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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日新、黃振芳、楊建平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Mathematische Annalen 344 (2009): 1-35.

波茲曼方程能夠比一般流體方程更精確地描述邊界現象。一些重要的物理現象，如熱引流，邊界曲率所導致的分

歧現象，只能用空氣動力學才可以描述。這篇文章介紹近年來有關邊界作用的研究。主要是強調定量分析對研究邊界

現象的重要性。豐富的邊界現象可由附圖的分歧圖像略窺一二。

劉太平、尤釋賢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Discrete and Continuous Dynamical Systems Series A 24 (2009): 145-157.

繞音速蒸發的分歧現象

在三維海森堡群中，我們考慮預給P

（或H）-均曲率的C1平滑曲面。在只假設

預給P-均曲率H為連續的情況下，我們證

明任一特徵曲線為 C2平滑且它的線曲率等

於-H。由引入特徵座標和運用沿特徵曲線

的跳躍公式，我們能夠證明水平法向量多

得一個導數。所以種子曲線也是C2平滑。

在溫和條件下，我們也得到通過一點的特

徵及種子曲線的唯一性。這些結果也能應

用到更一般情況。

波茲曼方程的邊界現象

海森堡群中預給P—均曲率的C1平滑解的正則性

特徵座標的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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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費米實驗室D0和CDF兩實驗，搜索了單獨頂

夸克在非標準模型中的可能產生過程。 從測量到的總散射

截面，加上其在強作用中的次領頭階修正計算，此兩實驗

得到了關於反常頂夸克風味變更的中性流耦合常數（K g
tc /

和 K g
tc / ）的新上限。我們的工作，發表於2009年的物

理評論通訊（Phys. Rev. Lett.  102, 072001, 2009），主

要是計算頂夸克這些反常耦合常數在強作用下的次領頭階

修正，以及其對頂夸克各種衰變率的效應。我們指出了，

此結果不僅在D0和CDF實驗由反常耦合引致單獨頂夸克的

產生與衰變，基於自身相容性一定要同時考慮到 ; 而且對

LHC的ATLAS和CMS實驗是否能測量到這些反常耦合的精

準度也至關重要。從我們的計算中發現到，若與領頭階計

算的結果相比較，強作用的次領頭階修正對以下三個頂夸

克衰變t→qg，t→q 和t→qZ的衰變率之大小改變約10%，

而對其分率改變分別是20%，0.4% 和2%。

張嘉俊、李重生、高俊、張昊、李釗、袁展鵬、阮自強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2 (2009): 072001. 

鏡像位能於未填滿量子井態的相位貢獻

1） (a)鉛在銅表面形成平坦島嶼結構。
(b), (c), (d)不同厚度島嶼的掃描穿隧能
譜。能譜呈現尖峰特徵顯示鉛島中存

在量子井態。量子井態的能量與數目

會隨厚度而改變。

2） 以方形位能井模型計算相鄰
量子井態的能量差無法與實

驗結果相符。

3） 在相位累積模型中引進鏡像
位能的相位貢獻所計算的能

量差可符合實驗結果。

先前利用掃描穿隧顯微術(STM)研

究金屬薄膜中的量子井態的研究，都關

注在費米能階附近+-2 電子伏特的能量

範圍中的量子井態。這些先前的研究顯

示利用量子力學中的方形位能井模型可

以清楚了解這能量範圍的量子井態的能

階。我們利用STM中的Z-V能譜術觀察

鉛薄膜中於費米能階以上2-5電子伏特

的未填滿量子井態。發現到在這能量範

圍的量子井態的能階會受到鏡像位能的

影響，造成量子井態無法單純用方形位

能井模型解釋。我們利用相位累積模型

並在模型中引進鏡像位能的相位貢獻，

成功解釋較高能量的量子井態的行為。

此外，我們從相位累積模型的結果得到

一有趣且重要的結論:在鉛薄膜外會存

在一量子區域，鏡像位能在此區域會消

失。由於存在著量子區域，當電子在金

屬表面時，才不會出現鏡像位能發散成

無窮大的狀況。

楊敏麒、林俊良、蘇維彬、林士評、呂欣明、林欣瑜、張嘉升、徐文光、鄭天佐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2 (2009): 196102.

關於頂夸克與模型無關、風味變更的中性流耦合常數之量子色彩動力學的次領頭階修正

1）D0 實驗的約束

2）ATLAS 實驗的精準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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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體裡，細胞生長在一個三維的環境。近年來許多

研究也指出，環境機械性質對細胞生長是有很大的影響，例如

癌細胞在三維基材上生長可轉變成良性。在三維環境長細胞以

培養出可用的組織或器官是組織工程學努力達成的目標，但過

去製造支持細胞在三維生長的鷹架多半是很不均勻，很難做有

系統的研究細胞-細胞或者細胞與鷹架的關係。近年來，有些
實驗室也開始製造有序均勻的三維鷹架，但多半使用的方式是

用電腦控制點像素寫成的，速度慢且昂貴。

我們實驗室發明直接吹出大小均一的泡泡，並切利用大

小均一泡泡會排列成結晶狀的特性來製作三維鷹架。過去均一

大小泡泡製作多半是毫米大小，這樣的尺度對於做為鷹架的孔

洞是太大了。但微流體通道的發明，讓製作 10~100 微米大小
的泡泡，變得十分容易. 圖一是我們的微流體通道。兩個同軸
的毛細管拉出的針疊在一起，外針通含有水膠的溶液，內針通

氣體。 
我們發現微流通道裡，靠著控制不同氣壓 P 與液體流速 

QL，我們可以製做出不同大小的泡泡，不同比例的氣液比，還

有許多有趣的動態圖案產生（圖二）。內管裡的氣壓需大於某

個臨界壓力，才會產生泡泡。泡泡包在水滴裡可以是大水柱裡

有長串氣泡，也可以是一個水滴內包一個氣，也可以是一個水

滴裡包著一大一小的氣泡。也可以是水不足以穩定氣泡，所以

氣泡破裂。我們正致力於找出決定不同形態的規則。

我們收集微流體裝置產生之均一大小氣泡，同時這些氣

泡自我組合成晶格狀且能穩定的持續好幾分鐘的泡沫材料，

再經由化學交鍵定形溶液成膠，定形後的固態泡沫材料置於水

中，抽真空以去氣體，直到洞裡充滿水為止，外界壓力及氣泡

內壓力間的壓力差會使泡沫材料破到只剩下最外層的邊界，圖

三顯示 (a) 鷹架的電子顯微鏡圖和 (b) 共軛焦顯微鏡圖。
我們利用注射的方式將軟骨細胞種在水凝膠的細胞鷹架上，軟骨細胞於細胞鷹架中生長超

過一個月的時間，Fig.5(c)-5(e)顯示了他們的增生能力。
簡單總結，我們發展了一個簡單、快速且便宜的方法製做三維細胞培養的鷹架。

鍾國元、米彥、王禎麒、林峰輝、林耿慧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Biomicro uidics  3 (2009): 022403.

Fabricating Scaffolds with Uniform Pores By Microfluidics

曾喬委、陶雨台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American Chemistry Society 131 (2009): 12441-12450.

以有機分子為主體的電子元件是未來的一項重要方向。諸如有機的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等，近年均有很大的

進展。本研究顯示讓有機場效電晶體具有記憶功能的三端點記憶（memory）元件。主要是將金奈米粒子安置於以五環

素(pentacene)分子為半導體層的有機場效電晶體元件中，藉由奈米粒子用來當作儲存電荷的浮置閥（floating gate）使

電晶體元件同時具有記憶性質。研究結果顯示出金奈米粒子的存在會大幅降低五環素分子的結晶性與堆疊方向，利用

適當的自組裝分子層修飾金的表面可以成功地改變分子與表面作用力而提高五環素分子層的結晶性以及作為高效能場

效電晶體的能力，得到高效能場效電晶體。這些元件的電雙性大小與奈米金粒大小及表面修飾方式有關。本項工作對

於如何開發穩定而高效能的有機場效記憶體，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考方向。

包覆金奈米粒子的五環素薄膜電晶體之電雙性研究

電晶體／記憶體元件結構 電荷儲存機制

五環素薄膜形貌

記憶體電性

1） 微流體通道的(a) 光學照片 (b) 示
意圖. 相關的尺度大小: a=25 – 
35 mm b=60 – 75 mm, h=350 
450 mm, 和 B=350 – 450 mm. 

3） 鷹架的(a) 電子顯微鏡圖 (b) 共軛焦
顯微鏡圖. 裡面孔洞是有序, 均一且
連通. 軟骨種植在裡面長了(c) 一天, 
(d) 三天, 和 (e) 七天後的圖. 

2） 在不同氣體壓力與液體流速下的動
態圖案. (a) 沒有泡泡的水柱. (b) (c) 
泡泡列, (d) 單一水滴包覆單一泡泡, 
(e) 大小泡泡, (f) 破掉的泡泡 和 (g) 微
小的泡泡. (d.1), (e.1) 和 (g.1) 是 (d), 
(e), 和 (g) 分別收集到的泡泡. 實線是
泡泡開始產生的界限, 虛線是泡泡開
始破掉的界限. 空心記號表示泡泡有
破裂. 圓圈表示均一泡泡, 三角型表
示大小分佈的泡泡, 叉叉是沒有泡泡. 
比例尺是一百毫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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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單壁金屬有機奈米管

我們發表罕見的外徑3.2奈米內徑1.4奈

米的巨型單壁金屬有機奈米管（single-walled 

metal-organic nanotubes, MONTs）。此奈米管

是以三條右旋鍊及三條左旋鍊所組成的六股螺

旋結構，可想像為具有中國古老圖騰的龍柱。

此外，利用鹼金屬陽離子將這些單壁奈米管柱

整齊的拉在一起，類似一捆緊密堆積的麥稈，

而形成獨特的超分子奈米管陣列。在概念上，

捲起（roll up）一個二維平面，適當銜接其鄰邊

可得到不同管徑及末端開口的中空管。我們的

單壁金屬有機奈米管被認為是來自（4,4）-薄片

結構所形成的奈米管。

金屬骨架化合物（m e t a l - o r g a n i c 

frameworks, MOFs）為近年來國際極受重視

的奈米材料研究課題，不僅結構新穎，在氣體

儲存、分離、催化以及藥物傳遞等方面有諸多

應用。Iijima於1991年發現奈米碳管（carbon 

nanotubes, CNTs）而深受矚目。理論上，二

維平面結構轉換為一維中空管柱是可行的，然

無實例。相較於奈米碳管及其他合成的奈米管

柱，金屬有機奈米管極為罕見。我們除了在這

極少被探索的領域穫得突破性成果，也突顯了

捲起二維（4,4）-薄片平面，銜接其鄰邊可能形

成中空奈米管， 觀念上極為創新。

羅左財、吳皇君、饒育禎、黃聖銘、曾添文、聞昱生、李錦祥、彭旭明、呂光烈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8 (2009): 9461-9464.

