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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中央研究院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也是國際知名的研究機構，主要法定

任務有三，分別為提升人文及科學研究；指導、聯絡及獎勵學術研究；以及培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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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及社會科學三大領域中平衡發展。本院發展首重深入、紮實的基礎研究，以創新

發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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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重要研究成果》專刊，

蒐羅各個學科的優勢領域、研究簡介、專文報導論文及專書。

在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院內同仁向來致力於對各學科重要問題的深入探索與

批判分析，不僅將考古研究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也從各種研究角度促進對人類文

明的多元理解，以及文化的多元發展。除此之外，科技的進步也為人文及社會科學

領域的研究工具與方法注入創新的思維，由此激發出更多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

與更有創意的研究構想。

在數理科學領域，研究人員除專注於探索自然界的基礎知識外，也不斷開發

可應用於改善人類生活品質和具永續性的新科技。例如使用巨型無線電望遠鏡來

研究恆星的形成；設計和製造具有新型化學和物理性質的新材料，以降低高速電

子裝置或日常照明光源的能源消耗；發展新的電腦模式，幫助管控日益嚴重的城

市熱效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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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

在生命科學領域，則以探索、解構生物界重要的科學問題為研究主軸，包括

瞭解生物細胞運作的基礎準則，生物如何與其他生物或周遭環境互動等。研究成

果不但可進一步延伸成為生態保育的政策建言，對了解失智的成因、開發促進人

類健康的疫苗或藥物、培育具高營養價值或可抵禦惡劣環境的農作物等，均有相

當助益。在了解生物奧秘的同時，研究人員也將積極轉化基礎研究的知識為實質

應用，為造福人類健康、糧食安全與環境永續盡一己之力。

本院擁有充滿創意與生命力的研究環境、傑出的跨領域研究人才與國際化的

研究氛圍。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展現研究能量，以研究帶動學術與社會進步為

目標，兼顧「前瞻知識的躍進」與「落實解決國家社會的重要問題」兩大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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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數理科學組

32 在宇宙中新觀察到的基本粒子特性

 張元翰、周欣毅、柯威廉、馮劼、灰野禎一、韓國璋、H. Huang、荊溪暠、李宏德、李世昌、李漢昇、

李紫源、林志勳、劉棟、盧森泉、渠朝義、魏春成、楊毅 (共 259位 )

34 單一化合物連續寬帶白光材料

 海德、米海德、陳姿蓓、培其亞、呂光烈、陳永芳

36 可調式閘極導電氧化物之超穎介面

 黃耀偉、Ho Wai Howard Lee、Ruzan Sokhoyan、Ragip A. Pala、Krishnan Thyagrajan、Seunghoon Han、

蔡定平、Harry A. Atwater

生命科學組

38 具導航能力新型藥物輸送系統突破心血管組織再生醫學難題

 吳佩蓉、程華強、羅傅倫、藍迪蔚、顏宇泰、陳培菱、James J. Lai、Suzie H. Pun、Patrick S. Stayton、謝清河

40 模組化  型多醣及晶片合成用於愛滋病病毒抗體的異相配體分析
 施沙晉、張世皇、蔡宗義、游淑薰、薇迪亞、林易嫻、程揚諭、任建台、李昌駿、帕蘇基、蔡長昇、 

施皓維、曾意芳、梁其輝、鄺彼得、伯頓丹尼斯、吳宗益、翁啟惠

42 日溫差與年溫差對脊椎動物海拔分布有相反的影響

 詹偉平、陳一菁、Robert K. Colwell、劉維中、黃倬英、沈聖峰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44 五千年前在臺灣所耕種的黍米 (Broomcorn Millet)和粟米 (Foxtail Millet)
 臧振華、李匡悌、徐子富、蔡元卿、方伯軒、邢禹依

46 跨文化表演的研究途徑：臺灣一場緬甸音樂表演的互為主體與多點民族誌研究

 呂心純

48 運用地理空間方法對全球社會變遷調查與氣象資料分析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原因

 彭逸帆、唐嘉宏、傅仰止、范毅軍、何瑁鎧、詹大千

2016年發表論文摘要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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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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5名院士中，有 7位諾貝爾獎得主。另設有院本部與學術諮詢總

會分別負責全院一般行政事務與學術推展工作。

展望未來，本院仍將秉持良好的學術傳統與研究基礎，開發新的科學知識、培育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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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以豐富人類的文明，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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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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計室

人事室

政風室

數理科學組院本部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基因體研究中心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組

歷史語言研究所

民族學研究所

近代史研究所

經濟研究所

歐美研究所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社會學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政治學研究所

法律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院長 院士會議

副院長

院務會議

學術諮詢總會

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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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競爭力

依據 ESI資料庫過去 10年之論文統計，本院多達 18個領域之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進入研究機構排名前 1%，分別為：

太空科學、臨床醫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材料科學、免疫學、微生物學、物理學、化學、神經科學與行為醫學、生物學

與生化學、地球科學、藥理與毒物學、環境與生態學、植物與動物科學、農業科學、工程學、電腦科學、社會科學。

中央研究院致力於頂尖學術研究。以研究成果分析工具 SciVal分析本院 2016年之學術表現，本院學術著作為世界前

10%高被引文章百分比為 20.9%，發表在排名前 10%期刊 (以期刊評鑑指標 CiteScore為依據 )之百分比高達 51.1%。與國

際比較研究影響力，本院 2016年領域權重引用影響係數 ( 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 )達 1.53，顯示本院學術

相對影響力高於世界平均水準 53%；綜觀本院自 2007年來之 FWCI值，皆高於世界平均水準，且遠高於亞太地區，足見本

院實具高度國際競爭力。本院亦致力於提升國際能見度，2016年與國際合著論文之比例高達 49.2%。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7年 7月

2007年至 2016年本院與世界個區域 FW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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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8月 
 
本院 2015年（分析 2011年至 2015年期間發表論文）計有 168個優勢領域，其中 12個領域在

全球具領先優勢，156個領域深具發展潛力。從 2015年本院優勢領域學科分布圖可見，本院在生物
化學、遺傳學與分子生物（60個）、醫學（33個）、物理及天文學（24個）及化學（24個）具高度競
爭優勢；此外，本院跨學科的研究及交流亦相當蓬勃。 

 
2015年本院 168個優勢領域學科分布圖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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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2011年至 2015年期間本院發表論文，計有 168個優勢領域，其中 12個領域在全球具領先優勢，156個領域

深具發展潛力。從 2015年本院優勢領域學科分布圖可見，本院在生物化學、遺傳學與分子生物、醫學、物理及天文學

及化學具高度競爭優勢；此外，本院跨學科的研究及交流亦相當蓬勃。

研究成果分析工具 SciVal以 Scopus資料庫為資料來源，每年根據前 5年研究機構發表文獻之數量、被引用次

數與引用新發表文章等標準，分析出當一年度機構之顯著競爭優勢（Distinctive Competency, DC）及潛在發展優勢

（Emerging Competency, EC）。根據 SciVal分析資料，本院優勢領域自 2010年以來，從 112個大幅成長至 168個，

顯示本院在學術上不斷精進與突破，具有豐沛之研究能量。

本院 2010∼ 2015年優勢領域數

2015年本院 168個優勢領域學科分布圖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8月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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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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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應用科學、生命科學、醫學、農業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中特定跨學門之尖端領域，規劃各項博士班學程，

招收國內外年輕優秀人才，至本院接受博士生培訓。

學程成立至今，已屆 15年，現任總召集人為本院周美吟副院長。目前共有來自 43個國家約 531名學生就

讀學程，外籍學生共 331名，約占 62%。學生可利用各項機會，以加強對國際前瞻學術研究的認知，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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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期激勵學生，開拓其視野，進而思索創新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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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之專業知識並擴展其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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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赴國外頂尖研究機構或一流大學研究室進行研習。

博士生學程

國際研究生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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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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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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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臨床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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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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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本院第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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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平溪。

國內學位學程名稱和合作大學一覽表

編號 學位學程 合作大學

1 癌症生物 (學 )與藥物研發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2 海洋生物科技
國立中山大學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3 轉譯醫學

國立臺灣大學

高雄醫學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

國立陽明大學

慈濟大學

國防醫學院

4 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國立臺灣大學

5 微生物基因體學 國立中興大學

6 網路與資訊系統 國立交通大學

7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 國立成功大學

8 轉譯農業科學 國立成功大學

9 資料科學 國立臺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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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有在學學生為 174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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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有 672名來自 51個國家的學生報名，預計錄取 60名學員至本

院實習。迄今總計 337名暑期實習生來院學習，其中 44名已正式成為本學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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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後研究人員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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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561人至

2016年 1,098人，10年間成長為 2倍；經費來源主要有本

院「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之預算、院內業務費及承

外計畫補助等。

1.「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自 1995年起設立，以獨立工作計畫、預算與員額投入

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培育。目前每年預算約 2億，員額約

200名。此工作計畫所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皆為近四

至六年內獲得博士學位者，其早期約占全院博士後人數

36％，目前則為 17％。

2.  院內業務費（不計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係本院各所、研究中心以單位預算延聘所需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另本院研究人員可於執行院方研究計畫中編列

博士後員額，以研究計畫經費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此

部分所延攬之博士後人員，10年有 1.4倍的增長。

3.  承外計畫補助

本院研究人員積極參與院外研究計畫，如科技部、教育

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國家衛生研究院等單位資助之

計畫，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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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外經費挹注所聘用之博士後研究人員，

10年間之成長超過 1.6倍。

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出路

為瞭解本院培育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日後專業生涯的發

展，本院主動追蹤其後續就業狀況。此項工作需依賴受追

蹤者之回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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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或是研究機構 (35%)；部

分人員至產業界發展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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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為建構全方位的學術網絡，本院迄今與 43個國家、

國內外 396所學術研究機構，簽署 469個合作協議。近

期如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美國喬治城大學法律中心、比利時根特大學、香港中文

大學、日本神戶大學、泰國皇家瑪希隆大學、菲律賓

大學、天文物理研究聯盟等。本院與美國癌症研究所

（NCI）於 2016年簽署備忘錄，臺灣成為美國癌症登月

計畫（National Cancer Moonshot）之合作成員，並與多國

攜手合作阿波羅計畫（APOLLO），希望能提供解決重要

疾病的線索，並加速提供國人精準醫療的新方針。本院

致力於國際頂尖人才培育的推動也迭見成效，近年已先

後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化學學院、聖地牙哥校

區、戴維斯校區）、斯克里普斯研究院、史丹佛大學、

及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等簽署人才培育與學術合作協

議，至 2016年底已選送 12名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進

修，持續培育專業人才，共同為促進人類健康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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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計有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合聘研究員暨國立清華特聘講座教授江安世院士獲選為

TWAS生物系統及組織學門院士；本院政治所特聘研究

員及臺灣大學政治系合聘教授朱雲漢院士獲選為 TWAS

社會及經濟學門院士。本院經濟研究所許育進副研究員

則以 40歲以下學術表現優異，獲頒 2016年 TWAS青年

學者 (TWAS Young Affiliate)。我國迄今已產生 53位 TWAS

院士及 26位 TWAS獎項得主，此不僅彰顯學者個人的

成就，更代表臺灣對發展中國家之關懷與付出。

在主辦重要國際會議方面，2016年 6月間舉行第

23屆「太平洋科學協會」（PSA）大會，該協會由太平

洋諸島與環太平洋地區共 30個國家所組成，為太平洋

地區重要科研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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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計有「克

魯格獎」得獎人 Professor Charles Taylor、德國科技科學

研究院院長 Professor Dr. Reinhard Hüttl、美國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 (UCLA)講座教授 Dr. Christine Borgman等國際

知名學者受邀演講。

「克魯格獎」得獎人 Professor Charles Taylor受邀擔任 2016年

「中央研究院講座」，於本院及臺灣大學發表演講。

第 23屆太平洋科學大會。



本院同仁學術研究的成果是顯現學術影響力的一項重要指標，為研究工作奠定深厚根基，使本院研究成果揚名國際，

發揮學術無遠弗屆的影響力。在學研界的高度競爭下，本院過去一年各領域研究成果亦深受國內外學術機構肯定，獲得多

項國內、外研究獎項與榮譽，顯見本院學術研究成果在國際間極具影響力。其中包含，賀曾樸院士榮獲 2016年宏博研究

獎，李遠鵬院士榮獲 2016年日本光化學會本多 -藤嶋邀請講席，胡哲銘助研究員榮獲 2016年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

郭哲來研究員榮獲亞洲計算材料協會傑出研究成果獎等。

2016 年本院獲得國外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名稱 本院人員

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 胡哲銘

紐科姆·克利夫蘭獎 陳壁彰

日本物理學會生物物理與物理生物學編輯獎 陳志成

日本光化學會本多 -藤嶋邀請講席 李遠鵬

泛華統計協會傑出服務獎 丘政民

日本植物生理學會獎勵賞 中村友輝 

亞洲計算材料協會傑出研究成果獎 郭哲來

宏博研究獎 賀曾樸

美國國家儀器公司工程影響獎尖端研究類 (次名 ) 王子敬

2016 年本院獲得國內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 (銀籤獎 ) 余海禮 

2016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太田欽也、尤嘯華、 
蔡文軒 、蕭欽玉、 
梁茂昌、陳逸然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專書獎 劉斐玟、蔡英文

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天問獎」 徐遐生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科技管理獎 吳成文

中華民國數學學會青年數學家獎 蕭欽玉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學會獎 黃啟瑞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中村友輝、尤嘯華、

沈聖峰、蕭欽玉、 
楊玉良、鍾偉和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李有成、林小喬、林正洪、

林國儀、邱訪義、陳志成、

陳恭平、程毅豪、鄧育仁、

蕭欽玉、薛一蘋

孫運璿學術獎 瞿宛文

財團法人張昭鼎紀念基金會張昭鼎紀念講座 李遠鵬

國家新創獎 -最佳產業效益獎 林耿慧 

教育部學術獎 簡正鼎、李明輝

國家新創獎 陳家俊

東元獎 廖弘源

第十四屆有庠科技論文獎 蔡定平、鄭文皇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李貞德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蔡怡陞、胡哲銘、林靖茹、

張永健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王中茹

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陳瑞華
本院簡正鼎特聘研究員及李明輝研究員榮獲第 60 屆教育部學

術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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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獎項與殊榮

社會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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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技轉

本院多年來致力將研究成果回饋社會，保護智慧財產權，鼓勵專利申請，強化技術轉移，積極促成學研界與

業界間之互動與合作。經由技轉及育成新創公司，以協助研發成果產業化，使我國各類型產業得以發展，進而提

升國際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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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肌肉萎縮症小鼠動物模式

■ 螢光奈米鑽石的生產與生物應用

■ 抗聚乙二醇單株抗體

 

■ 漢語平衡語料庫 4.0

■ Anti-VEGFR2抗體新藥開發

■ 利用微流體製造 3D細胞培養鷹架

■ 加速器束流監測器及其讀出裝置

■ 抗菌蛋白

SS-‐2394	  Treatment	  Decrease	  Sickle	  RBC	  %	  in	  
	  SCD	  Mice

Blood	  Smear	  analysis	   SCD	  mice	  (Mock)
(PO:20%	  HP-‐b-‐CD)	  (N=2)

SCD	  mice	  (SS-‐2394)
(PO:	  15	  mg/kg)	  (N=5)

%	  of	  Sickle	  RBC	  	  
(before	  hypoxia)	   15.58±1.28%	   7.83±1.11%	  

SCD	  mice	  (Mock) SCD	  mice	  (SS-‐2394)

	  Abbrevia1ons:	  SCD	  (sickle	  cell	  disease);	  RBC	  (red	  blood	  cell);	  PO	  (oral	  administra1on);	  HP-‐b-‐CD	  (2-‐hydroxypropyl-‐	  
	  	  	  	  	  	  	  	  	  	  	  	  	  	  	  	  	  	  	  	  	  	  	  	  	  	  	  	  	  beta-‐cyclodextr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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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i-VEGFR2抗體新藥開發

利用微流體製造 3D細胞培養鷹架

抗聚乙二醇單株抗體

2016 年度技術授權案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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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紀念館



優勢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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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論計算探討二維材料的新穎性質

整合性的科學研究日趨重要，目前一個主要的推動方向，

在於運用理論計算來加速尖端材料的發展。強而有力的計算分析

方法，不管在詮釋實驗測量的數據，或是在建立有效之理論預測

方面，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已成為現代材料科學發展研

究上，重要而不可或缺的一環。近年來在實驗室中已成功製造出

新的單一或數層原子結構的尖端材料，包括石墨烯、六角氮化

硼、過渡金屬二硫屬化合物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 

TMDs)、層狀拓樸絕緣體、及其相關材料的異質結構。這些低維

度的特殊結構具有與傳統塊材非常不同且獨特的物理與化學性

質。本主題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及應用最先進的計算方法，預

測及篩選適用於新穎能源及元件應用的低維度尖端材料。研究題

材著重於新近發展出之二維層狀結構材料及其異質結構，特別是

介面之交互作用，以及其對於系統功能設計的效果及影響。這個

計畫的理論研究團隊已經與在世界上領先的實驗團隊建立了密切

的互動及合作關係，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TiSe2超薄膜中電荷密度波的形成及空間維度效應 

電荷密度波 (CDW) 的形成來自電子和聲子之間的相互作用，

這是發生在材料物理學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它跟材料的超導性和

其他的可能的物質相態有密切關係。一般來說，我們預期 CDW

對於奈米尺度的幾何約束非常敏感，而 TiSe 是一個具有準二維層

狀結構的標準 CDW材料。我們研究了 TiSe 薄膜材料從單一層到

多層厚度，包含其中 CDW的相轉變，最有興趣的關鍵部分是從

二維體系轉換為三維極限的特徵長度大小。結合中央研究院的第

一原理的計算與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江台章教授實驗研究群的角度

分辨光電子能譜 (ARPES) 測量，我們找到了迄今未被發現但至關

重要的一個性質：在學界廣泛認為發生於 205 K的（2 x 2 x 2）

三維結構相變前，每一單層在 232 K下其實已經發生 (2 x 2)電

子結構的相轉變。在室溫下觀察到的一個很小的能量帶隙，隨著

溫度低於相變溫度而增大。這可能是層狀材料的一般特徵，空間

維度交叉涉及兩個階段，不同能隙顯示在不同層次。如圖 1所顯

示，對於薄膜厚度從 1至 6層的理論與實驗結果比較，它們的量

子阱態能量結構發生實質性的明顯變化。比較意料之外的是，與

溫度有關的能隙變化，僅僅在三層厚度時就趨於定值。這些結果

說明兩個相轉變溫度與厚度的關係，以及在三維框架內非常短距

離之 CDW的相互作用。

圖 2  在√ 57 x √ 57 Ru(0001)上吸附√ 67 x √ 67 h-BN原

子結構的 (a) 俯視圖和 (b) 側視圖。其中紅色、藍色

和灰色球體分別代表 N、B和 Ru原子。另外黑色、

粉紅色和綠色圓圈則分別代表不同區域，其中 N原

子吸附的位置相對於 Ru(0001) 襯底之 top、fcc和 hcp

點 。(c) 由相互作用引起之電荷密度差，黃色（藍

色）的等密度面表示電荷密度增加（減少）（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 13843）

圖 1  TiSe 薄膜厚度從 1到 6個單位層沿著    方向的電子

能帶結構。實驗的角度分辨光電子能譜圖顯示 (a) 在

300 K的正常相，和 (b) 在 10 K時的電荷密度波相。相

對應之計算電子能帶結構圖則顯示正常相於 (c)，及電

荷密度波相於 (d)（Nano Letters 2016, 16, 6331-6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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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層異質結構中層與層之間的相互作用和莫瑞圖案 

原子薄層的製造和操縱技術目前已有十足進步，可以

產生不同組合的人造二維材料，因此原子單層逐層堆疊的

技術已經開闢了前所未有可調整材料性質的機會。其中常

見的原子薄層包括石墨烯、六方氮化硼、過渡金屬二硫屬

化合物 (TMDs) 和其他可能性。我們面臨最重要的課題是：

原子薄層異質結構之電子性質如何透過層與層之間的相互

作用而被改變。一方面層與層間的耦合強度並不足以改變

各單層內的化學性質；另一方面，這些耦合強度又足以選

擇性地改變相位空間中某些區域的能帶結構，從而引起電

子特性的顯著變化。我們的研究從第一原理計算來了解在

兩個單層之間由於晶格失配或相對旋轉引起的莫瑞圖案，

以及它如何影響局域電子的性質。 

把絕緣體二維薄膜層放置在金屬基底上，可以成為生

長其他二維薄膜原子層的優良支撐平台。最近的一個例子

是將 h-BN單層放置於 Ru(0001) 上，進而成功地長成高品

質的 TMD原子層。由於晶格的不完全相配，在不同區域

有不同的局部堆疊結構，進而產出特殊的莫瑞圖案，如圖

2所示。這些在不同局域中出現的不同原子堆疊方式，引

起了局部波紋，導致局部化學鍵結合的變化。下一步放置

在這個平台上的附加原子層將會感測到底下局部靜電勢的

變化，進一步影響局部的電子能帶結構。

除此之外，經由與美國德克薩斯大學施志剛教授實驗

研究群的合作，我們還探討了過渡金屬二硫屬化合物異質

結構層間之相互作用，以及進一步引起的空間變化，例如

MoS /WSe 異質雙層，結果如圖 3所示。由於層與層之

間局部原子堆積結構的變化，進一步導致不同區域中的能

隙變化，大小可達 0.15 eV，而且具有明確的周期性。這些

結果說明了在這個異質雙層系統中，將會形成二維的特殊

的電子超晶格。

同時，在目前的理論架構下，利用密度泛函理論 (DFT)

計算，描述不相似的原子單層之間很微弱的相互作用，是

相當具有挑戰性的；因此，我們採用量子蒙特卡羅方法來

描述及考慮電子之間的多體相互作用。圖 4顯示了一個例

子，我們使用擴散量子蒙特卡羅 (DQMC)方法來研究二

維異質結構 MoS /石墨烯中的凡得瓦爾 (van der Waals, 

vdW) 作用力。為了將應變效應減到最小，我們使用莫瑞

圖案結構，將√7x√7 MoS 放置於√12x√12 石墨烯上，

其晶格失配誤差僅為 2.4%。通過 DQMC計算獲得的結合

能量，發現目前所有密度泛函近似模型對凡得瓦爾作用力

都高估了結合能量。這項結果可提供一個基準來檢查各種

密度泛函模型的近似準確性，亦可作為發展具凡得瓦爾作

用力之密度泛函的一個正確參考。

主要參與人員：詹楊皓、褚志彪、邢正蓉、潘祈叡、魏金明、周美吟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圖 3  MoS /WSe 異質結構中不同的局部堆疊結構造成不同的層間

距離。(a) 四個代表區域 AA、AB 、Br和 AB  之原子模型的側

視圖。(b) 電子掃描穿隧顯微鏡 (STM)在單位晶格中的莫瑞圖

案上產生的掃描圖像。(c) 顯示從 AA到 AA區域對角線的高

度分布 [即 (b) 中的灰色虛線 ]。

圖 4  利用不同之 DFT泛函近似模型來計算 MoS2/石墨烯間之相互

作用，得到對應於各個層間距離的結合能量。除此之外，利

用 DQMC能精準地描述層間相互作用，所計算出的結合能

量，可用來檢驗 DFT泛函近似模型得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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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

研究領域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由北美、歐洲、東亞聯合興建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

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地面望遠鏡，

臺灣透過北美團隊與東亞團隊雙管道加入本陣列的興建與

運轉。ALMA 由 66座高精密電波天線組成，2013年 3月

舉行啟用典禮，同年底 66座天線全數完成。ALMA係透過

同儕審查機制來決定是否給予觀測時間，臺灣觀測計畫書

的成功率持續高於平均值，贏得的最高優先觀測計畫書占

6％以上。以臺灣的貢獻僅占 ALMA興建經費的 3％來看，

顯示加入本計畫的投資報酬率極高。

ALMA計畫的前 10年屬於興建階段，目前已進入運

轉階段。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持續參與本計畫。我

們近程的貢獻主要是發展並製造 ALMA第一波段 (Band-

1)接收機。此工作由本院天文所主導，合作者包括加拿

大、智利、美國和日本。Band-1的設計案已於 2016年獲

得 ALMA董事會正式通過，本院天文所目前正預備量產 73

套接收機機匣，預計 2019年可安裝於 ALMA的 66座天線

上。Band-1接收機將延長 ALMA的觀測波長，擴大觀測

早期宇宙的可見範圍約 8倍。ALMA-臺灣計畫的工作也包

括在格陵蘭的圖勒空軍基地部署格陵蘭望遠鏡 (Greenland 

Telescope, GLT)，目的是大大延長 ALMA的干涉基線，提

升角分辨率約 500倍。格陵蘭天文台將是全球第一個設在

北極地區的天文台。ALMA-臺灣計畫也正在建置中研院天

文所通用天文軟體研發中心 (ASIAA CASA Development 

Center, ACDC)，開發處理與分析 ALMA數據的軟體，促進

快速準確的數據分析，提升科學成果產出。

在科學研究方面，ALMA臺灣團隊已針對各種令人興

奮的問題進行研究。臺灣天文學家已使用 ALMA的最長基

線取得以下的科學成果：(1)吸積盤餵食原恆星 (恆星寶寶 )。

由於赤道面上的暗帶，造成該塵埃盤看起來像個「漢堡包」，

此特徵形成原因是由於這道暗帶的溫度比較低而且不透明。

本研究不僅證實環繞極年輕原恆星之吸積盤的形成，也首

度揭示了恆星形成初期塵埃盤的垂直結構。(2)在金牛座 HL

星體周圍觀測到複雜的環形結構，代表 HL金牛座周圍原行

星盤內有間隙，極可能是受到原行星盤中隱蔽不可見之行

星所驅動。(3)觀測到受前景星系 SDP.81的重力透鏡作用而

呈圓弧形的分子雲。這個受到重力透鏡作用影響之分子雲

結構，可用來推算前景星系的質量，也可用來測量暗物質

的質量。ALMA可研究的主題對象極為廣泛，還包括：(4)

藉由偏振光塵埃連續譜來解釋恆星形成時周圍的磁場結構；

(5)極年輕恆星周圍拱星盤內的螺旋狀下落氣體，(6)圍繞前

行星狀星雲之螺旋狀外流氣體殼層。最後值得一提的是，

藉最新的 ALMA研究，臺灣參與了國際級的事件視界望遠

鏡 (Event Horizon Telescope)，目標是取得位於銀河系中心

及鄰近的M87星系之超大質量黑洞的陰影。2017年格陵蘭

望遠鏡建置完成後亦將加入本計畫，針對超大質量黑洞的

事件視界處的廣義相對論效應進行研究。

圖 1 - 圖 3  位於阿塔卡瑪沙漠中的 ALMA 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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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HH212原恆星系統的噴流和盤：(a) 噴流由不同分子偵測到的合

成影像，影像來自於甚大望遠鏡 VLT (McCaughrean et al. 2002)和

ALMA (Lee et al. 2015)。中間橘色部分顯示 ALMA於次毫米波段以

200個天文單位等級的解析力所取得的塵埃包層和盤的影像。(b) 

拉近放大後，可見以 8個天文單位的高解析力取得塵埃盤中心影

像。星號標示中心原恆星的可能位置，盤中間有一道明顯的暗

帶，造成塵埃盤看起來像個漢堡形狀。右下角是和太陽系大小的

比較示意，塵埃盤的半徑約為太陽到海王星距離的兩倍。(c) 理

論模型推導出的吸積盤溫度分布。

圖 5 使用 ALMA觀測受前景星系 SDP.81重力透鏡效應影響的分子雲影

像 (Wong, Suyu, Matsushita, ApJ, 811, 115; 2015).

