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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為全國學術研究最高機關，肩負提升人文及科學研究、培育頂尖學

術人才、發揮社會貢獻力的任務。現有 24個研究所及 7個研究中心，涵蓋

數理科學、生命科學與人文及社會科學三大學組，研究領域已然相當完備。

最近 10年來，本院每年發表的研究論文篇數及品質皆持續精進。

在 2015年，本院發表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多達 4,169篇

（本），平均一人發表 5篇（本），此外，收錄於 SCI、SSCI及 A&HCI資

料庫之論文篇數逐年增加，2015年已達 2,285篇，平均一人 2.72篇。另據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資料庫，本院 2015年世界前 1%高被引用論

文數達 100篇，且 2006年至 2015年間，多達 18個學術領域被引用次數進

入研究機構排名的前 1%，無論質與量均有顯著提升，且已發揮實質影響力。

此外，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於 2016年 3月公布，依據專利發

表數量、成功率、專利及論文引用次數以及對產業之影響等指標，綜合評估

全球政府機構之科學研發創新影響力，首次公布全球前 25名政府創新機構

（the Top 25 Global Innovators-Government）本院名列第 22名，並指出本院

致力於重要研究成果技術移轉給產業界，成果斐然。

為與社會各界分享過去一年的成果，特出版重要研究成果專刊，其內容

包含各個學科的優勢領域研究簡介以及專文報導論文與專書，共計有 77篇

（本）。在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有臺灣南島語言學研究的新里程、結合社

會科學理論反思史學研究、透過解讀地圖史料，對十八世紀臺灣番界政策、

院長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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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代理院長

邊區開發及人群關係等之研究題材等；在數理科學方面，收錄了各面向的研

究題材，包括研發奈米尺度的溫度測量，發展奈米螢光溫度計以提供空間與

時間的溫度訊息、全球極端氣候之山崩偵測研究及電腦多媒體應用開發等；

在生命科學方面，則涵蓋了探究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癌症研究及免疫療

法與疫苗發展、植物之化學分析與功能研究等重要成果。

持續創新是維持臺灣知識經濟成長的動力，新興的基礎研究能為產業奠

基，順應全球趨勢鼓勵科技整合，以優質研究引領社會轉型，協助國家迎向

全球劇變下的各項挑戰，當前永續科學、轉譯醫學、生質能與太陽能、環境

與地球暖化問題、基因轉殖與幹細胞、知識經濟與文化產業等，都是有待進

一步開發的研究領域。本院將以此為目標，協助國家迎向各項挑戰，成為臺

灣永續發展的重要力量，為提升我國經濟及人民生活品質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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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數理科學組

36 癌化基因 YAP1的 R331W錯義突變是肺腺癌的先天危險基因變異

 陳璿宇、許藝瓊、張啟聖、李育誠、楊士怡、何昊、張雅媗、楊懷壹、袁新盛、

 劉佳鑫、吳冠逸、陳建仁、李克昭

38 最簡單的 Criegee中間體與水蒸氣反應的直接化學動力學測量

 趙彣、謝郡庭、張俊宏、林志民

40 以奈米鑽石之氮 -空缺中心進行奈米尺度即時溫度測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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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免疫球蛋白 G 上一種共通的醣體結構可增強其作用功效

 林津瑋、李秀停、蔡宗義、賴孟瑜、吳家瑜、曾勇傑、陳加林、馬徹、吳宗益、 翁啟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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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女書：中國農村婦女的情感、表意與時代變局

 劉斐玟

50 古新聖經殘稿

 李奭學

52 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

 林玉茹、詹素娟、陳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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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議會 院長

副院長

院士會議

學術諮詢總會

各研究所、研究中心

各研究所、研究中心

學術諮詢委員會

院務會議

院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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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等歷任院長之戮力經營下，始有今日之規模。翁啟惠院士於 2006年 10月 19日

接任，為前任院長；王渝、王汎森及王惠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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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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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組織

簡介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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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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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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就

論文發表

中央研究院致力於頂尖學術研究。過去 10年來，本院每年發表於國際期刊的學術論文篇數及品質皆迭有進步。2015

年本院被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簡稱WoSCC）收錄之論文共有 2,285篇。本院研究人員平均發表論文數亦逐

年成長，2015年平均每一研究人員發表 SCI、SSCI及 A&HCI論文篇數（不計會議摘要、簡訊等類型文章）達 2.72篇。從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資料庫（簡稱 ESI），近 10年來本院高被引用之學術論文排名前 1%及 10%皆有明顯之增加。

本院 2015年被引用數進入該領域前 1%之論文數更達到 100篇。

以研究成果分析工具 SciVal分析本院 20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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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

遠高於臺灣地區的 12.4%；本院學術著作發表在排名前 10%期刊（以期刊評鑑指標 IPP為依據）之百分比高達 62.3%，亦

遠高於臺灣地區的 36.3%。與國際比較，本院近 3年之領域權重引用影響係數（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FWCI）

達 1.44，顯示本院學術相對影響力高於世界平均水準百分之四十四；綜觀本院自 2006年來之 FWCI值，皆高於世界平均

水準，且遠高於臺灣地區及亞太地區，自 2012年來表現更超越北美地區，足見本院實具高度國際競爭力。另，本院亦致

力於提升國際能見度，與國際合著論文之比例高達 48.2%。

本院發表論文數及每位研究人員平均發表論文數

2006年至 2015年本院與世界各區域 FWCI值

本院高被引論文數

資料來源：WoSCC，收錄年份：2006年至 2015年，

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資料來源：SciVal
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資料來源：ESI、WoSCC，收錄年份：2006年至 2015年
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中央研究院

歐洲地區

北美地區

亞洲四小龍

世界平均水準

台灣地區

亞太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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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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化學、太空科學、臨床醫學、生物學與生化學、分子生物與遺傳學、植物與動物科學、材料科學、

地球科學、神經科學與行為醫學、微生物學、藥理與毒物學、環境與生態學、免疫學、工程學、電腦科學、農業

科學以及社會科學；其中，與 2005年至 2014年間 ESI的資料比較，太空科學是新列入排名的領域。

2006年至 2015年本院共有 18個領域被引用次數進入研究機構排名前 1%

領域 論文數 被引用次數 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

物理學 4,184 64,566 15.43

化學 2,642 40,878 15.47

太空科學（新增） 1,274 30,479 23.92

臨床醫學 1,450 29,519 20.36

生物學與生化學 1,613 23,662 14.67

分子生物與遺傳學 1,279 27,548 21.54

植物與動物科學 1,298 15,812 12.18

材料科學 857 15,967 18.63

地球科學 1,204 15,991 13.28

神經科學與行為醫學 386 5,573 14.44

微生物學 302 5,356 17.74

藥理與毒物學 360 5,094 14.15

環境與生態學 364 4,412 12.12

免疫學 255 4,412 17.30

工程學 559 3,285 5.88

電腦科學 667 3,147 4.72

農業科學 212 2,364 11.15

社會科學 399 1,740 4.36

資料來源：ESI，收錄年份：2006年至 2015年，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透過WoSCC、ESI及 SciVal之論文產出量化分析，可一窺本院數理及生命科學領域之研究表現，但受限於語言、

資料類型、資料庫收錄範圍及學科屬性等因素，此量化分析不易反映本院所有學科領域之研究高度及貢獻；以側重

投稿至學術會議（研討會）論文的電腦資訊科學等領域為例，本院於 2015年發表近 300篇會議論文，表現亮眼；

而以中文及專書出版為主的人文社會科學領域，2015年計有《“周邊”與“中心”：殷墟時期安陽及安陽以外地區

的考古發現與研究》、《蕃族調查報告書第三冊、第八冊》、《于宗先院士及臺灣經濟發展政策》、《形塑新人：中共

宣傳與蘇聯經驗》、《他者與亞美文學》、《翻譯與跨文化流動：知識建構、文本與文體的傳播》、《方輿搜覽》、《語

言變化》、《日本政府的兩岸政策》、Policy Responses to Precarious Work in Asia及 Local Real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History 

of East Asia等，共 60餘種出版品問世，成果斐然。惟上述列舉之學術成果，以量化分析則難以完整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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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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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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分析 2010年至 2014年期間發表論文）計有 166個優勢領域，其中 13個領域在全球具領先優勢，

153個領域深具發展潛力。從 20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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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個）、

物理及天文學（35個）、醫學（31個）及化學（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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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勢領域之競爭分析

本院 2010∼ 2014年優勢領域數

2014年本院 166個優勢領域學科分布圖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資料來源：SciVal，檢索時間：2016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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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為培養跨領域優秀學術研究人才，本院於 2002年與

國內研究型大學合作設立國際研究生學程，就數理科學、

應用科學、生命科學、醫學、農業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

學中特定跨學門之尖端領域，規劃各項博士班學程，招收

國內外年輕優秀人才，至本院接受博士生培訓。

學程成立至今，已屆 13年，現任總召集人為本院王

瑜副院長。目前共有來自 43個國家約 488名學生就讀學

程，外籍學生共 283名，約占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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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長期合作關

係，經由雙方簽訂的合作協定，學程學生有機會赴國

外頂尖研究機構或一流大學研究室進行研習。

學程學生研究成果傑出，已有多篇論文發表於一流國

際學術期刊，成果豐碩，進而受國外知名研究機構肯定，

多數畢業生為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和生物科技公司延攬，繼

續從事研究工作。為推廣學程，招募更多優秀外籍學生就

讀，自 2010年開始實施「國際研究生學程招收暑期生計

畫」，每年暑期提供國外年輕學人實習機會，接觸本院優

良之研究環境與各領域之尖端研究技術，2016年有 598

名來自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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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1名暑期實習生來院學習，其中 33名

已正式成為本學程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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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項學程，現有在學學生為

145名。

博士生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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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所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所
國立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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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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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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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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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陽明大學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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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究生學程

左：2015年本院第10屆國際研究生學程結業生於本院人文館前合照。

右：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學生參加端午節龍舟競賽體驗中華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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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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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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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其日後之專業生涯奠下基礎。

本院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之人數，從 94年 517人至

104年 1,225人，10年間約增加 2.4倍。其來源包括本院建

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院內業務費項下及承外計畫補助。

一、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自 84年起設立，以獨立的工作計畫、預算與員額，

投入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培育。目前每年的預算約有 2

億，員額約 200-220名。從早期約占全院博士後人數

40％，至目前約占 20％。

二、院內業務費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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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院方研究計畫

中編列博士後員額，以研究計畫經費延聘博士後研究

人員。此部分增加最為明顯，10年有 5倍以上的增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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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委會、國衛院等，以研究計畫爭取博士後員

額，以達到培育博士後研究人員之目的。此部分有 2

倍的成長。

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出路

為瞭解本院培育之博士後研究人員日後專業生涯的發

展，本院主動追蹤其後續就業狀況。雖此項工作需依賴受

追蹤者之回報，但目前所掌握的資料顯示：離職之博士後

研究人員，主要任職於大專院校 (33%)或是研究機構 (35%)；

部分人員至產業界發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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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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2所學術研究機構，簽署 452個合作協議。近

期如歐洲分子生物組織 /歐洲分子生物聯盟、美國國家

航空暨太空總署、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瑞典研究理事

會、印度國家科學院、蒙古科學院、東亞天文台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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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克里普斯研究院及史丹佛大學

等簽署人才培育與學術合作協議，已選送 10名博士後

研究人員赴國外進修。更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其轄

下國家癌症研究所簽訂合作備忘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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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科學院」長年協助發展中國家從

事科學研究與科技發展應用，為深具人道關懷之國際學

術組織。104年國立臺灣大學數學系講座教授于靖院士

獲選 2015年數學學門院士、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講座

教授周必泰博士獲 TWAS化學科學獎。本院基因體研究

中心陳韻如副研究員獲頒 2015年 TWAS青年學者。

在主辦重要國際會議方面，已先後於 2014年 10

月及 2015年 1月在本院成功舉辦 ICSU轄下之國際生化

與分子生物學聯盟（IUBMB）第 15屆年會，及與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轄屬機構「美國國家過敏症與傳染病

研究所」（NIAID）合辦「第 17屆新興傳染性疾病國際

研討會」。更爭取到第 23屆「太平洋科學協會」（PSA）

大會，訂於 2016年 6月間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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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本院也獲選主辦第 32屆 ICSU會員

大會，訂於 2017年 10月下旬於本院舉行。ICSU大會

不僅提供各會員交流之平台，其會議結論往往能對各

國政府提供科學領域發展之政策指導方針，加以 ICSU

係由 122個國家會員及 31個國際科學聯盟所組成，屆

時盛況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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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計有諾

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Dr. Bruce Beutler、諾貝爾生理醫學

獎得主暨本院名譽院士 Dr. Randy Schekman、日本理化

學研究所 Dr. Tetsuya Ishikawa、以色列化學學會會長 Dr. 

Ehud Keinan、沃爾夫醫學獎得主 Dr. Jeffrey Ravetch、美

國哈佛大學大學講座教授 Dr. Cass R. Sunstein、沃爾夫

化學獎得主Dr. Peter Schultz等國際知名學者受邀演講。

本院與瑞典科學理事會於 2015年 12月簽訂學術合作協議。2011年諾貝爾生理醫學獎得主 Dr. Bruce Beutler受邀擔任本院

2015年「中央研究院講座」，並於本院發表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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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貢獻

獎項與殊榮

學術研究的成果得到同儕的讚賞與推崇，是顯現學術影響力的一項重要指標。過去一年，院內不少同仁榮獲國內外重

要學術獎項。在國外，如翁啟惠院士獲頒英國皇家化學會羅賓遜獎；劉扶東院士獲頒花剌子模國際科學獎；張亞中研究學

者獲頒臺法科技獎等。在國內，潘文涵研究員獲頒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林國儀、謝清河研究學者獲頒臺灣生技醫藥發

展基金會 TBF生技講座獎；陳培豐、雷祥麟及張雯勤研究學者獲頒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等。統計近 5年，本

院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 52人，獲傑出特約研究員獎者 4人，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17人。此外，受其他國內學術機構

肯定之人員更不計其數。

2015 年本院獲得國外重要獎項及殊榮情形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英國皇家化學會羅賓遜獎 翁啟惠

國際生化暨分生科學家聯盟選任會長 王惠鈞

花剌子模國際科學獎 劉扶東 

TWAS青年學者 陳韻如

2015 IEEE頂尖 10%論文獎 鄭文皇 

網路多媒體電腦與服務國際研討會「傑出論文審查委

員獎」 (ACM /ICIMCS)
鄭文皇 

IEEE最佳論文獎 (ICME) 楊奕軒 

PAKDD 最佳論文第 2名 楊得年 

第 5屆分析蛋白質體國際研討會「最佳論文發表獎」
(2015，葡萄牙 )

孟子青 

臺法科技獎 張亞中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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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潘文涵 

十大傑出女青年 張雅貞、林靖茹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吳重禮、吳素幸、吳漢忠、
林志民、林宜玲、胡宇光、
黃銘崇、雷祥麟、齊莉莎、
蔡明璋、謝清河

教育部學術獎
林滿紅、黃柏壽、吳素幸、
陳瑞華

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林淑端、陳瑞華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江其衽、林宗弘、張原豪、
陳韻如、楊維元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陳培豐、張雯勤、雷祥麟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楊得年、灰野禎一、王忠信 
中村友輝、陳韻如、許育進
張永健

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邱訪義 

國家新創獎
李世昌、鄧炳坤、朱明禮、
林志勳、胡宇光

臺灣生技醫藥發展基金會 TBF生技講座 林國儀、謝清河

財團法人林秋榮植物科學教育基金會創新研究獎 陳逸然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陳逸然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楊奕軒、張雅貞

王民寧獎 吳世雄 

有庠科技論文獎 修丕承 、陳韻如

東元獎 郭大維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

「中山學術著作獎」人文社會領域
潘光哲

科技部獎勵特殊人才方案 陳逸然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鄭文皇 

臺灣資訊儲存技術協會「傑出資訊儲存獎章」 蔡定平 

本院潘文涵研究員獲頒 2015年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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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張雅貞及林靖茹研究學者

榮獲十大傑出女青年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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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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年間，本院研究人員總共提出國內外專利申請案 165件 (獲得專利 108件 )、技術

移轉授權案 98件、技術合作案 46件。本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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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 2016年湯森路透（Thomson Reuters）首次公布之全球政府創新機構評比，以專利發表數量、成功率、

專利及論文引用次數以及對產業之影響等指標，綜合評估全球政府機構之科學研發創新影響力，本院名列第22名，

且該評比認為本院技術移轉研究成果予產業界之努力，已達相當之成效。

申請專利件數 165

獲得專利件數 108 (*33)

當年度授權件數 (含材料移轉 ) 98

當年度授權金額 (含材料移轉 ) 168

授權金收入金額 (含材料移轉 ) 56

產品權利金額 9

合作件數 46

合作金額 93

件數單位 : 件、金額單位 : 新臺幣百萬元

(*) 表示美國專利件數

2015 年度研發成果 ( 專利與技轉 )

專利技轉過去至今成長情形

2015 年度技術授權案例摘要

■ 8D6抗體新藥開發

■ 肌肉萎縮症小鼠動物模式

■ 寡醣之大規模酵素合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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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結合至腺 酸 A2A受體和腺 酸轉運子以

       預防及治療神經退化疾病的雙功能化合物

■ 可拆卸式傳導散熱介面設計





優勢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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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疫苗與抗體新藥研發

本院結合抗體、醣分子、蛋白質結構、癌症、感染病

研究等領域專家，配合在生科技領域之設備資源，共同發

展尖端抗體技術平台，並扶植我國生技醫藥產業發展。透

過分子與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究方式，及外顯子定序技術，

探討癌症致病機制，發展治療策略。並針對癌細胞上的特

殊醣分子結構，以白喉類毒或創新佐劑素結合醣分子，製

備出具記憶性的醣分子疫苗並產生 IgG抗體，針對多種癌

症，研發治療與預防性疫苗。

近期研究團隊發現，免疫球蛋白 G 上一種共通的醣體

結構可增強其作用功效 (圖 1)。抗體 Fc部位的醣化相當重

要。研究團隊發現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有助於增進

抗體對 FcγRIIIa的親和力，同時還能提升它對乳癌細胞及

B細胞淋巴癌之抗體依賴細胞毒殺作用。此外，H1N1流

感抗體的 Fc利用同一種醣化修飾後，其對病毒的毒殺與防

護亦有提升。研究團隊發現利用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

化修飾而成的單一醣化結構抗體能有效提升抗體多方面的

作用功效。

為了發展更安全有效的癌症療法，研究團隊近期成功

研發出新一代的癌症標靶藥物傳輸系統。研究團隊將抗體

或標的胜 配體與藥物傳輸系統表面連結，將高劑量藥物

精準導入癌細胞中。研究成果顯示此標靶藥物傳輸系統，

能有效將藥物運送到腫瘤組織，顯著的提升療效並降低副

作用 (圖 2)。

治療用抗體的研發是目前生技產業的支柱，本院研究

團隊也已成功發展尖端抗體技術平台，包括人類抗體庫及

單一 B細胞等技術，可以快速有效地研發治療性抗體。

以人類抗體庫為核心技術進行高通量治療用抗體研發 :

本院已開發了一系列的噬菌體展示人類抗體庫 (圖 3)，此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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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體工程平台已對新的診斷用抗體和治療用抗體的開發

提供重要動力，而噬菌體展示法配合高通量篩選技術，

可針對癌細胞、感染症病原體或特定抗原，獲得高效率

的專一性抗體，有助於疾病偵檢試劑與治療性抗體的研發。

單一 B細胞平台 :單一 B細胞平台可運用於製造針

對各種疾病例如癌症或傳染病之人類抗體。本院已建立

此一篩選平台 (圖 4)。其能將收集的患者周邊血液單核

細胞，以流式細胞儀分離出能與抗原結合之單一B細胞，

並針對人類抗體重鍊與輕鍊 VDJ/VJ區域，進行單一 B

細胞反轉錄聚合 鏈式反應。表現出來的人類抗體可使

用於臨床疾病的預防與治療，例如可用於癌症的治療或

快速應付傳染性疾病的爆發並有效控制疫情擴散。

透過跨領域團隊的合作，開發創新有效的蛋白質藥

物及疫苗治療人類疾病。這些研究成果對基礎及運用科

學將有極大貢獻，對國家生醫園區及國家未來在蛋白質

藥物的開發，將奠定重要的根基。

圖 2  圖 3  

圖 4  

主要參與人員：翁啟惠 1、吳宗益 1、馬徹 1、楊安綏 1、林國儀 1、劉扶東 2、吳漢忠 3

1中央研究院基因體中心、2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3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2020

優勢

研究領域

結構生物學

結構生物學是瞭解及探討生命現象於分子層次最重要

的利器，也是本院最活躍的研究領域之一。在過去這兩年，

本院生命科學領域相關的同仁結合 X-光蛋白質晶體繞射、

高磁場核磁共振、質譜分析、電腦分子模擬運算、低溫電

子顯微鏡及小角度 X-光散射等尖端技術，成功解析生物體

內許多富挑戰性的大分子結構，並進而以分子的層次來闡

述重要的訊息傳遞、基因調控、疾病形成、藥物作用等複

雜的機制。舉例來說，

(一 )生化所王惠鈞院士及孟子青博士團隊成功解析人

類細胞 p38γ-PTPN3複合體之分子結構，進而提供大腸及

直腸癌一個嶄新的藥物設計標靶 (圖 1A)；

(二 )分生所袁小琀博士團隊成功解開 RNase T與

DNA複合體之分子結構，進而闡述 DNA修復作用的分子

機制 (圖 1B)；

(三 )化學所陳玉如博士團隊利用質譜儀發展出新穎的

磷酸化蛋白質體定量技術，進而找到肺癌抗藥性關鍵磷酸

化蛋白質變異 (圖 1C)；

(四 )分生所顏雪琪博士與生化所邱繼輝博士團隊成功

發現發現細胞內一個以 CRL2蛋白質複合體為媒介的新穎

硒蛋白品管系統，進而提供全世界醫療策略新思考方向 (圖

1D)；

(五 )生醫所陳金榜博士與分生所蕭傳鐙博士團隊成功

解析病原菌 PmrA蛋白質與啟動子 DNA複合體的分子結

構，進而揭露病原菌之抗藥機制 (圖 1E)；

(六 )生化所張崇毅博士與陳光超博士團隊成功解開酵

母菌 Ape1 蛋白質之 12元體的立體結構，有助於闡述細胞

自嗜作用的分子機制 (圖 1F)；

(七 )生化所蔡明道院士及吳文晉博士團隊成功解析人

類細胞 Polλ聚合 不同複合體之分子結構，進而清楚闡

述聚合 在作用時精確度調控之分子機制 (圖 1G)；

及 (八 )生化所吳世雄博士及徐尚德博士團隊成功解

析日本淡菜凝集素 CGL之分子結構，進而揭曉 CGL是如

何辨識乳癌細胞表面高度表現的特殊醣類 (圖 1H)。立基

於這些國內為領頭羊的技術及題目，本院也將針對最近世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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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臺灣蛋白質計畫