a）

b） c）

花東海盆（HB）是菲律賓海板塊（PSP）中直接參與臺灣造山的一塊，但關於

它的起源目前仍眾說紛紜。這主要是因為我們對HB的年齡仍意見分歧。一種說法是

HB最老不超過40個百萬年（40 Ma），比東側西菲律賓海盆（WPB， > 50 Ma）年

輕，是同一組中洋脊交錯產生的。2000年，一個由法國主導的團隊在HB海床上採

獲了一些玄武岩，氬-氬定年後得到∼125 Ma的年齡。這不但反轉了HB和WPB的年

齡落差，也一口氣把這小小盆地的起源向前推到了早白堊紀，使之成為PSP中最老

的盆地。年齡迥異，HB與WPB便不可能歸屬於同一組中洋脊。一個假想是：HB屬

於另一個古老的海洋地塊，被 "捕捉" 而留滯在臺灣東側。在這場辯論中，地震學幾

乎使不上力，因為HB太小，地震波很難以獨立的，在地的方式取樣，大尺度PSP的

速度成像（seismic tomography）也往往無法將HB獨立分割出來。2006年9月，地

球所在HB的東緣，距臺灣東岸180 km，4500 m 深之海床上放置了一個OBS ，提早 

"攔截" 由新不列顛群島傳來的雷利波，以便和臺灣東岸測站形成雙站法，量取站和

站之間HB的相速。我們發現，HB上傳播的雷利波之相速十分緩慢，並和PSP東半

部的Parece-Vela海盆（PVB）相當。更巧的是，二者海水深度也相似，代表相似的

沈降歷史。我們不得不推論，HB和PVB的年齡應該相仿。PVB的年齡十分明確：10 

– 30 Ma。125 Ma的HB面臨的最大麻煩是，它的海床太淺，完全不符合如此古老海

盆應有的沈降深度，而歸咎於熱異常又太過牽強。OBS提供的獨特限制又將HB拉回

到新生代，使得HB在波速、海床深度，和年齡之間彼此相容。年輕的HB應該能為

西菲律賓海和歐亞大陸的發展提供一項關鍵性的限制條件。

郭本垣、戚務正、林慶仁、張翠玉、J.Collins、劉家瑄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Geophysical Journal International 179 (2009): 1859-1869, doi:10.1111/j.1365-246X.2009.04391.x

少數海底地震儀扮演之關鍵角色：一次部署解決一個問題

臺灣和花東海盆之簡化構造單元圖。黑

線為雷利波的大圓路徑，其中由東南方

大不列顛群島地震來的雷利波經過S004
後，在花東海盆上傳播一段距離再到臺

灣東岸的測站。因為這一小段距離，我

們得以量取花東海盆的速度，而不受路

徑上其他構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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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瑋、吳辰杞、張裕鈞、雷欽隆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ACM Multimedia  (2009): 491-500.

本論文探討廣播

電視新聞語音自動摘

錄式摘要（extract ive 

summarization）技術。

我們提出一個結合文句

生成文件機率及文句事

前機率之機率生成架

構，作為文件中文句排

序的依據。文件中每一

個句子均視為一個可以

預測該文件的機率生成

模型。我們同時探討

字面層次比對（ l i tera l 

term matching）和概

念層次比對（concept 

matching），概念層次

比對的好處是將同義

詞、近義詞或關連詞視

為同一潛藏（latent）語

意類別，比對過程不限定使用完全相同的詞彙，可以處理詞彙不統一的問題。文句生成文件機率部份，字面層次比對

採用語言模型（language model）和關連模型（relevance model），概念層次比對則採用文句主題混合模型（sentence 

topical mixture model）和詞彙主題混合模型（word topical mixture model）。另外，我們利用文句中的詞彙、韻律及語

意緊密性等對文句事前機率作一統合估算。我們的方法在沒有任何文件及摘要對應標記訓練語料的情況下，文句生成

文件機率及文句事前機率仍可以採非監督方式（unsupervised）估算，此為一大優點。我們利用自行收集的臺灣地區廣

播新聞語料進行實驗，獲得相當不錯的結果。 

陳怡婷、陳柏琳、王新民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17 (2009): 95-106.

口語文件自動摘錄式摘要之機率生成模型架構。

在電腦系統的設計中，使用者滿意度（user satisfaction, quality of experience）已成為一項極重要的系統良窳設

計指標。此篇論文探討「如何有系統有效率地量測使用者滿意度」。傳統上，研究者皆使用MOS （Mean Opinion 

Score）來量測使用者對於多媒體內容品質的滿意度；也就是說，請受試者對於特定的多媒體內容品質來打分數（1至

5分）再取平均值來做為該多媒體內容的品質。但是，以絕對分數來評量滿意度一件傷神耗力的工作，請受試者遠方而

來進行實驗十分耗費資源（酬勞、車馬費及行政支援），且有時間（配合大部分受試者的作息時間）、硬體（電腦設

備數量）及空間（實驗室大小）上的限制，資料收集的效率相當地受

限。此論文所提出的新穎架構可解決以上所有問題。利用兩兩比對

（Paired Comparison）的實驗方式以及檢測受試者答案可信度的演

算法，除了減輕受試者實驗進行的困難度，更讓研究者可以透過網際

網路邀請廣大的網路用戶們來協助進行實驗。該論文的實驗結果證

明，使用我們所提出的架構，研究者可以更少的金錢支出，得到來自

更多受試者的實驗資料，同時維持實驗資料的可信度。

應用於廣播新聞語音自動摘錄式摘要之機率生成模型架構

A Crowdsourceable QoE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Multimedia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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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藝瓊、袁新盛、陳璿宇、俞松良、劉佳鑫、徐彬嚴、吳冠逸、林佳鴻、張基晟、李克昭、楊泮池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15 (2009): 7309-7315.

以死亡率為隨機函數之統計分析方法：同齡族群生命表分析與死亡率預測

5） 2000年對數死亡率預測結果（95%
信賴區間）與1980年及1900年對數
死亡率預測結果之比較。 

3） 使用同齡族群生命表與週期性生命
表於對數死亡率模式配適曲線研究

之比較。 

4） 對數死亡率模式配適曲線（1751-
1910）。 

隨著世界人口老化，分析人口死亡率資料以及透過人口統計學預測未來死亡率

已經引起廣泛的興趣。死亡率趨勢的研究以及未來死亡率預測及其相關的影響，諸

如社會福利、健康保險、以及社會制度等，已經成為相當迫切解決的議題。著名的

歷史瑞典同齡族群死亡率資料（Swedish cohort mortality data），因為被公認擁有

高品質且橫跨超過兩個世紀長的時間，是

一套理想的資料去研究長期的死亡率改變

型態。我們探討運用函數資料分析的方

法，為這些資料建立模型及推導，以進行

死亡率預測。尤其，為了因應死亡率函

數資料之高度複雜性，在包含出生年份

的影響時，我們考量對數死亡函數（log-

hazard function）為隨機函數，該死亡函

數可由同齡族群生命表觀察值導出。我們

發現，藉由函數主成分分析方法之延伸，

加入隨時間變動的特徵函數，以分析這些

同齡族群對數死亡函數的函數型模型，可

以適當地處理增加模型彈性等的挑戰。對

於瑞典同齡族群對數死亡函數的相依結構

的相關性分析，引導出隨時間變動之死

亡率主成分分析（time-vary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mortality）的概念。我們

延伸這樣的函數資料分析概念，藉由結合

不完整觀察值下的對數死亡函數預測及局

部函數外插估計方法，進行未來同齡族群

的死亡率預測，並將此函數資料方法應用

於同齡族群死亡率資料的分析。

丘政民、Hans-Georg Müller
中央研究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4 (2009): 572-585.

由NCI-60細胞株得到四基因印記應用在非小細胞肺癌臨床存活預測

2） 隨時間變動之死亡率主成分分析預測模式成份
估計結果。 

1） 平滑共變異估計函數：1820 （左圖）與 1900 
（右圖）年生之同齡族群。 

我們由NCI-60中九株非小細胞肺癌細胞株發現新的與癌症侵襲相關基因，並且分別在兩個大型西方病人資料庫

中（病人數：257人以及186人）以及我們自己的臨床病人（病人數：69人）證明可以有效預測臨床病人的存活。

這個由細胞實驗所得到的癌症侵襲相關的四基因印記（ANKRD49, 

LPHN1, RABAC1, and EGLN2）對預測非小細胞肺癌病人存活具有很顯

著的效果。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在癌症轉移機轉研究上一個線索以及提供

了一個有效的肺癌臨床存活預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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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惟一專門研究宇宙學的儀器「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AMiBA)」於2006年10月在夏威夷毛納洛峰正式啟用，

其設計、興建與運轉均由本院天文

所主導，主要合作者為國立臺灣大

學物理系及電機系。   

位於海拔 3 , 4 0 0公尺處的

AMiBA能靈敏地觀測到伴隨宇宙最

初膨脹之宇宙微波背景（CMB）輻

射的結構，也能藉由遙遠星系團中

CMB光子的逆康普吞散射，偵測

並描繪這些星系團。這些星系團已

顯出在波長3毫米處輻射較弱的特

徵，即一般所稱的SZ效應，此特徵

為探測遙遠宇宙結構的有力工具。

2009年本院天文所共發表了

7篇與AMiBA有關的論文，其中本

篇是介紹儀器本身。同年我們也完

成了擴建為13座1.2米反射鏡的工

程，使得集光面積增加為8倍，速

度提升約60倍。未來3年內我們將

專注於科學運轉，並為接收機研發

更寬的波段寬度。

AMiBA於2009年由7座0.6米天線的組態升級至13座1.2米天線，並已於夏威夷毛納洛峰上恢復運轉。
SMA則座落於毛納基峰上，在雲海另一端的山頭上隱約可見。

賀曾樸、Pablo Altamirano、張家豪⋯⋯等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694 (2009): 1610-1618.