圖 7  中華民國國旗飄揚在 ALMA 天文台。

圖 8 格陵蘭望遠鏡的架座已安裝於圖勒空軍基地，此
工作亦屬於 ALMA-臺灣計畫，為 ALMA提供跨

洲際的基線，當時是北極的冬天。

圖 6 ALMA 觀測 HL金牛座原行星盤的影像。左圖是觀測到原行星盤

塵埃輻射的影像，顯示其中有間隙。右圖是觀測到 HCO+分子

之重建影像，更清楚而詳細地顯出這些間隙的特徵。 (Yen et al. 

ApJL, 820, L25; 2016).

圖 9 格陵蘭望遠鏡的架座，正預備組裝反射鏡面。 

圖 10 格陵蘭望遠鏡的反射鏡面，正準備組裝到望遠
鏡的架座上。

主要參與人員：賀曾樸、李景輝、顏士韋、黃活生、蘇游瑄、松下聰樹、高培邁、康逸雲、蘇裕農、王為豪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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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

研究領域

農業基因體研究

本院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團隊利用新世代定序

(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 等 新 技 術 進 行 

基因體、轉錄體、蛋白質體等研究，結合分子生物學、

遺傳學、比較基因體學、生物資訊學等分析，建立多個

臺灣重要物種之基因體資料，挖掘及探討重要遺傳特性、

功能性基因及調控機制。計畫成立臺灣農業基因體資

源中心，發展農學研究公共資源平臺，目前已彙整迄今 

參與者之體學研究資料，包含：蘭花、水稻、綠豆、大

花咸豐草、黃花蜜菜、石斑魚、吳郭魚等物種在抗逆境、

特殊成分生合成途徑、反應機制等，未來將持續納入 

不同的生物體學資料，作為農學研究及產業之資源基礎，

下列農學研究導入體學新技術後之轉變。

蘭花與體學

蘭花是臺灣重要外銷經濟花卉，為符合全球市

場需求並持續開創新市場，培育新品種是極為重要的 

工作；其中臺灣原生種蝴蝶蘭—臺灣阿嬤 (Phalaenopsis 

aphrodite)因其性狀優勢，常作為育種親本，與其他優

良品種進行傳統雜交後，須經過為期 2~3年栽培成株， 

評估其園藝性狀及生長情形，找出具備優良特性、適合

商業栽培的新品種。臺灣阿嬤基因體大小約為 1.2Gb，

臺灣原生種蝴蝶蘭臺灣阿嬤的功能性基因體學計畫 / 

施明哲研究團隊利用體學新技術，將基因表達序列及 

蛋白質序列與既有蘭科植物及模式物種資料進行比對，

藉由生物資訊同源性分析依其功能，如影響花朵性狀

基因及生理機制相關轉運子 (transporter)、轉錄因子

(transcription factor)，完成 39,487條蛋白質編碼基因 

註解及 11,600個非編碼基因註解，發現蘭花基因的 

內含子 (intron)較其他物種長，平均長度達 2.8Kb， 

基因組裝及註解覆蓋率達 85% (1.025Gb)、準確率達

98.1%的高解析臺灣阿嬤基因體圖譜，並進行甲基化 

定序分析，找出蘭花基因調控相關位置。基因體資料 

未來能應用於開發遺傳或演化研究之分子標誌，以及 

應用於蘭花育種之分子育種標誌，育種者在規劃好預期

改變性狀，未來培育不須待蘭花成株，即能以基因測試

是否成功育種出有別於親本及既有品系之花色、花型，

資源能更有效利用，達到快速設計育種。

天然物與體學

傳統養殖為抵抗細菌性或寄生蟲性疾病，常於 

飼料中添加化學藥劑導致肉品時有藥物過量或殘留，

圖 1  Orchistra蘭花基因體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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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與人員：施明哲、徐麗芬、楊文欽、陳榮芳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圖 2  綠豆 VC1973A(不具豆象抗性 )的第五條染色體之相關 
           抗性基因圖譜。
對照 RIL59與 VC1973A之基因組，共有 67個相關抗豆象候選 

基因被標記在第五條染色體上。包括差異性表現基因 (DEG) 

和序列變化蛋白基因 (SCP)，其中還有兩個已知的抗豆象基

因 (BRHD-SSR158和 OPW02a4)。豆象抗性基因以紅色標記， 

DEGs以藍色表示，SCP以黑色表示。具有星號的 DEG也是 SCP。

 

 
 
 
 

 

  

 

2 VC1973A( )
 

RIL59 VC1973A 67
(DEG)

(SCP) (BRHD-SSR158
OPW02a4) DEGs SCP

DEG SCP  

而降低國內外消費意願。雞球蟲病是常見原蟲病，因影

響雞隻生長而造成經濟損失。大花咸豐草 (Bidens pilosa 

L. var. radiate)活性化合物之合成途徑暨其抗雞隻球蟲作

用與機制探討計畫 /徐麗芬及楊文欽研究團隊，即利用 

體學新技術，分析不同培養處理條件的大花咸豐草 

轉錄體及代謝體資料差異，建立其功能性基因圖譜， 

找出調節化合物生成之基因，以及比較不同餵食條件之

雞隻腸道菌之轉錄體，證實大花咸豐草活性化合物能 

調節雞隻免疫系統與腸道細菌。藉由分析不同餵食條

件之球蟲轉錄體，找出調控球蟲繁殖基因，以期瞭解抗 

球蟲作用與分子機制，未來可用以開發測試抗球蟲植化物。

綠豆與體學

豆象 (Callosobruchus spp.)是豆類儲藏害蟲，主要 

危害綠豆，經其蛀食後的豆類均無法發芽亦不具食用 

價值，而造成經濟損失。整合組體學應用於綠豆抗豆象

研究計畫 /陳榮芳研究團隊完成第 59號豆象抗性綠豆

重組自交品系 (RIL59) 455.2Mb覆蓋率達 88%的基因組

草圖；比較具抗豆象及不具抗豆象之綠豆兩者轉錄體、

蛋白質體及代謝體之差異，找出 91個表現差異基因

(Differentially expressed genes，DEG )、148個序列變異

蛋白質基因 (sequence-changed-protein genes，SCP)、

60 個 變 異 蛋 白 質 (Differential proteins，DP) 及 9 種 

抗豆象蟲代謝物，這些與具抗豆象 (Br)有高度相關 

基因多座落於第五條染色體，亦設計分子標記在具有豆象 

抗性基因的綠豆品系中，這些標記將有助於提升綠豆育

種效率，釐清綠豆抗豆象機制及更有效安全的儲藏綠豆。



另外，我們亦發現 ErbB2受體蛋白，具有選擇性地調控γ-‐secretase分解 APP-‐C99蛋白的反應，

而不影響其分解 Notch此一生理受質的反應。我們更證實 ErbB2蛋白可與 Beclin-‐1蛋白結合，而

減少 Vps34-‐Vps15 複合體與 Beclin-‐1結合的機會，從而減低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利用一種 ErbB2
的化學抑制劑 CL-‐387,785處理不同的細胞或動物模式時，都可藉由提昇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造

成 APP-‐C99蛋白恆定量顯著下降，有效阻止 Aβ的產生。更重要的是，當以口服投藥的方式，以

CL-‐387,785給予 APP/Presenilin-‐1(PS1)基因轉殖小鼠的罹病動物模式治療 3週後，可明顯改善此

APP/PS1基因轉殖罹病小鼠的認知缺陷而提昇記憶學習功能(圖 5)。這項研究證明了 ErbB2在調節

細胞自噬作用中的全新功能，並提供了以 ErbB2蛋白為藥物標的開發阿茲海默症標靶治療之可能

性。	  

	  

 

 

 

圖 1 健康者與阿茲海默症患者腦。 

 

 

 

 

 

 

圖 2 利用果蠅為模式生物，結合醣化學及醣生物學來探討阿茲海默症中不正常醣基化機制及 

發展新的製藥標的。 

 

圖 3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iPSC)可自不同個體建立，提供對於疾病不同亞型的模擬。因此，對於

阿茲海默症的疾病模擬與新藥開發，提供絕佳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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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阿茲海默症

隨著醫藥科技的發展，人類因病而死的總死亡率逐年

下降。然而神經退化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所導致的死

亡率，在過去十年當中，卻不斷提升。阿茲海默症是目前

造成失智之主要疾病 (圖 1)，大約有 70-80%的老人癡呆是

因此病所引起的。近年來，因基礎研究的突破、跨學科的

整合研究及創新技術的發展，使阿茲海默症的治療展現新

的曙光。我們相信，現在正是發展預防和治療此疾病的最

佳契機，期望藉由學術研究工作的投入，能提供更好的防

治策略。

阿茲海默症與醣基化機制：眾多研究已指出，阿茲海

默症患者的大腦神經系統中，有明顯的醣代謝障礙及神經

細胞突觸蛋白的醣基化改變。蛋白醣基化作用也已被證實

對於此病症致病蛋白的運送、分解及形成有絕對性的影響。

有缺陷的蛋白醣基化系統被視為阿茲海默症發病的重要原

因之一。找出致病蛋白改變大腦醣基化系統的病理機制，

可能有助於解開此症致病的神秘面紗，也可提供治療此疾

病之重要學理基礎。我們可利用重要模式生物—果蠅，進

行系統性剔除所有與蛋白醣基化系統相關基因，並完整地

分析蛋白醣基化機制是如何影響神經細胞退化及蛋白醣基

化系統的完整性。我們亦可運用新穎的醣化學標定及質譜

鑑定，分析患者腦組織及人體細胞衍生之多功能幹細胞，

直接探討醣基改變的蛋白質體，了解關鍵致病蛋白醣基化

所帶來的影響，並尋找有效降低腦中的發炎反應機制的方

法，延緩失智症及其他神經退化疾病的病程 (圖 2)。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 (iPSC)：藉由採集患者與健康捐

贈者的體細胞，利用細胞重新編程技術將其轉換成多能幹

細胞。可利用不同的誘導分化技術，產生不同種類的人類

神經相關細胞；再利用 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根據

散發型失智症與家族型失智症的不同基因遺傳性變型，建

立合適的對照組細胞。由於 iPSC直接來自病患，因此將

會是藥物篩選的絕佳材料，日後也能進一步應用於細胞治

療用途 (圖 3)。此外，類器官也是幹細胞領域嶄新的突破。

類器官是經由特殊誘導分化過程所產生的 3D立體、類似

腦組織的結構，能協助研究阿茲海默症的致病機制。如有

來自患者與健康捐贈者的細胞與材料，對於標靶藥物的開

發將有很大的幫助。

圖 2  利用果蠅為模式生物，結合醣化學及醣生物學探討阿茲海默症中不正常醣基化機制及發展新的製藥標的。

圖 1  健康者與阿茲海默症患者腦 (修改自維基百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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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全長的 TDP-43蛋白會形成有毒類澱粉蛋白寡聚體，並

存在於失智症病人腦中 (摘自 :自然通訊 5: 4824, 2014)

圖 5 受 ErbB2調節的自噬作用模型圖 (修改自 :美國國

家科學院院刊 114 (15): E3129-E3138, 2017)

主要參與人員：吳盈達、姚季光、郭紘志、陳儀莊、陳韻如、黃怡萱、廖永豐、簡正鼎

編輯人員：鄭雅仁

中央研究院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近期相關研究成果：本院蔡立慧院士發現 p35蛋白

經由鈣蛋白酶的切割轉化成 p25蛋白對發病機制有關鍵作

用後，本院團隊亦發現，全長的 TDP-43蛋白會形成有毒

類澱粉蛋白寡聚體，並存在於失智症病人腦中 (圖 4)。並

以蛋白質、動物模式及病人腦組織，研究不正常醣基化對

阿茲海默症的影響。透過高通量篩選，要找出抑制鈣蛋白

酶活性的化學小分子，並針對 TDP-43寡聚體發展了具診

斷及醫療潛力的專一抗體，此專一抗體將有機會在 TDP-

43相關神經退化疾病包含阿茲海默症中進行免疫治療。

另外，我們亦發現 ErbB2受體蛋白，具有選擇性地

調控γ -secretase分解 APP-C99蛋白的反應，而不影響其

分解 Notch此一生理受質的反應。我們更證實 ErbB2蛋

白可與 Beclin-1蛋白結合，而減少 Vps34-Vps15複合體

與 Beclin-1結合的機會，從而減低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

利用一種 ErbB2的化學抑制劑 CL-387,785處理不同的細

胞或動物模式時，都可藉由提升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

造成 APP-C99蛋白恆定量顯著下降，有效阻止 Aβ 的產

生。更重要的是，當以口服投藥的方式，以 CL-387,785

給予 APP/Presenilin-1(PS1)基因轉殖小鼠的罹病動物模

式治療 3週後，可明顯改善此 APP/PS1基因轉殖罹病小

鼠的認知缺陷而提升記憶學習功能 (圖 5)。這項研究證

明了 ErbB2在調節細胞自噬作用中的全新功能，並提供

了以 ErbB2蛋白為藥物標的開發阿茲海默症標靶治療之

可能性。

另外，我們亦發現 ErbB2受體蛋白，具有選擇性地調控γ-‐secretase分解 APP-‐C99蛋白的反應，

而不影響其分解 Notch此一生理受質的反應。我們更證實 ErbB2蛋白可與 Beclin-‐1蛋白結合，而

減少 Vps34-‐Vps15 複合體與 Beclin-‐1結合的機會，從而減低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利用一種 ErbB2
的化學抑制劑 CL-‐387,785處理不同的細胞或動物模式時，都可藉由提昇細胞自噬作用的效率，造

成 APP-‐C99蛋白恆定量顯著下降，有效阻止 Aβ的產生。更重要的是，當以口服投藥的方式，以

CL-‐387,785給予 APP/Presenilin-‐1(PS1)基因轉殖小鼠的罹病動物模式治療 3週後，可明顯改善此

APP/PS1基因轉殖罹病小鼠的認知缺陷而提昇記憶學習功能(圖 5)。這項研究證明了 ErbB2在調節

細胞自噬作用中的全新功能，並提供了以 ErbB2蛋白為藥物標的開發阿茲海默症標靶治療之可能

性。	  

	  

 

 

 

圖 1 健康者與阿茲海默症患者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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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iPSC)可自不同個體建立，提供對於疾病不同亞型的模擬。因此，對於

阿茲海默症的疾病模擬與新藥開發，提供絕佳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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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受ErbB2調節的自噬作用模型圖(修改自: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114(15):E3129-‐E3138,	  2017)	  
	  

圖 3 誘導式多能性幹細胞 (iPSC)可自不同個體建立，提供對於疾病不同亞型的模擬。因此，對於阿茲海默症的疾病模擬與

新藥開發，提供絕佳的發展機會。

(依姓氏筆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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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 
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

2015年度「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

匯聚、流傳與變異」計畫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海報。

清，阿克敦編纂〈奉使圖〉第八幅（局部），北京：

北京民族文化宮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日本史學家西嶋定生曾經說明東亞文化交流過

程中的四大要素：(一 )漢字、(二 )律令制、(三 )

佛教、(四 )儒學。漢字是彼此溝通的方式，佛教與

儒教代表了思想形態與論述方式，律令制可以引申

解釋為所有的典章制度。然而除此之外，東亞在進

入近代化歷程之前，諸國溝通交流過程中，文學與

藝術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近世東亞使節往來

之間，在朝貢貿易政治體制的結構之下，彼此之間

的詩歌往來 (唱和或詩戰 )往往成為膾炙人口的作

品；而「桃花源」與「瀟湘八景」等繪畫題材廣獲

東亞知識分子的喜好，相關的作品無代無之。再以

近代為例，雖然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利，但初任駐

日公使何如璋與隨員黃遵憲，卻廣受當時日本漢詩

人歡迎，東亞諸國的知識階層，不但在文學藝術的

場域分享彼此的心情，更是人格情懷與道德修養的

具體表徵。

從商品的角度看，摺扇起源於日本，後經高麗

傳至中國；日本發明醬油後，席捲中國東南沿海；

西湖曾經是東亞知識人共通的憧憬與夢想，日本、

韓國、越南諸國都有想像的西湖風景；日本中世五

山禪林每每以中國禪林傳承法系高自標置；普陀山

(補陀洛伽山 )的記載雖然出自於佛典，但中國、韓

國、日本 (約有二百餘處 )、越南、西藏都有各自的

普陀山；中國方面許多佚失已久的文獻皆在海外發

現，例稱「域外漢籍」，例如晚明最重要的白話小

說之一馮夢龍《三言》，還有皇侃《論語義疏》，皆

在日本發現全本，這種種例子說明：近代化歷程以

前的東亞，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東亞諸國有某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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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阿克敦編纂〈奉使圖〉第三幅，北京：北京民族文化宮中國民族圖書館藏。

主要參與人員：廖肇亨、劉序楓、林聖智、藍弘岳、衣若芬、陳韻如、黃立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共同的溝通方式 (特別是書寫文字為主要方式的「筆

談」)，有相當類似程度的知識結構，其價值觀念

與審美經驗也具有高度的同質性，這種彼此共通的

精神圖像與價值追求，或可暫時稱之為「東亞文化

意象」。

雖然在進入近代化歷程以前，東亞諸國的文化

意象有一個共通的文化基礎，但不同的風土人情，

也造就了表現方式的大異其趣，絕不可一視同仁。

例如楊貴妃與唐明皇淒美的愛情故事傳誦人口，中

國文化傳統中對於楊貴妃的評價始終具有強烈的道

德譴責，但在日本，楊貴妃博取了無限同情，甚至

成為日本的守護神；彌勒信仰在東亞廣泛流傳，

日韓的彌勒造像往往是半跏思惟的俊美少年 (未來

佛 )，中國卻多是大腹便便的布袋和尚，二者相去不

可以道里計。共相與殊相之間的關係極其複雜多歧，

但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是中介者的特殊作用，包括

商人、翻譯 (通事 )、使節、僧侶等特殊群體，中介

者的角色成為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中發揮了相當

程度的選擇與定調的作用。

研究成員與計畫堅持從具體的文本與作品出

發，以實證研究為基礎，嘗試就視覺文化、論述修

辭與經貿融為一體，冀能在文學文化與視覺文化研

究的場域中，就國族、現代性等通行的觀察視角之

外另出蹊徑，建立起具有臺灣特色的文化論述。計

畫預計出版一冊經過嚴格審查的論文集，目前正在

付梓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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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神經科學在語言習得方面的成果正快速增長，但

有待更多跨語言的研究證據以建立具普遍原則的語言習得

模型。漢語有別於拼音文字的特殊性，正是建立此類模型

的最佳利器。本主題計畫透過結合語言學、認知心理學、

神經科學、資訊科學等領域的學者，從非拼音文字的觀點，

探討語言與閱讀習得的認知與神經生理機制。

以中文的書寫特性為例，中文為非拼音文字，然而多

數的中文字為形聲字，由一個聲旁和一個意旁所組成。本

計畫利用腦磁波儀、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實驗，發現在觸

接到單字語意之前便可觀察到音旁的影響，同時不同單字

因具有相同音旁 (無論語音是否相似 )所造成的字形相似

性會造成短期記憶的困難，而意旁則無此特性，顯示中文

的字形結構表徵對中文單字辨識和語言工作記憶有不可忽

視的貢獻。此結果也支持語言特徵不僅決定長期語言處理

機制，也界定該語言之語言工作記憶系統的重要特性。

此外，由於閱讀能力的習得，是建構在口語能力的基

礎上。本研究也探討閱讀習得與既有的口語表徵之間有何

關係，利用腦電波與腦磁波兩項工具，探討兩種漢語的字

形一致性效應，其一為同音字密度，其二為音形對應一致

性，結果發現兩種字形一致性可在 N400 and LPC兩個不

同時段的事件誘發電位成分波被分離，支持中文字在語音

詞彙判斷作業上，字形可自動被激活，進而影響語音的辨

識。此外也發現字形一致性效應主要 inferior frontal gyrus 

and insula跟 superior temporal gyrus and supramarginal 

gyrus 的激活有關，而同音字效應則與 fusiform and 

lingural gyrus有關。此研究結果支持在口語辨識的過程

中，同音字效應主要是導因於語音同時激發多種字形的競

爭所致，但字形一致性效果主要是由於文字學習對於既有

語音表徵產生重新架構的作用。

此外，本計畫運用處理中文字詞時的眼動軌跡，來探

討口語詞彙辨識歷程中字形如何受到激發與其受激發的時

序變化，證實中文雖然是屬於音節語言，但是中文口語詞

彙辨識是以音段為單位，而不是以音節為單位，與非聲調

語言的實驗結果大致相同。

在詞彙的層次上，我們也發現中文詞彙的構詞特性，

也會影響到記憶的形成與提取。例如，中文多數詞彙為雙

字組成的複合詞，透過操弄語意透明度 (組成字與全詞的

語意是否有直接關連 )以及雙字詞的鄰項個數等屬性，我

們也發現不透明詞與其構成成分之間的意義不一致性導致

此類字詞較為顯著，因此引發較多具有清晰回憶感的記憶。

總結而言，本計畫所獲得的跨語言以及雙語學習的認

知神經研究證據，有助於瞭解不同語言與文字系統在神經

與認知模型上的共通與特異性，並對以漢語為第一與第二

語言習得的困難鑑定與其介入成效，提供可能的認知與神

經生理指標。

閱讀習得的關鍵要素：結合行為、 
發展與神經生物取向的整合研究

字型相似性效果 (OSE: orthographic similarity effect)，語意性效果 (SSE: semantic similarity effect) 與視覺相似性效果 (VSE: visual 

similarity effect)在語言短期記憶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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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與人員：李佳穎、吳茂昆、吳嫻、鄭仕坤、蔡介立、郭文瑞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漢語同音字密度與音形對應一致