撰文者：蔡明道、黃開發、吳文晉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界上快速發展的結構生物學技術，持續培訓人才及加強

儀器設備，尤其是低溫電子顯微鏡及小角度 X-光散射

技術；除了解析更複雜的生物大分子結構外，也期盼在

世界結構生物學研究領域站穩腳步。

此外，本院蔡明道院士及王惠鈞院士從 2016年起，

更領導「臺灣蛋白質計畫」(圖 2)，全力向打造世界級

蛋白質研發重鎮，開創次世代生技產業的目標邁進。這

個計畫除涵蓋中研院蛋白質研究專家、相關設備及技術

外，也納入交大系統生物及藥物設計團隊和南部學研機

構；希望透過創新的思維和策略，進行旗艦型及整合性

的蛋白質研究計畫，同時也積極協助國內產學研界重要

生技醫藥及農業產品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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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研究在地球所

臺灣島的隆起是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相互碰

撞的結果，島上以及周邊隱沒帶地震頻繁發生，使得臺灣

成為一個極佳的天然的地震研究實驗室。自 1981年成立以

來，地球科學研究所一直以地震學為其最主要的研究方向，

在臺灣及離島佈設且維護了一個寬頻地震台網 (BATS)，並

建立數據管理中心來整理與典藏蒐集到的地震觀測記錄，

提供全球地震學家使用。地球所的地震研究內容涵蓋了震

源物理、震源過程反演、地震強地面運動的觀測與分析、

地震災害的評估與地震減災、地下構造的層析成像、地震

前兆的觀測與解釋、以及海底地震儀的研發與應用等領域。

近幾年來地球所研究人員在地震研究的減災應用方面的幾

項重要成果如下：

一、臺灣地震科學資訊系統

地震預報在今天仍然是地球科學中一項不可能的任務，

因此，當地震發生時，地震學家的重要工作是迅速提供有關

的詳細資訊，以滿足三項需求：（一）判別發震構造，為評

估有無後續更大地震發生的可能提供科學依據；（二）利用

得到的震源模型迅速而準確地評估強地面運動的分布及可

能造成的災害；（三）為公眾及媒體提供正確且精準的資訊。

過去幾年，在中研院主題計畫支持下，地球所研究人員 (林

正洪、黃柏壽、李建成和梁文宗等 )合作發展了一套計算與

地震學平台，在地震發生後立即匯集地震觀測數據，即時

反演震源參數並估計強地面運動分布，在幾分鐘內自動地

把震源結果與區域性地質及構造學資訊整合而成一份綜合

圖 1  小林村山崩地滑的地震學研究。左邊是小林村附

近地貌（左上圖）與地震測站分佈（左下圖）。

右邊為原始地震觀測記錄（右上圖）和低頻段帶

通濾波 (0.02-0.05 Hz)後的波形（右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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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環南中國海海嘯地震監測台網測站分布。 

主要參與人員：林正洪、黃柏壽、李建成、趙里、許雅儒、李憲忠、梁文宗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報告，提供給學界以及公眾媒體。該資訊系統 (TESIS)已

經上線 (http://tesis.earth.sinica.edu.tw/)，地球所並與中央

氣象局合作，將該系統所發展的一些軟體應用到氣象局的

地震預警系統中。

二、山崩地滑的監測與研究

臺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和豪雨極易引起災難性的

山崩地滑。例如 2009年 8月的莫拉克颱風引起的山崩地

滑就直接導致高雄縣小林村 4百多人死亡。近年來，地球

所林正洪博士已經開發新方法，利用傳統地震觀測記錄來

對山崩地滑進行監測與研究。通常在颱風經過時布滿高頻

地動噪聲的地震記錄，在低頻段做帶通濾波 (0.02-0.05 Hz)

後，可以清楚的看到山崩地滑的地震波訊號 (圖 1)，並且

這些波形可以用來確定山崩地滑的位置與規模。這些結果

對於即時偵測災害性山崩地滑、監測可能形成的堰塞湖，

以及採取應急救災措施具有關鍵性作用。

三、環南中國海的海嘯地震監測

近年研究顯示位於南中國海東北緣的馬尼拉海溝有發

生規模八以上強烈地震的潛能，其所引發的海嘯將直接威

脅到南中國海周邊地區。由黃柏壽博士主導，地球所與南

中國海周邊地區（包括菲律賓、馬來西亞、寮國、越南和

中國大陸福建省）的地震管理部門開展了密切而有效的合

作，利用各地現有地震測站及新建測站，建立了一個環南

中國海的地震觀測台網 (圖 2)。該台網的大多數測站均可

將地震觀測記錄透過衛星通訊即時傳送到地球所的數據中

心，以便對南中國海附近的大地震進行即時的監測，為海

嘯預警提供重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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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動態學: 從基礎的瞭解到實際問題的解決 
林志民、倪其焜、劉國平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原分所反應動態組的研究涵蓋對化學反應活性的瞭解及在相關領域如大氣化學

及生命科學中重要課題的應用與探討。簡介如下為近兩年之亮點。 

 

反應立體動力學[1,2] 

分子構型對化學反應的影響是一重要的化學概念。但反應碰撞構型究竟是如何影

響化學反應的三維空間描述卻直到最近方得以首次在實驗中測量到此立體反應

的訊息。我們利用交叉分子束法並藉由操控反應物之化學鍵在不同空間取向時產

物之散射特徵，進而得到完整的三維空間軌跡。圖一(左)顯示 Cl + CHD3(v1=1) → 

CD3(v=0) + HCl(v)反應在三個代表性的碰撞是如何發生。此外，我們亦藉由探討

反應活性與反應物的轉動間之關聯進一步瞭解反應時立體空間之奧妙，如圖一

(右)所示，反應物「翻滾式」的轉動(K=0)較「陀螺式」的運動(K=J)更有利於反

應之進行。    

 
圖一: (左)示意圖顯現生成 HCl(v=0)與反應物 CHD3(v1=1)之 C-H 鍵間的方向關聯
性。（右）反應物「翻滾式」轉動(K=0)與「陀螺式」轉動(K=J)對反應活性的影
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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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動態學 : 
從基礎的瞭解到實際問題的解決

圖 1   (上 )示意圖顯現生成 HCl(v=0)與反應物 CHD3(v1=1)之 C-H鍵間的方向關聯性。 

（下 )反應物「翻滾式」轉動 (K=0)與「陀螺式」轉動 (K=J)對反應活性的影響。

反應立體動力學

分子構型對化學反應的影響是一重要的化學概念。

但反應碰撞構型究竟是如何影響化學反應的三維空間描

述卻直到最近方得以首次在實驗中測量到此立體反應的

訊息。我們利用交叉分子束法並藉由操控反應物之化

學鍵在不同空間取向時產物之散射特徵，進而得到完

整的三維空間軌跡。圖 1 (上 )顯示 Cl + CHD3(v1=1) → 

CD3(v=0) + HCl(v)反應在三個代表性的碰撞是如何發

生。此外，我們亦藉由探討反應活性與反應物的轉動間

之關聯進一步瞭解反應時立體空間之奧妙，如圖 1 (下 )

所示，反應物「翻滾式」的轉動 (K=0)較「陀螺式」的

運動 (K=J)更有利於反應之進行。   

原分所反應動態組的研究涵蓋對化學反應活性的瞭解及在相關領域如大氣化學及生命科學中重要課題的應用與探討。

簡介如下為近兩年之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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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單的 Criegee 中間體與水蒸氣反應的直接化學動力學

測量

人類與植物排放大量不飽和碳氫化合物到大氣中，

這些化合物會和臭氧反應，形成非常活潑的克里奇中間

體 (Criegee Intermediate，簡稱 CI)。CI是強氧化劑，能

夠氧化 SO2和 NO2等氣體；尤其，SO2被氧化後，會生

成 SO3，再與水作用形成硫酸，是懸浮微粒 (PM2.5)及酸

雨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們突破以往只能在低壓力下偵測

CI的限制，在近大氣壓力的不同溼度下，測量最簡單的

CI (即 CH2OO)的存活時間，結果發現 CH2OO與水分子

的化學反應，需另一水分子來催化；且在平常溼度下，

此反應速率甚快，遠快於其他 CH2OO與 SO2或 NO2的反

應，為大氣中 CH2OO衰滅的主要過程。然而，我們進一

步的研究發現，烷基取代可劇烈改變克里奇中間體對水

的反應性，使得一些克里奇中間體可在高溼度下存活並

可能氧化大氣中的 SO2 。

圖 2  (上 )克里奇中間體在大氣中的可能反應途徑；(下 )

在不同的氣壓下，CH2OO的擬一級反應速率係數扣除

無水時之速率係數後，對相對溼度作圖，分子模型為

此反應之過度態示意。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機制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是一種近年來被廣泛運用

於生物分子質譜上的軟游離，它是在 1980年末期發明，

但其游離機制一直到幾年前仍然不清楚。我們利用先進的

離子影像儀與交叉分子束儀器，測量脫附的離子 -中性分

子比例，推翻過去二十幾年來所誤認的高比值，並依此測

量結果及其他進一步的實驗，提出新的基質輔助雷射脫附

離子化的機制模型。

圖 3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的熱致質子轉移模型。

主要參與人員：李遠哲、林志民、倪其焜、劉國平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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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演化與生物多樣性

由於人類過度使用地球資源，造成環境劇烈的變遷，

也使生態系統面臨嚴重失衡的威脅。海洋中，珊瑚礁生態

系正急速的衰退，例如，星野黑皮海綿大爆發，造成臺灣

周邊海域造礁珊瑚大面積減少，其生理生態機制急須釐

清。結合野外光合生理實測與實驗室碳氮穩定同位素的研

究顯示，黑皮海綿可能利用體內共生藍綠菌提供營養，造

成與珊瑚之間的競爭，導致珊瑚的死亡，而人類活動造成

海中營養鹽的增加，是否驅動海綿內共生藍綠菌增生，則

需進一步的探究。珊瑚礁大面積的死亡後，導致珊瑚族群

密度顯著減低，受精率嚴重下降，造成珊瑚礁復原遲滯。

我們針對影響野外族群受精率的因素進行實驗，探討珊瑚

精子密度與受精率的關係。在精子密度達到一百萬精子 /

毫升時，有超過 75%的受精率，而精子密度下降至一萬精

子 /毫升時，受精率則降低到 50%以下。此研究成果可協

助估計石珊瑚在現地受精的成功率，對於已衰退或是低密

度珊瑚族群的保育與管理提供重要的依據。

除了珊瑚礁消失引起的棲地衰退之外，比較過去 30

年臺灣北部海域魚類多樣性資料，魚類的種類和數量均大

幅減少，魚類資源枯竭的速度超乎預期。造成魚類消失或

資源銳減的原因很多，包括過漁、棲地破壞、汙染、外來

入侵種等人為因子，以及「氣候變遷」等。特別是 2008

年以後，種數和尾數的變異性減少。這也可能與 2006年

長江大壩截流；2007-2008年反聖嬰現象；及 2008年中

國的雪災有關，實不易釐清。因此最好採取「預防原則」，

即在科學研究還無法釐清和證明前，以保育為優先考量。

我們對鳥類羽毛的起源及多樣性有深入的研究。鳥類

的皮膚器官包括羽毛、鱗片、爪和喙。它們覆蓋鳥類身體

並且提供了多樣的功能來適應不同的環境。這些角質化結

構主要是由脊椎動物都有的α角質蛋白，以及僅存在鳥類

和爬蟲類的β角質蛋白所構成。我們在此研究中針對組

織形態發生，利用角質蛋白家族來探討基因家族的演化，

如何產生新特徵和適應性。利用家雞作為一個模式動物，

珊瑚受精卵。 臺灣北部海域的魚類的種類和數量與三十年前相比已大幅減少，

魚源枯竭速度超乎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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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胚胎羽毛發育時過量表現α角質蛋白 KRT5突變基因及

羽毛β角質蛋白基因反義 RNA的功能研究。α與β角質蛋白基因在不同皮膚附屬物的拓撲表現之概要。

鳥類皮膚附屬物之結構及 RNA定序分析。

主要參與人員：李文雄、邵廣昭，邱志郁、鄭明修、陳昭倫、湯森林、陳國勤、野澤洋耕、町田龍二、王忠信、沈聖峰、

江殷儒、蔡怡陞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研究中心

我們應用 RNA定序和原位雜交法來為α及β角質蛋白在

胚胎發育時期的皮膚附屬物定位基因表現。這些資料顯示

時間和空間上的表現差異，決定了皮膚附屬物表型的多樣

性。胚胎羽毛比起其他皮膚部位表現了更多β角質蛋白。

在羽毛的形態發生中，β角質蛋白在羽毛分支的多樣次結

構上，也有複雜的表現。為了瞭解功能互動，我們利用反

轉錄病毒轉殖系統來異位地表現突變α角質蛋白或反義

β角質蛋白。我們發現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有相互

依存的關係，其中一種角質蛋白的突變都會造成角質蛋白

網路的破壞，並且無法形成正確的羽毛分支。我們的資料

顯示，不同組合的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形成了鳥類

皮膚附屬物的形態和結構多樣性，而羽毛β角質蛋白的

多種組合得以建構羽毛間的構造複雜性，讓羽毛功能的形

態演化能夠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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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人口健康資料與基因庫已成為進步國家基於精準

醫學的想法，保障國民健康的基礎健康建設，其中 2010

年完成 50萬個案募集的英國生物資料庫，日本東京大學

於 2009年完成 30萬人血液和組織檢體資料庫，與中國在

2008年開始 51萬民眾的慢性病前瞻性研究資料庫都是國

際稱道的範例，這可見生物資料庫對於國民健康的重要性。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擬邀請 20萬名社會民眾與 10萬

名常見慢性疾病患者參與。透過記錄生活習慣、環境因子、

臨床醫學與生物標幟等資訊，長期追蹤參與者健康的變

化，蒐集龐大的各類生物檢體與健康資訊，提供臺灣各界

申請使用，以提升預防與治療疾病的策略，達成促進國人

健康的目標，促使臺灣邁入個人化精準醫學的里程碑。

圖 1  個人化精準醫學 (A)與個人化疾病預防 (B)示意圖 

(A)

(B)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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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自民國 101年開始一方面致力

讓民眾瞭解個人化醫學的理念，並且也邀請社區民眾參

與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至 104年 12月止已累計邀請

6萬名民眾加入（圖 2），已成為國內健康促進領域中

最大規模的研究資源，儲存多樣化資料與上百萬管的檢

體（圖 3），並建立一萬多名基因定型與千人基因體定

序的資料庫。近來更進一步著手建立全基因體甲基化、

基因表現、蛋白質體與代謝質體相關資料，以期能與世

界並駕齊驅。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於民國 103年 9月展開資料釋

出推廣，至 104年 12月止共有近 40件研究計畫資料釋

出申請案，隨著資料庫樣本數日益增加，將涵蓋全臺灣

之代表性，未來資料釋出申請將持續穩定成長，能成為

臺灣醫學與公共衛生研究之重要基礎。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亦邀集國內頂尖研究團隊，進

行疾病生物標幟研究與開發，生物標幟的應用將可以提

升目前國內醫界對於疾病預測、分類、預後評估及復發

與否等準確性，降低醫療支出，提升醫療品質。目前已

有數個研究團隊初步發展出臨床上可應用的相關評估方

式，待驗證其應用性後，可望對於疾病的預防及治療，

提供更佳的照護模式。各研究團隊陸續於國際知名期刊

發表研究論文，並針對研發成果申請專利，將進一步發

展臨床應用之價值。

圖 2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各地區收案情形分布圖 圖 3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檢體儲存情形圖

主要參與人員：劉扶東、沈志陽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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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史新論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是一間以出版大量高水準

的研究論文及專書而揚名國際的機構，在它八十幾年的歷

史中，總共出版過一千多冊的專書及集刊，對中國史研究

產生了奠基的作用。2008年適巧正逢歷史語言研究所創所

八十週年，除了希望推動一套新書來表達慶賀，並承繼過

去的出版傳統，於是有了《中國史新論》叢書的規劃。此

外，本叢書出版的另一目的，在於過去一、二十年來，史

學思潮所起的重大變化，順應這些新的趨勢，史語所同仁

近年來無論在開展新課題、新領域、新方向方面，進行了

許多努力和嘗試。為了反映這些新的發展，應該結合史學

界的同道，做一點「集眾式」（傅斯年語）的工作，將這方

面的成績呈現給比較廣大的讀者，並提供後繼研究者日後

的參考和展望。

本叢書共有十本分冊，分別為黃銘崇主編的《古代文

明的形成》分冊、黃寬重主編的《基層社會》分冊、邱仲

麟主編的《生活與文化》分冊、陳弱水主編的《思想史分

冊》、顏娟英主編的《美術考古》分冊、柳立言主編的《法

律史》分冊、生命醫療史研究室主編的《醫療史》分冊、

林富士主編的《宗教史》分冊、李貞德出編的《性別史》

分冊、祝平一主編的《科技與中國社會》分冊。十本分冊，

近百篇的論文，主題各有不同，集合了各領域內海內外重

要的研究者，試圖勾勒各領域近年來在研究上的突破與轉

變。

前已述及《中國史新論》發起的重要原因，是鑑於

由一九九○年代開始，臺灣的歷史研究出現了若干新的動

向，《中國史新論》這套書之所以強調「新論」，即在具

體而微地將這些新動向表現在這套書的選題、史料運用及

工具運用中。這套書基本上反映了數個新的研究重點，有

若干新的重點領域正逐漸在浮現，包括文物圖象、宗教禮

俗、醫療史、生活史、文化史、法律史、科技與社會等。

相對於過去近半世紀以來歷史研究所關注的焦點，這些領

域都比較「新」，是過去學界所未曾思考；也有一些領域

則是過去處於邊緣，近年來逐漸轉入核心，也因此所處理

的問題有許多是過去所意想不到的。譬如在該叢書中，地

方社會與日常生活的層面，幾乎貫穿每一冊的內容，顯現

了視角上的不同。同時，新資料的挖掘和晚近出現的電子

資料庫的應用，也使該書在資料的應用上，呈現出新的深

度與宏觀。

即便是傳統的領域，也有了新的樣態。以《思想史》

分冊為例，以 1970年初期為起點，受到西方思想史學的

影響，重視思想「內在理路」的研究，強調思想史應以

思想自身的演化和變動為對象，研究者應去理解過往思

想或思想傳統的深層結構，並取得很大的成就。在本分冊

中，思想自身依舊是被重視的主題，卻加入了思想外在的

關注，從思想形成的歷史背景去理解思想為何如此形成，

並開始注意到思想在下層的傳佈，添加了更多文化史的要

素。又或者如傳統史學核心之一的政治史研究，在本叢書

中並未有獨立的分冊，顯示了傳統的政治史在新潮流中所

面臨的挑戰，但並不表示政治已不再是史學的關注的一

環，而是其所關懷、留意的課題元素，已被打散，悄悄融

入各項議題之中，特別是像權力運作的無所不入、或者是

統治的科層運作等，都散見在本叢書各篇文章之中，亦顯

見這二十年之間思潮的流變。

本叢書的許多篇章，僅從表面上看，或許不覺得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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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特別之處，因為其中大部分都已成為今日的主流，可

是倘若透過比較的視角，將它們與二、三十年前的論著

相比較，就可以看出在「什麼可以成為歷史？」這一史

學核心的提問，已經在不知不覺之中有了許多改變。本

套書另一個「新」處，即在嘗試提供新的答案和視角，

已具體的課題研究間接回應在今日「什麼可以成為歷

史？」。概括而言，這套書中體現了兩種研究態度上的

轉變。第一是由前一代五四青年的理性主義、科學主義，

轉而以同情的理解或溝通的態度，看待歷史文化中的生

活禮俗層面。第二是以世界史的視野，放在更寬闊的視

野之中來看待中國歷史。歷史觀念的轉變，是一漫長的

歷程，是進行式而非完成式，《中國史新論》叢書的編

著，目的與其說是進行一階段性的總結，不如說是為這

樣變化歷程提供一切片的觀察，成為供後人參考的指

標，希望能發揮承先啟後的作用。

王汎森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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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簡稱 PSFD) 計畫緣起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

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其所蘊藏的理論模式，也比建

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此期藉資料庫之建立，尋找與

本土社會環境契合，又能為西方主流學術價值認同之研究方

向。此計畫於 1998年展開，在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的整

合下，集結了經濟、社會、心理等領域的學者參與。

我們由臺灣的資料蒐集為起始，以家庭中的成年人口為

基本單位進行時序追蹤，並擴展訪問對象至主樣本的子女。

藉由上述追蹤調查建構臺灣家庭的動態資料庫，進而向其他

華人社會推展。目前已延伸至中國大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

合作，在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追蹤調查。除檢證

西方既有的家庭相關理論在華人社會是否適用外，亦由資料

所呈現的數據中，發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不同的理論架

構。透過此一資料庫的建立，期望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

心理、習俗等面向，作全面性的研究。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 1999年進行第一波面訪調查迄

