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長的話

過去一年，本院發表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多達4千多篇

（本），碩果累累，足見院內31個研究所（籌備處）及研究中心，匯聚眾多優秀人

才，極具生產力。這些著作是院內同仁辛勤耕耘的成果，代表科學向前邁進，人類生

活品質得以提升，以及對大自然、社會更深入的了解。

依統計數字看來，本院收錄於SCI、SSCI及A&HCI之論文篇數逐年增加，

97年已達1,657篇，平均一人2.14篇；另據美國科學資訊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ISI）出版之「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資料顯示，

本院在過去十年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亦高達9.45次，較台灣大學的7.17次以及華

人地區中的新加坡大學8.17次、香港中文大學8.82次及北京大學6.22次，表現為優。

本院每年編輯重要研究成果專刊，目的是為了與社會各界分享我們一年以來的成

果。本冊介紹論文及專書共67篇（本），內容涵蓋各個學科領域：在人文及社會科學

方面，或論及台灣的文化政治變遷，或探討自然與人為互動，或對中古佛教與社會作

深入研究；在數理科學方面，一篇篇的精彩論文，研究對象包括鐵晒化合物的超導性

質、非連續型酵母菌轉錄因子的結合特徵、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等等；至於生命科

學方面，研究人員費盡心機，證實降膽固醇藥物可有效對抗致病性金黃色葡萄球菌，

又在「克流感」及「零流感」的製程上取得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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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工作是深耕事業，通常要累積多年的努力，方才看得出

成果。本院長期致力於若干強項領域的研究，在奈米科學、粒子物理

學、表面科學、材料科學、化學動力學、化學生物學、地球、大氣及

宇宙科學、基因體醫學、結構生物學、明清研究、台灣研究及計量經

濟學等領域上已取得重要成就。未來仍將從現有的研究成果基礎出

發，選擇中長程具有發展潛力的前瞻性、突破性領域，配合科技整合

潮流，推動跨領域的整合型研究，並兼顧應用科技，以協助促進國內

高科技產業的發展。

台灣的知識經濟如要能夠持續成長，關鍵在於不斷創新；新興的

基礎研究能為產業奠基，再配合技術轉移將可帶動經濟發展。當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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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後將仍以此為目標，為提升我國經濟及人民生活水平而努力。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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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介

本院創立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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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適、王世杰、錢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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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19日接任，為現任院長；劉兆漢、劉翠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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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及7個研究中心。全院具有博士學位

之研究人力逾1,500名，在246名院士中，有6位諾貝爾獎得主。另設有總辦事處與學術諮

詢總會分別負責全院一般行政事務與學術推展工作。

重要組織 人力分布圖

評議會 院士會議

學術諮詢總會

各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
學術諮詢委員會

各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

院　長

副院長

院務會議

總辦事處

博士後研究 716 (13%)

行政及技術人員 319 (6%)

研究技術人員 80 (1%)

研究人員 874 (16%)

通信及兼任研究員 117 (2%)

約聘助理
3490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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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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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學研究所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所

語言學研究所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數理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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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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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組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生物化學研究所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分子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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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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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

本院同仁致力學術研究工作，始終兢兢業業，以提高我國學術研究水平為己任。研究

人員長期深耕於各學科領域，為本院研究工作奠下深厚根基。近年鑒於國際人力與知識流

動迅速，為求提升學術競爭力，進而拓展我國國際學術空間與提升我國國際學術地位，本

院又大力推動國際化，加強國內外學術合作與交流，積極延攬與培訓研究人才。而今，本

院研究成果無論在質在量，均表現卓越，不少同仁亦因而得國內外學術機構肯定，累獲殊

榮。此外，本院投入發展若干強項研究領域，成績斐然，深受國際矚目。但所謂「取諸社

會，用諸社會」，若非得社會大眾支持，便無今日成就，故此，本院近年不斷以技術轉移

直接回饋社會，將研究成果陸續授權產業界應用，以期我國經濟更進一步。

過去10年來，本院不論在論文發表篇數

或論文「品質」皆進步迅速，2008年發表

被WOS (Web of Science)收錄之論文共1,657

篇，比1998年的800篇增加857篇，且2008年

平均每位研究人員被WOS收錄之論文數達

2.14篇，遠高於1998年的1.18篇；2008年排

名前1%的高被引用論文數，也較1998年以

來成長超過2倍以上。另據美國科學資訊研

究所出版的「基本科學指標(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資料顯示，自1998到2008年之

間，本院共有11個領域被引用次數進入全

世界研究機構前1%，其中位列前3名的是物

理、化學、生物學與生化學領域。

█  1998-2008年本院有11個領域被引用
次數進入全世界研究機構前1%

█ 收錄於WOS之論文數

領域 被引用次數

物理 25,139

化學 20,976

生物學與生化學 11,714

臨床醫學 9,517

分子生物與遺傳學 9,059

植物與動物科學 7,916

地球科學 4,555

材料科學 4,170

工程 2,270

電腦科學 1,052

農業科學 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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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度研發成果（專利與技轉）

* 美國專利件數

申請專利

件數

獲得專利

件數

授權

件數

授權金

（元）

授權金收入 
（元）

技術股數

（股）

權利金 
（元）

合作

件數

合作金額

（萬元）

新公司

成立

134 38（21）* 70 338,873,192 38,362,420 54萬 2,974,182 24 2,736 1

專利技轉

█ 專利技轉過去至今成長情形

專利申請案

美國專利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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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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間，本院研究人員總共提出國內外專利申請案134件（獲

得專利36件）、技術移轉授權案70件、技術合作案24件，過去11年來，與業界簽署技術授權合約總

計327件。本院經由技轉成立育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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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期技轉成功案例

●  以遺傳變異預測對抗凝血劑-warfarin之敏

感性

● 新型抗病毒疫苗之開發

●  大花咸豐草萃取物治療糖尿病

●  利用阻斷淋巴球上之病毒受器治療出血性

登革熱

● 水稻外源性蛋白表系統啟動子

● 「零流感」新藥研發 

● 新穎抗癌醣脂質新藥研發

● 腫瘤血管的標記胜肽

●  結合即時視訊與螢幕展示的同步遠距教學

系統Screen Everywhere

● 物體表面高度、角度及其變化之量測

● 位移致動器（Motion Actuator）

● 數位典藏影音資料庫

●  對抗肝病R-YEEE新藥之開發

● 地圖影像發布及應用軟體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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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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院內不少同仁榮獲國內外重要學

術獎項。在國外，如李遠哲前院長獲頒美國化學傳統基金會奧

斯瑪獎章；翁啟惠院長獲化學研究卡頓獎章；李文雄獲HUGO/

Chen Award；李德財及楊泮池獲選為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

院士等。在國內，如曾志朗獲頒第一屆華語文教學國際研討會

暨工作坊「金語獎」；許聞廉獲得東元獎；林俊宏獲中央社選

為台灣十大潛力人物等。統計近5年，本院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者28人，獲教育部學術獎者13人，而受到其他國內學術機構肯

定之人員更不計其數。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98年4月28日舉行
成立50周年慶祝大會，翁啟惠院長於會中獲
頒97年度「科學專業一等獎章」。

獎項與殊榮

（國內）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教育部三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 黃寬重

中華民國比較文學學會理事長 單德興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阮希石、林納生、鄭泰安、楊建成、吳玉山

國科會科學專業獎章 翁啟惠（一等獎）；李德財（三等獎）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李孝悌、伊慶春、趙淑妙、銀慶剛

李氏傳統基金會創新研究傑出獎 王嵩銘

中國化學會化學學術獎章 陶雨台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許昭萍、陳玉如、葉俊顯、邱訪義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 李有成

教育部學術獎 張煥正、葉崇傑、孫以瀚

東元獎 許聞廉

王民寧獎 謝世良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積極

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助
李瑞中

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蒲慕州

臺灣十大潛力人物 林俊宏

金語獎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賀曾樸、黃進興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 陳玉如、吳素幸、吳漢忠、陳正國、梁孟玉

█  97年本院獲重要學術研究獎項及殊榮情形
（國外）

獎項或殊榮 本院人員

國際材料年會"Science as Art"比賽首獎 陳貴賢

ASAIHL–Scopus東亞青年科學家研究獎 林國儀

Chen Award人類遺傳與基因體研究傑出學術成就獎 李文雄 

美國哈佛大學Cutter講座 陳建仁

艾托里馬約拉納–伊利斯（Ettore Majorana-Erice）科學和平獎 吳茂昆

美國化學研究卡頓獎章

（F.A. Cotton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Chemical Research）
翁啟惠

Felix Burda Grant 吳金桃

美國哈佛大學人文暨科學院百年獎章 徐遐生

美國語言學學會（LSA）榮譽會士 李壬癸

法國教育部騎士勳章 江博明

美國化學傳統基金會奧斯瑪獎章（Othmer Gold Medal） 李遠哲

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會長
李遠哲

（2008年當選）

法國國家圖書館文化專業（Profession Culture）計畫 戴麗娟

TWAS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李德財、楊泮池

以色列巴伊蘭大學榮譽博士 李遠哲

榊原胖夫國際學者論文獎 王智明

美國植物生物學會會長 賀端華

香港中文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許倬雲

2008 年2月4日，美國化學傳統基金會宣布李
遠哲院士榮獲2008 年奧斯瑪獎章，並於 5 月 
15 日 年度表彰大會中，頒授李院士第 11 屆
奧斯瑪獎章之崇高榮譽。

本院朱經武院士與吳茂昆院士共同榮獲艾托

里馬約拉納-伊利斯-科學和平獎。頒獎典禮於
2008年12月17日羅馬梵蒂岡舉行。

奧斯瑪獎章

由化學傳統基金會設立，奧斯瑪獎章紀念美國科學家、工程

師、發明家、慈善家奧斯瑪（Donald Othmer），以表彰對

延續人類科學遺產有功之人士。

奧斯艾托里馬約拉納–伊利斯–科學和平獎

艾托里馬約拉納–伊利斯–科學和平獎，由義大利西西里自治

區國會自1990年開始設立，是推崇科學家以科學科技促進世

界和平的著名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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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研
究
成
果近年本院國際學術交流合作擴展迅速，參與多個重要國際科學組織，包括：國際科學理事會

（ICSU）、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科學院國際人權網絡及國際科學院院際論壇（IAP）等。

與本院簽訂合作合約的計有39國（包括英、美、法、

德、日、紐、比利時及歐盟）180多個學術機構：研究人員

可在多個國際研究機構及頂尖大學進行互訪，共同執行研究

計畫、發表論文、舉辦研討會，共享學術資源與資訊，共同

使用文獻史料及儀器，本院亦可藉此進行研究生交換與培

訓。每年，約有160多名外籍學者來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占

博士後研究學者五分之一。另外，短期來訪外籍專家學者亦

達400多人。

97年與本院新簽訂學術合作協定的重要國際研究機

構包括：德國慕尼黑科技大學(TUM)、以色列科技研究院

(TECHNION)、日本國立天文台上級機關日本自然科學研究機構（NINS）、日本高知大學高等海洋核

心研究中心、世界文化入口網國際組織秘書處、歐洲聯盟及歐洲核能研究理事會等。去年本院舉辦國

際學術研討會100多場，如「ACIA：資訊時代之亞洲與公眾創用國際研討會」、「第4屆國際生物催化

與生物技術研討會」、「太平洋鄰里協會2008年年會暨聯合會議」等。其中，「科學院院長論壇」更

邀請美、加、日、韓、澳、法、義、德、英、愛爾蘭、匈牙利、印度、以色列等13國科學院院長或代

表與會，就人類社會所面臨最迫切的環境永續問題加以研商。

李遠哲前院長於97年當選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3年後正式接任，擔負推動全球科學發展與合作之

責。本院亦正積極向國際科學理事會爭取在院內設置災害風險整合研究 (IRDR)國際計畫辦公室，期望

提升我國災害研究之國際地位。

由國科會主辦之「候鳥

計畫」，本院為合辦單位之

一，每年招收約200多名海

內外學子，在台進行短期

研究或實習。去年，在本

院實習之學生共27人。

「候鳥計畫」旨在吸

引海外第二代青年返國學

習與服務，藉此與國內人

士交流，認識台灣，進而認同台灣、愛台灣，並適時在海外為台灣發

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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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 本院亦 積極向國際科學理事會爭取在院內設置災害風險整合研究 ( )國際計畫辦公

提升我國災害研究之國際地位。

由國科會主辦之「候鳥

計畫」，本院為合辦單位之

一，每年招收約200多名海

內外學子，在台進行短期

研究或實習。去年，在本

院實習之學生共27人。

「候鳥計畫」旨在吸

引海外第二代青年返國學

習與服務，藉此與國內人

士交流，認識台灣，進而認同台灣、愛台灣，並適時在海外

聲。

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全院外籍人員合計460多人，來自49個國家或地區。除上列國家（地區）
外，亦有泰國、德國、加拿大、法國等國籍人員在本院服務。

國家

（地區）

印度 馬來

西亞

美國 日本 中國

大陸

俄羅

斯

韓國 香港 英國 越南

人數 87 68 66 45 29 13 13 12 10 10

█ 本院外籍人員數

█ 本院國際合約分布圖

美國
(33件)

歐洲各國
(29件)

大洋洲各國 (4件)

其他國家 (含國際組織) (29件)

日本 (25件)

中國大陸 (含香港) (1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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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baru第二代儀器Hyper Suprime-Cam (HSC)計畫

本院天文所應日本國立天文台之邀加入興建Subaru第二代儀器Hyper Suprime-Cam (HSC)計畫，

負責研發此複雜儀器的特定組件。這個廣角相機可以在一次曝光中涵蓋1.5度的天空，涵蓋的焦平面

範圍直徑將近500毫米，總共由116片800萬像素CCD晶片緊密排列而成。HSC將是世界最大的CCD相

機，其鏡頭的口徑超過85公分，搭配Subaru望遠鏡可提供全世界最高的整體觀測效率。

█ 李遠哲陣列 (AMiBA) 

李遠哲陣列 (AMiBA) 是由本院天文所主導設計及運作，用以

研究宇宙學的尖端科技儀器，主要合作單位為台灣大學。其兩大

目標為：(1)使用SZ 效應探測高紅移星系團的分布，來探測宇宙早

期的結構；(2)量測宇宙背景輻射的極化特性，以瞭解宇宙大霹靂

後物質離子化的歷史，而有助於探測重力波的影響。

█ 歐洲大強子對撞機計畫

本院於1999年參與歐洲粒子研究中心的大強子對撞機

計畫，與全球37國、169機構合作興建ATLAS偵測器，研究

在10-28秒瞬間發生的物理新現象，從而探測宇宙大霹靂初期

由能量集結的基本物質。 

█ 古漢籍善本數位化資料庫國際合作建置計畫

此計畫由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參與圖書

館有四：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普林斯頓大學東亞圖書

館、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及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

年圖書館。由傅斯年圖書館統籌計畫，資料庫存於歷史語

言研究所。資料庫將含數位影像至少三十八萬四千件，每

所參與館承諾提供古籍善本至少一百二十種。參與館所製

之數位影像，除供共設資料庫外，亦可在原館系統內供讀

者使用。此計畫目的在於保存善本，未來亦希望開放資

料，以促進文化交流。

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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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國際研究生學程

為培養跨領域研究人才，厚植研究創發潛力，提升國內科技研究水準，促進臺灣高等教育的國際

化，本院於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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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究生學程係由本院與國內研究型大學共同合作規劃，學程只設立以英文教學之跨領域博士

班，並且以招收少數具相當英文能力之優秀國際研究生為主。學程之學位由大學授予，本院則提供獎學

金並和各大學共享包含師資、研究設備等各項資源。學程原則上提供入學學生三年獎學金，學生論文如

進展順利，三年後之獎助學金將由其論文指導教授負責提供。

學程成立至今已屆7年，現任總召集人為本院劉兆漢副院長，目前與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清華大

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7所國內研究型大學

合作，設立9項跨領域博士班學程。

目前共有來自28個國家約246名學生就讀學程，外籍學生共106名，約占43.1%。為使學生能於院內

專注課業及研究，本院備有舒適便利之學生宿舍。宿舍共有130間單人房，內含個人全套衛浴設備和傢

俱；一樓之公共設施可供休閒、會客、用餐、洗衣等。除了各學程精心設計的跨領域課程和定期舉辦的

各類研討會議及演講外，學生還可利用各項機會，以加強對國際前膽學術研究的認知：

█  大師講座系列：邀請本院院士、國內外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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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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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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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目前已畢業之10名學生，畢業後

即受聘於國際知名研究機構及生物科技公司

（包括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康乃爾大

學、史丹佛大學、史克利普斯研究院、加州

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美商布魯克道爾

頓股份有限公司、瑞士聯邦技術學院、德國

馬克斯普朗克以及本院各研究單位等），繼

續從事研究工作。

研
究
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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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程名稱和合作系所一覽表 
編號  學程 合作大學暨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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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生物化學研究所

台灣大學化學所

清華大學化學系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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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華大學化學系

中央大學物理系

   3     分子與生物農業科學 
          http://proj1.sinica.edu.tw/~ibawww/mba/mb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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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資訊研究所

交通大學生物資訊及系統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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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大學物理所

台灣大學化學所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

   7     分子醫學
          http://www.ibms.sinica.edu.tw/mmp/

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8     計算語言學與中文語言處理
          http://clclp.ling.sinica.edu.tw

台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清華大學資訊系統與應用研究所

   9     地球系統科學
          http://www.rcec.sinica.edu.tw/tigp-ess/

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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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重要研究成果選刊

本院97年發表的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有４千多篇，其中收

錄於SCI、SSCI及A&HCI的論文共有1,657篇，平均一人2.14篇。為將如此豐碩之

成果介紹給社會大眾，本冊特別精選刊出23篇主文及44篇摘要，涵蓋數理科學、

生命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3大領域之研究成果。

數理科學組現有7個研究所、1個研究所籌備處及3個研究中心。依據WOS，

97年平均每位研究人員收錄於SCI、SSCI及 A&HCI之論文達3.49篇；期刊論文、

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發表1千5百多篇（本）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97

年度論文目錄），平均每位研究人員發表5.7篇（本）。另外，基本科學指標

(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 ESI)資料庫顯示，本院在材料科學領域之平均每篇論

文被引用次數則居亞洲之冠。數理科學組研究範圍廣泛，包括探討星系活躍的關

鍵因素、聖嬰及全球暖化造成南北半球降雨不對稱現象，製備新的鐵硒超導體，

發展出大量生產螢光奈米鑽石的方法，並藉由金奈米線陣列增強有機發光元件之

效率。此外也發展出一套新的蛋白體定量策略及建立利用微核醣酸表現的預測方

法，探討其與非小細胞肺癌病人預後的相關。

生命科學組現有5個研究所及3個研究中心。依據WOS，97年平均每位研究人

員收錄於SCI、SSCI及 A&HCI之論文達3.26篇；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

類著作發表1千1百多篇（本）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97年度論文目錄），平均

每位研究人員發表5.6篇（本）。生命科學組的研究涵蓋人類重要疾病之機制、新

藥之發現及結構（機制）之研究、癌症標誌及疫苗之研發、基因表現調控與突變

修復之機制、植物對氮、磷的吸收運送的調控、登革熱病毒引發致命免疫反應的

機制，找出對抗致病性金黃葡萄球菌的藥物、物種演化的機制等，在基礎與應用

上，都有重要的貢獻。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現有9個研究所、2個研究所籌備處及1個研究中心。97年

發表期刊論文、會議論文及專書等各類著作１千４百多篇（本） （資料來源：中

央研究院97年度論文目錄），平均每位研究人員發表4.7篇（本）。人文及社會科

學組的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包括中國古代佛教與社會的關係、宗教與中國司法體

系發展的關係、近代中國的歷史學發展、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起源之關係、當代

台灣社會學發展史、台灣1970年代的文化政治變遷、台灣文學相關研究及環境史

的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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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來，超導研究者認定鐵元素是不利於超導性的。主要原因是具有磁性的鐵元素，會將超導的

配對破壞。雖然，幾十年來文獻上曾出現含有少量摻雜鐵的超導物質，或者純鐵經由施加高壓下，才

會出現超導特性，但轉變溫度並不高。因此，2008年2月初，日本東工大Hosono 教授的團隊發表具有

超導特性之鐵基層狀材料 La[O1-xFx]FeAs（x=0.05~0.12）[1]，且臨界轉變溫度高達 26 K，即刻引起廣

泛地注意。

鐵 硒

與鐵砷化

合 物 之

晶 體 結

構相似，

室溫下均

屬於四方

晶系（圖

1 ） ， 空

間 群 為 

P4/nmm，

我們利用

真空固態燒結法所合成之少量缺硒的樣品 – FeSe0.82 與 FeSe0.88，經由分析 X 光粉末繞射數據，可得到 

FeSe0.82 的晶格常數 a=b≈0.37693(1) nm，c≈0.54861(2) nm，而 FeSe0.88 的晶格常數則略小於 FeSe0.82 為 

a=b≈0.37676(2) nm，c≈0.54847(1) nm；這些結果與資料庫 JCPDF#85-0735 的數據呈現些微差異，可能

與少量的缺硒相關。

在變溫的電性量測結果（圖2）來看，整體呈現金屬性行為，當溫度接近 100 K 時，開始轉變為接

近線性之電阻溫度行為，直到 8 K 產生明顯減小，電阻下降為零，其臨界轉變溫度隨外加磁場作用之

增加，而逐漸減小，這是典型的超導相變行為；利用拋物線型式擬合磁場-超導溫度行為（圖2之右插

圖），可得到上臨界磁場約為 16.3 T，相對應的相干長度是 4.5 nm。

探討具有氧化鉛結構之鐵硒（FeSe）
化合物的超導性質

摘 要
本研究藉由真空固態燒結法來製備鐵硒化合物的塊材樣品，於電性、磁

性與比熱性質的量測結果中，均顯示低溫下產生超導相變，臨界轉變溫

度為 8 K；另外，正常態行為在 ~105 K產生微小的畸變，利用同步輻射

高解析度之變溫 X 光繞射實驗，確定其晶體結構的空間群對稱性，由室

溫之四方晶轉變為低溫之斜方晶。而此晶格相變可能與其超導性質之起

源，扮演著強烈的關聯性。

1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2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3 美國杜克大學物理所

徐豐麒1，2、羅居勇1、葉國偉1、陳大坤1、黃子文1、吳孟真3、李雍棨1、黃怡霖1、

朱晏誼1，2、顏得宗1、吳茂昆＊1

 1  鐵硒化合物之晶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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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常態之下，樣品於零場冷（ZFC）的磁性行

為與溫度無關（圖3上），顯示庖立順磁性，直到約 

8 K 開始產生反磁性，此特性轉變溫度與電性的結果

一致；相較於常見的順磁性而言，其較大的磁性背

景訊號，可能由含鐵物質之雜相所貢獻的；其場冷

曲線（FC）於 105 K 左右，也出現與電性行為相對

應的轉變；而插圖中的定溫（2 K）磁性-磁場行為，

顯示出典型的二類超導特性。

為了進一步了解超導行為，我們進行了低溫比

熱性質的量測（圖3下），經由擬合正常態的數據，

得到電子比熱係數（γ）為 9.17 mJ/mol-K2，進一

步求得超導之比熱相變的特性比值（ΔCp/γTc）為 

0.61。但可能是樣品內的雜相造成額外的比熱貢獻，

使得我們無法以 BCS 之指數型式去擬合超導態之電

子比熱（Ces）行為。

利用變溫的高解析度X 光繞射實驗（圖4），觀

察到正方晶之繞射平面，隨溫度下降而產生分裂，

讓我們得以確認晶格對稱性的改變，其轉變溫度與

電性或磁性的結果一致；此晶體結構的些微改變，

可能與超導的來源有強烈的關聯性。

論文發表出處

"Superconductivity in PbO-type Structure 
Alpha-FeSe", PNAS 105 (2008): 14262-14264.

 3   上圖為FeSe0.88 樣品於外加磁場為 30 G 之變溫磁化率行為，插
圖為定溫（2 K）之磁滯曲線，顯示典型的超導特性；下圖為低
溫下之變溫比熱特性，經由擬合結果（紅色虛線），電子比熱

係數為 9.17 mJ/mol-K2；插圖為超導態之電子比熱隨溫度的變

化，結果顯示偏離完全能隙之超導特性（藍線）。

 4    上圖為室溫 300 K 的 X 光繞射結果，橫軸以動量轉移來表
示，定義為 4πsin(θ)/λ，紅色曲線為以正方晶 P4/nmm 
擬合的結果；下圖為變溫之X 光繞射結果，由正方晶之繞
射平面 (220) 與 (221) 於接近 105 K 之分裂來看，顯示晶
格產生相變，轉變為較低的對稱性。

 2    FeSe0.88 樣品在零磁場下的變溫電阻行為；左插圖為不同外加
磁場作用下，對超導電性之影響；右插圖顯示以拋物線型式擬

合上臨界磁場與溫度的關係，並求得上臨界磁場與相干長度個

別為 16.3 T與 4.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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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膜蛋白質的異常表現被報導和疾病相關或為藥物治療的標的蛋白質，因此，全面性定量膜蛋

白體可增進我們對膜蛋白質調控疾病的機制及其訊息傳遞的了解。然而，由於膜蛋白質具有高疏水性

及低含量的特性，使得膜蛋白質的研究不論在純化、樣品處理、分離及分析上有諸多限制。在此工

作中，我們針對膜蛋白體開發一新穎多組化定量策略平台，

結合本實驗室發展之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及iTRAQ定量試

劑，目標為達到(1)提高可鑑定及定量的膜蛋白質數量、(2)增

進具有穿透雙層膜之高疏水蛋白之定量效率以及(3)可相容於

不同的溶解試劑並適用於各式各樣的生物樣品。

由於iTRAQ定量試劑是在胜 片段上進行同位素試劑之

標定，所以，有效地使膜蛋白質溶解、變性及水解對iTRAQ

定量具有關鍵性之影響。為了找出最適合膜蛋白質的水解方

法，我們實驗室新開發一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並將此方

法與過去已發表可有效水解膜蛋白質的其他方法互相比較，

在嚴謹的蛋白質鑑定條件下，有75、34、26及19個膜蛋白質

分別在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Tubel-Gel水解法、SDS輔助

液相水解法及甲醇輔助液相水解法中被鑑定（圖1），此結果

證實本實驗室新開發之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為針對膜蛋白

質之最佳水解方法。

我們接著利用四次等量且獨立製備的細胞樣品測試此平

台的再現性，圖2(a)為此實驗鑑定之integrin beta 1的其一胜

IGFGSFVEK之串聯質譜圖，從質荷比113-118的區域中可見

iTRAQ碎片訊號之比例為1.00:0.96:0.97:1.01，此實驗鑑定的

所有蛋白質表現皆與理論值十分接近。圖2(b)顯示四份樣品

中蛋白質的比值分布圖，三條曲線之高相似度代表著此定量

平台的高再現性及高準確性。依據統計理論，我們定義1.5倍

以上的表現量變化具有統計意義。

多組化膜蛋白體定量策略：探索自體
顯性多囊性腎臟病的藥物標的蛋白質

摘 要
我們發展一套新的蛋白體定量策略，可針對多重樣品進行大規模及有效的

膜蛋白質體分析，此策略結合本實驗室發展的膠體輔助酵素水解法、同位

素標定技術以及二維液相層析質譜法。此一新的定量策略不僅具有高準確

性及高精準度，並可大規模的定量膜蛋白質體，超過九成以上可定量的

蛋白質皆被分類為膜蛋白質！我們將此策略應用於具有自體顯性多囊性腎

臟病的小鼠，從腎臟組織純化得到之細胞膜中定量3791個蛋白質，並找出

104個異常變化的蛋白質，其中有部分蛋白質已被使用為治療此疾病的藥

物標的蛋白質。藉由此新穎定量平台的研究不僅闡釋了疾病之可能致病機

制，也發現其他可能被使用於治療或診斷疾病之標的蛋白質。

韓嘉莉1、簡芷薇2、陳文政3、陳逸然4、吳建朋4、李鴻5、陳玉如＊6

1臺灣師範大學化學所　2長庚大學醫學生物技術研究所　3陽明大學生化所　4海洋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5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6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及基因體研究中心

 1   比較經由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Tubel-Gel水解
法、SDS輔助液相水解法及甲醇輔助液相水解法等
不同方法所得到的蛋白質之位置分類。

 2    (a) integrin beta 1的胜肽IGFGSFVEK之串聯質譜
圖，從質荷比113-118的區域中可見iTRAQ碎片訊號
之比例為1.00:0.96:0.97:1.01。(b)四份樣品中蛋白
質的比值分布圖，虛線區域表示95%信心區間(標準
偏差= 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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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能夠大量地定量膜蛋白體，此平台使用多維化胜 分離技術來降低樣品的複雜度。我們藉由

獨立純化之膜蛋白樣品及此平台來深入探討本實驗室所開發之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與最常被使用

的SDS輔助液相水解法對於膜蛋白質的水解效率，同時，我們也檢視此多組化定量策略平台的定量效

能。在實驗結果中，我們定量了696個蛋白質（錯誤率=0%），利用TMHMM 預測軟體以及Ingenuity 

Pathway Analysis分析所有蛋白質後，得知此次實驗總共定量了高達520個膜蛋白質（91%，扣除未知蛋

白質），據我們所知，此結果為現今分析膜蛋白質體數量及涵蓋率最高的記錄，在定量的精確度及精

準度也超越了現今其他定量方法！ 

經過蛋白質結構預測分析所定量的膜蛋白質後（圖3），顯示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可以更有效

地溶解具有多個TMH的高疏水性膜蛋白質，增加了穿透膜胜 片段的偵測率。如圖4(a)所示，膠體輔

助蛋白質水解法(iTRAQ116 and iTRAQ117)可得到較高且可定量之iTRAQ訊號，而SDS輔助液相水解法

(iTRAQ114 and iTRAQ115)卻得到較多不可定量之iTRAQ訊號。經由蛋白質位置的分類後（圖4b），我們

發現產率增加1.5倍以上的蛋白質主要皆為膜蛋白質（86.1%，扣除未知蛋白質），此外，也增進了具

有多個TMH的高疏水性蛋白質被偵測的機會（圖4c）。整體而言，結果顯示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的

確能夠有效的水解膜蛋白質，增加其胜 的偵測率，並且提高了iTRAQ定量的成功率。

 最後，我們將此一技術平台應用

在自體顯性多囊性腎臟病的小鼠模式

(ADPKD)。雖然此疾病是腎臟疾病中

最常見且最容易致命的遺傳疾病，然

而其疾病的蛋白質表現與病理機制之

關係仍有待釐清，我們希望能藉由發

展之新方法找出和老鼠腎臟病變有關

的膜蛋白質。經過分析正常鼠及病鼠

的腎臟細胞膜蛋白體後，我們成功定

量了791個蛋白質，其中67個及37個

蛋白質為大於兩倍增加及減少的變異

蛋白質，有部分的變異蛋白質在過去

曾被報導與ADPKD相關，這些蛋白質

參與了包括細胞增生及死亡、細胞與

細胞之間或者細胞與介質間的溝通、

溶質運輸和膜蛋白質極化等功能（圖

五），在這些變異蛋白質中，有部分

蛋白質已被證實為藥物標的運輸及受

體蛋白質，例如EGFR、COX及Na+/K+ 

ATPase已被證實可有效治療ADPKD；

另外有部份蛋白質則被使用於其他疾

病的治療上。此一新的定量平台不僅

可幫助我們了解ADPKD的致病機制，

也找到數個可能作為藥物標的之膜蛋

白質。我們相信此技術平台可以有效

且全面性地分析及定量膜蛋白質體，

可應用於各種不同刺激狀態或病理的生物系統及細胞、組織及體液等各種樣品，幫助瞭解疾病的致病

原因、找出有效診斷及治療的生物標的蛋白質！

論文發表出處

"A Multiplexed Quantitative Strategy for Membrane Proteomics – Opportunities for Mining Therapeutic 
Targets for Autosomal Dominant Polycistic Kidney Disease",
Molecular & Cellular Proteomics 7 (2008): 1983-1997.