性效果的負責腦區在時間解析上

的活化情形。

目標字、競爭字、及無關刺激字在

不同情境（起始或末段音段相同）

的平均凝視比例。

語意不透明詞與其構成成分之間的

意義不一致性導致此類字詞較為顯

著而獨特，因此相較於語意透明詞

引發較多具有清晰回憶感的記憶。



臺灣考古館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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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學組除了透過理論和實驗深入探究自

然現象以開拓人類知識前沿外，也著重於開發新科技以增進未來人類生活品質。例如參與國際

太空站上「太空反物質磁譜儀」計畫，測量宇宙射線中的反質子流量與反質子 -質子流量比，

對於了解宇宙中暗物質活動有重要意義；開發光譜特性接近天然白光，且不含稀土金屬元素的

單一化合物白光 LED材料，有潛力成為新世代固態照明的良好光源；結合數值模擬與奈米製造

技術，展現電控式超穎介面調控反射光波相位與振幅的可行性，未來可發展為超薄光電元件，

例如可調式超薄透鏡、奈米空間光調制器等。

生命科學組現有 5個研究所及 3個研究中心。不論是基礎或是應用研究，本年度生命科學

組研究均有豐碩的研究成果，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利用新型奈米藥物傳輸系統結合組織工程技

術，開發出具有導航能力的新型標靶藥物輸送系統，促進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再生，未來

可望應用此運送系統在臨床治療上，嘉惠更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在愛滋病研究方面，本院也

開發出快速篩選及鑑定愛滋病病毒廣泛性抗體的最佳結合醣分子結構，未來可用於加速開發以

醣分子為抗原之愛滋病疫苗。另外，在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遷下，本院在生物多樣性研究方面

發現：生物在面對長期及短期的氣候變異度時會出現不同的適應策略，對生態保育想法提出新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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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考古學者與植物學者的共同合作，對臺南科學園區南關里遺

址發掘出土之大量類似小米的遺物進行檢測與分析，從而更清楚地了解五千年前臺灣南部居民

的農業實踐；以臺灣一場緬甸音樂表演為探討對象，從「互為主體」與「多點民族誌」兩個理

解途徑切入分析，提升跨文化表演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透過地理空間的分析方式，檢驗巨觀、

微觀因子與個人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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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太空反物質磁譜儀」(AMS)自 2011年 5月 19日

至 2015年 5月 26日間收集到的 34萬 9千個反質子及 24

億 2千萬個質子的事例，我們量測了動量在 1-450GeV(10

億電子伏特 )間的初級宇宙射線中的反質子流量與反質子

-質子流量比。圖 1為 2011年 5月安置於國際太空站 (ISS)

上的 AMS。

反質子與反電子的流量均可靈敏地反映宇宙中的新現

象，但其資訊是互補的。例如：AMS精確量測了反電子 -

電子流量比超高的現象至 500GeV。許多理論的模型包括：

暗物質碰撞、已知的天體源、宇宙射線碰撞等，被提出來

解釋此量測結果，但這些模型大多無法同時解釋 AMS量測

到的反質子 -質子流量比。

除了反質子外，AMS同時精確量測了電子、反電子及

質子的流量。本文也發表了初級宇宙射線中這四種基本粒

子流量與流量比隨粒子動量的變化。由同一個偵測器，同

時在很大的能量區域內，精確量測運行宇宙中的四種基本

粒子，提供了探索宇宙新現象的重要資訊。

四種基本粒子中，反質子的量測特別困難，因為質子

摘 要

在星系運行的宇宙射線中只有電子、反電子 (又稱正電子 )、質子、反質子等四種帶電的基本粒子，其生命期為無窮長。電

子、反電子遠較質子、反質子輕，運行時因同步輻射，其損失的能量遠較後者為大。「太空反物質磁譜儀」(AMS)是最先

進的太空粒子偵測器，於 2011年安置於國際太空站 (ISS)上。AMS精密量測了這四種基本粒子的流量及其流量比，發現在

高能量時，質子、反質子以及反電子其流量隨能量變化的方式都一樣，而與電子者不同。這是重要的新發現，對宇宙射線

中反質子與反電子的精密量測，提供了其來源－如暗物質－的關鍵訊息。

在宇宙中新觀察到的基本粒子特性

圖 1  2011年 5月安置於國際太空站 (ISS)上的 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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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元翰 3、周欣毅 3、柯威廉 1、馮劼 1、灰野禎一 1、韓國璋 4、H. Huang1、荊溪暠 4、李宏德 2、李世昌 1、李漢昇 5、李紫源 1、林志勳 1、

劉棟 1、盧森泉 1、渠朝義 1、魏春成 1、楊毅 5 等共 259位 (本文僅列臺灣人員 )

1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網格中心、3國立中央大學、4國立中山科學研究院、5國立成功大學

論文發表出處：

“ New Observations of the Properties of Elementary Particles in the Cosmos”,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7 (2016): 091103.

的流量約為反質子的一萬倍。要精確量測反質子流量到

1%的準確度，反質子與質子的分辨率必須優於百萬分之

一。為了分辨反質子與雜訊粒子，所有 AMS的子偵測器

都要用到。圖 2顯示結合切倫可夫環像偵測器的速率量

測、穿越輻射偵測器的質子 -電子鑑別以及軌跡偵測器的

電荷符號鑑別，反質子的信號與雜訊粒子可清楚的分開。

在各個動量的反質子流量顯示於圖 3；質子、反電子

及電子的流量亦同時顯示以利比較其流量隨動量的變化。

在動量 60GeV以上，質子、反質子以及反電子其流量隨

能量變化的方式都一樣，而與電子者顯著不同。圖 4顯

示反質子 -質子、反質子 -反電子以及質子 -反電子的流

量比。在 60GeV以上，它們不隨動量改變。

這是首次精確量測初級宇宙射線中的反質子流量及

反質子 -質子流量比至 450GeV的動量。AMS同時量測宇

宙射線中所有帶電基本粒子的流量與其流量比，發現在

動量 60-450GeV間，質子、反質子以及反電子其流量隨

能量變化的方式都一樣，而與電子者顯著不同。這是重

要的新發現，對宇宙射線中反質子與反電子的精密量測，

提供了其來源—如暗物質—的關鍵訊息。

圖 2   (a)結合切倫可夫環像偵測器及穿越輻射偵測器的量測可以

將反質子與背景粒子分開。(b)ISS數據顯示結合穿越輻射

偵測器的質子 -電子鑑別以及軌跡偵測器的電荷符號鑑別

可以分辨反質子與電子和量錯電荷符號的質子。(c)由模擬

的數據擬合可得到反質子、電子及錯號質子的二維樣版。

圖 4   (a)AMS量測的反質子 -質子流量比與先前 PAMELA實驗的結

果比較。(b)反質子 -反電子 (紅色、左軸 )及質子 -反電子

(藍色、右軸 )的流量比。線性擬合之實線顯示在 60GeV以

上，此流量比不隨動量改變。

圖 3   AMS量測的反質子流 (紅色、左軸 )、質子流 (藍色、左軸 )、

電子流 (紫色、右軸 )及反電子流 (綠色、右軸 )。在動量

60GeV以上，質子、反質子以及反電子其流量隨能量變化

的方式都一樣，而與電子者顯著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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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光 LED由於耗能低，壽命長之特性，將逐漸取代傳統照明。目前 LED光源多為藍光激發黃色螢光粉或紅藍綠三成分

混合，其光譜不連續，且需添加稀土元素，缺點仍多而有極大改善空間。本論文報導鍶金屬有機骨架化合物 {[Sr(ntca)

(H O) ]·H O}  (1) 單一光源白光材料，其光譜為連續寬帶，和天然白光接近。此外，本化合物不需添加稀土金屬，可改

善目前大部分 LED光源之缺點。本化合物與石墨烯，氧化鋅半導體層狀排列製備為發光元件，其電致發光光譜亦近似天

然白光，呈連續寬帶。本研究展現了一種新型態，較環保，低成本之白光材料與元件設計，具備實際應用前景，為固態

照明之重要突破。

白光 LED光源和傳統螢光燈、鹵素燈相比，耗電較少

且使用期限較長，將逐漸取代傳統照明，因此其研究極受

重視。目前市售之紅藍綠三成分混合 LED材料，其光譜不

連續，色彩易受單色成分影響。而以藍光激發黃色螢光粉

之 LED光源亦常藍光太強而有健康顧慮。此外，上述之白

光材料需稀土元素，其採礦亦有環境污染之問題。因此，

不含稀土金屬之單一化合物白光材料，若其光譜近似天然

白光，可改善目前大部分 LED光源之缺點，成為重要之研

究課題。本論文研究開發之鍶金屬有機配位化合物白光材

料，不需添加稀土元素，性質安定，發光波譜為連續寬帶，

和自然光接近，克服了目前白光 LED照明材料之缺點，極

具實用性。

以 Sr(NO ) 為起始物和 1,4,5,8-naphthalenetetracarboxylic 

acid hydrate (H ntc)行自組裝反應得化合物 {[Sr(ntca)(H O) ]

·H O}  ( )，以水和酒精為溶液，對環境友善。化合物結構

經單晶 X光繞射解析鑑定，如圖 1。化合物  對空氣、水氣

單一化合物連續寬帶白光材料

圖 1 鍶金屬有機骨架聚合物晶體結構圖。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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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發光元件示意圖，其電致發光之白光光譜與天然白光比較圖。 圖 3  鍶化合物元件電致發光之 CIE 座標圖。

海德 1,2,3、米海德 4、陳姿蓓 3、培其亞 3、呂光烈 4、陳永芳 3

1中央研究院與清華大學奈米科學與科技國際研究生學程、2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3臺灣大學物理系、4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Electrically Driven White Light Emission from Intrinsic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CS Nano 10 (2016): 8366-8375.

安定，經伏安法 (I-V)量測，證實其電化學穩定性佳，一

系列光譜研究亦證明其光物理性質安定。特別的是該化

合物具良好之光致發光特性，其放光波譜為連續寬帶，

和自然光接近，顯示該化合物為少見而優異之白光光源。

化合物  因結構安定，白光特性優異，亦經適當設

計，與石墨烯，氧化鋅半導體層狀排列而製備光電元件。

電致發光結果顯示其波譜亦為連續寬帶，跨越整個可見

光區，譜線分布均衡良好，與自然白光相近，如圖2所示，

改善了市售白光照明產品藍光太強之缺點。圖 3為電致

發光之 CIE色度圖 (chromaticity diagram)，座標為 (0.333, 

0.333)，顯示其白光品質非常接近理想值，其放光光譜最

大值 555 nm，為眼睛感光最敏銳之區域。本化合物白光

發光機理亦經仔細分析，由於鍶金屬有機配位聚合物之

組成、結構與分子軌域排列分布而造成此特殊之白光現

象。目前以單一化合物為白光光源之固態照明甚為稀少，

以金屬有機配位聚合物為白光材料之電致發光元件亦為

第一次成功之例子。此外，以鹼土金屬鍶為起始物，不

需添加稀土金屬，亦為較環保產品，具成本優勢。

總之，本研究成功開發鍶金屬有機配位化合物之白

光材料，其發光光譜具連續寬帶，與天然白光近似。結

合鍶化合物，石墨烯，氧化鋅半導體層製成元件，其電

致發光展現優異之白光品質。本研究成果展現了一種新

型態，較環保，低成本之白光材料與元件設計，為固態

照明重大成果，具備良好之應用前景。本文章發表後，

 期刊亦發布新聞稿，使本成果廣受國際重視。

本成果亦已獲臺灣專利，完成技術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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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為超薄光學元件的成像與感測應用開拓了嶄新的研究方向，以可調式閘極超穎介面控制超穎介面各個單元結構

所反射波的相位與振幅，從而造成光的異常反射現象。當閘極偏壓為 2.5伏特時，反射波的相位可被改變將近 180度，

同時反射率變化量高達 30%，且其操作頻率可達約 1千萬赫茲。

由次波長單元結構組成的超穎介面，每個單元結構

可用來控制穿透光、反射光與散射光的振福與相位。通

過調控相位與振福，就可以改變光的波前。被動式的超

穎介面已經被廣泛應用於從微波到可見光的波段，而主

動式可調的超穎介面則仍在初步的研究階段。

如圖 1所示，在此研究中超穎介面結構由上而下依

序為條狀奈米金屬天線陣列、氧化鋁、氧化銦錫與金背光

層。當施加偏壓在上層的天線閘極與下層的金背光層時，

會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侷域產生一積累層或空乏

區，導致此局部區域載子濃度的增加或減少。通過改變

載子的濃度，可用以調製氧化銦錫的介電係數，而使得

各個奈米天線單元由於共振環境的改變而影響光的反射。

首先，我們利用有限元素法進行電磁模擬，計算在

入射光的極化為磁場方向平行 x軸方向的條件下，正向

入射至週期奈米天線的反射率與相位。圖 2a和 b則是

反射率與相位隨著施加不同偏壓的變化，將反射光的相

位在施加與未施加偏壓的情況作相減可以得到相位的改

變，點虛線則是表示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上介電

常數趨近於零的區域，而綠色虛線則是標示出反射率的

低點，同時也是產生磁偶極電漿共振的波長。從模擬結

果可以看到即使氧化銦錫層的介電常數只有在表面薄薄

的2奈米厚度範圍內受到調製，當施加偏壓為4.6伏特時，

此厚度範圍的折射率改變仍足以讓共振波長改變達 19奈

米，以及 225度的相位改變 (如圖 2(c)所示 ) 。

可調式閘極導電氧化物之超穎介面

圖 1  可調式閘極超穎介面 (a)可調式超穎介面示意圖。此結構由石英基板、金背光層、氧化銦錫、氧化鋁與條狀奈米金屬天線陣列所

組成，電壓可施加在上層的條狀奈米天線與下層的金，以致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形成一積累層。結構參數為：週期為 400
奈米，條狀奈米天線的寬度為 250奈米，而條狀奈米天線、氧化鋁、氧化銦錫、金背光層的厚度分別是 t  = 50奈米、t  = 5奈
米、 t  = 20奈米、 t  = 80奈米。(b)可調式超穎介面的操作原理。此工作原理是利用金氧半導體的場效應，當施加偏壓夠大時，

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會形成一積累層 (如上圖中的圖例所示 )。上圖：施加不同偏壓下，空間中的載子濃度分布。下圖：

施加不同偏壓下，氧化銦錫的介電常數隨空間的變化 (波長為 1500奈米 )。灰色區域標示出氧化銦錫的介電常數數值介於 1與 -1
之間的範圍。(c)實際成品晶片圖。(d)奈米天線的電子顯微鏡影像。(e) 奈米天線的電子顯微鏡影像放大圖。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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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a)計算不同偏壓下對應波長的反射率。(b)計算不同偏壓
下對應波長的反射光相位。點虛線表示在氧化鋁與氧化銦

錫的介面上介電常數趨近於零的區域，而綠色虛線則是標

示出反射率的低點，同時也是產生磁偶極電漿共振的波長。

(c)在波長1550奈米下，計算不同偏壓對應的相位變化。(d) 
Ez電場在空間中的分布。(e)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交界面放
大圖，分別在偏壓為 0, 3.0和 4.6伏特時的 Ez電場強度分

布圖 (波長為 1550奈米 ) 。

圖 3  可調式超穎介面實驗量測所得之相位與振福調製結果。

在施加不同偏壓下的 (a)反射強度變化與 (b)反射率改變
量 [ΔR = R(V) – R(0)]。(c)模擬與實驗量測所得之相位變化
對應於不同的施加偏壓。(d)實際測試在不同偏壓頻率下
(10MHz、5MHz、2MHz和500kHz)，反射強度的調制效果。

黃耀偉 1,2,3、Ho Wai Howard Lee1,2、Ruzan Sokhoyan1、Ragip A. Pala1,2、Krishnan Thyagrajan1,2、Seunghoon Han3,4、蔡定平 3,5、

Harry A. Atwater1,2

1 Thomas J. Watson Laboratories of Applied Physics (USA)、2 Kavli Nanoscience Institute (USA)、3臺灣大學物理系、  
4 Samsu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Republic of Korea)、 5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出處： 

“Gate-Tunable Conducting Oxide Metasurfaces”, Nano Letters 16 (2016): 5319-5325.

圖 4  可調式異常反射元件。(a)模擬計算不同偏壓下之遠場強度
分布變化。(b)量測結果對照圖。(c,d)改變施加偏壓的天線
數量 (2、3、4條 )與週期 (1.6、2.4、3.2µm)，可改變反射
光的出射角度。(e)模擬遠場強度分布，在施加偏壓為 3伏
特時，不同的天線週期 (1.6、2.4、3.2µm)對應不同的異常
繞射角度。

實驗上，如圖 3(a)所示，我們則是觀察到當施加偏

壓由 0伏增加至 2.5伏時，共振波長藍移了約 17奈米，

同時我們定義了一個參數，稱為反射率變化量 (ΔR/R = 

[R(V) – R(0)]/R(0))。發現當外加偏壓為 2.5伏時，反射率變

化量在接近共振低點的波長範圍改變高達 28.9% (如圖 3b

所示 ) ，顯示了閘極偏壓可對反射光的振幅做有效的調

製。而相位調製方面，如圖 3c所示，可以看到當外加偏

壓為 0伏與 2.5伏時，在樣品表面的可產生明顯的反射干

涉條紋，同時隨著外加偏壓的增加，相位調製的角度也

隨之增加，當外加偏壓達 2.5伏時，相位調製角度達到約

184度，此結果與理論計算十分吻合。此外，除了施加正

偏壓外，施加負偏壓則會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形

成空乏區，造成共振波長的紅移。因此，可藉由施加正

或負偏壓來有效地增加或減少氧化銦錫的介電常數。

我們利用上述原理製作了一個可調式的閘極超穎介

面。此閘極超穎介面由 48個相同的條狀奈米天線組成，

製作在氧化鋁 /氧化銦錫 /金背光層上。如圖 4所示，從

模擬與實驗的結果皆可以看到，隨著外加偏壓的增加，

反射光的遠場強度分布由原本的正向反射漸變到 1階的

繞射分布，顯示各個條狀奈米天線的反射相位可有效地

一一被閘極電壓所調控。此研究不僅奠定了可調式超穎

介面的基礎，未來也可應用到各式超薄光學元件如動態

全像術、可調式超薄透鏡、可重組式光束轉向器、奈米

投影機與奈米光調製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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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導航能力新型藥物輸送系統突破

心血管組織再生醫學難題

本團隊利用新型奈米藥物傳輸系統結合組織工程技術，成功開發具導航能力、可重複投遞之新型標靶藥物輸送系統，使藥

物、幹細胞或血管生長因子得以精準輸送至人體患部，能促進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心血管再生。本團隊利用「抗體與受體具

專一性結合」的概念，將由羅傅倫團隊所研發的抗聚乙二醇（anti-PEG）抗體，與生物可分解之膠狀物（水膠）共同混合後，

注射至治療部位建立「標靶」。接下來注射帶有 PEG的藥物，經全身循環後，仍會被引導到水膠注射的標記位置，標靶將

如磁鐵般吸附藥物，使其得以精準到達治療部位。

缺血性心血管疾病高居全球死亡率第一位，例如心肌

梗塞，大量的心肌細胞在缺血幾個小時內便會死亡，即便

以溶血栓藥物或心導管介入性治療，也無法恢復正常功能，

造成心臟衰竭、組織壞死，只能仰賴換心以維持生命。目

前的臨床治療方法主要是症狀減輕與延遲病患心衰竭的發

生，並無法完全根治。臨床上也常見糖尿病所引起的下肢

缺血疾病，造成病人無法行走、傷口癒合不良、細菌感染，

甚至必須截肢，影響甚鉅。

因人類心血管組織再生不易，即使利用藥物或細胞治

療，也無法專一、持續將藥物注射至治療部位，組織再生

過程亦十分複雜。血管新生於缺血性心血管疾病的修復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其中涉及複雜且眾多修復因子運作的過

程。根據以往報導，雙重或聯合療法已被開發，在小鼠後

肢缺血的疾病模式中，已證實雙重藥物治療得以加速受損

的組織再生。若能達到階段性與連續性的給藥，並且提高

藥物作用的專一性來降低周邊組織的副作用與給藥頻率，

將使病人承受的痛苦減少。 

圖 1 活體測試抗 PEG抗體 (AGP4)與聚乙二醇化的化合物之間的
特異性結合能力。(A) 實驗示意圖。(B) 經由 IVIS系統證明老
鼠活體影像裡，HA/AGP4與 PEG-Qd800的螢光影像分布
與為期七天的螢光強度。 (C)與 (D) 分別顯示 HA/AGP4和 
PEG-Qd800在注射後七天內的螢光強度趨勢。

摘 要

圖 2 多重 PEG-Qd800注射後的螢光訊號分析。 
 (A) 實驗示意圖。(B) 經由 IVIS系統證明老鼠活體影像裡，

HA/AGP4與 PEG-Qd800的螢光影像分佈在不同時間點的螢
光強度。(C) 顯示 PEG-Qd800在注射後在不同時間點的螢
光強度的趨勢。(D) 經過注射後第一、第三與第七天，將老

鼠犧牲並取下主要器官觀察 HA/AGP4 (肌肉組織 )與 PEG-
Qd800螢光強度在 PEG-Qd800單一注射與三重覆注射的差
異。(E) 顯示 PEG-Qd800在注射後在不同時間點與不同器官
的螢光強度的趨勢。



39

中
央
研
究
院

吳佩蓉 1、程華強 1、羅傅倫 1,2、藍迪蔚 1、顏宇泰 1、陳培菱 3、James J. Lai4 , Suzie H. Pun4 , Patrick S. Stayton4、謝清河 1,4,5

1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2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3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4 美國華盛頓大學生物工程學系、
5 臺灣大學基因體暨蛋白體醫學研究所和外科部

論文發表出處： 

“Reloadable Multidrug Capturing Delivery System for Targeted Ischemic Disease Treatment”,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8 (2016): 365ra160.

