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謂最小曲面問題矼指“給予空間中一條封閉平滑曲線矼

以此封閉曲線為邊界之曲面矼是否有面積最小者”。日常生活

上矼拿條鐵絲矼兩端焊接起來矼就變成封閉曲線矼再抹上肥皂

泡膜矼那層美麗的泡膜矼就是最小曲面。是好玩的生活問題矼

也是嚴肅的數學問題。海森堡是量子力學創造者之一矼 測不準

原理是他有名的原理矼這是指位置和動量無法同時測量準確矼

位置要量得越精確矼動量就越不精確矼反之亦然。在海森堡群

中矼我們用“微分式Θ=dz+xdy-ydx 有dΘ不為零”取代測不準

原理。

最小曲面本來只在歐幾里得空間中研究矼後來在彎曲的空

間（數學術語：黎曼流形）中研究。二十世紀晚期矼有些人開

始研究海森堡群中的最小曲面矼進入二十一世紀後矼不少人發

覺這方面的發展性矼慢慢變的熱門。早先的觀點矼是從幾何測

度論來看矼 結果常常有些抽象。而我們論文的出現矼 用偏微分

方程和微分幾何觀點來看矼扭轉了研究方向。

剛開始研究時矼我們問過國內一些研究偏微分方程的人矼

這是怎麼樣的方程矼結果做橢圓方程的人說它是退化橢圓方

程矼做雙曲方程的人說它是退化雙曲方程矼這倒有趣了。我們

深入研究後矼發覺兩者都對！一般雙曲方程過每點有兩條特徵

線矼 我們論文指出矼因為它是退化雙曲方程矼所以只有一條特

摘盒

我們研究海森堡群中的最小曲面，用偏微分方程和微分幾何觀點來看，這是退化

橢圓也是退化雙曲方程。它的奇點集不是孤立奇點就是平滑曲線，我們並由此證

明了 Bernstein 型定理。我們也研究在更廣泛的海森堡群（數學術語：pseudoher-

mitian 流形鬮中，封閉平滑常均曲率曲面只贕和球面或輪胎面拓樸相同（即只要

不撕破，它就可慢慢的變為球面或輪胎面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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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森堡鐲中的最小曲鐲



95重要研究成果7

徵線矼且為直線。一般橢圓方程有唯一性

和存在性矼因為它只是退化橢圓方程矼唯

一性並不明顯矼我們配合測不準原理才得

證唯一性。表面上由於測不準原理矼 這方

程變的難以研究矼但也帶來新的良好性

質。除上面所說的唯一性成立外矼另外矼

它的奇點集不是孤立奇點就是平滑曲線矼

這是一般方程不會有的良好性質。我們並

由此證明了Bernstein型定理（見圖）。至於

存在性矼是我們另一篇論文（【CHY】）的

研究主題。

然後矼我們研究更廣泛的海森堡群

（數學術語：pseudohermitian流形）矼並指出

在孤立點矼它的指標為1矼而在奇點線矼指

標為零矼所以指標和永遠不為負矼這就帶

來很大的拓樸限制。所以封閉平滑常均曲

率曲面矼只能和球面或輪胎面拓樸相同

（即只要不撕破矼它就可慢慢的變為球面或

輪胎面）。

黃振芳、鄭日新＊

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Andrea Malchiodi 
SISSA

Paul Yang
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

論文發表於 Annali della Scuola Normale Superiore di
Pisa,Classe di Scienze 5.4 (2005): 129-177.

Bernstein 解的奇點集及特徵線圖

O 孤立奇點 奇點線

圖中直線皆特徵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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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奈米科學的研究領域裡矼雖然已經可以簡單並且大量的

合成各種不同的奈米物質矼但是如何能夠有效的控制其尺寸、

位置、方位矼則是目前想要將奈米科技真正運用到工業上一項

極為重要的課題矼所以矼研究一個能夠使奈米物質有序排列的

方法是非常迫切並且關磭的。相對於利用人為蝕刻的方式矼該

方式受限於物理定律的極限的問題矼當到達某尺度便無法繼續

進行；而運用物質之間自組排列的能力便能突破傳統工業上的

限制矼成為一項比較快速且對於原子尺度的奈米結構更能有效

排列的方法。因此矼利用物質表面的重構結構自然形成的網

格矼或加鍍物之間的作用關係所形成的奈米結構或有序排列矼

都是當今在研究利用物質自組排列的過程中矼一些重要的里程

碑1-3。最近矼我們實驗室利用銀成長在鉛島這個系統來研究這

個課題矼也發現一個新穎且有趣的現象4。

金屬鉛鍍在單晶矽基板（111）表面矼隨著鍍量或基板加熱

溫度之變化會產生許多不同的相。例如矼略大於一物理單層的

摘盒

我們首度証明，因電子效應而產生的圖案可當作自組性原子團陣列成長之模具。

在矽晶上成長的二維鉛島上，會因量子效應產生週期性圖案。這些圖案可以再細

分為以 fcc及hcp方式堆疊的區域，而這兩個區域對加鍍的銀原子團分別表現出不

同強度的束縛力。因此，在以 fcc方式堆疊的區域可發現加鍍的原子團被束縛在

此成核。分析在不同層高的量子鉛島上的奈米銀原子團的大小分布、及空間排列

可以發現，它們的表現和鉛島上的圖案隨著層厚由清晰（模糊鬮交替改變成模糊

（清晰鬮的雙層震盪是一致的。

鐲奈鐲鐲構在鐲鐲子島上
之鐲鐲有序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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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加鍍在單晶矽（111）

基板表面後隨即加溫至

約 700K矼鉛的相即會呈

現類似線條狀矼俗稱為

線 條 狀 的 不 相 稱 相

（Stripe Incommensurate

phase, SIC）5。在低溫約

200K時矼繼續加鍍鉛矼

則會在 SIC的表面上形

成具有同一高度的量子

鉛島。這些鉛島的高度

從鉛矽介面算起共有三

層鉛的原子層高。仔細觀察這些量子鉛島

的表面矼可發現有些島的表面具有明顯對

比的圖案矼其他鉛島則並沒有明顯的對比

圖案。我們將具有明顯對比圖案之鉛島歸

類為第一型態的鉛島；對於其他不具有明

顯對比的圖案之鉛島歸類為第二型態的鉛

島（見圖一（a））。這些圖案有幾項特徵：

第一矼圖案的對比會隨著所加的偏壓大小

而改變。由圖一（b）中即可看見矼當施加

在樣品上的偏壓為 +2V時矼第二型態的鉛

島上的圖案是不清楚的。然而矼當施加在

樣品上的偏壓降低為 +0.4V時矼第二型態

的鉛島上的圖案對比則變清楚。第二的特

徵：圖案對比的清晰度矼會隨著鉛島的高

度不同而改變。對第一型態的鉛島而言矼

高度為三層時矼圖案對比是清楚的。然

而矼高度增為四層時則變模糊；而高度為

五層時矼第一型態的鉛島表面上的圖案對

比又變回清楚（見圖一（c））。這種現象也

發生在第二型態的鉛島上矼其高度為三、

四、及五層時矼圖案對比的變化則依序從

模糊變為清楚再轉回模糊的對比。此種島

上圖案對比隨著量子鉛島以兩層高度週期

變化的特徵矼我們稱之為雙層震盪 （bi-

layer oscillation）的圖案變化。根據以上兩

項特徵矼我們將這種週期性圖案的起源主要

歸因於鉛島的電性特質6。

接著較有趣的問題是矼這種主要因電

性特質而自然形成的圖案矼我們是否可以

利用它作為一個使奈米結構形成並且具有

週期性排列的模板呢？當樣品溫度約為

1 2 0 K 時矼我們在鉛島表面上加鍍銀

（Ag）矼可以發現這個答案是肯定的。實驗

發現矼二維高度有序的奈米銀原子團可以

圖一：

鉛量子島的特徵：(a) 同樣三層厚但不同形貌的兩種鉛量子島，分別標為第 I
類型與第 II 類型；(b) 島上的影像會隨著實驗時所加在樣品上的偏壓而改變：

上圖為 +2V，下圖為 +0.4V；(c) 第 I類型鉛島上的清晰影像會隨著層厚每增加

一層而改變成模糊，第 II 類型鉛島則反之。



在量子鉛島上自組形成（見圖二（a））。分

析這些奈米銀原子團的大小分布圖（圖二

（b）中實線所示)和

由不受基板作用的規

範原理（Scaling the-

ory）7 所得出的分布

圖（圖二（b）中虛

線所示）矼可以發現

有很大的差別。由此

可知矼成長在量子鉛

島上的奈米銀原子團

是受到基板矼亦即是

源自於電子特性的鉛

島上圖案之影響下而

形成有序陣列。再仔

細觀察奈米銀原子團在圖案上的成長位

置矼可以發現奈米銀原子團都是位於相對

於圖案固定的位置（見圖二（c））。由一些

成核的成長經驗可以得知矼相較於hcp處矼

奈米銀原子團坐落於 fcc處時是相對較穩定

（見圖二（d))。因此矼對於奈米銀原子團在

量子鉛島上形成二維高度有序的排列之現

象矼意味著奈米銀原子團從位於 fcc 處到

hcp處是要克服一個很大的束縛能（binding

energy, Eb）（見圖三（d））。這個束縛能的

大小也是這個研究想要了解的。研究方法

是利用成核理論矼也就是根據在不同的成

長溫度與奈米銀原子團的成長密度之關係

（見圖三（a-c））矼奈米銀原子團在量子鉛島

上 fcc位置所受的束縛能即可得知8。依據這

個方式矼我們可以得到圖三（e）的關係

圖。由此關係圖矼可以得知奈米銀原子團

在第一型態的鉛島表面上之 fcc位置到 hcp

位置矼必須克服約 340毫電子伏特的能

量。然而矼對於奈米銀原子團在第二型態

的鉛島表面上之 fcc位置到hcp位置矼只需

克服約150毫電子伏特的能量。另外矼實驗

結果也發現矼奈米銀原子團在第一型態的

鉛島表面上形成高度有序排列的形成溫度

範圍大約可以從50K維持到170K。這兩項

特徵凸顯出奈米銀原子團在第一及第二型

態的鉛島表面上之成長行為是有非常大的

差異性（見圖四（a,b））。利用這項差異

性矼在四個原子層高的第一及第二型態的

1095重要研究成果

圖二：

溫度120K，在三層厚第I類型的鉛量子島上排列整齊之銀的奈米結構。

(a)鍍上0.2ML的銀在第 I類型鉛量子島的STM 圖 (大小：100 nm × 170 nm )。左下

為其傅立葉雺換的影像；(b)實線曲線為歸一化之後銀的奈米結構之大小分布圖，

虛線曲線則是根據規模理論 (scaling theory) 中所描述之一般原子擴散的大小分布

圖；(c)位在超結構中單一網格之銀的奈米結構；(d)三層鉛堆疊在以矽為基底的草

圖。

圖三：

在不同溫度之下，鍍上適當的的銀在鉛的量子島上

的STM圖 (大小為60 nm ×60 nm)： (a) 40K，(b)
120K，和 (c) 180K；(d) 草圖描述銀的奈米結構在鉛

的量子島的系統中，兩種額外所要克服的擴散贕

量；(e) 有關銀的原子團密度多寡和溫度倒數的

Arrhenius 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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迥然不同的成長行為矼成功地表現出量子

鉛島的物理雙層震盪的圖案變化特徵。

林欣瑜1,2、邱雅萍1,3、黃立維1、

陳郁文2   、傅祖怡3、張嘉升1＊、鄭天佐1

1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2 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3 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

論文發表於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94 (2005): 136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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鉛島表面上加

鍍銀矼可以成

功地表現出鉛

島的另一獨特

的特徵矼鉛的

物理雙層震盪

變化的圖案變

化特徵（見圖

四（c））。

總 括 而

言矼我們近期

在研究物質自

組成長的課題

中矼成功地利用在量子鉛島表面矼主要源

自於電性特質的圖案當作成長奈米物質的

模板。同時發現矼奈米銀原子團可在溫度

範圍約50K到170K之間矼在第一型態鉛島

表面上形成二維高度有序的排列。利用成

核理論矼對於奈米銀原子團在鉛島上所受

的束縛能大小也可得知。最後矼也利用奈

米銀原子團在第一及第二型態鉛表面上之

圖四：

(a) 溫度100K，鍍0.16 ML的銀在三層厚之第 I及第 II 類型鉛量子島的STM 圖 (大小：160
nm × 120 nm )；(b) 溫度100K，鍍0.16 ML的銀在三層及四層厚之第 I及第 II 類型鉛量子

島的大小分布圖。溫度100K，鍍0.16 ML的銀在四層厚之 (c)第 I及 (d)第 II 類型鉛量子島

的STM圖 (大小80 nm × 80 nm)。圖中的數字表鉛矽介面之上的鉛量子島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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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態（triplet state）有機發光材料（即有機磷光體）近來

已成為有機發光二極體（organic light-emitting diode, OLED）材

料極重要的發展方向。對於被限制在大約 5%的外部量子效率

（external quantum efficiency, EQE）元件的單重態螢光材料而

言矼電激磷光材料對有機發光二極體電激發光效率（electrolu-

minescence efficiency）上有

著主要的突破性進展。在學

理上矼電激發光效率磷光材

料是螢光材料的三倍甚至四

倍。其中以環型金屬銥錯化

合物（cyclonetalated iridium

complexes）為目前所知具有

高效率、高亮度的有機磷光

發光二極體材料最受注目。

學界文獻報導其綠光及紅光

摘盒

在對於開發RGB全彩顯示器及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照明所不可或缺的一種光色

——藍光，其發光效率落後於綠光及紅光可達的程度，而現在可用的藍色磷光有

機發光二極體之藍光色純度亦不盡理想，這兩方面都有待改進。本實驗室新近開

發出可供藍色磷光有機發光二極體使用的新一代具高色純度藍色磷光材料。另一

方面，我們也同時成功發展出三重態贕階高（贕使藍色磷光材料有效率的發光鬮

又不會結晶的高效贕宿主材料，來和藍色磷光材料在有機發光二極體中一起搭配

使用。

有機鐲光二極鐲的
鐲鐲磷光材料鐲其宿主材料

圖一：藍色磷光摻入物與其宿主材料化學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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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元件的電激發光效率分別可高達 19%

（或70 lm/W）及10%（或8 lm/W）矼而業界

所宣告的數據更往往高於此。這樣子的發

光效率已超過傳統白熾電燈泡而逼近日光

燈管的效率。然而矼目前已知由 OLED所

構成的白光照明矼其發光效率最佳僅及 20

lm/W左右。這有很大的一個原因是在開發

RGB全彩顯示器及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所

不可或缺的一種光色——藍光矼落後於綠

光及紅光可達的發光效率；而且矼現在可

用的藍色磷光OLED之藍光色純度亦不盡

理想。

三重態藍色磷光發光體的發展仍處於

萌芽階段矼急需改進與突破。已被視為重

要參考標的 FIrpic （圖一）矼是最常提及的

三重態藍色磷光發光體。雖然已有文獻報

導其外部量子效率可達約 10%（或10 lm/W）

以上矼但其藍光光色卻不夠藍矼1931 CIE

（Commission Internationale de L'Eclairage）

x, y 色度座標值（0.17, 0.34）矼只能定義為

青藍色（圖二）。藍色磷光發光摻入物最新

的發展矼當屬 FIrtaz與FIrN4（圖一）。兩者

圖二：1931 CIE 色度座標圖



的最大發光波長同為在460 nm左右矼從溶

液中的發光光色來與 FIrpic作比較矼明顯的

FIrpic要比FIrtaz與FIrN4都綠些（圖三）。

當將 FIrtaz與 FIrN4兩者拿來製作發藍光

OLED時矼元件所發光的1931 CIE色度座

標值各為（0.14, 0.18）與（0.14, 0.24）矼兩

者都相當的藍矼尤其是FIrtaz的OLED矼是

現今已知藍光色度最夠的發磷光OLED材

料矼FIrtaz更是當今唯一個亮度與效率皆符

合接近實用的發磷光 O L E D材料矼其

1931CIE  色度座標x與y值更首度創下同時

小於0.20的記錄。

除了藍光色度的不易精進外矼有機磷

光材料在使用上還存在著一些限制。與螢

光材料短暫的生命期（~10-9 秒矼奈秒）相

較之下矼銥錯化合物相對較長的生命期

（10-6秒矼微秒）有可能在高電流密度下造

成三重態與三重態（T1-T1）的自我湮滅而

降低發光效率。生命期長也會導致長範圍

的電激子擴散大於100奈米而引起有機發光

二極體材料鄰層間的發光粹熄。因此矼有

機磷光材料通常採取用摻雜的方式矼以摻

入物（dopant）形式分散於具有高能隙及良

好價荷傳輸性質的適當宿主材料（host

material）中。在三重態藍色發光體的例子

中矼常見含芳香族胺基的物質矼如CBP的

芳香族胺基宿主材料無夠高的三重態能階

（ET）來防止T1-T1能階從有機磷光材料轉換

1495重要研究成果

圖三： FIrpic（左鬮、FIrtaz（中鬮、與FIrN4（右鬮在溶液中發光色澤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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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宿主材料矼然而其結構經過修飾之後的

分子 mCP矼對於藍色磷光發光摻入物便可

得到較好的控制（圖四）。越藍的藍色磷光

發光摻入物就需要具越高三重態能階的宿

主材料來與之搭配。

前面提到具較佳藍光色度的 FIrtaz與

FIrN4矼其所製作的藍光OLEDs矼也採用了

新的宿主材料SimCP（圖一）。測量數據顯

示矼比起 mCP矼SimCP在三重態能階上是

不相上下的。但OLED的表現研究有出乎

意外的結果。同樣的藍光OLEDs若採用的

是 SimCP宿主材料矼其電激發光的表現

（效率、亮度）往往比採用mCP明顯來的

好矼這是頗不尋常現象。經進一步仔細的

研究才瞭解到矼SimCP有著比mCP高出甚

多的玻璃相轉換溫度矼宿主材料若有越高

的轉換溫度矼意味著在OLED中的多層薄

膜矼在使用過程中越不容易結晶或凝聚結

塊。而實驗證據顯示矼結晶或凝聚結塊的

mCP矼其三重態能階便大幅度下降。由於

SimCP比mCP較不會結晶或凝聚結塊矼等

同於SimCP較能比mCP維持高的三重態能

階矼有效率的保持藍色磷光發光摻入物的

發光。我們的研究團隊是第一次注意到並

釐清有機磷光OLED宿主材料在這方面的

隱藏問題矼這個研究成果對尋求更佳表現

的藍色有機磷光 OLED材料有莫大的幫

助。

陳錦地＊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

季昀
清華大學化學系

陳金鑫
交通大學顯鷂科技研究所及電子資訊中心

論文發表於 Advanced Materials 17 (2005): 285-289.