今歷時十七年，並已進行十六個波次的調查，為現今華人

社會進行時間最長，累積波次最多的追蹤調查資料。以成

年人口為主的主樣本問卷包含教育、工作、婚姻、家庭支

出、子女教養等問項，並納入其父母、兄弟姊妹、配偶、

子女的基本人口特徵及互動關係等題目，有助於進行父母

與子女間、夫妻之間、兄弟姊妹間的分析，甚或可進行多

代研究。另外，主樣本子女亦為訪問對象，除主樣本問卷

的題項外，在問卷中特別納入教育經驗相關問題。透過子

女問卷資料的收集，更可與主樣本問卷資料對照，藉以進

行主樣本及其子女的跨世代研究。截至 2011年為止的調

查資料均已公開釋出，目前臺灣正進行 2016年調查。自

1999年以來完成的歷次訪問，如下圖所示：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PSFD) 計畫緣
起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其所蘊藏的
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此期藉資料庫之建立，尋找與本
土社會環境契合，又能為西方主流學術價值認同之研究方向。此計畫於 1998年
展開，在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的整合下，集結了經濟、社會、心理等領域的學
者參與。 

我們由臺灣的資料蒐集為起始，以家庭中的成年人口為基本單位進行時序追
蹤，並擴展訪問對象至主樣本的子女。藉由上述追蹤調查建構臺灣家庭的動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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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理論架構。透過此一資料庫的建立，期望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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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1999年進行第一波面訪調查迄今歷時十七年，並已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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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釋出，目前臺灣正進行2016年調查。自1999年以來完成的歷次訪問，如圖一所
示： 

 
 

在中國大陸方面，自2004年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
作，於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面訪調查，訪問對象的出生年範圍為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PSFD) 計畫緣
起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其所蘊藏的
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此期藉資料庫之建立，尋找與本
土社會環境契合，又能為西方主流學術價值認同之研究方向。此計畫於 1998年
展開，在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的整合下，集結了經濟、社會、心理等領域的學
者參與。 

我們由臺灣的資料蒐集為起始，以家庭中的成年人口為基本單位進行時序追
蹤，並擴展訪問對象至主樣本的子女。藉由上述追蹤調查建構臺灣家庭的動態資
料庫，進而向其他華人社會推展。目前已延伸至中國大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
作，在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追蹤調查。除檢證西方既有的家庭相關理
論在華人社會是否適用外，亦由資料所呈現的數據中，發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
不同的理論架構。透過此一資料庫的建立，期望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心理、
習俗等面向，作全面性的研究。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1999年進行第一波面訪調查迄今歷時十七年，並已進
行十六個波次的調查，為現今華人社會進行時間最長，累積波次最多的追蹤調查
資料。以成年人口為主的主樣本問卷包含教育、工作、婚姻、家庭支出、子女教
養等問項，並納入其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子女的基本人口特徵及互動關係等
題目，有助於進行父母與子女間、夫妻之間、兄弟姊妹間的分析，甚或可進行多
代研究。另外，主樣本子女亦為訪問對象，除主樣本問卷的題項外，在問卷中特
別納入教育經驗相關問題。透過子女問卷資料的收集，更可與主樣本問卷資料對
照，藉以進行主樣本及其子女的跨世代研究。截至2011年為止的調查資料均已公
開釋出，目前臺灣正進行2016年調查。自1999年以來完成的歷次訪問，如圖一所
示： 

 
 

在中國大陸方面，自2004年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
作，於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面訪調查，訪問對象的出生年範圍為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簡稱PSFD) 計畫緣
起於華人社會的家庭型態、結構與互動模式，都遠較西方社會複雜，其所蘊藏的
理論模式，也比建構於西方社會的模式複雜，因此期藉資料庫之建立，尋找與本
土社會環境契合，又能為西方主流學術價值認同之研究方向。此計畫於 1998年
展開，在中央研究院朱敬一院士的整合下，集結了經濟、社會、心理等領域的學
者參與。 

我們由臺灣的資料蒐集為起始，以家庭中的成年人口為基本單位進行時序追
蹤，並擴展訪問對象至主樣本的子女。藉由上述追蹤調查建構臺灣家庭的動態資
料庫，進而向其他華人社會推展。目前已延伸至中國大陸，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合
作，在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追蹤調查。除檢證西方既有的家庭相關理
論在華人社會是否適用外，亦由資料所呈現的數據中，發掘、抽離出與西方理論
不同的理論架構。透過此一資料庫的建立，期望對華人家庭之經濟、社會、心理、
習俗等面向，作全面性的研究。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自1999年進行第一波面訪調查迄今歷時十七年，並已進
行十六個波次的調查，為現今華人社會進行時間最長，累積波次最多的追蹤調查
資料。以成年人口為主的主樣本問卷包含教育、工作、婚姻、家庭支出、子女教
養等問項，並納入其父母、兄弟姊妹、配偶、子女的基本人口特徵及互動關係等
題目，有助於進行父母與子女間、夫妻之間、兄弟姊妹間的分析，甚或可進行多
代研究。另外，主樣本子女亦為訪問對象，除主樣本問卷的題項外，在問卷中特
別納入教育經驗相關問題。透過子女問卷資料的收集，更可與主樣本問卷資料對
照，藉以進行主樣本及其子女的跨世代研究。截至2011年為止的調查資料均已公
開釋出，目前臺灣正進行2016年調查。自1999年以來完成的歷次訪問，如圖一所
示： 

 
 

在中國大陸方面，自2004年起，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
作，於福建、上海、浙江三個省市進行面訪調查，訪問對象的出生年範圍為



33

中
央
研
究
院

33

中
央
研
究
院

在中國大陸方面，自 2004年起，與中國社會科學

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作，於福建、上海、浙江三

個省市進行面訪調查，訪問對象的出生年範圍為 1935-

1976年，其問卷是以臺灣 2003年的主樣本問卷為藍本，

再加入合作單位有興趣的題目，並配合當地用語修改而

成。由於中國地區調查的樣本結構與臺灣調查樣本相近，

且問卷是由使用臺灣調查問卷編修而成，有助於就不同

地區的華人家庭進行比較研究，更是資料庫獨特之處。

目前已完成 2004、2006、2011、2013年的四波追蹤訪

問，調查資料亦已全數完成檢誤，並可供外界使用。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於最近四年間（2012、2013、

2014與 2015年），各年的資料下載人次分別為 1,315、

2,112、1,757與 1,510人次。自 2000年至 2015年底，

利用調查資料撰寫的各類論文已累積至 304篇，包含：

期刊論文 57 篇、專書論文 5 篇、研討會論文 83 篇、博

碩士論文 144篇、他類論文 15 篇，另外，亦有一本專

書，由 Oxfo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

朱敬一、于若蓉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5 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本院 2015年發表的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有 4千 1百多篇（本）（資料來

源：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系統），其中收錄於 SCI、SSCI及 A&HCI的論文共有 2,285篇，平均一

人 2.72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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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專文加以介紹。

數理科學組現有 8個研究所及 3個研究中心。2015年每一研究人員平均發表之 SCI、SSCI

及 A&HCI資料庫論文達 4.8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發表約 1千 8百多篇（本）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系統），平均每位研究人員發表 6.1篇（本）。數理科學組

在基礎研究方面擁有深厚的實力與研發能量，藉由探索、發現與了解自然現象，創造與累積新

的知識。重要研究成果包括發現癌化基因 YAP1的 R331錯義突變是肺腺癌的先天危險基因變異；

突破水蒸氣濃度與反應壓力的限制，於接近大氣條件下研究 Criegee中間體的化學反應動力學；

利用螢光奈米鑽石中氮 -空缺中心的獨特光學特性，發展出螢光奈米溫度計，可廣泛運用至基

礎科學、生物醫學及工程領域等領域。

    生命科學組現有 5個研究所及 3個研究中心。2015年每一研究人員平均發表之 SCI、SSCI

及 A&HCI資料庫論文達 4.3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發表近 1千篇 (本 ) (資

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系統 )，平均每位研究人員發表 4.5篇 (本 )。本年度生命科學組

不論在基礎或應用研究上，皆針對多元的領域探討更深入的課題，展現豐碩的成果，重要研究

成果包括以阿拉伯介模式植物為研究對象，證實 At14a-Like膜相關蛋白能對抗乾旱，逆境成長；

利用基因轉殖小鼠，證實血液循環細胞可透過融合及轉分化自然形成新的心肌細胞，開啟利用

自體造血幹細胞進行心肌再生的希望；抗體 Fc經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有助於調控

免疫系統，加強毒殺癌細胞、防禦病原體、抗發炎並可改善抗藥性的問題等研究。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現有 11個研究所及 1個研究中心。2015年發表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

專書等各類著作 1千 3百多篇（本）（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研究成果系統），平均每位研究

人員發表 4.3篇（本）。人文科學組的研究成果包括發表國際學界第一本以女書為題的民族誌

《女書：中國農村婦女的情感、表意與時代變局》，記錄百年來中國婦女以唱誦的形式表達這

獨有的書寫系統，在性別、階層、情感及文化傳承等面向照見人文情懷與社會意涵；藉由中國

首見的白話譯本《聖經》—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之《古新聖經殘稿》，預見中國近代白

話文的興起的時間點；《紫線番界：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專書針對 1784年所繪臺灣

的古地圖逐一詳實考證與校注，並輔以地理資訊系統考證古地圖空間及圖說文字，盼對十八世

紀臺灣番界政策、邊區開發與人群關係等課題，有更深入的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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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占癌症死因第一位，僅有約 30%肺癌病人為臨床

第一期，且這些病人中有 40%會在五年內復發，因此，發

展肺癌早期篩檢或偵測工具為目前重要的課題。低劑量斷

層掃描為現今肺癌重要的篩檢工具，在國際的研究結果指

出，針對高風險族群利用低劑量斷層掃描能降低 20%死亡

率。然而，由於成本效益因素，並沒有辦法在所有民眾進

行低劑量斷層掃描偵測早期肺癌，因此，找尋適合的生物

標記以篩選合適的高風險族群接受低劑量斷層掃描，能助

益於臨床上肺癌的早期偵測。

現今仍不清楚肺癌的遺傳因子，過往一些基因多型性

研究發現一些肺癌的易感受基因座，但是其仍未闡明肺癌

的致病因子。在許多大型的病例對照研究中，利用 SNP微

陣列技術檢測肺癌相關的基因體變異，然而結果大多位於

內含子區域、危險對比值均很小以及生物意義不高。上述

全基因體相關性的研究成果雖然找出許多與肺癌發生相關

的基因體變異，因為結果大多為族群中高攜帶率的變異以

及低外顯率，因此很難將其結果應用於臨床篩檢。綜合上

述過往研究的限制與不足，本研究的目的為找尋在肺癌早

期偵測中，具醫療可行性的先天性基因變異。

次世代定序儀能在一次實驗中獲得大量定序資料，也

讓人類全基因體定序成為可能，並在許多疾病相關先天性

基因變異研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許多利用次世

代定序儀進行全基因體定序的成果缺乏充分的驗證，導致

其無法顯現臨床應用的價值。因此，本研究首先針對一個

高發生肺癌家族的發病母親、四個女兒以及一位健康的兒

子利用次世代定序儀進行全基因體定序，接著發現一個位

摘 要

肺癌具初期症狀不明顯且易復發之特性，造成早期診斷與篩檢上的困難。為尋找疾病相關的先天突變，本研究首先將一個

肺癌發生率極高的家族成員進行全基因體組定序，經巨量數據分析與驗證，發現位於致癌基因 YAP1上的一個先天性錯義

突變 R331W與肺腺癌相關。由 1千多例肺腺癌病人與 1千多例健康者的比對結果，帶 R331W者肺腺癌風險是不帶者之

5.9倍。進一步的親屬追蹤研究，發現 13名帶 R331W的親屬中，4名有肺腺癌、6名之電腦斷層呈現肺部毛玻璃樣病變。

綜合以上研究結果顯示，YAP1基因上的先天性異常 R331W具肺腺癌高外顯率，值得針對 R331W攜帶者進行如低劑量斷

層掃描的早期篩檢。

癌化基因 YAP1 的 R331W 錯義突變是

肺腺癌的先天危險基因變異

圖 1  原始全基因定序分析家族的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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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指標個案家族的譜系。

表 1  YAP1 R331W變異的風險分析 。

Variable Odds ratio* 95% CI P value

YAP1 R331W 5.91 1.33- 26.33 0.019

Age 1.02 1.01- 1.03 <0.0001

Gender 0.39 0.31- 0.48 <0.0001

Smoking 2.26 1.79-2.86 <0.0001

*：adjusted odds ratio         CI：confidence interval

Lung adenocarcinoma

Newly diagnosed Lungadenocarcinoma

GGO

No cancer with LDCT confirmation

Other cancer

No cancer

No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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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璿宇 1、許藝瓊 1、張啟聖 1、李育誠 1、楊士怡 2、何昊 1、張雅媗 1、楊懷壹 2、袁新盛 1、劉佳鑫 1、吳冠逸 1、陳建仁 2、李克昭 1

1中央研究院統計學研究所、2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出處：

“R331W Missense Mutation of Oncogene YAP1 Is a Germline Risk Allele for Lung Adenocarcinoma with Medical Actionability”,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33 (2015): 2303-2310.

於致癌基因 YAP1上的先天性錯義突變 R331W與該家族

發病有關（圖 1），且其在 1,000基因體資料庫紀錄的族

群攜帶頻度非常低。緊接著將此 YAP1 R331W在 1,312例

肺腺癌與 1,135位健康對照的比較中，調整性別、年齡與

吸菸習慣後，YAP1 R331W具有 5.9倍的風險（表 1）。進

一步在家族追蹤的結果發現 13位親屬攜帶 YAP1 R331W

中，有 4位為肺癌以及 6位具有斷層影像上毛玻璃狀特

徵（圖 1與圖 2）。最後再進行生物功能性實驗，發現具

YAP1 R331W突變的肺癌細胞株具有較高的增生與侵襲能

力。

總結以上結果，本研究顯示 YAP1 R331W為高外顯率

的肺癌好發等位基因，攜帶此突變的個體為肺癌高風險

族群，在精準醫學中能針對此高風險族群量身打造低劑

量斷層掃描的肺癌篩檢與健康管理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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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植物排放大量不飽和碳氫化合物到大氣中，這些化合物會和臭氧反應，形成非常活潑的克里奇中間體 (Criegee 

Intermediate，簡稱 CI)。CI是強氧化劑，能夠氧化 SO2和 NO2等氣體；尤其，SO2被氧化後，會生成 SO3，再與水作用形

成硫酸，是懸浮微粒 (PM2.5)及酸雨的重要來源之一。我們突破以往只能在低壓力下偵測 CI的限制，在近大氣壓力的不同

溼度下，測量最簡單的 CI (即 CH2OO)的存活時間，結果發現 CH2OO與水分子的化學反應，需另一水分子來催化；且在平

常溼度下，此反應速率甚快，遠快於其他 CH2OO與 SO2或 NO2的反應，為大氣中 CH2OO衰滅的主要過程。

克里奇中間體 (Criegee Intermediate，簡稱 CI)在化學上

十分活潑，存活時間短暫，不容易偵測與研究，學者對其

所知不多。CI在大氣中可能參與的反應，簡述於圖1。 其中，

CH2OO與水蒸氣的反應速率，先前存在著顯著爭議，以致

科學家無從估計 CH2OO是否會與大氣中的水蒸氣反應，以

及是否能累積足夠的濃度來氧化 SO2。

我們實驗的基本構想如下，將 N2, O2, H2O, CH2I2等氣

我們用濾光片（band pass filter）選取探測波長的範圍 (335-

345 nm)，利用光電二極體 (balanced photodiode detector)

測量探測光的強度變化，再以數位示波器記錄訊號。

圖 4為不同的相對濕度下，CH2I2/O2光化學系統的吸

收度隨時間的變化。在我們選定的波長範圍 (335-345 nm)

最簡單的 Criegee 中間體與水蒸氣反應

的直接化學動力學測量

克里奇中間體
例如

圖 1 克里奇中間體在大氣中的可能反應

圖 2  (上 )光化學反應槽示意圖；(下 )探測光束來回反射穿過反

應槽 6次示意圖 (順序為 #1、#2、⋯ #6)。
圖 3  CH2I2/O2光分解系統的瞬態紫外光吸收光譜。時間零點訂為

248 nm雷射打入反應槽誘發反應的時間，Y軸為反應後前吸

收度的差異。可發現 CH2OO的吸收隨著時間變小，而副產

物 IO的吸收隨時間增加；另一方面，CH2I2的吸收，因其被

雷射光分解而減少，呈現負值。

摘 要

體以適當比例混合後送入反應槽 (參考圖 2)，以 248 nm

的脈衝雷射光來引發下列反應：

 CH2I2 + hν → CH2I + I

CH2I + O2 → CH2OO + I

CH2OO + H2O → products

然後在不同溼度下，觀測 CH2OO在 340 nm的吸收度

(參見圖 3)隨時間的變化，期望可得到反應速率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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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Direct Kinetic Measurement of the Reaction of the Simplest Criegee Intermediate with Water Vapor”, 
Science 347 (2015): 751-754.

內，CH2OO吸收的貢獻遠大於可能存在於反應槽中的其

他物種，讓我們可以用此吸收度代表 CH2OO的濃度。

圖 4的數據明顯地表示 CH2OO會與水分子反應而被消耗

掉。在化學動力學的分析上，我們可用指數衰減函數適

配圖 4的數據，得到擬一級反應的速率係數。圖 5將擬

一級反應的速率係數，扣除 CH2OO在無水時的衰減速率

係數後，對相對溼度作圖。所得到的結果十分特別，這

些速率係數與水分子的濃度 (正比於相對溼度 )呈現二

次方的關係，顯示一個 CH2OO分子並非單純地與一個水

分子反應，而是需要兩個水分子，反應才能進行。也就

是說，CH2OO分子的衰滅，主要來自於 CH2OO與水二

聚體 (H2O)2的反應。這也說明了，為什麼美國 Sandia國

家實驗室的 Taatjes團隊 [Science 335, 204 (2012)]無法看

見這個反應，這是因為他們的實驗只能在低壓力下 (< 5 

Torr)進行，以致所用的水蒸氣濃度太低，僅相當於 4%

的相對溼度；而水的二聚體，在這樣的低濕度下，濃度

非常低，造成反應不易觀察。在此，我們釐清並精密測

量了 CH2OO分子與水蒸氣的反應速率係數，顯示需要水

的二聚體才會消耗 CH2OO。在對流層大氣中，水分子的

濃度甚高，連帶水二聚體的濃度也不低，造成大氣中的

CH2OO會被快速消耗。

雖然科學家認為 CI在大氣化學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卻無法實際測量大氣中 CI的濃度，目前只能從它的產生

速率和消耗速率來估計。其中產生速率可從碳氫化合物

和臭氧的濃度以及它們之間的反應速率得知，但科學家

最近才開始對 CI的消耗速率有所掌握。先前科學家使用

質譜儀來研究 CI，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CI與 SO2以及

與 NO2的反應，皆十分快速；但無法在十分重要的水蒸

氣的反應動力學上，有確切的結果。我們突破水蒸氣濃

度與反應壓力上的限制，在接近大氣的條件下研究 CI的

化學反應動力學。我們的研究提供了最簡單的 CI (CH2OO)

與水蒸氣的反應速率；因為大氣中水蒸氣的濃度遠高於

其他反應物（SO2、NO2等），我們的數據對於要了解大

氣中 CI的化學，居關鍵的地位。

圖 4  在不同相對濕度下，CH2OO的光吸收訊號隨時間的變化。

在 340 nm波長，吸收度的變化主要是 CH2OO所造成，在

長時間 CH2OO被完全消耗之後，我們可看到 CH2I2被光分

解所造成的少許吸收度下降。

圖 5 在不同的氣壓下，CH2OO的擬一級反應速率係數扣除無水

速率係數後，對相對溼度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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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奈米鑽石中的氮 -空缺發光中心被發展成為一種超靈敏的螢光溫度計，具有奈米級的空間解析度。但此技術的

使用，目前僅限於穩定態系統的溫度測量。在本文中，我們提出一項快速的取樣與演算方法，能測量超過 100°C的溫

度變化，並有小於 10 µs的時間解析度，非常適用於奈米尺度之即時溫測及熱傳導方面的研究。我們首先將直徑約 100 

nm的螢光奈米鑽石塗佈在玻璃基板上，隨後將其浸沒於奈米金懸浮溶液中，透過強聚焦、脈衝式近紅外雷射的加熱，

進行具有空間及時間解析度的溫度測量。最後，我們以有限元素數值模擬驗證實驗結果。

奈米尺度的溫度測量是一個嶄新而重要的研究領

域，它有廣泛的科學與工程應用，所觸及的主題從尖

端材料、微機電、到生物醫學方面。理想的奈米溫度

計不僅僅要準確、有寬廣的溫度適用範圍、能在多變化

的環境下使用、並可進行即時溫度測量。本研究利用螢

光奈米鑽石 (fluorescent nanodiamond)中氮 - 空缺中心

(nitrogen-vacancy center)的獨特光學特性，發展出螢光奈

米溫度計，同時提供空間與時間解析的溫度訊息。

鑽石中的氮 -空缺發光中心是由單一的晶格缺陷所組

成（如圖 1a所示）。該中心的電子能階基態與激發態均屬

於三重態，自旋數為 1，基態  = 0 與 = ±1的能階差

為 2.87 GHz。由於電子結構特殊，基態的電子自旋極化能

受光學激發而產生（如圖 1b所示），再經由微波照射後，

可以在室溫下獲得其磁共振頻譜，簡稱 ODMR（optically 

detected magnetic resonance）。此磁共振頻率對環境溫度

的變化相當敏感，非常適合作為靈敏的量子溫度計。

目前常用之 ODMR溫度測量法，主要是利用頻譜

中的吸收峰位置來定義溫度，但掃描全頻譜費時約 3分

鐘，無法進行即時溫度感測。為了加快偵測速度並維持

測量準確度，我們研發了一項三點取樣法（three-point 

sampling method），適用的溫度改變範圍為±100°C，時

間解析度可達 10μs。此方法的理論基礎是 ODMR譜峰的

寬度（約 10 MHz）不太隨溫度的改變而改變，假設此峰寬

是固定的，只要在三個預設的頻率處測量其螢光強度，即

可獲得溫度變化的訊息（如圖 2a所示）。更重要的是，

我們能夠結合此方法與脈衝式激發 -偵測技術（如圖 2b所

示），進行即時溫度測量與奈米尺度熱傳導方面之研究。 

以奈米鑽石之氮 - 空缺中心 
進行奈米尺度即時溫度測量研究

圖 1  鑽石晶格中氮 -空缺中心之 (a)立體結構與 (b)電子能階圖。

圖 (a)中紅、藍、與黑色圓球分別代表氮原子、原子空缺、

與鄰近的碳原子。圖 (b)中綠、紅、藍、與黑色箭頭分別代

表雷射光照、螢光放光、微波激發、與能量轉移。

圖 2  三點取樣法之 (a)示意與 (b)時序圖。圖 (a)中假設溫度改
變前 (藍色 )與後 (紅色 )的 ODMR頻譜寬度不變，而 、

、與 分別為偵測螢光強度時所用之微波頻率。圖 (b)中
之脈衝包括有雷射光照射、微波激發、與螢光偵測，循環

次數為 次。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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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Time-Resolved Luminescence Nanothermometry with Nitrogen-Vacancy Centers in Nanodiamonds”,  
Nano Letters 15 (2015): 3945-3952.