圖 3 評估 PEG-IGF-1經過全身循環後在 HA/AGP4注射的缺血
性肌肉組織的治療效果。 (A) 實驗示意圖。(B) 第 1, 7, 14
和 28天使用雷射都卜勒量測小鼠受損左腳。 (C) 雷射都卜
勒量測小鼠受損腳 (相較於正常腳 )的血流變化。(D) 下肢
缺血之臨床分數。

圖 4 (A) 以蘭嶼豬注射PEG–G-CSF (pegfilgrastim)實驗示意圖。 
(B) 不同投藥治療的缺血性肌肉組織的 CD34+/CD133+
的免疫螢光染色圖。 (C) CD133+/CD34+定量計算統計
圖。(D) 人類 G-CSF (紅色 ) 與細胞膜 WGA (綠色 )免疫
螢光染色圖 (E)人類 G-CSF 與 GAPDH (glyceraldehyde-3-
phosphate dehydrogenase)以西方墨點法檢測結果。

本研究利用奈米科技，在下肢缺血組織內建立具有

標靶治療的微環境，提供引導功能，可階段性或有順序

性的給予藥物、生長因子甚至幹細胞，並應用於缺血性

心血管疾病的治療。為此，利用嫁接 PEG之量子點，被

引導帶往至混合 PEG抗體之玻尿酸水膠注射之組織，證

明其專一性的累積可長達五日。在後肢缺血的小鼠與迷

你豬模式治療中，將含 PEG抗體之水膠注射於欲治療的

組織，分別給予 PEG-IGF-1與 PEG-G-CSF可降低肌肉細胞

凋亡現象並吸引內皮前驅細胞和造血幹細胞至患部以幫

助組織修復；另外，在雙重藥物治療中證實此系統具有

導航能力，可加速血管新生並且恢復血流流速，而透過

此種治療方式其缺血組織的癒合效果將得到改善。此種

療法在未來可應用在臨床治療，以嘉惠更多的心血管疾

病患者。

此技術可提升專一性的多重藥物的標靶治療，可降

低藥物的使用劑量，並減少對其他健康組織的藥物毒性，

使病患獲得更高效能的藥物治療。此種療法未來將可應

用在臨床治療，特別針對心血管疾病患者。藥物傳輸平

台也可應用於癌症病患需長期給藥的療法，期望能提升

標靶藥物的療效，減少副作用發生。這項再生醫學研究

的科技突破，將可促使相關研究發展加速邁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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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N型多醣及晶片合成用於愛滋病
病毒抗體的異相配體分析

愛滋病人體內曾發現新一類廣泛性中和抗體，靶向愛滋病病毒外鞘膜蛋白 gp120上的醣分子，因此利用此類醣分子設計

抗原就成了發展愛滋病疫苗的新希望。然而先前研究結構的 gp120醣蛋白並非來自人身上的 T細胞，所解出的醣分子結

構與真實感染人病毒的 gp120有所不同。此外，這些新一類廣泛性中和抗體有一部分會同時結合兩種不同的醣分子結構，

無法用傳統玻璃片所製成的醣晶片獲得相同的檢測結果。本研究已成功開發出新型鍍鋁醣晶片，並發展出能結合酵素反應

的模組化化學合成新方法，快速合成出 gp120上的眾多 N型醣分子（包括高甘露醣，混合型態及複雜型態）並將其植在

此新型鍍鋁醣晶片上，解析各種廣泛性中和抗體的結合醣分子結構，尤其可成功地解析出與抗體同時結合的兩種不同醣分

子。此項新方法有助於快速篩選及鑑定這些愛滋病病毒廣泛性抗體的最佳結合醣分子結構，將可加速開發以醣分子為抗原

之愛滋病疫苗。

愛滋病毒異常的遺傳多樣性及其逃避宿主免疫

反應以引發中和抗體的能力，是開發有效且安全之

愛滋病疫苗最大的障礙之一。最近，許多單離自愛

滋病病人之新型愛滋病毒廣泛性中和抗體（bNAbs）

陸續被報導出來，而這些抗體大部份是靶向愛滋病

毒外鞘膜表面上的醣蛋白 -gp120- 上的 型聚醣。因

此若能將這些中和性抗體識別的最佳聚醣結構鑑定

並合成出來，將可加速針對細胞表面聚醣之愛滋病

疫苗的開發。然而，這項研究能否成功關鍵點在於

如何合成出足夠量 N型聚醣來與這些廣泛性中和抗

體做專一性的結合實驗。

醣蛋白上的 N型聚醣乃是以共價性鍵結連接到

有 Asn-Xxx-Ser / Thr序列的天冬酰胺（Asn）上，其影

響多種生物學過程，如蛋白質的構形，抗原性，溶

解度和凝集素識別等。由於這些 N型聚醣含有相當

大的結構異質性，因此利用化學合成法來合成這些

複雜的結構一直以來都是這個領域相當重要且困難

的課題。如選擇保護基團以調節構築單元 (building 

block)的反應性，如何獲得良好的位向選擇性及選擇

適當的活化劑乃是這類分子合成中的關鍵要素。開

發一種能製備廣泛 N型聚醣（估計擁有 20,000個分

子）的有效方法乃是這個領域最大的挑戰。

摘 要

圖 1 用於製備 N型聚醣的通用模塊化策略。A）通常在人類醣蛋白上
發生的 N型聚醣，其數量估計超過 20,000個。B）通過化學酵素
法製備的三種類型的模塊，可用於 α-選擇性醣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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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Modular Synthesis of N-glycans and Arrays for the Hetero-ligand Binding Analysis of HIV Antibodies”, 
Nature Chemistry 8 (2016): 338-346.

圖 2 ACG醣晶片製備法。A）將 N型聚醣具有的胺基利用化學修飾轉換成為膦酸基，以通過膦酸

鹽化學共價性鍵結連接到 ACG載體上。B）ACG表面 N型聚醣的分布示意圖。

圖 3 醣晶片分析。A）種在 ACG陣列上的合成 N型聚醣的結構。B）將 PG9與種在 ACG陣列上的
單個聚醣 I-XI（B圖）和與聚醣 I-XI混合的Man5的聚醣混合物（C圖）的結合分析。圖例中顯

示 PG9的摩爾濃度（μM），陣列上五次獨立重複的平均信號強度和標準誤差。

這項研究開發了一種高效的方法，用於快速製備人

類醣蛋白常發現的大量 N型聚醣。為了達到所需的結構

多樣性，我們使用的策略始於利用三種寡醣基氟化物當

成模組分子，這三種模組分子可輕易地利用化學 -酵素

法合成出來。接著將這三種模組分子做排列組合，將其

連接在共同核心三醣之甘露糖殘基的 3號及 6號氧的位

置以合成各種不同結構的 N型聚醣。

醣晶片技術的開發提供了一種快速的方式用以研

究各種醣類與蛋白質、病毒 /細菌粘附素、毒素、抗體

和凝集素等結合特異性。並且，醣晶片的技術可以通過

其特有的多價性表現來確定具低親和力蛋白質 - 聚醣相

互作用，也能有效的模擬細胞上醣分子的排列方式。然

而利用市售的傳統晶片所製成的醣晶片常因醣分子在表

面塗布不均，進而影響實驗結果。為了克服塗布不均勻

的問題，我們最近開發了將醣分子植在氧化鋁塗層玻璃

（ACG）載玻片上的新型醣晶片，用以增強其信號強度、

均勻性和靈敏度。

為了了解愛滋病廣泛性抗體最佳的結合 N型聚醣

結構，我們進一步將合成出的 N型聚醣以混合兩種不同

醣分子的方式連接到 ACG載玻片的表面上，產生可用

於分析異配體相互作用醣晶片。結果顯示愛滋病廣泛中

和抗體（bNAb）PG9可與 Man GlcNAc （Man5）和 2,6-

二唾液酸化雙觸角複合型 N型聚醣（2,6-di-sialylated bi-

antennary complex type N-glycan，SCT）的 1:1混合物擁有

最佳的結合能力。此外，我們所研發 ACG混合醣晶片技

術，乃是一項有力的工具可用於研究其他不同愛滋病毒

廣泛性中和抗體所需的結合雜配體。此項研究成果為愛

滋病疫苗開發提供有效的免疫原設計，可用於開發有效

的愛滋病疫苗。

施沙晉、張世皇、蔡宗義、游淑薰、薇迪亞、林易嫻、程揚諭、任建台、李昌駿、帕蘇基、蔡長昇、施皓維、曾意芳、梁其輝、

鄺彼得、伯頓丹尼斯、吳宗益、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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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溫差與年溫差對脊椎動物海拔分布

有相反的影響

全球暖化造成氣候變異度增加，但是生物如何適應氣候變異仍未有整合的理論。傳統氣候變異度假說認為，生物所感

受到的氣候變異幅度會隨著緯度的增加而增加，生理上對氣候變異度的耐受性也會增加，我們利用全球 180座山區超

過 1萬 6千多種陸域脊椎動物的海拔分布跨幅資料，整合分析日溫差及年溫差之影響，結果發現短時間與長時間的環

境變動因素，對於生物的適應與分布有著相反的影響。在日溫差大的地區，其生物分布範圍反而相對較窄。我們研究

顯示生物在面對長期及短期的氣候變異度時會出現不同的適應策略。由於近數十年來氣候變異度隨時間變化程度加劇，

重新思考不同時間尺度下氣候變異度對生物適應的影響對生態保育有著極為重要的啟示。

氣候如何塑造大尺度生態現象及生理適應一直是生

物學中的核心問題。氣候變異度假說 (Climatic Variability 

Hypothesis)認為，生物所感受到的氣候變異幅度會隨著

緯度的增加而增加，生理上對氣候變異度的耐受性也

會增加，因此在高緯度地區生物能擁有較大的分布範

圍。該假說已經廣泛地被使用在許多用以解釋生物分布

的巨觀生理學規則 (macrophysiological rule)中，但仍存

在許多與該假說無法吻合的生物分布資料。我們使用

整合性分析 (空間分析、 階層式因子分析、結構方程模

組、定態拔靴法 )以及陸域脊椎動物的海拔分布跨幅資

摘 要

圖 1  年雨量 (MAP)、日溫差 (DTR)、緯度 (latitude)與年溫差 (STR)對脊椎動物海拔分布的影響 (A) 結構方程式統計結果，在線

段與方格旁的數字分別代表未標準的 slopes and intercepts。 (B) 海拔分布範圍與緯度關係，藍色線代表 LOESS (Locally 
Estima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的平均 ; 紅色虛線代表顯著的線性迴歸關係。(C) 關係示意圖，正負號分別代表正關係與

負關係。(D) 海拔分布範圍與日溫差的關係，紅線代表線性迴歸殘差分析結果（控制年溫差與年溫差與日溫差的交感作用），

灰色區域代表 95%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E) 海拔分布範圍與年溫差的關係，藍色線段代表 LOESS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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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平 1、陳一菁 1,2、Robert K. Colwell3、劉維中 4、黃倬英 5、沈聖峰 1

1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2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3康乃迪克大學生態與演化生物系、4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5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論文發表出處： 

“Seasonal and Daily Climate Variation Have Opposite Effects on Species Elevational Range Size”, 
Science 351 (2016): 1427-1439. 

圖 2  全球陸域氣候變異度資料 (A)年溫差 (STR). (B) 日溫差 (DTR). (C) 年平均雨量 (MAP). (D) 紅 (STR) 、綠 (DTR)、藍 (MAP)三
原色代表全球陸域氣候變異度資料。例如北半球高緯度地區主要受到年溫差影響，而熱帶地區由於具有較高雨量，調適

了溫差的影響，其他例如乾燥或高海拔地區以及大部分的南半球陸地，則主要受到日溫差影響。

料 (16,592 種，取自 180 座山的調查結果 )來驗證這些

經典假說，發現長期 (年週期 )及短期 (日週期 )的氣

候變異度會對生物海拔分布跨幅造成相反的影響。年

溫差與生物海拔分布跨幅呈現正相關 (支持氣候變異

度假說 )；但特別的是，日溫差與生物海拔分布跨幅

卻呈現負相關，代表生物在短期氣候變異度較強的環

境下，生理或繁殖上能適應的溫度範圍反而較小 (圖

1)，也說明了生物在面對長期及短期的氣候變異度時

會出現不同的適應策略。

同樣的結果也支持 Gilchrist (1995) 所提出的模式 (

該模式認為世代內的氣候變異度也是造成狹生 /廣布

性物種的重要因子 )，而我們更聚焦於不同時間尺度

下氣候變異度對生物分布跨幅的影響，倘若論及陸域

生物的適應及選擇，相較於年溫差，日溫差可能是更

為重要的因子（圖 2）。此外，由於近數十年來氣候 

變異度隨時間變化程度加劇，重新思考不同時間尺度

下氣候變異度對生物適應的影響對生態保育有著極為

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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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前在臺灣所耕種的黍米 (Broomcorn Millet)
和粟米 (Foxtail Millet)

考古學家在臺南科學園區之南關里東遺址發現了大量類似小米的遺物，碳 14測定年代在距今 5,000到 4,300年之間，

是臺灣迄今所發現年代最早的類似小米遺留，極具重要性。過去，從形態學上推測，它們可能是屬於粟米（俗名 foxtail 

millet，學名 Setaria italica)。為了進一步分析這一批重要的生態遺物材料，考古學者與植物學者共同執行了一項研究，使

用光學和掃描電子顯微鏡，對現生的小米之穎果形態（caryopsis shape）、胚芽缺口（embryo notch），以及內稃與外

稃的型態（morphology of lemma and palea）等特徵進行觀察，與考古標本進行比對，並發展出辨識 foxtail millet與

broomcorn millet之間差異的方法。研究結果顯示5,000年前的臺灣南部史前人類所食用之小米不僅是粟米，還有黍米（俗

名 broomcorn millet，學名 Panicum miliaceum) 及另一種野生種的狗尾草（俗名 yellow foxtail，學名 Setaria glauca)。

背景

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在臺南科學園區南關里東遺

址（圖 1）發掘出土了大量形狀類似小米的炭化種子，其

年代大約是在距今 5,000 到 4,300 年前左右。由於在臺灣

以往還沒有考古發現的小米，這一發現顯然是極其重要且

有意義的，顯示在 5,000年前，臺灣的史前人類似乎已經

知道如何種植這些植物，而且其生活方式已經不再受限狩

獵和採集。本文試圖進一步分析這些植物遺留，以便更清

楚地了解南關東遺址古代居民的農業實踐。

方法

南關里東遺址出土了大約 12萬多粒類似小米的種

子。我們隨機選擇了其中大約 3,000粒作為分析樣品。這

些樣本中有一些含有外稃和內稃，可用於研究不同種類的

小米種子的存在。另外，將 2,000粒完整的種子用於胚芽

切口角度，胚芽切口寬度和胚芽切口深度的顯微鏡觀察和

形態學分析（圖 2）。

我們主要使用穀物的形態特徵來辨識及區分小米的

種類。觀察和鑑定出土和現代小米種子的表面結構。通

過解剖顯微鏡（Lumar，Zeiss）從背側，腹側的側視圖

觀察種子表面，並記錄其大小和形狀（圖 3）。然後通過

SEM觀察外稃和內稃的表面紋樣，以區分黍米、粟米和狗

尾草的種子。其作法是將樣品放置在樣品台上，塗上金

粒，並通過高分辨率 SEM（Zeiss FEI Quanta 200 / Quorum 

PP2000TR FEI）觀察 (圖 4 ) 。

我們經過這個分析過程，發現南關里東遺址出土的

小米種子的大小和形狀各不相同（即一些種子比其他種子

大）（圖 5）。我們隨機選擇五組樣品，總共 3,000粒種子，

以檢查種子大小。大小比例為 1：2.3。此外，許多大種子

有較寬的胚芽溝槽。基於使用一些考古學家和古代植物

學家提出的標準來區分兩種小米（黍米和粟米）的樣本，

以及測量胚芽切口的角度，深度百分比和寬度百分比，並

分析小米籽粒的體積，我們發現在南關里東遺址所出土

之類似小米的種子中，除了過去所鑑定確定的粟米之外，

還存在其他類型的小米（黍米和狗尾草）。

結論

我們在南關里東遺址所考古出土的類似小米的

種子中，確認了兩類馴化的小米，即 : 黍米（Panicum 

miliaceum）和粟米（Setaria italica），以及一個野生的狗尾

草（Setaria glauca）。連同在同一遺址所發現的栽培種稻

米，顯示 5,000年前，臺灣南部的史前人類可能主要吃食

四種穀物。在南關里遺址中，所有四種穀物出土的數量

均相當豐富，表明除了捕魚和狩獵之外，黍、粟和稻米

混合的農業，在當時人類的生活系統中，可能扮演了重

要的角色。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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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
 考古種子遺物之立體顯微鏡影

像。a-f 黍米，g-i 粟米，J-l 狗
尾草，a, c, g, h 腹面，b, d, f, i, j, 
k, l 背面，e側面。尺標 a–f 0.5 
mm, g–l 0.2 mm。

圖 4  掃描電子顯微鏡影像 a–c 黍米，d–f粟米，g–i
 狗尾草。尺標：a, d 0.5 mm; b, e 1 mm;
 c, f 0.2 mm; g–i 1 mm。

圖 5  南關里東遺址出土兩類類似小米之碳化遺物， 包括
大粒者與小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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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振華 1、李匡悌 1、徐子富 2、蔡元卿 2、方伯軒 2、邢禹依 2

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Broomcorn and Foxtail Millet Were Cultivated in Taiwan About 5000 Years Ago”, 
Botanical Studies 58.3 (2017): DOI: 10.1186/s40529-016-0158-2. 

圖1  南關里東遺址位置圖。

 圖 2  
 古代及現代小米之特徵

 a
 第一排是考古出土之粟米

 第二排是考古出土之黍米

 第三排是去掉胚芽之現代粟米

 第四排是去掉胚芽之現代黍米

 尺標 2 mm  

 b 
 小米種子測量圖示

  胚芽切口，w1 胚芽切口寬度
 wt 種子最大寬度，d1 胚芽切口深度
 dt 種子最大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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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2013年吉慶緬甸塞恩樂團的演出宣傳。

人文及

社會科學組

跨文化表演的研究途徑：臺灣一場緬甸

音樂表演的互為主體與多點民族誌研究

當代表演藝術的跨界交流正蓬勃發展，在學界，研究者也透過建構、修正與解構「離散」(diaspora) 概念，將各種形式的

跨文化表演視為研究場域，梳理各種流動架構底下龐雜的權力關係。然而，早期有關跨文化表演的分析論述，往往著重當

下演出呈現而流於過度主觀，或僅闡述單向的文化政治分析。因此，本文以 2013年國家兩廳院一場「紐約邊城的緬甸流

亡者：Kyaw Kyaw Naing」世界音樂講座音樂會為探討對象，嘗試從「互為主體」與「多點民族誌」兩個理解途徑切入，

從該場表演延伸至其創作過程中多位址、多元主體的脈絡軌跡等多向維度，並關注研究者作為中介角色的知識建構過程，

進而追溯該軌跡下「點」與「點」之間的關聯性，以及其所隱含的深層文化政治。

過去關於跨文化表演的研究，多僅就表演的當下呈現

作為分析文本，其論述易抽離表演生成過程中的社會文化

情境及表演者的主體觀點，且往往無法透析國家力量、社

經脈絡與展演政治等多重交織的結構性因素。直至 1990 年

代之後國際學界才開始關注表演生成過程中潛在文化政治

及行動者的異質觀點，以及研究者的定位。本文以臺灣國

家兩廳院 2013 年的自製節目「紐約邊城的緬甸流亡者：

Kyaw Kyaw Naing」（圖 1）作為研究對象，分析重點聚焦

在這場跨文化表演的創作策略與節目設計，除了取徑民族

音樂學與表演研究對於過程及經驗的論點外，同時也借重

其互為主體的分析框架，以此回應這股學界思潮。

由於研究主體 Kyaw Kyaw Naing在生命歷程中的高度

流動性，本研究所牽涉的研究視野因而拓展至「多點」

(multi-sited) 的維度（緬甸—美國—臺灣 & 在地—全球），

在分析上採納人類學界「多點民族誌」所衍生的思考。文

章中分為三個脈絡進行實例分析：一為緬甸與臺灣之間；

二為緬甸、美國與臺灣之間；三為兩種音樂系譜的展演，

旨在彰顯跨文化表演背後所隱含的繁複文化政治結構。

關於緬甸與臺灣之間的脈絡呈現，Kyaw Kyaw Naing 試

圖利用塞恩「正統性」所展現的獨特音樂特色，激化緬甸

與臺灣的音樂差異，以創造臺灣觀眾在聆聽上的新鮮感。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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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喜愛塞恩音樂的男孩〉的三種樂曲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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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心純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民俗曲藝》第 193期 (2016年 )，頁 11-62。

而團員們在兩造文化差異的想像下則採取自我審查 (self-

censorship) 的方式，如為了宗教歌曲所撰寫的樂曲解說，

卻刻意淡化其信仰色彩，這反映出跨文化互動過程中所產

生的文化退讓；同時他們也試圖突破，採取隱晦的文化符

碼，以維護其認知下的核心價值。此外，Kyaw Kyaw Naing 

善用兩地音樂文化之間的共通性，反映他在強調文化差異

的行銷機制之餘，亦混融臺灣與緬甸相近的音樂語法，用

以挑戰臺灣人對緬甸音樂的想像。

緬甸、美國與臺灣之間的脈絡則可從音樂會中 Kyaw 

Kyaw Naing 流亡美國後的編曲新作一窺究竟。以〈喜愛塞

恩音樂的男孩〉為例，比較 Kyaw Kyaw Naing 製給西方古典

音樂彈奏家的樂譜、針對其演奏的採譜與臺灣小提琴家的

演奏詮釋三個譜例（圖 2），可發現 Kyaw Kyaw Naing 仍維

持搖擺、交錯與即興的緬甸音樂底蘊，而小提琴家則經由

認知差異、仿效策略與自我妥協的過程中做出主觀的適切

音樂詮釋。另，Kyaw Kyaw Naing與其他緬甸音樂家的團練

過程中，也彰顯其中的藝術階序、音樂認知與合奏默契。

源自同樂派的團員們，即使透露出代代相傳的承襲脈

絡，但因對音樂與自我的認知差異，在節目內容中呈現時

而平行、時而交織的不同音樂系譜軸線。其中，在外漂泊

多年的 Kyaw Kyaw Naing，將節目聚焦在其父親、老師與同

門的作品，並在其中定位自己，不僅反映其具「離散性」

(diaspority) 的心境，也勾勒出其樂學淵源的系譜邊界。然，

另一位團員 Ma Hlaing Than Tun 則表述其作為一位傳統音樂

家，在面臨音樂全球化時的焦慮與心態，似乎唯有以懷舊

論述具體化他對系譜的想像、並強化音樂與國族認同的關

聯，他所強調的音樂核心價值才得以續存。

在跨文化表演的情境下，研究主體帶有相當複雜的文

化混揉原則與認同策略，其所呈現的文化形式，彰顯一種

傳統音樂的當代價值，反映出在跨文化的頻繁交流下，由

不同音樂家之間透過時而同質、時而異質的文化建構及想

像，以及與中介者（導聆者或民族音樂學家等角色）和觀

眾之間協調後的文化轉譯結果。而這種當代價值，係透過

音樂家在不同跨文化音樂平臺之間移動時所構成的樞紐，

展現出多元的藝術樣貌，並披覆著意識形態的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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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地理空間方法對全球社會變遷調查

與氣象資料分析影響個人幸福感的原因

過去的研究顯示，主觀的個人幸福感受到巨觀與微觀背景因素的影響。本研究中針對「幸福程度」之議題探討，主要係藉

由地理空間的方法，用以檢驗巨觀、微觀因子與個人幸福感之間的關聯性。我們透過地理空間的分析方式，整合了兩項主

要的全球性資料包含國際性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ISSP）以及從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OAA）所取得全球氣象站的天

氣觀測資料。藉由不同區間的天氣變數進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發現，在巨觀的變數中，包含溫度、風速、海拔高度與國內

生產毛額 (GDP)等，都與幸福指數呈現正向相關。從微觀層次的分析中，發現個人擁有較佳健康狀態、多吃蔬果與幸福程

度呈現高度正向相關。整體而言，天氣的條件、總體經濟狀況與個人的健康行為等，這些都與幸福程度具有高度的關連性。

本研究的目標是從全球的角度去檢視巨觀與微觀因素對

於幸福感的影響。為了涵蓋不同的環境因素，研究分析的內

容整合了包括國際性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中關於個人健康與

醫療照護的調查內容，以及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所紀錄

全球氣象站每日天氣的資訊等兩大部分。透過地理空間的研

究方法，不僅能夠將這兩項差異性極大的資料整合在一起，

同時也能夠將其他可能影響幸福感的因子（譬如城市經濟發

展情況、所在位置的地理資訊）一併納入分析。

本項研究高度依賴資料處理與統計分析，以透過組織

性的方式來過濾、比較所取得的調查資料與天氣資訊；這

些處理的步驟則涵括了「資料的前處理」、「地理空間定

位」、「資料整合」、「資訊萃取」等過程。

資料前處理

為了將調查對象所居住的城市以及氣象站座落的城市

進行定位，必須先將調查資料與氣象站資訊預作處理。因

此，這一步驟最重要的部分，即是從這些資料中提取有用

的資訊以利後續的地理定位工作。

地理空間定位

總計在社會變遷調查資料中涵蓋了 32個國家、包含

55,081筆的調查資料需要被定位，因此，研究採用兩階段

的處理方式藉以降低地理定位的複雜度。首先將調查者所

居住的地方區分成 510個城市或地區，接著透過 Google地

圖定位的服務取得城市對應的坐標。雖然本次研究採用的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與社會變遷調查資料針對地理空

間的紀錄格式不同，但是透過地理資訊系統 -ArcGIS軟體中

空間連結的方法，亦能將這兩種不同類型的資料整併在相

同的地圖上，繪製出一張連結受訪者與氣象站的地圖，並

透過地圖上標示的資訊可看出全世界中各地城市幸福程度

的空間分布情況。在圖 1中標示為紅色的區域即是調查資

料中對應的城市。

資料整合

我們需要有明確的受訪日期並與氣象資料的紀錄日期

進行精確的串聯，為此，在資料整合過程中移除了 4,866

筆不完整受訪日期的調查資料，其中包含從挪威及南非調

查所得的內容，因為這些資料僅只紀錄了月份與年份。除

此之外，也移除了日本的調查資料，原因在於日本的受訪

者的調查日期全部都被記錄成同一天。圖 2為資料處理的

流程圖，其中亦包含每個步驟中所處理的資料筆數。

資訊萃取

為了評估短期天氣效應，研究中設定了三組不同的時

間區間，以同時計算這三組不同時間區間天氣影響的平均

值。這三組時間區間分別是兩天、四天、八天，其代表的

摘 要

圖 1 調查資料中之城市空間分布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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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逸帆 1,2、唐嘉宏 2、傅仰止 3、范毅軍 2,4、何瑁鎧 1,5、詹大千 2

1政治大學資訊科學系、2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3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5開南大學資訊學院

論文發表出處： 

“Analyzing Personal Happiness from Global Survey and Weather Data: A Geospatial Approach”, 
PLoS One 11(2016): e0153638.