圖四：三重態發光材料（FIrpic鬮與宿主材料（CBP與mCP鬮彼此三重態贕階高低與發光與否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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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生物都活在大陸地殼上面。大

陸表面的溫壓條件大概是 15°C（平均）及

一大氣壓。大陸地殼平均有四十公里厚。隨

著深度的增加矼地殼內的溫度及壓力也會上

升。到地殼底部溫度可達 800∼1000°C矼而

壓力可達 13kbar（千巴）。所有的岩石在地

殼內部三公里以下都會產生“變質作用”矼

岩石中的礦物產生相變矼形成新的對應溫壓

的穩定礦物群。

在過去二十年中矼許多僅穩定存在於高

壓條件下的礦物矼如柯石英及鑽石矼陸續在所謂的“超高壓”

岩石中被發現矼奠定了超高壓變質作用研究的基石。超高壓礦

物較易保存於榴輝岩中矼後者主由玄武岩或輝長岩在高溫高壓

條件下轉變而成矼主要組成礦物為石榴子石、輝綠石以及少量

其他礦物矼如羠石。超高壓礦物多以微小包裹體的模式保存於

石榴子石、輝綠石與羠石之內（圖二）。

摘盒

超高壓變質作用指的是變質溫壓條件足以生成柯石英或鑽石等高壓礦物的變質作

用。在陸殼源岩石中發現柯石英或鑽石的礦物包裹體，證實了大陸地殼可經隱沒

作用帶至地涵深度，經超高壓變質作用後，再迅速的抬升至地殼深度。近年對中

國大別山超高壓變質帶西部（亦即紅安地塊鬮的定年研究，產生了一些不同的結

果與看法。系統性的岩相、地化與同位素分析工作顯示，這些不同的看法主要肇

因於紅安地塊的變質溫度（500-700

°C鬮較低，不足以讓紅安地塊中超

高壓礦物相在變質作用中達到同位

素平衡。

鐲高壓鐲質岩的鐲鐲

圖一：地殼內部變質作用的

溫壓條件局限在紅色區域

內。綠色及藍色區域則代表

高壓和超高壓變質作用的溫

壓條件。黃色區域則代表地

球內部不可贕的溫壓條件。

（劉忠光教授提供；Liou et
al.,1998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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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目前資料顯示矼超高壓榴

輝岩與共存之片麻岩多源自陸

殼矼而這些陸殼源的岩石必須在

較陸殼厚度（~30-70公里）更深

處之地涵深度（60-120 km）轉

變成為超高壓變質岩。因此矼陸

殼源超高壓變質岩的確認矼對地

球地體動力作用有著極為重大的

意義。含柯石英或鑽石的超高壓

變質岩矼指示了陸殼源的岩石矼

可經隱沒作用帶至地涵深度矼經

高溫高壓之固態變質作用後矼再

迅速的抬升至地殼深度；“迅速

的抬升”是一必要的過程矼藉以

保存在地殼的溫壓條件下並不穩

定的柯石英與鑽石。依據地體構

造理論矼以往認為陸殼源岩石並

無法隱沒至地涵深度矼因為陸殼源岩石具

有較小的密度。超高壓變質岩證明了事實

並非如此矼陸殼源岩石可隱沒到至少 120

公里的地涵深度。超高壓變質岩的研究因

此對地球演化與地體構造作用有著極為重

大的啟示矼也因此超高壓變質岩研究成為

近年國際地學界10個主要研究項目之一。

目前世界上超高壓變質岩出露最廣的

地區是在中國中東部的大別山（安徽及湖

北省）與蘇魯（江蘇北部及山東南部）地

帶（圖三與圖四）。此二地帶源於三疊紀時

北中國與楊子地塊的碰撞矼該碰撞造成陸

殼隱沒至地涵深度矼隨後矼迅速的抬升作

用矼再將超高壓變質礦物群保留於被抬升

至地殼深度的超高壓變質岩中。

過去幾年中矼中研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的同仁對超高壓變質作用的研究作了重大

的貢獻。在1995年矼俞震甫與美國地球物

理實驗室 Douglas Rumble合作矼首度報導

蘇魯青龍山超高壓榴輝岩具有世界上高溫

岩石中最低的氧同位組成（δ18O = -8％O）。

此項發現為一重要記錄矼因為含柯石英且

具有極低氧同位組成的青龍山榴輝岩矼暗

示了地塊碰撞時矼陸殼源岩石隱沒至地涵

圖二：（上鬮微小的鑽石（3微米左右鬮集合體在鋯石中。（下鬮毛

屋的榴輝岩中的綠輝石含有柯石英及石英的包裹體。（劉忠光教授

提供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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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與其後的抬升至地殼深度矼其發生的

速度是非常快的矼且在超高壓變質作用的

過程中幾乎沒有水的存在。在1996年矼江

博明與法國同仁發表了另外一項重要的地

球化學資料。他們發現山東威海超高壓榴

輝岩具有非常高的 Nd同位素比值（εNd =

+ 270）與非常低的Nd含量（< 1 ppm）。這

個同位素比值也是一項世界紀錄。能保持

如此高的Nd同位素比值也同樣暗示了水含

量在超高壓變質作用的環境中是微不足道

的。此外矼江博明於1998年亦發表了完整

的地化資料矼證明所有大別山與蘇魯地塊

中的超高壓榴輝岩均屬大陸來源矼與海洋

地殼及蛇綠岩系無關。

如何決定超高壓變質作用發生的時間

以及超高壓岩石抬升至地殼深度的時間矼

是研究超高壓變質作用中極為重要的議

題。唯有透過絕對年代的測定矼我們方能

確定相關地體構造運動發生時的速度矼以

及過程中速度的變化。這類年代資料矼不

僅可協助我們推測在

地球演化的歷史中超

高壓變質作用是何時

開始運作矼也可提供

我們全球熱歷史或區

域地殼熱變化的相關

訊息。由目前已知的

資訊看來矼一個地塊

內不同地區超高壓變

質作用發生的時間可

能是不同的矼因此在

地塊碰撞的過程中矼

陸殼源岩石的隱沒與

抬升作用矼在不同的

空間中是可能同時發

生的。

放射性同位素蛻

變系統是絕對定年

的基礎。在地球科

圖三：

世界上超高壓變質岩出露地區主要是分佈在歐亞大陸的碰撞造山帶。中國東部的大別山（Dabie安徽及湖北省鬮

與蘇魯（Sulu 江蘇北部及山東南部鬮是世界上分佈最廣的地帶。圖中之數字代表變質年代（以百萬年計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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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定年工作中常用的放射性同位素蛻變系

統有 U-Pb、Rb-Sr、Sm-Nd、以及K-Ar。

不同系統有其各自的優缺點矼而由分析不

同的礦物矼各系統可提供地體構造運動中

不同時期的年代資訊。對任何定年系統矼

所獲得的年代資料要具有地質意義矼必須

符合二個“先決條件”︰一、各相關礦物間

須達同位素平衡；以及二、相關同位素在

礦物-岩石中須為一封閉系統。事實上矼在

實務工作中矼此二先決條件常不易確認。

舉例而言矼在過去十餘年中矼中國大別山

與蘇魯超高壓地塊的定年工作顯示該地超

高壓變質作用發生的時間大概是在 220∼

240 Ma矼北中國與楊子地塊碰撞的時間因

此被認為是發生在三疊紀。但近年有些學

人報導了西大別山（亦即紅安地塊）中的

高壓榴輝岩具有相當複雜的年代紀錄︰400

∼424Ma、300Ma以及210∼230 Ma。雖與

其他大別山與蘇魯超高壓地塊的定年資料

有異矼這些學人仍認為北中國與楊子地塊

在石炭紀與三疊紀時各發生了一次碰撞作

用。

為解決此一歧異的年代資料矼江博明

等人系統性的採集了紅安地塊中的高壓、

超高壓岩石標本矼從事詳細的岩相、地化

與同位素分析工作。結果顯示︰一、榴輝

岩內石榴子石與輝綠石間未達化學平衡；

二、Sm-Nd同位素系統無法提供任何年代

資料；以及三、部分標本的Rb-Sr同位素系

統無法提供年代資料矼但部分標本可獲得

三疊紀的Rb-Sr年代。這些結果可能肇因於

石榴子石保存了它變質前身礦物的同位素

組成矼及/或石榴子石與輝綠石中含有微小

且富微量元素的耐火礦物包裹體（圖五）。

由於紅安地塊的變質溫度僅有500-700°

C矼較其他大別山與蘇魯超高壓地塊的變質

溫度低了50-150°C（圖六）；較低的變質

溫度和缺水的變質環境矼可能不足以讓紅

圖四：大別山（Dabie 安徽及湖北省鬮與蘇魯（Sulu 江蘇北部及山東南部鬮超高壓變質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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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榴輝岩內石榴子石與輝綠石之顯微構造。這些石榴子石與輝綠石中含有微小且富微量元素的耐火礦物包裹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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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地塊中榴輝岩內礦物相在變質作用中達

到同位素平衡。江博明等人因此認為近年

報導的北中國與楊子地塊石炭紀的碰撞作

用為一錯誤的資訊。這個結論也再度提醒

了定年工作中確認“先決條件”的重要

性。

基於過去近 20年的工作矼學界對超高

壓變質岩在全球的分

佈、超高壓變質作用與

對應之地體構造運動發

生的時間、以及地體構

造運動發生的速度等矼

均已有相當程度的了

解。但仍有一些重要的

問題矼例如超高壓變質

岩抬升的機制、陸殼源

岩石隱沒後與地涵間之

物質交換、以及地塊碰

撞時是否有大規模的地

涵源火成活動等矼尚未

有明確的了解與共識。

後續的研究工作矼尚有

待繼續努力。

江博明1、2＊、劉曉春2、3、俞震甫1、

N. Morin4、M. Bouhnik-Le Coz4

1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
2 台灣大學地質學系
3 中國地質科學院地質力學研究所
4 法國Rennes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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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Internet）的發明替人類的文明寫下新的一頁矼

它對人類所造成的衝擊絕對不亞於當年史蒂芬生發明蒸汽機。

有了網際網路矼搜尋變成一個最熱門的領域。Google及Yahoo

等公司的快速竄起證明網路搜尋漸漸成為人類追求知識、探索

未知世界的最佳工具。網路搜尋矼可以透過傳統的文字矼也可

以透過圖片、影像或視訊（video）。透過文字的搜尋矼在意義

上具有唯一性矼比較不易造成意思混淆的情形。舉例來說矼文

字上的「教堂」矼它的語意非常明顯矼它是基督徒崇拜的地方；

但是矼如果用圖片或影像來表達教堂矼它就不是唯一的了；因

為矼眾人看到教堂內牧師講道的講台及佈置的十字架就會說

「它」是教堂；另外矼眾人看到教堂的外觀也會說「它」是教

堂。近十多年來蠻盛行的一個研究領域——以內涵為基礎的影

像搜尋（Content-based Image Retrieval）就是冀望借助影像中的

內涵去搜尋影像資料庫（image database）。用媒體的內涵直接搜

尋最大的好處是不需對媒體（例如：影像、視訊）做註解

（annotation）。在多媒體資料動輒以 tera bytes速度增加的狀況之

摘盒

十歲的小明來到國家檔案局，向局長要求要看當年孔明借箭的現場實況。局長回

答：「小明，沒問題，馬上播放給你看。」局長在鍵盤上打入指令，孔明當年借

箭的現場錄影帶映入眼中。是的，這是以後可贕發生的情形，關鍵是從現在開始

要用多媒體記錄歷史。但是，多媒體（包括視訊鬮的儲存、壓縮，以及擷取技術

都是未來數年內必須努力克服的困難點。本論文乃針對如何透過視訊處理技術將

視訊內容做有效分段，方便日後做註解及快速擷取，達到真正用多媒體記錄歷史

的目的。

一鐲鐲容忍鐲動的
溶鐲式慢換景偵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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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矼人工註解變得越來越不可能。與影像

比起來矼視訊（video）是由一連串的影像

所組成矼它具有比影像更大的資料量及不

確定性；因此可以想見的是矼以視訊內容

片段（video clip）做搜尋矼它的難度是非

常高的。近年來由於多媒體壓縮及傳輸的

技術日新月異矼透過網路做視訊搜尋變得

越來越可行。視訊搜尋主要的精髓是透過

視訊片段搜尋網路上所有類似的視訊矼如

同吾人利用 Google用文字串做搜尋意思差

不多。目前矼全世界主要搜尋引擎相關公

司如Google矼Yahoo矼Microsoft等都投入不

少人力於此領域矼冀望為人類創造更多采

多姿的世界。

視訊搜尋最大的瓶頸在於如何由資料

龐雜的視訊內容中抽取出具有高鑑別率的

特徵以供快速且準確的搜尋之用。礙於資

料量過於龐大（相當於每秒鐘25張或30張

影像）矼在一、兩小時長的視訊影片中直接

抽取特徵或註解以方便後續的視訊擷取並

不切實際。因此矼研究工作者便想到對視

訊內容做大量濃縮矼使濃縮過後的視訊內

容能與原意相差甚小矼然後再針對濃縮的

版本做註解矼達到爾後快速瀏覽或搜尋的

目的。但是矼要如何對資料量那麼大的視

訊內容做合理的濃縮呢？視訊內容最基本

的單位是框架（image frame）。它相當於一

張影像矼但在語意（semantics）上並不具

有太大的意義。在視訊內容中具有語意的

最基本單位是 shot。影片在拍攝過程中矼

導演命令攝影師打開攝影機開拍一直到關

機停拍這一段期間矼吾人通稱為一個

shot。因為拍攝shot的過程具有一致性矼因

此在完整性上吾人考慮它為具語意的基本

單位。為了達到視訊濃縮又不傷及原意的

要求矼在 shot層級執行視訊內容縮減是最

圖一：溶解式慢換景是由淡出式及漸進式慢換景所結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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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的地方。因此矼自動偵測 shot的邊界

（boundary）就變成一個最關磭的課題了。

早期在拍攝影片時矼因為科技沒有很先

進矼轉換 shot的方法很粗糙矼大多直接喊

「卡」矼這種 s h o t邊界吾人稱之為驟變

（Abrupt Transition）。此種邊界因為在兩個

相鄰的 shot之間變化極大矼因此極容易偵

測到。近年來由於拍片技巧日新月異矼加

上對於美感的要求日益增加矼換景的過程

大都仰賴軟體。可供慢換景（Gradua l

Transition）使用的軟體提供了五十種以上

的慢換景方式矼包括溶解式（dissolve）、淡

出式（fade out）、漸進式（fade in）、雨刷

式（wipe）矼及滑動式（slide）等。其中矼

最常被拍片者使用到的慢換景方式為溶解

式慢換景。因此矼正確的偵測溶解式慢換

景的邊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本論文最主

要的目的矼就是針對溶解式慢換景做正確

的偵測。

溶解式慢換景是一種結合淡出式（fade

out）及漸進式（fade in）慢換景的混合體

（如圖一所示）。偵測此種慢換景最大的困

難是它很容易與「運動」（motion）混雜不

清。在視訊中的運動大致可分為兩種矼一

種為區域運動（local motion）矼主要是參與

換景的前後兩個 shot之中的區域物體移動

所造成。例如：車子的移動或人物的移動

等。另一種視訊中的運動吾人統稱為全區

運動（global motion）。全區運動是視訊中

每一個參與的像素（pixel）都在移動的現

象。造成全區運動的原因都是因攝影機的

運動所引起。例如：攝影者手持攝影機做

牽引的動作（panning）矼或者攝影者調整焦

距達到貼近目標（zoom in）或遠離目標

（zoom out）的效果。因為無法妥善的將上

述兩種運動加以分離矼傳統的慢換景偵測

效果都不是很好。本論文最主要的貢獻在

於正確的定義出溶解式慢換景矼使得視訊

中的「運動」及「換景」這兩件事能有效

地分開矼大大的提高了未來視訊檢索的可

行性。根據目前的文獻記載矼此論文所提

出的溶解式慢換景偵測技術是世界上最強

健（robust）的慢換景偵測技術之一。圖二

所示為利用此演算法則所偵測到的兩組溶

解式慢換景視訊片段。

廖弘源＊、蘇志文
資訊科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7 (2005):
1106-1113.