我們利用銅奈米顆粒包覆氧化鋅奈米線結構觸媒有效提升甲醇重組產氫的效率。本突破可歸因於奈米結構材料高

表面積、高分散率、材料局部微應力、與基材誘使銅電子結構變化等。本發現可開啟高活性、高選擇性奈米結構材料

廣泛作為各種觸媒的應用。本成果已發表於2009的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林彥谷、徐裕奎、林裕楷、陳三元、林麗瓊、陳貴賢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8 (2009): 7586-7590. 

銅奈米顆粒包覆氧化鋅奈米線作為新一代觸媒的結構士意圖。 

ZnO@Cu奈米結構材料作為氣體重組產氫的新一代觸媒

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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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的DNA、蛋白質等微陣列生物晶片以螢光

標定法為主要檢測技術，但使用螢光染料來標定待

測樣品，使標定程序繁瑣、昂貴，而且待標定物與

螢光染料接合力，螢光染料的螢光衰退問題，使螢

光標定有較多問題，此外無法提供時動態檢測也是

一個大的限制。

不需標定而能高零敏判斷表面分子結合能力的

微陣列生醫晶片是後基因體研究一個非常有用的研

究工具。在目前非標定技術上，表面電漿共振被認

為是靈敏度高的技術，而且也已被應用在抗體/抗原

等蛋白質結合能力量測上。但目前以稜鏡激發的表

面電漿共振器，其可同時偵測點數少，也無法如同

一般的微陣列晶片，數萬點製作在一般玻璃載玻片

上。在此研究中我們發展一種新的表面電漿共振微

陣列晶片，可以在無需螢光標定下量測生物交互作

用之動態反應。此微陣列晶片由金奈米結構組成，

藉由表面電漿共振所造成的異常穿透效應，由穿透

強度得到晶片表面的環境變化。利用有限差異法計

算與實驗量測，我們證明夾縫結構比金屬洞結構具

有較高的偵測靈敏度，而且夾縫縮小靈敏度提高，

以35奈米金夾縫結構而言, 其對靈敏度可達∼4000 

%/RIU，比150奈米夾縫大上兩倍。我們成功使用此

技術應用在多點抗體／抗原與DNA / DNA交互作用

的動態量測。 

李光立、吳樹涵、魏培坤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Optics Express 17 (2009): 23104-23113. 

高角分辨率觀測下 HH 211 低質量原恆星系統內的旋轉與外流

(a)取自2006年平野尚美論文的 HH 211的紅外線影像，虛線的圓標出SMA觀測的區域，
線段組成的虛線表示噴流的軸。十字標出發出噴流之原恆星SMM1的位置。 

(b)–(d) 十字同樣標示出原恆星SMM1的位置。綠色輪廓線顯示從原恆星周圍充滿塵埃的
包層所發出的熱。紅色及藍色輪廓線分別表示從噴流正在遠離和正在靠近的兩端所發出

的一氧化矽氣體發射。這些影像順時鐘方向轉了26.6度。角分辨率顯示在左下角，分別
是 (b)0.46” × 0.36”, (c) 0.35” × 0.25”, 和 (d) 0.24”× 0.22”。

次毫米波陣列（SMA）於2009年持

續產生許多科學成果。本望遠鏡陣列係

由本院與史密松研究院資助，由本處與

史密松天文台合作興建並運轉。這個由8

座望遠鏡組成的干涉儀自2003年11月起

於夏威夷毛納基峰上正式運轉，是全世

界惟一在次毫米波段運轉的陣列，提供

此波段最高的角分辨率，能探測溫暖的

分子氣體與宇宙塵埃。

今年所獲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包括在

HH211低質量原恆星系統中偵測到原恆

星噴流的極低速旋轉。這樣的運動是藉

著SMA的高角分辨率首度偵測到的，觀

測結果同時也顯示出噴流源自緊臨中央

原恆星的位置。 

目前關於噴流發射的理論有兩個模

型在彼此競爭，一是X風模型，一是碟風

模型。根據此觀測結果推算噴流的發射

半徑，會比較接近X風模型的推論，而不

支持碟風模型。

李景輝、平野尚美、Aina Palau、賀曾樸、Tyler L. Bourke、Qizhou Zhang、尚賢
中央研究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Astrophysical Journal 699 (2009): 1584-1594.

奈米金夾縫的光學靈敏度及其在高通量生物感測上之應用

(a)  以電子束微影術在150nm金膜上製
造具有50nm夾縫600nm週期的奈
米結構。

(b)   實驗量測不同奈米金夾縫結構
的靈敏度。

(d)   單一陣列中，不同生物分子流
經晶片表面所造成的光強度隨

時間的變化情形，由此強度變

化可以進一步瞭解不同生物分

子在晶片表面的交互作用。

(c)   藉由CCD量測830nm波長下光穿透
強度所得到光學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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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佳、J. David Neelin、陳昭安、涂建翊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Journal of Climate  22 (2009): 1982-2005.

過去由於富勒烯之溶解性不佳及小分子成膜不易

的問題，富勒烯薄膜一般都是使用複雜和耗時的真空

熱蒸鍍製程。故使用溶液製程製作高效能之N 型有機

薄膜電晶體是極被重視的研究。我們成功使用溶液製

程製作富勒烯薄膜電晶體，在使用XRD與AFM檢測，

可觀察出其富勒烯薄膜為非結晶態，並配合退火製程

使富勒烯薄膜結晶時，發現其富勒烯薄膜結晶並無法

得到較高的載子遷移率，一般而言，有機半導體材料

結晶可提高其載子遷移率，而在我們的元件中，推測

因為明顯的晶粒邊界影響，使得其載子無法直接在源

／汲極中傳遞，使得在高溫退火結晶後，載子遷移率

下降，其溶液製程製作之富勒烯薄膜電晶體之電性表

現，其載子遷

移率約為0.21 

cm2 / Vs，元

件開關比大於

5x105，我們也

成功使用溶液

製程製作小分

子有機半導體

之反相器。

宋兆峰、齊庫達、朱麗芬、李裕正、陳方中、吳孟奇、朱治偉

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Advanced Materials  21 (2009): 1-5. 

全球暖化下降雨量之所以增

加，主要是受到水氣增加的熱力

過程的影響，並且熱力過程會進

一步造成全球降雨呈現兩極化的

現象，即雨季越濕和乾季越乾。

但是除了熱力過程，影響降雨強

度的因素還包含了因熱帶環流而

改變的動力過程。雖然熱力過程

能直接影響大尺度降雨的變化，

但動力過程卻是決定區域降雨改

變的主要因素。

分析IPCC第四份報告中氣

候模式對於未來氣候變遷模擬

的結果，我們提出了可能會造成

區域降雨改變的三種主要動力機制：“錦上添花”（rich-get-richer）、“落井下石”（upped-ante）和“對流增厚”

（deepening of convection）機制。錦上添花機制會讓全球降雨更趨於兩極化，而落井下石機制則會造成熱帶對流區

邊緣因為水氣供給的減少而減少降雨。除了這兩個機制外，在較暖的大氣中，對流層的高度有增加的趨勢，使得對流

的厚度增加，這會造成大氣更為穩定，所以對流的強度會減弱，使得原本降雨因大氣中水氣增加而可能增加的程度降

低，這個過程稱之為對流增厚機制。整體而言，錦上添花機制讓熱帶環流增強，但落井下石及對流增厚機制則會造成

熱帶環流的減弱，而熱帶環流的強度對於降雨強度的變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溶液製程製作軟性富勒烯薄膜電晶體

全球暖化下影響熱帶降雨變化的錦上添花機制—濕季越濕

全球暖化下降雨改變機制的示意圖。區域II：錦上添花機制因水氣增加造成對流區降雨增加，其中區域IIa 的降
雨會因大氣穩定度減小所造成輻合回饋作用而增加更多，區IIb 則會因對流增厚機制而減弱。區域I：落井下石
機制造成降雨減少。區域III：降雨因海洋動力或大氣暖平流而增加。區域IV 則是區域二的相對應區域，即機
制相似但作用相反。

Organic  complementary  inver ter 
incorporating pentacene and C60

X-Ray DiffractometerMobilities of OTFTs featuring C60 annealed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 50oC RMS : 0.28 nm

(b). 90oC RMS：0.28 nm

(c).130oC RMS：7.08 nm

(d). 150oC RMS = 12.45 n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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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核仁RNA（small nucleolar RNAs; snoRNAs）是一類小型 RNA 分子，可引導核糖體RNA（rRNA）或小核

RNA （small nuclear RNA; snRNA）的化學修飾（如甲基化或pseudouridylation）；這些化學修飾可以影響核糖體

（ribosome）以及剪接體（spliceosome）的活性。我們在進行資料庫分析時發現：小核仁RNA的兩端最常有相對應

小型RNA分子的出現，根據這個發現，我們發展出一個生物資訊運算法則，用以註解阿拉伯芥中的小核仁RNA基因

家族（Nucleic Acids Research 2009）。這個研究成果顯示：有效分析小型RNA資料庫可以應用於發現新的小核仁

RNA基因，並且可以增進現有小核仁RNA基因註解的正確性。

陳荷明、吳素幸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7 (2009): e69.

應用small RNA序列資料去尋找小核仁RNA

數理科學組

SPATE: 小群組中無基礎建設的可認證公鑰交換

建立起團體或個人間的信任係一

困難的問題。即使化約到交換公鑰亦非

易事。

有鑑於此， T W I S C與C M U ' s 

C y L a b合作的 i C A S T計畫，提出

GAnGS (Gather, Authenticate, 'n Group 

Securely)系統，這是第一套實作的可延

展系統可以達成上述目標，惟信賴區間

小於95%。

去年iCAST又發展出SPATE，可使

用行動型智慧來幫助可驗證的公鑰交

換。當SPATE協定結束時，參與其中

的裝置將會產生可靠的認證數據(被攻

擊成功的機率為2-24)。以此為基礎，

SPATE可用於一套大型系統中的安全

設施，提升e-mail、檔案共享及簡訊傳

遞的安全層級。目前SPATE已經在iphone與Nokia N70上進行實作，八位N70使用者的建立信任只需不到一分鐘的時

間，此後即可使用附屬的加密簡訊。而利用SPATE加強應用程式的安全所需的代價極低。

Y.-H. Lin, A. Studer*, H.-C. Hsiao, E. L.-H. Kuo, J. McCune, K.-H. Wang, M. Krohn, P.-L. Lin, A. Perrig, H.-M. Sun, 
楊柏因

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資訊科學研究所
Appeared in Proc. MobiSys 2009 (7th Int'l Conference on Mobile 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Services, June 22-
25, Wroclaw, Poland), pp. 1-14, best paper award  of the conference. To appear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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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念貞、余天心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Plant Journal 59 (2009): 921-929.