意義是調查日及其前一天、三天、七天。這三組時間區

間對應的平均天氣變數更進一步應用在三個不同的模式

中進行分析。

在分析與過濾 2011年的社會變遷調查資料後，總計

從32個國家共55,081筆的調查資料中取出中國（5,420筆）

與其他 28個國家（25,441筆）的資料。圖 3是顯示在不

同調查地區中，幸福感程度的分布情況，顏色愈偏綠色，

表示其幸福感程度也愈高；反之，顏色愈偏紅色，則表示

幸福感程度愈低。大體而言，在歐洲的受訪者明顯比其他

地區的受訪者感覺更幸福，如圖 3(a)所示。北歐的國家比

南歐的國家感覺更幸福，如圖 3(b)所示。在中國，幸福

感和空間的分布則沒有呈現出明顯的對應關係，如圖 3(c)

所示。

此外，亦藉由不同區間的天氣變數進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發現，在巨觀的變數中，包含溫度、風速、海拔高

度與國內生產毛額 (GDP)等，都與幸福指數呈現正向相

關。為了區別不同種天氣條件對幸福指數的影響，本研

究中同時針對氣候區與季節進行分層分析。從微觀層次

的分析中，發現個人擁有較佳健康狀態、多吃蔬果與幸

福程度呈現高度正向相關；而從不運動的人則較不易感

到幸福。整體而言，天氣的條件、總體經濟狀況與個人

的健康行為等，這些都與幸福程度具有高度的關連性。

這篇文章的特點在於整合了具有國際代表性的調查

資料與所對應的天氣資訊、城市的空間資訊、與經濟發

展的指標。過去很少有研究使用如此大的樣本數、較長

的研究時間、與較大的空間代表性去計算幸福感與天氣

之間的關係。其中一個最重要且富挑戰性的工作就是在

城市層級使用地理空間的方法整合巨觀與微觀的資料，

在本研究中每日的天氣資料與個人層級的資訊足夠精

細，因此可以在控制可能的干擾因子後去檢視短期天氣

條件對於幸福感的影響。據我們所知這是第一篇透過進

階的地理空間方法且同時使用全球的調查資料與氣象資

料進行探討巨觀與微觀因素對於幸福感的影響。

圖 2 資料處理流程圖。

圖 3 幸福感地圖 (a)除了中國以外地區的幸福感地圖  
(b)歐洲幸福感地圖 (c)中國幸福感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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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似且具有混合符號渦度的 2d 個歐拉解
艾沃克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Communication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348 (2016): 27-68.

本文中我們建造了一類自相似 2維不可壓縮歐拉方程的解。其初始數據具有混合的渦旋度。而後正與負渦旋度區域間

會形成代數螺旋。在我們的研究之前，自相似代數螺旋的存在曾被推測和數值計算，但並未有過嚴格地證明。

這種代數螺旋在流體流動的物理觀察中是眾所皆知的，尤其是在物體的尖角中出現，例如在加速飛機機翼的後緣處，

也常見在諸如馬赫反射震波等許多流動中。代數螺旋也有其理論上的重要性，特別是對證明 Pullin的非唯一性例子有一定

的幫助。 除了 Yudovich對有限初始渦旋度於 2d歐拉解的存在工作之外，代數徑向拉開也可以用來研究 Lp初始數據；通常

這樣的數據下， 我們都可以預期代數螺旋的形成。

關於反分圓 L-函數的特殊值的研究
謝銘倫、千田雅隆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Journal fu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 (2016), DOI:10.1515/crelle-2015-0072.

岩澤理論是近代代數數論最重要的領域之一。例如岩澤理論在模型式的研究在 Andrew Wiles證明費馬大理論的最終解

決裡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岩澤理論中最重要的問題就是證明岩澤主猜想，也就是證明伽羅華表現的特徵幂級數會等於其所

對應的 p-進函數。在本篇文章，我們考慮虛二次域上的反分圓岩澤理論。我們的主要結果是模型式的反分圓 p-進函數的

構造以及建立其和模型式反分圓 L-函數的中心值的插值公式。我們更進一步證明這個 p-進函數的 mu-不變量是零以及反

分圓 L-函數的中心值不為零的結果。這些成果結合我們之前 2015年在 Compositio發表的結果可以推導出模型上的反分圓

岩澤主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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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 A scatter plot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vs. density of single and 
polycrystalline SnSe along different crystallographic axes and along parallel 
(//) or perpendicular (⊥) pressing directions, at 300 K and ~ 760 K, derived 
from open peer-reviewed literature cited in Table S-1. The open and solid 
symbols represent κ  at 300 and 760 K, respectively. The red ellipse 
represents data from Ref. 1 while data reported by other groups (Refs. 10-22) 
lie within the blue ellipse. A detailed list of all the data points is available in 
Table 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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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電材料硒化錫 (SnSe)晶體之真實熱傳導係數
魏百駿、陳洋元、S. Bhattacharya、J. He S. Neeleshwar、R. Podila、A. M. Rao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Nature 539 (2016), DOI:10.1038/nature19832.

2014 年美國西北大學 Zhao et al 等人於自然期刊發表了硒化錫晶體超低之熱傳導

係數κ(<0.4 W /m-K-at 923 K) 與很高的熱電優質參數 (ZT~2.6 at 923 K)。由中央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陳洋元博士帶領的研究團隊，隨即長出硒化錫之單晶後，經過精密的實驗量

測後，我們發現在 923 K ZT 僅有 1 左右，仔細比對雙方之數據後，發現 Zhao et al 等人

的硒化錫之樣品並非真正之單晶，其密度 (5.4 g/cm)約只有真正單晶密度 (6.2 g/cm)的 

87%。這說明了西北大學 Zhao et al 等人於自然期刊發表的結果並非真正硒化錫晶體應

有之物理特性。發現美國西北大學 Zhao et al的硒化錫晶體有問題後，我們將此一發現

與我們完整之數據提報給 Nature 期刊，證明 Zhao et al 的結果確實有問題。於此一研究

我們長出了世界第一個真正完美的 SnSe 單晶，也量測出此單晶之本徵熱傳導係數，對

了解目前最熱門之熱電材料 -硒化錫之研究做出了重大之貢獻。

水相中的選擇性合成金鈀合金及核殼奈米二十面體觸媒以及其在電化學 

氧化及液相光還原的催化表現比較

許世承、莊裕鈞、Brian T. Sneed、David A. Cullen、邱德威、郭俊宏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Nano Letters 16 (2016): 5514-5520.

我們發展了一套綠色化學合成法，藉此法，高均勻及高分散的金鈀

合金與核殼奈米二十面體觸媒可在水相中，一步地被製備出來。此兩種

觸媒的尺度大小介於 15-17奈米，而選擇性形成的關鍵在於調整水相中

氯與溴離子的相對濃度。這樣均勻且微小的尺度提供了非常高的比表面

積，此外，二十面體具有二十個 111的晶面與三十個孿晶晶界，因此表

面能大大提高，兩種因素皆有利於乙醇電氧化產生能量。就結果而言，

金鈀合金與核殼二十面體觸媒皆具有比市售純鈀觸媒與本實驗室製備

之純鈀二十面體至少兩倍以上的乙醇電氧化活性。除了二十面體活潑的

表面因素，金鈀結構中的奈米金成分因可在吸收可見光後，產生所謂區

域性表面電漿共振的現象，此現象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催化反應的效

果。在本工作中，我們進行了水相的對硝基苯酚的還原反應以探討表面

電漿共振增強催化活性的行為，進而發現合金與核殼結構的觸媒皆可加

快反應速率，然而核殼結構很明顯的在速率上比合金結構增快了兩倍以

上，原因在於核殼結構的核擁有相當高的奈米金晶像組成。我們的工作

提出了於水相中控制鹵素離子開關的概念來調控觸媒製備的結果，此策

略不僅是符合綠色化學的精神，並開啟了觸媒製備領域中，一步化學法

以控制奈米觸媒表面的大門，更成為快速製備雙金屬光觸媒的典範。

室溫下 L. D. Zhao等人所發表的硒化錫單晶特性

L. D. Zhao發表的硒化錫單晶密度是由關係式κ = DC ρ推導而出。

文獻中多晶硒化錫樣品的熱傳導率

對密度的關係。空心和實心符號分

別代表室溫及攝氏 487度下的熱傳

導率。正三角形 /倒三角形分別表示

垂直 /平行多晶粉末壓錠壓力方向樣

品的熱傳導率。L. D. Zhao所發表的

單晶數據則以空心、實心的正方形

與圓形表示。

金鈀奈米二十面體觸媒的電鏡與元素分布之分析結果。(a-c) 合

金結構與 (f-h) 核殼結構的明場及暗場像。(d,e,i,j) 元素能量分布

分析顯示兩者能量上的差異。 

 
合金、核殼二十面體、市售鈀

及合成鈀二十面體觸媒於乙醇

電化學氧化反應的活性比較。

合金、核殼二十面體、市售鈀

及合成鈀二十面體觸媒於對硝

基苯酚在水相中的還原與光還

原速率比較。

At about 300 K a axis b axis c axis
Thermal conductivity, k (W m  K  ) 0.46525 0.70014 0.67560

Di�usivity, D (mm  s- ) 0.33983 0.51139 0.49347

Speci�c heat, C  (J g  K ) 0.252 0.252 0.252

Density, r (g cm ) 5.43 5.43 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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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譜元素法進行遠震波形資料逆推以反演2015年Mw8.4智利伊亞佩爾 (Illapel) 

地震之兩階段複合大型逆衝事件破裂過程

李憲忠、葉德揚、林姿綺、林彥宇、宋德濡、黃柏壽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3 (2016): 4979-4985, DOI:10.1002/2016GL068843.

2015年 9月 16日的 Mw8.4 智利伊亞佩爾（Illapel）地震為當年全球規模最大之地震，其發生於納斯卡板塊與南美洲板

塊邊界的地震空白帶上。由震源破裂模型顯示，該地震隨破裂時間演進，呈現非常特別的兩階段破裂過程，是由完全不同

破裂特性的兩個階段組合而成的複合性大型逆衝地震。第一階段的破裂發生在隱沒帶深處，於應力鎖住處開始滑動，隨後

朝海溝的方向快速破裂，此階段所釋放的能量相當於 Mw8.32。第二階段的破裂主要發生在隱沒帶淺部，具有非典型重複滑

移特性，此階段所釋放的能量則約為 Mw8.08。透過震源破裂模型可了解地震隨時間 -空間的破裂過程，也可以幫助我們進

一步探究隱沒帶地震的物理與動力學特性。

2015年智利伊亞佩爾地震位置

圖。紅色星號為震央所在位置，

實心圓為主震發生後一個月的餘

震分布。過去在這個區域發生的

大型地震破裂區域則以灰色區域

表示。右圖為遠震波形逆推所得

之斷層面上的錯動量分布，一共

有三個主要滑移集中區，最大錯

動發生於斷層淺部接近海溝的區

域，達 10公尺以上。

圖示兩階段複合大型逆衝事件破裂過程。第一階段約

為 0-100秒，發生在隱沒帶深部，由震源朝海溝方向快

速破裂；100-250秒為第二階段，此階段之破裂發生於

隱沒帶淺部沿海溝以非典型重複滑移進行緩慢破裂。

地球磁層中快震波產生之氧離子 (O )迴旋束粒子分布 (bunch distribution) 

與氦 (He )與氧離子 (O )頻段之電磁離子迴旋波的激發
李昆翰、李羅權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3 (2016): 9406-9414, DOI:10.1002/2016GL070465.

在地球磁層中的衛星經常能觀測到電磁離子迴旋 (Electromagnetic ion cyclotron, EMIC)波，其頻段主要

位於氫離子 (H )與氦離子 (He )迴旋頻率內，偶爾也能觀測到氧離子 (O )頻段內之離子迴旋波。一般認

為，電磁離子迴旋波主要是由離子的溫度非等向性 (temperature anisotropy)粒子分布所產生。此粒子分布

能有效率地激發 H 離子迴旋波。然而，由溫度非等向性粒子分布所產生之波的特徵無法解釋部分觀測資

料，例如對於 He 頻段之離子迴旋波的激發效率過低。因此我們提出一套新的離子迴旋波產生機制，其中

利用了地球磁層中的快震波。此快震波能使 O 等重離子在垂直磁場的速度空間形成離子迴旋束粒子分布

(bunch distribution)，而此粒子分布能夠激發H 、He 與O 離子迴旋波。其中以He 離子迴旋波的強度最大，

且傳播方向以準垂直為主，並在傅利葉頻率域顯示出多個諧波的訊號。此諧波訊號亦在地球磁層中常常

觀測到。目前已有許多衛星 (如 CLUSTER與 GOES)觀測到磁層中馬赫數 2以下 (M <2)的快震波。我們利

用電腦數值模擬來研究磁層中快震波對 H 離子與其他重離子的影響與其產生之離子迴旋波。此一離子迴

旋波產生機制，將能夠解釋磁層中部分關於 He 與 O 離子迴旋波的波動特性與現象。

上圖數值模擬顯示，快震

波下游可觀察到垂直磁場

速度空間 (v -v )的 O 離子

迴旋束粒子分布，如圖 (a)-

(c) 所示。若將不同位置的

迴旋束粒子分布相互疊加，

其效果等同對空間作積分，

結果將產生一環狀粒子速

度分布，如圖 (d)所示。

左圖O 離子迴旋束粒子分布於二

維數值模擬的結果：(a)磁場能量

隨時間變化圖，(b)平行與垂直波

數譜 (κ∥－κ⊥ )，(c)-(e)波色散分

析圖。圖 (e)顯示極強的諧波訊

號，其傳播角約為θκ=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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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Original network

(b) Shortest-path tree      
      Cost=99

(c) Steiner tree      
      Cost=103

(d) MTRSA      Cost=79

軟體定義網路之多播流量最佳化

黃良豪、徐祥峻、沈上翔、楊得年、陳文村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EEE INFOCOM (2016)

儘管軟體定義網路能夠替流量工程提供靈活的網路資源分配，目前的研究主要著重在

單播傳輸。與單播傳輸的流量工程相比，多棵樹組成的多播傳輸流量工程非常具有挑戰性，

不僅僅是因為最小化單棵多播樹的流量問題可解決 Steiner樹問題且此問題是 NP-Hard，而

Steiner樹問題並未考慮 OpenFlow的組表中轉發條目的多播流量限制和節點容量限制。因

此，本篇我們首先在 SDN中的多播流量工程中研究出困難的結果。我們證明在只有節點容

量限制的多播流量工程是 NP-Hard且找不到小於δ倍的近似演算法，其中δ是最大的多

播組的目的地數量，在有流量限制和節點容量限制的條件下是 NP-Hard且不存在任何倍數

的近似演算法。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設計了一個多棵樹路由狀態分配（MTRSA）的δ

倍近似演算法以解決第一個問題，並拓展到一般的多播流量工程問題。模擬和實踐結果表

明此演算法所得出的結果優於最短路徑數和 Steiner樹，更重要的是 MTRSA在計算上是高

效的且可在短時間生成多棵樹的結果。

啟用子區塊抹除管理以增進三維快閃記憶體效能

陳增益、張原豪、何建忠、陳碩漢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ACM/IEEE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ACM/IEEE DAC (2016).

近年來，三維快閃記憶體被廣泛地認為是繼續提升快閃記憶體晶片容量的可行性方法。

三維架構即是在同一個記憶體晶片空間堆疊了多層的記憶單元以增加單一記憶體晶片容

量。雖然三維記憶體架構顯著地增加了快閃記憶體的晶片容量，也由於一個資料塊 (Block)

所包含的資料頁 (Page)的數量變多，三維記憶體架構也增加了抹除一個資料塊 (Block)所產

生的延遲。此外，在垃圾回收時 (Garbage Collection)，增加的資料頁數量也提升了產生額外

的資料頁搬移 (Live-page copying)之機率。為了降低在大容量三維快閃儲存裝置的垃圾回收

成本，一個名為子區塊抹除設計概念被提出，在此概念下一個資料塊會被切成多個相同大

小的子資料塊 (Sub-block)，而每一個子資料區塊就成為一個新的基本抹除單位。藉著此新

架構設計概念，我們提出了效能增強策略來極緻地提升垃圾回收效能。根據實驗結果顯示，

與其它方法比較，我們提升了三維快閃記憶體的垃圾回收效能 50%。

完整資料塊抹除和子資料塊抹除

之差異圖。

子資料塊抹除管理之候選子資料

塊尋找機制。

效能增強演算法在一次性資料塊抹除操作中抹除多個合適的子資料塊。 於真實環境中系統平均回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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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外部資料庫摘要資訊的限制最大概似估計模式校正方法

Nilanjan Chatterjee、程毅豪、Mass Paige、Carroll Raymond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11 (2016): 107-117.

我們考慮在分析一組內部研究資料時，同時利

用來自外部大數據資料庫的摘要資訊。為了達成此目

的，我們利用外部資料的摘要訊息建立了連結外部與

內部資料的一般關係式來進行模式校正，並發展利用

此關係式，但不對內部與外部母群自變量分布進行假

設的半參數最大概似推論方法。此方法可進一步推廣

至病例對照或分層病例對照設計下的內部研究，及內

部與外部母群自變量有不同分布的情況。此新法可結

合內部研究資料與外部大型資料庫的摘要資訊，以獲

致更精確的統計推論結果。

調整非易感性的五種心血管代謝疾病之發病年齡 :新陳代謝症候群發病的意涵
蔡育銓、陳珍信、潘文涵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84 (2016): 366-377, DOI: 10.1093/aje/kwv449.

為釐清代謝症候群的進展成因，重要的須瞭解其五種組構疾

病之發病順序。本研究採用可同時處理非易感性及不完整追蹤資料

之邏輯式 -加速故障時間混合迴歸模型，分析「竹東及朴子地區心

血管疾病長期追蹤研究」五種心血管代謝疾病之地區及性別終生發

病易感機率及易感受者的發病年齡分布。其發病順序以估計的總體

機率密度曲線來驗證：對於女性成人，腹部肥胖與低「脂蛋白 A」

血症好發於青年，高血壓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好發於中年，糖尿病

好發於老年；對於男性成人，腹部肥胖、低「脂蛋白 A」血症及高

三酸甘油脂血症好發於青年，高血壓好發於中年，糖尿病好發於老

年。肥胖、低「脂蛋白 A」血症及男性高血壓呈現地區間不同的發

病型式。此統計方法對於各類複雜症候群之發病機制與預防措施可

提供新的分析策略與詮釋。

「竹東及朴子地區心血管疾病長期追蹤研究（1989-2002年）」

地區及性別機率密度曲線：竹東女性（實線）、朴子女性（點線）、

竹東男性（虛線）、 Pu-Tzu 朴子男性（點虛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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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振動模、化學鍵及空間取向的選擇性來控制甲烷的化學反應

劉國平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Annual Review of Physical Chemistry 67 (2016): 91-111.

多原子分子的振動模式是多面向的，它可以是該分子中 2-3個原子間化學鍵的簡單伸張或彎曲，也可以是許多原子

間的某種協和運動。當此分子進行化學反應時，這些不同的振動模式對反應活性往往具有不同的影響力，也會產生性質

迴異的生成物。過去多年，振動激發態甲烷之反應活性的探討對此課題起了關鍵性的啟發。在此綜合評論中，我們以此

反應為主軸做一回顧與批判。特別著重於釐清從這些探討所推演出的基本化學概念。此外也明確地指出並闡明「鍵選化

學」，「波藍尼規則」，及最近被發現的「振動引發的立體空間取向」等過去認為獨立的現象間之關聯與融合。

螢光奈米鑽石 :長期細胞追蹤、超分辨成像和奈米級溫度測量的新工具

蕭偉文、許遠揚、蔡沛昌、張煥正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 49 (2016): 400–407.

螢光奈米鑽石是一種多功能的奈米碳材，在生物、

化學、物理和材料科學方面有許多的應用價值。此材料

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含有高密度的氮 -空缺中心，同時具

備有光學和磁學性質，透過螢光的測量，可以作為高靈

敏度的奈米溫度感測器之用。同時，此材料有極佳的生

物相容性，能產生非常穩定的紅色螢光，可以作為生物

成像試劑，不僅僅能提供單一粒子的靈敏度和長時間的

追蹤能力，也可以提升生物成像技術至奈米級的分辨

率。我們證明螢光奈米鑽石標記是一項無害、可長期追

蹤活體內幹細胞的技術，它能提供單一細胞的解析度，

與磁共振成像技術互補，適用於癌症或其他疾病的細胞

治療等領域。

交叉分子束實驗裝置示意圖。紅外雷射 (IR)用以振動激發

並空間取向反應物（CHD），而紫外雷射（UV）用以偵測

生成物（CD）的動力學訊息。

控制空間取向之振動激發反應物（CHD3）對生成物 

CD3＋ HCl(v)量子態布居及散射角度分布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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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Detecting Halo Assembly Bias with 
Galaxy Populations

Institute of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Yen-Ting Lin, Rachel Mandelbaum, Yun-Hsin Huang, Hung-Jin Huang, Neal Dalal, Benedikt Diemer, Hung-Yu Jian, and 

Andrey Kravtsov, "On Detecting Halo Assembly Bias with Galaxy Populations" , ASTROPHYSICAL JOURNAL: 819, 119, 2016-03

Galaxies are formed in dark matter halos.  In a 
way, these halos ar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Universe.  Theoretical models predict that, for 
halos of the same mas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age of the 
halos (left: projected distribution of young 
halos; right: that of old halos).  This effect is 
known as assembly bias.  We set out to detect 
this phenomenon observationally in this study.

Dark matter does not emit light and thus the halos are “invisible”.  We can 
use the light from galaxies that live in them to find them, however, just like 
tracing the human activities via city light (right).
W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ld and young galaxies is very 
similar, and therefore there is no convincing evidence for assembly bias.
Is the cosmological model wrong?  More likely is that we were not yet able to 
reliable determine the age of galaxies.  More advanced techniques and better 
data are needed to measure the age for large samples of galaxies.  Our study 
has paved the way for detecting assembly bias, which will lead to be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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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axy Pop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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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n-Ting Lin, Rachel Mandelbaum, Yun-Hsin Huang, Hung-Jin Huang, Neal Dalal, Benedikt Diemer, Hung-Yu Jian, and 

Andrey Kravtsov, "On Detecting Halo Assembly Bias with Galaxy Populations" , ASTROPHYSICAL JOURNAL: 819, 119, 2016-03

Galaxies are formed in dark matter halos.  In a 
way, these halos ar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Universe.  Theoretical models predict that, for 
halos of the same mass,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 is dependent on the age of the 
halos (left: projected distribution of young 
halos; right: that of old halos).  This effect is 
known as assembly bias.  We set out to detect 
this phenomenon observationally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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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 the light from galaxies that live in them to find them, however, just like 
tracing the human activities via city light (right).
We found that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old and young galaxies i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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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111 原恆星系統的包層角動量顯著下降現象，能否視為磁制動的證據 ?
李景輝、黃翔致、李志雲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26 (2016): 213.