圖二：利用此一演算法所偵測得到的兩組溶解式慢換景視訊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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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凡股票指數、大眾運輸工具的客運量、石油價格、失業

率、降雨量及太陽黑子個數等矼這些隨著時間呈現高低起伏變

化的資料矼不管是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的研究裡處處可見；

我們稱這些資料為時間數列。預測是收集（或觀測）時間數列

資料最重要的目的之一矼精確的預測常能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

決策。預測進行的方式如下：首先以一個數學模型來描述資料

間的前後關聯矼其次利用觀測到的資料矼估計模型中的未知參

數矼最後矼將所估計的參數帶入模型產生預測值。然而矼如果

有一個以上的候選模型可供選擇時矼如何挑選出最佳的預測模

型呢？這個問題十分有趣而重要矼1970年以來也引起學界廣泛

的討論。

在諸多選擇模型的統計方法中矼日本統計學家赤池

（Akaike）於1974年提出的赤池訊息準則（Akaike's Information

Criterion, AIC）是最廣受重視的一個矼這可從它被引用的次數

一窺端倪。根據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Institute fo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I）的統計矼上述文章迄今已被引用了4546次矼比

摘盒

舉凡股票指數、石油價格、失業率、降雨量及太陽黑子個數等，這些隨

著時間呈現高低起伏變化的資料，被稱為時間數列。預測是收集時間數

列最重要的目的之一，精確的預測常贕幫助我們做出正確的決策。預測

時所採用的數學模型是決定預測品質的重要關鍵，然而，關於如何挑選

最佳模型這個問題，多年來始終沒有滿意的答案。本文介紹了我們在這

個問題上的最新研究，並簡述我們如何在技術上取得突破性進展，一舉

解決高懸多年的難題。

尋找時鐲數列最佳鐲測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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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近年來其他幾篇重要的統計（或相關領

域）文獻被引用的次數矼如 Efron（1979矼

Bootstrap法矼2283次）矼Dempster et al.

（1977矼EM 演算法矼5783次）矼及Geman

and Geman （1984矼Gibbs抽樣法矼3319次）

等矼Akaike（1974）一文顯然不遑多讓。然

而矼AIC 是否真能幫助我們覓得時間數列最

佳的預測模型呢？這個問題雖屢屢被提

及矼卻始終未能有令人滿意的答案。

事實上矼AIC 就是一個為了預測而設計

的選模方法。一般而言矼候選模型的預測

能力被兩個因素所決定矼其一是候選模型

與真實模型之間的擬合度（goodness of

fit）矼擬合度越高表示候選模型與真實模型

越接近矼因此預測能力越佳；其二是候選

模型的複雜度（complexity）矼模型的複雜度

通常透過模型中未知參數的個數來呈現矼

未知參數越多意味著模型要負擔較多的估

計誤差矼因此預測品質較差。是故矼一個

理想的預測模型應要具有兩個特質矼高的

擬合度及低的複雜度。然而矼學者們卻發

現這兩個特質常常是相互衝突的。換句話

說矼一個擬合度高的模型通常較複雜矼一

個簡單的模型通常擬合度較差矼而此一衝

突矼恰好是模型選取這個議題矼困難與迷

人之處。Akaike（1974）將模型的擬合度與

複雜度適當量化後矼建議選取在這兩個指

標上總體（或平均）表現最好的模型。當

所收集到的資料彼此間獨立（非時間數列）

時矼Shibata（1981）證明了AIC的確能選

到預測能力最好（預測誤差最小）的模

型。另外一方面矼Shibata（1980）也嘗試

證明矼類似結果在時間數列資料下依舊成

立。然而矼值得注意的是矼在時間數列資

料下計算AIC 選模後的預測誤差矼面臨了

困難的數學問題。為了避開此一難題矼

Shibata採用了在實務上難以被接受的假

設矼因此最後結果並不令人滿意。

以下概略介紹將AIC 應用到時間數列

時所面臨的困難：模型是由現在的資料來

描述未來資料的一種方式矼AIC 則可被視

為測量哪一個方式較好的工具。由於時間

數列資料本身的前後關聯矼造成量測工具

（由收集到的資料所構成）與受測對象間的

相關性（correlation）矼此一相關性降低了測

量工具的精確性矼使得測量結果難以評

估。事實上矼任何一個根據過去資料所建

構出的選模準則矼都無法逃避這個困境矼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最佳選模理論過去三十

餘年來始終未能在時間數列下建立的原

因。

為了解決上述困難矼我們發展了一些

十分有用的數學工具矼藉由這些工具我們

證明了：AIC 能以很高的機率選到與最佳

預測模型接近的模型矼因此中選模型的預

測誤差與最佳模型的預測誤差幾乎相同

（特別是當樣本夠多時）。由於實際上無法

知悉最佳預測模型為何矼我們建議可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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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C 選到的模型代替最佳模型矼以達到滿

意的預測效果。這項研究不僅突破了一個

高懸許久的理論難題矼同時也為應用工作

者在選取時間數列模型時矼提供了一個重

要的參考。以下矼我們用電腦模擬結果進

一步說明AIC 在選取時間數列模型時的優

點。首先矼從四個常見的時間數列模型中

產生模擬樣本矼樣本數分別為：60, 120,

200, 500, 1000。其次矼考慮一些適合的候

選模型來逼近這些產生樣本的時間數列。

此外矼為了取得較好的逼近矼我們讓候選

模型的個數隨著樣本數的增加而遞增。表

一中的數字代表AIC 選擇到的模型與最佳

（指預測能力）候選模型矼預測下一個觀察

值時誤差平方的均數（此地為 20,000次的

平均）矼稱為預測均方差。為了方便說明矼

我們將最佳（候選）模型在樣本數為 60時

的預測均方差調整為 1矼其餘預測誤差也據

此調整。根據上表我們有以下的結論：

一、最佳模型與AIC 選中模型的預測均方

差會隨著樣本數及候選模型數的增加顯著

遞減矼二、一如理論所預測矼AIC 選中模

型的預測能力的確與最佳模型的預測能力

接近矼且它們的差異隨著樣本數及候選模

型數的增加而逐漸減少。

銀慶剛
統計科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 Annals of Statistics 33 (2005): 2423-2474.

四個不同時間數列下最佳候選模型與AIC選中模型預測均方差之比較

數列 I                        數列 II                         數列 III                          數列 IV

樣本數魁候選模型數 AIC    最佳模型 AIC    最佳模型 AIC     最佳模型 AIC      最佳模型

60/7                      1.75        1.00           1.58      1.00         1.43         1.00           1.24     1.00

120/10                  1.09        0.70            0.92      0.57            0.80     0.53              0.70     0.57

200/14                  0.80        0.51            0.61        0.37             0.51    0.32              0.48    0.37

500/22                  0.43        0.29            0.24       0.17              0.23      0.15         0.22     0.17

1000/31                0.25      0.17            0.16    0.10            0.12        0.08              0.13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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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金顆粒鑲崁的介電奈

米線是使用微型反應器矼以微

波輔助化學氣相沈積法製備而

成。成長的過程可分成兩個階

段：第一階段為奈米金顆粒的

摘盒

奈米金顆粒鑲嵌於介電材質中的複合材料，在表面電漿共振頻率時，由於可提升

光學上三次方非線性變化量，因此在超快速全光學開關元件上擁有極大的應用價

值。本文中我們開發出一種微型反應器的方法來製備具有自我組裝特性，且對光

波長具有選擇性的奈米金顆粒鏈鑲嵌的介電奈米線，這種一維複合奈米線表現出

極為顯著的表面電漿共振吸收的現象。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利用一維複合奈米線

所製作成的奈米電子元件，對入射光源不但具有波長選擇性，同時也具有光可逆

性，實驗結果證實金奈米顆粒鑲嵌的氧化矽介電奈米線，在未來可作為以光波長

控制開關的奈米元件。此外，我們也證實了這種微型反應器的方法，具有相當大

的潛力可製備多樣性的一維複合奈米結構，並可應用在光波導奈米元件、奈米感

測器及奈米光電元件上。

具有光波長鐲擇性之鐲奈鐲鐲鐲
鐲嵌的介鐲奈鐲鐲

圖一：金奈米顆粒鑲入氧化矽奈米線

的成長與結構示意圖；圖a 從掃描式

電子顯微鏡 (SEM)照片可清楚觀察到

在基板邊緣有著數以千計之複合奈米

線，圖 b 為背向散射電子照片，左上

角內圖中可清楚看到金奈米顆粒鑲入

氧化矽奈米線中；圖c 以類似三明治

結構之基板擺設方式所形成的微型反

應器；圖d 為複合奈米線與成長時間

關係圖，內圖為針對複合奈米線所量

測之X光繞射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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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備矼第二階段

為一維複合奈米

線的成長。在第

一階段中我們利

用氫氣電漿將金

薄膜轉變成具有

催化效果的奈米

金顆粒矼接著於

第二階段中通入

氨氣並增加電漿

功率與反應器壓

力 來 成 長 奈 米

線。圖一 a 為奈

米線成長後的掃

描式電子顯微鏡

（SEM）照片矼

可清楚觀察到在

基板邊緣有著數以千計之奈米線準直的沿

著氣流的方向成長矼在背向散射電子影像

中（圖一b）我們發現這些成長方向呈準直

排列的奈米線矼其實為一種奈米顆粒鑲嵌

於內的一維複合奈米線。圖一 c 為成長一

維複合奈米線的微型反應器之結構示意

圖矼這種微型反應器是仿照三明治結構的

設計矼以鍍有厚金膜的矽晶圓作為上蓋矼

當作矽的來源矼另一片則是以鍍有氮化矽

薄膜的矽晶圓作為基板矼在基板上需額外

鍍上一層薄金膜矼作為成長一維奈米結構

的催化劑。於SEM下觀察到鑲嵌於奈米線

內的奈米顆粒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TEM）

及能量散佈光譜儀分析後確認為金矼外層

的奈米線為氧化矽矼有趣的是奈米金顆粒

竟呈現橢圓的形狀。另一方面矼我們也利

用TEM來瞭解一維複合奈米線的成長過程

（如圖二）矼首先奈米線以傳統上成長微米尺

度的鬚晶成長模式矼即氣相—液相—固相的

成長機制先形成一維的奈米管（圖二 a）；由

於成長過程中奈米金顆粒為液態矼得以藉著

毛細力而流入空心的奈米管內（圖二 b）；

然而因為金的供應量不足以完全充填奈米

管矼因而形成不連續的金奈米線（圖二

圖二：利用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TEM)與贕量散佈光譜儀 (EDX)針對金奈米顆粒鑲入的

氧化矽奈米線所作的分析照片和量測圖譜。圖 a-e 為不同時間下所成長之複合奈米線，

圖a 為0分鐘，圖b 為 2分鐘，圖c 為5分鐘，圖d 為10分鐘，e 為20分鐘，圖e內圖為

電子繞射晶向圖，圖 f 為金奈米顆粒鑲入氧化矽奈米線的高解析度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影

像圖，圖g、h分別代表金奈米顆粒與氧化矽奈米線之贕量散佈光譜儀頻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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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這些未被金填充的空間反而被氧化矽

所填滿矼這是因為成長過程中仍然不斷於

氣相中供應矽源所致（圖二d）；由於氧化

矽不斷填入奈米管矼進而擠壓到原本已填

充的金而成長出金奈米顆粒鑲嵌於氧化矽

的介電奈米線（圖二 e）。圖三 a為複合奈

米線在不同量測溫度下的陰極激發發光光

譜圖（Cathodoluminescence（CL）spec-

tra）。在CL 圖譜中主要有三個發光訊號分

別位於3.3、3.0及1.9電子伏特；這三個訊

號分別代表著 Si-O-C的磭結、應變磭結

（≡Si-O-Si≡）及未橋接的氧電洞中心（≡

Si-O）矼其中≡Si-O-Si≡的磭結矼一般只能

在氧化矽材料承受機械應力時才能夠觀察

到矼這說明了一維複合奈米線在成長過程

中承受了應力矼導致奈米金顆粒受到壓縮

而產生形變成為橢圓形。圖三 b為複合奈

米線的紫外光/可見光吸收光譜矼當奈米金

圖三：利用陰極激發發光光譜儀 (Cathodoluminescence
spectra)與紫外光/可見光吸收光譜儀量測之頻譜圖；

圖a 是利用陰極激發光頻譜儀在不同溫度下針對金奈

米顆粒鑲入的氧化矽奈米線所量測之光譜圖，圖a 內
圖為傅立葉雺換紅外線光譜圖；圖 b 分別對氧化矽

(點線)、金奈米顆粒鑲入的氧化矽奈米線 (實線) 與金

奈米線填充的氧化矽奈米線 (虛線) 作光學吸收之頻譜

圖。

圖四：不同波長光源下之光反應量測；氧化矽奈米線

與金奈米顆粒鑲入的氧化矽奈米線在光波長 635nm、
532nm、405nm下對其所作的光組抗量測。

圖五：為一維複合奈米線在不同軸長比下的紫外光∕

可見光光譜吸收頻譜圖與其背向散射電子顯微鏡圖；

圖a 和圖b 分別是不同軸長比下複合奈米線之光譜吸

收頻譜圖，圖c 和圖d 分別是圖a 和圖b電子顯微鏡

下複合奈米線背向散射電子形貌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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顆粒沒有鑲嵌入氧化矽奈米線時矼無法觀

察到可見光吸收的訊號（點狀線）矼當金奈

米顆粒鑲嵌入氧化矽奈米線時矼於 532 nm

觀察到一個很明顯的吸收訊號矼這是由於

奈米金顆粒的表面電漿子共振所產生的吸

收所致矼當奈米金顆粒的軸長比增加時矼

除了532 nm的吸收外矼在較大波長處會產

生另一低頻的吸收（圖三b 虛線及圖五）。

圖四為一維複合奈米線在三種不同波長的

雷射光源照射下的光反應結果。很明顯

的矼我們發現到沒有奈米金顆粒鑲嵌的奈

米線矼不但具有較高的電阻而且對光的波

長也無選擇性。相反的矼有奈米金顆粒鑲

嵌的奈米線有較低的電阻矼且對入射光源

的波長有選擇性矼在波長532 nm的光源照

圖六：利用微型反應器方法製備奈

米金顆粒填充的介質奈米線；圖 a
金奈米線填充於氮化矽奈米管之背

向散射電子圖；圖b 單根金奈米線

填充於氮化矽奈米管之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影像圖；圖 c 由穿透式電子

顯微鏡影像圖可以證明藉由微型反

應器之技術，成功地利用矽甲烷、

氨氣和氫氣作為反應氣體所成長出

的金奈米顆粒鑲嵌的氮化矽奈米

線；在圖 d 中沿著指示線1可明顯

觀察出此結構之電子贕量損失譜儀

頻譜圖，並且從圖譜e和圖譜 f中可

以分析出此複合奈米線是由外層的

氮化矽包覆著內層的金奈米線。

射下有最強的光反應。這主

要是因為 532 nm的光源能誘

導奈米金顆粒產生表面電漿

共振所致。此外矼我們所開

發的微型反應器技術也可用

來成長各種奈米金屬顆粒鑲

嵌的介電奈米線矼如圖六 a

所示的奈米金顆粒鑲嵌的氮

化矽奈米線即為一例矼這充

分說明了微型反應器技術的適用性。我們

相信矼藉由具有奈米尺度下自我組裝特性

的微型反應器所成長的一維複合奈米線矼

在功能性奈米元件如奈米尺度的波導元

件、感測器及光電元件矼在未來應有進一

步的應用及發展潛力。

陳貴賢＊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胡銘顯、洪儒生
台灣科技大學化工系

陳新力、黃伯仁
雲林科技大學電子所

沈慶興、林麗瓊
台灣大學凝態中心

論文發表於 Natural Material 5 (2006): 1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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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洞是大批質量集中的區域矼以致該區域的引