本項工作所使用的螢光奈米鑽石大小為 100 nm，每

顆鑽石粒子中含有約 900個氮 -空缺發光中心作為量子溫

度計。實驗中，我們亦使用直徑約為 10 nm和長度約為

41 nm的金奈米棒（gold nanorod）作為光學加熱器。我

們首先使用近紅外光雷射來照射水溶液中之金奈米棒（如

圖 3及圖 4所示），然後利用單一螢光奈米鑽石及三點取

樣法來監控雷射加熱附近的局部溫度變化，包含時間解

析與空間解析兩部份。最後，為了使研究更加完善，我

們使用有限元素模擬法對實驗結果進行理論分析。

圖 4為奈米尺度下溫度的測量結果，在 30秒內，我

們可達到±1°C的精確度，空間解析度為 200 nm，所測

得之熱傳導數據與有限元素分析的模擬結果一致。此外，

我們也第一次觀測到水溶液中過熱 (superheating)現象的

發生，局部溫度上升可超過 100°C而沒有沸騰。此項工作

證明，結合實驗與理論可讓奈米尺度下的熱效應研究更

加明確，目前已達成奈米級的空間與微秒級的時間解析

度，對該領域的未來發展有深遠的影響。

圖 3  時間解析奈米溫度測量系統架設圖。其中 532 nm雷射是用
來偵測螢光奈米鑽石，808 nm雷射是用來加熱金奈米棒，

其他元件為 APD：雪崩光電二級管、BS：分光鏡、CCD：

電荷耦合器件、DM：分色鏡、L：透鏡、M：面鏡、Obj：
物鏡。

圖 4  水溶液中之奈米尺度熱傳導速度測量。插圖中所示為以一

脈衝式近紅外光雷射加熱金奈米棒溶液，並以單一螢光奈

米鑽石及三點取樣法進行局部溫度感測。多彩插圖為溫度

模擬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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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14a-Like1(AFL1) 參與膜相關機制 
以促使阿拉伯芥模式植物於乾旱逆境

中之生長

乾旱已經嚴重影響全球的農業生產力，然而目前對於植物如何感測乾旱、如何在逆境下調控生長所知仍有限。我們以阿拉

伯芥模式植物為研究對象，證實一種名為 AFL1的膜相關蛋白，對植物乾旱抗性表現具有影響力。在逆境下 AFL1表現的增

加會使植物增加生長；在非逆境下 AFL1的表現則對植物沒有負面影響。轉錄組分析結果顯示：AFL1可能藉由抑制負調節

基因而促使植物生長。此外，由 AFL1的結構、位置以及與網格蛋白輕鏈的交互作用判定，AFL1極可能參與胞噬作用中囊

泡形成及運輸的機制。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在植物的乾旱訊息傳遞中，AFL1是一個全新的、與膜相關的逆境感測訊息傳

遞分子。

乾旱限制了植物可由土壤中所利用的水份，並造成許

多在基因表達、代謝及生長的改變。以作物而言，乾旱所

造成的水份限制嚴重導致農業生產力的損失。乾旱是最嚴

重、影響全球農業生產力的因子之一。然而，目前對於植

物在乾旱中如何調節生長及代謝所知有限，也因此阻礙了

提升植物抗逆性的嘗試。

膜相關蛋白可能涉及植物對乾旱逆境的感知及早期訊

息傳遞；然而，這些蛋白質和訊息傳遞機制仍有待證實。

由於乾旱逆境會誘導 At14a-Like1 (AFL1)的表達，而且 AFL1

可能具有膜信號蛋白的功能，我們進而研究 AFL1在逆境中

的功能。在乾旱逆境中，AFL1的過量表達導致阿拉伯芥模

式植物增加生長，並積累適應逆境保護代謝物脯氨酸，而

對未受逆境的植物則無負面影響 (圖 1)。反之，抑制 AFL1

表現使植物對於受水限制而導致的生長抑制更加敏感，且

使得脯氨酸無法積累。基因表達分析顯示：增加 AFL1表達

導致乾旱期間許多其他基因的表達減少。因此，AFL1可能

透過下調在乾旱逆境中抑制生長的基因，進而促進植物生

長。

在此研究之前，AFL1蛋白的細胞功能仍未被鑑定。我

們以研究 AFL1相互作用的蛋白質作為一種方式，進而瞭解

圖 1 AFL1促進植物在逆境下生長，而對非逆境中的植物無害。
經過十天生長於無逆境或中度低水勢 (乾旱 )逆境 (-0.7兆帕 )
的野生型 (Col)及 AFL1過量表達株（AFL1 O.E.）之阿拉伯芥
幼苗。AFL1過量表達促使幼苗在這兩個條件下生長，其影
響在逆境下更為顯著。比例尺 = 1厘米。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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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L1的分子功能。AFL1與參與囊泡形成的轉接蛋白 2-2A

（AP2-2A）相互作用，顯示其參與質膜囊泡之內噬作用的

可能性。與此一致，我們觀察到 AFL1在質膜上與網格蛋

白輕鏈（CLC）共同定位，顯示其參與囊泡形成的可能性

（圖 2）。除了在質膜的定位和功能，AFL1亦與內質網蛋

白 PDI5和 NAI2相互作用；以 pdi5和 nai2突變株的分析

發現，這兩個內質網蛋白於乾旱期間負向調節植物生長。

因此，AFL1對植物生長和抗逆境的作用，可能涉及其在

質膜及內質網的功能（圖 3）。了解這些 AFL1功能是本

實驗室目前繼續研究的課題。

此機制分析顯示：AFL1以異於已知的抗旱信息傳遞

機制來影響植物的抗旱能力。這也與 [植物在面對輕度逆

境時，以過度下調其生長來應備更嚴重的土壤乾旱及水

資源限制作為一個保守的策略 ]之假設一致。為了提高植

物在乾旱中的生長，以讓植物失去這種負調控機制為策

略，可能比應用植物外源基因表達的生物技術更被大眾

接受。無逆境時，AFLl過量表達並不抑制生長，因此避

開了一般植物逆境研究的問題。目前，我們在測試 AFL1

的表達是否於其他植物物種中亦可增加逆境生長。這是

評估使用 AFL1來改善重要經濟作物之抗旱性的第一步。

拿格拉、謝宜芳、韋保羅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出處： 

“At14a-Like1 Participates in Membrane Associated Mechanisms Promoting Growth During Drought in Arabidopsis thaliana”,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USA 112 (2015): 10545-10550.

圖 2 AFL1與網格蛋白輕鏈（CLC）共同定位顯示其於質膜囊泡內
噬作用的可能性。共軛焦顯微圖像中，綠色螢光為 AFL1，
橙色為 CLC，而藍色則為這兩種蛋白的共同定位區。 AFL1-
CLC共同定位在像囊泡的顆粒邊緣，或在質膜邊緣、囊泡形

成（由箭頭標記）早期階段的位點。比例尺 = 5微米。

圖 3 AFL1蛋白相互作用及定位之摘要圖。AFL1是一個位於質
膜及內膜的周邊膜蛋白。在質膜，AFL1與 AP2-2a相互作
用並與 CLC共同定位，顯示其參與囊泡形成。在內膜，

AFL1與 PDI5和 NAI2 (應對乾旱的生長負向調控分子 )相
互作用。總之，AFL1的這些角色皆對乾旱逆境中植物生
長有巨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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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體循環手術證實自體造血幹細胞 
可再生心肌細胞

心臟本身是一個自我修復能力非常有限的器官，而冠狀動脈阻塞會導致大量心肌細胞迅速死亡。過去利用骨髓細胞移植研

究發現血液或骨髓中的細胞在心臟受損後會透過血液循環進到心臟，並表達心肌細胞特有的標的物質，由此認為血液細胞

可能透過細胞型態轉變成心肌細胞的方式來參與心肌修復。然而，2004年史丹佛大學 Robbins實驗室利用共體循環系統

進行研究，卻得到血液細胞不會變化成心肌細胞的結果。面對與前人迥異的研究成果，由謝清河博士領導之研究團隊在

2015年發現：心臟受損早期的發炎反應對組織受損後心肌細胞能否再生相當重要。由此，研究團隊進一步設想利用共體

循環手術時必須考量建立共體循環的時間點。團隊利用超音波即時分子影像結合 Cre-Lox基因轉殖鼠進行成鼠心肌細胞血

統追蹤，證實了由骨髓細胞衍生的循環細胞參與心肌再生的方式有兩種：一、與原本存在於心臟內的心肌細胞融合；二、

透過轉分化形成新的心肌細胞。本篇研究結果推翻了 2004年史丹佛大學與華盛頓大學所提出的二篇發表在 Nature雜誌的

研究結果，直接證明了血液循環細胞對於心肌再生的貢獻，同時也證實了早期的發炎反應在內生性幹細胞替補心肌細胞的

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

過去數十年來，多篇文獻指出哺乳類動物的心臟含有

多種常駐於心臟且具有分化成心肌細胞及其他多種心臟特

有細胞能力的前驅細胞及幹細胞。而有許多證據指出骨髓

中含有多種的前驅細胞及幹細胞，但對骨髓或血液中的細

胞轉變為心臟細胞的能力仍有許多爭議。有別於骨髓細胞

移植研究，共體循環手術 (parabiosis)需要時間去建立完整

的共體循環系統，且心臟受損早期的發炎反應對組織受損

後心肌細胞能否再生相當重要，因此在本篇研究中我們推

測血液或骨髓中的細胞對心肌再生的貢獻只有在動物間之

共體循環建立穩定後才能成立。

為確認血液循環在共體循環手術後多久趨於穩定，我

們將 GFP基因轉殖鼠與普通老鼠經由手術結合，而後對普

通老鼠的周邊血液中之交移作用 (chimerism)在手術後不同

時間點進行分析。經由流式細胞儀及微氣泡心臟超音波對

比劑強度的分析指出共體循環系統需要 7~10天始能達到穩

定 (圖 1)。

為追蹤血液中細胞的命運，將普通老鼠與 GFP基因

轉殖鼠以共體循環手術連結，待一個月後共體循環系統

穩定時才進行心肌梗塞手術 (圖 2A)。免疫螢光染色結果

顯示 GFP陽性的細胞同時也分別具有血管內皮細胞標的

isolectin或平滑肌細胞標的 smooth muscle 22α (圖 2B)，

由此推測血液細胞參與了微血管系統的重建過程。但其

實大部分 GFP陽性的細胞是做為造血細胞的功能，其中

包 含 21.25±0.05% 的 T 細 胞、39.25±2.35% 的 B 細 胞 與

29.9±1.90%的巨噬細胞 (圖 2C與 2D).

為測試血液細胞是否參與心肌細胞的再生，將可表現

由α-MHC驅動產生 Mer-Cre-Mer融合蛋白 (α-MHC-MCM)

之基因轉殖鼠與 GFP基因轉殖鼠手術結合。細胞定量結果

顯示在受損心臟的缺血區有 9.39%的 GFP+/Cre+心肌細胞，

推測血液中 GFP細胞與原本存在於心臟內的心肌細胞產生

融合 (fusion)(圖 3C)。同時也觀察到 0.17% GFP+/Cre–心肌

細胞，代表血液中 GFP細胞透過轉分化 (transdifferentiation)

形成新的心肌細胞 (圖 3C)。另外，在心室心肌細胞的分離

實驗中有 0.17±0.034% GFP的心肌細胞同時可表現 Cre，推

測它們是由細胞融合所產生 (圖 3D) 。 我們的發現指出在

動物間之共體循環系統穩定後，血液或骨髓中的細胞對心

肌再生是具有貢獻的。

為強化我們所發現的穩定的共體循環系統對血液或

骨髓中的細胞幫助心肌受損後之再生是相當重要的因子，

我們將 Z/EG基因轉殖鼠和αMHC-MCM基因轉殖鼠以共

體循環手術連結，在共體循環系統部分穩定或未建立的情

況下進行心肌梗塞手術。與共體循環系統完全穩定的老鼠

相比，細胞融合的比例在共體循環系統只建立 5天之老鼠

中出現下降情形 (圖 4B與 4D)，且此比例在共體循環系統

只建立 3天之老鼠中下降更為明顯 (圖 4B與 4D)。而只有

1.33±0.24%的細胞融合出現在共體循環系統未建立的老鼠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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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Circulating Cells Contribute to Cardiomyocyte Regeneration After Injury”,  
Circulation Research 116 (2015): 633-641.

中 (圖 4C and 4D)，此結果指出不完整的共體循環系統對

血液中的細胞與原本存在於心臟內的心肌細胞進行細胞

融合是具有明顯的影響。

本論文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推翻 2004年二篇發表

在 Nature雜誌認為造血幹細胞 (hematopoietic stem cell)

不會在心肌梗塞後形成新的心肌細胞 (cardiomyocyte)的

研究”，確認血液循環細胞 (circulating cell)可以透過融合

(fusion)及轉分化 (transdifferentiation)二種方式自然形成

新的心肌細胞，同時也證實了早期的發炎反應在內生性

幹細胞替補心肌細胞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角色，開啟利

用自體造血幹細胞進行心肌再生的新希望。

圖 1 建立穩定的共體循環系統需要 7~10天。(A)普通鼠中 GFP
陽性細胞之 CD45染色與血液交移作用之分析。(B) 微氣泡
對比劑分析血流實驗之示意圖。(C) 微氣泡對比實驗之分析。

圖 2 血液中細胞進入受損心肌且獲得造血細胞之能力。(A)分
析 GFP陽性細胞獲得造血細胞能力之示意圖。(B) GFP陽
性細胞同時表現血管細胞或平滑肌細胞標的物質之免疫螢

光染色結果。(C) GFP陽性血液細胞所占造血細胞比例流
式細胞儀分析結果。(D) C圖之量化結果。

圖 3 心臟受損後血液細胞轉變為心肌細胞。(A)利用 MCM與
GFP共體循環老鼠分析受損心肌中血液細胞之示意圖。(B)
血液中 GFP陽性細胞之 cardiac-specific markers cardiac 
troponin T (cTnT)與 sarcomeric α-actininC之免疫螢光染
色結果。(C) GFP與 Cre之免疫螢光染色結果。(D)分離之
心肌細胞與血液細胞的融合與轉分化之免疫螢光染色及定

量結果。

圖 4 受限制的共體循環系統對受損心肌中血液細胞轉變為心肌

細胞的影響。(A) 利用 MCM與 ZEG共體循環老鼠分析受
限制的共體循環系統影響之實驗示意圖。(B) 共體循環系
統建立 5天與 3天及 (C)未建立的老鼠體內由融合產生的
GFP陽性細胞之免疫染色圖與 (D)定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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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 G 上一種共通的醣體結構

可增強其作用功效

抗體 Fc部位上的醣化相當重要。它不止影響抗體與各種免疫細胞間的作用力，並進而調控它在免疫系統裡許多相當重要的

功能，如毒殺癌細胞、防禦病原體以及抗發炎等等。為了瞭解此醣體在各個免疫機制下的最佳功能與結構，我們製備了多

種均質化、且單一而結構明確的 Fc醣化抗體以驗證其特性。相當重要地，我們發現先前被報導具有抗發炎功效的 2,6位向

鏈結的唾液酸醣化亦有助於增進抗體對 FcγRIIIa的親和力，同時還能提升它對乳癌細胞以及有抗藥性與無抗藥性的 B淋巴

癌細胞之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 (antibody-dependent cell-mediated cytotoxicity)。此外，H1N1流感抗體的 Fc

利用同一種醣化修飾後，其對病毒的毒殺與防護亦有提升。由上述結果我們推論利用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修飾而成

的單一醣化結構抗體能有效提升抗體多方面的作用功效。

抗體是由兩個抗原辨識片段 (Fab)與一個可結晶片段

(Fc)所構成的醣蛋白。在 Fc 部位，有二個天門冬醯胺鏈結

的醣化修飾，其作用為與免疫細胞上的受體結合進而調控

抗體與免疫細胞間的作用力。藉此調控，抗體可增強其毒

殺癌細胞、防禦病原體以及抗發炎等功效。藥學上，目前

已有許多食藥署認證核可的免疫球蛋白 G單株抗體被應用

於治療白血病、腫瘤或自體免疫疾病。然而，這些抗體的

醣化皆非單一結構，甚至可能僅含少數或不含最佳藥效的

醣化結構。因此，不可避免地需要高劑量的藥物與高施打

的頻率，而使得此類藥品極為昂貴。因無法取得均質醣化

的單一抗體，更造成研究上難以辨別各式醣化結構在藥性、

半衰期與副作用上的影響。

為了克服上述問題，我們利用糖 切酵素與岩藻糖

水解酵素一同處理免疫球蛋白 G1以製備 Fc部位僅含乙醯

葡萄糖胺的單一醣化抗體。隨後，再將各式化學合成所得、

並活化為 oxazoline的醣分子，以酵素催化的方式接回前述

僅含乙醯葡萄糖胺之抗體上，即可獲得各式結構明確且單

一的均質醣化抗體（圖 1）。實驗中，我們選用二種抗癌藥

物作為範例。一個為莫須瘤 (Rituximab)，另一個則為賀癌

平 (Herceptin)。莫須瘤為一辯認 CD20的抗體，一般用於治

療非何傑金氏淋巴癌與類風濕性關節炎。而賀癌平則專治

帶有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2 (Her2-positive)的乳癌病人。

表面電漿共振實驗的結果顯示，此二抗體的 Fc部位經修飾

為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其對 FcγRIIIa的親和力

皆明顯提升。而此結構恰與先前報導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

(IVIG)藥劑具抗發炎功效的醣分子成分相同。

為了進一步評估上述醣化修飾後的各式抗體，對癌細

胞的毒殺能力，我們分別對賀癌平與莫須瘤進行了 V158-

FcγRIIIa基因工程訊號傳遞之播報檢測（圖 2A、2B）及

周邊血液單核細胞 (PBMC)的毒殺 B淋巴癌細胞實驗（圖 

2C）。結果顯示，此二種抗體經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

化後，其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皆明顯增加了。

此外，更有趣的發現是賀癌平經 2,3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

化後，其毒殺效果並不如 2,6位向鏈結的結果（圖 2A）。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除了有助於提高一般抗體

藥物的毒殺效果，更有助於改善其抗藥性的問題。相較於

市售未經醣化處理過的莫須瘤，實驗結果顯示莫須瘤經 2,6

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它對於非抗藥性與抗藥性的 B

淋巴癌細胞—Ramos (Figure 3A)和 Raji (Figure 3B)，皆有較

佳的毒殺能力。

最後，為了研究抗體在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

對受病毒感染的細胞之影響，我們亦將抗體—FI6的 Fc部

位進行此醣化修飾。FI6為流感 H1N1的中和抗體。它對受

H1N1感染的 HEK293T 細胞而言，不論是 V158-FcγRIIIa基

因工程訊號傳遞之播報檢測（圖 4A）或周邊血液單核細胞

(PBMC)的毒殺實驗（圖 4B），皆有較好的抗體依賴細胞介導

之細胞毒性作用。且相當重要地，我們發現在受流感侵襲的

老鼠動物實驗中也顯現類似的抗病毒效果的提升（圖 4C）。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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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A Common Glycan Structure on Immunoglobulin G for Enhancement of Effector Funct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 (2015): 10611-10616.