恆星是藉重力塌縮在分子雲核內部形成的。從理論上來說，塌縮核內部會形成吸積盤，餵食

中央的原恆星。然而，在觀測上，由於缺乏恆星形成早期階段對塌縮核內部的詳細運動學研究，

天文學家仍不清楚這樣的盤實際上是何時形成、又是如何形成的。現在有了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

次毫米波陣列 (ALMA)，我們首次揭示這樣的盤在塌縮核內如何形成，以及磁場又是如何透過磁制

動影響吸積盤的形成。磁制動很可能部分解決恆星形成過程中角動量過多的問題。

HH 111是一個年輕的原恆星系統，並擁有強有力的噴流（圖）。我們使用 ALMA詳細觀測了

這個系統的氣體及其運動學。我們觀測到一個大而扁平的包層，從 7,000天文單位 (AU)往裏延伸

到距離原恆星約 2,000 AU的地方。此包層以固定的角動量旋轉，單位質量的角動量很大，為 2,000 

AU km/s。然而，只有很小的吸積盤在原恆星附近形成（圖），其半徑僅有 160 AU。有趣的是，從

包層到盤的過渡區域（即從距離原恆星 2,000 AU 到 160 AU的範圍），單位質量的角動量就大幅下

降為約三分之一。如果塌縮核無磁化，這種角動量減少的現象是不該發生的，但若這核是被大幅

磁化的，就可能自然發生。因為磁場可產生有效的磁制動，以移除角動量。我們的觀測結果似乎

首度提供了磁制動的證據，顯示此磁制動能影響吸積盤的形成，並使得盤的尺寸減小。

圖 HH 111 原恆星系統的噴流和吸積盤。彩圖呈現哈伯太空望遠鏡在可見光波段觀測到的噴流（Reipurth et al. 1999)。紅色和藍色等高

線各代表 ALMA觀測到吸積盤內的紅移（遠離 氣體和藍移（臨近 氣體。它們分別位於原恆星的兩邊，表示盤在旋轉。

偵測星系及暗物質暈的組合偏向

林彥廷、Rachel Mandelbaum、黃韻心、黃虹瑾、Neal Dalal、Benedikt Diemer、簡鴻裕、Andrey Kravtsov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19 (2016): 14. 

根據宇宙學標準模型，星系是在暗物質暈 (下稱暗暈 )

中形成的，因此暗暈可視為是宇宙的基本組成單位，理論

模型指出，即便是同質量的暗暈，他們在空間中的分布會

取決於他們的年齡 (左圖為年輕暗暈的 2維分布，右圖是

年老暗暈的分布 )，此效應稱為組合偏向，我們的研究目標

便是偵測這個效應在宇宙中是否存在。

暗物質不發光，因此暗暈可說是隱形的，但我們可以間接地以住在暗暈中的星系所

發出的光找到它們，就像在太空中用城市的光來追蹤人類活動一樣 (右圖 )。

我們發現，年老星系的分布跟年輕星系的幾乎一樣，因此沒找到組合偏向存在的證

據。這意味著宇宙學模型錯了嗎？更有可能的是我們仍無法精準地量測星系的年齡，我

們將需要更好的技術及資料，才能對大量的星系做準確的測量，這個研究指出了在組合

偏向效應的研究上我們會面對的問題，並為未來的方向作出準備，研究組合偏向將讓我

們更加了解宇宙中結構形成的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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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逐次硫化過渡金屬的方式建立二維材料異質結構及其選擇性成長

吳崇榮、張翔睿、屈統威、陳璿安、吳肇欣、林時彥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Nano Letters 16 (2016): 7093-7097.

我們運用硫化 1.0 奈米厚度的過渡金屬鉬及鎢薄膜在藍寶石基板

上成長出大面積及均勻的五層及四層的二硫化鉬及二硫化鎢，接者

我們逐次地濺鍍並硫化相同厚度的鉬及鎢薄膜後成功地成長出九層

的二硫化鎢 /二硫化鉬二維材料異質結構。而透過這兩種材料各自的

紫外光光電電子能譜以及吸收光譜的量測，我們發現這個異質結構

應具有型態二之能帶結構，也因此在將此異質結構製作成電晶體後，

由於在熱平衡時，電子會由二硫化鎢障礙層注入至二硫化鉬通道層而

使得該元件具有較高的汲極電流以及載子遷移率，由此可看出二維材

料異質結構在電子元件實用上的價值，此外，我們也展現出在單一片

藍寶石基板上，我們可以一次製備出四個不同的區域 (I) 空白的藍寶

石基板區，(II) 單一二硫化鉬區，(III) 二硫化鎢 /二硫化鉬二維材料異

質結構區以及 (IV) 單一二硫化鎢區。這個成果顯現出這個成長方式不

僅易於成長二維材料異質結構，同時亦可在基板上進行選擇性成長，

此成長方式的發展應會對二維材料的實際應用帶來極大的幫助。

大胞飲杯形成的新機制

Douwe M. Veltman、Thomas D. Williams、Gareth Bloom�eld、陳壁彰、Eric Betzig、Robert H. Insall、Robert R. Kay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eLife (2016): 5:e20085.

很多細胞會藉由大胞飲作用而取得從外在環境的物質，通常需要

細胞的表面形成杯狀的結構來包覆外面的液體，這是靠著肌動蛋白的

聚合而成。然而，細胞如何將這杯狀的結構再轉為環狀，目前不太清

楚。利用晶格層光顯微鏡，加上特定的螢光蛋白，在進行三維動態活

細胞的實驗，胞飲杯的形成機制，以及相關的蛋白質都被解出。這是

在探討不同的蛋白質對胞飲杯形成的機制。由於癌細胞和免疫細胞也

是利用相似的機制來攝取養分，這些結果，可以讓我們在藥物開發及

疾病的治療上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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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PSO衛星影像所見一個阿根廷雷暴上空所見鷗翼狀卷雲之根源
王寶貫、鄭凱元、Martin Setvak、王振剛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 121 (2016): 3729-3738.

美國 CALIPSO衛星在 2009年 12月 23日在南美洲阿根廷上空偵測到兩起位於強烈雷暴雲上，高度達到 17-18公里的平

流層中之卷雲，其形狀有如海鷗翅膀（圖 1）。平流層十分乾燥，而鷗翼形卷雲的存在代表在某些狀況下，平流層會有足夠

水分來產生卷雲。平流層中如有大量水蒸氣會造成地表更強烈的暖化。我們利用一個三維雷暴數值模式模擬了一個與此類

似另一個雷暴系統（圖 2），結果指出，雷暴在對流層頂造成強烈的內部重力波，在適當情況下這些重力波會有碎波現象而

將水分（水蒸氣及冰晶）從對流層傳送到平流層。此一雷暴傳送水分穿過對流層頂機制指出，雷暴之變動會影響氣候。

應用新創之三維都市化指標以評估都市化對大氣溫度的影響情況

吳治達、龍世俊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24351, DOI:10.1038/srep24351.

建築體因蓄積環境熱能的能力，是造就

都市熱島效應重要因素之一，然而，目前並無

適當方法論和指標去量化都市建築量體對熱島

效應增溫的影響，以致無法擬定合適建物規範

降低熱危害對都市居民健康風險。本團隊發展

新穎 5公尺解析度建物量體的三維都市化指標

(3DUI)，評量氣象局測站周圍 1公里範圍內 3DUI

與其大氣溫度關係，發現確實有高相關性 (0.83

至 0.85)，且不受年度、四季或周圍水體及植被

之影響。此指標可用以評估細緻地理解析度之

戶外民眾熱危害分布，亦可應用於限定某區域

內新建物三維量體最大值，做為擬定因應氣候

變遷之熱危害調適策略科學基礎。

3維都市化指標之呈現圖 -以臺北都會區為例。

(a)圖顯示 3DUI在地理分布上呈現極大的變化；(b)圖顯示各行政區 3DUI平均值之

分布差異；(c)圖以 3DUI呈現某區域之三維都市建築體分布

圖 1 CALIPSO/CALIOP所記錄 2009年 12月 23日在阿根廷 -烏

拉圭發生之雷暴系統上空之散射圖。白色箭頭所指為鷗

翼狀卷雲。

圖 2
雷暴模式所模擬之 CCOPE超

級雷雨胞在 x = 42.5 km 處之

南北縱剖面上之 RHi（冰相對

濕度）分布圖。黑色等值線為

相當位溫之等溫線。白色箭

頭指出內部重力波之碎波發

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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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照片轉換動態影片之自動生成技術 
周瑋慈、鄭文皇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18 (2016): 4-13.

•  本研究提出一個能夠將靜態照片轉換為動態影片的自動生成技術，利用單張靜態照
片做為輸入，分析照片場景中各個影像空間位置在時間上的位移量，進而產生相對
應的動態影片。在不失一般性的條件下，本研究選擇自然場景中普遍存在的
“雲”做為分析對象，雲的動態化分析具有高度技術挑戰性，其並非單一物件，而
是由大量雲粒子所構成的氣態物體，因此除會受到風等外部作用力的影響外，雲粒
子間亦具有複雜的交互作用，具有極高移動自由度。本研究是學術文獻上已知第一
個氣態物件動態化的研究成果，將可實現超越影像的概念(“more	  than	  a	  picture”)，
進一步提升使用者的多媒體經驗。生成結果可參見:	  	  

	  	  	  	  	  h2p://mclab.	  ci7.sinica.edu.tw/demo/dynamicimagery.htm	  

雲影像 

雲結構分析 

雲生成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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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下差分隱私資料去識別化技術發展與應用

陳泓歷、鄒耀東、戴伯臣、李思壯、黃彥男、游家牧、邱育賢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Journal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Ol: 10.11989/JEST.1674-862X.60804064 

在資料量快速增長的時代，為讓資料分析者能處理敏感資料，資料去識別化技術顯得極端重要；就以健保資料而言，

必須經過去識別化之後才能交由資料分析機構進行資料分析，否則將會導致個人隱私被揭露。因此，資料發布與資料探

勘中的隱私保護議題是目前大數據安全領域中一個相當熱門的研究方向，而作為一種嚴格且可證明的隱私定義中，差分

隱私近年來受到極大的關注並廣泛被研究。為了瞭解差分隱私機制及其實際運用在政府的 open data政策上，我們分析

了差分隱私保護機制相對於傳統去識別化資料保護方法的優點，對差分隱私基礎理論及其在相關資料發布與探勘應用研

究進行探討與分析。

靜態照片轉換動態影片之自動生成技術

周瑋慈、鄭文皇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18 (2016): 4-13.

本研究提出一個能夠將靜態照片轉換為動態影片的自動生成技術，利用單張靜態照片做為輸入，分析照片場景中

各個影像空間位置在時間上的位移量，進而產生相對應的動態影片。在不失一般性的條件下，本研究選擇自然場景中

普遍存在的「雲」做為分析對象，雲的動態化分析具有高度技術挑戰性，其並非單一物件，而是由大量雲粒子所構成

的氣態物體，因此除會受到風等外部作用力的影響外，雲粒子間亦具有複雜的交互作用，具有極高移動自由度。本研

究是學術文獻上已知第一個氣態物件動態化的研究成果，將可實現超越影像的概念 (“more than a picture”)，進一步

提升使用者的多媒體經驗。生成結果可參見 : http://mclab. citi.sinica.edu.tw/demo/dynamicimagery.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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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rRNA生合成缺陷對胚胎發育的衝擊 
陳瀠莙、王暉景、趙光裕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真核細胞之核醣體RNA的轉錄、加工，與核醣體蛋白組裝均發生於核仁中，但在植物中其轉錄與加工的調控機制尚未

明瞭，尤其是其與核仁結構的關係。我們探究SAS10/C1D family蛋白質Thallo (THAL) 功能時發現，當THAL基因發生突

變時會，造成胚胎細胞核仁增大並導致發育停止於球型胚胎時期、5端Ex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核醣體RNA加工異常、

及主要核醣體DNA variant (VAR1)基因表現受到抑制等現象。反之，當THAL大量表現則造成VAR1表現和核醣體RNA加

工相反的作用；THAL大量表現於原生質體細胞時會形成多核仁的細胞核，猶如異染色質的突變株顯型。除此之外，

THAL蛋白質研究顯示SAS10 C-terminal domain對於其在染色質結構的功能相當重要，且THAL與Nucleolin 1 (NUC1)、

NUC2，及組蛋白甲基轉移酶 Jumonji 14 (JMJ14)皆有相互作用，暗示著其可能參與染色質之調控。THAL亦可與Small 

Subunit processome 分子作用，例如未曾被發表的酵母菌M Phase Phosphoprotein 10 (MPP10)之阿拉伯芥同源蛋白質。此研

究成果揭發了THAL於核醣體RNA生合成必要的轉錄與加工之雙重功能，並進而影響核仁結構與植物胚胎發育。此篇發

表亦是第一個定義植物SAS10/C1D family蛋白功能的研究著作。

PLoS Genetics 12 (2016): ae1006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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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rRNA生合成缺陷對胚胎發育的衝擊
陳瀠莙、王暉景、趙光裕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LoS Genetics 12 (2016): ae1006408.

真核細胞之核醣體 RNA的轉錄、加工，與核醣體蛋白組裝均發生於核仁中，但在植物中其轉錄與加工的調控機制尚未

明瞭，尤其是其與核仁結構的關係。我們探究 SAS10/C1D family蛋白質 Thallo (THAL) 功能時發現，當 THAL基因發生突變時

會造成胚胎細胞核仁增大並導致發育停止於球型胚胎時期、5端 Ex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核醣體 RNA加工異常、及主要核

醣體 DNA variant (VAR1)基因表現受到抑制等現象。反之，當 THAL大量表現則造成 VAR1表現和核醣體 RNA加工相反的作用；

THAL大量表現於原生質體細胞時會形成多核仁的細胞核，猶如異染色質的突變株顯型。除此之外，THAL蛋白質研究顯示

SAS10 C-terminal domain對於其在染色質結構的功能相當重要，且 THAL與 Nucleolin 1 (NUC1)、NUC2，及組蛋白甲基轉移酶

Jumonji 14 (JMJ14)皆有相互作用，暗示著其可能參與染色質之調控。THAL亦可與 Small Subunit processome 分子作用，例如

未曾被發表的酵母菌 M Phase Phosphoprotein 10 (MPP10)之阿拉伯芥同源蛋白質。此研究成果揭發了 THAL於核醣體 RNA生

合成必要的轉錄與加工之雙重功能，並進而影響核仁結構與植物胚胎發育。此篇文章亦是第一個定義植物 SAS10/C1D family

蛋白功能的研究著作。

細菌第六型分泌系統效應分子的運送機制解密 :VgrG蛋白質C端決定運送專一性
帝凡內、林哲生、馬麗珊、郭志鴻、賴爾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3 (2016): E3931-40.

自然界中，許多革蘭氏陰性細菌可藉由其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為武器，將效應分子直接注射到真核宿主細胞或其他

所接觸的細菌競爭對手細胞內，除了可以提高本身感染真核宿主的能力外，更可藉由殺死其他細菌競爭對手來提高自身在

不同環境或真核宿主中之生存競爭優勢。目前已知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運送效應分子的方式為透過將效應分子與噬菌體

尾端相似的結構組成分子融合或產生交互作用的多重式策略來進行。然而，現今對於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效應分子的輸

送機制以及參與此運送功能的組成分子仍然不清楚。研究團隊利用植物腫瘤病原細菌 -農桿菌為研究模式系統來探討其第

六型 DNA分解酶毒素分子 Tde1及 Tde2的輸送機制 。本研究發現數個蛋白質組成分子是 Tde毒素分子輸送所必需，這些組

成分子分別為 spike蛋白質 (VgrG1及 VgrG2)，adaptor/chaperone 以及 sharp tip PAAR蛋白質。有趣的是，VgrG1及 VgrG2蛋

白質演化出具有高度變異性的 C末端來決定 Tde毒素分子輸送的專一性。 遺傳及生化證據發現 VgrG1蛋白質的 C末端，會

與特定的 adaptor/chaperone及 PAAR蛋白質產生交互作用以輸送 Tde DNA分解酶毒素分子至目標細菌中，以增加其生存之

競爭能力。進一步基因組序列分析的結果更發現此特定的基因組成廣泛分布於不同的 Proteobacteria中，暗示著 VgrG 蛋白

質 C端主宰效應分子運送方式可能是一個具高度保留性的第六型效應分子輸送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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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位剪接長非編碼 RNA對人類全能分化性維持的新穎調控角色
余俊穎、郭紘志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Stem Cells 34 (2016): 2052-62.

 反位剪接非編碼 RNA藉由對重要轉錄因子及訊息調控路徑之調控控制人類全能分化性及早期細胞分化。

我們之前的研究顯示，在具全能分化能力的人類胚幹細胞中，反位剪接非編碼 RNA tsRMST 可與 NANOG and SUZ12

形成一複合體去抑制控制細胞分化的重要轉錄因子。除此之外，我們在本報告中證明了 tsRMST-SUZ12複合體亦可經由

對非典型 WNT訊息傳導路徑中的 WNT5A的抑制而達成對早期發育期間 EMT過程的的抑制，並進一步促進了全能分化

性狀態的維持。

光系統二 Q 結合位置的生理功能
黃俊揚、邱宜芳、José M. Ortega、王幸婷、曾天生、柯學初、Mercedes Roncel、朱修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Biochemistry (2016) DOI: 10.1021/acs.biochem.6b00133.

為了探討光系統二的 Q 結合位置的生理功能，我們在模式藍綠菌 Synechocystis sp. PCC6803的光系統二的細胞色

素 b559和 psbJ蛋白質上靠近 Q 結合的位置建構了一系列的定點突變株，發現一些突變株在弱藍光下明顯促進了天線

蛋白質複合體的狀態改變效應；在強藍光的照射下則明顯減弱了藍光引發的天線蛋白質複合體的熱消散光保護機制。

顯示 Q 結合的位置可能具有調節藍綠菌天線蛋白質複合體的能量傳導和光保護的生理功能。並且在一般生長條件下，

這些突變藍綠菌株的光合作用生長速率和生物質量的累積比野生型的藍綠菌分別提高了大約 1.1倍和 30%，因此可以

應用在利用藍綠菌生產生質能源或是其它具有高經濟價值的產物上。這項研究新發現於 2016年 3月刊登於國際期刊 

Biochemistry；目前正在進行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專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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脊椎動物的骨骼組織是這群動物的一個重要新特徵。在這篇論文中，我們比較頭索動物文昌魚的類軟骨支持結構與脊

椎動物高度礦化的骨骼構造在胚胎時期的發育機制，以瞭解後口類無脊椎動物與脊椎動物是否利用同源的胚胎組織與發育

機制來建構骨骼組織。我們的比較結果顯示，文昌魚的口與咽喉部位的支持結構非常類似脊椎動物的軟骨組織。同時這些

無脊椎動物的類軟骨支持結構的發育機制與脊椎動物的骨骼組織發育機制非常類似。這樣的結果暗示了骨骼組織可能起源

於所有脊索動物的共同祖先，或甚至是可追溯至後口類動物的共同祖先。 

無後蛋白 (Wuho  一個經由調控 Flap Endonuclease 1酵素而維持基因體穩定性
的新穎基因體守護者
陳易呈、陳加美、帥宏勳、簡汎清、陳培菱、謝道時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PLoS Biology 14 (2016): e1002349.

我們發現一個負責維持基因體穩定性的新關鍵基因—「無後」(Wuho)，並證實「無後」蛋白在 DNA複製時會調控酵素 Flap 

endonuclease 1 (FEN1) 的活性，進而保持複製叉口 (replication fork，DNA在複製時舊股被拉開合成新股的區域 ) 上 DNA的完整性。細

胞 DNA在複製時常面臨許多干擾和阻礙，使複製過程停滯或甚至造成 DNA的損傷。這些干擾因子可能包含外來的輻射、對基因具

有毒性的化學物質 (例如一些針對 DNA的抗癌藥物 )、甚至 DNA本身的拓撲結構或二級結構造成的阻礙、抑或是生物自己所產生的

酵素 (例如 FEN1酵素 ) 等等。FEN1在 DNA複製時扮演重要的角色，DNA的複製是有方向性的，依循 5’端到 3’端的單向性，所以在

逆向的非連續股 (lagging strand) 的 DNA複製方向與複製叉口移動恰為反向，新股 DNA的複製只能先合成一段段的 RNA 。這些 RNA

片段會被新合成的 DNA頂起，就像蓋子 (�ap) 一樣，最後會被 FEN1蓋片內切酶 (�ap endonuclease 1) 切除。但 FEN1不但具有蓋片內

切酶 (�ap endonuclease) 的活性，同時也具有間隙內切酶 (gap endonuclease) 的活性，此活性有可能會切除複製叉口上 DNA的單股間

隙區域而造成 DNA的傷害。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無後」蛋白會與 FEN1作獨特性的結合，能夠促進 FEN1蓋片內切酶的活性並抑

制其間隙內切酶的活性，有效地降低 FEN1傷害複製叉口上 DNA的風險。這項研究不僅更進一步解析生物 DNA複製和穩定基因體

的機制，也能增加對老化分子機制之暸解。

文昌魚的類軟骨組織主要由膠原蛋白所組成 (a)文昌魚的成體照片。 (b)文昌魚前端局部特寫，呈現其口部周圍的觸手 (oral cirri)以及鰓裂 (gill 

slits)的細部型態。 (c)文昌魚成體的切片圖，呈現其神經管 (Nt)、脊索 (No)、肌節 (Myo) 、咽 (Ph)的構造與位置。(d)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所觀

察到由膠原蛋白所組成脊索鞘。(e) 穿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到在神經管與脊索之間由膠原蛋白 (Col)所組成的規則結構。 (f )穿透式電子顯微

鏡所觀察到在表皮細胞 (Epi)下方的膠原蛋白結構層 (Col) 。

「無後」蛋白能與 FEN1蛋白結合而調控其活性以維持複製叉口的穩定性。「無後」

能夠促進 FEN1蓋片內切酶的活性並抑制其間隙內切酶的活性，如此一來「無後」
能在 FEN1切除非連續股上 RNA引子的同時，避免 FEN1傷害複製叉口上的 DNA

單股區域，「無後」因此而能在 DNA複製時守護複製叉口。

探索脊椎動物骨骼系統的演化起源：經由研究文昌魚得到的見解

楊洛文、游智凱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研究所

Current Opinion in Genetics & Development 39 (2016): 5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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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DNA聚合酶修復DNA的反應機制，在化學及生物上極為重要。為瞭解人體的聚合酶 Polλ ，我們解出十二個晶體結構，

並探索 Polλ修復 DNA的準確度。我們發現，Polλ在自由態下就具有結合 MgdNTP的構型 (圖 1a)。這跟傳統的認知完全不同 ;

一般認為聚合酶需要先與 DNA結合後，才會具有正確的構型來與 MgdNTP結合。利用結構資訊，我們預測並證明 L431A的突

變增強了 Polλ對 MgdNTP的親和力、並降低其準確度。Pol 與高準確度聚合酶不同，它已經演化出特定構型以及反應機制來

促成它在修復DNA上不高不低的“中庸準確度”。 圖 1b 顯示X-家族內的DNA聚合酶利用不同的結構改變來執行其特定的功能。

圖 1 
(a) Polλ在自由態下 (apo form) 就具備有結合

MgdNTP的構型，這跟傳統的認知完全不同。

(b) X-家族內的聚合酶利用不同的結構改變來

執行其特定的功能與 DNA修復的準確度。

KLHL20泛素轉接 促進自噬起始因子降解以控制細胞自噬之終止

劉晉志、林于晴、陳鈺軒、陳俊民、龐亮瑜、陳璿安、吳佩容、林美瑤、蔣思澈、蔡亭芬、陳瑞華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Molecular Cell 61 (2016): 84-97.

細胞自噬是細胞的主要資源回收機制。當細胞受到壓力時會

將自身構造分解，以達到清除細胞內有害廢物以及將廢物再利用

之目的。細胞自噬作用有助於細胞產物在合成、降解、再利用等

過程之間維持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細胞自噬的發生與終止都應該

受到嚴密的調控。學界過去的研究多聚焦於細胞自噬的發生，對

其終止之分子機制所知甚少。

本實驗室發現在自噬作用發生後，一種名為 KLHL20蛋白

所參與組成之「泛素轉接酶」可將數個自噬起始因子如 ULK1、

VPS34、Beclin-1等，進行泛素化而促進其降解。而這些因子的降

解又可引發骨牌效應造成其他重要自噬蛋白的降解，進而終止細

胞自噬的過程。我們並以細胞模式及小鼠模型證實，若無法及時

停止細胞自噬過程，終將會因為細胞產物過度消耗而造成細胞與

組織內部失衡狀態，最後走向細胞死亡及肌肉萎縮。這項結論充

分說明了細胞自噬的終止，對於維持正常生理功能及組織衡定的

重要性。

結構上調控 DNA聚合 λ 準確度的機制
劉沐森、蔡欣祐、留筱廈、何孟樵、吳文晉、蔡明道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38 (2016): 2389-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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馴化轉位子基因 TPB1及 TPB6於基因體重組及 DNA割除功能之研究
鄭朝營、Janet M. Young、林之儀、趙如蘭、Harmit S. Malik、姚孟肇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Genes & Development 30 (2016): 2724-2736.