力強到連光都無法逃脫。黑洞的最重要特徵是其表

面（又稱為視界）的逃脫速度（好比火箭飛離地球

所需要的速度）必須大於光速。由於宇宙中還沒有

任何東西的速度可以超過光速（約每秒 30萬公

里）矼因此物質、能量、光矼以及其他各種形式的訊

息矼都無法從黑洞內部逃脫。有趣的是矼請注意逃

脫速度是取決於質量除以所在位置的半徑大小矼而

不是取決黑洞的密度（質量除以體積）。因此矼對於

一個夠大的黑洞矼它的大小可能相當大矼密度可能

相當低矼而物理特性也很正常。然而矼隨著質量被壓到愈來愈

小的區域中矼密度變得非常高矼遠超過實驗室中能達到的密

度。到這個時候矼可能就需要新的物理學來描述它的特性。

據目前物理學家及天文學家所知矼黑洞的質量可能小至一

個太陽質量矼大至數十億個太陽質量。質量與太陽相近的黑洞

已確認為恆星演化的終極產物。類似太陽的恆星最終會耗盡

鐲河系中心的鐲大質鐲鐲洞

圖一：銀河系中心的電

波連續譜影像。此影像

係由美國國家電波天文

台位於新墨西哥州之特

大天線陣（V L A鬮攝

得。影像中的點狀電波

源即為人馬座A*。(圖片

提供：NRAO/AUI Jun-
Hui Zhao 及W.M. Goss )

摘盒

黑洞是大批質量集中的區域，該區域的引力強到連光都無法逃脫。黑洞的質量小

至一個太陽質量，大至數十億個太陽質量。天文學家預測星系核中存在一些非常

大的黑洞。離我們最近的超大質量黑洞位於銀河系中心。天文學家仔細地測量恆

星繞行銀河系中心點狀電波源人馬座 A* 的運動，發現一個約有 400萬倍太陽質

量的黑洞。五位華人天文學家在過去10年內測量了這個點狀電波源的大小。未

來結合極長基線陣列（VLBA鬮與 Atacama 毫米波暨次毫米波陣列 (ALMA) ，可

望贕夠詳細解析人馬座A* 超大質量黑洞投射出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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氫、氦及更高的元素矼因此融合的過程會

停止。至此矼失去了核融合產生的能量與

引力抗衡矼瀕死的太陽會在收縮的過程中

變得愈來愈冷。由於兩個電子無法佔據同

一個能階矼恆星中的電子會有一種殘餘的

壓力（稱為電子簡併壓力）

反抗引力。對於類似太陽

的小型恆星矼它的結局是

所謂的白矮星矼它將能抵

抗進一步的收縮而變得穩

定矼而且會隨著時間持續

冷卻下來。對於質量較大

的恆星矼引力會克服電子

簡併壓力矼收縮會持續。

這些恆星會經過超新星階

段矼噴出大部份的質量。

然而矼超新星爆炸會留下

一個密度極高的核矼其中

的電子會塌縮到質子內部

形成中子。這些中子矼如

同前述的電子矼亦無法佔

據同一個能階矼因此也會

有殘餘的壓力（稱為中子

簡併壓力）。這種終極狀態稱為中子星（完

全由中子組成）。如果質量更大矼引力會再

次勝過中子簡併壓力矼收縮會持續。根據

理論推測矼這麼大的恆星（約八倍太陽質

量）會持續向內塌縮矼直到它的質量與半

徑比達到黑洞的標準。很多這一類的黑洞

存在于雙星系統中矼而且它們會一邊吞噬

它們的伴星矼一邊放射出強烈的X 光。透

過X 光觀測矼我們已獲得有關這種黑洞的

證據矼並能從精確的雙星軌道測量推算出

它們的質量。

圖二：圖片中很小的亮點是由人馬座A* 黑洞源發出

的電波。本圖是圖一的局部放大圖。(圖片提供：

NRAO/AUI)

圖三：極長基線陣列是一座跨洲際的干涉陣列，由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興建。它由分佈在美國各地的十

座望遠鏡組成。此陣列贕達到極高的角解析度（1 毫角秒以上鬮，此解析度足夠從美國的一端看到美國另

一端的一縷髮絲。 (圖片提供：NRAO/AUI 、SeaWiFS Project NASA/GSFC 及 ORBIMAG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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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學家預測星系核中存在著一些非

常大的黑洞。理由是他們有時會觀測到極

快的軌道運動矼並偵測到非常高的能量輸

出。分析結果顯示那裡必定存在著一個高

效率的能源矼並有大量質量聚集的現象。

目前已知最有效的能量產生過程就是物質

落入黑洞的過程。如果物質落入離黑洞夠

近的範圍內矼引力場釋放的位能便逼近由

著名的質能互換公式 E=mc2 計算出來的能

量。即使是核融合反應或核分裂反應所產

生的能量也只有質量轉換出來的能量的百

分之一。因此矼黑洞聚集質量比任何已知

能量來源的效率至少高出一百倍。

離我們最近的超大質量黑洞位於銀河

系中心。我們仔細地測量恆星繞行銀河系

中心點狀電波源的運動矼發現似乎存在著

一個約有四百萬倍太陽質量的黑洞。這個

電波源稱為人馬座 A*。五位華人天文學家

在過去十年內已測量了這個點狀電波源的

大小（這五位天文學家中矼筆者是本院天

文所籌備處現任主任矼而其他四位亦曾任

職於本處）。我們使用「極長基線干涉技術」

圖四：左圖：以 3毫米波長觀測銀河系中心黑洞源人馬座A* 得到的影

像。達到的解析度顯示在左下角，即1.1毫角秒 x 0.3毫角秒。右圖：以

0.2毫角秒重新儲存，影像顯示在東西向延長的結構。去除恆星際散射

效應的影響後，看起來內部結構的大小約是一個天文單位（即地球到

太陽的平均距離鬮。這個尺寸大約是該黑洞的視界半徑的 12倍，在視界

範圍內，就連光都無法逃脫。此結果係由沈志強等人透過極長基線陣

列取得。

來連結分設於美國各地（跨美國本土）的

電波望遠鏡。這種技術非常精確地記錄訊

號到達各望遠鏡的時間矼並以精確的原子

鐘對時。 接著將訊號準確地組合起來矼重

新建構影像矼如同這些訊號是由單一大型

（口徑有如單個望遠鏡之間的最遠距離那麼

大）望遠鏡取得的。我們使用的極長基線

陣列是由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負責運轉矼

共由十座望遠鏡組成矼座落的位置從夏威

夷橫跨美國本土到維爾京群島的聖克羅伊

（St. Croix）。我們已使用這個陣列來測量人

馬座A* 的大小。解析度達到千分之一角

秒。舉例來說矼如果以這個解析度從臺灣

眺望美國加州矼將能夠看清一毫米的大

小。

結果顯示銀河系中心發出的訊號矼因

在途中受到星際電子的散射效應影響而變

得模糊。此效應雖小矼但影響卻很大。因

圖五：此圖是根據模型推測未來以更高解析度觀測此

黑洞時可贕取得的影像。(圖片提供：Liu et al,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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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矼在本研究進

行之前矼天文學

家始終無法確知

人馬座 A* 的內

部尺寸。然而矼

此模糊效應隨觀

測波長變短而減

小。因此最終我

們使用極長基線

陣列（VLBA）

的最短工作波長

3毫米來進行觀

測矼以此波長測

量電波輻射矼藉

此測量到人馬座

A* 內部結構的角大小約千分之一角秒矼對應

的線尺寸約一個天文單位矼即太陽到地球

的距離矼亦是相當於四百萬倍太陽質量黑

洞之半徑的 12倍。因此矼電波輻射是從很

接近中央之超大質量黑洞的視界發射出來

的。這些測量顯示有一個至少每立方秒差

距（cubic parsec）有1022倍太陽質量（即每

立方公分約 1克）的物體存在。 這些結果

構成目前為止銀河系中心存在一個超大質

量黑洞的最佳證據。人馬座A* 的內部形狀

有可能是由某種外流現象造成。

此研究係由上海天文台的沈志強主

導、並由美國國家電波天文台台長魯國鏞

（曾任本院天文所籌備處主任）、加州理工

學院的梁茂昌、史密松天文台的趙軍輝、

以及筆者合作進行。值得一提的是矼本處

研究人員亦多方面投入有關銀河系中心黑

洞的研究矼其中包括使用位於夏威夷的次

毫米波陣列進行觀測。此外矼本處亦參與

位於智利之 Atacama 大型毫米波暨次毫米

波陣列（簡稱 ALMA）的興建工程。結合

極長基線陣列（VLBA）與 ALMA矼未來

可望能夠詳細解析人馬座A* 超大質量黑洞

投射出的陰影。

賀曾樸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論文發表於 Nature 438 (2005): 62-64.

圖六：銀河系中心較大範圍的影像，涵蓋中心附近數百光年範圍。(圖片提供：

NRAO/AUI  N.E. Kas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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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量收支的平衡是維繫生態系統正常運作的重要因子矼人

為的空氣污染無可避免地會改變大氣的組成矼並可能進而影響

大氣層的輻射（光線）傳遞性質矼當大氣系統的能量收支被改

變時矼環境的溫度將隨之改變並且牽動整個生態系的變遷。溫

室效應是被大多數科學家認同的一個例子——大氣中溫室氣體

濃度的增加導致大氣系統吸收較多的輻射能量並造成暖化的現

象。在全球暖化現象日益受到關切的同時矼大氣科學的觀測數

據卻顯示地球表面接受到的太陽輻射能量（或稱為日照量）在

1960-1990年間顯著地降低1矼這個現象最初被稱之為「全球昏

暗」（global dimming）2矼近期的研究則顯示地表太陽輻射量的減

少主要發生在大的都會區矼並非全球性的普遍現象3矼但是局部

地區地表輻射量的減少仍然可能對於區域或全球的氣候產生影

響。台灣地區在過去三十年中歷經快速的經濟發展矼都市化導

致的空氣污染已經是社會大眾切身感受的問題矼依據統計4矼在

1982-2002年間矼台灣地區主要都市的每日太陽輻射累積量平均

以每年 - 0.22 MJm-2 的線性趨勢降低矼以台北市為例矼在此二十

年間地表接受到的輻射量約減少了 28%矼雖然影響日照量的因

素非常複雜矼但是人為的空氣污染無疑是其中非常重要並且是

最可能進行控制的因子矼因此深入瞭解空氣污染對於大氣輻射

鐲鐲氣鐲吸光效率的鐲測鐲
大氣暖化及地表昏暗現象的共同因子

摘盒

大氣溫度的變化是環境變遷研究的焦點議題之一，除了溫室效應氣體之外，大氣

氣膠已被證實是另一影響大氣層贕量收支的關鍵物質。在大部分的狀況中，氣膠

對陽光的反射作用會導致地表日照量的減少，同時對大氣層產生冷卻的效果；然

而，氣膠中的「黑碳」卻兼具有吸收陽光的作用，並可贕對大氣層產生暖化的效

果。本研究在台北市進行大氣氣膠的觀測實驗，記錄台北市的黑碳氣膠濃度，並

分析黑碳氣膠對太陽輻射的吸收效率，為後續的大氣輻射收支研究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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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的影響程度成為近年極受重視的研究

議題。

在太陽光穿透大氣層的過程中矼懸浮

在大氣中的氣膠微粒（aerosols）是影響大

氣層輻射傳遞性質的關磭物質矼部分的氣

膠微粒原本即存在自然環境中（例如：海

水飛沫、火山灰）矼但是在大都市中許多的

氣膠是源自於人為的汙染（例如：車輛排

氣）。氣膠粒子會造成陽光的反射及折射並

因而降低大氣層的透光率矼此項性質使得

大氣氣膠濃度成為地表昏暗現象的主要因

子矼另一方面矼一部份的氣膠微粒也具有

吸收陽光的作用矼因此可增加大氣層對太

陽輻射的吸收量而造成大氣的暖化矼這類

吸光性的氣膠中又以「黑碳」（black carbon）

最具代表性矼近年的研究甚至顯示黑碳對

大氣的暖化作用可能與甲烷相當5。

在大氣環境之中矼黑碳氣膠主要是來

自於不完全的燃燒過程矼無論是廢棄物的

焚燒或是人為使用化石燃料產生的廢氣中

均含有此類微小的碳粒矼黑碳氣膠因此可

說是最典型的都市污染物之一。表一為

2003年台北市大氣氣膠中黑碳的濃度及光

學性質觀測資料矼全年的平均濃度為 3.0±

1.3μgm-3矼佔細徑氣膠（PM2.5矼動力等效

粒徑小於2.5微米的氣膠微粒）質量濃度的

8.6±3.5 %。圖一則顯示氣膠樣品對可見光

（632.8 nm）的吸收係數與氣膠中黑碳濃度

的關係矼線性迴歸統計的結果顯示兩項觀

測值之間有非常顯著的相關矼迴歸線的截

距趨近於零（統計上應視為零矼p=0.7155）

顯示氣膠對光的吸收效應幾乎可以完全歸

表一：2003 年台北市大氣氣膠黑碳濃度及光學特徵觀測數據之統計

Sample       BC               PM2.5            BC/PM2.5            babs                   σBC σPM2.5

2003      Number    (μg/m3)           (μg/m3)                 (%)                (Mm-1)                (m2/g)               (m2/g)

Jan.          10         4.3 (1.7)       49.8 (14.7)         8.7 (2.3)        46.2 (12.7)         11.3 (2.6)          0.9 (0.2)

Feb.          20         2.8 (1.0)       45.6 (14.7)         6.5 (2.0)        31.5 (14.1)    10.9 (1.9)           0.7 (0.3)

Mar.          24         3.3 (1.2)       39.4 (20.1)         9.4 (3.5)        31.2 (16.8)           9.2 (2.1)           0.8 (0.3)

Apr.          11         2.6 (0.9)       39.3 (15.3)         7.3 (2.6)        29.0 (11.3)       11.1 (2.6)           0.8 (0.2)

May.          13         3.2 (1.4)       41.3 (24.3)         9.3 (3.8)        32.5 (15.7)      9.8 (1.9)           0.9 (0.4)

Jun.          14         2.8 (0.6)       35.6 (9.5)           8.5 (3.4)        32.5 (8.5)           11.6 (1.8)           1.0 (0.3)

Jul.          13         2.7 (1.0)       38.8 (20.9)         8.5 (3.4)        28.1 (12.4)         10.0 (2.8)           0.8 (0.2)

Aug.            6         2.5 (0.8)       35.6 (12.6)         7.3 (1.3)        28.4 (12.7)    10.9 (2.4)           0.8 (0.1)

Sep.            9         1.9 (1.0)       35.0 (13.3)         5.5 (2.7)        17.0 (3.7)    11.0 (5.1)           0.5 (0.2)

Oct.          13         3.8 (1.7)       38.8 (24.0)       11.1 (4.2)        39.7 (19.3)         11.0 (2.8)           1.1 (0.3)

Nov.          10         2.6 (0.8)       31.8 (15.7)         9.5 (3.8)        30.7 (11.5)         11.8 (2.2)           1.1 (0.5)

Dec.            9         3.6 (2.1)       35.6 (23.7)       11.2 (3.2)        44.6 (26.4)         12.7 (2.9)           1.4 (0.6)

Annual       152        3.0 (1.3)       39.5 (18.2)         8.6 (3.5)        32.6 (15.8)         10.8 (2.6)           0.9 (0.4)

◎表列資料為各月份及全年之算數平均值藎括號內的數值為標準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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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於其中的黑碳成分矼由迴歸線的斜率則