總結，Fc部位的醣化對於調控抗體的功能，相當重

要。在此研究中，針對賀癌平與莫須瘤，我們製備許多

均一醣化的抗體，以驗證其對受體—FcγRIIIa的親和力，

圖 1  經由醣化工程製備均相化抗體的通用策略，首先免疫球蛋

白 G1抗體先利用糖 切酵素與岩藻糖水解酵素一同處

理以製備 Fc部位僅含乙醯葡萄糖胺的單一醣化抗體。隨

後，再將各式化學合成所得、並活化為 oxazoline的醣分
子，以酵素催化的方式接回前述僅含乙醯葡萄糖胺之抗體

上，即可獲得各式結構明確且單一的均質醣化抗體。

並將此資訊連結到對癌細胞或受感染細胞的毒殺能力。

結果顯示，唾液酸醣化的鏈結位向，影響抗體的毒殺能

力。此外，亦發現此單一醣化結構—2,6位向鏈結的唾液

酸醣化，可同時適用於修飾多種抗體藥物，使之具有抗

發炎、抗癌、或抗病毒的功效。

圖 2  各式醣化修飾後的賀癌平，在 V158-FcγRIIIa基因工程訊
號傳遞報導檢測所得的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 
(A, B)。 本實驗利用 V158 FcγRIIIa基因工程的 Jurkat 細胞
作為作用細胞，而 SKBR3 作為受毒殺細胞，二者比例為六

比一。每張圖皆為同盤、同次實驗且同批次作用細胞的結

果。誤差線代表 95%的可信區間。(C) 各式醣化修飾後的
莫須瘤，對 B淋巴癌細胞的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相對毒殺
活性。

圖 3  莫須瘤經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它對於非抗藥性

(Ramos和 Raji)與抗藥性 (Ramos-R和 Raji-R)的 B淋巴癌
細胞，皆有較優的抗體依賴細胞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A
圖為 Ramos細胞相關結果；B圖為 Raji細胞相關結果。

圖 4  2,6位向鏈結的唾液酸醣化後的抗流感抗體—FI6m，對

於表現血凝素的 HEK293T 細胞有較優的抗體依賴細胞
介導的細胞毒性作用，且可預防性地保護受 H1N1病
毒 (A/California/07/09) 感染的老鼠。(A) 抗體調控的
V158-FcγRIIIa基因工程訊號傳遞報導，對表現血凝素的

HEK293T 細胞毒殺的能力檢測。(B) 周邊血液單核細胞對
表現血凝素的 HEK293T 細胞的毒殺實驗。(C) 經感染十倍
的老鼠半致死劑量下，老鼠的存活率曲線圖。抗體 FI6 與
抗體 FI6m有顯著存活差異 (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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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書：中國農村婦女的情感、表意

與時代變局

本書乃國際學界第一本以「女書」為題的民族誌。「女書」是流傳於中國湖南江永縣農村婦女間的書寫系統，也是世上唯

一的婦女專用文字；更且，女書雖說是「書」，卻需以「唱誦」的形式表達。百年來，江永婦女便以女書春秋史筆，傾訴「可

憐」。更值深思的是，女書雖說已有百年之久，但因史籍不載，直到 1982年在即將步入歷史之際，才為學者所「發掘」。

奠基於二十餘年的田野考察，本書提出一個整合式的新觀點：以「書寫─唱誦─口述」共同形塑的三稜鏡，透過四位婦女

的生命史敘說，沿著展演與實踐兩條軸線，開展「表意深度」的概念建構，照見女書在性別、階層、發聲、情感，以及文

化傳承等面向的人文情懷與社會意涵。搶救瀕危文化乃人類學之天職，本書亦希望在女書消失前，記錄女書的文化動態，

並以女書見證婦女的生命史觀。

「女書」主要流傳於湖南省江永縣瀟水流域一帶，是

一種記錄當地「土話」的文字，也是目前世上絕無僅有的

婦女專用文字。更且，女書雖說是「書」，卻需以「唱誦」

的形式表達。

百年來，江永婦女便以女書訴說人生甘苦。或締結姊

妹情誼，或書寫「三朝書」以敘嫁娘離別之情，或以傳記

抒發苦情，或以傳說敘事褒貶世道。當人事有時盡，無語

問蒼天時，甚且以女書向神明祈願賜福。

如果問當地婦女，「女書寫了些什麼？」

答案千篇一律：「訴可憐」。

以「訴可憐」為基調的女書，就這樣默默地守護著農

村婦女的情感意緒。「默默地」是因女書雖有百年之久，

然因史籍不載，直到 1982年在即將步入歷史之際，才為學

者所「發掘」。女書的「現身」開啟我們瞭解農村婦女生

命史觀的一扇門。

奠基於二十餘年的田野考察，本書提出一個整合式的

新觀點：以「書寫─唱誦─口述」共同形塑的三稜鏡，透

過四位婦女的生命史敘說，沿著展演與實踐兩條軸線，開

展「表意深度」的概念建構，照見女書在性別、階層、發聲、

情感，以及文化傳承等面向的人文情懷與社會意涵。搶救

瀕危文化乃人類學之天職，本書亦希望能在女書消失前，

記錄女書的文化動態，並以女書見證婦女的生命史觀。

概言之，女書可供學界反思的理論與民族誌意涵，至

少有如下四點：

性別與階層交織的主體位置：在中國，書寫歷史向來

是男性知識份子的專利，一旦農村婦女也手握春秋史筆，

她們會譜寫出什麼樣生命史敘？這些婦女史又如何揭櫫女

性觀點？江永農村婦女的敘事選材 (historiography)與敘事

觀點 (epistemology)如何幫助我們了解兩性差異，乃至農村

婦女和大家閨秀在史敘與史筆上之別？

音聲與表意相互界說的「表意深度」：文字書寫繫於

閱讀，但對江永婦女而言，女書的「閱讀」就是「唱誦」，

這也使得女書與當地婦女的另一表意傳統「女歌」（如哭

嫁），形成相濡以沫的對話關係。女書和女歌之間的相互

為用又不完全等同，促發吾人思索文字與歌詠在表意界域

（expressive horizon）上的「能」與「不能」。此外，為能

捕捉音聲與觀點如何隨生命經歷而推移，本書且納入生命

史敘說，以此鋪陳中國在二十世紀中葉所面臨的政、經、

社會等時代變革，以及這些變革對婦女生命情境的影響；

同時，亦藉此開展「表意深度」的概念建構，析釐表意媒

介（文字、曲調、口語）與音聲如何相互界說又相互掣肘

等課題。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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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的動態視域：「文以載道」向來是中國文藝理

論的主要訴求；西方學界受啟蒙影響，也有輕忽情感而

偏重理性的傾向。女書「訴可憐」的基調，卻引領我們

進入一個情感的動態視域中。情感既是內心的觸動，觀

點的發微，更具有召喚（evoking）和昇華（transcending）

的能量。以女書為例，「訴可憐」既召喚了他人的同理

心，也召喚出「堅毅」與「韌性」的社會觀感，乃至情

感之外的情感（meta-sentiment），並以此來超越當事人

「可憐」的自我認同。易言之，情感不僅是一種身心狀

態，更具有「吹皺一池春水」的漣漪效果。漣漪層層外

擴，因而築構出生生不息的人文情懷與文化場域。

女書何去何從：女書正處瀕危之際，為「搶救」女

書，學者戮力研究與出版，江永當局也建制「女書傳人」

以求賡續，文史工作者則以「女書書法化」來推廣女書。

這些努力來源雖別，其意識形態一也，皆是以漢字文藝

美學來發展女書文化。此一「大漢沙文主義」所形塑的

「新美學」，不但威脅著我們對女書傳統面貌的認識，甚

且將湮滅女書先人篳路藍縷所留下的文化足跡。當女書

不再是反映婦女心聲的表意文化，女書是否還是「女」

書？

歷史上的女書曾是「沈默無聲」；如今，女書雖然「現

聲」，但身為學者，如果我們不能自覺省察，敏銳地透視

女書的「表意深度」，領會「訴可憐」的情感動量，那麼

歷史不無重複的可能。女書─一個代表婦女智慧並嘗

試發聲的文化傳統─可能就此在我們指間滑過。女書

所映照的斑爛雲彩，悄悄地來，也將悄然而去。

劉斐玟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專書出版 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  ( 2015年 )，252頁。

出版品封面

作者與女書老太太唐寶珍（中）與何豔新（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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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新聖經殘稿 

明清之際耶穌會士傳教的媒介，一以文言為主，大致往上，向中國士大夫階層傳教；一以白話為主，往民間等中下階層傳教。

在白話的傳統上，耶穌會士的譯、寫乃以乾嘉之際賀清泰譯的《古新聖經》為集大成者。《古新聖經》並未譯畢武加大本《聖

經》（亦稱通俗本拉丁文《聖經》），本書故稱《古新聖經殘稿》，共九冊，近一百五十萬字，乃中國首見的白話譯本《聖經》，

可以預見中國近代白話文的興起。本書由李奭學與鄭海娟共同主編。

《古新聖經》乃法國耶穌會士賀清泰所譯，時為乾嘉

之際，未曾刊刻。《古新聖經殘稿》重點在點校賀清泰譯

《古新聖經》，全書以上海徐家匯藏書樓所藏抄本為底本，

並以香港思高聖經學會所藏賀清泰手稿僅餘之三百餘頁殘

片核校之。

《古新聖經殘稿》全書一函共九冊，近一百五十萬

言。主編撰有研究全書之長篇〈導論〉，主要在分析賀清

泰譯文的語言特色。全文除了從一字一詞到整句的分析

外，也辨明賀譯受到拉丁文法牽制的程度。因為後者之故，

《古新聖經》中出現了大量中國首見的歐化體白話文與白

話詩，遠早於胡適之的《嘗試集》出現之前。此種新式語

言一路擴展，形成的結果有二，一為中國在語言上預樹現

代性的宏基廣廈；二則介入現代白話文之中，變成二十世

紀初中國歐化體白話文的先聲。

《古新聖經殘稿》中譯了天主教聖典武加大本《聖

經》七十餘卷中近六十卷，幾可謂今天思高本《聖經》的

前身，也是中國首見的白話文《聖經》。羅馬天主教系一

中央極權且由上而下的制度化宗教，武加大本《聖經》的

經義自是由上頒發而來。賀清泰在乾嘉年間中譯武加大本

《聖經》時，全書有近半係「注解」，是晚明陽瑪諾《聖

經直解》之外相當罕見的早期天主教在華「解經學」。僅

以〈化成之經〉（創世紀）前二章為例，賀清泰於此大開

大闔，向中國人介紹「天主」，把重點放在天主的內涵，

及其化成的天、地與人等大問題上。為了向中國人傳教，

賀清泰隨明代耶穌會士論天主之本質，結論當然是「天主

無形」、「三位一體」，或天主「無中生有」等化成天地

與萬物的大能。順此而來，賀清泰檢視三位一體等基本教

義，結論當然又是天主全能。

賀清泰也花了不少篇幅論宇宙萬象，總結之為托勒密

及第谷強綢的「地心說」。賀清泰同時又援引聖奧斯定、

聖基瑣及聖傑魯姆的經解。此外，他也援引猶太解經學家

如費羅，以及東方教父如狄奧多羅等人以詮釋〈化成之

經〉，結論自然又是「天主無形」及其全能全善與自有。

在人類這方面，賀清泰最大的貢獻是詮釋厄娃取自亞

當的肋骨，稱其目的乃在教妻子懂得丈夫為一家之「長」

的道理，而丈夫也應拋棄妻子乃其「奴婢」的父權中心論。

賀清泰所解的亞當厄娃取自狄奧多羅等東方教會的解經學

家，但目的當在批評清季及此前中國常見的三妻四妾，而

此一結論，賀氏可謂又在發皇明季龐迪我在《七克》等書

中提議的「婚娶正議」等天主教要論，文化及倫理學上的

意義不在《聖經》所具的文學及宗教意義之下。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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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奭學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專書出版 北京：中華書局 ( 2014-2015年 )，共九冊，3512頁。



52

人文及

社會科學組

紫線番界  
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

2012至 2014年間，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組成跨院校及學科的解讀團隊，透過工作坊的運作，共同解讀一幅新發現的

古地圖，是為 1784年描繪臺灣紫線番界的「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本書完整復刻原圖影像，並針對圖中記載的圖說文

字，逐一詳實考證與校注，也輔以地理資訊系統重現古地圖空間，除了展現海外史料蒐集、解讀工作以及國際交流合作成

果，也盼能於十八世紀臺灣番界政策、邊區開發與人群關係等課題，帶來更多研究與討論。

「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全

圖長 657公分、寬 62公分，是清乾隆 49年（1784）留臺

幫辦臺灣道楊廷樺主持番界規劃工作期間，由官府調查繪

製、拼接而成的設色紙本長卷臺灣輿圖。本圖也是 1991年

臺灣史學界初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典藏的「清乾

隆中葉臺灣番界圖」（紅、藍線番界圖）後，近年新發現

的第二幅臺灣番界主題地圖。

本圖採用傳統山水畫式，描繪了當時臺灣西半部的地

景形貌，並記載了一千七百餘條地名；而沿山一帶，是此

次番界規劃的主要調整地區，描寫特別詳細，並以 6種標

示處理方式的印章留下三百多處印記，說明官府的對應辦

法。

圖幅頂端，寫有 116條、共 1萬 4千餘字的圖說。內

容是以當時臺灣一廳四縣行政區劃（淡防廳、彰化縣、諸

羅縣、臺灣縣、鳳山縣）作為大段落，在其項下，再依序

條列詳述各地越墾區的小地名、墾者代表、土地丈量數字，

以及官府預定的處置辦法。而本圖為與紅、藍線舊界有所

區隔，番界新線繪以紫色，故稱「紫線番界圖」。

本圖記載林爽文事件爆發前臺灣西部近山地區的開墾

情形、生番地界相關情報，以作為官府處理與規劃越墾問

題的稿本；同時，其地圖繪製也隱含了其他版本番界圖的

訊息，內容豐富的程度，遠甚於史語所典藏本。因此，透

過紫線圖，我們除能進一步理解清代臺灣地圖的製圖脈絡

與空間想像，更能釐清乾隆朝晚期的國家政策、土地開發、

邊防設施與人群關係。

摘 要

圖 1 內容解讀、地名考證與圖像研究等成果，以地理資訊（GIS）
呈現。

有鑒於本圖的重大價值，在 2012到 2014年間，本院

臺史所的研究人員結合跨院校、不同學科的學界成員組成

解讀團隊，透過工作坊的運作，對紫線圖進行細部解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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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玉茹 1 、詹素娟 1 、陳志豪 3   主編
1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東吳大學歷史學系

專書出版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 2015年 12月 )，248頁。

圖 2 紫線圖原稿集集埔一帶，東方為上；除紫線新界外，另可

看到紅、藍線舊界。

圖 3 集集埔一帶原圖的線描重繪成果，以便利讀者與原稿相互

參照閱覽。

圖 4  解讀團隊前往地圖現場調查訪問。

作。研究者先對各幅分圖及各段圖說逐一校註與判讀，

再輔以地理資訊系統（GIS）的再現與數次實地田野調

查，以比對古地圖現場的今與昔。本書即是此次解讀工

程的成果展現。

本書內容，主要由李文良等七位團隊成員，分別執

掌各縣圖說文字的解讀與校注；並由林玉茹、詹素娟、

陳志豪等三位主編撰寫導讀提要，簡述紫線圖的繪製背

景、史料價值與研究取徑。此外，本書完整複刻紫線圖

原件影像，並由蘇 楠製作線描重製圖與 GIS地圖，以重

現古地圖的空間細節。

本書的出版，不僅將前所未見的新地圖史料及其解

讀整理成果，完整展現在國內外學界與社會大眾面前，

也代表本所已在海外史料蒐集與國際交流合作上達成重

要成果。而更重要的願景，是期盼本書未來能對十八世

紀臺灣番界政策、邊區開發及人群關係等課題，帶來更

多研究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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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局部交互作用及最佳策略的演化囚犯賽局

周雲雄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Frontiers of Mathematics in China 10 (2015): 839-856.

著名的囚犯遊戲如下所述：身繫囹圄的兩位囚犯必須各自決定是否認罪，四

種情境下的刑期如右表所示。由於 b＞ d＞ a＞ c，(D, D) 為 Nash 平衡解；然而 

(C, C) 的刑期明顯較佳。另一套腳本則是：兩間手機公司必須各自決定產品該訂

為高價或低價，(低價 , 低價 ) 係 Nash 平衡解，但是 (高價 , 高價 ) 對二者而言是

最有利的。在遊戲僅進行一次的前提下，囚犯遊戲並無其他解法。一個有趣的問

題是：如果重複操作囚犯遊戲，玩家間的完全合作究竟能否出現？

假使玩家 n人圍著圓桌而坐。每單位時間，每人皆須與自己左右兩側玩家交

手一次。每位玩家皆須採行有限理性策略；即每人每期擬採用的策略取決於個人

及其毗鄰玩家前一期的策略與報酬。如果每位玩家只一味尋求自己最大的報酬，

則每位玩家將採用策略 D，因而不可能達到完全合作狀態。西諺有云：「仁愛自

家中始。」意謂世人應優先照料身邊親友及家人。於是我們修改了策略更新的準

則。如果每期策略更新時，每位玩家都選擇使自己和左右玩家獲利總和達到最大

的策略，並同樣地引入突變機制，我們瞭解如此隨機過程的極限行為。如果報酬

參數滿足若干條件，則玩家間的完全合作狀態是可以長期維繫。

囚犯賽局報酬矩陣。

D 意為「背叛同夥」，換言之即認罪；

C 則為「合作」，即不認罪。

海森堡群中 Pansu 球面的臍性及其描述

鄭日新、邱鴻麟、黃振芳、楊建平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Journal für die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 (2015): 0044.

在歐氏空間  中有個非常有名的 Alexandrov 定理，說 中閉正

常均曲率超曲面必為球面。海森堡群中也有類似的問題：閉正常均

曲率超曲面是否必為 Pansu 球面？ Alexandrov 定理原始證明用到平移

曲面法，這樣會產生碰撞點，配合強極大值原理就可以獲證。可是

海森堡群是次黎曼流形，連黎曼流形都不是。海森堡群上均曲率方

程的比較函數的強極大值原理一直未建立（這也是我們未來努力的

方向），所以我們另想辦法。       

我們考慮海森堡群中正常均曲率臍性超曲面，證明這正常均曲

率臍性超曲面的性質由二個函數（α，β）決定。由於（α，β）沿積

分曲線變化時，滿足的 ODE 只和（α，β）有關，這就表示除特殊點外，

積分曲線存在而唯一。我們證明積分曲線分三種情況：固定點、封

閉曲線和β≡0，但前面二種對應的超曲面皆非閉曲面，只有β≡0

情況為閉曲面，且為 Pansu 球面，這就得到我們的結果。

注意閉正常均曲率超曲面必有  α＝∞ 之點，

但圖中（α，β）積分曲線或封閉，或為固定點，

皆無α＝∞ 之點。只有β≡ 0情況才會有α＝∞之點，

而這正是  Pansu 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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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能量的宇宙射線質子和氦流量下，能譜指數的變化

李世昌、灰野禎一、林志勳、AMS collaboration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4 (2015): 171103.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5 (2015): 211101. 

2015年中 AMS發表了質子與氦的能譜。在剛度 300GV附近，能譜指數 (spectral index)變換到新的值，出乎宇宙線

學家的意料之外。 實驗結果和理論預測不符合、理論是錯誤的。我們對宇宙線的來源有新的認識。

水母通過機械重組自行修復體態對稱
M.J. Abrams、T. Basinger、W. Yuan、郭青齡、L. Goentoro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 (2015): E3365-E3373.

當動物受傷會怎麼自我修復，一直是再生醫學一個熱門課題。藉由研究水母，我們發現一個以前未知的自我修復

策略。當受傷時，水母通過重組現有零件，而非再生，來重建至關重要的體態勻稱。這項對再生醫學有影響的工作在 

Washington post和 New York Times都有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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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紅外線活化的激 －以上轉換粒子平台控制細胞內信號傳遞

高華德、彭禪思、江肇偉、洪佳麟、劉彥君、張裕煦、李賢明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CS NANO 9 (2015): 7041-7051.

利用光來活化生物分子可以達到活性遙控的目的並且有極高的時間及空間上的控制性， 是化學生物學家重要的實驗工

具。但是傳統的方法需要以紫外線光照，因此在進行細胞實驗時，無法屏除來自紫外線對生物的傷害及干擾。此研究利用

鑭系元素的上轉換粒子與負責磷酸化的激酶交聯之後，成功的達成用紅外線來控制光化學生物學（信號傳遞分子磷酸化）

反應，並進一步控制細胞行為。此一平台也提供了另一波長來控制光化學反應，使得在活體內可選擇性進行兩種光化學反

應，這些都是以前傳統紫外光光解化學所做不到的。 

激酶及上轉換粒子的平台，在紅外光照射下，上轉換粒子將紅外線上轉換成紫
外線並光解其表面籠化的激酶以打開其激酶活性。

激酶及上轉換粒子的平台，在紅外光照射下 , 可將

細胞內應力纖維崩解 (黃色部分 )，空間上解析度

可達近一微米。

發展特定序列標靶導向的蛋白質體定量法以大規模剖析人體蛋白質絕對磷酸化

蔡家烽、王薏婷、嚴欣勇、鄒志強、辜韋智、林佩怡、陳璿宇、Alexey I. Nesvizhskii、石濱泰、陳玉如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 6 (2015) doi: 10.1038/ncomms7622.

蛋白質磷酸化為調控細胞功能最關鍵的蛋白質後轉譯修飾

之一，為了解析參與訊息傳遞的磷酸化程度，我們發展一以特

定序列標靶導向的蛋白質體定量平台。結合蛋白激酶反應及同

位素標定定量法，此方法首次成功解析出人類細胞在單一狀態

下之全體蛋白質磷酸化計量 (stoichiometry)，其中更包含上百條

扮演訊息傳遞上游驅動角色的低含量酪胺酸的磷酸化胜肽。此

外，我們應用此蛋白質體定量平台比較對標靶藥物（酪氨酸激

酶抑制劑）具有敏感性或抗藥性的肺癌細胞；在具有抗藥的肺

癌細胞中，發現磷酸化計量改變的程度遠高於蛋白質以及基因

表現量的改變，並找出具有潛力的肺癌抗藥標靶蛋白。預期此

新穎分析策略可以廣泛地應用於解析在不同生理或疾病狀態之

磷酸化蛋白質體網路的全貌。

(a)以特定序列標靶導向的蛋白質體定量法可以鑑定不同蛋白

激酶的磷酸化點位之數目。(b)具藥物敏感度 (PC9)或具抗藥性

(PC9/gef )的肺癌細胞中蛋白質磷酸化計量的分布曲線。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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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骨架多樣性的同碳雙碳烯及直接觀察硼氫活化促使胺類與二氧化碳進行

甲基化反應

陳文清、沈俊賢、Titel Jurca、彭峻嶸、林彥旭、王意評、施偉志、Glenn P. A. Yap、王朝諺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54 (2015): 15207-15212. 