 3   利用蛋白質結構預測軟體分析所定量的膜蛋白質並比對其iTRAQ比值。紅色代表表現量增
加最大的胜肽，粉紅色則為其他有定量之胜肽片段。

 5    已知與多發性腎囊腫疾病相關之蛋白
質及其所參與之功能，包括細胞增生

及死亡、細胞與細胞之間或者細胞與

介質間的溝通、溶質運輸和膜蛋白質

極化等。圖中數字代表pkd1基因剃除
老鼠與正常鼠之iTRAQ比值。

 4    (a)可定量之胜肽數目與 iTRAQ訊號強度之分
布圖，膠體輔助蛋白質水解法( iTRAQ116 and 
iTRAQ117)可得到較高且可定量之iTRAQ訊號，
SDS輔助液相水解法(iTRAQ114 and iTRAQ115)卻
得到較多不可定量之iTRAQ訊號。(b)蛋白質位置
分類，1.5倍以上的蛋白質主要皆為膜蛋白質。
(c)蛋白質比值與TMH之分布圖，具有多個TMH
的高疏水性蛋白質相較於沒有TMH之蛋白質有較
大之被偵測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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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至今已有許多關於大氣二氧化碳濃度變化之論文，但對於冰期時大氣二氧化碳濃度之降

低並沒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在眾多討論中，有兩個機制最受重視，第一個機制與冰期時“生物幫

浦”（biological bump）強度增強有關，另一個則與儲存於深海沉積物及珊瑚骨骼中的碳酸鈣有

關：海洋生物利用海水中的無機碳及鈣離子形成自身殼體或骨骼，此過程的最終效應為降低海水

中的碳酸根濃度並提升二氧化碳濃度， 所以冰期時海盆中的碳酸鈣儲存量減少時，大氣中的二氧

化碳也隨之減少。 

海洋沉積物中的“碳酸鈣含量”以前常被用來定義“碳酸鈣補償深度”（calcite compensation 

depth），但這個方法有缺陷，因為沉積物中的“碳酸鈣含量”和已被溶解的碳酸鈣比例並不呈線

性關係（Broecker, 2003）。一般情況下，海洋沉積物中的碳酸鈣比非碳酸鈣的含量高出許多，必

須在大量碳酸鈣被溶解之後，才能在“碳酸鈣含量”的數值上有顯著的變化。近年來不少溶解指

標已被提出應用，如：有孔蟲殼體重量（Lohmann，1995；Broecker and Clark, 2001）、碳酸鈣粒

徑指標（Broecker and Clark，1999）、底棲有孔蟲鎘及鋅含量（Marchitto et al.，2005） 、有孔蟲

殼體硼同位素及硼含量（Sanyal et al.，1995；Yu and Elderfield，2007）等，此研究則針對<63 μm

的沉積物進行普查，發現碳酸鈣粒徑指標之不足。

此研究所使用的沉積物標本來自大西洋的Ceara Rise及太平洋的Ontong-Java Plateau，採樣反

映了晚全新世（Late Holocene）及上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LGM）兩個時間點。約1~2

克（乾重）的沉積物先濕洗，使其通過一系列的篩網將之分成>63μm、38~63 μm、20~38μm和

<20 μm等四部份後充分烘乾，其中粒徑最小的部分（<20μm）烘乾前必需先靜置數天並離心，

以便完整蒐集其懸浮顆粒。烘乾秤重後，將四個不同粒徑範圍的沉積物分別置入實驗瓶中，加水

稀釋至理想的濃度，過濾後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其組成，此外，不同粒徑的沉積物也分別測量其

“碳酸鈣含量”。

邁向重建古海水碳酸根濃度之途：
碳酸鈣粒徑指標之新解

摘 要
重建古海水碳酸根濃度可進而評估碳酸鈣循環對於大氣二氧化碳濃度的

影響，本研究檢視深海沉積物“碳酸鈣粒徑指標”（CaCO3 size index）

所代表的意義，選取來自Ontong-Java Plateau及Ceara Rise兩海域的沉積

物，過篩分成<20μm，20~38 μm，38~63 μm，以及>63μm四個粒徑範

圍來觀察，發現<20μm的碳酸鈣以鈣板為主; >20μm的碳酸鈣則以有孔

蟲為主，且鈣板的抗溶性明顯優於有孔蟲殼體。我們亦發現溶蝕作用似

乎不會造成大量<63μm的有孔蟲破片，古海洋學上常用的“碳酸鈣粒徑

指標”所代表的其實是有孔蟲和鈣板之間的差異溶蝕，我們因此修正之

使其成為較理想的指標，由總碳酸鈣中有孔蟲的含量來表示。

邱子虔＊1,2,3、Wallace S Broecker1

1拉蒙多賀提地球觀測所（Lamont-Doherty Earth Observatory）　2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3成功大學地球動力系統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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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我們發現<20 μm的碳酸鈣沉

積物以鈣板（coccoliths）為主，

在這個粒徑範圍內的有孔蟲破片數

量稀少可忽略不計（右圖），網目

為 20μm的篩網的確可作為分離沉

積物中鈣板及有孔蟲破片的有效工

具，另外,由這些碳酸鈣質化石在電

子顯微鏡下的表面結構來看，鈣板

的耐溶度似乎遠高於有孔蟲殼體，

尤其在水深較深、溶蝕作用較為嚴

重的岩芯當中。分別測量四個粒徑

範圍的乾重和碳酸鈣含量後，可以

計算出不同粒徑範圍的沉積物對沉

積物碳酸鈣總含量的個別貢獻，當

我們比較同一岩芯站位晚全新世及

上次冰盛期的標本中<20μm在總碳酸鈣中所佔比例時，即可知鈣板藻（形成鈣板的生物）

和有孔蟲的比例的確在上次冰盛期時比較高。

欲估計溶蝕作用對海洋碳酸鈣沉積紀錄的影響，可比較來自同一站位但水深不同的兩

根岩芯，故本研究以來自Ontong-Java Plateau水深2.31 km及4.04 km的兩根岩芯為例，由於

兩站位十分接近，我們可假設其碳酸鈣沉積量相同，如果只看晚全新世的紀錄，水深2.31 

km的岩芯有49%的碳酸鈣出現在粒徑>63 μm的部份；水深4.04 km的岩芯則只有26%存在

粒徑>63 μm的部份，但在兩岩芯粒徑<20 μm的沉積物部份剛好相反， 這些數值顯示了有

孔蟲殼體比鈣板易溶。此研究並嘗試量化這個站位的溶蝕作用， 首先依校正後的碳十四年

代計算兩岩芯之沉積速率並假設岩芯沉積物密度， 由此計算出在2.31 km水深的岩芯沉積物

到達4.04 km水深時，粒徑>20μm的碳酸鈣（有孔蟲部份）已有70%溶解；粒徑<20μm的

碳酸鈣（鈣板部份）只有7%溶解。

根據以上結果，我們提出新版的“碳酸鈣粒徑指標”， 由沉積物中易溶的碳酸鈣（有

孔蟲部份）在總碳酸鈣中所佔比例來表示溶蝕作用的影響程度，雖然新版指標和原指標有

共同的缺點：兩者皆無法解決冰期與間冰期交替生物源碳酸鈣組成（即鈣板藻與有孔蟲的

初始比例）之變化，但若可在鄰近海域選擇一不受溶蝕作用影響、水深較淺的岩芯為基

準，新版指標則可較真實地表現沉積物在深海的保存度。

  本研究以電子顯微鏡觀察<20 μm的沉積物, 相片中的樣品來自MW91-9-GGC15
岩芯中42 ~ 43公分處, 相當於上次冰盛期的深度。

論文發表出處

"Toward Better Paleocarbonate Ion Reconstructions: New Insights 
Regarding the CaCO3 Size Index",
Paleoceanography 23 (2008): PA2216, doi:10.1029/2008PA00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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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基因轉錄受到轉錄因子與其結合位置的交互作用所調控。轉錄因子會辨認位於基因之

啟動子的結合位置，以便在適當的時機開啟該基因的表現，也藉此控制基因表現的程度。轉錄因子與

DNA之間的交互作用控制許多重要的生理作用；例如面對發育及環境變化的處理機制。這些轉錄因子

或其結合位置的缺陷可能引發疾病。若能進一步探討轉錄因子、其結合位置以及之間的交互作用，將

有助於瞭解基因轉錄的機制以及基因的功能。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結合資訊學、統計學以及高輸出之

生物技術資料，來進行基因調控網路的研究。我們特別著重於辨識酵母菌上轉錄因子之結合位置。

辨識轉錄因子的結合位置是一個在基因調控網路中

相當重要且極富計算挑戰性的議題，因為轉錄因子所辨

識的結合位置通常很短且又具退化的性質。最近生物技

術的進步，大量且性質不同的基因體資料快速累積，提

供絕佳的機會來辨識轉錄因子的結合位置。因此，結合

各種異質資料成為一個解決這個問題的主要潮流。我們

整合數種性質不同的生物實驗資料，包括DNA序列、演

化足跡、生物晶片資料以及染色值免疫沈澱晶片資料，

提出一新方法來預測轉錄因子的結合位置，並特別針對

非連續型轉錄因子結合位置做設計。如圖一所示，非連

續序列之轉錄因子結合位置包含一個或多個具高退化性

的位置，要成功辨識這樣的特徵是很難的，因為具高退

化性的位置大量增加在尋找答案過程中的搜尋空間。我們利用下列兩個技巧克服這些困難：（1）利用

序列特徵探勘技術找出允許最多一個高退化性位置的小段區塊，然後連結這些小區塊形成可能的非連

續序列之結合位置，並允許其包含許多連續的高退化性位置；以及（2）利用位置的同現性來加強辨識

位置的可信度。我們將此方法應用於已知其結合位置的酵母菌轉錄因子，跟其他方法相比，此方法不

僅對非連續序列之結合位置具有高正確率，對一般結合位置的結果也相當好。我們並進一步預測其他

轉錄因子的結合位置，對於這些目前已知的結合位置，我們的方法具有相當高的信度與效度。

尋找非連續型之酵母菌轉錄因子
結合特徵

摘 要
基因轉錄受到轉錄因子與其結合位置的交互作用所調控，轉錄因子會辨

認位於基因之啟動子的結合位置，以便在適當的時機開啟該基因的表

現。辨識轉錄因子的結合位置是一個相當重要且極富計算挑戰性的議

題，因為轉錄因子所辨識的結合位置通常很短且又具退化的性質；我們

稱包含多個連續高度退化的核 酸位置之轉錄因子結合特徵為非連續型，

一般而言，非連續型的結合特徵比一般型更難被電腦程式自動偵測出，

因為在程式搜尋中，容許結合特徵包含多個連續高退化核 酸位置將大幅

增加搜尋空間與其複雜性。為此，我們提出一個巧妙的方法尋找非連續

型轉錄因子結合特徵⋯

陳倩瑜1、蔡懷寬*2、許振銘3、陳玫如4、洪浩耕5、黃子瑋6、李文雄*6,7

1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2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3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4臺灣大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　5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6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7芝加哥大學生態與演化學系

 1   非連續型轉錄因子結合位置序列特徵。以轉錄因子
GAL4為例，左右兩端的‘CGG’‘CCG’必須要存
在，但中間的位置已經退化了。

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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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在此，我們利用圖2流程圖說明此演算法的基本概念，演算法的前半部分所做的事即為序列特徵

探勘，其目的是尋找在正集合（極有可能被調控基因之啟動子序列集合）中頻繁出現的序列特徵；

我們所開發的演算法之核心價值就是將探勘序列的步驟分成兩個階段（步驟一與步驟三），藉此可

以縮小尋找可能之結合特徵所需之搜尋空間與複雜性。演算法的後半段則利用所蒐集之各種資訊計

算其分數（步驟四、五與六），然後將所得到之分數組合後進行特徵候選者的排序（步驟七）。仔

細來說，步驟一首先尋找緊密性序列特徵片段

（其中僅允許單一退化位置），經過步驟二之雜

訊篩選後，步驟三進而使用較長的連續退化位置

（0~15）連接任兩個特徵片段。有了這些結合特

徵候選者之後，於步驟四中，我們比對所得之結

合特徵在啟動子上之所在位置是否具有重疊性，

互相重疊之結合特徵會利用這個機會彼此加成對

方的分數；除此之外，每一個基因也有機會對結

合特徵候選者評分，於染色值免疫沈澱晶片資料

中具有越強的結合強度之基因，即可順勢提高出

現於其啟動子中之結合特徵的分數。接下來，步

驟五使用染色值免疫沈澱晶片資料所得之正負集

合（如圖2之定義），判斷所得之結合特徵是否真

的在正集合中頻繁出現（相較於負集合所出現之

頻率必須有顯著差異）；最後，步驟六利用從相

關物種所取得之直系同源序列來幫助判斷此結合

特徵在演化中之保留程度。

計算實驗結果顯示，於32個已知其結合特徵

的酵母菌轉錄因子測試子集中，此新方法能準確

地尋找到所有的非連續型結合特徵（表一），比

現存的其他方法都好（表二）；此外，我們的方

法針對一般型的轉錄因子結合特徵，依然有高

準確性的預測結果。論文中針對另外54個酵母菌

轉錄因子進行測試，成功地偵測出11個非連續型

與38個一般型與文獻記載吻合之轉錄因子結合特

徵。於論文的附

件中，我們也針

對目前尚無實驗

確認之轉錄因子

結合特徵的46個

轉錄因子進行預

測，所得之預測

結果值得更進一

步的研究討論。

論文發表出處

"Discovering Gapped Binding Sites of Yeast Transcription Factors",
PNAS 105 (2008): 2527-2532.

表一： 該方法所預測的非連續型轉錄因子結合特徵與
目前已知的結合特徵之比較

我們的方法 所得之特徵的名次 已知的結合特徵

ABF1 1

FHL1 1

GAL4 1

HAP1 2

HIR1 1

HIR2 1

MCM1 1

RLM1 1

SMP1 1

表二：所提之方法與其他方法對於32個實驗得到的轉錄因子結合特徵之結果比較

我們的方法 AlignACE BioProspector SPACER

與已知結合特徵之相似分數的平均值 83.9 76.3 73.4 70.4

第一名的特徵即為已知特徵之個數 28 9 16 14

第二~五名的特徵即為已知特徵之個數 3 12 2 2

第六~十名的特徵即為已知特徵之個數 0 2 2 2

已知的特徵並沒有出現在前十名的個數 1 9 12 14

非連續型特徵被找到的個數 9 6 4 7

 2    所提之尋找非連續型轉錄因子結合特徵演算法的流程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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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在世界上或是臺灣為主要的癌症死因，根據衛生署民國96年的生命統計資料顯示，惡性腫

瘤占國人死因第一位，其中肺癌為男性癌症死因第二位，女性癌症死因第一位。民國93年癌症登記

年報資料中指出，男性肺癌發生率為所有癌症的第二位，女性肺癌發生率為第四位。肺癌依組織細

胞型態可分為小細胞癌（small cell lung cancer；SCLC）與非小細胞癌（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NSCLC），其中以NSCLC為最常見的型態。在NSCLC中，可以細分成腺癌（adenocarcinoma）和鱗狀

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等，以肺腺癌最多。肺癌之另一特徵是早發轉移，早期肺癌症40%

的病人會在術後5年內會發生轉移，且目前臨床TNM分期方法無法準確預測病人預後。

正常細胞發展至腫瘤細胞的過程相當複雜，可以從三種層次來探討，基因體組DNA（genomic 

DNA）、DNA 轉錄（transcription）成RNA以及RNA轉譯（translation）成蛋白質。在RNA轉譯層

次，致癌與抑癌基因在不同組織或是腫瘤細胞會有不同的基因表現強度；可以利用基因表現強度

的差異，探討癌症的特徵或是預測病人的存活，此種研究大多利用同時測量大量基因表現的微陣列

（microarray）基因晶片或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eal time RT-PCR）進行。

利用微陣列或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方法測量基因表現，可以區分癌症類型或預測包括肺癌

或其他種癌症病人的存活時間。但即使微陣列方法在癌症研究上有相當大的幫助，仍有其技術上的問

題（如存在過多的基因當做生物標記與需要複雜的分析方法等），使其在臨床應用上仍有相當大的限

制。因此，利用準確與快速的RT-PCR方法測量基因表現，仍為臨床應用上較為可行的工具，而且其可

以測量基因在石蠟切片檢體中的表現之特性，更增加其在臨床上的應用性。

微核醣核酸印記預測肺癌病人
存活與復發

摘 要
微核醣核酸為一群新發現的核甘核酸，其不會轉譯成蛋白質而且能負向

調構基因表現。本研究擬建立利用微核醣核酸表現的預測方法，探討其

與非小細胞肺癌病人預後的相關。利用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鎖 （real time 

RT-PCR）反應方法測量174個臨床肺癌檢體的微核醣核酸表現，以及進

行基因表現與存活資料的相關分析。5個微核醣核酸分別為（hsa-let-7a、 

hsa-miR-221、hsa-miR-137、hsa-miR-372和hsa-miR-182*），在訓練組與

驗證組中均與病人存活有關，在另一家醫學中心的62個獨立樣本的驗證

資料中，預測的高風險的病人其校正風險對比值為2.81倍 （95% 信賴區

間: 1.13-7.01）。以病人復發情形來說，在另一家醫學中心的62個檢體的

驗證資料中，預測的高風險的病人其校正風險對比值為2.39倍 （95% 信

賴區間: 1.12-5.10）。五個微核醣核酸建構的預測模式，能準確地預測非

小細胞肺癌病人的存活與復發，並能提供肺癌病人後續治療的參考。

俞松良1,2,3、張璿宇*2,6,7、張基晟9,11、陳志毅10,12、陳惠文13、沈林琥14、鄭秋玲2、余忠仁4、

李元麒5、陳漢祥15,16、舒德仁2,11、蔣景程2、李涵妮2、洪啟盛2、蘇新元2、陳俊杰2、陳菀均13、

劉俊吉11、陳榮楷3、陳為堅2,6、李克昭*7,17,18、陳健尉2,11,18、楊泮池*2,4,8,18

1臺灣大學醫學院﹣醫學檢驗暨生物技術學系　2臺大醫學卓越研究中心﹣基因體醫學組
3臺大醫院醫學研究部　4臺大醫院內科部　5臺大醫院外科部　6臺灣大學流行病學研究所
7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8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9臺中榮總內科部胸腔內科
10臺中榮總外科部胸腔外科　11中興大學生物醫學與分子生物學研究所
12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外科部胸腔外科　13陽明大學藥理學科暨藥理學研究
14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15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大腸直腸外科　16花蓮慈濟醫學中心外科部
17加州大學統計系　＊Corresponding author　18These authors contributed equally to this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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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微核醣核酸為一群新發現的核醣核酸，其不會轉譯成蛋白質而且能負向調控基因表現。本研究擬建

立利用微核醣核酸表現的預測方法，探討其與非小細胞肺癌病人預後的相關。利用即時反轉錄聚合酶連

鎖（real time RT-PCR）反應方法測量174個臨床肺癌檢體的微核醣核酸表現，以及進行基因表現與存活

資料的相關分析。

本研究首先利用112位肺癌病人開刀後取出的組織檢體，將其隨機分成訓練組與測驗組，在訓練組

進行存活相關微核醣核酸的選取，並利用測驗組驗證其準確性。在訓練組中，有5個微核醣核酸顯示出

與病人存活有關，利用此5個微核醣核酸構成的風險分數亦顯示，隨著病人風險分數的上升，其危險基

因表現較高，存活時間也較短（圖1）。此外，由風險分數區分之高風險病人其存活時間較低風險病人

顯著為短（圖2A），在測驗組病人中也得到類似的結果（圖2B）。

本研究不只在原來建構預測模式的樣本中能準確預測肺癌病人存活狀況（圖3A），以獨立的62

個來自另一個醫學中心肺癌檢體進行驗證亦能準確預測其預後（圖3B）。在Cox對比涉險模式（Cox 

proportional hazard regression）分析中，此五微核醣核酸印記風險對比值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此五微核

醣核酸印記為獨立預後因子（圖4）。五個微核醣核酸建構的預測模式，能準確地預測非小細胞肺癌病

人的存活與復發，並能提供肺癌病人後續治療的參考，但需要進行下一階段大規模前瞻性臨床試驗，才

能確認本研究團隊建立的微核醣核酸預測模式在臨床應用之可行性。

 3   在獨立樣本中，利用Kaplan-Meier法估計五微小核醣核酸印記
所預測的高風險與低風險病人，共有62個病人。

論文發表出處

"MicroRNA Signature Predicts Survival and Relapse in Lung Cancer",
Cancer Cell 13 (2008): 48-57. 

 1   非小細胞肺癌病人的基因表現剖繪、病人追蹤時間與
風險分數。

 2    (A)在訓練組病人中，利用五微小核醣核酸印記區分的高風險與低風險病人，利用
Kaplan-Meier法估計其存活曲線，兩群病人的存活率有顯著的差異 (B) 驗證組中利
用Kaplan-Meier法估計五微小核醣核酸印記區分的高風險與低風險的存活曲線。

 4    Cox對比涉險模式分析結果顯示，五微小核醣核
酸印記達到顯著水準為獨立預後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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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眾多的奈米生物醫學技術中，鑽石被認為是製造微型裝置（像奈米機械人）的理想材料。雖

然，這些先進的奈米裝置還未成型，我們可以想像它們在人體內運作，摧毀病毒及癌細胞，修復受損

的結構等情景。鑽石之所以能成為製作這些科幻裝置的首選，主要是因為它具備有下列這幾項特性。

首先，鑽石是碳的同素異構物之一，可以用物理的方法來製備。其次，鑽石的表面很容易用化學的方

式加以修飾，賦予新的特性。第三，鑽石的硬度高、化學活性低、並具有優異的生物相容性，它曾贏

得「21世紀的生物材料」的美名。近年來實驗證實，含有「氮-空缺（簡稱N-V）」晶格缺陷的奈米鑽

石，經由黃綠光雷射照射後，能夠產生明亮的遠紅色螢光，此螢光的強度及穩定度都很高，對生物細

胞及組織的穿透力也很強，很適合生物醫學方面的應用。面對這些新的技術發展和需求，我們認為積

極開發螢光奈米鑽石成為活體顯像及診斷的光學探針是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 

雖然螢光奈米鑽石是理想的奈米

生物探針，它卻尚未廣泛的被應用，

原因之一是螢光奈米鑽石的量產不

易。傳統上，要在鑽石內部產生N-V

晶格缺陷，必須使用范德爾格拉夫加

速器（van der Graaff accelerator）的

高能量電子束（通常為2 MeV）來轟

擊鑽石，再經由800 ºC高溫鍛燒退火

後才算完成。也就是因為需要如此複

雜、昂貴的儀器設備，阻礙了螢光奈

米鑽石的發展與應用。在此，我們提

出了一個具體可行的方法，那就是利

用一自行建造的裝置，產生高通量（通常為16μA）、中能量（通常為40keV）的氦離子束來轟擊鑽

石，製造晶格缺陷，進而大量的生產螢光奈米鑽石。圖1所示的是此裝置的示意圖。與傳統的方法相

比，此法大大的提高了螢光奈米鑽石的產量有兩個數量級左右。更重要的是，此裝置的架設與使用簡

單，可以安全的在一般實驗室中操作。

螢光奈米鑽石的量產及其動態顯影

摘 要
螢光奈米鑽石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光穩定性、及表面容易官能基化

的特性，是一種新穎的奈米材料。當螢光奈米鑽石受到黃綠光雷射照射

時，其晶格缺陷會發出紅色的螢光，此螢光對生物細胞及組織有相當好

的穿透力，適用於活體生物顯影。本研究顯示，鑽石的晶格缺陷可以藉

由中能量、高通量的氦離子束來轟擊產生，由此，我們可以在實驗室中

量產螢光奈米鑽石。此材料的螢光強度及穩定度都很高，即使小到25 nm

的粒子，仍保有優越的光物理特性。我們利用廣視野螢光顯微鏡，成功

的追蹤了單一個35 nm螢光奈米鑽石粒子在活細胞中的三維運動行為。

張宜仁1、李旭洋1、陳科華1、張俊傑2、蔡東昇1、傅琪鉦1、林宗欣1、曾彥凱1、

方嘉謚1,3、韓肇中1、張煥正＊1,3、范文祥＊1,2,4

1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研究所　2臺灣大學物理系　3師範大學化學系　4臺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

研究所

 1   用以量產螢光奈米鑽石的中能量離子束裝置圖。在此裝置中，僅射頻離子源（RF 
ion source）和高電壓加速器（HV acceleration tube）為商用設備，其餘皆由本
研究團隊所自行設計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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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以40-keV He+ 離子束製備的螢光奈米鑽石，經由532 nm雷射

激發後，會產生遠紅色的螢光。從圖2的螢光光譜，我們可以發現

兩種氮-空缺的晶格缺陷：(N-V)0及(N-V)–。它們的零聲子線（zero-

phonon line），分別位於575 nm及638 nm。與以3-MeV H+ 離子束

製備的螢光奈米鑽石相較，其螢光強度的差異小，僅~30%左右，

而完全未經過離子束轟擊的奈米鑽石，其螢光強度則相當微弱。

有了大量的螢光奈米鑽石，藉由不斷的離心分離，我們可

以篩選出較小顆的鑽石晶粒。穿透式電子顯微術（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和動態光散射粒徑分析（dynamic light 

scattering）證實，由此法所篩選出來的螢光奈米鑽石大小約為

25 nm。圖3所顯示的是螢光奈米鑽石的大小（25、35及140 nm）

和其螢光強度在不同能量雷射激發下的指數關係圖，此圖所呈

現的線性關係表示螢光奈米鑽石的螢光強度和體積有關，而與

其表面特性無關。另外，從圖3內的插圖，我們可以發現即使螢

光奈米鑽石小到25 nm，仍保有良好的光穩定性，不會有光漂白

（photobleaching）和光閃爍（photoblinking）等現象發生。

正因為螢光奈米鑽石具有優異的光學特性，我們能在活細胞

中對它進行長時間的觀測，從而研究極細微的細胞內部活動，像

是藥物傳輸及病毒感染等。圖4a為HeLa細胞在吞噬35 nm螢光奈米

鑽石後，其白光與螢光影像的重疊圖。利用一自行建造的自動控

制系統，搭配螢光顯微鏡，我們針對該細胞內的一特定奈米鑽石

粒子（圖4a黃色框框內），成功的作了三度空間的追蹤，時間長

達200秒之久。利用均方位移（mean square displacement）法分析

此三維軌跡，我們得到了一擴散係數（diffusion coefficient）， D  = 

3.1 × 10-3 μm2/s，證明該粒子存在於核內體（endosome）中。

本研究首次證明大量生產螢光奈米鑽石是具體可行的。與有機螢光探針相比較，螢光奈米鑽石沒有

光漂白和光閃爍的現象，因此，它的偵測不受時間的限制，可以進行長時間（數小時）與短時間（數微

秒）於細胞、組織或甚至活體動物內的觀察。我們期待此項創新的技術，在奈米醫學和奈米生物學上有

令人興奮的應用與開闊的前景。

 4   單一個螢光奈米鑽石（35 nm)於活細胞（HeLa cell）內的三維追蹤。a. 細胞吞噬螢光奈米鑽石後的白光與螢光影像重疊圖。b.（左）利用三維
影像重建，標示出細胞核與細胞質的相對位置圖。（右）針對a圖黃色框內的單一個螢光奈米鑽石，連續追蹤200秒後所得到的三維軌跡圖。

論文發表出處

"Mass Production and Dynamic Imaging of Fluorescent Nanodiamonds",
Nature Nanotechnology 3 (2008): 284-288.