可推算氣膠中黑碳對於可見光的吸收截面

約為10.8 m2g-1。

黑碳氣膠的光吸收截面是大氣輻射能

量收支模式的關磭參數之一矼然而文獻中

所記載的數值卻有高達十倍以上的差異6矼

目前的研究結果大多認為此項差異是由於

氣膠的組成存在極大的時間及空間變異矼

當黑碳與氣膠中其餘的「非吸光性」物質

以不同的比例及狀態混合時矼黑碳吸收可

見光的效率也隨之改變。氣膠中不同組成

物質的混合狀態可以用兩種最極端的模型

來描述 ──「外混合」（external mixing）與

「內混合」（internal mixing）矼外混合是指黑

碳與其他「非吸光性」成分各自形成獨立

的微粒矼這些微粒同時懸浮於大氣中形成

一種空氣與各種微粒的混合物；內混合則

是指黑碳與其他「非吸光性」成分均勻地

混合在每一個微粒中矼亦即懸浮於大氣中

的微粒均有相同的化學組成；真實大氣中

的氣膠混合狀態則介於這兩種模型之間。

當黑碳氣膠以外混合的型態存在時矼其光

學性質應與石墨微粒相似矼Petzold 等7因此

推論黑碳的光的吸收截面約為 4m2g-1。

Fuller等8則指出：由於懸浮在大氣中的氣

膠微粒會因碰撞而凝聚在一起矼黑碳的有

效吸光截面會因此增加 30%左右矼儘管如

此矼仍然無法解釋大氣觀測資料的變異

度。

圖一雖然顯示了2003年臺北實驗的平

均結果矼實際上每一個樣品量測到的黑碳

吸光截面仍有高達 4倍的差距（4.8 - 19.4

m2g-1）矼圖二顯示吸光截面隨著黑碳濃度的

變化情形矼我們發現當大氣中的黑碳濃度

增加時矼黑碳的吸光截面呈現向平均值

（10.8 m2g-1）收斂的趨勢矼反之在黑碳濃度

較低時矼黑碳的吸光截面有極大的變異

度矼圖二中同時將近年國際上兩次重要的

大氣化學實驗數據列入比較9,10矼結果顯示

在台北及在東海與印度洋的觀測資料具有

一致的趨勢。依據這個趨勢矼我們提出一

個合理解釋黑碳吸光截面變異度的概念模

型──黑碳的吸光截面主要受到氣膠混合

態的影響矼在完全的外混合狀態下矼石墨

微粒的光學性質可做為黑碳吸光截面分布

範圍的下邊界矼我們將其稱為「外混合限

值」（external-mixing limit）；在完全的內混

合狀態下矼我們推測應存在一個「內混合

限值」（internal-mixing limit）矼這個限值會

隨著氣膠中黑碳濃度的增加而降低矼並且

圖一：大氣氣膠樣品對可見光 (632.8 nm)的吸收係數與氣膠中黑碳濃度的相關

性。圖中紅色直線為線性迴歸線，紅色虛線為 99%可信賴區間之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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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趨近一個定值。在各地區量測到的黑

碳吸光截面會因氣膠混合狀態的差異而在

上述的兩個限值之間變化矼由於在同一個

都市環境中矼氣膠的化學組成是相對穩定

的矼因此黑碳濃度增加代表著大氣中同時

存在相當高的氣膠濃度矼微粒間碰撞機率

的增加導致氣膠以較接近於內混合的型態

存在矼因此在圖二的高濃度區域中矼台北

實驗得到的黑碳吸光截面會趨近於「內混

合限值」矼這個平均值將可應用於估算其他

都市地區黑碳氣膠對

可見光的吸收量矼並

進而評估黑碳氣膠對

大氣輻射收支的影響

程度。在黑碳濃度較

低的區域中矼總氣膠

濃度越高則氣膠會越

接近內混合狀態矼反

之當總氣膠濃度降低

時矼黑碳氣膠將有較

大的機率以外混合的型態存在矼平均的吸

光截面也因而趨近於「外混合限值」矼因此

在評估黑碳對於非都市區甚至背景區大氣

輻射收支的影響時矼必須謹慎考量氣膠的

混合型態及其可能衍生的不確定度。

周崇光＊、陳韡鼐、張士昱

陳自光、黃淑惠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於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2 (2005):
L2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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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大氣氣膠中黑碳的質量平均吸光截面 (632.8 nm)隨黑碳質量濃度的變化

趨勢及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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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高科技產業的發展突飛猛進矼每年在市場上都可以

看到性能更強矼價格卻更便宜的新產品矼其主要原因為不斷創

新的半導體製造技術。半導體產業成功發展的經驗帶給其他產

業及研究領域兩個重要的啟示：微小化及多功能整合。許多新

的研究領域便是循著半導體產業的經驗發展而出矼其中最具代

表性矼也是最有可能引發下次產業革命的技術便是實驗室晶片

（Lab on a chip）的概念。

顧名思義矼實驗室晶片的目的非常簡單矼亦即將實驗室所

用之儀器及器材矼如試管、燒杯、培養皿、光譜儀等微小化進

而整合在同一晶片矼擁有與原儀器相同之功能。實驗室晶片提

供了幾項一般實驗室所不具備的優點：一、利用半導體的製造

技術可以提供大量且價廉之實驗室晶片；二、微小化的結果使

得實驗室晶片體積小矼可以隨身攜帶矼可將許多須在實驗室做

的檢測實驗濃縮在晶片上完成；三、因為微小化所需之試劑或

樣品用量非常少矼可減少昂貴生醫檢測試劑之用量；四、微小

化的結果加速了許多的化學反應。

實驗室晶片最主要的概念是在晶片上製出所有實驗室中所

用之器材矼一般而言矼在化學、材料及生醫實驗上最常用的載

摘盒

利用電毛細現象（electrocapillary effect鬮，我們可以在微流通道內操控奈米粒子，

使其在設計的地方自組裝成光子晶體，成功解決了奈米、微米世界及宏觀世界的

聯繫問題。最近，我們成功地將一維的微流通道操控技術推廣到二維微流通道，

並可利用程式操控。由於不同大小奈米顆粒組成的光子晶體會有不同的顏色，我

們可在二維微流通道形成各種顏色的圖案，此二維微流通道可以當成光子晶體顯

示器。

新型二鐲微流系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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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較高之生物體相容性矼此技術在化學、

材料及生醫檢測等領域掀起了一項研究熱

潮。

本實驗室的研究主軸便是開發新型的

實驗室晶片矼我們希望開發出一種可攜式

的多用途晶片。因成本及技術考量矼我們

使用軟蝕刻技術來製造微流體。微流體的

概念與一般實驗所用之滴管類似矼亦即在

不同的反應容器間移動溶液。在實驗室裡

我們用手或機器手臂來操控滴管移動溶

液矼但在微米尺度下矼容易的操控需運用

外加幫浦矼但此法會增加晶片的體積且無

法整合在同一晶片上。為解決晶片上操控

溶液的問題矼我們開發出以電毛細現象為

主的溶液操控技術矼此技術利用電壓改變

體便是溶液矼而如何在晶片上操控溶液便

是一門很大的學問。傳統半導體及微機電

製程多使用矽基板或玻璃矼因為基材的關

係必須利用高壓電驅動或外加幫浦來操控

溶液。此外矼此類製程技術不僅製程繁

瑣、費時且須在無塵室中進行。九十年代

末期矼哈佛大學Witesides教授的研發團隊

為解決這些問題研發出新的製程技術——

軟蝕刻技術（Soft-Lithography）1矼此技術利

用矽膠來代替矽晶片矼製程簡單便宜矼不

須在無塵室中進行矼且因矽膠軟的特性及
圖二：利用電毛細現象在一維的微流通道內操控奈米粒子，並使其在預設的地方

將不同尺寸的奈米粒子自組裝成膠體晶體。

圖一：在微流通道中形成之奈米膠體晶體的電子顯微

鏡影像 (a) 遠觀影像；(b) 縱面影像；(c) 近觀影

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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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流體局部表面的疏親水性矼使得溶液可

以自由地在微流體內隨著外加電壓的改變

而移動矼進而達到操控的目的。2004年我

們首先在美國化學會誌上發表此項技術2矼

運用此技術我們可在一維的微流通道內操

控奈米粒子矼並使其在預設的地方將不同

尺寸的奈米粒子自組裝成膠體晶體（如圖

一）矼因為所用奈米粒子的大小相當均勻矼

其形成之膠體晶體會反射與其大小相對應

之可見光矼因此膠體晶體有非常亮麗之色

彩如圖二所示。此項研究成果顯示矼奈米

粒子的行為是可以被主動操控的矼成功解

決了奈米、微米世界及宏觀世界的聯繫問

題。

當今科學研究的系統十分複雜矼所需

變化之參數很多矼尤以生醫方面的研究為

甚矼因此實驗上有所謂高通率（h igh -

throughput）的設計。在實驗室晶片上一維

通道無法滿足高通率實驗上的需求矼需運

用交錯複雜的二維通道。然而矼二維流體

通道間互相通連矼無法運用外加幫浦獨立

圖三：(a) 被硝酸鉀溶液填滿之二維微流體。(b) 利用磷酸緩衝溶液在二維微流體

形成字母 C。(c) 利用牛血清溶液在二維微流體形成字母A。(d) 利用LB溶液在二

維微流體形成字母S。

圖四：(a) 填滿酵母菌之微反應槽；(b) 反應前酵母菌之影像；(c) 反應五小時後酵母菌之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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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控單一通道。

2005年矼我們的

研究團隊成功地

克服了技術上的

障礙將一維的微

流通道操控技術

推廣到二維微流

通道3矼我們首先

證明此項技術可

將一般的生物樣

品在二維微流通

道內自由操控如

圖三。在每個反

應槽中可注入不

同的樣品矼所需

的樣品量為 4奈升（10-9 l）矼亦即一滴血可

用來進行 5000種反應。此外矼我們也印證

此技術的生物相容性矼除了可將碣母菌利

用電毛細力運送至特定之微反應槽外矼並

可以用來在微反應槽中培養碣母菌如圖四

所示。最後我們在二維微流通道陣列中形

成光子晶體矼並可利用程式操控矼這是世

界首創之技術矼由於不同大小奈米顆粒組

成的光子晶體會有不同的顏色矼我們可在

二維微流通道形成各種顏色的圖案如圖

五矼此二維微流通道可以當成光子晶體顯

示器矼有發展成新一代顯示器的潛力。此

二維流體操控技術不僅可運用在化學、生

醫檢測等領域矼亦可結合不同材料成為新

型的產品。

徐昭業、陳培菱＊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於Advanced Material 17 (2005):1866-1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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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利用不同大小奈米顆粒組成的光子晶體在二維微流通道形成各種顏色的圖案，此

二維微流通道可以當成光子晶體顯示器。





孕烯醇酮（Pregnenolone）又稱為妊烯醇酮福簡稱P5福是一

種存在於腦內的類固醇賀爾蒙福目前是炙手可熱的健康食品。

有人認為它可以減緩老化、增加鐱憶力福以及降低關節炎的症

狀。這些功羶都是從一些早期的動物生理實驗得知福其實孕烯

醇酮到底有沒有這些功羶、是怎麼作用的福一直不清楚。到目

前為止福孕烯醇酮被認為是生理代謝中的一個中間產物或是只

存在於腦內的類固醇。

斑馬魚近年來成為重要的實驗動物福因為它體型小福胚胎

透明福每次產卵數百鏤福很適合遺傳與發育方面的研究。同時

它是脊椎動物福罶多突變種魚都與人類疾病很相

像福所以也成為醫學研究與新藥篩檢的好對象。

我們利用斑馬魚的優點福研究類固醇縰爾蒙的功

羶福果然很快羶有一些成果顯現。

我們利用斑馬魚來研究孕烯醇酮的功羶福對

摘矙

類固醇荷爾蒙對於血糖、鹽類平衡的維持及第二性徵的表現扮演極為重要的角

色蠥然而對於胚艓發育方面的影響則仍舊不清楚。在類固醇的生合成代謝機制

中蠥孕烯醇酮是膽固醇之後的中間產物。孕烯醇酮除了可繼續生成下游中間產物

之外蠥我們發現在斑馬魚胚艓內蠥它能夠穩定細胞骨架並且幫助細胞移動蠥這樣

的發現在類固醇影響胚艓發育上乃是一大進展。

4695

「類固醇」的功能納
斑馬魚的胚胎發育

圖一：類固醇生成途徑蠥膽固醇受到Cyp11a1酵素（或稱之

為scc）反應蠥轉換為孕烯醇酮。孕烯醇酮再經由Hsd3b或是

Cyp17 酵素反應蠥轉變為其他代謝途徑中的中間產物類固

醇。在代謝途徑的最後蠥許多的中間產物將被轉換為重要的

類固醇荷爾蒙蠥如礦物性皮質素、糖皮質素以及性荷爾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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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孕烯醇酮的作用機轉福有初步的

了解。我們的研究是第一個以動物

實驗說明孕烯醇酮的重要性。我們

證實孕烯醇酮也存在於胚胎發育的

早期。

我們發現孕烯醇酮在斑馬魚胚

胎發育時福可以促進細胞的移動福幫助胚

胎從圓球狀變成魚細長的體型。過去認為

類固醇賀爾蒙需要進入細胞核才羶執行它

們的功羶禦我們的研究則證明孕烯醇酮可

以不進入核福而是直接和細胞骨架中的微

管結合福以維持其穩定性福而這樣的機制

可羶也與它在腦神經細胞的機制相同。這

樣的新穎發現福將刊登於世界著名的“自

然”期刊（Nature）福是國內近年來重要的

研究成果之一。

類固醇賀爾蒙的生合成所需的原料是

膽固醇福生合成的第一步驟便是經由

Cyp11a1這個酵素將膽

固醇轉變為孕烯醇酮福

接著再由孕烯醇酮經由

Hsd3b等酵素轉變為各

種不同類固醇賀爾蒙來

維持體內的各項平衡

（圖一）福因此福此一步

驟對類固醇賀爾蒙的生

合成福扮演著非常重要

的角色。在細胞內福如

酵素等之類的顳白質福

都是經由細胞核內的基

因福經由轉錄生成mRNA福再經轉譯的步

驟將顳白質生產出來福我們利用定位雜交

（in situ hybridization）的實驗觀察在早期斑

馬魚胚胎有無 cyp11a1 mRNA表現福發現魚

卵在受精之後便有所表現福而在晚一點時

期的胚胎福發現 cyp11a1表現在卵黃及細胞

群之間的一層細胞福稱之為（yolk syncytial

layer, YSL）（圖二）。

將 antisense morpholino 以 微 注 射

（microinjection）方式送進魚胚胎內以阻斷

轉錄福其中我們發現只有將 Cyp11a1 的

（antisense mopholino）注射處理後福胚胎有

圖三：利用顯微注射

morpholino到受精卵內蠥

觀察晚期胚艓生長情形。

相對於其他morpholino蠥
注射能夠抑制 Cyp11a1
表現的morpholino後（左

下圖）蠥此時的胚艓細胞

無法將卵黃完全包覆蠥顯

示胚艓細胞的移動受到影

響。

圖二：利用定位雜交技術蠥在胚艓極為早

期的時候蠥Cyp11a1以及Hsd3b就有表現

於胚艓細胞處蠥細胞下方即為卵黃。（上

圖）在較晚的時期可以發現這兩個基因表

現位於胚艓細胞及卵黃之間的組織蠥稱之

為（yolk syncytial layer, YSL）（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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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遲的外包（epiboly）速度的現象（圖

三）。由於之前所提的福Cyp11a1所負責的

便是把膽固醇轉為孕烯醇酮福所以降低

Cyp11a1表現便會降低孕烯醇

酮 的 量 。 因 此 福 將 受 過

（antisense mopholino）注射處

理的斑馬魚胚胎培養在含有

孕烯醇酮的水裡福發現在含

有一定濃度孕烯醇酮的水

裡福胚胎裡延遲的「外包」

速度有回復的現象（圖四）。

由於已知「外包」的移動是藉由從YSL

延伸到卵黃的微管所負責福所以我們接著

觀察微管在已受 C y p 11 a 1（ a n t i s e n s e

mopholino)注射處理後的斑馬

魚胚胎是否有受到影響福發

現在受nocodazole這種抑制微

管形成的藥物處理下福比起

正常的野生種 Cyp11a1（anti-

sense mopholino）注射處理後

的斑馬魚胚胎其微管組織較

為疏鬆福而且若是將胚胎培

養在含有孕烯醇酮的水裡福

可以將原本疏鬆的微管組織

圖五：將魚卵泡在含微管聚合抑制

物（nocodazole）的水中蠥再用免

疫染色的方式觀察魚卵的微管結

構蠥微管結構是從 YSL 向下延伸

的蠥而在morpholino處理後其結構

變得較疏鬆。而在泡入含孕烯醇酮

的水後蠥微管結構又變的較為緊

密。

圖四：將斑馬魚胚艓浸泡於含有不

同濃度孕烯醇酮的水中生長蠥爾後

觀察晚期胚艓細胞包覆卵黃的程

度。在此發現生長在含孕烯醇酮環

境下的胚艓蠥可以部份救回原本因

morpholino處理而延遲的胚艓細胞

移動蠥當到達1μM的濃度時蠥其影

響的程度相對於其他濃度而言較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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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復回來（圖五）。同時福為了確定微管的

量確實有所改變福將魚卵的細胞質以超高

速離心分離福聚合形成的微管的確會受孕

烯醇酮影響而增加（圖六）。為了了解孕烯

醇酮如何調控微管組織福我們將螢光物質

結合孕烯醇酮並送入斑馬魚胚胎中福發現

孕烯醇酮位置與微管組織的位置相吻合福

這樣的現象指出孕烯醇酮是以直接結合的

方式調控微管（圖七）。

綜合以上的結果福我們證實在斑馬魚

的早期發育時期福孕烯醇酮會藉由穩定微

管福進而影響斑馬魚胚胎外包的速度。這

樣的結果福可以進一步延伸到孕烯醇酮影

響腦細胞神經穩定、防止老化等功羶福讓

我們可以進一步了解此賀爾蒙的奧妙功

羶。

鍾邦柱
分子生物道酷所

論文發表於 Nature 439 (2006): 480-483.