我們發展了一種簡單且更進化的合成策略，可以合成具有非對稱取代基且骨架多樣性的同碳雙碳烯。藉由反應性

的研究，發現他們可以作為有機催化劑，催化胺類化合物與二氧化碳進行甲基化反應，達成消耗二氧化碳，進行碳循環

的功效。

深部地幔大尺度熱化學構造：觀測與模擬

戴夏飛、Yang Li、P. J. Tackley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Amir Khan and Frédéric Deschamps eds.,The Earth's Heterogeneous Mantle ( Heidelberg: Springer , 2015 )頁 479-515。

地震層析成像研究表明地函的最底部（2400-2891公里）存在強烈的不均一性。最顯著的就是兩大 S波低速異常體 

(LLSVPs)。 這些低速異常體的成因可以通過熱學性質和化學成分的變化來解釋。地函化學熱對流模型顯示較高密度的物

質可以在底部地函存在很長時間，地函熱柱可以在其頂部形成。這些模型可用於近一步解釋地震波走時數據所揭示的細

節，特別是 S波低速異常體陡峭的邊緣結構。礦物物理研究顯示，相比與隱沒海洋岩石圈，LLSVPs的成分與地函早期不

完全分異形成的富含鐵的物質更相似。 過鈣鈦礦相變也許可以解釋 D”間斷層成因。這些結果請參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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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崩地震規模

林正洪、詹智辰、浦新杰、塗道霖、陳建志、吳逸民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Earth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429 (2015): 122-127.

隨著經濟快速的發展以及全球極端氣候的影響，山崩事件已

經成為全球一項極為重大的自然災害。因此，如何快速正確地偵

測山崩的發生地點、時間與大小，將是一項非常重要的防災工作。

但是過去傳統山崩事件之偵測調查，非常耗人力而且無法即時發

現。本研究利用現有的臺灣寬頻地震臺網，仔細分析 2009年莫拉

克颱風期間，一百多個山崩事件所產生的超長周期（20至 50秒）

地振動訊號（圖 1）。除了清楚地偵測山崩發生的地點與時間，並

且歸納建立全球首次利用地震資料計算山崩大小的公式（圖 2）。

mL = log(A) + 0.55log(D) + 2.44

其中 mL代表山崩地震規模，A是超長周期振幅，D為地震站

到山崩的距離。這些結果可以提供政府未來即時偵測山崩的發生

地點、時間與大小，因此可以達到快速預警與救災的效果。

軟體定義網路之可靠多點傳輸技術

沈上翔、黃良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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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目前軟體定義網路的流量工程研究均著重在單點傳輸。相較之下，多點傳輸更可以有效

地減少網路資源使用量而增進網路效率。然而，目前多點傳輸應用均要求資料不可遺漏，故可

預見當網路營運者在使用軟體定義網路時，可靠多點傳輸技術將扮演必要之角色。目前網際網

路所使用之最短路徑樹形傳輸在設計上並未能減少網路資源使用量，而圖論中之史坦爾樹亦由

於未考慮資料回復節點之配置，亦無法支援可靠多點傳輸。因此，我們提出一個嶄新的可靠樹

形傳輸理論，其不僅可滿足流量工程對於網路資源使用效率之要求，可對回復節點進行最佳配

置。然而，找到最佳可靠多點傳播樹是非常困難的，我們證明此問題為 NP-Hard且無法在 k以

內近似 (其中 k為多點傳播目標數量 )，並設計了一個最佳的近似演算法。對真實網路拓樸進

行模擬實驗與實際實作結果顯示，可靠多點傳播優於傳統最短路徑樹與史坦爾樹，且運算時間

極短故可支援大量網路傳輸需求。

(a) Original Network

圖 1  山崩所產生之超長周期地震波

圖 2  不同山崩地震規模之振幅隨距離遞減特性

(b) Shortest-path tree

Tree cost = 40

Recovery = 58

(c) Steiner tree

Tree cost = 22

Recovery = 66 

(d) Recover-aware Steiner tree

Tree cost = 25

Recovery =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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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具偏差的循環性秤重設計探討功能性磁共振造影之實驗設計

鄭清水、Ming-Hung Kao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Annals of Statistics 43 (2015): 2565-2587.

功能性磁共振造影（fMRI) 的技術被廣泛應用於研究大腦對心智刺激的反應。文獻中很少探討如何決定最佳的 fMRI

實驗設計（即施加刺激的序列）以擷取最多的訊息。在此文中我們探討兩種情況下的最佳 fMRI實驗設計：在單一刺激

下對血流動力學反應函數 (hemodynamic response function)的估計，以及在兩種不同刺激下對其血流動力學反應函數的

比較。我們將最佳 fMRI實驗設計的問題連結到具偏差的循環性秤重設計的問題，從而對最佳 fMRI實驗設計的問題得到

一般的數學解。過去在文獻中已有一些設計被提出來，但對這些設計的表現僅有一些計算機模擬的結果，甚少理論的探

討。在某些模型假設下，我們嚴格地證明了這些設計的最優性。此外文獻中的設計只有在少數狀況存在，我們的結果適

用於很多其他的設計，也對它們提出建構的方法。

零知識協定上的非黑箱技術

鐘楷閔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5th International Cryptology Conference (2015).

簡介我們在零知識證明 (zero-knowledge proofs; ZK證明 )上近年的研究。ZK證明是重要的密碼學基元 (primitive)，允

許一個證明者 (prover)去說服一個驗證者 (verifier)一個給定命題的正確性，但同時不洩漏任何額外知識給驗證者。例如

一探員可證明他有資格進入某機構，但不洩漏其身分或密碼。雖看似矛盾，ZK證明在密碼學上有無所不在的應用。

大部分的 ZK證明構造都是所謂〝黑箱〞(black-box)構造，但這被證明無法達到幾個較強版本的 ZK證明，因此達成

這樣的目標往往是多年未解的難題。我們發展所謂非黑箱技術 (non-black-box techniques)，並以此構造了下述兩個較強

的 ZK證明：(1)常數回合並發 ZK證明 (concurrent ZK)，基於不可區分程序混淆基元 (indistinguishability obfuscation)。(主

要相關著作 )(2) 同時重設安全 ZK證明 (simultaneously resettable ZK)，基於最弱的單向函數 (one-way function)假設。(發

表於 FOC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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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波相態

陳鵬、詹楊皓、方心悅、張翼、周美吟、S.-K. Mo Z. Hussain、A.-V. Fedorov、江台章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2015): 8943.

單一分子層的二硒化鈦是二維材料中有可能做為電子元件

的一員，也呈現元件縮小過程中遇到的量子極限效應。這些單

一分子層材料的電子結構，是目前材料物理研究的焦點。在這

篇文章中我們結合同步輻射角分辨光電子譜和第一原理電子結

構計算，來探討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波，以及在此相變

過程中的電子結構變化。我們發現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

波相變溫度在 232±5 K，比塊材升高了許多，幾何形式是相似

的層內 2 x 2加大晶格。當溫度從室溫降下，一個微小的能帶隙

逐漸加大，其變化情形跟一個平均場形式的電荷密度波相變十

分符合。這篇論文是第一次發現在二維單一分子層的過度元素

硒化物中存在電荷密度波，將對層與層之間的相互作用提供重

要資訊。
ARPES maps taken from a single layer of TiSe2 along the Γ-M direction 

for the (1x1) normal phase at room temperature and the (2x2) CDW 

phase at 10 K. Also shown are calculated DFT band structure of the (1x1) 

and (2x2) phases with the HSE hybrid functional. 

使用 ALMA 估算 SDP.81 重力透鏡星系內的黑洞質量

黃活生、蘇游瑄、松下聰樹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11 (2015): 115.

如果有個龐大的星系偶然位於背景星系的前面，則背景星系

的影像會變為環形，稱為愛因斯坦環，由於重力透鏡效應。這種

效應也會在中央產生影像，以透鏡理論預測，中央的影像對前景

星系內的黑洞質量非常敏感：黑洞的質量越大，中央的影像就越

昏暗。應用此一理論，便可以估算前景星系內的黑洞質量。

SDP.81重力透鏡系統內有距離我們 40億光年的前景星系，

也有距離我們 120億光年的背景星系。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

米波陣列（ALMA）以史上的最高解析度對該系統進行了觀測，

所獲得的影像顯示出愛因斯坦環 (如圖所示 )。我們對 SDP.81的

中央區進行詳細的分析，可預測背景星系的中央影像極其微弱。

由此計算，位於非常靠近 SDP.81中央區的黑洞，其質量可能是

太陽的 3億倍以上。過去我們很難估算遙遠黑洞的質量，如今拜

ALMA之賜已能夠確認。

ALMA觀測到的 SDP.81愛因斯坦環影像。觀測結果顯示中

央的影像非常黯淡，我們據此推論黑洞質量是太陽質量的

3億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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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89 星系團的三維多重探測分析

梅津敬一、Mauro Sereno、Elinor Medezinski、Mario Nonino、Tony Mroczkowsk、Jose Maria Diego、Stefano Ettori、

Nobuhiro Okabe、Tom Broadhurst、Doron Lemze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807 (2015): 207.

星系團 A1689（z = 0.183）是已知最強大的重力透鏡之一，其特點是有 47角

秒的大愛因斯坦半徑（參考光源為 z = 2）。這表明此星系團投影的質量濃度特別

高。因此，A1689被稱為超級透鏡星系團。

在參數化的三維架構下，我們研究了 A1689中的暗物質及熱氣體的內在三

維結構及幾何分布，方法是根據最基本的幾何模型，執行結合弱重力與強重力透

鏡、X射線、以及 SZ效應 (SZE)數據的聯合分析。本多重探測分析使用了 Subaru

望遠鏡（弱重力透鏡形狀切變與放大）、哈柏太空望遠鏡（強重力透鏡）、XMM-

Newton（X射線）、以及 BIMA + OVRO + SZA（SZE）的觀測資料。

根據觀測結果，我們的研究顯示，暗物質暈很可能具有三維橢球的幾何型

態，其長軸幾乎與觀察者的視線成一直線，但又不是完全對齊（22 ±10 ）。如

此幾乎對齊的現象提高了投射表面的質量密度，並解釋了這個星系團有超高透鏡

強度的原因。我們指出這個星系團有相對濃密的暗物質核，但並非過度集中，這

意味著其形成時間符合標準 Λ冷暗物質模型的預測。我們也發現熱氣體分布的形

狀比暗物質稍圓，但也是相當橢圓的。在 0.9Mpc範圍內，氣體與總質量的比值

為 f = 10% (+2%, -3%)，符合大質量星系團典型的觀測值。

暖海溫與低海冰量對 2013/14 冬季北太平洋 / 北美洲極端異常環流的複合效應

李明營、洪志誠、許晃雄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42 (2015): 1612-1618.

2013年底至 2014年初，美西嚴重乾旱，美東遭逢前所未見大風雪，英國發生破記錄強風與降水。我們的研究發現，

北極海冰減少、海溫在熱帶西太平洋與中緯度北太平洋偏暖，及熱帶東太平洋偏冷的海溫，均會在北美至歐洲間引發一

連串異常大氣環流，且此一環流與 2013/14冬季實況非常相似。巧合的是，上述的四項影響因子同時在 2013/14年冬季

發生，且前三項達到破記錄高值。我們認為，此四項異常因子疊加的複合效應，是 2013/14年冬季出現前述極端天氣 /

氣候事件的主因。未來，在全球暖化背景下，北極海冰減少與增暖的太平洋海溫是可預期的。若我們的論點正確，類似

2013/14年冬季的極端異常事件，在將來發生頻率可能會逐漸昇高。

超級透鏡星系團 A1689的質量分布圖（白

色輪廓線）與 Subaru BVRiz複合彩色影像的

重疊影像。本圖是根據 Subaru的廣角觀測

數據，藉由結合弱重力透鏡的形狀切變與

放大分析而重建的，顯示 A1689星系團在

大尺度（ > 1角分）下的質量分布。

2 0 1 3 / 1 4 冬季海溫及海冰異常分布圖 : 北極海冰異常偏少；

北太平洋與熱帶西太平洋海溫異常偏暖，熱帶東太平洋略為偏冷。

(a)2013/14冬季 500百帕高度場距平。(b)數值模擬結果 :

在數值實驗中置入 2013/14年冬季實際的北半球海冰、太

平洋 (30°S以北 )海溫。數值實驗結果與實況非常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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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層二硫化鉬 - 二硒化鎢平面異質結構

李明洋、 玉萌、鄭嘉晉、呂秝宣、林永昌、湯皓玲、蔡孟霖、朱治偉、韋光華、何志浩、張文豪、Kazu Suenaga、李連忠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Science 349 (2015): 524-528.

電子電洞接面是電子線路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我們的

研究成功地藉由獨特的兩階段成長法製備出單層二硫化鉬 -二

硒化鎢二維平面電子電洞接面。藉由妥善控制成長時的原料比

例，我們得以直接在二硒化鎢的邊緣成長出二硫化鉬，形成有

著原子解析介面的單層平面異質結構而不造成合金的生成。此

電子電洞接面具有整流與光伏效應等二極體特性，且兩階段成

長法可應用於任意圖案的大面積二維材料上，能夠發展大尺度

整合型電子元件與製作更多元平面異質結構。除此之外，原子

解析等級的平面異質接面也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凝態物理研究平

台，具有深厚的研究與發展潛力。

超細與次微米微粒之季節性及對新微粒生成之意義

張慶祖、周崇光、陳美君、黃薇如、黃淑惠、蔡朝陽、李小蘭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 Discussion 15 (2015): 21803-21835. 

本研究於 2012年至 2013年間在臺北進行大氣超細微粒與次微米微粒觀測研究，研究結果顯示：超細微粒的濃度在夏

季達到最大值，次微米微粒的最高濃度則發生在春季；化學組成方面，超細微粒主要由有機物構成，次微米微粒則以硫酸

鹽為主要成分。在數目濃度方面，核凝模微粒 (<25nm)以冬季濃度最高，但是粒徑較大的 Aitken及累積型微粒濃度則在夏

季達到最大值。依據上述的觀測資料推論：夏季旺盛的光化學反應是臺北重要的氣膠微粒來源，揮發性有機物經光化學生

成的低蒸氣壓分子是穩定新生粒子的主要物質，區域空氣污染的傳輸對次微米微粒的濃度變異具重要影響，但是對超細微

粒的影響不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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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分辨影像在細胞骨架上之動態研究

D. Li、L. Shao、陳壁彰、X. Zhang、M. Zhang、B. Moses、D. e. Milkie、J. R. Beach、J. A. Hammer III、

M. Pasham、T. Kirchhausen、M. A. Baird、M. W. Davidson、P.  Xu、E. Betzig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Science 349 (2015): aab3500.

由本院應科中心助研究員陳壁彰於 2014年諾貝爾化學得主 Eric Betzig實

驗室的研究成果有關「超分辨影像技術在細胞骨影像之應用」，超分辨技術

的發展使得光學上的繞射極限被突破，在生物學上的應用，可以看到極細微

的結構，像細胞的胞飲作用有關的蛋白質 clathrin 及 caveolin 的作用，或是

細胞骨架的蛋白質 actin andα-actinin 的結構，在空間上以接近 50 奈米的極

限，又可以做活細胞觀察，另外接合了晶格層光顯微鏡，可以做三維的超分

辨影像技術。讓生物研究在蛋白質層次方面有更深入的探討。

過目不忘 ? 以單張影像進行臉部辨識之挑戰

魏家博、王鈺強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 24 (2015): 1722-1734.

傳統影像辨識的方法，往往需要使用者事先蒐集大量的訓練資料；這些資料主要是用來估計或描述資料的分布情形，

以預測或辨識日後所看到的受測資料。然而，現實生活的辨識問題往往無法達到以上需求。譬如在犯罪偵防或監控安全

方面，對於需辨識者或嫌疑犯，我們往往事先只能取得少數甚至只有單張之訓練影像。為了解決此一挑戰，我們提出了

一個基於字典學習的機器學習演算法，主要是利用非受測者之臉部影像來習得關鍵的影像特徵資訊，並可有效延伸至受

測者之影像，以進行受測影像之描述與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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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染色體軸蛋白 DSY2 調節減數分裂時之基因重組並參與聯會作用

李頂華、高玉馨、古家齊、林倩宇、Robert Meeley、詹雅勛、王中茹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The Plant Cell 27 (2015): 2516-2529.

植物生殖細胞在開花時進行減數分裂，當中所發生

的基因重組可增加遺傳組成的多樣性。在育種上，即藉

此基因重新組合，以培育出更優良的品系。我們發現玉

米減數分裂時特有的染色體軸蛋白 DSY2，對於基因重

組過程的第一階段 DNA雙股斷裂，扮演著關鍵性的角

色，進而影響基因重組的發生。同時，此研究首次證實

DSY2是聯會複合體形成的關鍵蛋白質。利用超高解析

度螢光顯微鏡，發現 DSY2與另一個軸蛋白 ASY1形成交

替的獨特排列；以及 DSY2透過與聯會複合體中央蛋白

ZYP1互相結合，成為聯會複合體是否能成功組裝的關鍵

因素。此項研究為美國農業部「玉米基因組研究資料庫

MaizeGDB」評鑑為重要發現論文。 

長絲狀彎曲病毒的分子基本結構

Frank DiMaio、陳俊杰、Xiong Yu、Brandom Frenz、徐堯煇、林納生、Edward H. Egelman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Nature Structural and Molecular Biology 22 (2015): 642-644.

長絲狀彎曲病毒可造成全球超過半數農作物之損害，但亦是應用於生物科技之最佳病毒載體。本研究以臺灣特有的竹

嵌紋病毒為研究材料，與中興大學徐堯煇特聘教授及美國艾吉曼教授共同合作，運用冷凍電子顯微鏡，結合最新發展的「直

接電子偵測器」，再以「螺旋立體結構重組軟體」，首度成功構建長絲狀彎曲病毒的 3D立體結構模型，達到近似原子級的

解析度 5.6Å。研究發現竹嵌紋病毒外鞘蛋白次單元的左旋排列極為疏鬆，且 N端與 C端分別暴露於病毒的外圍表面與內部

核心處，此發現有助於病毒之組裝和結構穩定度之了解，同時，也對未來生物科技 (如疫苗、載體等 )或奈米材料科學等應

用，有所助益。

The super-resolution image of maize synaptonemal comp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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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烯醇化 結合胜肽能夠增強藥物傳輸效率以及腸癌治療療效

吳建勳、郭怡慧、洪瑞隆、吳漢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7 (2015): 290ra91.

在本研究中，我們利用噬菌體顯現法鑑定篩選出能與人類腸癌細胞株專一性結合的胜肽，其中 pHCT74胜 無論在

體外或活體內的研究皆顯示具有高度發展藥物傳輸的潛力，以生物素化的 pHCT74胜 藉由親和性捕獲以及液相層析

質譜儀串聯技術，鑑定出 pHCT74胜肽所結合的目標分子為α烯醇化酶 (α-enolase)。在動物實驗中結合以 pHCT74-LD 

(pHCT74胜 標靶阿黴素微脂體 ) 和 pHCT74-sLV (pHCT74胜肽標靶溫諾平微脂體 )的治療，無論在皮下異體腫瘤移植模

式或是原位癌的模式中皆顯示能增加療效、大幅延長小鼠的存活，我們的研究顯示針對α烯醇化酶的標靶奈米粒子，

在應用於治療腸癌的標靶藥物傳輸系統有極大的發展潛能。

棘皮動物胚胎肌肉發育基因調控網路邏輯與性質的研究

C. Andrikou、白植友、蘇怡璇、M. I. Arnone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eLife 4 (2015): e07343.

肌肉的起源是中胚層演化的重要課題。肌肉發育的

研究集中在脊椎動物及果蠅，研究發現數個訊息分子與

有階層性的基因調節從未分化的中胚層中特化肌肉母細

胞。由於這兩類動物構造非常複雜，親緣關係也相當疏

遠，目前關於是否有一普遍性的分子機制調控肌肉發育

仍然未知。我們在此提出一個基因調控網路來解釋早期

分支的後口動物 -海膽胚胎肌肉發育的過程。我們發現

FGF與四個 Forkhead因子組成了網路最主要的部分，肌

肉發育仰賴基因彼此複雜的調控，包含演化上保守及新

穎的基因形成階層式的調控關係。比較不同動物的肌肉

發育基因調控網路，顯示了其在演化上的可塑性。

pHCT74-LD pHCT74-sL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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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皮質是人類大腦中最為高度演化的部位，由許多的神經元細胞所組成，這些皮質神經元生成的數量與種類則支配

了大腦的運作。利用小鼠模式剖析 Lhx2轉錄因子在調控大腦皮質發育中扮演的角色，我們發現在小鼠神經發育的關鍵時期

把 Lhx2基因從皮質前驅細胞中剔除，會導致神經元生成的時程提前啟動，進而造成小鼠腦皮質縮小和皮質的神經元數量下

降。這說明了 Lhx2是調控皮質神經元數量不可或缺的重要轉錄因子。本篇報告亦利用模擬腦皮質發育的數學模型來印證神

經元生成的起始時間會直接影響皮質之大小及厚度，神經元過早生成會造成大腦皮質縮小和皮質的神經元數量的下降。另

外，在分子機制的層次，此研究進一步顯示 Lhx2參與調控Wnt/β-catenin訊息路徑以調控前驅細胞增生與神經元分化 。 這

研究成果將幫助神經科學家進一步瞭解調控大腦皮質大小與組成之分子機制，這對瞭解哺乳類腦皮質演化和人類發育缺陷 (

例如，小腦症 )十分重要。

開拓以維生素 E 為基礎的抗癌新藥

嚴日白、莊筱菁、Naval Kapuriya、周志謙、賴柏廷、張馨文、楊佳寧、Samuel K. Kulp、陳慶士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 58 (2015): 2290-2298.

