋藝術

家、電影製片人、博物館及藝術策展人、影評人、文學研究者等，共同研究

華語電影及影像文化在創作上的曖昧立場。作者們從各自領域的獨特研究方

法出發，全書展現了不同認知角度及藝術判準的交匯及對話，精闢剖析華語

電影及影像文化的複雜性。本書預設的讀者群，包括電影研究、中國研究、

東亞研究、臺灣研究、華語語系研究的學者及學生，以及電影從業人員。

華語電影與影像文化的記憶政治

彭小妍、日德艾蘭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The Politics of Memory in Sinophone Cinemas and Image Culture （倫敦：羅德里奇出版社， 2018年），1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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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通與迴盪：唐君毅哲學論探 

黃冠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年），408頁。

唐君毅有意識地取用感通概念來連結傳統思想資源，但又賦與

它一些新的理解，帶入新的不同脈絡。本書嘗試的方式是以現象學來

審視感通論，藉著觀點挪移所產生的距離與時間的差異，重新安置在

當代的思想氛圍中來回應。現代性的挑戰即是唐君毅所遭遇的歷史命

運，這一歷史有諸多斷裂。正因為有許多的斷裂，現代性的概念促使

人們必須重新思考跨越地域的歷史性。感通論作為一種哲學模式，是

唐君毅所提出的回應，呼喚一種重新連結的可能：與傳統的連結、與

價值根源的連結、與生活土地的連結。因此，各種連結就不再只能是

放在中國文化的範圍內，才有意義；在斷裂或曲折中所表述出的連結，

往往更是糾結著不同連結脈絡的可能。

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1622-1636)

清代臺灣與近代早期英格蘭的土地制度與經濟發展：一個統治理性的比較制度分析

鄭維中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收錄於劉序楓編 《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南港：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8年），頁 385-440。

林文凱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思與言》 第 55卷第 1期（2018年），頁 65-128 。

荷蘭東印度公司 1622-24 年間佔領澎湖，及其一系列於中國沿海與臺灣的活動，使公司主動開始收集這個海域的水文、

海岸、海象資料。經過 1622-36 年分頭多次派遣探測船隊調查的結果，對於中國廣東沿岸、臺灣西海岸、閩北與浙江海域、

閩南海域、澎湖海域都分頭做了必要的實地調查。其調查活動一開始多借助本地漁民、水師、海盜等協力者的輔助，並採用

本地水手與船隻。之後逐漸由荷蘭舵手操作荷蘭船隻主導調查。本文以 1636 年普特曼斯長官所匯集的一份海岸描述為主，

運用存留於荷蘭檔案館的資料，重新建構東印度公司人員此段時間內於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

本文以英格蘭與清代臺灣的土地體制與其經濟發展為比較個案，重新檢

討晚近 Kenneth Pomeranz 有關中西經濟史何時大分流的辯論。本文同意中

西經濟的確是在 18 世紀晚期英格蘭工業革命之後才明顯分流；但不同意大

分流原因是其所說的外生偶然因素，主張兩地的大分流係奠基於其不同的制

度發展路徑。本文透過英格蘭與臺灣土地相關制度以及做為制度基礎的國家

統治理性的比較，指出近代早期英格蘭以近代統治理性為基礎的社會制度之

發展，不僅降低土地交易與市場經濟的交易成本，促成全國性市場的開展，

且提供了工業革命發生所需的制度基礎。與此相對，清代臺灣奠基於傳統統

治理性的一田二主制度與典賣等土地慣習，僅能有限降低地區性市場的交易

成本，難以支撐跨地區性土地與市場的有效擴展，也不足以提供工業發展所

需的充分制度基礎。 

本研究從品味的理論視角切入，試圖呈現臺灣民間信仰場域的現代變遷特徵，此外，也藉此凸顯這個研究取徑在宗教社

會學所可能帶來的貢獻。本研究以民間信仰場域中具代表性的遶境活動為對象，分別從論述面向及組織面向分析了品味元素

的影響。研究發現，與遶境陣頭相關的品味結構，是結合信仰與陣頭技藝的關鍵要素。另外，遶境活動中所進行的品味動員，

促發產生出三類不同的自發性組織化群集，這些新的發展創造了參與者走向信仰之路的可能性，也同時展現出現代民間宗教

場域中宗教治理的多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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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偉先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30卷第 1期（2018年），頁 119-161。