(a)
(b)

 2   螢光奈米鑽石的螢光光譜。此螢光奈米鑽石（大
小約35 nm）分別是由40-keV He+ 和3-MeV H+ 的

離子束所轟擊製造產生。插入圖:以532 nm雷射
激發35 nm螢光奈米鑽石溶液的螢光影像圖。

 3   在三種不同強度的雷射照射下，螢光奈米鑽石的
螢光強度和粒子大小的關係。所測得的斜率在

2.65到2.95之間。插入圖:單一個25 nm螢光奈米
鑽石的螢光強度隨時間的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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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一般認為, 活躍星系核是因星系核中心的超大質量黑洞吞食鄰近物質所造成。然而，究竟

黑洞是如何吞食物質呢？如果沒有外力擾動星系內旋轉的氣體，並且移除轉動慣量，氣體就無法落入

核中心體積極小的黑洞。藉由有系統的觀測活躍星系核之一的西佛星系以及作為對照組的非活躍星系 

（此後稱之為對照星系），本研究探討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是否為形成活躍星系核的關鍵。

以往利用可見光望遠鏡的研究，顯示西佛星系和非活躍星系所受到重力擾動的情況並沒有顯著的

差異，因此重力交互作用並非在西佛星系中形成活躍星系核的主要關鍵。然而，可見光並非研究星系

間重力交互作用的最佳工具，因此我們對在可見光波段的研究所得的結論，仍持保留的態度。

為了更適當地顯示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我們選擇

研究星系裡的氫氣體，因為氫氣體在星系盤面的分布要較

星系內所有的星球來的廣大，而且它對重力擾動極為敏

感，因此是研究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較好的工具。另

外，有系統的選擇所研究的星系與對照星系是另一個關

鍵。我們選擇的西佛星系與對照星系分別有類似的距離、

星系大小、與類別。此外，實驗組與對照組所可達到的觀

測靈敏度也相同，是目前最有系統研究此一命題的觀測。

利用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的

特大天線陣列（Very Large Array, VLA）電波望遠鏡（radio 

telescope），我們取得28個西佛星系、與27個對照星系的

氫氣體影像，並且比較星系裡氫氣體的分布與運動。結果

顯示，高達94%的西佛星系裡的氫氣體有受到擾動的現象。我們的結果提供了一個強力的證據，證實

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是促使星系核內的氣體掉入黑洞的主要關鍵。鄰近星系的經過或造訪，會使西

佛星系受到擾動，導致更多物質進入黑洞的重力影響範圍內。另外，特大天線陣列所觀測到的星系氣

西佛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

摘 要
本研究探討形成活躍星系核的關鍵因素。一般認為，活躍星系核之所以

特別亮，是因為星系盤面上的物質掉入黑洞前所釋放出的大量輻射所造

成。然而，若無外力介入，物質無法自然地掉入黑洞。為了探討是否星

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為主要外力，我們有系統的觀測活躍星系核之一的

西佛星系，並進行一有系統的對照觀測。我們用特大天線陣列（VLA）

觀測28個西佛星系與27個非活躍星系內的氫氣體分佈與運動，發現90%以

上的西佛星系處於重力擾動的狀態，而僅有15%的非活躍星系有氣體受到

擾動的現象。此研究首次提出觀測證據證實，重力交互作用為促成絕大

部份活躍星系的必要條件。

湯雅雯1,2、郭政育3、林仁良1、賀曾樸＊1

1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2臺灣大學物理研究所　3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天文學研究所

 本研究結果顯示，星系間的重力交互作用是激發活躍星
系中心黑洞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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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體很清楚地顯示許多西佛星

系正在與鄰近的星系有著重

力交互作用。這與在可見光

波段的觀測下有著截然不同

的表現。在可見光下，僅有

28%的西佛星系有可能和其

他星系有交互作用。

 相較於西佛星系，使

用特大天線陣列觀測對照星

系所得到的影像，卻顯示非

活躍星系只受到極少的擾

動。比較西佛星系與非活躍

星系的不同反應，清楚顯

示，近距離的星系造訪與活

躍星系核的活動有很大的相

關性。這是目前為止，  對

於重力交互作用力造成西佛

星系中的活躍星系核的最佳

證據。以往雖也有其它的理

論主張，但實際的觀測都無

法明確地顯示出理論上所預

測的西佛星系與非活躍星系

間之差異。

氫氣影像是揭露星系間

看不見的重力交互作用力的

有利工具，「這項研究是前

所未有對西佛星系最佳、最

廣泛、最完整的氫氣研究之

研究成果，同時也是人類瞭

解西佛星系的一大關鍵里程

碑。」

 2   非活躍星系 NGC 3835的影像。彩色背景與等高線所表示的和圖1相同。比較圖1、
圖2，活躍星系的氫氣體運動狀態顯然比非活躍星系複雜。

1     活躍星系 Mrk 1（圖中心）與NGC 451（圖左下）的影像。左圖：彩色背景為可見光影
像，白色等高線顯示氫氣體的分布。右圖：彩色背景與黑色等高線皆為氫氣體的運動速

度。

論文發表出處

"Prevalence of Tidal Interactions among Local Seyfert Galaxies: The Control Experiment",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679 (2008): 1094-1127.
"Prevalence of Tidal Interations among Local Seyfert Galaxies",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679 (2008): 1047-1093.

 3    西佛星系和對照星系與其相鄰的星系距離累計圖。此圖顯示，西佛星系有較高的比
例擁有鄰近星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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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電致發光二極體(LED)中其發

光效率可大致由二個因子來表示：ηex  =ηi n 

ηext。ηin 為內部量子效率，此值與電流注入

效率有關，ηext 為光的取出效率(extraction 

efficiency)，此部分是由於發光區產生之光子

受到基板與導光層的全反射作用，使光子被束

縛在基板或導光層內，僅有部分光子輻射至空

氣外部。電流注入效率與材料有關，一般LED

的內量子效率可達70％以上，進一步改善的空

間較小。而傳統LED由於受制於全反射，由發

光層發出的光必需小於臨界角（以玻璃基板為

例，臨界角 =sin-1(1/n) ~ 41.8o），才可能離開

LED進入空氣中。發光角度落在這個所謂「逃脫角錐」之外的光，只會在基板與導光層的內部來回地

反射，導致光的外提取效率只有百分之二十幾 (圖1)，因此提高的空間很大。目前用來提高光汲出效率

的方法是在基板或導光層間製備一些微型透明性的結構，藉由破壞全反射機制使被束縛在基板或導光

層內的光子散射至空氣中。近來有一些研究報告指出利用粗製化的LED基材表面，可使部份的全反射

光遭遇到散射而穿透出去，這方面的研究如具有微觀的鋸齒狀紋理結構、微透鏡或金字塔形的表面處

理方式；另外也可以在表面製造高深寬比的週期性次波長結構等二維光子晶體，此結構可以將高折射

率材料中的導光模態耦合成為出光模態。

我們的研究首先提出利用奈米金屬線陣列結構的方法來增強取出效率，奈米金屬由於表面電漿子

的作用使其具有非常高的光學散射效率，應用非常細的金奈米線（<100nm直徑）以光柵耦合方式就能

非常有效的使被束縛在基板或導光層內的光子散射至空氣中。我們在此研究中將不同的金奈米線陣列

置在OLED的發光區旁與發光區內（圖2），在發光區旁可以將束縛在基板內的光子耦合至空氣，若將

金奈米線置在發光區內，則可將束縛在導光層內的光子取出，因為使用非常細的金奈米線，其光學穿

透性佳可高達80%以上，較不受金屬反射所影響，在此奈米結構中，不同週期所取出的光波長不同，

圖3(a)顯示發光波長與週期的關係，我們製作週期350nm到800nm的金奈米線陣列，發現取出光的顏色

金奈米線陣列在有機發光元件之效率
增強研究

摘 要
奈米金屬中的表面電漿子效應其具有非常高的光學散射效率，我們應用

此特性，以非常細(<100nm直徑)的金奈米線陣列將被束縛在發光元件基

板與導光層內的光子耦合至空氣中。不同週期的金奈米線可將不同顏色

的束縛光取出，以綠光OLED為例，使用450nm週期的金奈米線陣列，其

光的取出效率增加 ~46%。另一方面，將此奈米金屬線製作在有機發光層

下的ITO基板上， 可以增加 ~80% 的取出效率，整體而言，應用金奈米線

陣列可以增強發光元件一倍的亮度。此奈米金屬線也適用在LCD背光板

上，形成一種紅、綠、藍三色分佈的彩色導光板，此種作法可以省下了

彩色濾光片與散射膜，節省LCD的成本與製作過程。

許勝裕1、李明昌2、李光立1、魏培坤＊1

1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2清華大學光電工程系

 1   一般OLED發光效率之示意圖，其可傳播至外面的光僅有約26%，光角度落
在「逃脫角錐」之外的光，只會在基板與導光層的內部形成基板導光模態

與光學波導模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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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可從藍色變到紅色，因此以適當的週期搭配不同顏色的OLED

可以達到最大的光取出效率。圖3(b)顯示以一發綠光的Alq-

OLED為例，其發光波長峰值在530nm，我們使用450nm週期的

金奈米線陣列其取出光的波段在此波長有最大效率。

圖4顯示實際以一CCD光學量測其發光強度分佈圖，在

OLED的450nm週期金奈米線，其取出光的強度可達到一般發

光區的46%。另一方面，若將金奈米線置在OLED內，除了可

將導光層內的光子取出外，因為當發光分子非常靠近奈米金屬

結構時，其發光效率會受到金屬表面電漿子作用而增強，因此

將奈米金屬線製作在有機發光層下的ITO基板上，可進一步增

加發光效率（取出增強＋發光增強），以綠光OLED為例，使

用450nm週期的金奈米線陣列於發光區中，實驗發現可以增加 

~80% 的發光強度。

此奈米金屬線製作在發光元件內，比起之前利用透明微型

結構的方式，金屬奈米結構所需的深度（數十奈米）與寬度

（數十到百奈米）都可以小很多，因此更可以均勻的將光從基

板與導光層中汲起出來。同時數十奈米厚度與寬度的奈米金屬

結構，以目前奈米壓印技術可以大面積、便宜的製作於發光元

件上，相當適合於大量製造。此研究中應用非常細的金奈米線

就能非常有效的使被束縛在導光層內的光子被耦合至空氣中，

而且利用陣列結構選擇不同週期可將不同光波長取出的特性，

也適用在TFT-LCD上，目前LCD背光板的發展為採用白光導光板，它需要利用一些散射膜將導光板內的光

子取出，同時LCD中還需要一些彩色濾光片形成紅、綠、藍三色分佈。我們以週期金奈米線陣列，利用週

期的改變可將不同顏色光在不同的區域取出，形成一種紅、綠、藍三色分佈的彩色的導光板，此種作法省

下了彩色濾光片與散射膜，可以大大節省TFT-LCD的成本與製作過程。目前我們正與國內公司產學合作，

研究此種新的彩色導光板的開發與應用，相信此方法的成功將可對國內的顯示器工業提供一大貢獻。

論文發表出處

"Extraction Enhancement in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evices by Using Metallic Nanowire Arrays",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2 (2008): 013303. 

 2   我們研究將不同的金奈米線陣列置在OLED的(a)發光區旁與(b)發光區內。(c)為所製作
的450nm週期金奈米線的原子力顯微鏡圖與其高度分佈。(d) 450nm週期金奈米線的穿
透光譜圖。

 3     (a) 不同週期350nm-800nm 的金奈米線
陣列結構，從基板中所取出光的顏色。

（b）不同金奈米線陣列結構製作在一
NPB-Alq3-Mg:Ag OLED上，所取出的發
光強度圖，附圖為此OLED的發光光譜。

 4    (a) 450nm週期金奈米線在OLED旁，其
取出光的強度與一般發光區的光強度比

較。（b）450nm週期的金奈米線陣列於
OLED發光區中，取出光的強度與一般發
光區的光強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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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聖嬰現象會產

生類似於全球暖化的

大區域增溫，所以聖嬰

現象常被用來和全球暖

化做比較，進而探討及

瞭解因全球暖化所造成

的降雨改變的動力機

制。在本研究中，利用

ECHAM5/MPI_OM全

球模式的模擬結果，我

們比較了聖嬰現象及全

球暖化之間的相似和相

異處。

在聖嬰現象及全球

暖化的影響下，熱帶降

雨的變化有著南北半球

不對稱的現象（圖一及

圖二）。這不對稱的現

象會隨著季節而改變：

在前半年，北半球的降

雨會減少，南半球的降

雨則會增加；後半年則

反之。聖嬰現象及全球

暖化所造成的降雨不對稱，在程度上有些許不同。在聖嬰現象，降雨增加及減少的強度相似，大約

為±0.2 (mm day-1 )公釐每天（圖1），所以熱帶區域降雨的總平均趨近於零。在全球暖化，降雨增加

（約+0.6公釐每天）的強度大於減少（約-0.2公釐每天）的強度（圖2），這降雨增加及減少強度的不

ECHAM5／MPI_OM全球模式中熱帶降雨的南
北半球不對稱        聖嬰現象及全球暖化的比較
摘 要
根據ECHAM5/MPI_OM全球模式的模擬結果，比較聖嬰現象及全球暖

化所造成的熱帶降雨不對稱原因的相似和不同之處。在北半球的夏天及

秋天（冬天及春天），北（南）半球的降雨增加而南（北）半球的降雨

則減少。這個聖嬰及全球暖化所造成降雨不對稱的現象，主要和赫德利

(Hadley)環流的季節變化有關。聖嬰現象發生的時候，上升區的對流因

大氣較為不穩定而增強，上升區邊緣的對流則因從下沈區傳來的乾平流

而減弱。在全球暖化下，低對流層所增加的水氣最多，進而造成上升區

（下沈區）水氣傳送的增加（減少），所以對流及降雨增強（減弱）。

周佳*1、涂建翊2

1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中國文化大學大氣科學系

 1   在聖嬰現象中，南北半球的平均：(a)海水表
面溫度的改變，(b)對流層溫度的改變，和(c)
降雨的變化。細實線是北半球的平均，虛線

是南半球的平均，而粗實線則是整個熱帶的

平均。

 2   在全球暖化下，南北半球的平均：(a)海水表面
溫度的改變，(b)對流層溫度的改變，和(c)降
雨的變化。細實線是北半球的平均，虛線是南

半球的平均，而粗實線則是整個熱帶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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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同是因為總降雨平均增加約為+0.2公釐每天的緣故。這

個降雨的南北不對稱和因赫德利環流而降雨帶會隨季節

南北移動的現象是一致的。

降雨不對稱隨季節的改變提供了一個新的思維，可

用來偵測降雨變化中全球暖化的訊號。首先，熱帶降雨

在夏季半球傾向增加，在冬季半球則趨於減少。夏季半

球主要是雨季，冬季半球則為乾季，所以雨季將會降下

更多的雨，而乾季則會越來越乾。換而言之，在全球暖

化下，雨季和乾季之間的降雨差距會變得越來越大；另

外，南北半球的差距也會越來越大。這降雨差距的改變

並不盡然全和赫德利環流本身的改變有關。

造成降雨不對稱的主要原因，聖嬰現象及全球暖化

是不同的。在聖嬰現象，東太平洋接近赤道區域海水溫

度的增加啟動整個過程，而熱帶降雨變化的不對稱則和

垂直速度改變所產生的動力回饋作用有關（圖3）。這

個動力回饋作用包括了平均流場所產生的垂直水氣輻合

及水氣的水平輻合，這兩個機制和低對流層水氣的分佈

及平均赫德利環流有關。暖海水及溫暖對流層造成低層

大氣水氣的增加，並且在上生區與下沈區之間產生了緯

度方向的水氣梯度。在上生區，對流因大氣變得較不穩

定而增強，所以赫德利環流變得比較強，這進一步增強

了水氣的緯向梯度。在這水氣梯度變化的分佈下，低對

流層的平均北風導致赤道北邊的乾平流，抑制上生區邊

緣的對流。在此同時，相同的平均北風則造成赤道南邊

的濕平流，進而增強上生區的對流。有別於聖嬰現象，

在全球暖化中造成降雨不對稱的原因，則較為直接（圖

4）。因為全球暖化所增加的水氣集中在低對流層，赫

德利環流的上生運動造成上生區的水氣垂直傳送增加，

所以降雨增加，在下沈區則剛好相反，這過程一般稱為

直接水氣作用。

因為相似的水氣緯向梯度，在聖嬰現象中所主導的

動力回饋作用亦會影響全球暖化中降雨的改變（Chou 

and Neelin 2004），然而這個動力回饋作用在全球暖化

中的貢獻卻小於在聖嬰現象裡的影響，亦即垂直運動的

變化對於降雨改變的貢獻在全球暖化中是較弱的。在全

暖化中，影響垂直運動變化的機制較為複雜，且其空間

分佈非常不一致，所以垂直運動的變化很容易因為空間

的平均而不易察覺。這表示有其他的作用可能影響全暖

化中垂直運動的改變，進一步的探討是我們目前正在進

行的工作。

論文發表出處

"Hemispherical Asymmetry of Tropical Precipitation in ECHAM5/MPI_OM During El 
Nino and under Global Warming",
Journal of Climate  21 (2008): 1309-1332.

 3   在聖嬰現象中，北半球冬天（FMA）的經度平均：(a)降雨，(b)
對流層水氣，(c) （實線）和 （虛線），

(d) （實線）和 （虛線），(e)

（實線）和 （虛線），和(f)蒸發（實線）和進

入大氣的淨能量（虛線）。實線的座標是左邊，虛線的座標則是

右邊。

 4   在全球暖化下，北半球冬天（JFM）的經度平均：(a)降雨，(b)
對流層水氣，(c) （實線）和 （虛線），

(d) （實線）和 （虛線），(e)

（實線）和 （虛線），和(f)蒸發（實線）和進

入大氣的淨能量（虛線）。實線的座標是左邊，虛線的座標則是

右邊。



34

近幾年來研究人員對於癌症有效療法的研發，已經開始探討癌症幹細胞的研究。癌症幹細胞

具有幹細胞繁殖和分化成原始細胞的能力，同時，也擁有抵抗化療和放射治療的特色，而且可能

是腫瘤復發和轉移的根源所在。我們發現六個醣組合的Globo H和其前驅物SSEA3將是乳癌的治療

的目標。SSEA3是Globo H具有五個醣的前驅物，又為人類胚胎幹細胞的標誌。我們分析53位乳癌

病人的癌細胞發現，其中61.0%的病人癌細胞表現Globo H，不過只有20%的癌症幹細胞表現Globo 

H。進一步分析Globo H前驅物SSEA3，我們首次發現乳癌病人中77.5%的病人癌細胞以及62.5%的

癌症幹細胞表現SSEA3。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Globo H免疫療法能夠同時對於一般癌細胞及癌

症幹細胞有效。研究人員關於在癌症細胞中SSEA3的發現特別興奮，因為結果顯示，SSEA3在一

般的乳癌細胞和癌症幹細胞上更容易被看見。這表明SSEA3有助於發展癌症治療學研究的一個新

方法。過去對於SSEA3的認識，大多數僅知道此醣脂質為胚胎幹細胞表面的特異性標記，在癌症

或是一般正常成人組織的表面，所知有限。這是首次發現癌細胞的表面有SSEA3的表現。為此，

研究人員也首次分析SSEA3在正常組織的表現，發現SSEA3的表現主要位於管腔上皮細胞的頂面 

(apical surface)，此位置被認為是免疫系統不容易到達的區域，與Globo H表現情況相似，是當作癌

症疫苗標的的合適對象。經由小鼠動物實驗發現，Globo H疫苗除    了誘發抗Globo H抗體外，在

配合共同注射免疫佐劑醣脂質α-GalCer之下，也能夠誘發抗SSEA3抗體，顯示Globo H免疫療法能

夠同時作用到一般癌細胞及癌症幹細胞。該研究並利用乳癌癌細胞株以及小片段核醣核酸干擾技

術 (small interference RNA)，首次在細胞系統中證明岩藻醣轉化酶 (fucosyltransferase, FUT) FUT1及

FUT2都參與Globo H在細胞內的生合成 (biosynthesis)，並且FUT2具有優先權。利用在免疫不全小

鼠內異體移植生長(xenografted)的病人乳癌細胞，研究人員進一步發現FUT2的表現在癌症幹細胞

明顯不如一般癌細胞。因此乳癌癌症幹細胞Globo H表現較一般癌細胞弱的原因，可能來自於低表

現的FUT2或FUT1，以及SSEA3在癌症幹細胞表現的頻率較低。該研究的結果將有助於未來發展以

Globo H為標的的乳癌疫苗或以FUT1/ FUT2為標的的乳癌標靶治療。

Globo H及SSEA3在乳癌癌症幹細胞中的表現以及
岩藻醣轉化酶1及2負責Globo H在細胞內的生合成
摘 要
近幾年來研究人員對於癌症有效療法的研發，已經開始探討癌症幹細胞

的研究。我們分析53位乳癌病人的癌細胞發現Globo H及SSEA3在乳癌

癌症幹細胞中的表現。其中61.0%的病人癌細胞表現Globo H，不過只有

20%的癌症幹細胞表現Globo H。進一步分析，我們首次發現乳癌病人中

77.5%的病人癌細胞以及62.5%的癌症幹細胞表現Globo H前驅物SSEA3。

經由小鼠動物實驗發現，Globo H疫苗除了誘發抗Globo H的抗體外，在

配合共同注射免疫佐劑α-GalCer之下，也能夠誘發抗SSEA3的抗體，顯

示Globo H免疫療法能夠同時作用到一般癌細胞及癌症幹細胞。這表明 

SSEA3有助於發展癌症治療學研究的一個新方法。

張文瑋1、李建興1、李佩珊1、林國瑋1、許峻瑋1、洪榮堂1、林晶晶1、游正博1,2、

翁啟惠1,2、俞志誠3、邵立恩1、陳鈴津1

1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3三軍總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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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出處

"Expression of Globo H and SSEA3 in Breast Cancer Stem Cell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Fucosyl 
Transferases 1 & 2 in Globo H Synthesis",
PNAS 105 (2008): 11667-11672.

乳癌癌症幹細胞具有表面分子標記為CD24-CD44+並且這群細胞被認為是乳癌增生或轉移的元兇。Globo H屬於乳癌相關醣脂質的一種，並具有
作為乳癌免疫療法的潛質。我們分析41個乳癌病人癌細胞發現，期中61.0％的病人癌細胞表現Globo H，其中只有20％的癌症幹細胞表現Globo 
H。進一步分析Globo H前趨物SSEA3，我們首次發現乳癌病人中77.5％的病人癌細胞以及62.5％的癌症幹細胞表現SSEA3。我們也首次分析
SSEA3在正常組織的表現，發現SSEA3的表現主要位於管腔上皮細胞的頂面（apical surface），此位置被認為是免疫系統不容易到達的區域。
經由小鼠動物實驗發現Globo H，疫苗除了又發抗Globo H抗體外，在配合共同注射免疫佐劑α-GalCer之下，也能夠誘發抗SSEA3抗體，顯示
Globo H免疫療法能夠同時作用到一般癌細胞及癌症幹細胞。此外，我們利用乳癌癌細胞株以及小片段核醣核酸干擾技術，首次在細胞系統中
證明岩藻醣轉化酶FUT1及FUT2都參與Globo H在細胞內的生合成，並且FUT2具有優先權。利用在免疫不全小鼠內異體移植生長的病人乳癌細
胞，我們發現FUT2的表現在癌症細胞明顯不如一般癌細胞。因此乳癌癌症幹細胞Globo H表現較一般癌細胞脆弱的原因，可能來自於低表現的
FUT2或FUT1，以及SSEA3在癌症幹細胞表現的頻率較低。本研究的結果將有助於未來發展以Globo H為標的的乳癌疫苗或以FUT1/FUT2為標
的的乳癌標靶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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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ethicillin-

res is 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簡稱

MRSA）已發展成多重抗藥性菌株，能抵抗

所有青黴素，包括甲氧苯青黴素及其他抗β

內醯胺酶的青黴素。近年來，抗甲氧基苯青

黴素的菌種也對奎林類具抗藥性且廣泛散佈

於醫院，因此又被稱為「超級細菌」。金黃

色葡萄菌是一種極度危險的細菌，美國每年

就有超過九萬四千人嚴重感染金黃色葡萄球

菌，2004、2005年間，更導致一萬九千人死

亡，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認為其威脅性

遠高於愛滋病毒，因此設計新的抗生素刻不

容緩。之前研究指出，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致

病關鍵因素之一，就是金黃色葡萄球菌會利

用其葡萄金黃色素（staphyloxanthin）將自

己粉飾成金黃色，藉此逃脫人體白血球免疫

系統的獵殺行動。因葡萄金黃色素的生合成

降膽固醇藥物可有效對抗致病性
金黃色葡萄球菌

摘 要
甲氧苯青黴素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MRSA （methicillin-resistant 

Staphylococcus aureus）常引起許多醫院及社區感染。此菌會利用形成葡
萄金黃色素（staphyloxanthin），藉此抵抗活性氧化物（ROS）並逃脫人

體白血球的毒殺。我們成功解開金黃色葡萄球菌用以形成色素的第一步

關鍵酵素dehydrosqualene synthase （CrtM）之蛋白質結構，此酵素的三維

立體結構顯著的與人類squalene synthase （SQS）相似，在人體內SQS負

責參與膽固醇的合成。其中一種SQS抑制劑，已經在治療人類高膽固醇的

測試上通過多方臨床試驗，可確實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色素形成並較容

易被人類白血球獵殺。這是一個全新的治療方式，非直接殺死細菌，而

是將金黃色葡萄球菌解除武裝，使我們的免疫系統能有效地清除感染，

使細菌不易因在選擇性壓力（selective pressure）下而產生抗藥性。

劉佳宜1,2,3、George Y. Liu4、Yongcheng Song5、Fenglin Yin6、Mary E. Hensler7、

鄭文義1,2、Victor Nizet7,8、王惠鈞＊1,2,3、Eric Oldfield5,6

1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2蛋白質生產及X-ray 結晶學研究核心設施　3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
4 Division of Pediatric Infectious Diseases and the Immunobiology Research Institute,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 Los Angeles.　

5 Department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600 South Mathews Avenue, Urbana.　
6 Center for Biophys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607 South Mathews Avenu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
Champaign, Urbana. 

7 Department of Pediatrics and 8 Skaggs School of Pharmacy & Pharmaceut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9500 Gilman Drive, La Jolla. 

 1   生合成的路徑： (A)葡萄金黃色素的生合成(金黃色葡萄球菌)； (B)膽固醇
(人類)與麥角脂醇(酵母菌與寄生原蟲)的生合成。這二個生合成的起始步驟
分別由金黃色葡萄球菌之CrtM與squalene synthase (SQS)合成前鮫鯊烯雙
磷酸，但金黃色葡萄球菌之CrtM因缺乏NADPH的還原步驟，導致產物僅為
去氫鮫鯊烯 (dehydrosqualene)，而非鮫鯊烯 (squa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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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過程與自然界中人類膽固醇

合成有些許相似，故推測葡

萄金黃色素可成為一個新的

藥物標的物，因此進行一系

列結構分析與探討。

本文利用蛋白質結構生

物學原理，成功應用X-光繞

射方法，解開金黃色葡萄球

菌用以形成色素的第一步關

鍵酵素presqualene synthase 

（CrtM）之蛋白質結構。

實驗證實，此酵素的三維

立體結構顯著的與squalene 

synthase （SQS）相似，在

人體內SQS負責參與膽固醇

的合成。在我們的研究中，

更明確將此葡萄金黃色素合

成酵素之兩個受質結合位置

確實定位。美國聖地牙哥加

大Nizet教授的研究團隊與位

於洛杉磯Cedar-Sinai醫學中

心的免疫生物機構之助教授

George Liu實驗中證實，經

過色素抑制劑處理的金黃色

葡萄球菌較容易被人類白血

球獵殺；且在嚴重感染金黃

色葡萄球菌的老鼠模式中，

老鼠清除細菌能力明顯提

高。我們臆測，之前一些原

設計於降低膽固醇的化合物

可重新找到新的標的物，那

就是治療嚴重金黃色葡萄球

 2   (A)解析金黃色葡萄球菌合成金黃色色素之第一關鍵酵素CrtM的三維立體結構；(B)CrtM與人類
SQS立體結構近似相似；(C)CrtM的兩個受質結合區；(D)(E)(F)為三種CrtM-抑制劑複合體結構，
（D）圖中藍色為膽固醇抑制劑BPH-652。

 3   (A)膽固醇抑制劑BPH-652可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色素生成，其IC50為~110nM；(B)不同抑制劑對
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活性測試；(C)BPH-652處理的金黃色葡萄球菌對H2O2 感受性增加；(D)BPH-
652處理的金黃色葡萄球菌較容易被人類白血球獵殺；(E) 在腹腔注射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老鼠模
式中，ΔCrtM基因剔除菌株處理之老鼠其腎臟殘存菌數明顯降低；(F)金黃色葡萄球菌野生株與
ΔCrtM基因剔除菌株在鼻腔中具相同生長能力；(G)在嚴重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老鼠模式中，以
BPH-652處理之老鼠其腎臟殘存菌數明顯降低 。

論文發表出處

"A Cholesterol Biosynthesis Inhibitor Blocks Staphylococcus aureus  Virulence",
Science 319 (2008): 1391-1394.