維生素 E屬於脂溶性維生素，是 Tocopherol與 Tocotrienol 的總稱。維生

素 E具有強抗氧化的作用，可以抑制過氧化脂質與自由基的產生，因此被認

為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老化及癌症的發生。然而對於維生素 E如何發揮抗

癌的效果及詳細的機制目前仍舊未有定論。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陳慶士所長

的研究團隊於 2013年發表在國際專業期刊《科學訊息傳遞》(Science Signaling)

中，證實維生素 E分子群中的γ-Tocopherol，藉由與 PH (pleckstrin homology) 

domain專一性的結合而促使 PHLPP1磷酸水解 將癌細胞增生扮演重要角色的

AKT激 去磷酸化而導致喪失活性，進而抑制前列腺癌細胞的生長。此研究結

果不僅首次提供了詳細的分子機制證實維生素 E的抗癌效果，也讓研究團隊

根據 γ-Tocopherol 的分子結構並結合先前的研究結果，進一步修飾、優化與

研發了新一代的化合物分子 VE-R16。新一代的化合物不僅比γ-Tocopherol 及

前一代的 γ-VE5 化合物有更強的抑癌效果，也同時更有效地利用 PHLPP1磷

酸水解 而抑制 AKT激 的活性。更重要的是，動物實驗證明 VE-R16具有更

好的代謝穩定性，可以透過口服的方式有效地抑制小鼠身上的腫瘤生長，使

得 VE-R16 具有成為未來抗癌新藥開發的潛力。 Copyright © 2015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Lhx2 調節大腦神經細胞生成的時辰

周申如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 (2015): 12199-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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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磷酸 (PTP)如何可決定其受質專一性一直是相當重要的課題，但至

今仍欠缺分子層次上的解釋。在此研究中，我們運用 X光結晶繞射法、蛋

白質工程和定點突變技術來解析帶有 FERM domain PTP成員的活性位點和

受質專一性。在這個家族中共有五個成員，包括 PTPN3，PTPN4，PTPN13，

PTPN14 和 PTPN21。我們選用 PTPN3 的專一受質，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GFR) 

路徑蛋白 (Eps15)，來從事該項研究工作。從 PTPN3-EPS15蛋白複合體的晶體

結構解析中，我們確認了 PTPN3 的 His812和 Eps15的 Pro850 在受質專一性

決定上扮演關鍵角色。其次，我們也發現 PTPN3 的 Tyr676 在與 Eps15的交互

作用的重要性， 在 PTPN14當中，這個氨基酸轉變為 Ile，進而降低 PTPN14

辨認 Eps15的能力。另外，PTPN21 缺少了催化絕對必要的 WPD loop，所以

無法成功的進行受質去磷酸化。因為 WPD loop上的 Asp被 Glu所取代，使

得側鏈長度改變而無法順利質子化受質，造成了 PTPN21催化上的缺陷。根

據這些解析結果，我們更進一步設計細胞內的實驗，驗證了新發現的可信

度。此研究成果對於去磷酸酶受質專一性和可塑性提供新的見解，並在標靶

FERM domain PTP設計新藥策略上，提供關鍵性新知識。

Eps15及 PTPN3蛋白複體之形成具有明確之生

物學意義。在 Eps15上的 Pro850及 PTPN3上的

His812決定了蛋白複合體形成之專一性。本研究

也釐清了其他調控蛋白複合體組成的重要位點。

在 WPE環上的 E811而非 D811則抑制了 PTPN2

的催化功能。

星形膠質細胞在亨丁頓舞蹈症中造成大腦血管病變：一種新穎的生物標誌

蕭涵云、陳昱辰、黃建翔、陳巧奇、許益華、陳瓊美、邱鳳蘭、郭紘志、張程、陳儀莊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Annals of Neurology 78 (2015): 178-192.  

神經退化疾病常伴隨著大腦血管病變。本院生物醫學科

學研究所陳儀莊特聘研究員及張程研究員研究團隊發現在亨

丁頓舞蹈症的病人和小鼠中，星形膠質細胞釋放出過多的發

炎因子，造成大腦的血管數目明顯變多，但這些新生血管的

功能不正常，影響血流速度，使得退化更嚴重。這項病變可

用大腦影像技術偵測，可做為大腦病變的生物標誌。本篇論

文發表在國際重要期刊 Annals of Neurology，並獲 HD Insights選

為該疾病本年度最有影響力的文章之一。

以結構生物學解析去磷酸酶的受質專一性和可塑性

陳愷恩、李孟諺、周家丞、何孟儒、陳光超、孟子青、王惠鈞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Structure 23 (2015): 653–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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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精準醫學重要成果：常見痛風藥進行基因檢測可預防嚴重藥害副作用

沈志陽、柯泰名、張嘉碩、陳珮、陳建勳、鄔哲源、陳垣崇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351 (2015): h4848. 

Allopurinol是一種非常廣泛使用的藥物，可有效降低血中尿酸與治

療痛風，但有人服用 Allopurinol 後會引起一種名為「嚴重皮膚藥物過

敏」（severe cutaneous adverse reactions, SCARs）嚴重副作用。這種副作

用輕微會讓病患皮膚產生紅疹或水泡，嚴重則會發生黏膜細胞 (包括

眼、嘴、生殖器 )潰爛，引發急性腎肝衰竭，甚至造成皮膚壞死 (如大

面積燙傷 )導致死亡。因為生醫所已發現 HLA-B*58:01基因標記與服用

Allopurinol引起藥物過敏症具有高度相關，生醫所沈志陽與陳垣崇便帶

領研究團隊針對臺灣地區需要服用 Allopurinol的病患，以 HLA-B*58:01

篩檢決定是否可以使用 Allopurinol， 結果顯示所有參與者都無發生嚴

重藥物過敏的藥害副作用。此一研究為精準醫學的典範。

Prp5 在前剪接體形成及分岔點校對功能的新機制

梁雯薇、鄭淑珍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Genes & Development  29 (2015): 81-93.

我們發現一個 Prp5參與在前剪接體的形成以及分岔點校對的新機制。Prp5會經由與 BSL交互作用與 U2 snRNP結合，

再與剪接體結合。當 U2 snRNA與分岔點序列形成配對後，Prp5就會從剪接體釋出，讓 tri-snRNP可以結合到剪接體上。若

分岔點序列有突變影響到與 U2的鹼基配對，Prp5會滯留在剪接體上，阻礙 tri-snRNP被招募到剪接體。若 Prp5有突變導致

其與 U2的親和力變弱，則可抑制分岔點序列突變所造成對 tri-snRNP招募的阻礙，讓剪接反應可較順利的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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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L2 幫助清除錯誤轉譯的硒蛋白

林秀娟、何思祈、陳怡昀、邱繼輝、許邦宏、顏雪琪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Science 349 (2015): 91-95.

我們發現以 CRL2 為媒介的新穎品管系統，維繫正確的硒蛋白質體。硒是人體必需元素，以硒蛋白的形式表現功能。

硒蛋白內含特殊的「硒半胱氨酸」(Selenocysteine, Sec)，其生合成的訊號與細胞終止蛋白質合成的訊息相同，易生誤解

導致生合成提前中斷。我們發現 CRL2 藉由辨識暴露于斷點的尾端序列，將缺陷硒蛋白標記降解標籤使其被清除。這是

已知最準確的品管辨認系統，缺陷與否只相差一個胺基酸也能正確區別。

蛋白質缺陷與老化、神經退化性疾病、癌症等的肇因有關，瞭解細胞內的品管運作機制因此至關重要。此研究將

有助提供醫療策略之新思考方向。

Deltex1 增進調節性 T 細胞穩定度以抑制發炎性免疫疾病

蕭惠文、徐子勝、劉文賢、謝婉甄、周定芳、吳禹蓉、蔣思澈、賴明宗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2015): 6353.

調節性 T細胞抑制發炎性 T細胞的活化，是維持免疫耐容的主要機制之一。本研究發現單獨剔除調節性 T細胞中

Deltex1基因，小鼠就會產生自體抗體。但在體外細胞培養系統，缺少 Deltex1的調節性 T細胞能有效抑制功能性 T細胞

的活化。然而在小鼠活體上，Deltex1基因剔除的調節性T細胞完全無法抑制功能性T細胞所引起的直腸炎和呼吸道過敏。

追蹤轉移到小鼠後的 Deltex1基因剔除調節性 T細胞，其抑制功能決定性轉錄因子 Foxp3的表現量明顯減少。我們更進

一步發現 Deltex1與 HIF-1α間的拮抗作用，Deltex1直接結合 HIF-1α而促使 HIF-1α蛋白分解。因此 Deltex1可在發炎

性組織保護 Foxp3免於 HIF-1α所引發的降解。本研究指出 Deltex1藉維持 Foxp3蛋白表現量，展現了在活體上控制調節

性 T細胞穩定度的新個層次，可為未來發展對抗自體免疫疾病和發炎性免疫疾病新療法的基礎。

CRL2幫助清除錯誤轉譯的硒蛋白，維繫正確的硒蛋白質體
硒半胱氨酸由硒蛋白信使 RNA上的 UGA密碼子（紅）所轉譯。硒半胱氨酸正確轉譯將產生完整的硒蛋白，如圖中完整的色條，一個

顏色代表一種硒蛋白；但若轉譯發生誤解將產生斷掉的硒蛋白，如圖中具紅蓋的色條，表示轉譯到 UGA密碼子即中斷。CRL2負責將

斷掉的硒蛋白清除，留下完整的硒蛋白。

缺少 Deltex1的調節性 T細胞無法抑制功能性 T細胞所引發直腸
炎，但剔除調節性 T細胞中 HIF-1a可恢復其抑制能力。Rag1 小
鼠打入功能性 T細胞，連同正常 (WT)、Dtx1 、Hif1a 、Dtx1
Hif1a 之調節性 T細胞，其直腸炎發病指數及直腸形態之記錄。

圖示 Deltex1如何經由降解 HIF-1α而保護 Foxp3蛋白免於
HIF-1α所引發的分解，以維持調節性T細胞在活體內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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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芥 CAP 蛋白所衍生出之胜肽於調控植物抗鹽能力之角色

簡佩珊、南洪吉、陳逸然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66 (2015): doi:10.1093/jxb/erv263. 

高鹽環境不利於許多重要作物的生長，而目前我們對

植物高鹽逆境調控機制的了解仍然有限。繼發現番茄受外

傷誘發的 CAPE1 (CAP-derived peptide 1)胜 具有調控植物免

疫反應的能力，陳逸然博士實驗室進一步在阿拉伯芥中發

現與番茄 CAPE1序列最相近的胜 (AtCAPE1)在高鹽逆境中

扮演著負調控因子的角色。在阿拉伯芥中，此胜肽前驅基

因主要表達在根部，而遭受鹽害之逆境下，植物不僅於根

部，地上部組織都可觀察到此胜肽受到根部高鹽環境之誘

發。這顯示此分子可能為植物系統性調控逆境訊息的關鍵

訊號。本研究除了證實阿拉伯芥確實存在 CAPE1胜肽調控

植物對鹽害的反應外，也提出植物可能藉由 CAPE胜肽來權

衡生物性及非生物性逆境的新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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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tCAPE1負調控阿拉伯芥在鹽害逆境下的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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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AtCAPE1前驅基因 (PROAtCAPE1)主要表達在根部 (A)，鹽害下，

mRNA表達在地上部並沒有增加 (B)，但此時，AtCAPE1胜 在根部

及地上部生成量則顯著成長 (C)。

移植誘導基因子 -7(MIG-7) 與磷酸化抑制素 (PHB) 協同調控肺癌細胞入侵及轉移

何明怡、梁啟銘、楊淑美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Oncotarget 6 (2015): 381-393.

生長激素及環氧化酶 -2(COX-2)/前列腺素 E2(PGE2)可經由活化 PI3K/

Akt 和 RAS/Raf 訊息傳導途徑來促進肺癌細胞入侵與轉移至其他組織。為

了進一步探討他們的作用機制，我們首先透過肺癌的組織微陣列分析發現

晚期肺癌惡性程度移植誘導基因子 -7 (MIG-7)與在蘇氨酸 258位置磷酸化

的 prohibitin(磷酸化 PHB  )之高表現量呈現正相關性。我們又發現 PGE2

或生長激素可以於 1小時內短暫增加磷酸化 PHB  與 Ras， 磷酸化 Akt

，磷酸化 Raf-1 ，MEKK1 和 IKKα/β  在脂筏上所產生之複合體，且

於 12-24小時後增加 MIG-7 在細胞質中之表現。磷酸化 PHB  與 MEKK1 (

但非 MEKK3)結合可以活化 IKK/IκB/NF-κB 和 MEK/ERK 傳導途徑來增加細

胞內 COX-2/PGE2和 E-cadherin轉錄抑制因子 Snail 表現最終導致上皮 -間

質轉化 (EMT)及肺癌轉移及入侵的增強。此外，我們也發現生長激素及 

PGE2 經過 Akt/GSK-3β的傳遞途徑促使 MIG-7表現之作用與磷酸化 PHB  

無關聯。MIG-7增加上皮鈣粘蛋白 (E-cadherin)的抑制因子 ZEB-1及 Twist

來增加 EMT及肺癌轉移 /入侵。我們更發現若同時下調磷酸化 PHB  及 

MIG-7 的表現，不只在降低肺癌轉移 /入侵有加乘作用，並且可顯著延長

肺癌異種移植小鼠的存活率。所以磷酸化 PHB  與 MIG-7在生長因子和 

COX-2/PGE2對癌症入侵 /轉移的引發和維持也許可發揮互補作用。

於人類肺癌組織，MIG-7與和磷酸化 PHB呈現正相關性。

MIG-7和磷酸化 PHB在生長

激素或前列腺素 E2增進肺

癌細胞移動及入侵所扮演

之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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穀胱甘 對缺鐵訊息分子一氧化氮累積的必要性

范瑞納、王怡雯、紀孟希、克麗緹娜、葉國楨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The Plant Journal 84 (2015): 464-477. 

之前，我們篩選到因缺鐵而不抗鋅的突變株 ，並發

現它是因為 GSH1基因的缺陷造成穀胱甘肽（glutathione）的

不足而導致此性狀。在本研究中我們進一步發現在 中的

鐵吸收相關基因的表現皆失恆，而導致體內鐵的不足。為何

在穀胱甘 不足下，植物不能適當的感知缺鐵而啟動鐵吸收

相關基因？在低穀胱甘 突變株 中，已知缺鐵訊息相關

的分子一氧化氮（NO）並不在缺鐵下累積，而對 突變株

處理外加穀胱甘 ，即可彌補此缺陷，一氧化氮正常累積，

進而鐵吸收相關基因缺鐵可正常啟動。推測是一氧化氮生成

的中繼分子亞硝基穀胱甘 GSNO不易形成的結果，這個發

現說明了穀胱甘肽對訊息分子一氧化氮累積的必要性。 

白締、鄭婷仁、陽世婷、馬登、賴瑞、洪上程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Nature Communications 6 (2015): 7239/1–7239/9.

肺結核病是一個全球性的重要問題，影響人類數百萬

人，特別是抗藥性結核桿菌與愛滋病毒合併感染更是嚴重。

從免疫調控的觀點來看，結核桿菌外套膜上的磷脂酰基醇

甘露醣在病菌對宿主細胞的感染及在細胞內的生存息息相

關。這篇文章為首次報導此結構高度複雜的四丙烯酸酯化

磷脂酸肌醇六甘露醣 (Ac2PIM6)的全合成，且包含硬脂酸

和結核菌硬脂酸這兩種脂質。合成特色係以立體電子效應

和立體障礙效應來控制產物的立體選擇性和位向選擇性，

特別是利用甘露醣直接對肌醇進行去對稱化反應，可以有

效地減少合成步驟。進一步的小鼠測試顯示體內的白細胞

介素 -4 (interleukin-4)和干擾素 -γ (interferon-γ)呈現增加的

趨勢，另外，相應的佐劑效應則由卵清蛋白和破傷風類毒

素的特異性抗體來誘導產生。

四丙烯酸酯化磷脂酸肌醇六甘露醣 的合成與其免疫調控活性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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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污染、肝功能指數及肝癌風險：臺灣長期追蹤研究

潘文驥、吳治達、陳穆貞、黃彥棕、陳建仁、蘇慧貞、楊懷壹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Journal of the National Cancer Institute 108 (2015): djv341.  

本研究利用一臺灣大型長期追蹤世代，發現細懸浮微粒

PM2.5暴露，可能導致肝癌。其主要機轉，可能與 PM2.5導致肝臟

發炎相關。

本研究利用居住在臺灣以及澎湖 5縣市之 2萬 3千多名 30

歲以上個案進行分析，平均追蹤 16.9年後，有 464人罹肝癌。經

比對居住地與環保署 PM2.5監測資料，發現本島與澎湖居民暴露

PM2.5的年平均濃度，每立方公尺各增 13.1微克和 0.73微克時，

罹患肝癌風險就提高 2成 2。其次，PM2.5暴露濃度和肝臟發炎指

標（肝功能指數）有顯著相關；利用中介分析，發現肝功能指數

升高是 PM2.5暴露和肝癌相關的顯著中介因子。

本研究為全球首篇論文證實 PM2.5可能增加罹患肝癌的風險，

除了肺臟及心血管疾病外，為 PM2.5的健康危害再添上一筆。 

α-和β角質蛋白在發育中雞皮膚表現的拓撲定位：功能互動和演化的觀點 
吳平、黃貞祥、嚴潔、賴勇志、陳志冠、賴昱廷、吳筱曼、陳俊傑、羅文奇、蘭朵、懷德利茲、李文雄、鍾正明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2 (2015): E6770-E6779.

鳥類的皮膚器官包括羽毛、鱗片、爪和喙。它們覆蓋鳥類身體

並且提供了多樣的功能來適應不同的環境。這些角質化結構主要是

由脊椎動物都有的α角質蛋白，以及僅存在鳥類和爬蟲類的β角

質蛋白所構成。我們在此研究中針對組織形態發生利用角質蛋白家

族來探討基因家族的演化如何產生新特徵和適應性。利用家雞作

為一個模式動物，我們應用 RNA定序和原位雜交法來為α角質蛋

白及β角質蛋白在胚胎發育時期的皮膚附屬物定位基因表現。這

些資料顯示時間和空間上的表現差異決定了皮膚附屬物表型的多樣

性。胚胎羽毛比起其他皮膚部位表現了更多β角質蛋白。在羽毛

的形態發生中，β角質蛋白在羽毛分支的多樣次結構上，也有複

雜的表現。為了瞭解功能互動，我們利用反轉錄病毒轉殖系統來異

位地表現突變α角質蛋白或反義β角質蛋白。我們發現α角質

蛋白及β角質蛋白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其中一種角質蛋白的突變

都會造成角質蛋白網路的破壞並且無法形成正確的羽毛分支。我們

的資料顯示不同組合的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形成了鳥類皮膚

附屬物的形態和結構多樣性，而羽毛β角質蛋白的多種組合得以

建構羽毛間的構造複雜性，讓羽毛功能的形態演化能夠產生。

α與β角質蛋白基因在不同皮膚

附屬物的拓撲表現之概要。

鳥類皮膚附屬物之結構及 RNA定序分析。

在胚胎羽毛發育時過量

表現α角質蛋白 KRT5

突變基因及羽毛β角

質蛋白基因反義 RNA的

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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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內部總體基因體和微生物組成

曾景鴻、江培汶、賴虹君、夏復國、徐庭彰、陳宜龍、溫良碩、曾鈞懋、謝文陽、Isaam Saeed、Saman Halgamuge、湯森林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中心

BMC Genomics 16 (2015). doi: 10.1186/s12864.

海洋微生物與全球基本元素循環息息相關，但微生物高多樣性往往造成傳統

技術難以一窺究竟。所幸次世代解序技術精進，得以偵測微生物的組成和變動，進

一步瞭解與生態之關係。總體基因體研究（metagenomic approach）是其中核心研

究技術之一，可直接取得微生物群落的代謝途徑和功能等相關資訊。過去海洋總體

基因體研究總偏重表水或特定深度之研究，極少分析整個垂直水體變化或差異。南

海為全球最大邊緣海，水體具有長時間穩定的分層效應，除了南北極外，南海是極

重要的全球氣候之熱引擎。在表水（10及 100公尺 )，中水（1000公尺 )至底水層 

(3000公尺 )的總體基因體研究，我們發現各水層微生物分布極為不相似，隨著深度

差異越大則彼此越不同（圖 1)。尤其特別的是南海不同於其他大洋如太平洋，在古

菌分布上，底水層是 Euryarchaeota優勢，而非 Thaumarcheaota，這是南海微生物相

特色之一（圖 2)。受黑潮入侵影響下的溫鹽變化大，深度 100公尺處的微生物多含

有與滲透壓調節相關的基因。有光層表水發現有藍綠菌外，在無光層的底水也發現

大量藍綠菌，這與藍綠菌依賴光的生態特性和光合作用功能不同，是一個生態學新

穎的發現。此外表水發現大量的氨相關基因，推測與來自珠江的人為污染有關。本

研究為第一個亞洲也是世界少數的垂直海洋水體的總體基因體研究，為珍貴的海洋

微生物群聚之資料。剛剛刊登兩週內即被標識為「Highly Accessed」永久旗幟文章。

圖 1
不同水層微生物分布之差異。SEAT : 南海時

間序列站

圖 2
南海不同深度古菌之分布。Euryarchaeota (MG 

II, III and Methano.) 和 Thaumarcheota (MG I)

精子密度與精卵接觸時間對石珊瑚受精率之影響

野澤洋耕、N. Isomura、H. Fukami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Coral Reefs 34 (2015): 1199-1206. 