革蘭氏陰性菌中不同蛋白質或蛋

白質 -DNA複合體可藉由不同的蛋白

質分泌系統而穿過菌體內外膜，進而

運送至胞外或寄主細胞中，在病原性

細菌的致病能力上扮演重要角色。賴

爾珉博士的團隊於先前的研究中發現

在植物病原菌-農桿菌中存在一新型且

具高度保留性之蛋白質分泌系統，稱

之為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Type VI 

secretion system, T6SS）（Wu et al., 

2008, J Bacteriol）。為了更加了解此

一新型蛋白質分泌系統的功能與結構，

本研究進一步針對農桿菌第六型蛋白

質分泌系統中兩個組成蛋白質ImpL 及

ImpK 進行拓樸學及蛋白質交互作用的

分析。我們發現ImpL（IcmF）及ImpK

（ I cmH）都是胞內膜蛋白質（ i nner 

membrane protein）外，更發現此二蛋白質可藉由其N端細胞質結構區域 （cytoplasmic domains）進行交互作用。此

外，本研究中更提出第一個遺傳學證據去支持農桿菌第六型分泌系統中ImpL蛋白質可能扮演一個與NTP結合及NTPase

的角色，以提供能量進而促使此分泌系統的組合及／或將相關蛋白質分泌至胞外。由結果推測，我們認為第六型蛋白

質分泌系統胞內膜中IcmF–IcmH 複合物的功能可能扮演類似支架（scaffold）的角色，可將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中

位於細胞質及胞外膜的不同組成蛋白質經由肽聚醣層（peptidoglycan layer）連接起來，進而形成一個跨膜蛋白質通道 

（transmembrane protein channel）而將蛋白質由胞內輸送至胞外。

馬麗珊、林哲生、賴爾珉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Journal of Bacteriology 191
 (2009): 4316-4329. 

在高等植物中，

一些生理過程是由韌皮

部中的系統性RNA訊

息分子所調控，很多植

物藉由此獨特及高效率

的韌皮部傳遞系統，微

調自身的生長與發育。

然而，關於此RNA的

長距離運輸分子機制仍

然不清楚。因此，我們

想探討阿拉伯芥中GA-

INSENSITIVE（GAI）

基因的RNA長距離運輸

機制。利用嫁接技術與

反轉錄聚合酶連鎖反應（RT-PCR）分析後，我們的結果證明GAI RNA的長距離運輸只發生在特定的密碼子。另外，GAI 

RNA上的此段序列足以促使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GFP）RNA作長距離的運送，顯示GAI藉由此特定的序

列作RNA的運輸。進一步分析得知，位於GAI RNA編碼區域及3’端未轉譯區上的移動因子，在RNA運輸中扮演了很重

要的角色。另一方面，GAI RNA結構與其序列相較之下，對於此基因的傳遞來得更為重要。然而，GAI RNA二級結構並

非為其長距離運輸的唯一因子，因為我們將無法移動的GAI RNA，復原其二級結構上的缺陷後，只能回復其部分的移動

能力。總而言之，我們的結果說明了非細胞自主的RNA，須藉由特定的RNA移動因子才可進行長距離的運輸。

農桿菌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內膜蛋白質複合物

阿拉伯芥吉貝素不敏感核酸（GA-INSENSITIVE RNA）序列建構核酸長距離運送充
分必要之模體

農桿菌第六型蛋白質分泌系統中兩個組成蛋白質ImpL 及ImpK 可藉由其N端細胞質結構區域 
(cytoplasmic domains) 進行交互作用。此外，ImpL蛋白質可能扮演一個與NTP結合及NTPase的角
色，以提供能量進而促使此分泌系統的組合及/或將相關蛋白質分泌至胞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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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斑馬魚適應酸性環境的細胞調節機制。斑馬魚胚胎表皮及鰓上的富含氫幫浦細胞（HR cells）負

責酸排除及鈉離子吸收的功能。本篇研究論文針對果蠅轉錄因子（glial cell missing, gcm）在斑馬魚中的同源基因

（zgcm2），研究其在斑馬魚HR cells分化及功能調節中所扮演的角色。我們利用雙重螢光原位雜合技術證實zgcm2

的mRNA表現在HR cells中。針對zgcm2進行基因弱化（gene knockdown）會造成斑馬魚表皮的HR cells消失，且

伴隨著體表排酸功能的下降。在zgcm2過量表現實驗中亦證實zgcm2可以控制HR cells的增生。斑馬魚轉移至酸性

水環境4天後，

鰓上的氫幫浦及

zgcm2的mRNA

表現量皆顯著上

升，因此斑馬魚

可能是透過活化

zgcm2進而促進

HR cells分化來

達到HR cells功

能調節的目的。

（本文獲選為美

國生理學會誌的 

"編輯焦點"）

張維仁、洪君琳、嚴家俊、蕭崇德、黃鵬鵬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Regulatory, Integrative and Comparative Physiology
296 (2009): 1192-1201.（美國生理學會誌）

青春激素與灰色蟑螂攻擊性之發生

探討灰色蟑螂攻擊性之發展時，發現 JHⅢ 之施用顯著的具有促進優

勢蟲的作用。在配對的初羽化雄蟲中，攻擊性初現之雄蟲具有顯著較高的

JHⅢ 血液濃度（高於弱勢者及攻擊性尚未發展出來者）。在位階建立後對

弱勢者施以JHⅢ 處理，無助於位階之反轉。此研究結果顯示在初羽化蟲，

JHⅢ 對於位階的建立具有決定性，而以往研究所述之脊椎動物挑戰理論

（challenge hypothesis）依然適用於攻擊性初現之初羽化雄蟲。本研究亦

顯示,於位階建立後，施加JHⅢ對於強弱勢反轉的失效，與脊椎動物的社會

慣性（social inertia）是一致的。

寇融、周思穎、陳淑君、黃智勇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Hormones and Behavior 56 (2009): 332–338.

轉錄因子gcm2與斑馬魚富含氫幫浦細胞的分化及功能調節

1） 有無施用青春激素（JHⅢ）之勝者百分比
圖。JHⅢ處理組:每隻雄蟲施打0.1μg JHⅢ
（於1μl礦物油），礦物油組: 每隻雄蟲施打
1μl礦物油，對照組:完全無處理。**：JHⅢ處
理與對照組之間p<0.0001。 

2） 各日齡層（4~10日齡）中，強勢蟲、
弱勢蟲與無攻擊性蟲其血液中之青春

激素（JHⅢ)含量比較圖（各種蟲數為
18~20隻）。

3） 位階建立後，青春激素（JHⅢ）之施打對於強／
弱勢關係之影響。本實驗始自2組（47對／組）
無處理之初羽化配對雄蟲，各組之攻擊性始自

配對後第5日，在攻擊性發生並分出強弱勢之當
日，其中1組（JHⅢ處理組）之弱蟲施打0.1μg 
JHⅢ（於1μl礦物油），另1組（對照組）之弱
蟲施打1μl礦物油，之後持續每日觀察強／弱勢
關係之變化。灰色陰影數據：對照組，無灰色陰

影數據：JHⅢ處理組。結果顯示只有 "在攻擊行
為停止數日，又開始攻擊行為，並回復到原來

的強弱勢"之項目中，JHⅢ之處理具有顯著性的
效果。推論此乃JHⅢ具有暫時強化弱勢蟲之功
能，使其於上一輪中具有較高的比例（61.7% vs 
48.9%）產生雙方停戰狀態，然JHⅢ於體內之半
衰期只有少數日，故不久又回復到其初始之強/弱
勢關係。 

1）過量表現 zgcm2 造成 HR cells 數量增加。 2） 適應酸環境造成斑馬魚鰓HR cell 數量增加（A, B）、zatp6v1a 及 
zgcm2 mRNA表現上升（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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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對於癌症的治療，仍然存在著很大的瓶頸。最主要的原因是藥物不易達到壓力較高的腫瘤組織。為了解決這

些問題，本研究發展出可將抗癌藥物帶到癌組織，而不傷害正常組織的標的治療法。使用活體噬菌體顯現法（Phage 

display）技術，尋獲許多能導向癌細胞和腫瘤特有的內皮細胞受體之標的胜肽。這些標的胜肽可以與固體癌症病人的組

織切片專一性結合，並證明標的胜肽只與腫瘤組織的血管結合，但不與正常組織的血管反應。同時以不同固體癌的動

物模式，也證明此標的胜肽可以專一性標的至腫瘤組織，而不與正常組織結合。進一步將標的胜肽做成標的微脂體，

在動物模式實驗中，此配體標的療法確實明顯增進抗癌藥物對固體癌的治療效果，並且降低了藥物的副作用。本研究

證實，配體標的療法和傳統抗癌藥物相比，具有更佳的藥物動力學、藥物效能學及療效，這些腫瘤血管的標的胜肽也

極具臨床潛力。目前中研院將此項專利授權給生技公司，進行標的抗癌藥物之研發。

張德寬、邱倩玉、郭思堯、林緯全、羅元駿、王逸平、李璧君、吳漢忠

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4 (2009): 12905-12916.

新穎抗腫瘤血管標的微脂體有效治療固體癌

1） 標的胜肽可以與腫瘤血管專一性的結合。 2） 標的微脂體明顯增進抗癌藥物對固體癌的治療效果。

小鼠子宮分泌液之醣質體及蛋白質體研究揭示特定蛋白質具有Lewis Y和Lewis X結構
郭苧瑋、陳精媚、李瓔祝、朱善德、邱繼輝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teomics  8 (2009): 325-342.