菌的感染。其中，膽固醇抑制劑BPH-652原為美國必治妥施貴寶藥廠（Bristol-Myers Squibb, BMS）專利藥

物，利用蛋白質結構證實確實可與CrtM結合，進而抑制金黃色葡萄球菌其金黃色素形成。BPH-652雖然尚

未上市，但此相當有效的金黃色葡萄球菌之色素抑制劑已經在治療人類高膽固醇的測試上通過多方臨床試

驗。因此，這些抑制劑將可成為安全且是可被接受的藥物治療。

本篇論文提供一個全新扭轉對抗病菌的治療方式，並非藉由直接殺死細菌，而是將金黃色葡萄球菌解

除武裝，使我們的免疫系統能有效地清除感染。此治療方式之優勢在於，細菌在抵抗藥物的演化上較不具

選擇性壓力（selective pressure），對常在菌叢（normal flora）中有較小副作用，並且可結合其他傳統抗生

素進行協同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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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突變的累積與癌症的發生已被證實為因與果關係，而基因突變

的發生主要是DNA損傷後未能及時修復所造成的。出錯的DNA複製以及

日常生活中生物體DNA對於紫外光、輻射線、毒素或一些致癌物質等的

威脅，都會造成基因的突變。因此為了維護DNA複製準確度與彌補外在

因素對於基因組所造成的DNA損傷，真核生物體細胞已經演化出細胞週

期檢查點（cell cycle checkpoint）之機制來調控整體基因組的穩定，以防

止基因的突變。因此瞭解細胞週期檢查點之調控機制已成為了解癌症發

生不可或缺的重要課題。   

細胞週期檢查點激酶Rad53與Dun1是功能與結構相似的蛋白質激酶

（圖1A）並在啤酒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 DNA損傷反應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檢查點機制中「DNA損傷訊息傳遞」的調控是先由

Mec1/Tel1蛋白質激酶對Rad53磷酸化修飾以活化Rad53，活化的Rad53再

對Dun1磷酸化修飾以活化Dun1。如此的活化機制調控許多的DNA損傷反

應途徑，例如透過G2/M檢查點來停止DNA受損的細胞繼續細胞週期、調

控去氧核糖核甘酸（dNTP）於進行DNA修復的補給、或是調控檢查點相

關基因表現的轉錄或蛋白質後修飾。

新的DNA損傷修復機制之調控：雙磷酸化專一
性與Dun1-FHA結構域所媒介的分子訊息傳遞
摘 要
FHA結構域能夠藉由辨識磷酸化的蘇胺酸殘基而與該磷酸化蛋白質結合。

在DNA損傷時，類ATM／ATR的蛋白質激酶會在「絲胺酸–穀胺醯胺／

蘇胺酸–穀胺醯胺群集結構域（SQ／TQ cluster domain, SCD）」內誘導密

集的磷酸化修飾。Rad53–SCD1扮演著因應DNA損傷而誘導檢查點激酉每

Rad53與Dun1活化的雙重角色，但其分子機制仍不清楚。本論文以蛋白質

結構、生化學以及遺傳學的證據顯示Dun1–FHA結構域具有無先例的雙磷

酸化蘇胺酸的結合能力。此辨識雙磷酸蘇胺酸的結合區使得Dun1–FHA對

於雙磷酸化的Rad53–SCD1親和力高於單磷酸化的Rad53–SCD1約100倍以

上。在細胞實驗中，任一個在Rad53–SCD1上的蘇胺酸足以使Rad53活化

並提供Rad53依賴性的DNA損傷耐受能力，而Dun1活化以及Dun1依賴性

的基因轉錄卻是需要Rad53–SCD1的雙磷酸蘇胺酸以及完整的Dun1–FHA

結合區。以上結果發現Rad53–SCD1以磷酸化計數的方式來調控其專一

性，並提供多重磷酸化此分子機制在DNA損傷訊息傳遞中扮演的角色。

李賢1,3、袁春華4、Andrew Hammet7、Anjali Mahajan3、陳聖文1,9、吳名儒1,9、

蘇美瑿1、Jörg Heierhorst7,8、蔡明道*1,2,3,4,5,6,9

1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3Biophysics Program,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43210, USA
4Campus Chemical Instrument Cent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43210, USA
5Department of Chemist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43210, USA
6Department of Biochemistry, Ohio State University, Columbus, OH 43210, USA
7 St. Vincent's Institute of Medical Research, St. Vincent's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itzroy, Victoria 3065, Australia

8 Department of Medicine, St. Vincent's Health,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Fitzroy, Victoria 3065, Australia

9臺灣大學生化科學研究所

 1   Dun1-FHA具有辨識Rad53-SCD1雙
磷酸化蘇胺酸的高親和力。

(A) Rad53與Dun1激酶的結構域分布
圖示。 

(B) Rad53-FHA1與Dun1-FHA的表
面電漿共振分析。

(C) Dun1-FHA結構域上第二個磷酸
化蘇胺酸殘基的親和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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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Rad53的胺基酸序列上含有高達16個絲

胺酸-榖胺醯胺或蘇胺酸-榖胺醯胺（SQ/TQ）

的胺基酸序列，其中有兩群SQ/TQ集中在一

起，為SCD1與SCD2（SQ/TQ cluster domain 1 

and 2）。先前的研究已經證實Mec1會藉由磷

酸化下游蛋白質SQ/TQ的胺基酸序列將DNA損

傷訊息傳遞出去，而進一步的研究指出Mec1

可能透過Rad53-SCD1上四個蘇胺酸-榖胺醯胺

（T/Q）序列的磷酸化修飾來調控Rad53本身的

激酶活性並且向將訊息傳遞到下游的Dun1，然

而這當中的分子機制卻不清楚。Rad53與Dun1

都具有FHA結構域，該結構域可以透過辨識磷

酸化的蘇胺酸（phosphothrenine）進而使Rad53

或Dun1與該磷酸化蛋白產生結合，過去研究發

現此種分子間的結合機制在因應DNA損傷的所

誘導Rad53與Dun1的活化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以核磁共振光譜（N u c l e a r  M a g n e t i c 

Resonance）及表面電漿共振（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的方法發現Dun1-FHA結構域具有

辨識雙磷酸化蘇胺酸殘基的性質乃是本文最大

的發現。透過表面電漿共振的研究顯示，有別於

Rad53-FHA1結構域對Rad53-SCD1胜 上的單

一磷酸化蘇胺酸的親和力，Dun1-FHA具有辨識

Rad53-SCD1雙磷酸化蘇胺酸的高親和力（圖1B

與1C）。透過核磁共振光譜的結構分析也驗證出

該特殊的親和力是因為Dun1-FHA具有兩個辨識

磷酸化蘇胺酸的結合區（圖2與3）。

為了進一步驗證此特殊的分子結合機制，

我們進而以活體細胞實驗結合酵母菌遺傳學

來研究Rad53-SCD1的磷酸化如何因應DNA

損傷。本研究建立了四個Rad53-SCD1的定點

突變株，分別為  rad53-4AQ  （四個蘇胺酸都置換為丙氨酸；丙胺酸的置換乃是為了避免磷酸化的發生）, 

rad53-T5-3AQ , rad53-T8-3AQ , and rad53-T5-T8-2AQ  （分別在蛋白質序列第五個、第八個、或前兩者都置換

回原本的蘇胺酸）。之後我們分別檢驗在DNA損傷狀況下這四個細胞株內Rad53與Dun1激酶的活化程度以

及下游分子的活化調控。結果發現第五個或第八個蘇胺酸置換回去時（rad53-T5-3AQ  or rad53-T8-3AQ），

因應DNA損傷的Rad53的激酶活性可以被啟動，但卻不能夠誘導出Dun1激酶活性的（圖4A、4B與4E）；只

有在第五個與第八個蘇胺酸同時置換回去時（rad53-T5-T8-2AQ），Dun1的激酶活性及其下游分子的誘導

方得以啟動（圖4C與4D），此結果呼應本文以生化學以及結構學結果並指出，在DNA損傷時Rad53-SCD1

的單磷酸化透過Rad53-FHA1的辨識使得Rad53激酶活性的誘導；然而Rad53-SCD1的雙磷酸化可透過Dun1-

FHA的辨識進而使得Dun1激酶活性的啟動以及Dun1下游相關分子的訊息傳導。

這個研究成果揭開並證實磷酸化如何調控DNA損傷訊息傳導的多重面向，橫向（Rad53-SCD1 與

Rad53）與縱向（Rad53-SCD1與下游的Dun1）訊息傳遞可以由Rad53-SCD1磷酸化計數（phospho-

counting）的模式來調控，此全新的DNA損傷訊息調控機制同時亦為癌症發生的基礎研究帶來嶄新的一頁。

2   Dun1-FHA結構域以及Rad53-FHA1
與Dun1-FHA胺基酸序列的比較
圖。

(A) Dun1-FHA結構域的結構。
(B)  Rad53-FHA1與Dun1-FHA胺基
酸序列的比較圖。

 3   Dun1-FHA結構域與Rad53-SCD1
複合物結構以及Rad53-FHA1結構
域與磷酸化Rad53-SCD1複合物結
構的比較。

(A)  Dun1-FHA/pT5pT8複合物的鏡
像圖。

(B)  Rad53-FHA1/pT5複合物的鏡像
圖 (C and D) 複合區結合區的電
荷分布圖示(藍色、紅色與白色
分別代表正電、負電與中性)。

4    Rad53-SCD1突變株的活性分析。
除非特別指名，＋／－的符號指的是處理 0.05% MMS一個小時的有無。
(A) Rad53與Dun1表現量及磷酸化程度的西方墨點分析。
(B) Rad53激酶活性分析。
(C) Dun1 激酶活性分析。
(D) RNR3/ACT1的北方墨點分析。
(E) DNA損傷敏感度測試。

論文發表出處

"Diphosphothreonine-Specific Interaction between an SQ/TQ Cluster and an 
FHA Domain in the Rad53-Dun1 Kinase Cascade", 
Molecular Cell 30 (2008): 767-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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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在藥物不良反應中屬於最嚴重的兩種症狀，致死率高達

10∼50％。其症狀為產生紅疹、水泡、皮膚黏膜脫落等，依其症狀嚴重程度不同可診斷為不同病症，

若是全身皮膚黏膜脫落少於10％則定義為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超過30％則定義為毒性表皮溶解症，

若是介於10％∼30％則定義為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

造成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是推測此一機轉與免疫反應

有關，因為當病患再度吃到同一種過敏藥物時，其不良反應會發生的更快更急更嚴重。之前研究發現

藥物過敏反應是由毒殺性T細胞所起始。由特定的主要組織相容

性複合體直接表現出藥物或是藥物的代謝物，再呈現出來以活化

毒殺性T細胞。我們之前的研究也發現在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

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中，帶有特定人類白血球抗原-B基因的病患

確實會對特定的藥物產生過敏反應。

但是在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身上，其

皮膚創傷部位的免疫細胞數量並不足以造成如此廣泛的表皮細

胞壞死，因此應該還有其他可溶性媒介物參與其中。在此篇研究

中，我們觀察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的水泡

液細胞及水泡液中具有細胞毒性的蛋白質，並進一步利用細胞試

驗及活體試驗驗證何者是造成表皮細胞壞死的主要物質。

首先利用微陣列技術晶片來比較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

表皮溶解症病患之水泡液細胞和周邊血細胞的RNA表現量。結果

發現有一群與毒殺性T細胞和自然殺手細胞有關的基因在水泡液

中被大量表現，包括有顆粒溶解素、granzyme B、CD3D抗原、

cathepsin B、cathepsin L及補體1q（圖1a、1b）。其中顆粒溶解

素在水泡液細胞中的表現量是周邊血細胞表現量的10倍至20倍。

為進一步驗證上述RNA結果，我們利用免疫組織染色法觀察

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的皮膚組織切片中顆粒溶解素及其他毒殺性

摘 要
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皆屬於最嚴重的藥物不良反應，

其造成大量表皮細胞壞死，但目前機轉尚不清楚。在此篇研究中指出，

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病患的水泡液中含有毒殺性T細胞及自然殺手細胞，

這些細胞及水泡液都具有細胞毒性。由定量PCR及免疫組織染色法發現

顆粒溶解素在水泡液中表現量最高，其濃度是其他毒性蛋白的2至4倍，

並且發現減少顆粒溶解素可以降低細胞毒性。若將顆粒溶解素注射小鼠

皮膚可引發類似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本篇研究證實顆粒溶解素在史帝

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中扮演一個導致表皮細胞死亡的重要

調節角色。

鐘文宏1-3、洪舜郁2,4、楊瑞永5、蘇仕奇2、黃獻平2、魏淳郁2、陳世文4、邱健群1、

朱崧肇6、何信君1、楊志勛1、盧金坊7、鄔哲源2、廖有地2、陳垣崇*2,8

1長庚紀念醫院皮膚科　2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國際研究生－分子醫學學程
3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4陽明大學藥理學研究所　5長庚醫院整型外科　
6花蓮慈濟綜合醫院血液腫瘤科   7中山醫院醫師皮膚科　8杜克大學醫學中心小兒科

 1   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病人之
水泡液細胞和周邊血細胞之基因表現分析比

較。(a)200個基因表現量差異最多的微陣列技
術晶片聚集比較。這些基因是利用Genedata 
Expressionist軟體依照其相似的表現形式分類
成群。(b) 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病人之水泡液細
胞（B1至B5）基因表現量最明顯多於周邊血細
胞（P1至P6）的一群基因。P值代表兩者基因
表現量的明顯差異性。

顆粒溶解素導致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
表皮細胞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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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蛋白質的表現情形如何。結果顯示在毒性表皮溶解症病

患的皮膚組織切片中可發現大量的顆粒溶解素存在（圖

2a），但在皮疹病患的組織切片中只可偵測到少量顆粒

溶解素（圖2e），甚至在正常健康人的組織切片中則完

全測不到顆粒溶解素（圖2f）。至於其他的毒殺性蛋白

質如：granzyme B、perforin及Fas ligand在毒性表皮溶

解症病患的皮膚組織切片中也可以偵測到，但是表現量

都不如顆粒溶解素（圖2b-d）。

接下來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法分析顆粒溶解

素及其他毒殺性蛋白質在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

皮溶解症病患水泡液中的濃度。並且以燒燙傷病患和類

天疱瘡病人的水泡液作為對照組。實驗結果發現史帝

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水泡液中的顆粒

溶解素濃度為其他毒殺性蛋白質的2至4倍，若跟其他病

患的水泡液進行比較，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

溶解症病患水泡液中的顆粒溶解素濃度為燒燙傷病患的

311倍，為類天 瘡病患的313倍（圖3）。此結果證實顆粒溶解素與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的

特異關係。並且顆粒溶解素的表現量與臨床症狀的嚴重度也有直接關係，在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的水泡液中

顆粒溶解素的濃度高於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而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的顆粒溶解素濃

度則低於前述兩者。

最後進行活體試驗觀察顆粒溶解素與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和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的相關性。首先將裸

鼠及C3H小鼠皮下注射純化過後的15-kDa顆粒溶解素，濃度分別為10μg ml-1及100μg ml-1，注射總體積為

100μl，每個小時注射一次，共注射五次。對照組則只有注射磷酸緩衝溶液。結果發現小鼠不管是注射低濃

度還是高濃度的顆粒溶解素，在注射區域皆表現了類似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的皮膚創傷、

水泡等現象，至於對照組區域則沒有任何症狀產生（圖4）。

綜合以上結果，本篇研究發現顆粒溶解素在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中扮演一個導致表皮

細胞死亡的重要調節角色。並希望能以此發現發展出針對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及毒性表皮溶解症的新的診斷

及治療方法。

論文發表出處

"Granulysin Is a Key Mediator for Disseminated Keratinocyte Death in Stevens-Johnson Syndrome 
and Toxic Epidermal Necrolysis",
Nature Medicine 14 (2008): 1343-1350.

 2   利用免疫組織染色法觀察皮膚組織切片中具有細胞毒性的蛋白質。（a-d）一毒性表
皮溶解症病患之連續皮膚組織切片中的顆粒溶解素(a)、granzymeB(b)、perforin(C)
及FasL(d)之染色結果。(e-f) maculopapular exanthema病人之組織切片(e)及正常健
康人之組織切片(f)的顆粒溶解素染色結果。

 3   分析水泡液中具細胞毒性之蛋白質。利用酵素連結免疫吸附分析
法分析顆粒溶解素、granzyme B、perforin及Fas ligand在史帝
文生強生症候群病患、史帝文生強生症候群—毒性表皮溶解症病

患、毒性表皮溶解症病患、燒燙傷病患和類天疱瘡病患之水泡液
及正常健康人血清的表現量。水泡液中的顆粒溶解素濃度與臨床

症狀的嚴重程度可用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s進行分析。

 4   將15-kDa的顆粒溶解素皮下注射小鼠。(a,b)裸鼠(a)及剃
毛的C3H小鼠(b)在不同時間點的皮膚創傷照片。每隻小
鼠均皮下注射純化過後的15-kDa顆粒溶解素，濃度分別
為10μg ml-1及100μg ml-1，注射總體積為100μl，每
個小時注射一次，共注射五次。對照組則只有注射磷酸

緩衝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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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體細胞隨時都在面對內在、外在的DNA傷害，包括DNA斷裂、大型結構紊亂與揪結，或僅僅是

DNA配對要角—鹼基上的異常，幸好細胞內具有各種DNA修復路徑彼此分工，讓傷害降至最低。過

去這幾年，科學家們另外發現一類稱為監測檢查(Checkpoint)的蛋白質，能夠監測、並發現基因體的損

害，並促進基因修復的啟動。目前科學家已知ATM-Chk2與ATR-Chk1是二大監測檢查系統，兩者應付

不同型式的基因損害。ATM-Chk2監測DNA斷裂；而ATR-Chk1則負責監測DNA上大型的突變結構。這

二大類損害會影響基因體的完整性。

除了這二大類損害之外，人體還必須面對結構較小的損害，這些微型突變結構數量非常龐大而且

很多是來自細胞內部的自然傷害（例如，生物呼吸時會產生的自由基) ，繼而細胞發展出稱之為「鹼

基切除修復路徑」（Base excision repair），專門解決這類損害，這對維護基因體正常運作非常重要，

但是過去我們並不曉得「鹼基切除修復系統」是否會被特定的監測檢查蛋白啟動。

於是本研究第一步先釐清監測檢查蛋白質是否也能查察微型突變結構的存在，從四株分子生物學

研究常用的細胞中，我們的確發現到過去一直認為是擔任監測DNA斷裂的ATM-Chk2竟然也扮演「鹼

基切除修復路徑」的監測檢查蛋白質角色，而且研究亦顯示，當細胞遇到小型突變結構傷害時，「鹼

基切除修復路徑」的最起始成員，一群稱做糖解酵素（Glycosylase）的蛋白質會率先探查到各種損害

的存在，進而喚醒並啟動ATM-Chk2，然後活化之後的ATM-Chk2又會「鹼基切除修復路徑」的成員

之一的XRCC1產生蛋白質間的互動，伴隨Chk2對XRCC1進行磷酸化的活化反應（圖1）。接著被活化

的XRCC1就能聚齊「鹼基切除修復路徑」的所有成員，包括，包括PoIβ與Ligase，一起前往突變位

置，快速修復基因體。為此研究團隊以不同基因型的XRCC1進行實驗，結果顯示：若細胞帶有缺損的

XRCC1，修復功能降低很多，並且也會使細胞對小型的突變格外的敏感，造成低劑量的突變，引起細

胞死亡（圖2）。

上述的結果說明ATM-Chk2監測檢查這一脈分支與「鹼基切除修復路徑」彼此相互調節的現象

（圖3），其中ATM-Chk2正是目前研發抗癌藥物的重要標靶，而針對「鹼基切除修復路徑」中的

PARP1、APE1及PoIβ，業已不少被發掘出對應的活性抑制劑（inhibitor）被納入臨床先期抗癌藥物試

驗，此論文成果肯定能提供這些癌症藥物研發關鍵的訊息。

揭開細胞內DNA微型突變結構的
修復調控機制

摘 要
微型突變結構廣泛存在細胞內的DNA，而且還以每日數以千計的數量不

斷的產生。既往的研究提到鹼基修復路徑是細胞內清除上述突變結構的

主要方式，本研究發現當鹼基修復路徑開始運作時，細胞內DNA損害監

測系統ATM-Chk2蛋白質就會啟動，這不僅會停滯細胞週期，還能透過

Chk2磷酸化活性加速修復步驟。微型突變結構是造成DNA點突變的主

因，眾多研究也咸認細胞癌化的第一步與基因突變關係密切，本研究除

了揭開DNA損害監測系統協同鹼基修復路徑維護基因體的機制，從臨床

研究結果也證實上述機制在癌化過程扮演的角色。

周文城1, 2、王惠君1、翁芬華2、丁先玲1、吳佩怡1、謝小燕1、沈志陽*1

1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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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論文除了分

子生物學的基礎研

究成果之外，從流行

病學的研究發現更

具有臨床意義。過去

的流行病學研究已

針對「鹼基切除修復

路徑」的組成基因進

行癌症危險性的探

討，例如上述提到的

XRCC1，或者OGG1、

PA R P1及A PE1等基

因型的變異對於各種

癌症發生的關連。此

外，異常的ATM-Chk2

則是重要的乳癌致病

基因，所以，當婦女同

時帶有異常的AT M-

Ch k 2與X RCC1時，

其罹患乳癌危險性會

比只帶有ATM-Chk2

變異基因型高出許多

（圖4）。

乳癌是臺灣婦女

發生率第一名，每年

約有七千名新發生病

例，發生率與死亡率

更是逐年攀升，醫學

研究者都在與時間賽

跑，從基因型的分佈

研究，希望爭取「及早

發現、治療，以提高治

療率」機會。

 1   過氧化氫促進Chk2對XRCC1磷酸化作用。
在骨癌細胞株U2OS中，經過過氧化氫( H2O2

 )處理可以
引發Chk2對XRCC1第284位置的磷酸化(綠光)，此時若
加入Chk2抑制劑，磷酸化的效果就會消失。

 2   不同基因型的XRCC1與鹼基修復能力有關。
縱軸代表尚未修復的百分比，結果顯示當

細胞接受正常的X R C C 1 ( W T )或已磷酸化
XRCC1(T284D)修復能力較強，反之無法被磷酸
化的XRCC1(T284A)與沒有XRCC1(Vector)，修
復能力差。

 3   ATM-Chk2蛋白質參與鹼基切除修復路徑的調控
機轉。

微型突變結構的DNA損害會引發ATM-Chk2
路徑，進而活化鹼基切除修復路徑之成員

XRCC1，促進修復步驟加速進行。

 4    流行病學分析證實Chk2與XRCC1基因型對癌症的發生
有加成效果。

選出Chk與XRCC1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基因型研究進行
分析，發現在特定一種XRCC1基因型的情況下，會增
進Chk2基因型與癌症發生的關連。

論文發表出處

"Chk2-dependent Phosphorylation of XRCC1 in the DNA Damage Response Promotes Base 
Excision Repair",
The EMBO Journal 27 (2008): 3140-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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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種化過程中，為了各自維持不同族群中適應演化所產生的不同新變異，生殖隔離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

色。在行有性生殖的生物體中，生殖隔離可分為合子前及合子後兩種。合子前生殖隔離是由於物種不同的生殖

行為，或是精卵辨認機制等所造成；而合子後生殖隔離則是由雜交後代無法生存或是不孕來達成。若能了解這

些生殖隔離機制背後的遺傳組成，也許能幫助進一步找出在種化過程中的選擇力量。

酵母菌Saccharomyces cerevisiae以及其相近物種Saccharomyces bayanus可以自行交配，其雜交後代可行無

性生殖而且沒有明顯的缺陷。但是雜交種的配子存活率相當低，大約只有千分之五，代表此兩物種間有強烈

的合子後生殖隔離。之前的研究指出，兩物種間染色體的重組及DNA序列的差異是造成此不孕現象的原因，

不過並不清楚基因的不相容性是否有參與在此生殖隔離的機制中。

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系統化地置換了每一個染色體，建構了染色體置換株。在不同的染色體置換株

中，有一到兩個染色體是來自S. bayanus，而其餘的染色體則來自S. cerevisiae。我們發現某些置換株在正常培

養液中生長的比較慢，而此現象與置換的染色體長度並無顯著的相關性。但是在表一中，可以見到第十三號

染色體置換株是完全不孕的，表示在S. bayanus的第十三號染色體與其他S. cerevisiae的基因間有著不相容性。

酵母菌細胞利用非發酵性碳源來誘發減數分裂，加上我們發現第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無法生長在以甘油

為單一碳源的培養基中，所以該置換株孢子形成的缺陷可能就是因為其呼吸作用的功能有問題所造成的。在

篩選了S. cerevisiae的基因庫後，我們發現了S. cerevisiae位於十三號染色體上的AEP2基因（Sc-AEP2）可以彌

補第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孢子形成及呼吸作用的缺陷。Sc-AEP2的已知功能是協助OLI1基因的轉譯。OLI1是

一個粒線體基因組上的基因，為組成ATP合成脢的重要單元。文獻曾報告，在酵母菌的雜交種中，來自某一

親系的粒腺體基因組比較容易被傳遞到後代，我們在S. cerevisiae和S. bayanus的雜交種中也發現到類似的現

象：S. cerevisiae的粒線體會快速的取代S. bayanus的粒線體。這些結果讓我們假設Sb-AEP2與S. cerevisiae的粒

線體不相容。

我們利用即時聚合脢連鎖反應來測定AEP2基因的表現量（圖1A)，發現第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中的表現

量正常。我們也將Sb-Aep2蛋白質接上黃螢光蛋白（YFP），再觀察其在細胞中的位置（圖1B），發現該蛋

白質有被傳送至粒線體中，代表蛋白質傳輸也正常。接著我們分析粒線體中蛋白質轉譯的情形，發現在第

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中OLI1基因無法被正確轉譯，顯示其與Sb-AEP2的交互作用已經出了問題（圖1C）。

由於Sb-AEP2完全不相容於S. cerevisiae的粒線體，我們檢查Sc-AEP2與S. bayanus的粒線體是否也有這樣的

狀況。雖然Sc-AEP2可以部份的拯救S. bayanus aep2突變株的呼吸作用缺陷，但是效果卻不如Sb-AEP2來的好。

細胞核與粒線體基因組之不相容導致
兩酵母菌種間雜交種之不孕

摘 要
不同物種間雜交的結果，通常導致後代無法存活或是不孕，此種生

殖隔離可能肇因於物種間基因的不相容。此種不相容的基因被稱為

「種化基因」。為了尋找此種基因，我們採用兩株相近的酵母菌種，

Saccharomyces cerevisiae和Saccharomyces bayanus，並建構此兩菌種的染
色體置換株。研究結果發現第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是完全地不孕，而此

現象是第十三號染色體上帶的AEP2粒線體基因所造成的。S. bayanus的
Aep2蛋白質與S. cerevisiae的粒線體不相容，無法正常調控S. cerevisiae粒
線體中OLI1基因之信息核醣核酸的轉譯，導致粒線體功能喪失而使細胞
不孕。我們猜測S. bayanus在適應非發酵性碳源時，AEP2與OLI1兩基因進
行演化，進而導致種化的發生。

李信毅1,3、周睿鈺1,2,3、張立理1、張乃心1、楊士又1、呂俊毅＊1

1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2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與基因體科學研究所　3共同第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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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指出在此兩物種間

的不相容性為部份對稱

的。

Sb-AEP2與Sc-AEP2

之間的胺基酸序列差異很

大，所以我們想去進一步

檢測究竟是哪些胺基酸

的改變造成功能上的差

別。我們建構了一些雜種

AEP2基因，看它們在第

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中的

功能（圖2）。結果指出

在第348與第496胺基酸之

間的序列改變能關鍵性的

影響蛋白質功能。但當我

們要再細分此段序列為

H-AEP2-bcb和H-AEP2-m3

時，發現此兩種基因都無

法拯救第十三號染色體置

換株的呼吸作用缺陷，代

表有超過一個以上的胺基

酸改變造成Sb-AEP2與Sc-

AEP2功能上的差異，這是一種適應性演化的象徵。

曾有學者假設基因的不相容性是適應性演化的副產物，而且AEP2

與OLI1基因都作用在呼吸作用中，所以可能這兩種物種在不同碳源的

適應性會有所不同。我們發現S. cerevisiae在以可發酵性碳源的培養液

中生長較快，而相反地，S. bayanus在以非可發酵性碳源的培養液或

是在碳源換成的情形下都生長較快(圖3A-C)。再者，如果將酵母菌在

飽和菌液中的細胞濃度，當成代表細胞營養利用率的參數，我們會發

現在葡萄糖培養液中S. cerevisiae的利用率較好，而在甘油培養液中S. 

bayanus的表現則是勝出。這些結果指向S. bayanus對非發酵性碳源的適

應性較好。在此演化的過程中，Sb-AEP2和Sb-OLI1基因可能都參與其

中。

我們的研究成果是首例在酵母菌中發現兩種間基因的不相容性可

導致雜交後代的不孕性。對於將來的研究展望，可以進一步的利用所

建立的染色體置換株來研究更複雜的問題，例如兩物種間基因調控網

絡的相容性，以及不同非相容基因對的上位效應。

論文發表出處

"Incompatibility of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Genomes Causes Hybrid Sterility between Two 
Yeast Species",
Cell 135 (2008): 1065-1073.