本研究針對兩個可能影響的因素—精子密度與精卵接觸時

間，進行操作實驗，並探討此兩因素對珊瑚受精率造成的影響。

綜合以往的觀察紀錄顯示，在 17種廣泛性分布之硬骨珊瑚實驗結

果中顯示精子密度與受精率有相當的關聯性。受精率在精子密度

達到 106 精子 /毫升時達到最高 (>75%)，而在精子密度下降至 104 

精子 /毫升時受精率急速降低到 <50%的受精率。

在配子接觸時間對於硬骨珊

瑚受精率的影響結果如下：受精

率在精卵接觸後的 30分鐘內開

始下降，顯示石珊瑚具有快速受

精的能力。這些研究成果在管理

層面上可幫助估計排放配子型石

珊瑚在原地受精的成功率，特別

是衰退和低密度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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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

王明珂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15年），368頁。

承繼近代許多人文社會科學學者對人類知

識理性的懷疑，本書說明，人類的社會性以及

相關的知識與記憶，讓人們生活在典範知識建

構的表相世界裡，而難以見著表相下深藏的社

會本相。「典範歷史」便是建構表相世界的重

要知識之一；它讓人們安於自己的「歷史」宿

命，而對社會本相缺乏反思性認知反應。藉由

表相 /本相、記憶 /社會、文本 /情境等成組概

念，結合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本書提出一種

文本與表徵分析邏輯，以及依此邏輯的幾種研

究分析策略。希望此新的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

體系，能讓人們對社會現實及其歷史變遷有反

思性認識，因此能有反應行動，造成社會改變。

唐寫本說文解字輯存

李宗焜 編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172頁。

本書收錄存世《說文解字》唐寫本殘卷的全部圖

版（計有「木部」一卷及「口部」三種，均藏日本），

及相關研究論著。

另收錄莫友芝《仿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箋異》同

治三年刊本全部圖版，並附全文新式標點。《箋異》

手稿及刊行後之作者批校本，均藏臺北國家圖書館；

本書於新式標點的相應位置，增入批校的內容。

另有木部殘卷的全部題跋及印記釋文。並仿莫氏

《箋異》之例，為三種口部殘卷箋異。

本書另有編撰者研究論文，詳述唐寫本《說文解

字》殘卷的背景流傳、學術價值、與李陽冰刊本的關

係、真偽問題的討論。

書後附相關論著的篇目。

左圖為本書封面。

右圖為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書影。

上圖為史語所民族學前輩學者於 1934年

在湘西所攝。此照片之表相為「苗人打鞦

韆」，其本相為近代中國少數民族建構。

右邊這張照片的表相是三位穿著各異的

羌族小女孩，其本相為一個女孩的社會

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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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祖造像、挪用現象與「標準化」問題討論

張珣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考古人類學刊》第 82 期（2015年 6月），頁 5-26。

中國大陸在 1980年代進行改革開放之後，全國各地神廟逐漸重建，

神像也重新雕塑供奉，其中，湄洲島的巨型媽祖立像開創了一個嶄新的造

像傳統，其規格與美學比較是宣揚城市規劃與現代普世博愛精神，企圖展

現媽祖信仰從「封建」、「迷信」，到「民俗」，「旅遊」、「文化遺產」

等的蛻變過程。此一立像造型引起華南華北沿海各省與海內外各地爭相挪

用與模仿，不只牽涉到藝術造型的挪用，還與各級政府單位、信徒、廟方

與工匠各方的共謀有關。本文引用學界近年宗教與身體經驗的理論，說明

神像造型在引導信徒認同方面的視覺效果，筆者以為可以用來補充 James 

Watson的標準化理論，在國家進行宗教標準化過程中，除了神明傳記等文

本資料之外，神像造型也是一個重要面向。同時顯示國家並非是單一的操

縱方，還有民間社會的主動附會，或是挪用模仿，經過時間遷移，最後達

到整體宗教文化的協調統一。

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

余敏玲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405頁。

全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運用多種媒介，

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具備站穩無產階級立場，實踐黨國至上、

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中共重視非文字媒介的社會教

育，是其宣傳成功的一個要素。全書凸顯中共移植蘇聯經驗的過程中，不

同階段出現的變化，並解釋產生差異的背後成因，以及 1949年後中蘇關係

的複雜性。毛澤東學習蘇聯經驗有其「青出於藍」之處，中國左傾激進路

線實為對斯大林模式的重大修正；同時，了解新人觀有助於了解紅衛兵在

文革前 17年的養成教育及毛澤東政權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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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
李達嘉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5年），563頁。

本書是學術界第一本深入探討中共與商人關係的專書。以往學界較關注

中共如何組織及動員工人和農民來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並未留意中共與商人

之間存在複雜而弔詭的關係。本書指出，中共以打倒資產階級為目標，但是

在發展工人運動的過程中，卻頗注重與商人建立聯合戰線。聯合戰線建立在

民族主義和打倒軍閥的共同目標之上，內部充滿辯證和矛盾。中共利用民族

主義與反帝國主義之間的模糊、共產黨與國民黨之間的模糊、國民革命與無

產階級革命之間的模糊，拉攏和吸納商界力量，為無產階級革命創造條件。

本書對中共早期革命歷史提出了新角度的論述。

在職學習與訊息驅動的景氣波動

陳冠任、賴景昌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第 47卷第 2-3期（2015年），頁 261-294。

本文旨在討論經濟體系遭逢「訊息驅動的景氣波動 (news-driven fluctuations)」時，利用在職學習 (on-the-job learning)的

機制，解釋消費與勞動具有同向波動 (co-movement) 的現象。本文發現，當我們將在職學習機制納入考量，則新聘員工的

價值將反映該員工未來各期能為廠商帶來的所有利潤；因此，廠商的勞動需求將具備前瞻 (forward-looking) 的特質。換言

之，一旦經濟體系遭到訊息衝擊 (news shocks)，「未來」生產技術的增加將能刺激廠商提高「目前」的勞動需求。此時，

即使所得效果 (income effect)會造成勞動供給的下滑，但是只要勞動需求增加的幅度大於勞動供給減少的幅度，我們就能

解釋實證研究所呈現的消費與勞動同向波動之現象。另外，本文也發現，在職學習的機制配合投資調整成本 (investment 

adjustment costs) 及資本使用率內生化 (endogenou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 的機制，則在訊息衝擊下，將可完美地詮釋產出、

消費、投資以及勞動同步循環的特性。 Output (y) Consumption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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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認定與疊代可接受性

楊智鈞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第 158卷 Part A（2015年 7月），頁 87-101。

Brandenburger et al. (Econometrica, 2008) 證明「理性

且共同認定理性」(RCAR)在完整且連續的狀態架構下是

不可能的。 我們重新考慮「疊代可接受性」的認知基礎：

藉由引進一個替代的定義—「弱認定」，我們證明了理

性且共同弱認定理性 (RCWAR) 在一個完整且連續的狀態

架構下是可能的。此一可能性定理提供了「疊代可接受

性」的認知刻劃。

阿倫道爾夫集中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將領戰俘營之歷史研究

陳郴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Zeitschrift für hessische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 第 120期（ 2015年 12月），頁 189-206。

在納粹統治時期位居德國中西部黑森邦 (Hessen) 人口不足兩萬人的阿倫

道爾夫 (Allendorf ) 從一個農業小鎮逐步發展成為供輸納粹戰爭機器的軍火工

業重鎮，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軍火生產的斷續更與數十萬外籍強制勞工以

及蘇聯戰俘的命運息息相關。德國戰敗後，美軍首先將閒置的軍火工廠員工

營舍用於收撫難民之用，隨後改建為被俘德國將領的拘留營，迄 1947年 7月

為止，總計約有 350位被俘德軍將領生活其中。本文首先描述一個由地方農

村發展為軍火工廠的小鎮變遷歷史，進而探討戰爭結束後美軍管理被俘德軍

將領的模式與召募他們參與由美國陸軍軍史單位 (US Army Historical Division) 

主導的戰爭歷史撰寫計畫的轉型過程。本文內容主要以德國聯邦軍事檔案、

未公開的日記、回憶錄與作者親身田野調查資料為研究基礎，經由對原始史

料的詮釋，重建這些被俘的高階將領在美軍監管下的生活模式、居住條件以

及雙方從敵對到轉而合作關係的轉折歷程。本文不僅屬於德國現代史，更是

屬於德國地方史的範疇，對於阿倫道爾夫或是黑森邦地區的民眾與文史研究

者進一步認識自己區域的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歷史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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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聖靈：原住民知識體系、心靈生態學與生態世界主義的興起

周序樺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Cultura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Culture and Axiology 第 12卷第 1期（2015年），頁 71-84。

民族誌小說長久以來藉由歌頌原住民來讚揚世界主義的包容性。本文由生態

的觀點出發，審視當代美國與臺灣三部有關於心靈生態學（spiritual ecology）的重

要文本作品：勒瑰恩的《總是會回家》（Ursula K. Le Guin, Always Coming Home）、卡

麥隆的《阿凡達》（James Cameron, Avatar）以及臺灣作家吳明益的科幻小說《複眼

人》（The Man with the Compound Eyes），說明原住民知識體系如何由一個扎根於在

地的文化體系轉變成為歐美文化中，心靈生態學的中心觀點並流行於大眾文化之

中。本文挑戰歐美原住民研究學者與生態學者對於「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的浪漫想像，並點出「傳統生態知識」如何反映出白人主流

文化對於弱勢文化的殖民觀點。原住民知識體系新的意涵不僅在二十一世紀的今

天挑戰國家疆界的意義，也質疑人與非人之間的差異。主流環境論述對於人類學

表現與敘事方法說明了歐美主流文化對於更親密、純淨的環境與文化的渴望。

治理天災：國家能力、民主與人類脆弱性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Social Forces 第 93卷第 3期（2015年 3月），頁 1267-1300。

本文使用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災難疫學研究中心 (Centre of Research on the Epidemiology of Disasters; CRED)的緊急事件

資料庫 (Emergency Event Database; EM-DAT)，涵蓋世界 227個國家 1900∼ 2010年發生的災難事件，其中 150國數據較完整。

我將資料庫中各國（包括臺灣）每年所有災難事件造成死亡人數以及災民人數，除以各國該年度總人口數，得到每十萬人

為單位的「天災死亡率 /受災率」及取對數後的「天災死亡指數 /受災指數」。統計顯示，政府支出、清廉程度與受災指數

呈現顯著負相關，而經濟發展程度低與吉尼係數高會顯著提高受災指數，換句話說，國家能力強可以減少受災指數，與民

主國家相比，威權統治下人民受災機率較高，而在發展中國家與貧富差距大的國家，人民更容易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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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臺灣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的形構與轉化：紫線界前後的比較

柯志明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 》第 22卷第 2期（2015年 6月），頁 45-110。

本文探究乾隆年間臺灣歷次劃定邊界及清釐沿邊民番地界的治理實作，以說明清代國家權力如何進行族群空間治理

的策略部署。清廷自乾隆 10年起順勢利用熟番因海岸平原土地大量流失而往沿山地帶遷移的趨勢，修改原「界內漢人熟

番／界外生番」簡單兩分式的族群空間分布，試圖形構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三層制），

以熟番族群居間形成夾心層地帶而藉以區隔內山生番與海岸平原的漢人。該體制透過劃

界遷民加強族群隔離，並操弄族群歧異以阻遏漢人進入界外開墾、聚民為亂。經過一段

嘗試錯誤的過程後，三層制終於在乾隆中葉（乾隆 25年左右）以一連串更加嚴密周延的

軟硬體措施 ─ 土牛界、番通事、隘番制、熟番地權保護、理番同

知衙門設立 ─ 加以落實。然而，逆勢阻擋漢人移民開墾界外土地

及利用山林的趨勢，在治安上卻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事實證明，

漢人越界私墾大勢所趨，不僅難以阻阨，而且還發展出挑戰國家權

力的界外勢力，引發（林爽文事件等）動亂。透過比較乾隆 49年紫

線界與前後（藍綠線）邊界的劃定以及歷次沿邊民番土地（所有和

租佃）關係的重安排，筆者試圖說明三層制的形構與轉型，以及闡

釋清廷對臺族群空間治理的策略部署如何相應地從強調族群地帶區

隔轉化為以屯番制積極利用熟番武力。

康德《道德底形上學》譯注

Immanuel Kant 原著、李明輝 譯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5年），564頁。

康德的《道德底形上學》一書包含他於 1797年分別出版的《法權論之

形上學根基》與《德行論之形上學根基》二書。在康德的哲學著作中，這

兩部著作均有重要的地位：前者是他惟一一部關於法哲學的專著，後者則

是他繼《道德底形上學之基礎》（1785）與《實踐理性批判》（1788）之

後的第三部倫理學專著。本書是目前最詳盡的中文譯註本，包含以下的項

目：1) 《道德底形上學》一書之完整中譯；2) 註釋；3)  譯者〈導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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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輿搜覽－大英圖書所藏中文歷史地圖

謝國興主編、林天人圖說編撰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數位文化中心（2015年），234頁。

明清時代的中國舊地圖流散海外者不少，其中以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法國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BnF）收藏數量較多。英

國國家檔案館所藏中文舊地圖 72種 125幅，以廣東、廣西地方軍事地圖為主，已有學者將之解讀出版。大英圖書館之中文

舊圖約兩百種，種類包括政區圖、城市圖、經濟交通圖、名山勝蹟圖、河工水利圖及軍

事圖，軍事圖則以江蘇、浙江地區各府州縣為多，達 70幅，另有褔建、臺灣、廣東地區

地圖。本書選錄大英圖書館中文舊圖中圖面內容較豐富，繪製方式具有典範性，或為其

他機構未見之收藏共 129幅加以編注校讀出版。本書基本圖說由臺北故宮博物院林天人

博士負責釋讀，包括考訂地圖繪製年代、析論圖面資訊意義、並提供相類似地圖的參照

比較資料，提供研讀的入門基礎知識。另邀大英圖書館原地圖部主任  Peter Barber撰寫專

文說明大英圖書館藏地圖的徵集典藏歷程，從中可理解其地圖主要源於購買及傳教士收

集捐贈或轉售，而部分江蘇地區軍事地圖則來自協助中國對抗太平軍的戈登將軍（Charles 

Gordon）所收集並轉贈太英博物館。本書所收錄之輿圖印刷精美，便於閱讀利用，同時

兼具收藏價值，是中國舊地圖編輯出版的重要里程碑，全書內容並將 入中央研究院「數

位方輿」資料庫（http://digitalatlas.asdc.sinica.edu.tw/），供各界線上瀏覽使用。

從口語韻律的功能與分析看語音對立 
鄭秋豫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中國語音學報》第 5輯（2015年），頁 11-20。

本文從韻律功能切入語音現象，從對比的角度分析解釋口語韻律，以解構漢語字調、小句調及英語詞重音的聲學與感

知對比強度，並根據語流中焦點強調之分析結果，以音系之範疇對立思路試論形成對立的條件及意義。本文並強調，分析

語料需先就其特性，考慮分析單位及方法，釐清口語體現中可預測訊息及語言體系指派訊息的關係，才能透視語言事實並

提出正確的語音解釋。

依據詞重音等級跟語者母語分類的英文語料的音高和音

長特徵，P/S/T分別表示一級重音 /二級重音 /無重音，

各級間的反差即為對比程度。

根據英文詞與韻律特徵分類的母語者相對非母語者的 Pairwise Variability 

Index值 (L1_PVI/L2_PVI)，其中黑虛線表示母語者 L1對比程度等同於非母語

者 L2的指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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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島語言學的新里程

齊莉莎、鄧芳青、吳靜蘭（編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坎培拉：澳洲大學（2015年 7月），558頁。

本祝賀論文集於第十三屆南島語言學國際學術研討會（ICAL-13, 

7/18-23, 2015）獻予黃美金教授。本書共收錄 22篇論文，內容囊括臺

灣南島語言學各研究領域，包括歷時與共時音韻學、詞彙研究、句法

學、社會語言學與語意認知研究。研究範圍幾乎涵蓋所有現存的臺灣

南島語，包括泰雅語、阿美語〈包含南勢、撒奇萊雅、長濱、馬蘭、 

恆春五個方言〉、布農語、卡那卡那富語、噶瑪蘭語、魯凱語〈包含

霧台、多納、萬山三個方言〉、排灣語、卑南語〈包含南王、知本、

泰安三個方言〉、拉阿魯哇語、賽夏語、賽德克語〈包含都達、德固

達雅、太魯閣三個方言〉、邵語、鄒語及雅美語。前面四篇論文分別

從歷時及共時的角度探討音韻結構，接下來十篇則討論臺灣南島語在

構詞及句法上最新的進展，第十五篇論文從言談分析角度研究賽夏

語，接下來三篇論文分別就阿美語、卑南語及魯凱語的不同方言做比

較及古語構擬。最後四篇文章著重於詞彙研究，分別從語意擴張、語

言接觸及語料庫語言學等方面討論。

新千禧年世代與亞洲民主之未來

朱雲漢、Bridget Welsh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Journal of Democracy  第 26卷第 2期（2015年 4月），頁 151-164。

在亞洲，儘管當前實際的經濟與政治主導力量仍掌握在嬰兒潮世代手中，但新千禧年世代卻是引導未來政治發展的

主角，他們也將是主導亞洲民主前景的關鍵力量。本文試圖回答亞洲的新千禧年世代是否普遍具備民主公民的態度與行

為特質。作者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跨國資料顯示，亞洲各國的年輕世代選民的經濟安全感遠高於亞洲以外地

區的青年群體，他們的教育與經濟參與機會較佳，而且得到更多來自家庭的照顧，這將降低他們參與激進政治運動的動

機。亞洲的新千禧年世代對於民主的支持不亞於其父母親的時代，但他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他們最關

切的公共議題是就業機會與社會分配，現有的政治體制的表現必須滿足

他們的期待，才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可。他們的政治興趣不亞於中年與老

年群體，他們的政治功效意識比他們的父母親那一輩還更高，這是由於

他們教育程度普遍較高，而且他們成長在網路科技爆炸的時代，網路科

技賦予他們特殊的發聲與表達機會。不過，他們對於傳統式的政治參與

管道並不感興趣，他們的政黨認同很淡，對於選舉與競選相關活動參與

率較低，在這方面與歐美社會年輕世代的政治特徵十分類似。不過，儘

管目前新千禧時代只有在少數亞洲社會曾經展現其政治動員能量，但作

為潛在的政治變遷動力來源，其後勢仍不可忽視。 亞洲民主動態調查在柬埔寨執行訪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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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者何時會開放貿易？論威權國家內部之經濟不平等與貿易開放

吳文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第 59卷第 4期（2015年 12月），頁 790-801。

本文探討威權國家在何種條件下會開放貿易。學界目前的共識是民主制度的存在，使得民主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比威

權國家還要高。然而，這個說法有兩個盲點，一是不少威權國家的貿易開放程度也很高，而該理論無法有效解釋這些異

例；其次，從「現代化理論」的角度來看，貿易開放帶來經濟成長，而經濟成長又會催生民主轉型，所以貿易開放對威權

國家的領導人而言，不啻是政治自殺。若是如此，為何這些國家例如中國和越南會有大規模的貿易開放？基於國際貿易理

論中的 Heckscher-Ohlin模型及比較政治學中關於民主轉型的理論，我提

出了一項理論來解決前述謎題：貿易開放是威權國家用來降低民主化壓

力的政策工具。既有政治經濟學理論認為所得分配不平等會帶來政治不

穩定，故政治領導人若要維持其地位，須在分配議題上就窮人與富人之

間的偏好取得平衡。由於威權國家的勞工相較於資本還要來得充沛，從

Heckscher-Ohlin模型可推知貿易將會增加勞工的福祉，進而改善所得分

配。因此，當威權國家的所得不平等加劇時，領導人便有誘因透過貿易

開放來使國內的窮人獲利。職是之故，我假設當威權國家所得分配惡化

時，其貿易開放程度也會隨著勞力稟賦的充沛程度而增加。我透過 1963

至 2003年等八十餘國的資料與不同的統計模型驗證了上述假設。

經驗面向的規範意義－論實證研究在法學中的角色

王鵬翔、張永健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

《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7期（2015年 9月），頁 205-294。

法學（法釋義學）一般認為是規範性學科，故關注經驗面向的法實證研究常被排除於法學研究的範疇之外。但規範論

證是否可以完全抽離經驗陳述，以及法學範疇是否如此狹隘，則有再檢討之必要。

本文梳理法學與實證研究的本質，主張兩者在至少兩個

層面上相輔相成：法律的規範論證往往必須援引經驗事實（例

如某法律手段是否有助於實現某法律目的或帶來某種結果）

作為理由，而設計良好的實證研究能夠藉由因果推論，發現

具有規範重要性的差異製造事實。法釋義學有經驗面向，認

識與描述有效的法律，亦屬法學範疇；而實證研究採用的社

會科學方法，能拓展認識與描述法律之方式。

本文將法實證研究分為三類：第一類檢驗「差異製造事

實」是否存在，其發現可以直接作為支持或反對規範主張的

理由。第二類檢驗法律的實效性，並刻畫制定、適用法律之

制度性行為。第三類則是以實證方法來描述法律論證。

根據上面的邊際效果圖（marginal effect plot）顯示，當

威權國家的所得不平等增加時，其對於貿易開放程度

的影響也會隨著勞力稟賦的程度而增加（圖中虛線為

90%信賴區間，灰色部分為樣本的直方圖）。

法學的經驗與規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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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文欽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第 59卷第 4期（2015年 12月），頁 790-801。

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題

蔡英文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年 12月），408頁。

本書作者以臺灣民主轉型的困境為問題意識，探究西方民主思

想之開展。作者認為民主源自西方，若要深究民主的發展及其問題，

有必要了解歐洲如何從王權與帝國體制轉向民主的歷程，以及在民

主化過程中所遭遇的問題。西方比其他各個地區更早經歷民主轉型，

針對轉型所帶來的問題，歐美各國有其解決之道；了解這個複雜的

歷程，或許有助於深化臺灣公民的民主見識。作者在本書中以政治

思想史的進路，上溯民主觀念的起源，下探當代民主的論議，闡述

了歐洲民主轉型的思想經驗，以及現代民主如何在人民主權的動力

與憲政法治秩序之間的辯證中開展，並分析民主內在的矛盾張力。

除此之外，作者亦解釋了當代三位重要的政治思想家施密特、鄂蘭

與列弗對民主政治的診斷。

東亞社會的全球接觸

蔡明璋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倫敦：Routledge/Ashgate（2015年 6月），208頁。

這本東亞比較研究的專書指出，個人的全球經驗在東亞社會表現

不同的水平，個人的社會經濟資源與文化資本，仍然相當程度的決定

著全球接觸的方向與頻率，階層化的現象仍清晰可見。利用 <東亞

社會調查 >的資料，本書亦就日本、南韓、臺灣與中國民眾的全球

接觸，在開放政策、民族主義、跨國社會距離與文化價值上所可能

產生的作用，逐一檢驗。在中國，對全球化效應的評估，加深了對

本地產業的保護傾向，而在日本、韓國與臺灣，則會鼓勵較開放的

態度。不同的歷史與地緣政治脈絡，顯然牽動著全球接觸與民族主

義之間的特定關係。本書為全球化研究設立一個新的基本參考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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