圖七：將孕烯醇酮接螢光物質蠥利用螢

光標的技術觀察孕烯醇酮的位置蠥同時

用免疫染色技術標示出微管位置蠥發現

兩個物質的位置有重疊的部份蠥證實兩

者會在同一個位置上。

圖六：以超高速離心的方式分離出聚合

程度較好的微管蠥以及聚合程度較低的

微管或微管蛋白。Taxol可以促進微管蛋

白進行聚合形成微管蠥因此可看到聚合

程度較好的微管（pellet的位置）的量較

高。然而在morpholino處理後蠥魚卵內

聚合程度較好的微管就變少；在孕烯醇

酮處理之後蠥這樣變少的情形就回覆回

來（左圖）蠥而且孕烯醇酮濃度越高其

影響越大（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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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內的顳白質福從合成到降解（degradation福也就是指被

分解為小片段）福都被細膩地調控。紌顳白質完成了它的功羶福

不再被人體所需要時福就會被降解福走向死亡之路。這樣的運

作可以清癬細胞內過多或錯誤的顳白福避免細胞毒性的產生。

如果顳白質的降解出現問題福就會導致疾病。比如說福人類的

神經退化性疾病——帕金森氏症及阿茲海默症的部分成因福便

是顳白質的降解受到阻滯。

顳白質降解的研究到底有多麼重要？從2004年諾貝爾化學

獎頒發給三位生化學家福表彰他們發現以「泛素」（ubiquitin）

為標籤的顳白質降解方式福我們就可以知道福這方面的研究已

深受國際生物醫學界的高度重視。

目前福科學界已經知道顳白質被降解之前福會被貼上「泛

素」這種死亡標籤。然而福顳白質是如何被貼上「泛素」死亡

標籤？泛素黏 （ubiquitin ligase）認識即將被降解的顳白質福

將泛素黏貼其上福因此我們可稱之為顳白質的死神福將顳白質

送入黃泉。問題是死神如何正確降臨？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

摘矙

蛋白質的降解是細胞運作中的重要一環蠥其功能在清除過多或者錯誤的蛋白蠥避

免造成細胞的毒性。我們的研究發現在一種由 cullin所組成的泛素連接 蠥當它

們與一種類似泛素的分子Nedd8形成共價鍵結並同時活化時蠥這類 cullin的泛素

連接 變得非常不穩定蠥必須將Nedd8移除後蠥才能進入穩定但沒有活性的狀

態。我們的研究說明一種調降被活化泛素連接 的機制蠥以維持生理之衡定。

如何控制「蛋穫質的死神」？
cullin泛素黏 的活化、分解
及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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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死神的作用過程出現錯臚，將導

致病變。如何正確地控制死神？這是大家

想知道卻尚未得知的問題。我們所做的這

項研究，對這個問題提出一個解答。

我們實驗室研究 cullin這種泛素黏 ，

cullin蛋白蜉成了泛素黏 最大家族，它們

負責細胞內許多重衴蛋白質的袞解。這些

受 cullin死神袞解的蛋白質與人體的發育、

生理以及腫瘤的產生有著密切的關係。許

多重衴疾病，如阿茲海默症及血管瘤病，

就是因 cullin死神執行不當而造成的。特別

的是，cullin這一類泛素黏 ，自己本身會

被貼上另一種標籤，叫做Nedd8，這種標

籤是一種類似泛素的小蛋白質，具有兩種

功能。當 cullin被貼上Nedd8標籤，它擔任

死神的功能就被啟動，但自己也同時被袞

解，步入黃泉。因此，Nedd8標記對 cullin

死神是一個兩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引起科

學家廣泛的興趣，急於快皰解決。

身體細胞是如何解決這兩難問題呢？

我們最新的研究發現，將 cullin的死亡標籤

Nedd8移除，cullin就可以存活，但是它擔

任死神的功能也因此而喪失。所以，在

cullin執行死刑的同時，它本身可能會因被

Nedd8 標記而同歸於盡，或者藉由去除

Nedd8標籤而回收，待往後繼續使用。這樣

的作用機制可以齊免死神過度猖獗，蠼而

造成蛋白質死亡殆盡，以達到一種細胞內

平衡的效果。

我們的研究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

視，研究成果已於2005年10月發鼯在「自

然出版社」（Nature Publishing Group）的

《自然細胞生物雜誌》（Nature Cell Biology）

當中。這項研究說明了如何調袞 cullin這類

泛素黏 的過度活化，蠼而調控蚵胎的發

育、生理的平衡以及預防腫瘤的產生，因

此這類研究結果將可以促蠼我們對相關疾

病在預防及治療方面的蠼展。

籔正籔
分子生物Ｙ鴶所

籔文籔籔於 Nature Cell Biology 7 (2005):1014-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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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螰起，生命科學研究與技術突飛猛蠼。在最近 50

年間，生物學家不僅知道了生物的遺傳密碼存在於染色體上一

長串的DNA序列中，也發展出解讀DNA序列的方法。1990年

代初期所開始的國際合作人類基因蜉，在2000年宣布完成人類

基因蜉的草圖，象徵著二十一世螰的生物學研究蠼入後基因蜉

時代。

水稻是人類重衴糧食之一，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以之為主

食。隨著世界人口數漸增，如何增產又兼顧生態保育的衴求，

成為農業生物學家所面臨的嚴蝟挑戰。由於其重衴性，水稻的

遺傳育種研究歷史悠久，已累積大量研究成果，同時水稻與其

他禾本科作物物種基因蜉間存在著明顯的線性關係，在應用上

如傳統育種或近年來轉殖技術亦有所成就且不斷蠼步，因此，

水稻成為研究上的理想模式植物。由於水稻的基因蜉在重衴的

禾本科作物中是最小的，加上前述種種優勢，在1998年開始了

國際合作定序工作，聯合10個國家成立國際水稻基因蜉定序計

畫（International Rice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IRGSP），包

括我國、日本、南韓、邰國、加拿大、美國、巴西、印度、法

摘箝

我們參加了國籔水籔基因籔定序籔畫籔籔其他九個國家一籔籔以圖籔法為基礎籔

籔定序12條染籔籔籔共定出長度籔三億九千籔鹼基對籔其中我國籔籔定序的籔五

條染籔籔籔佔全籔基因籔的籔分之八。我們籔測水籔有37,544個非籔籔子籔籔的

基因籔籔另一模式植物籔拉伯籔的29,000個基因籔比籔基因密度比籔低。此外籔

水籔的基因籔中籔35%由各式籔籔子家族籔成。

解碼水稻基因組——
以及後續的基因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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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與中國，共同解讀水稻

十二條染色體的基因密

碼，提供高精確度的基因

蜉序列，應用於未來的水

稻及其他作物研究上。我

們協議選定粳稻品系日本

晴為材料，以圖譜為基礎

蠼行定序，並以國家為單

位，負責不同染色體區域

（如圖一）。

水稻基因蜉預估有三億九千萬鹼基

對，在 2004年年底我們宣告達成目標，得

到準確度高達 99.99%，且涵蓋 95%以上基

因蜉的序列。12條染色體共定出長度約三

億九千萬鹼基對，其中我國負責定序的第

五條染色體約佔全部的百分之八，完成比

例 99.1%，僅次於第八條（99.5%）及第十

二條（99.2%）（如鼯一）。這個國際合作的

研究成果已發鼯在 2005 年 8 月的 Nature

上，成為第一個完整定序的禾榖類作物。

圖一籔IRGSP 的標籔籔以及 12
條水籔染籔籔定序工作分籔的籔

意圖。台灣籔籔的是籔五條染籔

籔。

染色體 定序長度(bp) 空 隙 端點空隙(Mb) 中節空隙(Mb) 總長度(Mb) 涵蓋率(%)

數目 長度(Mb)

1        43,260,640       5       0.33              0.06                   1.4               45.05               96

2         35,954,074       3       0.1               0.01                   0.72            36.78             97.7

3         36,189,985       4       0.96              0.04                   0.18            37.37               96.8

4         35,489,479       3       0.46              0.2                          --            36.15             98.2

5 29,733,216 4      0.22              0.05                        --            30 99.1

6        30,731,386       1       0.02              0.03                   0.82           31.6              97.2

7        29,643,843       1       0.31              0.01                   0.32           30.28               97.9

8           28,434,680       1       0.09             0.05                        --            28.57               99.5

9           22,692,709      4      0.13             0.14                   0.62           30.53               74.3

10            22,683,701      4       0.68              0.13                   0.47           23.96               94.7

11         28,357,783     4     0.21              0.04                  1.9           30.76             92.2

12           27,561,960      0         0             0.05                   0.16            27.77              99.2

All        370,733,456    36       3.51             0.81                  6.59         388.82             95.3

籔一籔水籔十二條染籔籔的長度、籔籔、及涵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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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預測水稻有 37,544個非跳躍子相關的

基因，與另一模式植物阿拉伯芥的 29,000

個基因相比，基因密度比較低，約每一萬

鹼基對有一個基因。其中有2,859個基因只

出現在水稻以及其他禾本科植物，故可作

為單子葉與雙子葉植物分歧的鑑別依據。

此外，水稻的基因體約有 35%由各式已知

的跳躍子家族蜉成。

在第五條染色體部分，我們所建構的

長度為29,916,617鹼基對，其染色體各區段

的基因密度以灰階鼯示於圖二。序列解讀

之後，蠼行預測基因蜉中基因出現的位

置，目前分析預測水稻第五條染色體有

3687個基因。

水稻基因蜉定序工作的完成宣告了水

稻後基因蜉時代的正式來臨。我們現在也

參與了由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余淑美博士

所主導的水稻功能基因蜉大型計畫，大規

模的產生以標記片段插入水稻染色體，以

造成突變的水稻族群；由於知道插入位置

與突變性狀，我們可以極有效率的知道各

個基因的功能。而在此約五萬個突變族群

中，剛好插在第五條染色體的位置與數量

也鼯示於圖二。

在單一基因功能研究方面，我們也與

日本名古屋大學合作，分析一個極矮突變

株 gid1。我們先以遺傳的方式，定出其基

因位於第五條染色體的中段；找到目標基

圖二籔水籔籔五條染籔籔的密度籔功籔基因籔籔籔籔

之插入籔分布圖。長柱籔代籔染籔籔籔我們以灰籔來

標出基因的密度籔籔籔深淺籔籔基因密度之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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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後，定序找出 gid1突變株相對位置的變

異，也探討此基因產物的功能，其結果亦

發鼯於Nature（圖三）。

在水稻後基因蜉時代，功能基因蜉研

究是一個高度競爭的重衴工作，目前台灣

的各研究單位、大專院校等多個實驗室已

開始蠼行，例如產生突變株、特定基因功

能研究、基因定位等等。我們在完成此世

螰任務之際，也將持續把累積的經驗及國

際間研發的新知，繼續投入水稻更深入的

研究工作上，希望對台灣水稻及其他作物

的遺傳育種研究有更實際的幫助。

籔籔依籔、周德源、籔慶三、籔籔樺

鄔宏潘、籔介夫、鍾籔珠
植物暨微生物學Ｙ鴶所

籔文籔籔於 Nature 436 (2005): 793-800、437: 693-6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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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籔裡用幾個圖來籔籔如何籔現、籔籔gid1極籔基因。在D圖有三棵同時籔籔、插籔的水籔植株籔最左邊

的是正常水籔籔中籔的是d1籔籔株籔右邊的是 gid1籔籔株籔放大圖可以籔清楚gid1籔很小籔仍然根籔葉俱

全。籔兩籔籔株籔籔均是籔五條染籔籔籔傳密籔的改籔所籔成的。B圖籔籔我們如何籔現gid1基因籔我們利用

籔傳標籔籔在籔五條染籔籔上籔籔籔分別由左右漸漸找到籔標基因。A圖就是找到的gid1基因的序列籔籔長有

2450個字籔全籔只用籔傳密籔A、T、C、G來寫籔籔段序列位於籔五條染籔籔的中段籔其長度僅佔此染籔籔的

籔分之ㄧ以下。其中兩個籔籔區域的籔傳密籔剪接以後籔會成為一個籔籔籔籔的訊息。籔圈標出區域中的一個

籔傳密籔G籔成A籔籔個微小的改籔就籔水籔由正常籔成gid1籔籔株。C圖是前述兩個籔籔區域剪接產生的籔

籔質序列籔籔個籔籔是一個植物籔爾籔——GA的接受器。但gid1籔籔株的一個籔傳密籔G籔成A後籔會籔成

籔個籔籔質序列籔圈標出區域中的一個籔基籔G籔Gly籔籔成A籔Ala籔。籔個籔籔上微小的改籔籔成此籔籔功籔

喪失籔籔由一株正常水籔籔成極籔小的gid1籔籔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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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增殖和細胞凋亡皆為生命的基本現象，可持續維持體

內細胞數量的動態平衡，在蚵胎發育階段經由細胞凋亡可清除

多餘和已完成使命的細胞，以確保蚵胎的正常發育；在成體階

段，細胞凋亡更可清除衰老與產生病變的細胞，使個體維持在

穩定健康的狀態。細胞凋亡（apoptosis）一詞源自於希臘，意

指秋天的落葉凋落，最早於80年代初期被發現，當細胞遭受傷

害時，胞內的修復系統會被啟動並嘗試將之復原，但細胞無法

回復至正常作用的狀態時則會被消滅移除，以防止更大的危害

產生。例如細胞在紫外光照射或化學藥劑作用下，會產生突變

蠼而導致癌症的發生，但經由細胞凋亡的過程可減低其發生機

率。細胞凋亡時，於細胞形態和生化特徵上會發生許多變化，

如細胞粟的皺縮（Zeiosis or rapid blebbing）、細胞核的塌陷和瓦

解（nuclear collapse）、細胞內遺傳物質DNA被分解、細胞會逐

漸皺縮（shrink）與聚集（condense）、磷脂镽絲胺酸（PS）從

胞內向外翻出等等，但胞器與細胞的粟仍維持完整，同時細胞

凋亡體（apoptotic body）形成，再由鄰近細胞或巨噬細胞所吞

噬，有別於一般因外傷或局部缺血所造成的細胞壞死（necrosis）

（圖一），並可減少體內產生劇烈的免鈕反應。對發育中的蚵胎

摘箝

本籔籔探籔於斑籔籔籔籔中抑制磷籔籔籔籔籔受籔籔Phosphatidylserine receptor,

PSR籔時籔導籔大籔凋亡籔籔籔籔並影籔籔籔籔籔中籔籔籔動籔交互作用的籔

籔籔使心籔、籔、脊籔籔籔籔籔器官在籔籔上產生嚴籔籔籔籔籔籔籔籔凋亡籔籔

否正常籔籔對斑籔籔器官籔籔籔籔籔為籔籔籔在籔籔凋亡籔吞噬機制上如何籔控

籔籔籔籔及籔籔機制上有創新的籔明籔籔析。

以鏡訄凋亡體之吞噬機制
調控裝褘錉鏇及觀腛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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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說，細胞凋亡可有效率且安全的將發育