 2   AEP2基因不同區段功能分析
Sb- AEP2和Sc-AEP2基因N端與C端部分胺
基酸序列差異性最高(分別是46%和59%相
同，以灰色部位表示)。不同的雜種AEP2
基因如圖所示地融合來自Sb- AEP2和Sc-
AEP2基因之序列，它們被轉型至第十三號
染色體置換株中，檢測是否可以拯救其呼吸

作用的缺陷。結果指出在第348胺基酸與第
496胺基酸之間的序列對於在S. cerevisiae
的粒線體功能為必需的。

 1   Sb-Aep2 蛋白質無法在S. cerevisiae  的粒線體中正常作用
 (A) Sb-AEP2  基因在第十三號染色體置換株被正常轉錄。
核醣核酸抽出後利用反轉錄脢作用，再以特定的引子作定

量聚合脢連鎖反應。以ACT1信息核醣核酸來校正。誤差
線為正負一標準差。 (B) Sb-Aep2  蛋白質在第十三號染
色體置換株中存在於粒線體中。以黃螢光蛋白質融合Sb-
Aep2  蛋白質並利用螢光顯微鏡觀察。 (C) OLI1  在第十三
號染色體置換株中無法正常被轉譯。利用帶有硫35的甲硫
胺酸來標定粒線體中的轉譯產物，再以15% SDS-PAGE來
分離產物。

3   S.bayanus在甘油培養液中比S. cerevisiae
更加適應。

(A–C) S. bayanus與S. cerevisiae在以葡萄
糖(可發酵性碳源)為唯一碳源的培養液中，
在以甘油(非可發酵性碳源)為唯一碳源的培
養液中，或是在把葡萄糖換成甘油的情形下

的細胞生長速率。細胞先在培養液中培養

一至兩天，再取前對數期的細胞來測定生

長速率。(D) 在甘油或葡萄糖飽和菌液中S. 
cerevisiae和S. bayanus的細胞濃度。細胞
在培養液生長三天後測量細胞濃度，生長四

天或七天的培養液中細胞濃度與三天並無顯

著差異。誤差線為正負一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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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研究剪接反應是否可逆，我們製備了Prp22的突變蛋白，S635A。Prp22是一個DExD/H

核酸旋解 ，它不僅參與了第二步剪接催化反應，也可以藉由水解三磷酸腺酐促使成熟核醣核酸

脫離剪接體。prp22S635A的突變蛋白仍保有水解三磷酸腺酐以及促進第二步反應的能力，但喪失了

促使成熟核醣核酸脫離剪接體的功能；最重要的是在完成兩步剪接反應後，prp22S635A依然與剪

接體結合在一起。我們在試管中進行剪接反應，並在反應前預先加入我們純化的具有V5標誌的

prp22S635A。如同我們所預期，利用抗V5抗體純化得來的剪接體含有大量的剪接反應產物以及少量

的剪接中間產物，使我們得以利用此產物探討剪接逆反應的可行性。

前訊息核醣核酸剪接的可逆反應

摘 要
剪接反應是大部分真核生物的基因產生訊息核醣核酸的必要步驟。剪接

反應是由一個大的核醣核酸蛋白複合體所催化，此複合體稱為剪接體。

剪接體是由五個小核核醣核酸及上百個的蛋白所組成。雖然剪接體結構

極其複雜，但剪接的化學反應卻只是單純的兩步轉酯反應。由於某些真

菌的小核核醣核酸有介入子的存在，一般認為剪接反應是可逆的，但卻

從未有實驗能證實。在此，我們利用親和分離法純化剪接體，證實了在

適當條件下，剪接反應可以有效率的進行逆向反應。這樣的結果對剪接

體的催化韌性提供了重要的見解。

曾紀綱1,2、鄭淑珍＊1,2

1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2陽明大學微生物免疫學研究所

 1   剪接的催化反應步驟及觀察到的逆向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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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試過不同的培養環境後，我們觀察到在不含單價金屬

離子的環境中，第二步的剪接反應可逆向進行 （R2）。進

一步檢測反應產物，發現剪接逆反應十分精確無誤，並且在

酸鹼值範圍6.8~8.8的環境下都可以發生。這些結果明確地顯

示剪接逆反應在沒有單價金屬離子的環境中是可以發生的。

而150 mM氯化鉀卻可抑制剪接逆反應，而這個抑制的現象

是導因於氯化鉀促使反應偏好正向進行，平衡之下造成逆反

應被抑制的效果。

在這些分析中，我們也注意到當剪接體培養於氯化鉀的

環境中，仍然有少量的核醣核酸前驅物產生，顯示著第一步

的剪接反應是可逆的 （R1）。由於氯化鉀也可以促進F2，

我們預期R1與F2存在著競爭關係，當F2被抑制時，R1的效

率會提升。於是我們利用3’剪接位突變核醣核酸前驅物

ACAC受質進行實驗，此時剪接反應將會停止在第一步反應

之後，但第二步反應無法進行。由於V5標誌的Prp22仍然與

剪接體結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藉此純化含大量反應中間產物

的剪接體。果真在此時R1的效率大大提升了，而R1的反應

需要氯化鉀的存在。序列分析的結果顯示其產物5’剪接位

都是正確無誤。在這樣子培養的條件下，我們也發現第二步

的正向反應也能進行，但卻出現高度的錯誤率。即使使用正

常之核醣核酸前驅物受質，F2反應也比R1反應不準確。

在此，我們的結果顯現在特定的環境中，真核細胞核醣核酸前驅物剪接反應是可逆

的。每一步的剪接逆反應精確無誤，相對地，在正向反應中，卻可以偵測到錯誤的產物。

這樣高準確性的逆向反應，其生物意義有待探討。

在特定酵母菌的小核醣核酸中，介入子的存在暗示著剪接反應也許是可逆的，尤其已

知在第二群介入子 （Group II intron） 所催化的兩步轉酯作用確實也是可逆的。剪接體的組

合是一個複雜且有高度規律性的過程，每一步的化學反應都須先經由一個特定的核醣核酸

旋解酶先行作用，調整剪接體的構形。我們的結果顯示剪接逆反應似乎不需要大規模的構

形重組。至少對於Prp16的這一步而言是如此，因為純化的剪接體上Prp16並不存在。

除此之外，我們的結果也指出剪接體的催化反應中心相當的穩定卻十分多樣性，離子

環境的些微改變即可以將反應推向正向、逆向、或是引導致SER反應。因此推測這些反應

步驟之間的轉換不需要大規模構形的重組。這些觀察與之前Query 和 Konarska所提出的剪

接體兩個活化中心的假設相符合。根據他們的理論，偏好第一步反應的剪接體構形會抑制

第二步反應，反之亦同。為了獲得解剪接體內部活化中心的訊息，我們將繼續探討鉀離子

如何影響小核醣核酸的拓樸學。

 2   兩步的剪接催化反應在純化的剪接體上，在
酸鹼值6.8到8.8的範圍內，氯化鉀存在的環
境下，可進行兩階段的逆向反應。

論文發表出處

"Both Catalytic Steps of Nuclear Pre-mRNA Splicing Are Reversible",
Science 320 (2008): 1782-17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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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後基因體時代，生物醫學研究領域中的一個重點議題為探討表觀遺傳調控機制（Epigenetic 

regulation）是如何影響基因的轉錄作用（Transcription）。真核生物的DNA緊密纏繞於組蛋白

（Histone）上形成核小體（Nucleosomes），直到DNA需要進行複製或轉錄成RNA時才會舒展開來。

影響組蛋白與DNA結合能力的主要因素之一乃藉由後轉譯修飾作用（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s）

改變組蛋白本身的化學結構，當緊密結合的組蛋白與DNA異常展開時，便會造成細胞功能異常，最後

甚至導致癌症的發生。

人類RBP2蛋白隸屬於JARID1蛋白家族，其為一能將三個甲基從組蛋白H3上的第四個離氨酸

（Lysine）去除的組蛋白修飾酶。RBP2可以透過結合與DNA鍵結的轉錄因子或是與染色質相關的複

合體以操控基因轉錄功能，來參與細胞分化與維持細胞內基因表現的恆定。RBP2蛋白上有一段稱為

ARID（AT-rich Interaction Domain）的特殊區域具有與DNA結合的能力。研究發現，除了PLU-1這個含

有ARID區域的組蛋白去甲基酶會偏好與高GC含量的DNA片段結合外，大多數含有ARID區域的蛋白與

DNA的鍵結均無專一性。因此，ARID區域辨認DNA序列的多樣性以及RBP2蛋白是否會透過與DNA鍵

結的方式來調控其下游基因，均是值得被研究的議題。

透過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蔡明道博士與助研究員阮麗蓉博士共同主持的合作計畫下，

我們發現了在細胞中表現全長RBP2蛋白時可以降低三甲基或雙甲基組蛋白H3K4 （H3K4me3 and 

H3K4me2）的含量，而建構去除ARID區域的RBP2蛋白時發現這種RBP2完全無法將甲基從組蛋白上

移除（圖1）。透過SELEX方法證實了RBP2蛋白質上的ARID區域可與DNA特殊基因序列『CCGCCC 

』結合。基因體研究中心副技師吳盈達博士進一步將 ARID與隨機合成的DNA片段混合，尋找能夠與

ARID作用的特殊DNA片段，發現幾乎所有找到的DNA片段都含有CCGCCC這個特殊序列！而RBP2下

游的Hoxa及BRD2基因之啟動區（Promoter region）內均含有至少四個與CCGCCC相似的序列。

接著，我們以EMSA（Electrophoretic mobility shift assays）方法在試管中確定純化的ARID的確可

與此DNA序列結合（圖2），並利用核磁共振技術（NMR）與HSQC建立ARID的立體結構，並從中找

出與DNA結合的4個重要胺基酸（圖3）。透過建立此四個胺基酸突變的RBP2蛋白，我們證實此四個

組蛋白H3K4去甲基酶RBP2利用ARID
區域辨認並結合至基因序列CCGCCC
摘 要
組蛋白修飾 於基因轉錄調控扮演重要角色。然而，組蛋白修飾 如何

辨識特定基因上之組蛋白仍懸而未決。本研究主要發現組蛋白H3K4去甲

基 RBP2可辨認特殊基因序列－CCGCCC。研究群發現，RBP2蛋白質含

有一段稱為ARID的區域，可與CCGCCC結合，若失去ARID，RBP2即無

法將甲基自組蛋白移除。研究團隊並利用核磁共振技術建立ARID的立體

結構，從中找出與此DNA序列結合的4個重要胺基酸，RBP2若失去這四

個重要胺基酸，即無法調控DNA轉錄。研究群推論，失去這4個胺基酸的

RBP2無法辨認CCGCCC並與之結合，因此失去調控DNA轉錄的功能。

涂聖江1、鄧宇晴2,3、袁春華4、吳盈達2、詹孟育2、鄭安寧2、林伯勛2、阮麗蓉＊2、

蔡明道＊1,2,4,5

1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系　2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3陽明大學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4俄亥俄州立大學化學儀器中心　5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49

S
ig

n
ifican

t R
esearch

 A
ch

iev
em

en
ts o

f A
cad

em
ia S

in
ica

生
命
科
學

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胺基酸的突變會減低RBP2與CCGCCC序列的結合能力（圖4A）。利用luciferase reporter分析方

法，我們更進一步確定失去這四個重要胺基酸的RBP2便會因此失去調控DNA轉錄的能力（圖

4B ）。

綜合上述，我們提出了ARID區域上的四個胺基酸為RBP2蛋白辨認CCGCCC序列所必須

的，並藉此鍵結以調控特定基因的轉錄功能。組蛋白修飾酵素發現至今已有上百種，但可以直

接辨認DNA序列並與DNA結合的例子極少，我們是第一個找出吸引RBP2的關鍵DNA序列，並

且解出DNA結合區域立體結構的團隊，這是我們的研究受青睞的原因。

 1   H1299細胞轉染帶有全長或ARID區域剔除的RBP2質體。圖左綠螢光為表達之
RBP2蛋白，圖中之紅螢光表示三甲基組蛋白H3K4，圖右之藍螢光為細胞核。
結果顯示RBP2剔除ARID後便失去H3K4去甲基的能力。

 3   RBP2蛋白上ARID區域的立體圖。圖中標示
的四個胺基酸為能與DNA鍵結的區域。

 4   （A）利用EMSA分析RBP2蛋白上ARID區域四個胺基酸突變與DNA的鍵結能力。
（B）利用luciferase reporter分析ARID上胺機酸突變對基因轉錄功能的影響。結
果顯示了此四個胺基酸的突變會減低RBP2與CCGCCC序列的結合能力，並且失
去調控DNA轉錄的能力。

 2   蛋白與D N A鍵結競爭實驗。D N A片段中心
CCGCCC以粗體標示，而突變鹼基則以下標線
標示。無放射線標記之競爭DNA片段分別以五
倍及二十倍於放射線標示的C1-DNA片段量加
入此競爭實驗中。結果顯示當CCGCCC突變為
AAAAAA或TTTTTT時其與ARID結合能力便會
變降低。

論文發表出處

"The ARID Domain of the H3K4 Demethylase RBP2 Binds to a DNA CCGCCC Motif",
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15 (2008): 419-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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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2007年本院基因體中心研究人員首次公佈可同時抗禽流感與人類流感的新藥「零流感」

（Tamiphosphor）後，於2008年更在「零流感」的藥性與製程上獲得重大突破，其結果發表於國際

首屈一指的 Angewandte Chemie 期刊，並申請國際專利後將技術轉移給生技製藥公司，使得臺灣

抗流感藥物之研發更具產業價值。這個研究團隊包括中研院翁啟惠院長、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與

臺灣大學合聘研究員方俊民教授，及博士後研究員謝俊結等。

流行性感冒口服新藥的研發：
「克流感」及「零流感」重大製程突破

摘 要
我們開發以溴苯作為起始物，同時可以合成「克流感」（Tamiflu）和

「零流感」（Tamiphosphor） 的方法，在較後的步驟才將溴原子轉換為

羧酸基團或磷酸基團；所有反應皆能夠有效的控制位向和立體選擇性。

由於製程縮短，且避免使用毒性或爆炸性的試劑，此創新的方法較安全

且可商業化。「克流感」目前是治療人流感和禽流感患者的唯一口服

藥，但抗藥性是其隱憂。而與「克流感」同屬流感病毒的神經醯胺 抑制

劑的「零流感」，由於在酵素活性、保護細胞等實驗上，都顯示比「克

流感」效果更好，同時，實驗小鼠服用「零流感」後，也較服用「克流

感」者之存活率更高，小鼠恢復體重的情形也較明顯。因此，口服性

「零流感」極具開發為流感新藥的潛力。

謝俊結1、方俊民1, 2、翁啟惠1

1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2臺灣大學化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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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克流感」目前是治療H5N1、H1N1流感患者的唯一口服藥，但抗藥性是其隱憂。而與

「克流感」同屬流感病毒的神經醯胺酶抑制劑的「零流感」，由於在酵素活性、保護細胞

等實驗上，都顯示比「克流感」效果更好，同時，實驗小鼠服用「零流感」後，也較服用

「克流感」者之存活率更高，小鼠恢復體重的情形也較明顯。因此，口服性「零流感」極

具開發為流感新藥的潛力。

此次，研究小組針對「克流感」和「零流感」的化學結構作倒推的演繹，巧妙地選擇

用溴苯（bromobenzene）作為起始物，然後一步一步的加入其他的官能基。結果，他們發展

出一條截然不同而且有多樣性的合成方法，可以控制反應的位向和立體選擇性，在較後的

步驟才將溴原子轉換為羧酸基團（carboxyl） 或磷酸基團（phosphonate），既可以合成「克

流感」，也可以合成「零流感」及其他衍生物。此創新之流感藥物製程有兩項重大意義：

其一，縮短製程。合成第一代的「零流感」，製程需要45天，新方法減少了8個步驟，製程

縮短為14天，總產率也提高了兩倍。同時使用此研究團隊的新方法，許多中間產物均可結

晶，減少層析的純化步驟，在製造上更有效率也很經濟。其二，此新一代的「零流感」製

程遠較「克流感」安全。方俊民教授表示，羅氏藥廠是以「八角」這種香料所萃取的莽草

酸（shikimic acid）作為原料來製造「克流感」，原料的來源和品質管制都有相當難度。其

中在製造「克流感」的過程中的一個步驟，必須使用「疊氮鈉」（sodium azide）；而大量

的「疊氮鈉」容易引起爆炸反應。雖然為了應付潛伏性的全球H5N1流感疫情，幾個著名實

驗室已經發展出不必使用莽草酸來合成「克流感」的方法，但是這些方法並不能夠用來合

成「零流感」。而此次研究團隊的新方法，不僅突破了原料來源的困境，同時也避免使用

毒性或爆炸性（如疊氮鈉）的試劑，可說是製造「克流感」和「零流感」的理想途徑。

由於H5N1病毒可以隨候鳥來去，甚難防堵；而且病患出現發燒病徵之前，病毒就已經

藉由空氣流動散播四方，流感防治工作刻不容緩，絕對無法等待。目前，該研發團隊已積

極與國內相關單位合作，進行放大製程、毒理實驗、藥效實驗、以及藥物動力學等等的研

究，朝向推動「零流感」為新藥的產業化目標而努力。

 2   實驗小鼠服用「零流感」之存活率比服用「克流感」者更高。

論文發表出處

"A Concise and Flexible Synthesis of the Potent Anti-influenza Agents Tamiflu and Tamiphosphor",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7 (2008): 5788-57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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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共有五章，所探討的是一九○○至一九三

○年代史學思想與史學實踐之變化。這三十年正是整

個傳統史學變化最大的時候，舊史學被抨集，新史學

快速生根，其變化內容非常複雜，本書則選取其中幾

個面向加以討論。

本書兼顧兩方面，一方面討論當時新史學的面

貌，所以用了相當的篇幅討論梁啟超的「新史學」—

在這一份近乎革命性的史學宣言中，他宣稱中國兩千

年來的歷史都是「君史」，沒有「民史」，宣稱過去

是「無史」的時代，而今後因為是「民史」的時代，

故也是「有史」的時代；作者同時也討論晚清以來的

政治思想如何啟發了梁氏新史學的主張。

接著作者討論「線性歷史觀」對中國傳統歷史觀

的改造，並討論進化論對近代中國史學的重大衝擊—

譬如新的時間觀與歷史觀的形成、對「過去」的新理

解、古代聖賢的「經」的永恆不變的內容被歷史化，

在全新的線性架構下重新被解釋。在這一章中，作者

還說明了「線性發展」架構幾乎出現在人文學科的各

種論述中，造成深刻的影響。

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

摘 要
本書探討一九○○至一九三○年代史學思想與史學實踐的變化。這三十

年正是整個中國傳統史學變化最大的時候，從歷史的定義、歷史的範

圍、史料、歷史解釋、歷史學的方法及工具，到歷史寫作時所使用的語

言，都發生了基本的變化。本書圍繞著上述主題，以五章的篇幅來探

討上述種種變化。前三章有關新史學的建立，而後兩章則在說明，即使

是一向被認為帶有傳統或保守意味的史家，也不能完全自外於這個大變

化，他們的史著因而也表現了更曲折的文化意義。

王汎森  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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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第三章是討論新史料觀點的形成。這一章討論的對象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早期的歷史，作者援用各種檔案說明，這個歷史學派如何帶入一種新的史料眼光及研究

方法。它提倡「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將史料的範圍擴充到傳統士大夫

所不重視的廣大天地。除了新史料之外，在歷史研究的過程中，它提倡新問題、新工具

與新方法對民國學術界造成重大的影響。

最後兩章，作者是以兩位具有傳統傾向、或是一直被認為是保守派史學家蒙文通、

錢穆為例，說明在現代史學的強勢影響之下，他們的研究工作展現了雙重意義。一方

面，是充分吸收了新史學中他們認為可以接受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依然堅守住某些

傳統文化的基盤。在蒙文通那一章，作者討論在由經學到史學過渡的過程中，蒙氏發展

出古史多元觀及大勢變遷論。在最後一章有關錢穆的討論中，作者則討論錢穆與晚清民

國以來之種種新學風的對話、辯証的過程。

在經過這三十年的重大變動之後，歷史寫作不管是從史料、解釋、方法、工具、以

及所使用的語言，都發生最根本的變化，人們也不可能再以傳統的方式纂寫歷史了。

專書出版

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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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分成四個部分，甲篇討論中國中古時期佛教與政治權力的衝突，首先以公元446年北

魏太武帝滅佛事件為例，從五世紀上半葉華北諸國並立的形勢的背景展開討論，以信仰佛教的

盧水胡人建立的國家北涼的興滅、以及盧水胡人蓋吳的反叛做為切入點，討論滅佛事件中的民

族因素。此外，中古佛教的發展與興廢，大皆有強大政治力介入的因素，第二章先從內在的宗

教因素以探討中古宦官的佛教信仰，再就當時在政治上掌握實權的宦官，及其對中古佛教的發

展有所助益而論，以顯示中古佛教發展中政治、宗教因素糾結盤錯的現象。

乙篇探討佛教對中國傳統地方社會的影響──包括齋戒斷屠民俗的興起、地方公工程和福

利事業建設。在中古佛教興盛流傳之際，經典和教義固然很重要，但也不可忘記在其背後的政

治和法律因素，後者是學者顯少注意到層面，也正是本文的著力點。中古時期佛教在普及民間

社會的過程，透過皇帝詔令強制推行某些佛教的觀念和行事，使得其遍及帝國各個角落，其

影響是既廣大且深遠，如唐高祖下令施行「年三

月十」斷屠令，也就是在每年正、五、九月，和

每個月的一、八、十四、十八、十五、二十三、

二十四、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禁斷屠殺，也不

執行死刑，影響及人民的生活層面和國家刑律層

面。佛教原來施行六齋日，道教主張十齋日，唐高

祖因尊崇道教，而以十齋日取代佛教的六齋日，但

是其後十齋日反倒為佛教所吸收，而成為佛教齋日

之一，由此也可顯示中古時期佛教和道教的交錯與

相互影響。又，中古時期佛教的福田思想鼓勵信徒

從事地方公共建設如鑿井、修橋、舖路，和社會救

濟事業如供應義餐以救濟飢民、設置義塚以埋藏無

名屍身等。在唐、宋及其後的時代，佛教徒的公益

事業不絕如縷，以迄於今。

丙篇討論佛教獨特的喪葬習俗包括林葬、石室瘞窟、塔葬和舍利信仰對中國民間社會影

響。中國傳統採取土葬，佛教對中國埋葬方法的影響有火葬和露屍葬，露屍葬包括林葬和石室

瘞窟兩種。林葬是直接將死者的遺體暴露在山林野地，而石室瘞窟則是將屍體置於石窟或石室

中古的佛教與社會

摘 要
本書是研究中國中古時期佛教與社會關係的專論，從政治、民俗、喪

葬、寺院與養生四方面著眼，除了正史之外，大量利用石刻、小說、佛

教文獻和考古資料，重塑在佛教影響之下中古時期的社會景象。

劉淑芬  著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河南安陽靈泉寺東側嵐峰山34—37號塔龕林葬的塔林。



555555

S
ig

n
ifican

t R
esearch

 A
ch

iev
em

en
ts o

f A
cad

em
ia S

in
ica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之中。從第三世紀開始，就有僧人開始實行露屍葬，至六世紀末葉以後，由於三階教和林葬經

典的影響，露屍葬更為流行，實行者也從僧人擴及俗人。佛教塔葬先從僧人開始，後來有部分

俗家信徒也採行塔葬。

丁篇從唐、宋時期寺院中茶、湯藥、丸藥、乳藥、石藥等養生方式，探討寺院和世俗社會

的互動關係。從六朝時期發展出養生服食的風氣，至唐朝社會上開始流行飲用養生的「湯藥」

和茶，合稱「茶藥」，更因此發展出「以茶迎來、以湯送往」的待客禮俗，普遍流行在朝廷、

官府和民間各個階層裡。同一時期，茶與湯藥在禪寺僧人生活和宗教儀式中，也扮演了重要的

角色，更發展出僧人獨特飲茶啜湯的儀節「茶禮」與「湯禮」，並且凝聚成具體的宗教儀規。

奈良東大寺正倉院藥物中的「雲母粉」（公元八世紀）寺院

中的養生藥物 。
陝西西安近郊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藥物。

專書出版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Ｓ、6577「屍陀林發願文」敦煌出土的林葬志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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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以清末民初的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嚴復的思想為中

心，從翻譯的角度探究中國近代自由思想的變遷，希望藉此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自由主義在近代中國的進程與未來命運。

全書總結了作者過去十餘年的研究成果，以「回譯」

（back translation）的方法，處理嚴復如何翻譯約翰彌爾的

《群己權界論》（On Liberty），作者認為他不但一部份

瞭解彌爾、一部分誤會彌爾，同時也將固有理念投射到彌

爾之上，還有意識地批判彌爾的某些想法。本書企圖修正哈佛大學Benjamin Schwartz教授在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之中對嚴復思想的詮釋。作者不同意Schwartz所謂在嚴復

思想之中個人自由是實現國家富強的手段，而不具有終極的價值。拙著強調嚴復深受傳統「成己成

物」、「明德新民」等觀念的影響，是在群己平衡的前提下強調個人的價值。這樣的思想傾向顯示他

一方面對西方自由思想有所了解，亦有所誤會，另一方面此一認識與他強烈地肯定一個植根於傳統的

自由社會之構想是交織在一起的。因此嚴復的自由理念是將儒家理想和西方自由的觀念結合在一起，

是思想上的一個創見，這一創見也蘊含了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深刻批判。具體而言，拙著指出嚴復的自

由主義有三個特點：一、追求富強；二、肯定自由、民主與資本主義，但拒絕「己重群輕」的個人主

義，強調己群並重；三、反對革命，主張調適性的漸進改革。這三者構成了具有高度整合性的政治理

論。因此嚴復不但是一個翻譯者，更是一個具有創見並能高瞻遠矚的思想家。

嚴復所面臨的中西文化接軌問題至今日仍然存在：如何將調適取向與一個制度化的、強調個人自

由、達成國家富強的體制結合在一起？這也涉及人類要如何平衡自由與權威的永恆難題。誠如金耀基

所述，中國人難以接受彌爾主義中「自由主義」的部分；然而從另一方面來看，像嚴復所構思的沒有

「自由主義」的民主或許是不切實際而自相矛盾的。我們如何可能一方面強調以教育來培養有道德感

自由的意義：嚴復與中國自由主義
的起源

摘 要
本書以嚴復翻譯約翰彌爾的《論自由》為中心，探討中國自由主義的起

源。作者認為嚴復的翻譯作品顯示他一部份瞭解彌爾、一部分誤會彌

爾，同時也將固有理念投射到彌爾之上，再者，他還有意識地批判彌爾

的某些想法。本書企圖修正哈佛大學Benjamin Schwartz教授在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一書之中對嚴復思想的詮釋。作者
不同意Schwartz所謂在嚴復思想之中個人自由是實現國家富強的手段，

而不具有終極的價值。拙著強調嚴復深受傳統「成己成物」、「明德新

民」等觀念的影響，是在群己平衡的前提下強調個人的價值。這樣的思

想傾向顯示他一方面對西方自由思想有所了解，亦有所誤會，另一方

面此一認識與他強烈地肯定一個植根於傳統的自由社會之構想是交織在

一起的。因此嚴復的自由理念是將儒家理想和西方自由的觀念結合在一

起，是思想上的一個創見，這一創見也蘊含了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深刻批

判。這樣一來，嚴復不但是一個翻譯者，更是一個具有創見並能高瞻遠

矚的思想家。

黃克武  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專書封面嚴復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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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的公民，作為民主社會的基礎；另一方面又希