哺乳類的精子在授精前的成熟化與其游動能力會受到雄性及雌性生殖

道中所分泌出的各類分子所影響，顯示了研究這些分子的重要性。在本實

驗中，利用蛋白質體學、醣質體學的方法，配合質譜解析醣質結構的技術

分析雌鼠子宮分泌液，結果顯示其中大量分泌的Lcn2蛋白其醣質含有大量

的岩藻糖修飾存在於蛋白質的N-聚醣結構中形成Lewis X 及Lewis Y的結構，

此一結構亦會存在於其他子宮分泌蛋白中，例如乳鐵蛋白。數據亦顯示，

存在於Lcn2的Lewis X / Y 結構與Lcn2所引發的精子移動活性增加有關聯。

此外，透過醣質體學分析比較雄性儲精囊中的分泌蛋白的醣組成，發現此

一族群的蛋白只存在Lewis X的結構而不具有Lewis Y的結構。更特別的是，

在雄性副睪中，醣組成成份自副睪的頭部至尾端呈現漸進式的變化，其組

成主要為帶有唾液酸修飾的N-聚醣，而不具有岩藻糖修飾的存在。藉由蛋

白質體學方法分析雌鼠

子宮分泌液組成後得

知，至少有40種蛋白質

存在其中，並且多數的

蛋白質與免疫生理調控

有關。這些發現顯示了

醣質體學在醣結構分析

及醣結構對醣蛋白生理

功能的影響上提供重要

的資訊，進一步擴展醣

蛋白研究空間。

2） Lewis Y 結構僅特色地存在於雌鼠子宮分泌液，而不存在
於雄性儲精囊液或副睪液中

3）  Lewis X/Y 結構與Lcn2所引發的精子移動活性增加有關1） 質譜分析顯示Lcn2的N–聚醣具有高度岩藻糖及單一唾液酸
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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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caJY5F 突變株進行離心後能夠
形成較為緊實的菌團

克雷伯氏肺炎桿菌NTUH-K2044引起之肝膿瘍及其併發轉移性病灶是台灣近年來新興的感染性疾病，例如腦膜

炎、眼內炎。其莢膜多醣體已被證實是一種重要的致病因子。目前已知酪胺酸去磷酸脢與酪胺酸磷酸化激脢參與在

莢膜多醣體生合成的調控之中，其他調控蛋白並不清楚。為了了解酪胺酸磷酸化系統與細菌莢膜多醣體生合成的

關聯性抑或是更進一步對於未來藥物的設計開發，我們必須找到更多參與調控的蛋白質。利用散彈隨機 (shotgun 

approach) 質譜分析方式分析克雷伯氏肺炎桿菌NTUH-K2044 的磷酸化蛋白質體，更進一步去探討磷酸化蛋白與

莢膜多醣體生成的關係。此研究在菌株細胞內一共找到117條含有磷酸化的胜肽，其中包含了93個精確的磷酸化

氨基酸位置，分佈於81個磷酸化蛋白中。其中，藉由Blast2GO這個軟體進行分析，發現大部分的磷酸化蛋白都被

歸類於house-keeping genes。又發現有三個酪胺酸磷酸化蛋白坐落於莢膜多醣體合成有關的基因組中，分別為:酪

胺酸磷酸化激脢 (Wzc)、磷酸甘露糖變位酶 (ManB) 和磷酸十一葵烯醇轉醣基酶 

(WcaJ)。我們將目標放在磷酸甘露糖變位酶和磷酸十一葵烯醇轉醣基酶，並建立

了點突變株分別為ManBY26F和WcaJY5F。由莢膜醣的定量及老鼠的腹腔注射實

驗發現WcaJY5F此突變株不僅生成較少的莢膜多醣體，其致死力也較野生型菌株

K2044低兩百倍。然而，ManBY26F此突變株多醣生成量不變，致死力也只差了

六倍。我們的研究發現磷酸化十一葵烯醇轉醣基酶的第五個酪胺酸磷酸化參與了

莢膜多醣體生合成的調控，且此酪胺酸的磷酸化與否與致病力息息相關。

林妙霞、徐東立、林淑妤、潘怡均、詹家琮、王錦堂、邱繼輝、吳世雄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Molecular Cell Proteomics 8 (2009): 2613-23.

以磷酸化蛋白質體學方法探討克雷伯氏肺炎菌中蛋白質酪胺酸磷酸化與致病機轉

1） 所有鑑定到的磷酸化蛋白之生物代謝
分類分析

2） WcaJY5F突變株菌落直徑明顯降低表示其莢
膜多醣含量較少

4） WcaJY5F 突變株之 LD50 較野生型
菌株(K2044) 高出兩百倍

創新發現胃部細胞與幽門螺旋桿菌互動關係

生物化學研究所林俊宏研究員的團隊，首度揭露人

類胃部細胞與幽門螺旋桿菌的微妙互動關係，清楚鎖定

互動過程中「岩藻醣水解酶」酵素之關鍵作用，預計將

可使「岩藻醣水解酶」成為胃部臨床診斷新依據與治療

標的，以及藥物研發目標。

研究團隊發現，當人類胃部表皮細胞受到細菌感

染的刺激，會分泌出特定的「岩藻醣水解酶」，來影響

細菌的附著、生長；這個現象特別與十二指腸潰瘍與胃

癌相關，而且被視為對抗幽門螺旋桿菌的有效策略。有

趣的是，這個「岩藻醣水解酶」的水解作用產物「岩藻

醣」，卻為幽門螺旋桿菌提供額外的養分與能量，有效

地滋養病原菌。這篇研究清楚呈現「岩藻醣水解酶」的

微妙功能，也指出這個酵素可作為胃部疾病的新型診斷

標記和藥物阻斷的目標。

劉大偉、何靜玟、黃興鴻、張書銘、辛地普、黃薏婷、吳明賢、陳玉如、林俊宏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106 (2009): 14581-6. 

Strain LD50 ( CFU )

K2004
WcaJY5F

250
5×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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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華法林藥物基因體學研究團隊（李明達、溫明賢、陳垣崇參與）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60 (2009): 753-764.

核醣體蛋白 

（r-protein）是

負責轉譯機制中

核醣體之主要蛋

白質分子，但有

些核醣體蛋白具

有核醣體以外的

功能。我們研究

發現核醣體蛋白

L4具有能夠調控

大腸桿菌中RNA

分解體活性的新

功能。研究顯

示，經由親和純化、免疫沉澱分析或是大腸桿菌雙雜交篩選都可以發現L4能夠和核酸水解酶RNase E催化結構區域以外

的部分交互作用。試管實驗中證實了這樣的交互作用會抑制RNase E內切酶的酵素活性，菌體內實驗也發現L4可以抑制

RNase E專一性的切割而使mRNA更穩定，且RNase E的攻擊對象之ㄧ，負責調控質體複製的antisense RNA，也因為L4

的存在而變的更穩定，進而影響質體的複製。我們利用DNA微陣列廣泛的分析這樣的交互作用對於大腸桿菌的影響，

發現L4-RNase E交互作用對於大腸桿菌中65個基因表現情形造成影響，這些基因分別能轉譯出五個與反應壓力有關的

蛋白質Hs10、Lon、cstA、YjiY和YaeL，以及其他與醣類、胺基酸代謝和運輸、轉錄/轉譯以及RNA/DNA合成有關的蛋

白質。當我們增加L4在大腸桿菌中的表現量時，與反應壓力相關基因的mRNA半衰期皆延長而更穩定，與RNase E不活

化時得到的結果相同。根據我們的結果推論，L4會抑制RNase E所主導的RNA降解，使得與反應壓力有關的mRNA能夠

更穩定，某種程度來說，當大腸桿菌遇上環境壓力時能夠幫助這些與反應壓力相關的蛋白質表現量提升，進而幫助細

菌適應環境逆境。 

辛大瑞、張絲珍、林佩勳、歐加、卡柏汀、林淑端

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所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106 (2009): 864–869. 

Warfarin是世界上最被廣泛使用的口服抗凝血劑，可用它來預防深部靜

脈栓塞、肺栓塞、缺血性冠狀動脈症狀，同時，若將warfarin與阿斯匹靈一

起合用，還可以用來治療急性心肌梗塞。

然而華法林的藥劑使用量，卻讓醫師非常的頭痛，因為warfarin的使用

劑量，還有個別病患的差異。不適當的藥劑量會嚴重危害到病人的安全，

過多warfarin會導致大量出血甚至導致出血性死亡，過少卻會造成血栓塞。

warfarin藥劑用量也因種族而有所差異。例如，中國人需要的劑量即低於高

加索人。這是一種十分個人化的藥物治療，醫生對此莫不萬分謹慎。

為此九個國家的科學家成立了國際華法林藥物遺傳學協會 (IWPC)，致

力於研究增進對華法林的了解，以及華法林與藥物遺傳學的相關性也建立

了全球統一收集的完整資料庫。此次研究正是透過判斷VKORC1及CYP2C9

的基因型，觀察5千7百位固定服用Warfarin藥物之不同國籍種族之病患醫療

效果，所得出的珍貴結論。研究單位先行鑑定患者之VKORC1及CYP2C9基

因型，再同時加上身高、體重等因素，發展出一套嶄新的計算公式，達到

精確預測適當劑量之目標。研究顯示，當藥劑量計算公式納入了遺傳的資

訊考量時，它將會是更準確的，尤其是針對藥物比較敏感的病人。 這些病

患常常因為華法林的劑量不當，而造成大量的出血，或是血栓塞。 透過此

技術，可以更快速的為這些病人掌控他們用藥劑量，醫生也可以將醫療風

險降至最低，改善並且提昇華法林的治療效果。

這項研究之所以如此的重要，是因為warfarin是為一種最常被使用的藥物。每年有超過兩百多萬以上的美國人會使

用華法林來預防心臟病或中風，嚴重的會導致死亡。 因為目前並沒一套可信的華法林劑量控管方式，醫師無法斷定和

拿捏華法林合適的用藥劑量，所以很多醫生不敢使用華法林。 所以，這項研究將可以幫助大部分的內科醫生，讓他們

有更好的系統來控管華法林藥劑量的使用，且不需要擔心給予不當的用藥劑量。 這項研究成果將會使更多醫師願意去

開華法林的處方簽給病人，好預防心臟病或中風。因此，這項研究在公眾的健康影響層面上是非常大的。 

發現大腸桿菌L4核醣體蛋白的新功能

依據臨床及藥物遺傳資訊精確預測法華林適當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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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藥是前列腺癌患者中使用最

普遍的化學預防及輔助療法。在許多

植物的抽出物中多含各式各樣的抗發

炎化合物，俗稱黃花蜜菜的黃花蟛蜞

菊是青草茶中慣用的材料，研究團隊

從黃花蜜菜中萃取出有抑制雄性素效

果，且可阻止癌細胞增生與腫瘤血管

生成的一群天然化合物，在前列腺癌

原位移植裸鼠實驗中證明，口服黃花

蜜菜天然抽出物能顯著減緩惡性腫瘤

之生長。實驗數據亦顯示幾乎沒有毒

性問題，即使腫瘤已對睪丸切除、抗

雄性素藥物的療法產生抗性後，「黃

花蜜菜還是有效」。未來這種天然抽

出物可以作為癌症病人的輔助治療，

針對手術後病人體內殘留的微小腫瘤

產生一定的抑癌效果，值得開發利

用。不過，在實驗室裡用酒精萃取再

經過部分純化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

不能與水煮的青草茶一概而論，最重

要的是所有的藥物和療法都必需經臨

床試驗確效。 

蔡進賢、林楓閔、楊聿智、李明亭、查岱龍、吳冠政、謝世川、蕭培文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15 (2009): 5435-5444.