過程中不需衴的細胞移除；在致病機制

上，細胞凋亡更可快速且專一性的使已感

染病原體之細胞由巨噬細胞加以消滅，並

防止病原蠼一步的感染與擴散。2002 年

Robert Horvitz等人以線蟲（C. elegans）的

細胞凋亡與發育的關係獲頒諾貝爾醫學

獎，可見細胞凋亡的發現與研究對醫學與

基礎生物研究至為重衴。

我們的研究發現，魚類細胞株被感染

性胰臟壞死病毒（ Infectious pancreatic

necrosis virus；IPNV）感染時，會引發宿主

細胞的非典型細胞凋亡（nontypical apopto-

sis），以電子顯微鏡可發現被感染細胞產生

的凋亡體可由鄰近細胞加以吞噬並移除

（圖二）。宿主細胞的Bad基因在病毒感染

圖一籔籔籔凋亡籔apoptosis籔有別於籔籔壞死籔necrosis籔之作用機制。

圖二籔以籔子籔微籔籔察

籔籔凋亡籔可由籔籔籔籔

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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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被誘導鼯現，並透過酪胺酸激 （tyro-

sine kinase）之訊息傳導途徑促蠼宿主細胞

死亡，以酪胺酸激 的抑制劑加入時可阻

斷死亡訊息之傳遞路徑，此外，感染性胰

臟壞死病毒於感染宿主細胞後，可正向調

節Bad之鼯現並促蠼細胞凋亡的蠼行。我們

也發現病毒基因體中的VP5基因屬於Bcl-2

基因蛋白家族，具有BH1~4保守區域，可

調節病毒蛋白鼯現量並延後細胞凋亡的發

生，病毒可爭取更多時間蠼行複製並持續

感染傳播，感染後期另一個病毒蛋白VP3

則可促蠼細胞凋亡，故感染性胰臟壞死病

毒可藉由先反向與後正向調控宿主細胞凋

亡利於自身的複製。

細胞凋亡為動物蚵胎過程中相當重衴

的一環，並與器官形成、細胞總數的控制

及移除有遺傳缺陷或無正常功能細胞等機

制有關，人類腫瘤的形成往往也與細胞凋

亡無法正常作用有關。脊椎動物的臟器發

育取決於細胞生長與死亡之間的平衡，當

參與其中的基因鼯現量發生變化時，則可

能造成個體的不正常發育甚至畸胎的產

生。在過去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斑馬魚

Mcl-1a與BLP1基因在魚卵受精後即開始鼯

現，顯示其參與斑馬魚魚卵與蚵胎發育過

程。Mcl-1與BLP1屬於Bcl-2家族基因，

Bcl-2家族蛋白分為促細胞凋亡（pro-apop-

tosis）與抗細胞凋亡（anti-apoptosis）基因

兩類，當促細胞凋亡基因與抗細胞凋亡基

因間的平衡被破壞時，一連串訊息傳遞路

逕將被活化，下游的蛋白 caspase蠼行蛋

白質分解（proteolysis）並破壞細胞內部生

理平衡，使細胞逐漸走向死亡。將Mcl-1a

與Bcl-xL過量鼯現斑馬魚蚵胎中，其抗細

胞凋亡的特性可導致在斑馬魚蚵胎在受精

圖三籔斑籔籔籔籔籔籔籔現Mcl-1a籔Bcl-xL在受籔後

四天產生籔腫大籔liver hyperplasia籔的情形。C、F為

正常籔籔籔D、G為籔籔Mcl-1a籔現籔籔籔E、H為籔

籔籔現Bcl-xL籔籔。

圖四籔因籔籔籔現 BLP-1籔Tm籔籔Mcl-1a籔Tb籔籔成

籔腫大之籔殖斑籔籔籔籔籔籔籔周期籔cell cycle籔籔籔

基因如cyclin A2、B、D1、E及籔籔籔籔錄因子籔HNF-
1α、1β、3β、4α籔籔籔癌基因籔p53、c-myc、β-
catenin、N-ras籔籔現籔皓有增加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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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四天產生肝腫大（liver hyperplasia)的情

形（圖三），同時，細胞周期（cell cycle）

相關基因如 cyclin A2、B、D1、E及肝細胞

核轉錄因子（HNF-1α、1β、3β、4α）

與致癌基因（p53、c-myc、β-catenin、N-

ras）鼯現量皆有增加的情形（圖四）。此結

果顯示過量鼯現斑馬魚Mcl-1a與BLP1基

因於蚵胎中因破壞原本細胞生長與死亡間

的穩定平衡而造成肝腫大。

細胞凋亡的機制從低等動物線蟲到高

等脊椎動物中都具有相當的演化保守之一

致性，凋亡的細胞小體（apoptotic body)會

快速的被吞噬細胞（phagocytes）清除並袞

解。對高等生物而言，將凋亡體經由吞噬

作用快速的移除，可減低宿主體內發炎作

用與自體免鈕的產生。對發育中的個體來

說，細胞凋亡的機制提供了一個穩定而有

效的系統。吞噬細胞上負責辨識凋亡細胞

圖五籔磷籔籔籔籔籔受籔籔PSR籔於斑籔籔籔籔初期即籔始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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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接受體（receptor）包括磷脂镽絲胺酸受

體 （Phosphatidylserine receptor, PSR）、Fc

receptor、complement receptor 3, 4、ABC1

transporter等。近年來於線蟲與果蠅的研究

中，已利用可追蹤系統確認參與吞噬作用

的基因蜉，部份研究則

著重於在無脊椎生物中

凋亡體的辨識與吞噬機

制上；在斑馬魚發育中

凋亡體以何種機制移除

及缺少此清除缺陷所造

成病變之相關研究則仍

未明。因此，我們以抑

制磷脂镽絲胺酸受體

（PSR）鼯現的方式，研

究其在斑馬魚發育與器

官生成中所扮演之角

色。研究結果顯示，磷

脂镽絲胺酸受體（PSR）

於斑馬魚蚵胎發育早期

即開始鼯現（圖五），計

劃性細胞凋亡也從發育

初期的 shield stage即開

始蠼行，死細胞可經由

鄰近細胞移除。斑馬魚

的脂镽絲胺酸受體序列

已被定序完成，相較於

果蠅、人類、老鼠與線蟲的相似度分別為

76%、74%、72%與60%，其中包含穿粟區

域與磷脂镽絲胺酸（PS）辨識結合位置。

以反意寡核 酸morpholino於斑馬魚蚵胎

發育早期中袞低磷脂镽絲胺酸受體鼯現

時，可導致大量的凋亡細胞於整個蚵胎中

累積，並影響發育過程中細胞的移動

（migration）與細胞間相互作用，造成體

圖六籔morpholino於斑籔籔籔籔籔籔早期中籔低磷籔

籔籔籔籔受籔籔現時籔導籔大籔的凋亡籔籔於整個籔

籔中籔籔籔籔成籔籔A,B籔、心籔籔G,H籔、脊籔籔M,N籔

籔籔籔籔Q,R籔的籔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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葖、葖、心葖葖脊葖的葖葖葖圖六葖葖葖

些葖果葖葖紬斑葖葖葖葖葖由磷禧葖葖葖

葖受葖正葖的辨葖凋亡葖葖並促成其葖吞

噬葖葖葖葖紬使葖葖、葖、心葖葖脊葖葖

器官得以正常葖葖。斑葖葖葖葖器官葖葖

分別葖由內葖層葖endoderm葖、中葖層

葖mesoderm葖葖外葖層葖ectoderm葖的葖葖

分化葖來紬葖葖葖的交互作用亦十分葖

葖紬未清葖的死葖葖殘葖會葖漸於葖葖的

各個時期紬影葖一葖器官的形態葖生葖圖

七葖葖morphogenesis葖。

葖鼠的葖葖葖果葖葖紬在器官生成早

期即葖少磷禧葖葖葖葖受葖的葖葖紬可葖

成呼吸系葖葖葖葖先天性葖葖葖形。對人

葖葖葖紬葖葖凋亡的不正常亦葖成多葖葖

葖紬如腫葖或癌症的葖生、葖份葖葖免葖

葖葖、葖毒感染、心葖葖葖、動脈粥狀葖

化葖心葖葖葖葖葖葖葖葖葖。因此紬我們

在磷禧葖葖葖葖受葖為主的吞噬作用在斑

葖葖葖葖葖葖之葖葖紬可葖葖葖葖葖葖中

產生的凋亡葖葖如何葖正常葖葖紬使後葖

葖葖分化葖器官生成得以葖利葖葖紬不但

對葖葖凋亡葖吞噬機制如何葖控葖葖葖葖

及葖葖機制有更新的葖明紬更可在葖學上

提供創新葖葖葖的葖葖紬以葖決並治葖因

葖葖凋亡所葖成之各葖葖葖。

吳金洌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 Development 131 (2004): 5417-5427.

圖七：當抑制磷脂醯絲胺酸受體（PSR）表現時，未清除的死細胞殘骸會逐漸於發育的各個時期，影響一般器

官的形態發生（morpho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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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葖葖基因葖葖葖中

心主任葖啟惠葖士所葖展的

「一葖化多葖合成技葖」

葖P r o g r a m m a b l e O n e - p o t

Oligosaccharide Synthesis葖紬

葖其團葖成員吳宗葖及李葖

淇博士葖人更葖一步的葖

葖紬加上利用新質葖技葖紬

已可以克服葖前葖作「葖晶

片」所葖遇的瓶葖。葖個葖

葖性的成果不但葖葖在2006年4月份世界葖尖的德國《化學期刊

葖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葖》紬更授權葖台灣的產

業界紬葖葖葖晶片的葖葖及在生葖方葖的應用。

葖從「基因晶片」問世之後紬對基因葖的葖葖帶來葖葖性

的葖展紬很多葖葖葖有葖的基因葖化可用基因晶片來分析。然

葖紬從基因的葖化到其葖葖葖的葖係紬例如基因葖化葖葖葖質

葖現的葖係及葖葖質在葖葖合成之後的葖化紬包括磷葖化葖葖

化葖修葖作用紬卻無法從基因晶片的分析得知。由於基因功葖

主葖由葖葖質葖葖執葖紬因此紬功葖基因葖學或葖葖質葖學葖

摘簪

人體中的蛋白質有一半以上帶有醣類，這些醣類的功能是科學家們現今努力解答

的課題。「醣晶片」可以快速分析這些醣分子的功能、與蛋白質作用的關係，也

可快速的檢測癌細胞或病毒的存在。此研究利用「一鍋化多醣合成技術」，快速

製作含有複雜多醣分子的醣晶片，並利用新質譜技術直接在晶片上分析多醣分子

之構造及成分。預期此晶片對於醣類生物學的研究具有關鍵性的助力。

快速多醣合成及醣晶片之製作

圖一：多醣分子合成技術：

（a）固相合成與（b）一鍋化

多醣合成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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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後基因葖時代最葖葖的葖葖工作。

人葖中的葖葖質一半以上帶有葖葖紬

葖些葖葖葖在葖多的生物功葖紬從新生成

葖葖質的摺葖、羭葖在葖葖內的葖葖、葖

原感染的交互作用紬到免葖系葖葖葖炎的

作用機制紬以及葖葖的分化紬葖扮演葖極

為葖葖的葖葖。葖葖些葖葖葖上的葖葖到

底扮演何葖葖葖紬由於葖乏葖葖的工具紬

葖仍是科學家們努力葖葖答的課葖。如果

葖葖展有效的葖葖工具紬將會有葖葖性的

助力。如同已葖葖多時的基因晶片的概

念紬新葖葖的「葖晶片」技葖是葖葖學的

新葖工具紬正葖合現今的葖求。它不僅可

以用來快葖分析葖些葖分子的功葖紬尤其

葖葖葖質作用的葖係葖也可對癌

葖葖或葖毒的存在作快葖的檢

測。但葖前葖晶片之葖作所葖葖

的瓶葖紬在於多葖分子的合成葖

葖困葖紬同時很葖定葖晶片上的

葖分子。

葖啟惠葖士所葖導的團葖紬

用其葖名的「一葖化」多葖合成

技葖紬就葖決了葖個多葖分子合

圖二：以一鍋化多醣合成技術合成技術合成醣分子Globo H。

圖三：以共價鍵將醣分子連接在 N -
hydroxy succinimide ester 披覆的玻片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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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醣分子 Globo H的不

同序列組合與單株抗體

Mbr1（B）及VK-9（C）的結

合力強弱各異。

圖五：醣晶片上八十餘種代

表性醣分子的結構圖。

圖六：以醣晶片分析禽流感

Viet04與KD97病毒的受體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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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DIOS-MS醣晶片的製作與質譜分析。

成的葖葖紬基於單葖分子之保葖基對其化

學反應葖度之影葖所葖葖的建構單元

葖building blocks葖紬再利用葖葖葖式控制來

葖擇葖葖的建構單元紬葖由葖葖的步葖就

可以合成葖葖的多葖分子。葖葖「一葖化」

多葖合成技葖只葖葖數分葖或數小時即可

合成一葖多葖分子紬葖葖於傳葖的化學方

法紬可葖葖葖數日、甚葖數葖紬葖葖葖葖

了數葖倍之多。葖團葖利用葖葖新技葖合

成了多葖葖葖的癌症抗原及葖毒的受葖葖

分子紬也已成功葖備了一座小型多葖分子

葖庫。

此外紬葖由對 357nm波長光葖敏感的

特殊葖葖紬葖可將此多葖分子葖接到葖晶

片上。如此葖成的葖晶片可用質葖儀葖接

分析晶片上的葖分子紬在操作質葖儀的同

時紬其所葖出的葖射光可將晶片上的葖分

子切葖出來葖葖接葖葖分析紬因此可做好

品質葖制紬在葖葖葖斷時紬可以成為有效

的工具。

將來紬希望葖葖合半導葖技葖及基因

葖葖葖中心的多葖合成及新質葖技葖紬使

葖晶片之葖作技葖更葖完善。葖前一毫克

的多葖分子可葖作一億個葖晶片紬葖一個

晶片可有上千葖不同的葖分子。在葖葖葖

葖葖及多葖分子之功葖葖葖上紬葖晶片將

會是一個葖葖葖葖的工具。

此晶片葖作技葖並已葖授權葖一家生

技公司紬將在台灣葖葖葖晶片。

翁啟惠
基因體研究中心

論文發表於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5
(2006): 2753-2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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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葖葖爾化學獎授葖三位葖力於Ubiquitin修葖葖葖質

葖ubiquitination葖之葖葖學葖。Small ubiquitin-like modifier

葖SUMO葖是葖年來葖葖現的數葖葖ubiquitin修葖葖葖似的葖葖

質中的一葖。它可葖由葖似 ubiquitination的葖葖葖葖葖標葖葖

質上特定的 l y s i n e 的支葖形成共價葖紬葖個葖葖葖為

SUMOylation紬葖修葖葖標葖葖質。多葖基因葖錄因子紬訊息

傳葖分子及葖毒葖葖已葖葖實會葖SUMO修葖。葖 ubiquitina-

tion不同的是紬SUMOylation不會促葖其葖標葖葖質的葖葖。已

知SUMOylation的功葖包括臍1.影葖葖葖質葖的交互作用。 2.