生物基因體的不穩定可導致癌症、遺傳疾病及老化等嚴重問題。 我們以原生動物四膜蟲為研究材料，研究其發育中的

基因體大量重組過程來了解此穩定性。我們發現馴化之 piggyBac 轉位酶同源基因 TPB1與 TPB6，其功能已轉化為維持基因

體穩定性的關鍵因子。此基因所執行的精準 DNA割除機制類似 piggyBac轉位子轉位機制，且都需具備類似轉位子的末端反

向序列。本篇報告不僅再次說明了跳躍基因轉位子在基因體穩定性上扮演的關鍵角色，其所馴化的同源基因對宿主細胞更

具有重要功能。再者，此基因所執行的 DNA割除具有高效與精準性特色， 有潛力開發為基因體編輯工具之應用。 

葉綠體膜脂雙半乳糖二醯甘油缺乏會導致荷爾蒙茉莉酸大量合成以及韌皮冠

細胞木質化

林揚宗、陳麗貞、Cornelia Herrfurth、Ivo Feussner、李秀敏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Plant Cell 28 (2016): 219-232.

雙半乳糖二醯甘油合成酶 (DIGALACTOSYLDIACYLGLYCEROL SYNTHASE1, DGD1)座落在植物葉綠體外膜，可將單半乳糖二醯甘油

(MONOGALACTOSYLDIACYLGLYCEROL,  MGDG)再加上一個半乳糖，以形成雙半乳糖二醯甘油 (DIGALACTOSYL DIACYLGLYCEROL, DGDG)。

MGDG 與 DGDG為生物界存在最大量的膜脂。 阿拉伯芥的 dgd1突變株和野生型相比，不但少了 90%的 DGDG，光合作用效率較低，

且葉綠體變形。但 dgd1突變株最顯著的性狀乃是其極短小的莖，然而，目前仍不清楚 DGDG的缺失是如何導致短小的莖。在本篇

研究中，我們發現 dgd1突變株的韌皮冠細胞 (phloem cap cells) 具有木質化的現象。同時，在正常生長環境中，dgd1突變株有相當高

的茉莉酸 (Jasmonic acid, JA) 反應基因表現。dgd1和 JA接受者 coi1(coronative insensitive1)或 JA生合成者 aos (allene oxide synthase) 的雙突

變株則不再具有這兩個性狀，但仍具有和 dgd1突變株一樣的脂質組成和較低的光合作用效率。荷爾蒙和脂組學 (lipidomics) 分析則

進一步發現 dgd1突變株在正常生長狀況下已有高量的 JA、茉莉酸 -異亮氨酸 (JA-Ile)、12-氧 -植物二烯酸 (12-oxo-phytodienoic acid, 

OPDA)、Arabidopside等脂氧化物 (oxylipin) 累積。我們更進一步發現 dgd1突變株中的 JA生合成是由調高一個對 MGDG具有專一性的

特殊磷酯酶PLA-Iγ3 (At1g51440)及13-脂氧合酶 (13-lipoxygenases, LOXs)來啟動。 我們的研究首次證明了DGDG和 JA生合成之間的關係。 

TPB1突變造成特定染色體位點 DNA割除缺陷。 TPB1割除的 DNA具有類似 piggyBac轉位子的末端反向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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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抑制基因 DAPK特定作用在細胞質 HIF-1 以抑制 Th17細胞
周定芳、莊雅婷、謝婉甄、張沛昀、劉欣瑜、莫舒婷、徐子勝、繆希椿、陳瑞華、Adi Kimchi、賴明宗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2016): 11904.

Th17細胞的過度產生和活化也促成自體免疫疾病，如風濕性關節炎、

牛皮癬、紅斑性狼瘡等。主調控轉錄因子 HIF-1α促進 IL-17基因表現及

Th17細胞分化，因此 HIF-1α成為治療 Th17細胞所導致自體免疫疾病的新

標靶。我們發現癌抑制基因 DAPK在 T細胞以獨特方式特定降解 HIF-1α蛋

白。相對於在多種細胞中，HIF-1α都存在細胞核內，在 T細胞中 HIF-1α蛋

白則同時分布在細胞核及細胞質，使 HIF-1α蛋白能在細胞質中與 DAPK結

合。DAPK也與 PHD2作用，增進了 HIF-1α-PHD2的結合。DAPK在 T細胞

因而促進 HIF-1α蛋白上脯氨酸被 PHD2羥基化，而導致 HIF-1α被蛋白酶體

分解。因此在 DAPK基因剔除小鼠 T細胞 HIF-1α蛋白過量累積，促成 Th17

的大量活化。利用多發性硬發症的疾病模式，小鼠缺少 DAPK會導致嚴重

的實驗性自體免疫腦脊髓炎。若再將 HIF-1α基因剔除可使 Dapk-/-Th17細

胞分化恢復正常，而防止實驗性自體免疫腦脊髓炎的發生，確認了 DAPK

與 HIF-1α在活體上的直接關連。這發現揭示了一個 DAPK促進細胞質中

HIF-1α分解的新機制，並指出增進 DAPK表現量可用於治療 Th17細胞所引

發自體免疫疾病。

第三型酸敏性離子通道參與本體感覺神經元的機械力信息傳導：發現關鍵

ASIC3蛋白、刷一下肢體存在感

林星宏、鄭淵仁、Robert W. Banks、閔明源、Guy S. Bewick、陳志成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2016): 11460. 

對於生物體如何偵測到冷熱、光線、氣味、痛感等一些較具體的外來刺激

之神經傳導機制，以往醫學界已經有所瞭解，然而對於生物體如何偵測到肢體

的「動作」卻知之甚少。這是因為「動作」與生物機械力學 (mechanical senses)

密切相關，偵測過程又非常複雜。傳統的實驗設計，無法獲得妥當的解答，乃

被長期忽略。此次陳志成博士係延續其 2009年首創的專一性量測機械力學的實

驗設計「繫鏈模式」，始獲得全新的結論。研究報告中指出以往學術界僅知一

種名為 ASIC3的蛋白與誘發痠痛有關，這次研究團隊首度證實該蛋白還負責參

與偵測肢體細微或快速的動作，它是生物體偵測自身肢體的存在、位置與動作

的關鍵因素之一。研究團隊首先建立幾個基因突變小鼠模式，藉由細胞內外所

聯繫的蛋白之雙邊受力以控制離子通道的「繫鏈模式」，於小鼠本體感覺神經

上阻隔 ASIC3的功能，再據以觀察該蛋白於細胞、組織與行為三個層面的表現。

結果發現，當本體感覺神經上的 ASIC3蛋白被阻隔後，本體感覺神經細胞再也無

法偵測細微的移動，同時分離出的肌肉對快速的動作會過度敏感，以及小鼠的

肢體動作變得笨拙。這項結論對於未來瞭解因老化或疾病 (如糖尿病、脊椎損傷、

腦性麻痺 )導致容易跌倒的病症，提供新的解釋基礎與發展醫療策略之參考。

缺少 ASIC3蛋白的小鼠
容易在平衡木上跌倒

ASIC3蛋白在本體感覺神經元上偵測肌肉收

縮的狀態，以調節肢體細微與快速的動作。

本體感覺神經迴路

圖示 DAPK如何拮抗 Th17而能抑制發炎性自

體免疫疾病產生。 DAPK結合 HIF-1α而促進 

HIF-1α脯氨酸被 PHD2羥基化，導致 HIF-1α在

T細胞中被蛋白酶體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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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植物細胞儲存磷酸的奧秘 — 液泡膜磷酸轉運蛋白的發現
劉姿吟、黃登魁、楊淑怡、洪毓婷、黃聖閔、王福年、姜素芬、蔡尚岳、呂玟蒨、邱子珍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2016): 11095.

磷是植物生長發育的必要元素之一，而磷酸是吸收和儲存的主要型式。在植物細胞內，磷酸主要被儲存於液泡中，具

緩衝並維持細胞質磷酸濃度恆定的重要功能。然而，過去我們對於磷酸如何進出液泡、以及負責轉運磷酸的蛋白並不清楚。

在此研究中，我們發現磷酸轉運蛋白 5家族（PHT5）成員是負責運送磷酸進入液泡的關鍵因子。藉由分析阿拉伯芥喪失功

能的 pht5突變株以及過量表達 PHT5的植株，並利用 P 核磁共振分析，我們發現磷酸在 pht5突變株液泡的累積明顯下降；

反之，過量表達 PHT5 不但導致大量的磷酸累積於液泡內、植株矮小，在基因調控層面上，也造成異常的缺磷酸反應。此外，

利用酵母菌表達水稻 PHT5 同源蛋白於其液泡膜上，進一步證實 PHT5 具運送磷酸到液泡內的活性。我們的研究揭露植物液

泡膜磷酸轉運蛋白的身分，並闡述其調控細胞質磷酸含量、基因表達與植物生長的重要性。

人類甲基化 CpG結合蛋白的類小泛素修飾可以挽救雷特氏症小鼠的行為與 

神經缺陷

戴瑞徵、劉彥呈、徐偉倫、馬允立、鄭信忠、劉紹宇、李小媛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2016): 10552, DOI: 10.1038/ncomms10552.

人類甲基化 CpG結合蛋白基因 (MECP2)位於 X性聯染色體上，負

責編譯出 MeCP2蛋白質。MECP2基因的突變會導致雷特氏症，然而目

前對於雷特氏症的分子機轉尚不明瞭。我們發現 MeCP2蛋白上的 Lys-

412位置會被 E3連接酶 PIAS1進行類小泛素修飾。在大鼠腦部中給予

N-甲基 -D-天門冬胺酸 (NMDA)、第一型類胰島素生長因子 (IGF-1) 和

促腎上腺皮質素釋放因子 (CRF)皆會促進 MeCP2的類小泛素修飾。在

雷特氏症病人所發現的數個 MECP2突變位置皆有 MeCP2類小泛素修

飾減少的現象。而在 Mecp2基因剔除小鼠的神經細胞中重新表現野

生型 MeCP2蛋白或是具有類小泛素修飾的 MeCP2融合蛋白皆會挽救

因 Mecp2缺失而導致的行為與神經缺陷。這些研究結果顯示不正常的

MeCP2類小泛素修飾和雷特氏症有密切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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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耀斌、吳孟宸、常怡雍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The Plant Cell 28 (2016): 2974-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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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葉綠素週轉之葉綠素去植醇酶的發現

葉綠素在光合作用中負責吸收光的能量，透過結構複雜而龐大的

光系統，將吸收到的光能量轉化成生物可利用的化學能。由於葉綠素與

蛋白質組成的光系統容易在運作時受損，為了維持光合作用的效率，必

需對受損的光系統進行修復，而造成葉綠素的週轉。前人研究認為，結

合在受損光系統中的葉綠素會經過兩個連續的步驟被回收利用：1. 葉綠

素的去植醇化；2. 去植醇葉綠素的再植醇化。後者已知是由葉綠素合成

酶負責，而參與第一個反應的酵素卻一直是個謎。百年以來，葉綠素酶 

(chlorophyllase) 是唯一被發現可以在試管中將葉綠素水解成去植醇葉綠

素的酵素，但它在葉綠素代謝所扮演的角色至今仍存在爭議。本實驗室

則在選殖一個造成阿拉伯芥高溫敏感的突變基因過程中，意外地發現這

個位於葉綠體內具有葉綠素水解活性的新穎蛋白質，將之命名為葉綠素

去植醇酶 (chlorophyll dephytylase1, CLD1)。遺傳及生化學實驗的結果顯示 

CLD1 參與葉綠素回收循環的第一步。缺乏 CLD1 的植物在長期高溫處理

下光系統效率顯著下降並提高死亡率。顯示葉綠素回收循環對於植物耐

高溫逆境的重要性。CLD1 的發現連接起葉綠素代謝中回收循環途徑的斷

鏈，這將有助於光系統修復機制及周邊相關問題的進一步研究和了解。

馮家華、Kyoko Nakagawa-Goto、李國雄、徐麗芬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15 (2016): 1163-1176.

Vemurafenib (PLX4032) 為專一性抑制 BRAF 突變黑色素瘤的口服型藥物。不幸的是，

接受 Vemurafenib治療的黑色素瘤病患普遍伴隨著抗藥性等副作用。目前研究結果顯示，

重新活化 MAP kinase 訊息傳導路徑為產生抗藥性的主要原因。臨床上治療帶有 BRAF 突

變之黑色素癌病患常以 MEK抑制劑合併 Vemurafenib 療法。然而此合併療法所產生的副作

用比例高於 Vemurafenib 單藥療法，且腫瘤始終會復發。因此，尋找新穎抗黑色素瘤藥物

或輔助 Vemurafenib 療法之佐劑是非常重要且迫切的課題。本研究成果揭露一類新穎的植

物倍半萜鐵類衍生物 (DETD-35)，此類化合物是將我們先前證明可抑制乳癌腫瘤及發炎相

關疾病的天然化合物 deoxyelephantopin (DET)，以有機化學合成修飾而來的新穎衍生物。

DETD-35 在抑制 A375 (BRAF 突變 )及 A375-R (具 Vemurafenib抗藥性 ) 黑色素瘤細胞增

生實驗中顯示出具有比 DET更佳的抑制活性，且對正常黑色素細胞沒有毒性。DETD-35 抑

制 A375 細胞活性與 Vemurafenib 相當；此外，DETD-35亦能有效抑制對 Vemurafenib 產生

抗藥性之 A375-R黑色素瘤。更重要的發現是，DETD-35 透過與 Vemurafenib 之加乘作用而

達到最佳抑制抗藥性 A375-R腫瘤的生長，效果比單一藥劑使用更佳。分子作用基理研究

證明 DETD-35 是以抑制癌細胞內多種訊息傳遞路徑以及啟動氧化壓力造成之癌細胞凋亡等

機制達到其抑癌效果。我們的研究結果顯示，DETD-35具有潛力發展為抗 BRAF 突變黑

色素瘤之小分子藥物或癌症化療藥之佐劑。成果除了發表於 Molecular Cancer Therapeutics 並

被選為當期之重點文章 (Highlights)，並已獲得中華民國專利以及國際專利 pending。

有效抑制 BRAF 突變及具標靶藥 Vemurafenib抗性黑色素腫瘤之新穎植物

倍半 內酯衍生物

葉綠素去植醇酶 CLD1 參與葉綠素 a/b 的代謝。

葉綠素去植醇 CLD1 的活性影響阿拉伯芥幼苗在高

溫逆境下的存活率及光系統效率。



68

生命科學組

Lsp1蛋白 O-連結乙醯葡萄糖胺修飾和磷酸化修飾在 B細胞活化所引起的細胞

凋亡過程中的時序調控作用

吳忠霖、吳欣怡、蔡東諺、江明峰、陳誼如、高士杰、林俊成、林俊宏、邱繼輝、陳玉如、林國儀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2016): 12526. 

B細胞在人體免疫系統內扮演重要的角色，若過度活化將會導致自體免疫疾病的發生。此研究由磷酸化蛋白質體學

分析發現，在 B細胞受到刺激的活化路徑中，O-連結乙醯葡萄糖胺修飾 (O-GlcNAcylation) 會影響一連串的訊號傳遞路徑。

O-GlcNAc在絲胺酸 209位點的後轉譯修飾 Lsp1蛋白，會促進與蛋白激酶 C (PKC) 的結合，PKC再進而對 Lsp1蛋白上絲胺酸

243位點進行磷酸化， Lsp1蛋白 243位點的磷酸化會負調控抗凋亡蛋白 BCL-xL與 BCL-2的表現，而促使活化的 B細胞走向

凋亡路徑。日後可望藉由調控 O-GlcNAc的後轉譯修飾，找出控制自體免疫疾病的新策略。

NCLscan：一個同時具備高敏感度與高精準度用來廣泛尋找非線性 RNA (包括

基因融合、分子間剪接、以及環狀 RNA)的高可信度方法

莊樹諄、吳展碩、陳嘉瑩、洪吏院、江泰緯、楊民宇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Nucleic Acids Research 44 (2016): e29.

分析 RNA-seq 資料時常常會偵測到非線性 (NCL) RNAs，亦即當 RNA序列片段比對到某物種參考基因體時，配對的 RNA

序列的順序和參考基因體的順序不一致。在此有兩個很大的挑戰：如何去除比對錯誤 ?以及如何區別所找到的 NCL事件是

基因融合、分子間剪接、還是環狀 RNA?我們開發一個具備高精準度 (SP>98%)又不會犧牲敏感度 Sn的方法—NCLscan。和目

前已存在的 18個基因融合或環狀 RNA偵測工具相比，NCLscan在敏感度與高精準度間都有最佳的平衡 (如圖所示 NCLscan

具最高的 SP和 F1值 )。經大數據分析顯示，環狀 RNA比其他兩類 NCL事件有較高的出現頻率、較高的表現量、以及較低的

細胞型態專一性。這是第一篇有系統地將 NCL事件有效地區分出基因融合、分子間剪接、與環狀 RNA的研究。我們不但成

功開發了一個有效的偵測 NCL事件的方法，也增加我們對這些在人類轉錄體中非典型 RNA的瞭解。

圖示 NCLscan 和其他 (A) 15種偵測基因融合與 (B) 8種偵測環狀 RNA事件的精確度比較。Sn
 ：敏感度、 SP：精準度、F1度量：兼顧敏感度

與精準度的度量，三者度量值皆介於 0~1之間，值越高代表越精確。



69

中
央
研
究
院

環境體學分析揭露汙水廠之微生物降解雄激素的分子機制

陳宜龍、王嘉祥、楊富鈞、懷厄伊斯梅、王柏翔、施朝仁、吳玉菁、江殷儒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35386.

固醇荷爾蒙的生物活性極強，如釋放到環境中，會造

成水生生物 (包括珊瑚、魚類及兩生類 ) 的個體、族群乃

至群落結構的異常。在已開發國家，人類及家畜所排放

的固醇荷爾蒙主要經由汙水處理程序分解。然而，該類物

質的生化降解機制與降解菌多樣性之相關資訊非常缺乏。

作為都市之腎，迪化汙水廠處理三百萬臺北市民產生的日

常汙水。化學分析結果顯示，其移除固醇荷爾蒙的功效良

好。我們透過環境體學分析技術，得知好氧汙泥中的睪酮

叢毛單胞菌及缺氧汙泥中的萜烯陶厄氏菌是主要的雄激素

降解菌。生化分析結果顯示，這些微生物係分別透過氧

化酶及鉬脢來攻擊睪酮，其關鍵代謝產物可在汙水樣本被

偵測到。本研究對汙水廠處理固醇荷爾蒙，提供重要的分

子依據。雄激素降解菌的基因體分析與降解酵素之分離純

化，請參見 [Yang et al. (2016) ISME J. 10: 1967–1983]。 

(a)好氧污泥添加睪酮後，叢毛單胞菌會大量增生。 

(b) 自迪化汙水廠之耗氧汙泥分離純化的睪酮叢毛單胞菌。

利用液相層析串聯式質譜儀偵測污泥樣本的雄激素代謝物。

利用生命條碼證實臺灣常見牡蠣為葡萄牙牡蠣而非太平洋巨牡蠣

蕭聖代、莊世昌、陳高松、何平合、吳繼倫、陳昭倫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Scientific Reports 6 (2016): 34057, DOI: 10.1038/srep34057.

太平洋巨牡蠣 Crassostrea gigas原產於西太平洋，本種因適合養殖且具有商業價值，陸續自亞洲引入歐洲各國及美國，成

為許多國家的重要養殖貝類。長久以來臺灣西岸的養殖牡蠣一直被鑑定為太平洋巨牡蠣。近年來的分子親緣研究卻讓人懷疑

臺灣及其附近海域是否有太平洋巨牡蠣存在。本研究採集臺灣及中國南部沿岸 12個樣點，共 313顆牡蠣，利用粒線體 DNA的

COI片段進行分析，確認所有樣本均為葡萄牙牡蠣 C. angulataC.而非太平洋巨牡蠣。從 COI基因的單倍體基因多樣性、核苷酸

多樣性、族群變動史及族群遺傳等多項證據皆顯示臺灣產葡萄牙牡蠣具有其獨特性。推測該族群是在 2萬年前的末次盛冰期後

族群擴張，並且在臺灣海峽的兩側有明顯的基因交流限制。本研究以大規模的採樣並利用 DNA生命條碼證明臺灣野生及養殖

牡蠣和中國南部的牡蠣皆為葡萄牙牡蠣，並且在此區域內並未發現有太平洋牡蠣的存在。在海洋汙染、棲地破壞及氣候變遷等

大規模的環境擾動下，我們特別強調保護在臺灣的葡萄牙牡蠣族群基因庫的重要性。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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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接觸與在地化—天理教在臺灣的形成與發展

黃約伯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Nova Religio -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nd Emergent Religions 19 (2016): 78-103.

天理教為日本新宗教的一支，而它也和其他日本新宗教的發展路線

一樣，積極從事海外擴張活動。筆者首先將天理教在臺灣的發展放置於

日本與臺灣關係的論述架構之中，並指出天理教在臺灣佈教的議題，並

非僅與日本宗教本身的發展有關，而是必須考量殖民主義此一因素。其

次，筆者指出天理教的教義、文字語法習慣、以及宗教實踐等，是與臺

灣當地的宗教系統相容的，在這種情況下，天理教能夠透過在地化的過

程納入臺灣的地方宗教。筆者以民族誌為基礎，具體呈現前述的論點，

包括說明天理教的儀式 (如神樂舞 )如何在該宗教組織擴張的過程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

《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

王建朗、黃克武主編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晚清卷，1224頁，民國卷，1170頁。

本書是兩岸近代史學界第一次合作撰寫的中國近代史（1840-1949）。

本書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與臺北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合作規劃，並邀約大陸、香港、臺灣學者撰稿，歷經約五年多的時間

完成。全書分為晚清卷與民國卷，每一卷又有上冊與下冊，分章探討清末

民國時期最為關鍵的一些歷史課題。全書共 57章，其中大陸學者撰寫 34

章、香港學者撰寫 2章、臺灣學者 21章，為中文學界在中國近代史領域

之內多年研究成果的系統展現。內容上本書以時間和事件為經，政治、社

會、經濟等面向為緯，從鴉片戰爭開始，描述了洋務與變法運動、立憲運

動、清朝的覆滅、民國的肇建，乃至其後內憂外患之紛擾、國際關係之演

變、內政外交之調適、國民黨內部的派系紛爭、國共兩黨之發展，下至 20

世紀中葉而止。大致上包括了晚清史與 1949年之前的民國史，也同時討論

了清季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至光復初期的臺灣史。讀者閱讀此書，可以最

有效地掌握學界最新的關於中國近代變遷的重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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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

黃自進編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稻鄉出版社（2016年），770頁。

本書收錄 18篇論文，是 8位國內學者、5位中國大陸學者、4位日本

學者及 1位中國大陸旅日學者共襄盛舉的具體成果，以「學術論辯」、「國

際政治」、「黨國改造」、「國共合作」、「中共崛起」等 5個不同主題的

視野，論析戰前到戰後，國民政府與中共、日本、蘇聯的四角互動關係。

首先，藉由在戰前所曾推動的與日本「共同反共」或「聯蘇制日」政策等

事例，論析國民政府在大戰爆發前夕，何以在「聯蘇」抑「聯日」之間徘

徊不已的前因後果；其次，又以大戰末期，日本為求示好蘇聯，企圖與中

共改善關係的來龍去脈；最後，再以「留用日人」與「臺灣抗日志士」為

研究標的，探討在「國共內戰」的時代脈絡中，渠等的特殊境遇及其所蘊

含的時代意義。

此外，又以戰爭期間，日本陸軍對共軍戰力不斷提升為觀察線索，追

溯戰爭期間中共在華北的因地制宜作為，以及在不同省分採用不同策略而

得以深根固本之經緯，並為中共勢力何以急速擴張，提供新的研究視野。 

消費行為的探討：利用臺灣消費券的實證研究

簡錦漢、彭信坤、王平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9 (2017): 137-153

我們利用 2009臺灣的「消費券措施」作為自然實驗，探討消費行

為，並評估消費券措施作為振興消費工具的效果。為評估消費券的效

果，中研院經濟所委託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電訪方式，於 2009

年 4-5月進行調查，以瞭解一般民眾使用消費券的消費行為。本文利用

該調查所得到的數據（總共 3,832位受訪者），發現消費者的邊際消費

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為 0.243。這與文獻裡的其他研

究發現一致（如 Shapiro and Slemrod利用 2001及 2008美國退稅措施的

研究。臺灣消費券措施的一項特色是能見度非常高，而且廠商也因應

消費券的發放，推出一系列的宣傳及優惠。這些宣傳及優惠也推升了

消費券的效果：若扣除廠商的宣傳及優惠效果，消費券的邊際消費傾

向只有 0.164。故此，一項振興消費措施的成功，能見度及廠商的配合

是一大關鍵。另外，民眾用於耐久用品（如電器、家具等）及服務（如

餐飲、旅遊等）的邊際消費傾向（分別為 0.377及 0.428）遠高於用在生

活必需品的邊際消費傾向（0.1870）。這顯示，一項振興消費的措施應把

重點放在耐久用品及服務的項目，其對消費的提升效果，更為顯著。

消費券產生的新增消費

針對不同消費類別消費券產生的新增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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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群資料下所得分配估計與檢定的一般化方法

陳宜廷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 (2016), DOI:10.1080/07350015.2016.1147692.