圖一：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於 1622-1636年間調查總和。 圖二：從南澳島至湄州灣北端間的中國海岸圖，為水文探測活

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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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不平等讓富人與窮人在助人上的慷慨度上不一樣嗎？一個實驗研究的發現

江彥生、陳忱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Online first (2018)

近來許多研究指出，經濟分配上的不平等，讓富

人比窮人在待人處事上顯得更為小氣。 這類的研究雖

然聽來頗為聳動，但研究者並沒有清楚交代這兩者（經

濟不平等與個人慷慨度）之間的連結關鍵是什麼。因應

此問題，我們做了一個真人實驗研究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探討了三種導致經濟不均等的原因：運氣、競爭以

及個人選擇性的競爭。我們的研究發現，富人比窮人更

為小氣，只有在經濟不均等是競爭，而且這競爭的原

因，是個人自願選擇下的情況下才會發生。我們的研究

發現意在向學界對話（特別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經濟

或社會不平等所帶來在社會上、或個人上的負面衝擊，

得先瞭解這不平等背後的原因，才能更清楚瞭解其前因

後果的關連。

原始卑南語動貌及語氣系統的重建

從漢語的數量詞組談微言主義中的對應理論

鄧芳青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Oceanic Linguistics 57 (2018): 303-334.

廖偉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5 (2018): 33-58.

本文比較當代卑南語南王及知本兩方言的動貌及語氣系統，依此作為重建原始卑南語系統的基礎，並解釋從原始卑南語

的系統如何演變成為當代各方言不同的系統。在現代的卑南語方言中，主事者語態（actor voice）及受事者語態（undergoer 

voice）關於動貌及語氣的區別並不總是對稱的；在兩種方言中，主事者語態的動貌及語氣皆呈現以實現 / 未實現（realis vs. 

irrealis）為主要區別。另一方面，在受事者語態的部分，南王方言呈現相同的二分法（實現 vs. 未實現），但在知本方言其最

重要的區別卻是完成 / 未完成（perfective vs. imperfective）。根據這些事實，我主張原始卑南語的時貌語氣系統是以動貌為

首，其主要區分在於完成 / 未完成。

漢語的數量詞組出現在動前位置時，通常會跟「有」字

一起出現。「有」字標記讓數量詞組獲得指涉實體的解讀，

帶有個體存在的預設。另一方面，在許多句法環境下，「有」

字不會出現，這時候數量詞獲得指涉數量的解讀，也不會有

個體存在的預設。本文主要的發現是除了「有」字之外，上

述兩種解讀跟低位模態詞與中間時貌詞的分布是有相關性

的。我們認為這種相關性可以利用句法的呼應理論來分析。

具體而言，數量詞會投射出一個隱性的定詞（D），此隱性

定詞帶有未標記的量化特徵。因為未標記的關係，所以需要

「有」字、低位模態詞、或中間時貌詞來作為標記者。我們

認為此透過呼應理論的分析能修改傳統的對應理論，修改後

的理論不但能完全符合微言主義的精神，並且能找出對應理

論中量化運符的根本來源。

本篇文章從行為經濟學的層面分析為何東亞與東南亞民眾即使在所得分配明顯不均的情形下，對於重分配的需求卻仍然

很低。與以往研究主張亞洲價值著重於實質人權（substantive human rights）不同，本文認為亞洲價值中強調貧富由已不由

人、人定勝天與家庭責任感侷限了他們對於社會福利的要求，並進而降低了他們對於重分配的需求。本研究並進一步利用亞

洲動態民主調查資料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與上述假設相符，明確指出民眾對於這些亞洲價值的服膺與他們對於重分配的偏好

呈反比。我們並進一步發現，在民主國家，就如同古典經濟學理論所主張，所得高低與重分配的偏好呈反向關係；但在非民

主國家，這樣的關係並不存在。

亞洲價值如何影響人們在重分配上的偏好？

張傳賢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 77 (2018): 139-150.