望能盡量減少受到主導教育工作之精英分子的

宰制，而避免專制的危險？嚴復並沒有完全解

決這些問題，但是他卻幫助人們認識其重要

性。當中國逐漸脫離二十世紀以來革命浪潮所

造成的危機之時，嚴復的思想刺激我們思索：

在中國文化的脈絡中，如何建立一個不僅自

由、富裕，也是文明與道德的理想社會。

更廣地來說，作者所關懷的問題包括中國

知識分子所理解的自由主義與英美主流的自由

主義有無差異？而如果有差異的話，這些差異

是如何產生的？他們是不自覺地將一些源於傳

統的觀念投射到西方思想之上，還是有意識地

企圖超越西方，創造一個適合國情的一套理

論？換言之，我的焦點是以自由主義傳入中國

的過程，探討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海峽兩岸未來的發展與自由主義和民主政治密不

可分，從思想史角度所作的澄清與反省，或將有助於國人尋找一條更為合理的道路。

文中同時也思索自由主義未來之走向與挑戰。作者指出兩個值得注意的問題。第一，英美式和中國

式的自由主義面臨何種不同的挑戰？第二，兩者之間的差距如何幫助中國知識分子從事思想上的取捨，

來思索如何建立一個比較合理的政治體制？作者同意許多學者所指出的當代英美式的自由主義最主要的

挑戰是解決「悲觀主義的認識論」(epistemological pessimism)所導致「道德相對論」的問題。由於道德缺

乏客觀基礎，人們難以形成對於道德規範的共識。例如在美國社會裡，除了法律之外，少有其他可以共

同遵循的限制。但法律規範是有限制的，一個社會不能完全靠法律制裁，必須加上道德共識，才能更平

穩地運作。如何建立更廣的道德共識，並將道德共識和政治、經濟與思想的三種自由市場予以結合，是

美國自由主義者所面臨的問題。中國思想界較缺乏道德相對論的傳統，所以比較不容易產生如美國社會

中的一些問題。中國自由主義者未來所面臨的主要挑戰則是如何將三種市場制度化，這也包括建立一個

能夠維護個人自由與尊嚴，保障個人權利，以及避免政治權力過度牽制市場運作機制的一個體制。當然

在肯定以個體價值為中心之社會秩序時，如何依賴固有的思想資源，建立合適的群己關係，一方面避免

專制，另一方面避免渙散、不平等的弊病，這是新儒家思想、社群主義者，與新左派對自由主義者的警

告。在面對此一問題時，中國自由主義除了引用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之外，也應考慮固有的精神遺

產；同時在西方自由主義的思想資源之中，除了引用海耶克(F. A. Hayek)之外，也必須思索羅爾斯（John 

Rawls）所考慮的議題。

此外作者指出中國自由主義者也應該更自覺地反省「具有中國特色」之自由主義中所蘊含的精英主

義與烏托邦主義，以及偏向強調柏林（Isaiah Berlin）所謂積極自由(positive freedom)等問題。這些面向雖

具有批判精神，但是否亦構成自由主義發展的制約呢？自由主義的精神不只是以「拒絕」來表達批評與

抗議；也不應該完全以「先知先覺」的使命感來從事風化、德治，達到「風行草偃」的目標。在構想一

個自由社會時，嚴復所提出的「學校」典範與西方較流行的「市場」典範之間應如何取捨？再者，自由

社會並不是一個能夠完全實現「個體解放」、大公無私，並能避免壓迫與剝削的完美理想。上述新保守

主義、新儒家思想與新左派對自由主義的批評都指出了自由主義體制的缺陷。然而指出自由主義模式的

缺點並不等於認為自由主義不能幫助我們形成比較合理（而非絕對完美）的政治體制。如何將自由主義

的優點與固有的文化根源結合在一起，來建立三個自由市場所需要的規範與道德性界線？換言之，如何

結合人文精神與三個市場，並避免烏托邦主義與道德相對論？今天的學者必須針對中國處境對自由主義

與儒家思想作一取捨。在這方面人類的思想經驗之中（無論是新馬克斯主義、後現代主義或孔子思想）

並未提供一個現成的、完整的體系，而仍然有待吾人創造性的努力。

嚴復手稿

專書出版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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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臺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1970年代，這個十年是戰後臺灣歷史上的「軸心時

期」。在國民黨統治體制下成長與受教育的眾多年輕知識份子，深受七０年代初臺灣外交挫敗的刺

激而覺醒轉化，逐漸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他們所構成的「回歸現實世代」，在當時政治與文化轉

變中扮演核心角色，是戰後至今臺灣歷史的「軸心世代」。其中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

人士、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以及發揚日據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黨外等三群成員，主要

是本省人。他們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企圖重新認識臺灣的過去，以理解現在而規劃未來，涉及

歷史敘事與認同的變遷。他們強調臺灣歷史文化的特殊性，但由於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與受教育，

他們倚賴以中國民族主義為藍本的歷史敘事，將個人自我與社會、國家、民族聯繫起來，建構「戰

後新生代」的集體認同感，並且理解臺灣的過去。他們的集體

記憶建構，傾向體制內改革，與當時《大學雜誌》、黨外運動

的體制內改革主張類似。

本書結合世代研究與敘事認同理論，探討回歸現實世代與

上述三群重要成員的浮現形成，分析焦點在於他們的(1)世代認

同、(2)國族歷史敘事與認同，以及(3)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

文化趨向的社會行動三者之密切關係。

回歸現實世代不分省籍，深受七○年

代初臺灣政局與社會變化衝擊，普遍經

歷覺悟啟蒙的過程，產生清晰的世代意

識。他們的世代認同鑲嵌於國族對過去、

現在、與未來的敘事，是在中國國族的歷

史敘事中得到澄清，依附於國族認同而開

展。他們在國族歷史敘事中定位自我、尋

求存在意義而積極實踐，成為特殊政治與

回歸現實：臺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
與文化政治變遷

摘 要
戰後臺灣重大的政治、文化變遷，始於1970年代。眾多年輕知識份子由

於七０年代初臺灣外交挫敗而覺醒，揚棄流亡漂泊的心態，形成「回歸

現實」世代，激發政治與文化的轉變。本書結合世代研究與敘事認同理

論，分析回歸現實世代與其中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文化界人士、

鄉土文學作家與提倡者、發揚日據時期臺灣人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黨外等

三群成員的浮現形成，分析焦點在於他們的（1）世代認同、（2）國族

歷史敘事與認同，以及（3）挑戰既有政治體制、重構文化趨向的社會行

動三者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們與八０年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臺灣

化的長遠關係。

蕭阿勤  著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反映1970年代臺灣戰後世代之世代意識的出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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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文化發展的重要承載者。回歸現實

的世代，是個人生命階段、國族認

同教化，以及社會政治事件輻湊機

遇的結果。被國族歷史敘事所形塑

的世代認同，成為他們行動的重要

動力，既是特定社會變遷的產物，

也是激發進一步社會變遷的動力。

上述回歸現實世代當中三群成

員的文化再現與知識建構活動，涉

及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歷史敘事

與公共領域的關係。本書指出，集

體記憶是一種集體經驗被「結構

化」或「模式化」的歷史敘事。集

體記憶並非人們過去生活實踐與實

際經驗的簡單呈現，不是許多個人

對過去的零散記憶的總和，而通常

是政治與文化菁英在公共領域中藉著修辭論述，將這些生活經驗與零散記憶與其它引發不滿的社會政治

議題接合起來所條理化的歷史敘事。集體記憶與集體認同彼此互相限制，而又互相建構，兩者處於一體

兩面的關係。本書研究顯示，族群與民族主義認同政治經常涉及對立的「歷史詮釋」，通常不是因為不

同的敘事情節所涵蓋的歷史經驗或事件有所差異，而在於人們從不同敘事者的主體位置出發，於是賦予

歷史經驗或事件在不同的整體情節中不同的位置與意義所致。

回歸現實世代要求政治革新，重視現實與鄉土，挖掘臺灣過去的歷史。他們的普遍籲求，是八○年

代之後政治與文化本土化、臺灣化的長遠濫觴，而上述其中三群成員則為更具體的泉源。從世代角度分

析戰後臺灣歷史變遷，有利於發展歷史比較的視野。臺灣的戰後世代批判、反抗體制現象，較西方六○

年代的普遍現象約晚十年左右出現。在臺灣，戰後世代與政治、文化變遷的研究，應該重視的是關鍵的

七０年代，本書從世代角度分析七○年代臺灣的政治、文化變遷，呈現歷史與傳記、結構與能動、自我

與社會的密切關聯。

發揚臺灣人抗日政治社會運動史的黨外雜誌與著作

專書出版

臺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2008年

挖掘日據時期臺灣新文學的著作書影   投入黨外運動的回歸現實世代的言論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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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0年代以來，環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逐漸成為西方歷史學界的一個研究領域。美

國史家伍斯特(Donald Worster)認為，環境史研究是在「要求重新檢討全球文化的時機中」展開，

其目的在於「加深我們瞭解在時間過程中，人類如何受自然環境的影響，以及他們如何影響環境

和得到了什麼結果。」歐洲史家摩爾(R. I. Moore)在為地理學家西蒙斯(Ian G. Simmons)所著的環

境史導論作序時說：「要對過去產生新透視，幾乎沒有比環境史更好的例子。它與當代迫切的憂

慮有關是很清楚的，但它也刺激了對世界上很多地方很多時期，甚至是遙遠的過去重新評價。」

此外，摩爾，一如伍斯特，也強調環境史的跨領域特性。澳洲環境史家葛洛夫(Richard H. Grove)

指出，目前習用的環境史一詞是指歷史見證的不再只是個人生死的故事，而是關於社會與物種，

以及他們與週遭環境的關係。環境史的出現與當代環境主義思潮有關，而後者之淵源可上溯至

十七、八世紀一些西歐人對陌生的熱帶地區環境的實際經驗。直到1970年以前，環境史一直是地

質學家和考古學家在討論第四紀和史前人類與環境互動時慣用的名詞。新的環境史學主要是受到

當代全球環境危機的刺激。但是，對環境問題的敏感並不是二十世紀的創見。自十九世紀中葉以

來，歷史地理學家就一直在探討環境問題。此外，美國環境史家克羅斯比(Alfred W. Crosby)把美國

環境史研究上溯至二十世紀上半，而當時考古學、生態學與地理學的研究也開始影響歷史學家。

至於中國環境史研究，雖也有歷史地理學家為先鋒，然任教於澳洲國立大學的歷史學家伊懋可

(Mark Elvin)在1990年提出第一份研究構想後，才逐漸推展。

在伊懋可的推動下，由澳洲國立大學與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共同主辦的中國生態環境史研

討會於1993年12月在香港大嶼山舉行。會後分別以中文和英文出版了論文集。事隔多年，在2002

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舉辦了第一次環境史研究研討會，但會後並未出版論文

集。在2005年8月，天津南開大學也舉辦了中國歷史上的環境與社會研討會，論文集已於最近出

版。在2006年11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再舉辦第二次環境史研究研討會，這本論文集就是

該研討會的部分成果。

自然與人為互動

摘 要
這本論文集收錄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第二次環境史研討會的部分論

文，自然與人為分別在光譜的兩端，然而其間的重疊互動則呈現出複雜

的關係。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包括地質科學、地球科學、大氣科

學、海洋科學、環境科學、建築學、文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經濟

學、環境政策研究與社會資訊研究。主題涉及氣候與環境、古人的自然

意識、生態的破壞、自然災害與地方文化、技術傳播與資源利用、疾病

與環境以及環境政策的形成與執行。

劉翠溶  編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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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在2006年研討會中發表的論文共有34篇，而收入這本論文集的只有20篇，另有1

篇未在會中發表，但由與會的作者楊庫另外提供，至於其他未收入的論文，則多因作者

決定另外投稿。這21篇論文的作者來自不同的學術領域，包括地質科學、地球科學、大

氣科學、海洋科學、環境科學、建築學、文學、歷史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學、環境政

策研究與社會資訊研究。論文的主題涉及氣候與環境、古人的自然意識、生態的破壞、

自然災害與地方文化、技術傳播與資源利用、疾病與環境、以及環境政策的形成與執

行。這些論文探討的時間範圍長短不一，總共涵蓋了從兩萬年前至二十一世紀初；空間

範圍也大小不一，但多以中國大陸、臺灣本島與離島以及附近的海域為主。這本論文集

題為《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意在涵蓋所有的論文所涉及的面向，自

然與人為分別在光譜的兩端，但其間的重疊互動，則呈現出複雜的關係。

專書出版

臺北：中央研究院 • 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論文集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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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Bernstein-Gelfand-Gelfand

的古典結果是將有限維半單李

代數的有限維不可約模分解成

Verma模的直和。我們亦知道

有限維半單李代數的有限維不

可約模也可能可以分解成廣義

Verma模的直和。當人們得知可

對稱化Kac-Moody代數的可積

表示也有BGG分解存在時，對

於有限維單李超代數的狀況幾

乎一點都不清楚。然而，專家

學者們知道的是：在一般狀況

下，有限維單李超代數的有限

維單模無法分解成Verma模的直

和。所以，當人們發現一般線性李超代數大部分的有限維模可分解成Kac模的直和時都非常驚訝。這篇文章的主要結果

就是對其每個不可約多項式模去構造這樣的分解。

In Situ Tailoring and Manipulation of Carbon Nanotubes
張淵智, 廖原鴻, 黃仰山, 徐統, 張嘉升, 鄭天佐

物理研究所
Small  4 (2008): 2195-2198

我們實驗室多年來致力於具原子解析度之顯微術研發工作，近

期將原有的超高真空穿透式電子顯微鏡（UHV-TEM）加裝上

一穿隧式掃描探針顯微儀（STM）的機制，因而讓此顯微術除

了原有功能外又增強許多。例如在奈米尺度下操縱量測奈米管

或奈米線，亦可同時進行即時蒸鍍金屬材料等實驗。

此篇論文即利用此 STM@UHV-TEM 儀器進行實驗，我們發明

了一系列在奈米尺度下即時觀測操縱多壁奈米碳管的技術。利

用此臨場的技術可將多壁奈米碳管內層逐一剝離，此碳管因質

量變輕、內徑加大靈敏度因而大大提升，進而可製作出具有原

子解析度量測的“原子秤”或是“奈米探針”等。

此臨場技術操縱的精密程度可達原子尺寸─埃（Å）等級。例如

可將內層剝離的碳管再次放回原處，形成類似“奈米活塞”之

結構（如圖1所示）。為進行將多壁奈米碳管內層逐一剝離的步

驟，首先利用右邊金電極接觸欲剝離之多壁奈米碳管（見圖2，

圖例為粉紅色）的尖端，而後施加一電壓於碳管與金電極，讓

其間保持適當靜電力以利金電極將內層碳管剝離開。可使用相

同步驟將碳管逐一剝離達成須求之尺寸，最終亦可利用此技術

製作出世界上最大之單壁奈米碳管。經由修整後的碳管具有靈

敏度極高的特性。將一約 3 nm 銀顆粒放置於此碳管頂端後，

此碳管共振頻率即從 130.5 MHz偏移至115.3 MHz。經由此實

驗數據計算出此銀顆粒質量約為 1.8*10-19 公克，此碳管亦展現

出非常高 Q 因子（約為 1000）。經估算此碳管可量測之最好的

質量解析度可達約 10-22 公克，因而稱之為原子秤（圖3）。

1    奈米活塞：將奈米碳管內層抽
出後再重新對準並插回。

3    經由將內層抽出後，利用此被特製
的奈米碳管當成“原子秤”。

2    將內層奈米碳管抽出，碳管內
徑變大且質量變輕。

一般線性超代數之張量積模的BGG分解
程舜仁, Jae-Hoon Kwon, Ngau Lam

數學研究所
Letter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84 (2008):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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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1    實驗觀察到各態之相圖，其中有混合態(HS)，振盪態(OS)和分離
態 (SS)。

對於製備自旋電子元件來說，最有興趣的是尋找具有室溫鐵磁性

（RTFM）的材料。過去在一些半導體或者氧化物中也常被觀察到具有

「室溫鐵磁性」的特性，然而一般都認為其磁性的來源是起源於材料中

的磁性雜質而不是材料本身的本質特性。本研究發現，將一非磁性的半

導體製做成奈米晶體之後，其奈米晶體在室溫附近會產生具有鐵磁性的

特性。

我們在鎘硒（CdSe）奈米晶體中發現了「室溫鐵磁性」的特性，此特性

相信是由覆蓋一層非磁性的介面活性劑（三辛基氧化磷）所產生。推論

此「室溫鐵磁性」是源自奈米晶體表面的電子結構產生了變化，與晶體

表面所覆蓋的介面活性劑層有相當的關聯。由於氧的陰電性要比鎘的大

得多，原來在鎘上的電荷很可能從鎘轉移到介面活性劑上的氧，而使得

原先鎘填滿的4d電子帶產生了電洞與磁矩，進而產生了鐵磁性。                                    

磁化率的量測證明了此一鐵轉機制，奈米晶體的磁化率會隨著奈米晶體

尺寸的縮小而增加，這符合了原先的推論，亦即磁性來自晶體表面。的

確，隨著樣品尺寸的縮小，樣品表面的特性對樣品的影響也就更大。除

此之外，進一步的化學成分分析排除了一些常見的鐵磁雜質存在於樣品

中的可能性。CdSe是在同類半導體奈米晶體中，第一個被發現具有「室

溫鐵磁性」的奈米晶體。此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於藉由適當的表面重

組，不需要摻雜任何其他的磁性元素，半導體奈米晶體也會具有「室溫

鐵磁性」性的特性。此一研究成果因磁性特性的加入，將賦予了半導體

有更大的應用範疇，對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更添潛在的助力。

室溫磁性半導體CdSe量子點的發現

顆粒鐘現象在由兩種大小一樣的不同顆粒組成的垂直

振盪間隔顆粒氣體中被發現。 顆粒鐘動力學的研究乃

依據顆粒氣體不穩定的蒸發或凝結模型，該模型中，

兩種顆粒的溫度被視為是不相同的，而且是氣體組成

的函數。 系統中的振盪是由兩種不同顆粒的不對稱碰

撞所造成。 我們的實驗與模型顯示了系統透過 Hopf 

分歧由齊次性的狀態過渡為振盪狀態的過程。

在間隔密封顆粒氣體雙擴散下的溫度振盪 

M. S. Seehra,  P. Dutta, S. Neeleshwar, 陳洋元, 陳正龍, 董崇禮, 
周尚威, 陳家俊, 張經霖

物理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1656-60

此研究成果被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Asia Materials 
website選為亞洲暨太平洋地區最佳的研究成果之一

2    鎘硒奈米晶體在室溫
(300K)及低溫(5K)下之
磁滯曲線。

1    鎘硒奈米晶體在高分辨穿透
式電子顯微鏡下之影像。

3    不同尺寸奈米晶體之傅立葉
轉換指出鎘—氧的鍵結。

4    Cd 原子與 TOPO 分子
鍵結的模型與 Cd 原子
電洞的產生。

M. Hou, H. Tu, R. Liu, Y. Li, K. Lu, P. Y. Lai, 陳志強

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 068001(2008)

2    模擬計算所得出各態之相圖，其中有對應的混合態(HS)，
振盪態(OS) 和分離態(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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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聚焦硬X光的元

件在奈米科技中是一

項艱難且重要的挑

戰。在此次研究中，

我們展現了利用在最

外圈具有30nm線寬

且高深寬比的Fresnel

相位板，使得硬X

光顯微鏡達到30nm

的Rayleigh空間解析

度，且測量到約20-

23nm的空間頻率解

析度。

鍺量子點的磁性
劉鏞, 沈彥伶

物理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779-783.

在此研究中，我們呈現當鍺量子點被蒸鍍在

塑膠奈米球上具有室溫的鐵磁性。 這些鍺量

子點的磁性與其蒸鍍時鍺薄膜的厚度和塑膠

奈米球的大小有密切的關係。 鍺量子點由5

奈米厚的鍺薄膜蒸鍍在20奈米的塑膠奈米球

上有最大的室溫磁化率。 根據推測，我們量

測到鍺量子點的室溫磁性可能是出自於量子

尺寸效應與量子點間磁性交互耦合作用的綜

合結果。 此磁性交互耦合作用可藉由量子點

間交接處的電荷傳遞。 此外當鍺量子點上披

覆一層額外的金屬薄膜時，磁性交互耦合作

用也因為有更多的電荷的幫助而被增強。

2    是商業Siemens星狀圖形的穿隧式X光顯
微鏡影像，在氮化矽薄膜上的金的厚度為

180nm。在中間部位最尖端的線寬為30nm
（如同週期為60nm），最尖端結構依然清
晰，可猜測空間的解析度小於30nm。

小於30nm解析度的全相式x光顯微鏡：實現奈米尺寸加工挑戰性  
陳語同, 羅宗男, Yong S Chu, Jaemock Yi, 劉啟人, 王雟越, 王錚亮, 邱正瑋, 華子恩, 胡宇光, Qun Shen, 殷廣鈴, 
梁根山, 林鴻明, Jung Ho Je, Giorgio Margaritondo 

物理研究所
Nanotechnology  19 (2008): 395302.

4    測量調製轉換函數是常用於評估解析度的標準，在紅色的圓圈
圖點所代表測量到的強度是經由我們最好的相位板（最外圈的

線寬小於30nm）得到的影像中的每單位中有多少數目的線轉
換後而得到。而虛線是基於箂利準則在相當於26.5%的調製程
度化的評估，和紅色數據的交點得到約29nm的解析度。在和
最外圈為45nm線寬的相位板（藍色矩形）作比較，一樣用箂
利準則分析所得到約為38nm的解析度。

     在功率譜中包含由(A)在圖三的初步影像（藍線）和(B)背景值
（黑線）。紅線曲線(C)是(A)除以(B)所得到的曲線。而箭頭是指
在功率圖中的強度開始高於背景值，相對於最小可偵測的最小線

寬為20nm。

1    鍺量子點蒸鍍在塑膠奈米球上的示意圖。

2    a) 3 nm 鍺膜，b) 3 nm 鍺膜覆蓋3 
nm 矽膜，c) 3 nm 鍺膜覆蓋3 nm  
鋁膜，d) 5 nm 鍺膜的原子力顯微
圖像(500 nmx500 nm)。所有的樣
品皆是在20 nm 塑膠奈米球上。

3    3 nm 鍺膜蒸鍍在大小不同的塑膠奈米球上
的磁化率。

4    不同厚度的鍺膜蒸鍍在20 nm 的塑膠奈米
球上的磁化率。

5    在20 nm 的塑膠奈米球上的3 nm 鍺膜
上覆蓋3 nm 厚的不同的薄膜的磁化率。

3    (a)是在中研院所製作的測試解析度圖形的電子顯
微鏡的影像，顯示出在中間圖形線約小於20nm，
(b)是用相同的圖形在X光顯微鏡下可展示出小於
20nm線寬的尺寸，單位尺寸為1um。

1(a)

1    是金結構的Fresnel相位板，最外圈為30nm的線
寬且厚度高於450nm。所表示的區塊及單位尺寸
為(a)完整的相位板，單位尺寸為20um，(b)小於
30nm線寬的區塊，單位尺寸為100nm。

1(b)

3(b)3(a)

調製轉換函數 功率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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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來，藉由分析時間序列以辨析系統間之因果關聯性

（或稱為驅策—反應關係）已引起相當廣泛的注意。此類分

析法的核心概念為：分別於獨立以及考慮另一系統訊息的條

件下，計算某一序列其未來預測性於兩造間之變化。若未來

預測性因納入另一系統之訊息而增加，則後者可被視為該序

列所屬系統之驅策系統。在本文中我們考慮非平衡條件，並

利用嶄新的演算法則將原本「轉換熵」（TE）之定義加以

修改，使其得以監控系統間因果關聯性之瞬時變化。其方程

式為

其中

我們稱之為「瞬間轉換熵」（TTE）分析法。

我們進一步將因果關聯性的概念與瞬間轉換熵分析法應用至

混沌通訊（圖1&2）。在我們提出的通訊系統中，二元訊息

不再包含於載波中，卻加載於耦合混沌映象間的因果相關性

（耦合方向）。若將相鄰映象的時間序列於公開頻道傳遞，儘管他人僅能窺得紊亂無序的

信息，接收者卻可藉由TTE與金鑰將加密的訊息解出。我們已證實此法足以抵禦通訊過程

中的噪音（圖3）以及傳統的解密法。本論文亦提供混沌通訊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

「瞬間轉換熵」與混沌通訊

我們報導一系列以以咔唑-π-共軛-雙三甲基苯硼烷雙極性螢光物質製作高效率非摻入型藍色有機發光二極體。這些螢

光物質裡其中CzPhB與 CzThB 展現出藍色的螢光光譜（λPL 
max 個別是443 與470） 與高達 54% 的固態螢光量子效率

（ΦF）。CzPhB 有機發光二級體（元件 A） 是深藍色的 CIEx,y 色座標（0.15, 0.09）; CzThB有機發光二級體（元件 C）

是藍色的 CIEx,y 色座標（0.13, 0.21）。 兩個 CzPhB and CzThB有機發光二級體 電激發光的效率皆很高: 最大外部量子效

率（EQE） 分別是 4.3 與 6.9 % （或 4.1 與 5.6% 在20 mA cm-2 電流密度下）。如此高的電激發光效率主要可歸諸於發光

材料有絕佳的價荷局限現象，而這又可歸功於有機發光二級體裡材料HOMO/LUMO能階的排列匹配。除此之外發光材

料本身高的ΦF值也功不可莫。這些都最終可說是我們有智慧的分子設計咔唑-π-共軛-雙三甲基苯硼烷，這樣的分子設

計對非摻入型藍色有機發光二極體特別有效。我們刻正進一步探討研究利用此處的分子設計用在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固態照明上。

以咔唑-π共軛-雙三甲基苯硼烷雙極性螢光物質製作高效率非摻入型藍色有機發光二極體

洪耀正, 胡進錕

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1 (2008): 244102.

林鑫磊, 詹立行, 李榮和, 顏銘佑, 郭文章, 陳錦地, 鄭如忠

化學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3947-3992.

3    解密錯誤率與訊噪比（SNR)之關
係。此結果證實此混沌通訊方法

對噪音有相當之容忍度。

2    （a)二元訊號 μk 。每個訊息元
的傳輸長度為 T=200. （b)計算所
得之TTE值。藍線代表 S1→S2 方
向，紅線代表S2→S1方向。（c)
解密完成之序列. 其中σk >0 代表 
μk=1, σk<0 代表 μk= 0. σk 定
義為S1→S2 與 S2→S1 方向之TTE
差值。

1    （a)基於因果關聯性的概念與瞬
間轉換熵分析法建立之混沌通

訊系統。（b)二元訊號的編譯過
程。在此系統中，我們將二元訊

號加載於耦合混沌映象間的因果

相關性。換句話說，混沌映象間

之順時針耦合與逆時針耦合分別

代表二元訊號μk=1 與 μk=0。
映象之時間序列可進一步加以調

變成為y1 與 y2，並藉由傳輸頻道

公開傳遞。在接收端，接收者將

可藉由TTE與金鑰以解出加密的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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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合成出一系列含苯咪唑與苯胺基的藍光螢光化合物，其不論在液態或固態都具有非常強的螢光性質，且同時具傳導電

子與電洞的二極性，傳遞能力約在10-5 cm2／（V s）。它們可以被製成單層電激發光元件 （I） ，結構為：ITO基板／1或

2 （80 nm）／氟化鋰 （1 nm）／鋁 （150 nm）。此元件擁有相當高的元件效率，可與多層元件相比擬。舉例來說，利用

1所製成的元件，其效率在電流密度為100 mA／cm2 時，量子產率為2.4%，功率效率為1.2 lm／W， 電流效率為2.4 cd/A，

亮度為2378 cd／m2，CIE座標為（0.15, 0.12）。因為化合物有足夠的三重態能階（約2.2 to 2.3 eV），以之為黃橘光銥金屬

磷光物（fbi）2  Ir（acac）的主體，可製成效率相當高的單層磷光元件（II），結構為ITO/2 混摻 5% （fbi）2  Ir（acac） （80 

nm）/氟化鋰 （1 nm）/鋁（150 nm），此元件在電流密度100 mA/cm2 時之量子產率為6.9%，功率效率為4.4 lm/W，電流效

率為20 cd/A，亮度為19637 cd/m2，與利用CBP為主體的多層元件相當。如果兩電極的功函數可以藉由表面修飾調控，而降

低電荷注入能障，將可簡化元件的製程及降低製作成本。這樣的概念也將更進一步延伸到全彩的電激發光顯示器或白光發

光二極體材料。舉例來說，如果僅在藍光主體局部混摻黃橘色光，利用適當的黃藍色光比例，可以混合出白色光。此類藍

光化合物也有應用於發光場效電晶體與雷射的潛力。

刺激導向之公平性機制於自私轉傳節點之無線多重跳躍Backhaul網路
李正帆, 廖婉君, 陳孟彰

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7 (2008): 697-704.

具有二極性質的苯咪唑／苯胺基為主架構的化合物：
高效能小分子藍光單層電激發光二極體與其混摻磷光單層電激發光二極體   
賴玫儀, 陳志欣, 黃偉聖, 林建村, 柯統揮, 陳俐吟, 吳忠熾

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7 (2008): 581-585.