所得分配在許多經濟研究與政策規劃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在長期與跨國的實證環境中，研究者經常依賴所得的分群資料進行研究。 

在文獻中，研究者已針對「相對次數表」(relative frequency table)與「所得比例表」(income share table)這兩類常見的分群資料型態，提出參

數化的所得分配估計與檢定方法。但在許多實際的情況中，研究者亦有機會接觸到其他由原始所得資料轉換出的資訊。例如，在美國人口

普查局 (the U.S. Census Bureau)所發布的消費者所得報告 (the Consumer Income Reports)中，研究者不僅能觀察到美國長期的家戶所得的五等

分位表，亦可以觀察到樣本分量等資訊。 據此，我們亟需一個可以適用於各種分群資料型態下的所得分配估計與檢定方法。我們在這個研

究中，利用一般化動差法的精神，重新建構分群資料下的參數化所得分配估計與檢定方法。在文中，我們說明新的一般化方法，不僅涵蓋

舊的方法，也可適用到其他的分群資料型態。同時，我們也建構新方法的大樣本分配理論，也提出一套參數化的重複抽樣程序 (parametric 

bootstrap) 以方便實證者進行相關的統計推論。此外，我們亦以世界銀行 PovcalNet 資料庫所提供的中國大陸十等分位家戶所得以及前述的

美國家戶所得分群資料，估計在 GB2 (generalized beta type II) 假設下，這兩個國家的長期所得分配演變，並檢定這個分配假設的合理性。我

們藉由這個實證分析觀察到，二者長期間的所得分配演變均具有不對稱的成長趨勢。中國大陸的高、低所得家庭皆有明顯的成長趨勢，惟

高所得家庭的成長趨勢明顯快過低所得家庭。而美國的所得成長趨勢，主要來自於高所得家庭。檢定的結果則顯示，對於文獻中常用的之

GB2 分配的合理性判斷相當程度取決於樣本數。當樣本數越小，這個一般化分配假設的合理性越大；反之，則其被棄絕的可能性越大。

歐盟國家的生育率與性別角色期待

柯瓊芳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4 (2016): 980-986.

如何提高生育率以減緩人口快速老化與人口負成長，是已開發國家共同面對的重要挑戰。分析 2008年歐洲社會價值觀

調查資料發現，歐盟會員國的生育率不但與人類發展指標與國民平均所得成正相關，也與婦女家戶外勞動參與率成正比。

這個結果迥異於過去的實證研究結果，但若進一步分析，我們同時發現生育率與婚姻外生育率成正比、與性別不平權指標

成反比、也與「若母親上班則幼小子女會受苦」的想法成反比。這個結果隱含高度發展的社會，往往也是高人均所得與高

性別平權的社會，女性不但有受教育的機會，也有出外就職的機會。連帶的，在這樣高性別平權的社會，不但男主外女主

內的傳統家庭模式不再普遍流行，女性無需透過婚姻就能生養小孩的價值觀也會受到廣泛的支持。在這樣的脈絡發展下，

傳統由母親在家照顧年幼子女的模式，就會被有系統的托育設施或彈性的工時制度所取代，因而幼小子女因為母親出外上

班而受苦的情形就會減少。迴歸分析結果顯示，人類發展指標與「若母親上班則幼小子女會受苦」的想法，是影響生育率

的重要變數。這個研究結果顯示，低生育率不一定是已開發社會的必然宿命，提高性別平權以及施行家庭友善制度（諸如

完善的托育設施以及彈性工時以便兼顧家庭與工作）都有助於生育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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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死亡與健康餘命教育差異之美日比較研究

邱紀尊、Mark D. Hayward、Yasuhiko Saito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Journal of Aging and Health 28 (2016): 1256-1278.

本文引用日本與美國貫時調查資料，檢視教育程度在身體健康與死

亡率上的梯度。

方法：本研究採用了日本與美國全國代表性樣本，藉由 Sullivan生命

推估模型表，來分析比較失能、功能性限制、與慢性疾病者之健康餘命。

結果：結果顯示教育對健康與死亡率的影響力，在日本與美國非常

相似，但推估模型顯示日本老年人擁有較低的死亡率與較佳的健康狀況。

討論：相較於美國老年人，日本自 1961年起實施之全民健保，以及

與成年子女同住之居住安排，對於日本老年人優異的健康狀況可能扮演了

重要的角色。

《道家的氣化現象學》

鍾振宇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2016年 )，320頁。

《道家的氣化現象學》一書主要的目標有二：回應國際的哲學問題、

闡發中國哲學的當代特點。   

現象學是當代歐陸哲學的主流，知名哲學家如胡塞爾 (Husserl)、海德

格 ( Heidegger )、梅洛龐蒂 ( Merleau-Ponty )等由意識、存有、身體等方面

探討何謂真正的實事。對於中國哲學來說，氣化的現象是儒家與道家共

享的哲學資源。本書由道家的角度，建構氣化的現象學。氣化所具有的

存在性與動態，是西方現象學所未注意的，因而可以提供西方現象學一

跨文化的參考座標。另一方面，氣化現象學也展開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

對話的當代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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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臧棣的寫作對於華語當代詩而言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本文試圖通過拉岡晚

年對於絕爽與語言的討論，探討臧棣詩學如何體現出一種新的、以虛空為特質

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又是如何推進了對於他者話語的重新書寫。本文分析

了臧棣寫作中的語言策略，發掘出其中對意義的消解和爽意的共存。最後，本

文也探索了這種詩學特徵如何在連接拉岡學說的同時，也呼應了以莊子為代表

的中國道家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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爽意：臧棣詩（學）的語言策略

  楊小濱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大中文學報》52期（2016年 3月），頁 135-172。

臧棣的寫作對於華語當代詩而言具有開拓性

的意義。本文試圖通過拉岡晚年對於絕爽與語言

的討論，探討臧棣詩學如何體現出一種新的、以

虛空為特質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又是如何推

進了對於他者話語的重新書寫。本文分析了臧棣

寫作中的語言策略，發掘出其中對意義的消解和

爽意的共存。最後，本文也探索了這種詩學特徵

如何在連接拉岡學說的同時，也呼應了以莊子為

代表的中國道家傳統。

分類想像與認同變遷─以臺南地區的平埔書寫為例（1940-1960）
詹素娟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洪麗完編輯，《考古、歷史與原住民：臺灣族群關係研究新視野》(臺北：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2016年 )，頁 359-390。

本文應用 1940-1960年代學界的民族誌、方志調查，媒體如報紙、雜誌的報導，地方文人或民間調查者如國分直一、

吳新榮等對平埔族村落的現地調查與觀察紀錄，一者整理其中關於宗教、聚落、語言、認同、婚姻、體質特徵等描述文本，

以「客觀」呈顯平埔族的社會文化面貌；二者則由族群接觸、主觀書寫、文化轉譯等角度，討論文本的侷限、書寫者的異

己想像與時代氛圍。最後，本文將透過兩者的相互辯證關係，對臺灣平埔族跨日治到戰後前期的社會變遷與關鍵轉折，另

闢討論的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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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ynthetic cohort life table estimates of proportions of intact marriage by sex and education, based on 2010 observed duration-specific divorc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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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vorces per 1,000 population ages 15 and above by sex and education in Taiwan, 197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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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ynthetic cohort life table estimates of proportions of intact marriage by sex and education, based on 2010 observed duration-specific divorce r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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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國的金雞納栽培與「規那學  的發   1912-1945）
顧雅文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劉翠溶、James Beattie編，《東亞環境、現代化與發展：環境史的視野 》(倫敦：Palgrave Macmillan，2016)，頁 157-181。

本文借用帝國植物學的概念，從全球史角度檢視兩次大戰間日本帝國的金雞

納樹栽培及「規那學 (金雞納栽培相關知識 ) 」之發展。

此一個案顯示，帝國與植物學的關係比過去以西方案例所得出的論述更為

微妙而複雜。我們仍然看到兩者間的互惠關係：日本帝國孕育、滋養了規那學成

為專業知識，規那學同時也強化了帝國政府對內外的支配、控制與擴張能力。不

同於西方的是，日本的私人企業扮演了更關鍵的角色，結合

了西方學知與殖民地環境知識的規那學，是於日資藥廠在臺

的私人農園中首先成形；1930年代，私人企業與帝國科研

機構紛紛結盟，以快速量產金雞納樹皮為目的，促使規那學

比其他殖民地的金雞納學更具強烈在地性與實用性。諷刺的

是，1942年日本占領爪哇，卻讓這門在殖民地臺灣發展的

科學失去了價值。

教育程度越高越不易離婚 ? 1975至 2010年變遷中的教育程度與離婚關係
鄭雁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Demographic Research 34 (2016): 927-942.

雖然離婚率的教育差異在許多西方國家被廣泛地探討，亞洲國家在這方面的

實證研究相對缺乏。此類研究的重要性在於既有的社會不平等經常透過離婚持續

在世代間深化複製。 

臺灣在 1975-2010年間經歷了離婚率的飛速成長，其中 2010年的粗離婚率

2.51%更遠高於諸多西方已開發國家。如此迅速的家庭變遷還同時伴隨著離婚教育

梯度由正轉負的變化（見圖 1）：不論男性或女性，晚近世代低教育程度者面臨比

高教育程度者更高的離婚風險，這和以往高教育程度者離婚風險較高有所不同。 

進一步運用 2010年內政部釋出的離婚登記資料與人口統計所計算的生命表顯

示（見圖 2），離婚風險在不同教育程度的男女之間的差距迅速在婚後一年拉大。

整體來講，將有 11%的婚姻會在五年內解組，十年內與卅年內的離婚比例則升

至 21%與 23%。此外，不論教育程度為何，男性離婚風險皆較女性略高；且高

中 (含 )以下學歷的男女離婚風險也比受過高等教育者為高。

本研究的政策意涵主要在於：有鑑於再婚率在弱勢群體中較低，也因此低教

育程度者的人生中將可預見有更多時間會以單身的形式渡過。這些群體擁有較少

的人力資本以及社會經濟資源，可預見離婚將對其人生有重大衝擊，除了家庭經

濟受影響之外，在年老時他們無法從婚姻家庭所提供的社會支持中獲益。

圖 1 每千人 15歲以上人口之離婚數按

性別與教育程度分，1975-2010

圖 2 合成世代生命表所估計之婚姻存活

率按性別與教育程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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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台灣自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歷經1945年二戰結束與1949年兩岸分立，

長期累積的省籍、族群、民族、國家統治等問題，觸及了人群分類、集體認同、

集體記憶、歷史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各個層次

的不同面向。這些都是自18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

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獨特的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現象，同時關注當代中國

的經驗，深入發掘背後的理論在的重大議題。

        本書廣泛分析台灣意涵。各章主題涵蓋了台灣在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三個

祖國」的國家認同競爭、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招收海外僑生政策的曲折變化、

1960年代台灣社會科學界開始盛行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的歷史敘事與流亡

經驗及社會時間的關係、1970年代到1980年代外省人從基於籍貫的「地域意識」

到弱勢「族群意識」的集體認同性質轉變、一百多年前台灣南部「斯卡羅人」

的身世與1990年代以來台灣族群政治發展的關連、晚近在「生物政治典範」的

全球擴張下台灣的生物醫學及基因科技與族群及國族認同連結而出現的「生物

多元文化主義」現象、以及當代中國在「戰爭／鬥爭之框」所構造出「人民」

主體的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下於1990年代以來萌發的（新）民族主義風潮。

蕭阿勤、汪宏倫（主編）
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16年）： 4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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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反思 》
蕭阿勤、汪宏倫（主編）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6年 )：466頁。

臺灣自 19世紀末被滿清割讓給日本，歷經 1945年二戰結束與 1949年兩岸分立，長期

累積的省籍、族群、民族、國家統治等問題，觸及了人群分類、集體認同、集體記憶、歷史

敘事、民族主義、公民身分、文化建構、情感連帶等各個層次的不同面向。這些都是自 18

世紀末民族主義及民族國家統治模式興起的兩百多年來，現代社會普遍存在的重大議題。

本書廣泛分析臺灣獨特的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現象，同時關注當代中國的經驗，深

入發掘背後的理論意涵。各章主題涵蓋了臺灣在戰後初期所出現的「三個祖國」的國家認

同競爭、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招收海外僑生政策的曲折變化、1960年代臺灣社會科學界

開始盛行的「中國現代化」研究中的歷史敘事與流亡經驗及社會時間的關係、1970年代

到 1980年代外省人從基於籍貫的「地域意識」到弱勢「族群意識」的集體認同性質轉變、

一百多年前臺灣南部「斯卡羅人」的身世與 1990年代以來臺灣族群政治發展的關連、晚

近在「生物政治典範」的全球擴張下臺灣的生物醫學及基因科技與族群及國族認同連結而

出現的「生物多元文化主義」現象、以及當代中國在「戰爭／鬥爭之框」所構造出「人民」

主體的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下於 1990年代以來萌發的（新）民族主義風潮。

經驗體標記「過」的歷史由來

  魏培泉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 語言暨語言學 》第 17卷第 2期 ( 2016年 )，頁 265-290。

現代漢語的「過」可以用來表達經驗體，經驗體「過」

又可分為「過 」與「過 」兩種，前者為有定的經驗體，後

者為無定的經驗體。本文探討經驗體「過」的歷史發展過

程。為了要確定近代漢語語料中的「過」成為經驗體標記的

時間，我們提出了一套檢測的判準。檢測的結論是在唐五代

文獻中還沒見到「過」為真正的經驗體之例，宋代雖可以證

明經驗體「過」已經成立，只是例子仍然相當有限。我們也

提出了如何在歷史語料中區辨「過 」與「過 」的檢測方法，

檢測的結論是目前能夠證明的「過 」與「過 」分化的時間

是在明代。至於「過」的語法化機制，本文指出，「過」成

為經驗體是經由與特定的一類動詞搭配而發展出來的；至於

「過 」，則是由於「過 」與無定經驗體副詞「曾」經常搭

配，沾染了「曾」的功能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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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00之預期性效果可反映失語症病人的閱讀理解缺損嚴重度
張智婷、李佳穎、周家如、傅中玲、吳欣治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Neuropsychologia 81 (2016): 117-128. 

N400上的預測力效果，指的是句子中低預測力的目標詞會比高預測

力的目標詞在大腦中後區的電極位置上引發較負振幅的 N400。此效果被

用來反應句子理解中，低預測力的詞彙較難被提取並與句子的脈絡進行

語意整合。本研究旨在探討句子理解的可預測性在 N400上的表現，能否

反映失語症病人閱讀理解能力缺損的嚴重度。我們將失語症病人根據其

在中文失語症測驗之閱讀理解的表現，分成高低能力兩組，將其表現與

一般大學生以及健康長者做比較。研究結果發現大學生與健康長者皆可

在 N400上展現典型的預測力效果，惟健康長者的效果較年輕人小一些

些，發生的時間也慢一點點。然而相對於健康長者，高功能的失語症病

人，雖然在行為表現上已經接近一般人，其效果顯得更為侷促。而低功

能失語症病人的預測力效果，則發生在頭皮前區，400-700毫秒才能展現。

此研究證實，病人在行為測驗上的嚴重程度，與 N400的發生時間，以及

在頭皮上的分布有關。此研究的腦波指標，未來或可取代紙筆測驗，有

效用於反映病人閱讀理解缺損的嚴重程度。

緬甸投票推進變遷：對民主的分歧態度

Bridget Welsh、黃凱苹、朱雲漢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Journal of Democracy 27 (2016): 132-140.

緬甸在 2015年底舉行了歷史性的選舉，翁山蘇姬領導的民主陣營順

利取得國會多數，並從軍事政權手中接掌了政府，緬甸選民的抉擇讓這個

國家向民主轉型邁出關鍵的一步。不過，緬甸的民主轉型仍舊面臨許多

的障礙與難題。首先在憲政體制上，民選政府並未完整的掌握國家機構，

軍事將領仍然獨力主導國防以及國家安全領域事務；在執政合法性方面，

緬甸公民普遍寄望新政府能啟動經濟發展，因此新政府必須在短時間內

展現經濟改革績效，才能維持其執政合法性；在處理內部衝突方面，新

政府也立即面對佔據多數的佛教徒對信奉伊斯蘭的少數族群的歧視與迫

害問題，以及如何招安邊境省分武裝叛亂力量。此外，根據亞洲民主動

態調查的資料，緬甸民主化也必須克服更深層的政治文化難題，緬甸公

民的政治價值觀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中屬於最保守的，對於民主體制的核

心價值，包括平等、競爭、制衡，問責與法治的信念仍待建立，這需要

從公民教育著手，而且需要假以時日。此外，多數民眾對政治並不感興

趣且也很少主動取得政治資訊。幸而緬甸的媒體環境正在逐漸開放，而

公民團體組織亦蓬勃發展，雖然民眾間的信任度仍低落，但若新政府能

成功處理經濟與治理問題，緬甸的民主化根基將可獲得加強與鞏固。

民主偏好─跨國比較

緬甸民眾比起其他東南亞國家有很高的民主偏好，代

表緬甸民主化雖面臨許多難題，民眾對於民主仍引領

期待，並有很高的期望。

年輕人、健康組老人、高能力與低能力失語症病

人在閱讀高預測與低預測性目標詞引發的事件誘

發電位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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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強勢外交的起源：體系、內政或領導人因素？

張廖年仲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International Affairs 92 (2016): 817-833.

自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強調以「和平崛起」作為追求大國地位的外交主軸。然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 ，中

國政府更加強調國家核心利益與領土的主權聲索，使其外交政策變得更為「強勢」(assertive)。一方面，中國在東海與南海

的巡弋活動導致與美國和周邊國家關係的緊張；另一方面，中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並提升自身在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的決

策與發言權。中國大陸似乎一改過去保守、被動的「韜光養晦」作風，強調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地位，甚至提出更遠大的外

交理想與目標以及身為全球強權國家的利益與責任。本文採用「層次分析途徑」探討中國大陸近年來外交政策逐漸變得更

為強勢的原因。現有文獻解釋中國強勢外交的起源可分為國際體系與國內政治兩方面因素：就國際體系而言是中國大陸的

國力提升、維護領土主權完整和維護海外經濟利益；就國內政治而言是中共內部的權力轉移、利益團體與國內民族主義的

情緒。本文反駁既有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解釋因素，提出個人層次的因素—政治菁英和領導人偏好的轉變才是導致中

國外交趨於強勢的主因。本文不僅為研究中國崛起提供新的觀點，也為現有外交政策變化的分析做出貢獻。

論阿列西的包含論證

王鵬翔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Ratio Juris 29 (2016): 288-305.

德國法理學家阿列西（Robert Alexy）在最近回應布里京（Eugenio 

Bulygin）的批評中，提出所謂「包含論證」來證明，辯護法律非實證論的

聯結命題必然要訴諸某些規範論據。在本文中，作者釐清了這個論證的結

構，並且區分聯結命題的兩種解讀。第一種解讀是道德原則必然被安置於

法律體系當中，這可稱為「分類式的聯結命題」。第二種解讀是法效力的

條件必然包含了道德要素，這可稱為「教義學的聯結命題」。本文首先論證，

除非加入一個會導致不當過度包含的輔助前提，否則包含論證本身無法支

持分類式的聯結命題；其次，包容論證只有藉助兩個額外的論據──亦即

假言必然性論據與正確衡量命題──才有辦法證成教義學的聯結命題。

中國外交趨於強勢的原因為何？國際

體系、國內政治或領導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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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資格的政黨自我管制與民主法多元論﹕以臺灣為例

蘇彥圖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Election Law Journal: Rules, Politics, and Policy 15 (2016): 31-47.

政黨不只是民主政治運作上的關鍵行動者，還是民主法的重要造法者。除了影舞於民主法的立法政治過程，政黨也以「政黨自治」

（party autonomy）之名規制它們自身，而且它們所做的外於國家法律的自我管制，不只會影響到它們自己，對於所屬社群的民主政治

程序而言，政黨的自我管制往往也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效應可言。選任候選人參與選舉競爭是政黨最主要的功能╱任務之一，而政黨對於

候選人選任（candidate selection）所做的自我管制，尤其凸顯了政黨作為選舉民主的共同管制者的角色扮演。本文聚焦於考察臺灣若干

重要政黨就候選資格（candidacy）所為實體自我管制，並析論 (a)此等政黨規範如何多元化、複雜化了國家法就民選公職之候選資格所

為規範，以及 (b) 在民主法的規範理論上，我們應該如何理解與評價這樣的規範狀態。

本文首先描繪一個臺灣國家法就國會議員候選人所為資格限制的制度圖像。本文指出，候選人是否獲得政黨（特別是主要政黨）

的提名，業已成為某種外於選民的資格限制，而且政黨在候選人選任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獲得

了國家法的認許甚至加持。本文繼而指認並討論 (i)政黨認同規則、(ii)公正 -形象規則、(iii)代表性

強化規則以及 (iv)競爭╱甄補規則等四類存在於臺灣若干重要政黨內部的國會議員候選資格規範。

除了分析此等政黨自我管制與相關國家法之間的互動，本文也初步檢討了形構此等政黨自我管制的

政治。本文提出民主法多元論（the pluralism of the law of democracy）的規範理論觀點，據以評量、

反省政黨自我管制與國家法的現實互動。本文論證指出，經由一個類似於聯邦論（federalism）的理

論框架來認真看待形成民主規範秩序的多元政治權威，有助於我們更確切地掌握不同的民主規範模

式各自所具有的機遇與風險。本文另參考宗教自由上有關政教分離的規範經驗，進一步申論「黨國

分離」作為民主法的一項具體規範原則，並據此批判我國反叛黨法對於政黨權威的不當加持。

以交叉設計的選項隨機法估計兩性關係的外遇比例

杜素豪、謝淑惠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online first (2016): 1-13.

本研究利用交叉設計的選項隨機（Randomized 

Response Techniques with Crosswise Design, RRTCD）

及權重條件概似（Weighted Conditional Likelihood, 

WCL）法， 以 2012年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估計

18歲以上民眾的外遇率。RRTCD是在 Greenberg et 

al.（1969）RRT中詢問出生月份，與調查原有的生

日題交叉分析後可修正 Greenberg et al. 的估計效

率。結果發現，相較於 Greenberg et al.，RRTCD的

估計誤差較小，不同人口特徵與婚外情態度間外遇

率的差異也較小。已婚或未婚次樣本中男性、同性

戀傾向、(曾經 )有工作、接受婚外情者外遇率較高。

本研究提供性學研究重要的參考，RRTCD可有效降

低敏感性題目回答低報的誤差，在實驗設計、問卷

設計、估計方法等方面則有待加強。

Greenberg et al. RRT的機率樹狀圖。

權重條件概似法 (W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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