以高速大量基因定序剖析小型核醣核酸在植物缺磷環境下之表現圖譜

本實驗利用高速大量基因定序剖

析阿拉伯芥在缺磷狀態下小型核醣核

酸（small RNAs）之表現圖譜。從磷

肥充足及缺乏的根部及葉部組織中，

大約有三百五十萬條的序列組成60

∼120萬不同的序列標籤可對應於阿

拉伯芥的基因。缺磷誘導微型核醣

核酸miR156、miR399、miR778、

miR827及miR2111的表現，但抑制

miR169、miR395及miR398的表現。

這些微型核醣核酸可能參與在不同營

養元素缺乏時之基因調控。除了微型

核醣核酸以外，我們發現一個在缺磷時專一表現、起源於

LTR逆轉位子的小型核醣核酸。此外，我們也觀察到一群藉

由特定轉運核糖核酸(tRNA)切割所產生出的19個核苷酸的小

型核醣核酸大量累積在缺磷的根部。我們更進一步觀察到

TAS4 所產生之小型干擾核醣核酸（trans-acting siRNAs）

在缺磷時增加表現，並揭露一個透過miR828、TAS4-siR81

（-）對PAP1 / MYB75及花青素累積的自我調節機制。另

外，大量的miR399* 在缺乏磷肥時累積，且miR399* 也像

miR399 一樣可進行長距離的運送，說明miR399* 可能具有

生理功能。這個研究提供了小型核醣核酸對磷肥反應的詳細

表現圖譜及增加我們對於小型核醣核酸調控植物體內磷肥衡

定的瞭解。 

謝立青、林淑怡、施純傑、陳俊維、林維怡、曾競穎、李文雄、邱子珍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Physiology 151 (2009): 2120-2132.

黃花蜜菜天然抽出物抑制雄性素受體活性與前列腺腫瘤之原位生長

miR828和TAS4-siR81(-)對PAP1/MYB75及花青素累積的自我調節機制

不同營養元素缺乏對微型核醣核酸基因之調控

將人類之前列腺癌原位移植於裸鼠作為動物模式，口服給予黃花蜜菜天然抽出

物28天。利用生物冷光影像追蹤腫瘤之生長，定量後作各組之生長曲線分析。

投藥實驗結束，將帶有腫瘤的前列腺取出、秤重分析腫瘤

的實際生長、照相（左圖）。為分析草藥抑癌作用的機

制，將腫瘤之病理切片作免疫染色之定量分析，以Ki-67抗
體、TUNEL染色、CD34抗體分別標定癌細胞之細胞分裂、
細胞凋亡、微血管增生（上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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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達、賴彥廷、黃佳瑩、卓聯洋、施皓維、鄭偉杰、翁啟惠、馬徹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106 (2009): 8824-8828.

由本院翁啟惠院長所領導、基因體研究中心馬徹博士實

驗室及吳宗益博士實驗室，所共同組成的研究團隊，探討流

感病毒與宿主細胞最初結合的過程中，「醣」分子的關鍵性

功能。研究發現，HA上的醣分子越少，HA與宿主細胞作用的

專一性雖然降低，但結合能力增強。以單醣型的HA醣蛋白做

為疫苗，肌肉注射於實驗小鼠，其血液中所產生的抗體，可

以更有效的破壞病毒感染細胞的能力，保護病毒感染的能力

大幅提升。這個研究可以再擴展到其他具有多量醣蛋白的人

類病毒，例如：一般流感病毒，C型肝炎病毒，或HIV病毒。

王正琪、陳俊叡、曾勇傑、許哲雄、洪有甫、陳世偉、陳精媚、邱繼輝、鄭婷仁、鄭義循、詹家琮、吳宗益、馬徹、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S.A.  106 (2009): 18137-18142.

人類使用抗生素來殺死細菌已有80年的歷史，然而，隨著細菌的抗藥性不斷增強，醫學界也必須不斷發展新型

抗生素以玆對抗。於此研究中，我們探討細菌表面關鍵膜蛋白PBP1b轉醣酶的結構與功能，使用X-光繞射與結晶的技

術，成功解出解析度為2.16 Å的完整結構。此結構提供轉醣酶與其抑制劑moenomycin結合的三度空間位置，將是針對

轉醣酶開發新一代抗生素的重要基礎。另外，於此結構中發現了一個負責作蛋白質間交互作用的區塊，以及對於受質

結合、酵素活性、以及相對於細胞膜的位相都非常重要的穿膜區塊，為臺灣解出的第一個膜蛋白結構。

『醣』的多寡是流感病毒的感染以及疫苗設計的關鍵

細菌表面關鍵膜蛋白PBP1b轉醣 的晶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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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非依賴培養分子技術偵測珊瑚種類專一

性對萼柱珊瑚共棲菌組成的影響，為臺灣首度發表

有關珊瑚共棲菌組成的研究報告。研究報告顯示在

墾丁的萼柱珊瑚共棲細菌組成受其珊瑚種類影響遠

小於環境因子。我們進一步分析、比較已發表的珊

瑚共棲菌群落資料（包括墾丁珊瑚共棲菌），發現

珊瑚共棲菌受環境因子普遍較種類專一性影響大，

其結果除了呼應在墾丁珊瑚共棲菌的觀察外，也是

目前比較珊瑚共棲菌組成最為完整的分析之一。

洪美珠、游詒婷、陳昭倫、江培汶、湯森林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75 (2009): 797-7806.

由湖積物花粉和矽藻分析推論亞熱帶北臺灣之環境變遷

1） 北臺灣地圖，顯示鴨池位置。

1）墾丁萼柱珊瑚（Stylophora  sp.) 2） 採樣點為墾丁核三廠出水口和
眺石。2007年從每個地點各三
株標記珊瑚採樣，分別冬、夏

各進行一次。

2）由矽藻推論之pH值與溫度間之關係。

從位於陽明山之鴨池的湖積物中探討湖中花粉、

矽藻的變化，並配合有機碳、氮、同位素δ13C分析

等資料，來重建鄰近之北臺灣近1300年來的氣候和

湖沼環境變遷。沈積物共可區分五個花粉氣候帶，此

與矽藻之區分十分雷同。結果發現由草本植物、蕨類

等之變遷，反映出溫度和雨量之變化，其變化與中國

大陸之氣候變化之歷史記載大致吻合。此研究提供近

一千餘年來北臺灣之環境變化資料，並證明與高等植

物與草本植物之比率及矽藻之酸鹼度指標有一致的結

果，可以作為氣候變遷之指標。

陳淑華、吳俊宗、楊天南、莊珮珮、黃淑玉、王永昇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Journal of Paleolimnology 41 (2009): 315-327.

種類專一性對萼柱珊瑚共棲菌的影響

4） 鴨池湖積底泥之矽藻圖譜，顯示主要優勢種在五個氣候帶的消長情形。3） 鴨池湖積底泥之各項分析參數在不同深度和五個氣候帶之變化情形。

3） 各個珊瑚共棲菌雙向分群分析。四十四組珊瑚共棲菌資料包括
東、西太平洋、地中海、加勒比海、紅海及南極洋。紅框是臺

灣樣品的位置。

細菌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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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大量重複與

分化，是增加遺傳創新性

與物種多樣性的重要機

制。我們利用12 種果蠅

基因體序列資料庫，分析

脂肪酸去飽和酶基因家族

desat1-desat2-desatF 的
分子演化。發現基因複製

一再發生，複製出的新基

因命運，可能大不相同。

有些可能演化出新功能，

使用不同的脂肪酸受質；

有些在調控區改變，使得

基因表達的只限在雌性；

有些則變成失去功能，變

成假基因。這些不同的演

化命運，造成果蠅費洛蒙

的多樣性、適應到不同的

環境和物種間的分化。

方淑、丁照棣、李承叡、朱光曦、王琄嬋、曹順成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6 (2009): 1447-1456.