N
N

N

N
N

N

1

2

1    分子結構與單層元件。 2    單層藍色螢光元件(I)之電激發光光
譜圖與單層摻混黃色磷光銥化合物

元件(II)之電激發光光譜圖。

3    化合物1與2以飛行時間式電荷傳
導量測技術所量測之圖形。

本研究討論在無線多重跳躍Back haul

網路中，若考慮自私自利的轉傳節點

（Transit Access Point），其無線資源公平

性分享的問題。當轉傳節點只追求其利益

最大化時，它們只在有獲利時，才會幫其

他節點轉傳封包，將造成此backhaul網路

中資源分享嚴重不公平，甚至有服務中斷

的情形。

因此我們設計一個以刺激導向之公平性

機制，在此機制中，我們動態決定每個轉

傳節點轉傳封包及傳送自已使用者封包

所獲得及所需的成本，如此一來，在這個

設計的機制下，每個轉傳節點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最佳策略即幫其他節點轉傳每

個封包，進而達到網路資源公平的分享．

此外，我們也證明在此設計機制下，每個

轉傳節點並沒有動機作弊，因為即使他們

作弊，在我們的機制下他們也不能獲得較

高的利潤，甚至較少，故這些自私的轉傳

節點一定會誠實的公布其本身的資訊，完

成網路管理者預期之目標。

實驗架構與效能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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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文獻增長極快，基因蛋白質之間的關連性錯綜複雜，已無法由學者一一

讀取。因此，我們設計了BIOSMILE Web Search（BWS），可自動擷取生醫文獻

摘要中之專有名詞，包括基因、蛋白質、DNA、RNA 和疾病名，並分析其間之語

意關聯，將句中的主詞、動詞、否定詞、補語、方法、時間以及作用位置等資訊

擷取及呈現。當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後，BWS 會將符合之生醫文獻摘要列出，標出

專有名詞。此外，BWS也會以量化的方式呈現檢索之文獻與蛋白質交互作用之相

關程度。BWS可進一步做語意關聯分析，並將結果條列於表格中。BWS已經過多

國專家測試，並通過各項使用者滿意度、實用性、易用性等效能評估。BWS搜尋

引擎是由許聞廉特聘研究員所主持之智慧型代理人系統實驗室（IASL）所開發。

BIOSMILE 搜尋引擎：生物醫學專有名詞及其相互關係之線上標註工具

在生物辨識技術中，語者辨識是利用人類最自然的口語

表達作為辨識身分的依據。語者辨識一般分為語者識別

及語者確認，前者是要辨識說話者是誰，後者則是判斷

說話的人是不是他所宣稱的使用者，本論文的研究主題

是後者。語者確認常被視為一個假說測定問題，利用似

然比例測試方法來解：空假說表示說話者為真正的使用

者，替代假說表示其為冒充者。我們可以收集特定使用

者的語音資料來訓練空假說模型，但替代假說牽涉未知

的冒充者，較難模型化。針對此點，傳統的作法是收集

很多人的語音，訓練一個通用背景模型，或是幾位與目

標使用者聲音相似的人的語音，訓練數個背景模型，再

利用取極大值、取極小值、算數平均或幾何平均等方法

來結合個別的模型分數，這些作法的共同缺點為經驗取

勝，結合方式並沒有經過學習優化過程。有鑑於此，我

們提出以權重算數平均或權重幾何平均來結合這些背景

模型，並利用核心費雪分析及支持向量機兩種核心鑑別

分析方法來優化這些權重值。新方法有兩大優點：一、

我們將學習機制引入決策函數；二、我們將長短不一的

語句轉成固定長度的特性向量，得以用核心鑑別分析來

處理。 

利用核心鑑別分析改良替代假說於語者確認問題的特性描述

戴鴻傑, 黃吉心, 林琮凱, 蔡宗翰, 許聞廉

資訊科學研究所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6 (2008): Web Server issue, W390-W398.

趙怡翔, 蔡偉和, 王新民, 張瑞川

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16 (2008): 1675-1684.

接受
或
拒絕

我是約翰。

請開門。
語者確認
系統

輸入一句語音 U，我們考慮兩個假說：
H0: U是目標語者說的。 (空假說)
H1: U 不是目標語者說的。 (替代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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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率模型訓練

機率模型訓練

圖三 改良後之基於似然比例的語者確認

1    語者確認系統應用例。

2   基於似然比例的語者確認。

3   改良後之基於似然比例的語者確認。

2    搜尋文獻之蛋白質交互作用相關度排序。1    BWS 使用介面。介面左方的窗格顯示使用者曾經搜尋的歷史紀錄。在搜尋框中，允許使用者
輸入關鑑字或是 PMID 來進行文獻檢索。右側窗格的左半部顯示檢索之結果。每篇摘要皆會
標註上生醫文獻專有名詞。關聯分析的結果則顯示在右側窗格的右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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丟n 球到 M 個甕中（M≦∞），第j 個甕得球的

機率是pj。令XM, 表 n 球丟完後非空甕數。我們

證明：若XM, 的變異數隨n趨近無限大，則XM,  

滿足一局部極限定理。

此定理涵蓋了大部分已知結果。

同時若不考慮大O內的常數，此結果已是最佳
（在最弱的條件下）。

核基礎之相關性檢定
楊欣洲, 謝馨儀, 范盛娟

統計科學研究所
Genetics  179 (2008): 1057-1068.

相關性致病基因定位（別稱：連鎖不平衡致病基因定位）經過近十年來的廣泛檢驗與實用後證實，其為一種強力的統計方

法，確可協助生物學家自浩瀚的基因體中找出疾病易感基因的位置。本論文提出一個新方法 — 核基礎的相關性檢定法，其

結合「單點相關性檢定的p值」和「反應標誌基因間物理距離或連鎖不平衡強度的核權重」，充分利用鄰近標誌基因的整

合訊息來定位疾病易感基因，不僅可用以研究候選基因，也可結合移動平均的方法以研究完整基因體。我們透過大量的模

擬實驗來檢驗這個新方法，其中考量了演化的參數、疾病模式、樣本大小、各式核函數、檢定統計量、視窗特性、經驗p值演

算法、基因圖譜等等不同的因素。模擬結果顯示，所提出的新方法不僅可以有效地控制型一誤差，同時具備很好的檢定能

力。我們將此方法應用於分析一組研究酗酒症易感基因的全基因體資料，此分析成功地找到一些重要的酗酒症相關基因。

綜而言之，所提出的核基礎的相關性檢定有以下幾項優點：一、其有不受干擾標誌基因影響的穩健性。二、不受所使用各式

基因圖譜影響的不變性。三、可用以分析來自不同實驗設計和各種類型基因數據的通用性。為了方便讀者使用此方法，我們

也發展了一套容易操作的軟體 （KBAT） ，並提供操作手冊，讀者可在作者網頁免費下載 （http://www.stat.sinica.edu.tw/

hsinchou/genetics/association/KBAT.htm）。 

有限與無限甕模型上的局部極限定理  
黃顯貴, S. Janson

統計科學研究所
Annals of Probability  36 (2008): 992-1022.

)
)(

1(
)(2

)(sup
,,

)(2
))((

,

,

2
,

nMnM

XV
XEm

nM
Rm XV

O
XV

emXP
nM

nM

=−=

−
−

∈ π

1   軟體 KBAT 的使用介面。 2   酗酒症易感基因之全基因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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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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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氫氣分子振動調變所產生同軸線傳播的拉曼旁頻光譜，

其波長涵蓋了從1203奈米的紅外光到160奈米的真空紫外

光。這個拉曼旁頻的頻譜屬於光學波段，其範圍橫跨了

超過70000個波數，相當於超過4個八度的頻率範圍。使

用了這個頻譜中的7道光，來合成具有週期性波形的脈衝

序列，在單一脈衝中的電場僅僅振盪了0.83個週期，而且

此電場脈衝的時間寬度只有0.44飛秒。以各譜線頻率間具整倍數關係的拉曼頻譜所合成的波形具有載波包相位不變的特

性，此特性可以用脈衝量測中交互相關的方法來展現。在脈衝序列中包含了百萬個單一脈衝，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單一

脈衝之間的載波包相位相對值的變化，估計不會超過0.18個週期。

穩定載波相位的次週期脈衝鏈

X噴流的變分解

陳蔚然, 謝智明, 黃書偉, 蘇皓瑜, 賴建任, 湯宗達, 林俊賢, 李晁逵, 趙如蘋, 潘犀靈, 孔慶昌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2008): 163906.

交互相關訊號。黑圓點為實驗測量值，紅線

為模擬結果。圖中具有週期重覆性結構的訊

號形式是脈衝具有固定載波包相位的呈現。

此能階圖展示了在分子調變作用

下拉曼旁頻輻射的產生過程。

拉曼旁頻光譜範圍>70,000 cm-1

（∼500 as）

此圖展示了一個載波包相位不固定的訊號形式。此訊號形式隨

著交互相關測量的時間延遲變化而改變，顯示出了載波包相位

不固定。

以一個稜鏡將拉曼旁頻分光，再投射在屏幕上，紫外光的部分使用了螢光屏

幕，紅外光的部分使用IR卡來顯影。再用數位相機攝得此拉曼光譜，圖中展
示了從-2階到第7階涵蓋了紅外光到紫外光的頻譜。

蔡駿, 尚賢, 林孝軒, 徐遐生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Astrophysical Journal  672 (2008): 489-503.

在恆星形成的過程中，噴流是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我們認為這些噴流的產生機制肇因

於吸積盤與年輕恆星磁場間的交互作用。

由於吸積盤內的物質會緩慢地向中心流動，恆星磁場因而在赤道平面上受到向內的壓

縮，使得磁力綫與垂直方向之間形成一個夾角。當某些磁力綫的夾角超過30°時，部分

吸積盤內的物質，便會被這些磁力綫以離心作用甩出去，形成磁流風。因為這些風會帶

走角動量，留在吸積盤裏的物質便會以更快的速度，帶著磁力線往中心移動，從而導致

更多的磁力綫與垂直方向形成30°以上的夾角，產生更強的磁流風。 這個不穩定的現

象會使得所有位於吸積盤與恆星的共轉半徑之外的磁力線，都向共轉半徑集中。

由於磁力綫的另一端連在恆星上，所以當其位於共轉半徑內部時，磁力綫會轉得比吸積

盤慢。部分吸積盤物質會沿著磁力綫掉到恆星上，而把原有的角動量由磁場傳回到吸積

盤。這一部分的吸積盤因為得到了角動量，會帶著磁力綫往外跑。在共轉半徑附近，多

餘的角動量由內往外彌散，最終被磁流風帶走。相對於Kepler

速度，角動量的彌散速度非常慢，因此共轉半徑內側與外側

的磁力綫需要非常地靠近，才能有效地帶走多餘的角動量。

從大尺度的觀點來看，大部分的磁力綫幾乎都集中在共轉半

徑上，形成一個X的形狀。因此這個理論被稱為X-wind。

X-wind的主方程式為一混合形態的偏微分方程。在某一未知

曲面內，此方程是橢圓型，而在這個曲面外，它是雙曲型。

因此無法用一般的數值方法得到理想的解答。為了克服這個

困難，我們採取變分方法來取代微分方程。在理論中用到的

守恆量的限制下，我們用帶有未知參數的試用函數，來描述

X-wind的解。透過一系列的搜尋算法，我們找到並記錄能使

action達到最小值的一組參數。通過這些參數值和試用函數，

X-wind的解得以被解析地重建，以供更多不同領域如天文物

理、宇宙化學、隕石研究等之參考與應用。

1   X-wind的示意圖。

2    X-wind的典型解。雖然流體幾乎沿著徑向方向往外跑，但是密度的
等高幾乎是垂直的。所以噴流的物質看起來都集中在對稱軸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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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掩星計畫（Taiwanese-American Occultation Survey, TAOS）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系統研究太陽系

外圍小型古柏帶天體的計畫。利用超廣角望遠鏡以每秒五次監測為數眾多的遙遠恆星，可以偵測太

陽系外圍的小型天體通過恆星前方所造成的亮度變化。利用四個望遠鏡同時偵測到的亮度變化，我

們可以有效的降低其他原因造成的假訊號，正確的估計這些小天體的數量。

目前已知的古柏帶天體已超過一千個，但是它們距離遙遠，反射太陽光極其微弱，不容易觀測。

TAOS 利用巧妙的掩星技術，可以探測到直徑小於一公里的古柏帶天體，這麼小的天體即使用最大型

的望遠鏡也無法直接偵測到。

TAOS 計畫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史密松天文中心、韓國延世大學等單位參

與。四座口徑50 公分廣角望遠鏡，安裝於鹿林天文台，於2005 年開始收集資料，2008年完成第一

批統計結果， TAOS 計畫這次發表的資料，超過70 億筆恆星亮度數據，結果沒有偵測到任何掩星事

件。我們以此結果得到了

直徑28至0.5公里的古柏帶

天體的數目上限。這個新

的上限比過去已發表的結

果小了約一千倍。這表示

太陽系外圍天體的數量，

沒有某些理論估計來得

多，對於太陽系形成與早

期演化提供重要線索。

利用重子聲波振盪的強度圖測試暗能量
張慈錦, 彭威禮, Jeffrey B. Peterson, Patrick McDonald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2008): 091303.

宇宙擴張的現狀顯示其正在加速，而造成加速的反重力則來自謎樣的「暗能量」。想要測量暗能量的動力特性，「重子聲波

振盪（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 ， 簡稱BAO）」是可以運用的工具。過去關於利用重子聲波振盪來對暗能量做測試的討

論，主要集中在星系的紅位移測量上—對高達 109 個單一星系，偵測其中性氫因高精細躍遷而產生的21公分譜線或是光學

發射線，量測其紅位移測量。 而在本研究中，我們展示不同的觀點，我們透過經濟可行的三維強度作圖（economical three 

dimensional intensity mapping ），完成對21公分譜線亮度的聲波振盪研究。如果我們的估計是可被接受的話，這會是於一種

暗能量全新實驗的起點—該實驗的專長在於對無線電波段天空的大角度尺度作圖。

中美掩星計畫之初期結果  
張智威, 連馬修, 汪仁鴻, 金升光, 李太楓, 王祥宇, 溫志懿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Astrophysical Journal  685  (2008): L157-L160.

1   位於鹿林天文台的四座TAOS望遠鏡。 2    實線所示為假設單一指數分布下，
TAOS初期結果所得到不同大小的古
柏帶天體數目上限。

1    重子聲波振盪。為了展現重子聲波振盪，我
們以包含重子貢獻的物質能量譜和不含重子

貢獻的物質能量譜之間的比值來繪圖，其中

來自重子的貢獻，是以曲線擬合的公式計算

出來的。為了突顯出振盪，我們對整個能量

譜做滑順的曲線擬合，以便對該比值做進一

步的分割。圖中誤差槓代表著可能來自200
米見方柱狀望遠鏡靈敏度的投影。

2    重子聲波振盪在其可觀測參數的
空間圖， 其中橫軸為紅位移， 
縱軸為尺寸（k）。斜線區是觀
測不到的部份。水平線代表前三

個擺動的尺度，點線為球諧指數

（spherical harmonic order）為
固定值下的等值線。

3    各種狀況下的l-σ等值線圖：IM與Planck結合（內部
粗實線表基線模型，外圍的細實線表較糟的情況）；

暗能量工作努力（Dark Energy Task Force）第一階
段計畫包含Planck（外圍的點線）； 階段一與階段三
計畫包含Planck（內圈靠中央的點線），階段一、三
與四計畫包含Planck（內圈的點線）； 所有以上實驗
全部結合起來合（點線，其中粗線代表基線，細線代

表較糟的情況﹔兩個等值線幾乎無法區分）。

3    兩 座 T A O S
望 遠 鏡 記 錄

的 已 知 小 行

星（ 1 7 2 3）
Klemola造成
的掩星影像。

被遮掩的恆星

為 8 . 4 6  等的
HIP0505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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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解讀計畫資料庫 — 2008更新版

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促進γ-secretase活性的分子機制

Rice Annotation Project, 邢禹依等

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6 (Database issue) (2008): D1028-33.

郭嵐忻, 胡明寬, 許文明, 董盈岑, 王柏堅, 蔡婉微, 嚴震東, 廖永豐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19 (2008): 4201-4212.

水稻基因體定序計畫完成之後，最主要的挑戰是基因座及其功

能解讀。目前有兩個主要的水稻基因體解讀成果，分別是RAP 

（全名為水稻解讀計畫、Rice Annotation Project），及TIGR 

（全名為基因體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Genome Research）。

圖1列出兩種不同的解讀系統對於三個不同基因座的差異，以

突顯修正基因體解讀的必需性。第一屆的RAP工作會議，大

約有100個人分別來自10個國家，於2005年底，聚集在日本共

同建立高正確率和可信賴的解讀資料 （Genome Res. 17:175-

83）。

2007年底，共91位 （三位來自中央研究院） 來自30個研究

單位的研究人員再次聚集在日本。我們採用約3萬2千筆全長

cDNA（FLcDNA）及5萬8千筆cDNA的5端及3端序列，來細部

調整基因結構。我們收集並配合所有數位transcriptome資料、

突變族群的片段序列等。許多領域的專家也參加這個工作團

隊，包含transposable elements、非蛋白質編碼RNA、逆境反應

基因、種子晚胚蛋白、F-box 蛋白研究等。

目前 RAP-DB包括各種不同的解讀資料 : clone位置，具cDNA

驗證的31,439個基因的結構與功能，被大量平行簽章定序

（MPSS）與類似的定序技術偵測出的RNA基因，突變品系的

片段序列，transposable elements等。其全球資源連結位址是

http://rapdb.dna.affrc.go.jp/ 與 http://rapdb.lab.nig.ac.jp/ 。

1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annotation by RAP and TIGR。

2   Schematic view of the annotation browser。

RAP_annotation TIGR_annotation

MAQQAEKAAELQDPEIRAELDRR
ARDDGKTVIKSGTGGKSLDAQERL
AEGRKKGGLSRTTESGKERADDD
TGAVLIEPDDKMLKEAKKNLGRK

MAQQAEKAAELQDPEIRAELDRR
ARDDGKTVIKSGTGGKSLDAQERL
AEGPCPFYVSSLFCAISFTRRKKGG
LSRTTESGKERADDDTGAVLIEPD
DKMLKEAKKNLGRK

MAQLVDKAKGFVADKVARVEKPE
AELAELSFQSVGRGGATLAGRVDV
RNPYSHSIPICEVSYSLKSAGREVA
SGTMPDPGSLTAGDTTRLDIPVKVP
YDFLVSLARDAGRDWDIDYEMRV
GLTVDLPILGNFTLPLTKSGELKLP
TLSDVF

MSQGQPRRPPPDGSGARPVMYGD
VFDVSGELAGQPVAPRDAAKLQS
AEEAVLGEAQKGGPAAAMQSAAA
INARAGHVGRAQVTGAIADEGVAV
AVAETELPGRRVVTESVAGQVVAR
LATPPRVVATQPSGSLDKDAVTIGR
ALEWRPRPPRRRAAEMLATGRTV
TVPGGVAAAAQAAADHNAAPAAR
DEDRIKLRDVLTGARGKLPADKAA
TREDAERVPSAEVRNRPDMATTPG
GVADAVTAAARLNQER

MSQGQPRRPPPDGSGARPVMYGD
VFDVSGELAGQPVAPRDAAKLQS
AEEAVLGEAQKGGPAAAMQSAAA
INARAGHVGRAQVTGAIADEGVAV
AVAETELPGRRVVTESVAGQVVAR
LATPPRVVATQPSGSLDKDAVTIGR
ALEWRPRPPRRRGARGKLPADKA
ATREDAERVPSAEVRNRPDMATTP
GGVADAVTAAARLNQERPTRSF

在阿茲海默氏症（又稱老年癡呆症）病患腦部的Aβ沉澱，是此症的主要病徵，也是導致此病的首要致病因子。由於Aβ

是由γ-secretase分解Aβ前驅蛋白（Amyloid-β Precursor Protein, APP）所產生，因此經由了解γ-secretase酵素活性之

調控機制，對於預防及治療阿茲海默氏症將有很大助益。γ-Secretase是由四種膜蛋白（PS1, NCT, PEN-2, APH-1）所組

成的大分子蛋白複合體，在本篇論文中，我們發現TNFα可藉由活化細胞中的JNK訊息傳遞途徑，進而促進PS1與NCT

的磷酸化，導致γ-secretase活性上升；相對地，以抑制劑SP600125阻斷JNK活性時，此現象亦被抑制。利用離體反應，

以及在細胞中表現點突變的PS1等實驗，我們確認JNK是主要負責磷酸化PS1與NCT的磷酸激酶（kinase），尤其當PS1

的Ser319 Thr320 氨基酸被接上磷酸根時，會使PS1的C端片段（CTF）更加穩定，而不易被分解，因此提升細胞中組合穩定

γ-secretase的效率，進而促進其酵素活性並增加Aβ的產量。總結上述，本研究成果證實，JNK訊息傳遞途徑在TNFα活

化γ-secretase的調控機制中，扮演關鍵角色；未來我們將致力於找出在γ-secretase中，其他可被JNK磷酸化的氨基酸序

列，盼能提供開發阿茲海默氏症新藥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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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著重於斑馬魚消化道形態形成的分子機制的研究。我們發現斑馬魚cdx1b  轉錄因子具有caudal -related homeobox 

並且與老鼠及人類Cdx1在氨基酸序列及在染色體與其他基因之間的相對位置具有高度的保守性。cdx1b  mRNA為一母體 

RNA， cdx1b   mRNA在原腸期 均勻分佈在上、下胚層，在18-22體節時期可在視

網膜、腦及體節觀察到，而在28 hpf之後的胚胎則專一表現在發育中的腸道。我

們利用cdx1b反意morpholino寡核酸抑制及過度表現的實驗來探討cdx1b的功能。
在96 hpf cdx1b  morphant中可觀察到肝、胰臟發育不良及腸道不正常的發育，在

85% epiboly morphant中可觀察到分別表現gata5, cas, foxa2  及 sox17內胚層前驅細
胞數目減少一半。同時在過度表現 cdx1b  85% epiboly 胚胎中則可觀察到分別表

現 gata5, cas, foxa2  及 sox17內胚層前驅細胞數目顯著的增加且其分佈的情形有所
改變。利用不同物種間 DNA 序列比對可在 gata5  及foxa2  基因上找到具保守性的 

Cdx1b 結合序列。利用電泳移動轉移實驗顯示出 Cdx1b 可結合在位於 foxa2  基

因 intron 1的 Cdx1b 結合序列上。共同注射老鼠或斑馬魚  foxa2  mRNA 與cdx1b  

反意 morpholino 寡核酸可以拯救53 hpf 被注射胚胎中肝臟內ceruloplasmin的表現
區域。這些結果顯示斑馬

魚 cdx1b可藉調節foxa2  或

gata5  的表現來影響早期內

胚層的形成。這個研究亦

指出斑馬魚 cdx1b  與其哺

乳類相似物相比，在不同

消化器官發育上扮演著一

新穎的角色。

蝦白點症病毒之主要蛋白質ICP11的功能已被釐清：
藉由模擬DNA與組織蛋白結合，並破壞核仁小體的組裝

王皓青, 王涵青, 柯子平, 李玉梅, 呂健宏, 何俊翰, 黃偉邦, 羅竹芳, 王惠鈞

中央研究院 生物化學研究所
PNAS 105 (2008): 20758-20763.

蝦白點症病毒是一個新穎的病毒種類，已對水生甲殼類造成重大危害。了解其功

能基因體，將可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法，以幫助深受其害的台灣養蝦業。ICP11為在

病蝦中表現量最高的病毒蛋白，顯示它

在病毒感染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ICP11本身是一個充滿負電荷的酸性蛋

白質，由晶體結構中發現，在聚合成纖

維狀時，其獨特外型及負電荷分布與

DNA核酸雙股螺旋十分類似，成為目前

已知極少數核酸擬態蛋白質之一。進一

步的功能研究中，我們發現ICP11雙聚

體可與宿主細胞質中的組織蛋白質結

合，阻止其進入細胞核與DNA形成核仁

小體。同時，ICP11雙聚體也可抑制組織

蛋白質H2A.x修復DNA的作用，並可以

增加DNA水解酵素的活性，進而導致宿

主DNA的破壞。這些獨特的多功能性，

使ICP11可輕易導致宿主細胞核內部機

制的混亂。它在哺乳動物細胞中表現時

也可以引發細胞的計畫性死亡，因此，

ICP11具有在更高等生物的研究與應用

上之潛力。

斑馬魚早期內胚層形成之分子機制  
鄭珮宜, 林佳祺, 吳淳繡, 呂玉芬, 林哲毅, 鍾至青, 朱珍瑩, 黃銓珍, 蔡君彥, 吳金洌, 黃聲蘋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Development  135 (2008): 941-952.

1    斑馬魚cdx1b是產生正常數目能分別表現 
gata5, cas, foxa2  及 sox17 內胚層前驅細胞所
必需的。

1    帶負電荷的ICP11表面性質與DNA類似。

2    ICP11會和組織蛋白結合。

3    ICP11和組織蛋白H3(A和B)以及γ-組織
蛋白H2A.x(C和D)有相同的定位。

4    ICP11 在 HeLa 細胞內表現引
發細胞外型變異，並且導致其

死亡。

2    老鼠及斑馬魚 Foxa2 mRNA皆可拯救 cdx1b  morphant 胚
胎肝臟中ceruloplasmin  的表現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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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轉譯因子eIF3k參與細胞凋亡調控機制之首例 

植物硝酸鹽從根部往地上部輸送的機制

Lin, Y.-M., Y.-R. Chen, J-R. Lin, W.-J. Wang, A. Inoko, M. Inagaki, Y.-C. Wu, 陳瑞華

生物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121 (2008): 2382-2393.

林珊華, 郭惠芬, 蔡宜芳

分子生物研究所
Plant Cell  20 (2008): 2514-2528.

真核轉譯起始因子3（eIF3）為一由 10-13 個次單元所組成的複合

體，並以複合體的方式執行對基因轉譯之調控。根據過去之發現，

eIF3 在基因轉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研究顯示這些次單元之

功能並非侷限於基因轉譯調控，不同的次單元可能具有其特殊的生

物功能。eIF3k 已被證實為 eIF3 複合體中的一個次單元，目前科學

界對其在調控基因轉譯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明瞭。此外，近來已有

實驗數據顯示 eIF3K 並非基因轉譯調控所必要，因此，作者嘗試研

究 eIF3k 在細胞中的主要功能及其重要性，探討其對細胞凋亡機制

的調控，亦即證實 eIF3k 在細胞生理功能中並非僅扮演基因轉譯因

子的其中一員。

本研究發現 eIF3k 在表皮細胞中會表現於角質中間絲細胞骨架

（keratin intermediate filaments）上，並與 18 號細胞角質蛋白

（K18）作結合。一旦啟動細胞凋亡的機制，eIF3k 會藉由與 

keratin的作用進入含有 K8 及 K18 的包含體中。先前已知這些含有 

K8 及 K18 之包含體具有延緩細胞凋亡進行的功能，可以擒住一部

份的半胱氨酸蛋白酵素（caspases），降低其與受質接觸的機率，

進而延緩細胞凋亡之進行。本研究發現 eIF3k 藉由使 caspases 自

包含體釋放出來，進而促進細胞凋亡的進行。因此，本研究發現 

eIF3k 在細胞中不僅會與 eIF3 複合體結合，亦會與 keratin 結合，展

現其不同於 eIF3 複合體之特性，並藉由此種交互作用執行其特殊之生理功能，進而調控細胞凋亡（apoptosis）之進行。

此亦為轉譯因子參與細胞凋亡調控機制之首例。

硝酸鹽是植物最主要的氮源。如何加強植物硝酸

鹽的利用效率，一直是農業生產及植物生理的重

要課題。植物利用根從土壤中吸收硝酸鹽，吸進

植物體的硝酸鹽有一大部份要送到地上部再加以

利用。在過去，只知道植物會將硝酸鹽往地上部

輸送，但不知道植物是利用何種機制作此輸送。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硝酸鹽轉運蛋白AtNRT1.5

負責將硝酸鹽送入木質部（Xylem）以便往地上

部輸送。木質部是一列死亡細胞所構成的輸導組

織，負責將根從土壤吸取到的水份及養份往地上

部輸送，而養份要進入木質部必須從木質部旁的

活細胞向外輸送（export）；和養份吸收時，由

細胞外吸入細胞內 （import） 的作用正好相反。

AtNRT1.5 是一個氫離子及硝酸鹽同向輸送的蛋白

（proton-coupled nitrate symporter），一般認為這

樣的運轉蛋白是用來做吸收（import）而不是作外

吐（export）。我們的研究不僅瞭解到植物硝酸鹽

從根往上輸送的機制，更提出遺傳的證據，指出氫離子及硝酸鹽的同向轉運蛋白（H+/NO3- symporter）不僅可以利用

氫離子梯度為能量來源做硝酸鹽的主動吸收，更可以反過來做硝酸鹽的外吐（export）。植物細胞帶負電，同樣帶負電

的硝酸鹽應可被動地（passively）向外移動，而氫離子/硝酸鹽同向轉運蛋白執行硝酸鹽的外吐（export）時，是利用硝

酸鹽的被動輸送當作能量來源，來幫助氫離子向外移動。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真核轉譯起始因子3k（eIF3k）在表皮細胞中會表現於角質中
間絲細胞骨架（keratin   intermediate filaments）上，並與18
號細胞角質蛋白（K18）做結合。一旦啟動細胞凋亡的機制，
eIF3k會藉由使半胱氨酸蛋白酵素自含有K8及K18的包含體中
釋放出來，進而促使細胞凋亡的進行。

AtNRT1.5負責將硝酸鹽送入木質部以便往地上部輸送，而和AtNRT1.5同近的
AtNRT1.1及 AtNRT1.2則是負責硝酸鹽的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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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前的研究顯示微型核醣核酸miR399藉由

抑制其標的基因-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表現來
調控植物體內的磷酸恆定。miR399和泛素接合

酵素參與磷酸的轉運並表現於維管束組織的現

象，顯示他們可能參與植物體內長距離的訊息

傳遞。為證明此假說，我們利用野生型植株與

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進行交互嫁接實驗。當

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作為根砧時，根砧中泛

素接合酵素的表現會被miR399抑制，造成野生

型植株的接穗過量累積磷酸。而使用野生型植

株作為根砧，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作為接穗

時，雖然在野生型的根砧並沒有偵測到miR399

先驅物的表現，卻可偵測到miR399的存在。這

個結果顯示miR399可經由地上部運移到根部，

進而系統性的抑制根部PHO2基因的表現。pho1
突變株的分析亦支持miR399的運移。miR399長

距離的運輸可能在初期磷肥缺乏時扮演重要的

角色，以提高磷酸的吸收與轉移。此外，經由

miR399切割後產生的PHO2  siRNA可能具有微調

PHO2表現的作用。此研究提供了微型核醣核以
長距離運移來調控其標的基因的證據。

根據B型及C型肝炎慢性感染狀態探討代謝因子與肝細胞癌風險之長期追蹤研究
陳祈玲, 楊懷壹, 楊偉勳, 劉俊人, 陳培哲, 游山林, 王豊裕, 孫建安, 盧勝男, 陳定信, 陳建仁

基因體研究中心
Gastroenterology  135 (2008): 111-121.