本圖比較東亞與東南亞國家貧富不均的狀況以及民眾對於重分配

偏好的高低。紅線表示該國民眾對於重分配的偏好（資料來源：

亞洲動態民主調查），值愈高代表愈偏好經濟平等。括號內的值

則該國在調查執行當年的吉尼係數（gini-coe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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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理念與憲法秩序：憲法學思維方法緒論

李建良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臺北：新學林出版（2018年），213頁。

臺灣憲政制度與人權理念繼受自泰西東洋諸國，部分逐漸成形內化，

部分則持續磨合調適。在法律移植過程中，人權理念史、憲政制度與法學

方法的關聯論題，始終是臺灣公法社群的共通課題與普遍困境，尤以欠缺

具歷史縱深底蘊與條理思維方法為最。本書嘗試從憲政主義歷史源流與憲

法學方法論的視角，對人權理念進行原理推演，建構憲法秩序的思維體系，

期使基本權蘊含秩序理念、論證紋裡，成為貼近現實、可資適用的客觀法

規範，而非只是某種政治、道德或價值的決斷。

司法審查作為憲政工程：結構最小主義的工法建議

世界各國的母親們過得如何 ? 母親福祉的新指標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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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院通常不是適任的憲政工程師，卻又無可避免地必須扮演某種

憲政工程師的角色。運用 Cass Sunstein（2015）所提出的四種憲政人格典

型（英雄、士兵、默者與最小主義者），本文對司法院大法官歷來所為司

法憲政工程的多重風貌，進行了概略的分析與檢討。一般而言，司法院大

法官／憲法法院在從事司法憲政工程的時候，應以謹慎自制、謙卑自持為

宜。然而，不論是我國諸多學者所倡議之「憲法（釋義）學理紀律的強化」，

抑或是由 Sunstein 所代言的司法最小主義（judicial minimalism），均未

必有助於司法憲政工程的最適化，甚至還可能適得其反。本文就此提出結

構最小主義的初步構想﹕憲法法院應該坦然面對司法審查作為憲政工程這

件事，但也必須清楚意識到，司法審查終究不是憲政工程的最適工地。基

於此項角色設想，本文提出 (i) 建構合宜民主工程的避風港以及 (ii) 最小主

義的結構審查兩項工法建議。

跨國比較母親的福祉，需注重母親生育期間的健康，與母親得到的社

會保護與自主性這兩個重要面向。在操作化上，母親健康是由 (1) 避孕普及

率 ，(2) 低青少年生育率與 (3) 低產婦死亡率作為指標。社會保護與自主是

由 (1) 技術人員生產照護率， (2) 初婚年齡與 (3) 母職保護政策評分作為指

標。據此將世界 150 個國家在 2010 年時的母親福祉排序。結果，北歐國

家與西歐國家的排名在前，非洲國家的排名落後。但是中間層國家的位置

排名，與經濟發展的關係較低，易受到選用指標的一些影響。

雖然曾被盛讚為英國從約翰密爾 (John S. Mill)、甚至柏克 (Edmund 

Burke) 以來最具原創性的政治哲學家，歐克秀 (Michael Oakeshott 1901-

1990) 的作品卻長期受到華語學界的漠視。本書是第一本可靠而有深度的

全面介紹歐克秀政治哲學的華文著作。沿著歐克秀對自由、行動與道德條

件所展開的哲學探索，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方式，闡釋了歐克秀著名的「公

民聯合體」理念之歷史深意及其對法治原理所提出的哲學解析。藉此，本

書不僅再次確認歐克秀在當代政治理論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也通過他的思

想視野，釐清了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社群主義與共和主義等政治思潮之

間的複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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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福祉的世界排名

名次 國家

1 挪威

5 荷蘭

10 瑞士

17 南韓

29 日本

55 澳大利亞

66 美國

100 菲律賓

130 喀麥隆

140 甘比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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