果蠅脂肪酸去飽和酶的分子演化與功能分化

石守謙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26卷（2009年），頁1-36。

在美術史學界中，對於十八世紀的中國山水畫的發展，一直存在著一種誤解。這種誤

解基本上來自於研究者將「風格創新」視為山水畫歷史發展的唯一價值。在採取這個價值

取向的時候，畫家的山水畫製作都被置於是否有所「創新」的標尺來檢視，並依之建構一

個山水畫的發展序列，訂出其中的「大師」以及他們風格的「超越性」。依此史觀來論中

國的山水畫史，包括董其昌、石濤、八大山人在內的十七世紀便是最後一個值得討論的時

代。相對之下，十八世紀只能是一個「衰落」的時代。

本文試圖由一個不同於「創新」的史觀來重新理解十八世紀的中國山水畫。山水畫的

主題永遠是畫家與造化自然間之互動。歷史的形成除了一波波的「創新」之外，更主要的

動力來自於如何基於前人成果之上，以有效的方式回到那個永恆的主題。相對於十七世紀

所提出的山水畫超越自然景觀的見解，十八世紀山水畫的重點關懷則是在解消此對立的緊

張關係，從「以筆墨合天地」進行繪畫與自然的重新調合。它的發展自有其積極而正面的

歷史意義。

「以筆墨合天地」的具體落實可見於十八世紀畫家如何以其繪畫語言詮釋實景的問

題之上。本文重新考察過去飽受酷評的宮廷山水畫作品，並對向來被單純地視為「實景山

水」的作品另作解讀。在相關的諸多畫家中，本文特別注意討論如高其佩、李世倬等出自

滿州之畫家，以及一般被歸類為「正統派末流」的鄒一桂、董邦達等「詞臣畫家」。在他

們為宮廷所作的山水畫中，一種可稱之為「層巒積翠」式的「巨觀」山水，如董邦達〈江

關行旅〉一作代表，即是「以筆墨合天地」理念的最極致實踐。對這種山水畫的重新理

解，將有利於修正十八世紀久被漠視的歷史定位，也為近年研究清代宮廷藝術多偏向其與

歐洲關係之探討，提供一個不同角度的反省。

〈以筆墨合天地：對十八世紀中國山水畫的一個新理解〉

果蠅脂肪酸去飽和酶基因desatF  的演化。

董邦達（1699-1769）， 江關行旅圖
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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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觀音廟 七月半祭拜無方遊魂

本書試圖從性別視角，審視女子體育與國家、社會文化的關係，跳

脫國家觀的體育史窠臼；並採文字和非文字史料，呈現西方女子體育帶

來的新觀念、新行為，如何在公眾輿論、學校教育、學生生活、運動競

賽、觀眾反映、大眾傳媒和視覺文化等層面產生意義。進一步說，本書

試圖給近代中國的體育史一個性別的詮釋，同時，也嘗試跟著這段歷史

的軌跡，歸納出一些議題，豐富我們對近代中國女性歷史的認識，也讓

體育史、婦女史和近代中國史得以互證互補。 

游鑑明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

本文討論在泰國北部一個叫邦邁的雲南村中，村民如何利用民間宗教儀式來達成文化複制的目地。本文所用資

料是根據作者從2002年到2007年之間在泰北田野調查所得。邦邁村民大多來自雲南西部，原附屬國民政府的地方自

衛部隊。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這些雲南民兵逐漸南撤到緬甸東北部的金三角地區，到1960年代初期才進入泰北

金三角山區。這些邦邁村民以捍衛傳統中華文化為己任，並依照想像中的正統儒家思想重建許多傳統習俗，以期能

在泰北蠻荒山區打造出一個理想的華人社會。從他們參與的各種民間宗教儀式，我們就能清楚看出村民如何藉此滿

足個人、家庭、親族、社區等不同層次的精神需求，進而達成文化統合的目地。

黃樹民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亞洲民族學刊》第10卷（2009年），頁155-176。

〈宗教作為文化複制的工具：一個泰北雲南村的民間宗教儀式〉

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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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德欽 主編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2009年。

本文建構兼具投資有調整成本、生產要素外部性、及從國際資金借貸市場取得資金三項特質的小型開放經濟內生成長

模型，藉以研究這三項特質與經濟體系的非確定性之關係；同時，本文更進一步由社會福利極大的觀點，檢視貨幣當局如

何設計最適的貨幣成長率。我們的分析有下列的重要發現：

（1） 如果投資沒有調整成本，則不管生產

外部性的大小為何及透過國際借貸所

取得資金的邊際成本是否遞增，本國

經濟皆呈現確定性的特質；

（2） 如果投資有調整成本，則生產外部性

足夠大時，本國經濟可能呈現非確定

性的特質；

（3） 如果取得國際資金的邊際成本呈現遞

增（不完全的國際資金市場），則名

目利率為零的Friedman 法則將無法成

立；

（4） 如果取得國際資金的邊際成本維持固

定（完全的國際資金市場），則不管

投資是否有調整成本，名目利率為零

的Friedman 法則仍然成立。

賴景昌、金志婷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
Economic Theory  Published on line: April 2009, DOI: 10.1007/s00199-009-0457-x

人權乃歐盟的一項核心價值，歐盟在執行各項政策時，必須將人權保

障納入考量。歐盟深刻體認人權必須經由政策實踐才能有效落實並產生實

質意義。歐盟人權政策據此將使歐盟更加貼近歐洲公民，並提高歐盟政策

的正當性。本書結合九位國內學者，針對歐盟人權機構、資訊隱私權、消

費者權利、財產權、結婚權與家庭權、社會給付請求權、就業性別歧視、

移民政策、文化權等項議題，從事整合型研究，藉以了解歐盟人權在各種

不同政策實踐的意涵與特徵，以及產生的政策變遷與典範移轉。

在人權的基礎下，歐盟將有機會從目前會員國的歐盟，逐漸轉型為歐

洲人民的歐盟。對外而言，人權政策的實踐，有助於歐盟在特定領域的國

際論壇從事理念倡議、政策論述、規則建構、法律輸出，以促進具有歐盟

特色人權理念的推廣與歐盟柔性領導地位的建立。在全球化的趨勢下，歐

盟將不僅是歐洲的歐盟，而且是全球的歐盟，其將承載著人類未來人權普

及與文明創新的共同願景。

〈開放經濟內生成長架構下的非確定性、規模報酬遞增、與Friedman法則的最適性〉

《歐盟人權政策》

Friedman 法則的最適性

福利水準

不完全的國際資金市場

完全的國際資金市場

~
R（> 0） 名目利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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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政治思考中清楚得見一種籲求個人轉向自我的共同傾向；亦即：在尋求政治和社會問題的解答上，從

政治和社會領域轉向個人，強調個人的思想和態度在其中的重要性，強調以個人的自我改造作為迎向新局的基礎。

正是這一轉向自我的取向，與來自西方的自由主義與進化史觀相結合，共同構築出近代中國思想上以「自由」、

「自治」與「歷史」為要素的「個人」論述的基本型態。

本書主旨即在說明這一「個人」論述的內容及其政治意涵，尤其是它在梁啟超、胡適、陳獨秀，與梁漱溟等人

思想中的不同具體展現。書中共分八章，分別說明本書所採用分析「思考模式」與「政治論述」的研究進路，「轉

向自我」模式於胡適與梁啟超思想中的面貌，以及經由這一型態所見胡適論述自由主義的特徵，陳獨秀擁抱自由及

至於投向共產主義的經過，以及梁漱溟建構文化保守主義的方式。

楊貞德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年。

〈施測者的種族別與美國黑人白人之間的測驗分數差距〉

長期來許多研究者都一致發現，在智力測驗上的表現，歐裔美國人（簡稱白人）顯著優於非裔美國人（簡稱黑

人）約有一個標準差之多。如何解釋種族之間在測驗成就上的差距？過去研究者提出幾項可能原因。這些原因包括

種族之間的社經地位不平等、基因差異、文化差異、不同種族的學生分別接受品質高低不同的學校教育及智力測驗

本身測量上的誤差。本研究針對智力測驗本身測量上的誤差做分析。具體來說，本研究分析施測者與受測者在面對

面的測驗情境中，施測者的種族別（黑人或白人）是否導致測量誤差，以致於高估黑人與白人之間在測驗表現上的

差距。

本研究假設，當施測者是白人而非黑人時，黑人在測驗上的表現較差。在執行大型測驗時，如果黑人所面對的

施測者大多是白人時，整體黑人的測驗分數將被低估，而黑人白人之間的測驗表現差距將被高估。

筆者使用美國社會變遷調查資料(General Social Survey, GSS)來從事分析。GSS為美國全國性的家戶調查，調查

對象為18歲以上的成人。GSS包含一項十題的字彙測驗。施測者在受測者的家中，面對面且一對一地執行測驗。

研究結果發現，絕大多數的白人由白人施測，而絕大多數的黑人也是由白人施測。對白人來說，施測者的種族

別並不影響他們的測驗表現。但是，對黑人來說，由白人施測將造成負面影響。當黑人由白人施測，儘管這些受測

的黑人與一般白人有相同的社經背景與教育程度，他們的測驗表現依然低於白人0.4個標準差。反之，若黑人是由黑

人施測，有相同社經背景與教育程度的黑人與白人，也有相同的測驗分數。

為何當施測者為白人時，黑人的測驗表現較差？這可能導因於美國社會長期存在著對黑人認知能力的負面刻

板化印象。在接受測驗時，此負面刻板化印象對黑人形成「刻板印象威脅」(stereotype threat)，導致焦慮、過度小

心、挫折或放棄努力，進而自我實現外在的負面期待。特別是當施測者為白人時，刻板印象威脅效果加劇，於是造

成黑人有較差的測驗表現。由於大多數的測驗施測者都是白人，致使過去許多研究高估黑人白人之間的測驗成就差

異。

此一研究發表於Social Science Research之後，美國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2009年2月2日A5 版

的專欄文章，How a Self-Ful lling Stereotype Can Drag Down Performance，以顯著篇幅報導。

黃敏雄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8 (2009): 29-38.

《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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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永利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Oceanic Linguistics  48 (2009): 339-376.