本研究旨在根據不同的B型肝炎及C型肝炎慢性感染狀態探討肥胖、 糖尿病、 以及其他代謝因子是否為肝細胞癌發生之獨

立危險因子，並探索肥胖/糖尿病與B型/C型肝炎造成肝細胞癌的可能協同作用。本研究利用23,820名台灣居民進行研究，所

有的分析皆經過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C型肝炎抗體狀態之分層，並扣除兩種前述病毒慢性感染指標皆為陽性218名個案。經過

了14年的長期追蹤，以及與全國癌症登記電腦檔的資料連結，總共有291名個案確診新發生肝細胞癌。潛在危險因子之於肝

細胞癌的多變項調整相對危險性（Multivariate-adjusted relative risk, RRa）及其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乃利

用Cox比例危害模式加以估計。

如下表所示，本研究發現在C型肝炎慢性感染的個案中，極端肥胖（體塊指數≥30 kg/m2）是肝細胞癌發生的獨立危險因子，

約有四倍相對危險性 （RRa, 4.13; 95% CI, 1.38 –12.4）； 在沒有B肝及C肝慢性感染的個案中，此相對危險性為兩倍 （RRa, 

2.36; 95% CI, 0.91– 6.17） ； 但在B型肝炎慢性感染的個案中，危險性並未增加 （RRa, 1.36; 95% CI, 0.64 –2.89）。糖尿病在

上述三組中皆與肝細胞癌的發生有關，在慢性C肝感染的個案中有最高的相對危險性 （RRa, 3.52; 95% CI, 1.29 –9.24）； 最

低的相對危險性則在

B肝帶原者中 （RRa, 

2.27; 95% CI, 1.10–

4.66）。 同時具有肥

胖及糖尿病特徵的個

案，無論是B肝或C肝

陽性，皆具有100倍以

上的風險，顯示代謝

因子與病毒感染狀態

對於肝細胞癌之發生

可能具有協同作用。

微型核醣核酸miR399對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系統性調控 
林淑怡, 姜素芬, 林維怡, 陳俊維, 曾競穎, 吳珮綺, 邱子珍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Physiology  147 (2008 ): 732-746.

1    微型核醣核酸miR399在植物體內系統性的運移
以調控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假說模式。

2    交互嫁接證實miR399葉部至
根部長距離之運移。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metabolic factors and HCC stratified by HBV and HCV infection status



77

A
b

stracts o
f O

th
er S

ig
n

ifican
t P

u
b

ilicatio
n

s

摘
要
選
刊

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登革病毒引發致命性疾病的關鍵因子—CLEC5A

《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

陳斯婷, 林宜玲, 黃明婷, 吳明芳, 鄭世進, 黎煥耀, 李建國, 邱紫文, 翁啟惠, 謝世良

基因體研究中心
Nature  453 (2008): 672-676.

李孝悌　著

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本書中收錄的，是作者在過去五、六年間發表或寫成的文章。其中除了一篇研

究回顧和兩篇以一般民眾為主體的文章，其他六篇都以上層士大夫文化為研

究重點。如果和作者之前的研究放在一起來看，由近代向傳統，由群眾向士大

夫，由大眾文化向精緻文化移動的軌跡確實非常明顯。

但不管使用的題材是近代上海的城市讀物，十八世紀流傳於城市、鄉村的情

歌，還是明清士大夫的詩詞、戲曲創作，這些文章最明顯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

逸樂。作者在文章中，對逸樂生活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涵，都有比較詳細

的討論。

逸樂之外，宗教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些宗教題材不僅在現代化的上海製造

出鬼魅魍魎和鄉野傳奇的氛圍，更是傳統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個主旋律。

這些文章中第三個明顯的主題是城市。從上海到揚州到南京，城市為民眾的休

閑、娛樂和士大夫的精緻品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舞台，也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

化的想像。

登革病毒感染會造成嚴重的登革出血

熱及登革休克，其主要原因來自於血

管通特性增加而導致的血漿滲漏以及

血小板過低。CLEC5A，又名MDL-1，

為C-型凝集素的成員，具有C-型凝集

素特有的區塊並且與DAP12分子連

結。研究指出CLEC5A與登革病毒直

接結合，因此活化DAP12分子。由於

CLEC5A與登革病毒結合並不影響病

毒進入細胞的能力，而是刺激細胞產

生前驅發炎細胞激素，因此,透過擷抗

性抗體以及干擾性RNA阻斷CLEC5A與登革病毒的結合，

能有效抑制前驅細胞激素的產生而不影響干擾素分泌，

由此可知CLEC5A負責前驅發炎細胞激素的訊息傳導。利

用CLEC5A擷抗性單株抗體阻斷CLEC5A與登革病毒的結

合，可抑制登革病毒在STAT1缺損小鼠模式引起的血漿滲

漏及皮下、腸胃道嚴重出血現象，且有效降低死亡率達

50%。我們的研究發現，阻斷CLEC5A調控的訊息傳遞，

能減少巨噬細胞因登革病毒感染（甚至是在含有ADE效應

的抗體複合物）而產生的前驅發炎細胞激素。此舉除了能

減輕登革出血熱及登革休克病人的組織受損，並增加其存

活率，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策略，甚至對於其他病毒造成的

發炎疾病也有治療的潛力。

3    CLEC5A擷抗抗體阻止登革病毒
引起之皮下與腸胃道出血。

4    CLEC5A擷抗抗體降低登革病毒
引發致死達百分之五十。

1   CLEC5A與登革病毒交互作用。

2    CLEC5A擷抗抗體可抑制登革病毒
之抗體依賴性增強誘導的前驅細

胞發炎激素 TNF-α。

擷抗抗體 抑制登革病毒



78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的出版，源

自拓片研讀小組團隊成果。自1997年開

始，為整理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在史

語所成立拓片研讀小組，集合多位所內

外研究者，兩週一次，共同釋讀北朝紀

年拓片。2002年出版《北魏紀年佛教石

刻拓本目錄》。為進一步提供研讀小組

工作成果，以十年時間，在北魏至北周

紀年拓片中，挑選百件精品，進行密集

校對與研究，終於2008年付梓。

本書特點之一為拓片的釋文。釋文編排

以貼近原碑題記佈局為前提，經過小組

研究同仁反覆校訂與斷句，使題記易於

閱讀。釋讀過程中，累積大量異體字與

佛教名詞，可輔助文字學與思想史研究。其次，結合歷年田野調

查成果，提供拓片原石照片與相關收藏資料。最後，本書廣引各

家金石著錄，盡量呈現拓片歷史資訊。卷末彙整歷代題名，亦有

助研究者釐清混淆的造像名稱。

佛教造像或為獨立石碑，或刻於石窟壁面，形式各異，拓片多取

重點摹拓，以致難以透過拓片一窺全貌。本書編排，盡可能將拓

片所有相關文獻與圖像，以最簡潔的方式呈現，這點則是多年來

參予工作的研究助理們的貢獻。

    拓片是歷史記錄的另一形式，有別於正典史書，佛教造像多屬

民間活動的軌跡，解讀造像題記，能真實呈現庶民信仰生活。受

主流歷史忽略的宗教活動，透過閱讀各具時代意義的拓片，得以

再次浮現。是故本書能提供中古社會史彌足珍貴的材料。 

〈節慶化「叮江」，族群性協商：台灣中和緬華社區的文化展演與政治〉
呂心純

民族學研究所
The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12 (2008): 29-62. 

在移民文化脈絡下，以族群為號召的文化慶典常被視為一種與家鄉密不可分的認同表述，但「歸僑」（returning migrants）

的認同表述則面臨了極為複雜的族群政治。由於歸僑的雙重離散經驗（double diasporic experiences）迫使他們的族群性長

久處於一個在「泛中國人」（pan-Chinese）與「泛緬甸人」（pan-Burmese）間的協商狀態，對於家鄉的定義因而處在一個進

退兩難的困境。本文以中和地區緬華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這樣的族群性協商如何在這個社群的「叮江節」（「 或稱 潑水

節」）慶典文化中被展現。    

過去相關研究的論述多停留在視慶典

為整體的單一展演文化、及視「緬華」

為單一展演主體的兩個觀點上。本文則

跳脫此一框架，藉由分析慶典的多樣化

展演內容與慶典化過程，探討此一社群

長期在何種的文化與族群政治的影響

下，使展演文化反映出多層次的矛盾、

衝突、以及磨合。這樣的族群政治特別

呈現在緬華內部次族群（不同省籍）、

世代、以及次文化的差異上，另外也顯

示緬華社群與它族群（亦即台灣人與其

它東南亞移民）的持續緊張關係。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
顏娟英　主編

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

陳神姜等造像記  拓片
西魏大統十三年 547A.D.
127.5 x 46 cm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封面

題記中「誕」的異體字與造字

原碑出土地：山西太原

釋文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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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不完全耐久財與寇斯猜測〉

《神聖的正義—宗教與中國司法體系的發展》

Deneckere, Raymond, 梁孟玉 

經濟研究所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9 (2008): 1-19.

康豹（Paul R. Katz） 著

近代史研究所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本研究以跨學科的方法對於漢人社會中的神判儀式做全面性的考察，

同時進一步探討這些儀式的背景、內容與功能。所謂的神判儀式 

（judicial rituals），是指人們無法確定某一方有理或無理，乃至於有

罪或無罪時，祈請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等屬於地

獄司法體系的神明來裁決是非的儀式。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台灣的漢人

社會裡，最主要的神判儀式就是「立誓」（包括「斬雞頭」） 與「告

陰狀」。此外，「審瘋子」與「扮犯人」也和地獄司法體系的神明有

關，因此也屬於神判儀式的範圍。近年來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近代中國

和台灣司法體系的運作，以及法律在漢人社會的重要性。不過，這些

學者和早期研究中國法律史的學者，往往忽略了上述神判儀式在中國

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另外，關於冥界的神明和地獄的司法體系，迄今

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但是他們大都集中在冥界諸鬼神的來歷和死

者在地獄所經過的審判與報應的討論，同樣地未重視冥界諸神在人間

的神判儀式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篇文章採用無窮期離散

賽局模型，來分析出售不

完全耐久財的獨佔廠商的

最適訂價策略。

我們得到當產品的耐久性

足夠低時，必然會產生非

耐久財獨佔市場下慣有的

壟斷高價結果。

為了避免寇斯猜測效應，

獨佔廠商可透過計畫性的

淘汰以確保其固有之單價

利潤與收益性。

利潤

獨佔均衡

信譽均衡

寇斯猜測均衡

0 1
折舊率

獨佔廠商最佳選擇，較不耐久，獨佔價格，

有福利損失。

社會福利最佳選擇，具耐久性，競爭價格，寇斯猜測效應。

獨佔廠商利潤與折舊率相對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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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收錄八篇文章，依性質分為兩部，各四篇。第一部「越界的創新」係

針對特定的亞裔美國作家、導演、建築師及其創作進行剖析：華裔夏威夷詩

人林永得如何在詩作中挪用中國古典文學典故，以達到文化再創的目的；菲

裔小說家卜婁杉如何在《美國在我心》中再現階級與族裔；華裔導演王穎

如何在《尋人》中呈現空間、族裔與認同的複雜關係；華裔建築師林瓔如何

透過越戰將士紀念碑來呈現創傷與回憶，經由轉化、撫平並療癒創傷，達到

和解的作用。第二部「創新的越界」則涉及我國相關學術的表現、反省與定

位，探討台灣的亞美文學研究（兼及美國原住民文學研究）、台灣的華美文

學研究、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以及美國華文文學的定位，頗具在地、

建制、後設批評的色彩。

本書是一位游移／游離於不同知識與文化體系之間的台灣外文學者，面對當

前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現象，透過雙語言、雙文化背景及雙重視野，以及由

此而來的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覺知，來省思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對

置身於不同文學與文化疆界的邊緣或交集的台灣外文學者，越界似乎是無法

擺脫的「宿命」，卻也可以成為「優勢」，並企盼藉此創新。全書呈現了此

處境下的因應之道及具體成果。

《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
單德興　著

歐美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美國晚近離婚的社會遺傳性並無改變趨勢 〉
李瑞中, Lawrence L. Wu

歐美研究所
Demography  45 (2008): 875-883.

過去對在美國「離婚的社會遺傳性」（亦即父母離婚的孩子以後是否也更容易離婚）之趨勢的研究獲得明顯不一致的結果：

McLanahan and Bumpass（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與Teachman（2002, Demography）發現離婚的社會遺傳性

一直一樣強，但Wolfinger（1999, Demography）發現「離婚的社會遺傳性」從1970年代以降減弱大約50%。我們運用了Cox成

比例風險模型來分析美國「國家家庭與家戶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資料，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支持離婚社會遺傳性有隨時間改變的趨勢。我們研究的重點企圖解決這一系列分析何以會有不一致的發現：Wolfinger研究

裡所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資料是缺乏結婚時間的訊息，因此該分析侷限於訪談時受訪者是否

已經離婚。我們認為他有關離婚的社會遺傳性明顯下降趨勢的結論，可能是由於沒有妥善控制結婚時間的差異所致。因為

早期的結婚世代有較長的時間暴露在離婚的風險中，所以即使離婚風險對所有結婚世代有完全相同的風險，仍舊會發現早

期結婚的世代比新近結婚的世代有較高離婚比例。我們運用一系列不連續時間風險的迴歸模型來檢驗暴露在不同長度時

間下對離婚的社會遺傳性的趨勢之估計是否有所差異，證實了我們這種假設。因此我們的結論認為離婚的社會遺傳性在晚

近美國社會中並無任何趨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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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
謝國雄　主編

社會學研究所
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年

藉由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的回顧，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從具體的成果、概念化的方式以及與西方理論的關係等面向，檢視台

灣社會學發展史，共同勾繪出台灣的「社會學」圖像與「社會」圖像。就「社會學」圖像而言，各議題的發展雖然呈現

出分殊的面貌，但都分享同一歷史動脈，即與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搏鬥，並邁向衝突論。就「社會」圖像而言，本書指

出家、國家與市場是三個貫穿台灣社會的核心制度，各種行動者（夫妻、官員、公民社會的推動者、企業主、勞工等）

以不同的經歷參與這些制度的運作，活潑地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色。在與西方概念和理論的關係上，台灣的社會學歷經

了援引、運用、推新與挑戰等階段。最後，本書主張真正的學術國際化乃是透過台灣社會的研究，證明從西方社會發展

出來的理論只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西方個案化」），進一步證明由台灣社會發展出來的論點可以與其平起平坐，甚

至可以將其含括在內（「台灣普遍化」）。

《三看白先勇》
李奭學　著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白先勇小說大家的身份已告確定，論者甚夥。然而從

《台北人》經《孽子》再到二十一世紀重理新集的《紐約客》到底好在哪裡，

和中西文學傳統又有什麼關係，研究者始終語焉不詳。本書首先由文學之所以

為文學的角度重讀白先勇，再就白氏的夫子自道或他自己作品所透露者，窺探

《台北人》以降的白氏經典之作所受中西文學的影響，為《孽子》等書尋一可

靠的傳承系譜。就《台北人》而言，白先勇三致其意者實為對愛爾蘭小說大家

喬艾斯的揣摹。本書指出《台北人》與《都柏林人》在形式上的重疊，繼而深

入兩書在主題上對各自所處的都市的了解。喬艾斯意在都柏林的「道德史」，

白先勇濃筆所在也是台北一城的時代特色，所以他強調居住其中者都沉浸在過

去，麻木在當下。此中有趣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現代性互通有無。討論

完《台北人》之後，本書就此書最出名的〈遊園驚夢〉繼續深入，以其與吳爾

芙的《戴洛維夫人》為對比的重點。白先勇深受吳氏影響乃不移之論，本書指

出其間關鍵尤在意識流的承續。《孽子》乃白先勇最深入台灣社會的小說，其

中的同志情誼令人感動，本書比較此一情誼和中國唐人傳奇《鶯鶯傳》之間的

男性沙文主義，指出白先勇令人感動的原因所在，以及其中在刻畫上的前接後

續，開發出另一條閱讀白先勇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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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共收論文十二篇，依研究旨趣與特色，大約可以分為：（一）明清禪林詩

作與詩論（二）明清的思想概念與佛教兩個主要範疇。二者又都同時以明末清

初佛教的文學觀為主要探討的範疇，嘗試將文學、禪學、文化史、思想史的研

究融為一體，從嶄新的角度重新省視中國詩學與禪學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

堅實的文獻解讀為基礎，深入明清時期各種佛典、禪籍之中，抉發許多前人未

曾討論過的重要資料，不拘泥於固有陳見，以第一手文獻作為立論依據，在歷

史真相與理論架構之間力求兼顧，闡發佛教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與獨創性，同

時也對佛教在文化傳衍的角色、功能及其限制加以反思。不論對於明清文學、

佛教、文化史的研究都別開新境。 

〈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臺拓在東臺灣移民事業的轉向〉
林玉茹

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第15期（2008年3月），頁81-129。

「日本化東臺」政策一直是討論日本殖民治理東臺灣的主要論述。然而，1937年以

後，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本島人移民事業，卻顯現戰時移民政

策的轉向。臺拓之所以一反過去移入日本人移民的殖民方針，轉著力於本島人移

民，理由有二。一是日治初期以來日本人官營移民事業成效不彰，導致日本化東臺

計畫的破滅；二是戰時東部棉花和苧麻等軍需產業開發與向南洋擴張之需。

日治時期東臺灣移民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演變，充分展現帝國中央殖民想像和地方

殖民治理之間的落差與距離。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沒有殖民經驗的日本

帝國中央，基於母國人移民符合母國政治利益的殖民想像，始終主張日本人農業

移民。臺灣總督府的角色則具有執行母國意志和殖民治理性的雙重性。總督府最

初固然必須服膺帝國意志，展開日本化東臺計畫，但是由於成效不佳，基於臺灣統

治政績之考量，逐漸調整做法，中日戰爭之後更實質放棄該計畫。臺拓為了東部軍

需產業開發所進行的本島人準官營移民，即是在總督府授意下進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製。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 
廖肇亨　著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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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卑南語參考語法》

〈陳水扁總統兩岸訊息的制度脈絡〉

鄧芳青　著

語言學研究所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8)

林繼文

政治學研究所
Issues & Studies  44 (2008): 1-31.

本論文針對前總統陳水扁在其總統任內的重要兩岸關係

談話進行分析，並以制度分析解釋其談話的內涵。在台

灣的憲政體制下，立法院（國會）不能對總統言論問

責，也不容易讓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下台，但總統若

無國會支持，也很難實現其政策目標。這些制度缺陷，

使陳水扁總統有正當理由透過「非憲政場合」來傳達其

重要的兩岸關係言論。這些「非憲政場合」包括臨時設

置的決策會議、在特定民間團體所發表的公開演說，或

媒體訪問。造成的結果，是其它憲政機關很難預期總統

會在什麼場合發表何種談話，也難以進行事後的監督，

使陳水扁總統在這些場合較不受拘束，也較能發表偏向

台灣獨立的言論。本論文針對陳水扁總統重要的兩岸關

係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發現言談內容和言談場合具

有很高的相關性。以陳水扁在非憲政場合所發表的談話

而言，78.4%包含偏向獨立的用詞，但在陳水扁的憲政

場合談話中，此一比例下降為63.2%。本論文也發現，

在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現任總統無須以多數選民為主要

的訴求對象，卻必須鞏固他在泛綠陣營的領導地位，所

以面對的民意壓力也有所轉變。其結果就是，陳總統在

第二任所發表的偏獨言談遠比第一任多。

此參考語法旨於描述卑南語南王方言的音韻以及構詞句法，所採用的理論架構

是根據Dixon（1994, 1997）以及Dryer（2006）所提出的基本語言學理論（Basic 

Linguistic Theory）。基本語言學理論強調以目標語為主體，不將從其他語言

所得到的結論強行套用在目標語，因此，本研究捨棄研究菲律賓類型語言的語

言學家所使用的傳統術語，如「主事焦點」、「受事焦點」、「處所焦點」、

「工具焦點」等，而改採用絕大多數語言學家所熟悉的用語，如「及物」、

「非及物」等。

卑南語子句為述語在前，有兩論元的動詞句可區分為行動者語態（actor voice）

及承受者語態（undergoer voice），其中行動者語態以行動者為主詞，承受者語

態以承受者為主詞。承受者語態有三個變體，在傳統上分別被稱為「受事者語

態」、「處所語態」、以及「工具／受惠者語態」。在獨立子句，行動者語態

子句為不及物，且沒有不同於其他不及物子句，只是其有一個標記為斜格的受

事者。承受者語態子句為及物，其行動者必定在動詞上以依附詞的形式標記為

從屬格代名詞，但與其呼應的名詞組則標為斜格。因此我們可說卑南語在獨立

子句呈現作格（ergative）形式。另一方面，複雜句結構，如關係子句與連動結

構則呈現受格（accusative）形式。

1   陳水扁兩岸關係談話的內容與場合（2000年5月20日至2004年5月19日）。

2   陳水扁兩岸關係談話的內容與場合（ 2004年5月21日至200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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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已有許多文獻，探討了中國的崛起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與

理論所產生的重要衝擊與影響。本文對於中國的崛起，採取一

個不同的分析角度，檢視中國發展的國內政經結構，如何影響國

際對其崛起的認知。本研究提出了「黨國發展複合體」的分析概

念。本研究認為，一組包括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及其他國家研

究單位的體制，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成為一個有整體意涵的「複

合體」，共同致力於追求中國綜合國力的成長。此種「黨國發展

複合體」是中國崛起的國內根源。本研究主張，中國崛起對國際

政治經濟的影響，不應只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理解；唯有認清中

國發展的此種特殊國內機制與根源，以及其與國際政治經濟結構

所產生的互動，才能理解中國崛起對國際上對會所產生的特定看

法。簡言之，「黨國發展複合體」製造了三種中國崛起的國際意

象：作為一種專制政權發展的成功模範、作為一種不公平的經濟

對手、以及作為一種引起安全與戰略的關切。 

〈律師代理對訴訟結果之影響— 一個台灣實證考察的觀點〉
黃國昌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5 (2008): 197-238.

自80年代晚期，各領域的學者便開始以實證方法來研究是否經律師代理此因

素對於訴訟結果的影響。但多數研究均將焦點置於律師代理對非正式法律程

序的影響。本文是少數探討律師代理對正式法律程序影響之研究。本文針對

台灣於2000∼2006年終結之第一審民事訴訟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發現當雙方

均委任律師代理時，最不易達成和解；而當雙方均未委任律師時，和解則最

容易達成。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律師代理與否對於訴訟勝敗結果並未有顯著

的影響。本文提出所謂「代理選擇效應」理論解釋研究之結果。此外，本文

亦論證當事人對於是否尋求律師代理，通常均能作出理性的決定。未經律師

代理的當事人，並未因此而系統性地遭遇不利的結果。本研究提供了二項重

要的啟示。第一、全面要求民事訴訟必須由律師強制代理之政策建議，是否

足以產生大於其所耗成本之效益，值得斟酌。第二、在比較法之觀察上，大

陸法系法官對於親自訴訟之當事人所負的闡明義務，可以說明何以律師效應

對案件結果之影響，並不如在英美法系中顯著。  

〈中國崛起的國內根源及其國際影響：黨國發展複合體〉
徐斯儉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Michael Hsin-Huang Hsiao,ed.,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55-84.

黨國發展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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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與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有落差時的訪員效應：台灣基因體意向調查的分析〉  
楊孟麗, 于若蓉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2008): 1321-1331.

訪員特質是否影響調查結果，是調查研究的重要

課題，但過去訪員效應的相關研究，多侷限於訪

員的明顯特質 （如性別、種族）。訪員的高教

育程度，則常被視為可能有助於資料品質；從未

有研究探討它是否干擾訪問結果。然而，從社會

心理學的角度觀之，訪員教育並不一定有助於資

料品質的提升。相關研究指出，與他人討論陌生

議題時，個人會從對方的言談舉止，判斷其知識

能力的高下，據以決定如何應對。因此，我們揣

測，被問到不熟悉的議題時，受訪者的回答可能

會受到訪員的教育程度的影響。本篇探討的是，

面對像基因科技這類較艱澀的問題時，教育程度

低（國中及以下）的受訪者的回答狀況，是否會

因為訪員教育程度為高（大學及以上）或低而有

差異。結果與我們的預料相符：不論是知識題或

態度題，面對高教育程度的訪員時，低教育程度

的受訪者提供明確答案的可能性明顯較高。我們

的研究有兩個貢獻：1. 面對艱澀的問題時，受訪

者的回答易受外在因素的影響，所以問卷內容應

該考量受訪者的知識程度；2. 訪員的明顯與不明

顯特質，都會影響訪問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項 係數（標準誤） 係數（標準誤）

知識題

Primary_R  0.982*** （0.054）  1.087***  （0.072）

Junior_R  0.418*** （0.053）  0.579***  （0.079）

Hi_Edu_ R -0.465*** （0.054） -0.363***  （0.084）

Hi_Edu_I -0.079       （0.103）  0.081        （0.119）

Hi_Edu_I × Primary_R -0.195*      （0.085）

Hi_Edu_I × Junior_R -0.290**    （0.105）

Hi_Edu_I × Hi_Edu_R -0.183       （-0.107）

意見／態度題

Primary_R  0.939*** （0.064）  1.212***  （0.085）

Junior_R  0.320**   （0.066）  0.550***  （0.096）

Hi_Edu_  0.004       （0.059）  0.056        （0.089）

Hi_Edu_I -0.230       （0.210）  0.070        （0.224）

Hi_Edu_I × Primary_R -0.526***  （0.101）

Hi_Edu_I × Junior_R -0.428**    （0.130）

Hi_Edu_I × Hi_Edu_R -0.132        （0.114）

R= 受訪者；I = 訪員；* p< .05；** p<.01；*** p <.001 

〈十九世紀廣州的牛痘接種業〉
梁其姿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Late Imperial China 29.1 Supplement (2008): 7-39.

琴納式牛痘接種術（Jennerian vaccination）在嘉慶時經澳門引入廣州以至

全中國的過程， 雖然陳垣等多位前輩學者已作了深入與詳細的研究，但

是19世紀初期這項技術如何具體在廣州得到推廣，仍不清楚。本研究以當

時流傳的各種牛痘書、傳教士的文獻、海關報告等資料，探索19世紀初期

廣州痘師群的形成以及他們推廣牛痘術的種種商業策略。

本研究強調牛痘術在廣州奠定基礎的兩個重點：其一為初期廣州中英商人

的關鍵性角色。先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醫師皮爾遜（A. Pearson）將牛痘術

引入澳門，並在澳門與廣州地區訓練幾個當地受僱於公司的華人，教予種

痘術，其中包括後來扮演重要角色的邱熹。然後是廣東行商為皮爾遜所著

有關種牛痘基本方法小冊的中譯本背書，使得譯本在嘉慶10年（1805）得

以合法在中國刻印出版、流傳。在廣州的英華商人合作無間地推動這項技

術是基於當時當地互信及互惠的商業傳統。

其二為廣州痘師群的商業手腕。雖然後世學者視牛痘的引入為西方科技在中國發展史的一部分，但對當時傳播牛痘術

的廣州痘師而言，牛痘其實更像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以邱熹為首的廣州痘師很快地以各種宣傳手法將牛痘包裝為一

個可靠又可理解的新技術，以便推銷。邱熹首先以皮爾遜的小冊作基礎寫了《引痘略》一書。當時廣州行商公所定期

為兒童免費種牛痘，但其實這項善行隱藏了重要商機：由於新鮮牛痘漿在中國難以取得，痘師必須靠手臂到手臂的接

種方法來保持有效痘漿的持續供給。窮人家小孩免費種痘後痘師可取其漿繼續接種。而痘師以此漿為富家小孩種痘則

可收取貴昂的費用。當時包括皮爾遜在內的廣州的西醫均觀察到地方痘師名利雙收。這些痘師並廣收門徒或創辦家族

種痘事業，成立牛痘館。這類牛痘館後散布全國，有的獲利甚厚。痘師與痘館的成功關鍵在於是否有穩定可靠的痘漿

的來源與貯存方式。

在牛術痘引入廣州的過程中，官僚的角色並不重要。行商的支持、痘師的宣傳手法與商業手腕乃主要的因素。因此，

在近代公衛觀念仍沒有出現之前，商業文化讓19世紀初的廣州成為亞洲地區牛痘術發展最快速與普及的地方。

1805年皮爾遜種牛痘手冊有廣州行商背書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