本論文研究主旨由兩部分組成：一方面，本研究提供鄒語狀語一套系統化的描述；另一方面則呈現鄒語狀語在句

法上的衍生結構位置。本論文提出狀語有兩類結構位置：第一類狀語，即所謂的狀語動詞，主要分布在時態/情態助動

詞與一般動詞之間，並且帶有前綴標記a-/i’-；另一類狀語則以黏著詞根的形態出現，並且與一個標記事件語義的詞

彙前綴結合，構成一個狀語複合詞。本論文主張狀語動詞在句法結構上形成一個功能性中心語，分布在語態詞組／輕

動詞詞組之上；而狀語複合詞則形成詞彙中心語，分布在語態詞組／輕動詞詞組之下。本研究正確解釋種種不對稱現

象，包含：（一）狀語複合詞可以單獨存在並且帶有名詞組論元，然而狀語動詞卻不能，（二）狀語複合詞可以帶有

處所語態及參照語態的標記，但狀語動詞卻不能，（三）狀語複合詞的詞根必須侷限於事件狀語，而狀語動詞的詞根

則不受此限，（四）狀語複合詞的前綴可以帶有語態標記，但狀語動詞的前綴則是一成不變，（五）狀語動詞必須出

現在狀語複合詞之前，不能倒置。

〈鄒語狀語動詞與狀語複合詞的句法分析〉

本文分析1960年代至今台灣大型企業

網絡如何因市場發展、國家角色以及家族

文化的影響而變遷。研究發現早年的企業

網絡具小型寡占卡特爾的特徵，此外企業

間的重複性關係四十餘年皆呈現極高的水

準，為本地的顯著特色；本文認為這乃重

視經濟安全的「股東先決」的法制精神以

及家族企業的封閉文化彼此強化所致。轉

型後的市場，公部門的位置日漸邊緣，而

家族主義的部落化傾向也讓網絡集中度降

低，使得整體網絡整合程度大不如前。連

帶極強而集中度低成為轉型後企業網絡的

重要特徵。個體層次的統計分析也發現，

國家的影響逐漸減退而家族則有增強的趨

勢。本文認為在近百年的股東先決的法制

精神以及家族主義的影響下，台灣企業的

董監事網絡結構仍將維持頑強的本地特

色。
台灣企業間董監事網絡關係連帶極強，四十餘年來皆呈現極高比例的重複關係，且遠高於

主要工業化國家的水準。AVE為六大工業國家之平均數。

李宗榮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台灣社會學》第17期（2009年6月），頁101-160.

〈制度變遷與市場網絡：台灣大型企業間董監事跨坐的歷史考察（1962-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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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兩岸關係的巨大變動，尋求理論的解釋，並據以推估未來的發展。為此本處規劃了「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

岸關係理論研討會」，並與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合作，編輯出版了《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本書是繼十

年前《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之後，臺灣的學術界再一次集合群體的力量，從三大面向、十三個途徑來解析兩岸

關係。本書豐富而多元，有國際關係的現實主義與建構理論、有社會心理的調查研究及精神分析、有重視形式的賽

局理論和空間模型、有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有經驗統計的時間序列、有歷史文化的研究典範、有實證法學的分

析形式，還有規範面向的倡議討論。本書檢視了十年來兩岸關係理論的發展狀況，並且針對當前兩岸關係的突破提

出詮釋，特別強調權力不對等的擴大對於各種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的影響。

包宗和、吳玉山　主編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臺北：五南，2009年。

《自然語音的語言模式》

自然語音是我們最常使用的語言形式。語言經驗，

文化傳統，對話內容與對象的背景知識等是使用自然語

音必備的條件。對我們來說，這似乎是一個很容易操作

的任務─聽覺感知，語言內容處理，搜尋詞彙，規劃語

言內容到產製語音內容全發生在很短的時間內。但是要

發展出可以執行類似任務的系統卻還是很困難的。主要

的原因之一是我們對於自然語音的形式與功能瞭解不

足。所要分析的資料量大小也許還不是最關鍵的問題。

更重要的是必須能描述與解釋我們如何學習辨識知識，

解決問題與執行任務。使用自然語音只是我們每天操作

的許多任務之一而已。發展一個能瞭解與產製自然語音

的系統不是語言學家或是語音資訊工程學家單一領域就

能做到；必須應用跨領域的研究方法。 

這本專書對於自然語音的重要要件與特性都有專門

章節討論─語言自發性的定義，口語語言變化的形式，

聲韻與韻律的結構，不流暢語流的模式，口語對話中的

溝通功能。也同時指出語言資源共享─如語料庫的建置

與分享─的重要性。不僅能提供系統發展者訓練，開發

與測試有效的資料庫，也能節省語言學家重複收集資料

的時間與人力。本書是由語言學家與語音工程學家共同

參與，由各自的領域探討自然語音的語言模式及其量化

的模型與證據。舉例來說，自動語音辨識系統很難在自

然的語言生活情境下運作，如果沒有考慮自然語流裡不

流暢詞句與言談中修辭關係以修復成合文法的語句與確

立語句間的邏輯關係。

曾淑娟　主編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2009年。

《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1）基頻與時長對於四種語流不流暢類型對自動語音辨識效能的影響（頁204）

2）修辭關係帶領詞在韻律單位的位置分佈（頁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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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德宗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收於《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第六輯（下冊），頁581-660（中央研究院法律所籌備處，2009）。

本研究以賽局理論推演出具統合性的立法理論，在模

型中融合了立法者偏好、制度特性及政黨影響力，並把過

去重要立法理論融為一體，以探索過去未曾推演的均衡行

為。吾人可藉由此賽局模型推論過去幾年來所關注之制度

變革（諸如杯葛制度和政黨黨紀）對立法僵局所產生的理

論上的效應。本研究以美國經驗資料證實模型的預測，將

對未來發展比較憲政與立法僵局的研究帶來重大助益。

邱訪義、Lawrence Rothenberg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Journal of Politics  71 (2009): 1257-1272.

憲法第23條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

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明定法律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基本權）得設之限制，通稱「比例

原則」。憲法為確保法律限制基本權符合「比例原則」之要求，設有「違憲審查」制度(constitutional review,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tionality)。各國違憲審查機關於運用「比例原則」時，輒發展出寬嚴不同之尺度，是為「違憲審查基

準」(standards of judicial review)。

本文從比較憲法角度，剖析美 、德、加等國違憲審查基準體系，整合成為「階層式比例原則」(hierarchical 

proportionality principle)，希協助大法官更合理、一貫地適用憲法第23條，以提高違憲審查結果預測可能性與正當性。

「階層式比例原則」，質言之，係將美國立體、多元式的「違憲審查基準」，導入德國傳統之線性、階段式「比

例原則」公式，形成完整的「三階六層」審查基準體系。「三階」指以「目的合憲性」審查及「手段與目的之關聯

性」審查為骨幹，先將審查標準初分為「低標」（合理審查基準）、「中標」（中度審查基準）與「高標」（嚴格

審查基準）。「六層」，指更加入「舉證責任分配」及「限制較少替代手段」檢驗，將「低標」進一步析分為「低低

標」（最低合理性基準）、「中低標」（基本合理性基準）與「高低標」（具殺傷力之合理審查基準）；並將「中

標」析分為「低中標」（基本的中度審查基準）與「高中標」（具殺傷力之中度審查基準）。

至於「階層式比例原則」之操作（適用），首重「審查基準之選擇」。釋憲機關應確切說明：其選定某個審查基

準所考量之因素及獲致心證之理由。審查基準選定後，操作步驟依序為：目的合憲性審查，手段（人權限制）適當性

審查，手段（人權限制）必要性審查，及狹義比例原則（採取係爭手段所造成之損害與其所欲達成之效益，是否顯失

均衡）。其中，「目的合憲性審查」與「手段適當性審查」殆屬「門檻」性質，旨在發揮「過濾」作用（合則通過，

不合篩除）；「手段必要性審查」為審查流程之另個關鍵，應兼顧「目的合憲性」及「手段與目的關聯性」，使兩者

成為有機之關聯（如水漲船高、水退船低般）。析言之，採取「低標」時，應具有「合法之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

應合理相關」；採「中標」時，應具有「重要之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應實質相關」；採「高標」時，應具有「極

重要之目的」且「手段與目的間須直接相關」。為例示「階層式比例原則」之應用，本文特以之模擬適用於三件指標

案例（大法官釋字第584號、603號及618號解釋），比較其與各該解釋之「多數意見」及「個別意見」間之異同，以

彰實益。

※ 「階層式比例原則」三階六層審查基準之內涵，可歸納如附表，請參見：

     http://idv.sinica.edu.tw/dennis/jud_rev_standard.pdf 

〈美國立法的統合理論：偏好、制度與黨紀〉

〈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初探—「階層式比例原則」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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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也是現代國家中，價值與政治現實接

軌的場域。一方面，核心的政治價值通過公民的論辯以及選擇而制度

化成為指導共同體發展的制度性價值；另一方面，各種政治力量莫不

通過動員以及說服等途徑，嘗試影響憲政價值的變遷。是以，自上世

紀九０年代解嚴所啟動的民主化進程，一直到二００八年二次政黨輪

替，臺灣社會一直存在著對於憲政基本價值的重大歧異，並導致七次

修憲的持續變遷。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屬「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

心」出版《憲政基本價值》一書，收錄十篇論文，針對此議題，討論

近代以來關於憲政基本價值的各種理論，以政治思想史為經，以當代

政治與法律的規範理論為緯，分析台灣憲法政治的各面向。由於跨學

科的創新性，本書應能對學界以及現實政治論述產生影響。

蕭高彥　主編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9年。 

〈法律豁免權？錯誤診斷與錯誤處方：腸病毒疫苗爭議帶來的另一堂課〉

臺灣醫學界普遍認為他們被課予相當嚴苛的法律責任。當腸病毒疫情歷經十年卻未有疫苗成功研發時，論者更

將此責任歸咎於不當的法律體系，阻礙生醫科技的研發。作者對此一普遍存在的見解提出批判，指出其乃根植於兩

個錯誤的假設之上：其一，普遍見解誤認醫師與研究人員可藉由受試者「知情同意」而完全豁免民事賠償責任，因

此當法律制度未提供相應的刑事免責時，即屬過於嚴苛。但事實上，在研究上要求受試者放棄法律權利，明顯地與

國際間普遍肯認的人類研究倫理規範相違。其二，通常見解誤以為歐美各國為鼓勵生醫科技之發展，已提供研究者

一般性的刑事免責權。然而，即使是在美國因公衛緊急事件而免除非故意行為之民事責任，也沒有普遍地承認研究

人員一般性的刑事免責權。即使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係透過諸如同儕審查、專業學會等問責機制，來矯正醫學研究

中的過誤行為，也並未放棄以刑事責任制裁未進行風險評估與合理管控可預見風險的行為。除非法律責任以外的機

制已能有效、確實地進行系統性的矯治醫療或研究過誤，並沒有理由去區別生醫研究者與一般民眾的法律責任。相

較於研究者，人類研究中之受試者反更易因不公平的法律制度而在臨床試驗中受害。因此，需要一個獨立的補償制

度填補受試者因科學進步而做出的特別犧牲。生醫科技的發展不僅需要英勇利他的市民，更需要一套公正可靠的法

律系統，有效地矯正錯誤與補償損失，以確保真正利他精神之存在。

邱文聰

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Journal of the Formosan Medical Association  108 (2009): 177-179.

《憲政基本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