改葖葖葖質於葖葖內座葖的位葖。 3.增加葖葖質的葖定性。在

哺乳動物的系葖中紬有葖多參葖基因葖現的葖葖質葖報導會葖

SUMO修葖紬其中包括 transcriptional activators, repressors, coacti-

vators葖 corepressors。SUMO修葖上述葖葖質後紬大多會抑制

基因的葖錄。葖於SUMO修葖葖葖如何去抑制基因的葖錄紬仍

有待葖一步的葖葖葖葖清。

摘簪

近20年來，科學家投注了許多心力以研究細胞如何調控基因的表現。細胞內基因

的正確表現與生物體的健康息息相關。許多疾病的發生，都是因為基因表現異常

所致。隨著外在環境的改變，細胞藉由各式各樣的轉錄因子與輔因子來調控基因

的表現。而這些因子活化或抑制基因表現的能力常常會受到其本身的蛋白質修飾

所影響。因此，本實驗室致力於研究新穎的輔因子，以及蛋白質修飾對於某些轉

錄因子與輔因子調節基因表現能力的影響。

細胞基因表現之調控趑
蛋白質SUMO修飾化（sumoylation）
抑制CBP轉錄輔因子活性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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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葖室葖幾年專注於葖葖Daxx葖個

新葖的葖因子。它最初葖葖為是一個參葖

葖葖凋亡的訊息傳葖分子紬後來又葖葖現

具有抑制基因葖現的葖力紬是一個基因葖

錄葖因子。本實葖室最葖葖現Daxx會葖葖

SUMO所修葖的 androgen receptor及Smad4

葖葖合紬並且參葖SUMO修葖所葖成的抑

制現葖。

CREB-binding protein葖CBP葖是一個具

有多葖功葖的葖錄葖因子。最初CBP葖葖

現是CREB的葖錄葖因子紬葖CREB葖個

葖錄因子葖 PKA磷葖化後紬CBP葖CREB

的葖合力會葖強紬因葖葖CREB徵召到pro-

moter葖葖紬並增葖CREB所活化的基因的

葖現。後來葖葖葖葖葖現CBP葖是葖多葖

葖的葖錄因子紬如 p53紬STAT1紬p65的葖

錄葖因子。已知CBP會葖磷葖基葖甲基所

修葖紬葖且葖兩葖葖葖質修葖葖會影葖

C B P 活 化 基 因 葖 現 的 葖 力 。 由 於

SUMOylation是一個葖為新葖的葖葖質修葖

的機制紬因此我們很好奇紬CBP是否也會

葖SUMO修葖紬葖SUMO修葖又會如何影

葖CBP的活性。

葖先我們葖察到紬由葖葖葖取液中葖

化得到的 C B P 在試葖中會葖葖化的

SUMOylation machinery所修葖葖圖一A葖。

葖葖實葖葖果葖葖紬C B P 葖實具有葖

SUMO修葖的葖力。我們葖一步利用可專

一性辨葖SUMO-1的抗葖紬在Western的實

葖中葖實紬由葖葖葖取液中葖化得到的

CBP紬有一葖分的CBP葖葖是葖 SUMO-1

所修葖的葖圖一B及C葖。葖葖葖葖葖中的

CBP葖實是會葖 SUMO-1所修葖的。接葖

我們葖用葖葖葖的策略紬嘗試尋找CBP上

的哪些 lysine residues會葖SUMO-1修葖。

我們葖現 Lys999、 Lys1034、Lys1057 是

CBP主葖的SUMOylation位葖 葖圖二葖。得

到了葖些CBP的SUMOylation mutants後紬

我們於報導基因及quantitative RT-PCR的實

葖中葖實SUMOylation會抑制CBP本葖活

化基因葖現的葖力紬也會抑制CBP活化其

他葖錄因子葖如STAT1葖活化基因的葖力

圖一：CBP可被蛋白質SUMO修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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葖圖三葖。

由於我們實葖室之前的葖葖葖葖Daxx

具有葖SUMO或葖SUMO所修葖的葖葖質

葖葖合的葖力紬因此我們很想葖葖Daxx是

否會葖葖SUMO所修葖的CBP葖葖合紬並

且在 SUMOylation所葖成的抑制現葖中扮

演葖葖。我們葖用數葖實葖方法紬包括

yeast two-hybrid assay、 mammalian two-

hybrid assay 、in vitro pull-down assay以及

ChIP assay紬葖果葖葖葖Daxx只有在CBP

葖SUMO修葖後紬才會葖CBP葖葖合葖圖

四葖。由於已知Daxx具有抑制某些葖錄因

子的葖力紬我們也想葖葖Daxx是否會抑制

圖二：CBP被蛋白質SUMO修飾化胺基酸之定位

圖三：蛋白質SUMO修飾化抑制CBP轉錄活性

圖四：CBP蛋白質SUMO修飾化後與Daxx相結合

圖五：Daxx參與SUMO修飾CBP所造成的抑制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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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P 的活性。

報導基因的實

葖葖果葖實紬

Daxx葖實會抑

制 C B P 的 活

性紬葖 CBP 的

SUMOylation

mutant 則不會

葖Daxx所抑制

葖圖五A-C葖。

葖葖葖Daxx在

SUMOylation

抑制 CBP 活性

的葖葖中扮演了葖葖的葖葖。

葖葖核中的 DNA 葖由纏葖於葖葖葖

上紬得以形成葖為葖密葖有葖葖的葖構。

由於 DNA葖葖葖葖葖葖密切的葖係紬葖葖

葖上的葖葖質修葖在基因葖現的葖控上也

扮演葖葖的葖葖。一葖葖葖紬葖 promoter

葖葖的葖葖葖乙葖化的葖度葖高紬則葖葖

位的葖構葖為葖散紬有利於基因的葖現。

換葖之紬葖 promoter葖葖的葖葖葖乙葖化

的葖度葖低紬則葖葖位的葖構葖為葖密紬

不利於基因的葖現。有葖多葖葖質具有對

葖葖葖葖葖去乙葖化的葖力紬如HDAC1紬

HDAC2紬葖 HDAC3紬他們具有葖低葖葖

葖乙葖化葖度的葖力紬因此葖葖為是 tran-

scription corepressor。Daxx葖葖何葖機制抑

制CBP的活性呢葖我們以ChIP assay的方

法來探葖葖個問葖紬葖葖Daxx是否可葖徵

召 某 些 H D A C 葖 葖 到 C B P 葖 葖 的

promoter。在我們葖察的三葖HDAC葖葖

中紬只有HDAC2葖徵召到CBP葖葖的pro-

m o t e r 是葖 D a x x 有葖的紬葖其他兩葖

HDAC葖葖則不受Daxx的影葖葖圖五D葖。

葖合上述的實葖葖果紬我們葖為SUMO修

葖CBP葖後紬可葖由Daxx徵召HDAC2到

promoter葖葖葖抑制其活性葖圖六葖。

葖些葖葖紬對於 SUMO修葖如何抑制

基因葖錄提供了一個葖大的葖現紬將有助

於葖葖葖葖基因的葖控。

施修明
生物醫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 Proceeding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2005):16973-16978.

圖六：CBP 本身不具有

DNA binding domain，但

是它會被許多不同的轉錄

因子（TFs）徵召而來到

promoter附近，並協助基

因表現的活化。CBP被

SUMO 修飾後會與 Daxx
相結合，透過 HDAC2 的

作用活化基因表現的能力

因而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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葖光、水、葖氣、土壤是葖持植物生長葖延的基本葖葖。

土壤提供植物所葖之葖物元葖紬包括主葖元葖紬如氮、磷、葖

葖葖以及微葖元葖紬如葖、葖、葖、葖葖。其中紬磷是構成葖

葖葖、葖傳物質去葖核葖核葖葖DNA葖和核葖核葖葖RNA葖以

及葖葖內葖源ATP的葖葖葖成紬葖此紬葖葖內葖葖質的磷葖化

對外界訊息之傳葖亦扮演葖葖葖葖的葖葖。

磷葖鹽葖HPO4-2紬Pi葖是植物葖主葖吸收利用的磷肥型

式紬其在土壤中容易流失葖且易葖其他葖葖子葖如葖、葖、

葖、葖葖葖子葖形成不溶物或葖土壤中之

微生物葖換成有機磷紬葖些在土壤中葖固

定的磷肥型式無法葖植物吸收紬導葖葖磷

對植物葖葖是一非常普葖的問葖葖圖一葖。

土壤中低濃度的磷葖鹽已葖葖為是在葖多

葖然環境中葖制植物生長及影葖作物產葖

的主葖因葖之一。施肥或葖可葖暫葖決此

問葖紬但並非長遠之葖紬據估葖只有葖

20% 所施用的磷肥實葖上葖植物吸收利

用紬葖其葖之 80%不是流失就是葖固定於

摘簪

透過對阿拉伯芥的一個微型核醣核酸（miR399）和其標的基因——泛素接合酵素

（ubiquitin-conjugating E2 enzyme）的研究，我們發現miR399和泛素接合酵素在以

下三個層次調控植物體內磷酸養份之恆定性（homeostasis）：(1)根部對磷酸之吸

收，(2)磷酸在根部與地上部之分配狀況，(3)磷酸於不同葉片間的轉運。這項發現

顯示維持植物體內磷酸恆定的重要性，並提供了進一步的重要線索與新的研究方

向。

小分子核醣核酸對
植物體內養份平衡之重要性

圖一：磷在土壤中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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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中磧無法磧植物利用。從磧度施肥的

磧田所流失的磷肥是磧成環境優氧化的主

因之一磧磧大磧施用磷肥的磧果亦磧低植

物多樣性的磧然生態磧施肥不但沒有徹底

磧決磧磷問磧磧反磧導磧更嚴磧的環境生

態問磧。因此磧磧對磧前大磧施用磷肥所

磧之磧業成本以及磧度施肥後所磧成環境

的嚴磧污染磧如何有效改磧植物對磷肥的

吸收已磧成為未來永磧磧業磧展的磧磧課

磧。

為了克服土壤中低磷的環境磧植物本

磧已磧展出一些形態上、生理上、生化上

以及分子上的應磧措

施來加強對磷磧的吸

收利用。磧些應磧措

施包括加強對外界磷

肥的吸收和磧整植物

磧內磧磷磧之分磧磧

磧省磷磧的消磧 磧圖

二磧磧在磧些反應中磧

快磧及獨特基因磧現

的改磧扮演磧磧磧磧

磧的磧磧。我們實磧

室磧磧於了磧磧磧在

低磷磧境下之特有基因族磧的功磧磧探磧

植物感應外在磷肥的多寡、訊息之傳磧以

及如何磧持磧磧中磷磧濃度恆定的磧磧機

制磧磧個磧磧的最磧磧標磧乃期望磧提供

有用的資料及策略來改磧作物在低磷土壤

中的生長狀況。我們最磧的磧磧磧磧微型

核磧核磧磧microRNA磧參磧植物磧內磷磧

恆定的磧控。微型核磧核磧是最磧幾年來

新磧現的小分子核磧核磧磧大磧只有 21個

鹼基磧具副磧控基因磧現的功磧磧在動物

磧磧內主磧是抑制特定訊息核磧核磧

磧mRNA磧的磧磧磧磧在植物磧磧內主磧是

圖二碕植物在低磷蓑境下之應蓑措施。 圖三碕微型核蓑核蓑蓑microRNA蓑對基因蓑控之機

制。

圖四碕低磷蓑境對微型核

蓑核蓑 399蓑miR399蓑
蓑圖B蓑和接合蓑蓑蓑E2蓑
蓑圖C蓑基因蓑現之影蓑。

圖A為接合蓑蓑基因之蓑

構並以蓑蓑蓑條蓑蓑五個

微型核蓑核蓑399的標的

位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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磧磧特定訊息核磧核磧的磧磧圖三磧磧在各

磧不同生理功磧之層磧上磧如生長磧磧之

磧控、對磧境應磧之磧力以及癌症磧生磧

均扮演極磧磧之磧磧。

磧磧對磧拉伯磧的的磧磧磧我們磧現

在 磧 磷 環 境 下 磧 微 型 核 磧 核 磧 3 9 9

磧miR399磧的磧現會磧大磧磧導磧因磧抑制

了其標的基因——泛磧接合磧磧磧ubiquitin-

conjugating E2 enzyme磧的磧現磧圖四磧。

大磧磧現miR399的磧殖植物抑制了泛磧接

合磧磧的磧現磧磧現出磧度磧磧磷磧於葉

磧的現磧磧甚磧磧成磷磧毒害磧圖五磧。可

見磧時且磧磧的miR399磧現和對泛磧接合

磧磧的磧控是磧持植物磧內

磷磧恆定磧磧的一環。葉磧

磷磧的磧度磧磧乃由於根磧

對磷磧吸收和磷磧從根磧磧

葉磧磧磧磧力的增加磧以及

磷磧滯留於葉磧所磧成磧圖

六磧。磷磧在植物磧內是可

以磧動的磧一磧在磧化磧磧

或磧磷磧境下會從磧葉磧磧

磧幼葉磧以提供新生磧磧生

長所磧。我們磧現大磧磧現

miR399 的磧殖植物中磧磷

磧從磧葉磧幼葉的磧磧受到

干擾磧圖七磧磧磧更加磧磧

葉磷磧毒害的現磧。基因磧

磧定位磧磧的磧果磧磧磧

miR399 和接合磧磧磧磧現

於磧磧束磧磧內磧圖八磧磧

此磧果不僅提供 miR399 和

泛磧接合磧磧在磧磧內磧互

作用的磧據磧並且支持miR399和泛磧接合

磧磧對磷磧在植物磧內系磧性的磧磧磧分

磧所扮演的磧磧。另外磧我們亦磧現先前

一磷磧磧度磧磧的磧磧株—— pho2磧其實

是磧磧於泛磧接合磧磧基因磧導磧接合磧

磧功磧喪失磧磧大磧磧現miR399的磧殖植

物性狀磧似。

磧合以上磧果磧我們磧為miR399和泛

磧接合磧磧基因的功磧在以下三個層次來

磧控植物磧內磷磧之恆定性磧(1)根磧對磷

磧之吸收磧(2)磷磧在根磧磧地上磧之分磧

狀況磧(3)在磧化或磧磷時磷磧於不同葉片

磧的磧磧。基於此磧我們提出miR399和泛

圖五碕大蓑蓑現 m i R 3 9 9 的蓑殖植物

蓑miR399b稓miR399c稓miR399f蓑葉蓑蓑度蓑

蓑磷蓑蓑圖B蓑並出現磷蓑毒害之性狀蓑圖

A蓑。Wt碕蓑生株稓A圖比例尺=1 cm。

圖 六 碕 大 蓑 蓑 現 m i R 3 9 9 的 蓑 殖 植 物

蓑miR399b稓 miR399f蓑增加根蓑對磷蓑之吸收

蓑圖蓑蓑以及加蓑磷蓑從根蓑蓑蓑蓑葉蓑蓑圖

蓑蓑。Wt碕蓑生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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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碕微型核蓑核蓑399蓑miR399蓑及泛蓑接合蓑蓑

蓑E2蓑對植物蓑內磷蓑平蓑蓑控之假蓑模式。A圖代

蓑蓑生植株稓B 圖代蓑微型核蓑核蓑399 大蓑蓑現之

蓑殖植株。圖中蓑蓑實心圓的蓑份代蓑根蓑磷蓑的吸

收系蓑稓蓑蓑蓑條代蓑磷蓑在地上蓑及地下蓑蓑的蓑

蓑稓蓑蓑蓑條代蓑磷蓑由蓑葉蓑蓑蓑其它蓑位的情

形。B 圖中蓑蓑代蓑蓑在蓑殖植物磷蓑蓑蓑出現損

害。在根蓑吸收系蓑稓愈大的磷蓑吸收蓑力以愈大的

圓圈代蓑稓蓑愈強的蓑蓑蓑力則以愈蓑的蓑條代蓑。

植物蓑乏磷蓑時會蓑蓑蓑青蓑稓因此蓑蓑葉片代蓑最

初出現磷蓑蓑乏的地方;磷蓑蓑多時則會蓑成葉片的

蓑化稓因此B圖中葉緣蓑蓑區域代蓑出現磷蓑毒害。

圖七碕大蓑蓑現miR399干擾磷蓑從蓑葉蓑幼葉的蓑

蓑。A圖蓑蓑蓑磷徵兆之出現。蓑生株蓑Wt蓑蓑磷徵

兆出現於蓑葉蓑蓑蓑蓑頭蓑稓蓑大蓑蓑現miR399之

蓑殖株蓑miR399b稓 miR399f蓑蓑磷徵兆蓑始於幼葉

蓑蓑蓑星蓑蓑蓑非蓑葉蓑蓑蓑蓑頭蓑。蓑圖蓑蓑放射性

磷蓑從蓑葉蓑幼葉的蓑蓑在大蓑蓑現miR399之蓑殖

株受蓑。A圖比例尺=0.5 cm稓蓑圖比例尺=1 cm。

圖八碕基因蓑蓑定位蓑果蓑蓑接合蓑蓑蓑圖蓑蓑和

miR399蓑圖蓑蓑主蓑蓑蓑現於蓑蓑束蓑蓑。A-a, B-
a,-d, -g, -j 比例尺= 5 mm礫 A-b, -c, -f, B-b, -c, -e, -f, -k,
-l, -n 比例尺= 1 mm礫A-d, -g, B-h, -i, -o, -p比例尺=
100μm礫A-e, -h, B-m, -q, -r, -s比例尺= 50μm。

磧接合磧磧對植物磧磷磧平磧磧控的假磧

模式磧圖九磧。磧磧磧現磧磧植物磧持磧內

磷磧恆定的磧磧性磧並提供磧一步磧磧磧

控植物磧內磷磧恆定的磧磧磧磧磧新的磧

磧方向。此外磧我們亦磧現在演化磧磧

中磧此miR399和泛磧接合磧磧對磷磧恆定

之磧持在不同植物物磧磧是磧保留的磧可

見此磧控系磧之磧磧性。

蓑子珍
生物祀業科學祀祀所祀備祀

蓑文蓑蓑於 Plant Cell 18 (2006): 412-421.
Plant Physiology 141 (2006): 100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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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磧內有磧多磧磧的多磧月太（polypeptides）磧如由下磧丘磧

放磧磧下磧的一些磧爾磧及周邊磧液內由磧磧球合成的化學磧

化磧磧（chemotactic proteins）磧常會在其磧月太磧的氮磧形成焦麩

氨磧（pyroglutamate）（圖

一）磧 如此磧方磧使磧些磧

月太正常磧使其生理功磧磧並

磧止磧磧內的磧月太水磧酉每

（aminopeptidases）所分磧。

有趣地磧導磧如磧磧海默症（Alzheimer's disease）磧的樣澱磧磧

磧（amyloidotic diseases）之樣澱磧磧月太（amyloid-β peptides）（圖

二）也常在其氮磧加上焦麩氨磧磧如此磧一磧磧為會加劇樣澱

磧磧月太的聚磧磧磧磧加磧樣澱磧斑（amyloid plaque）（圖二）的形

摘要

蓑蓑質氮蓑焦麩氨蓑蓑pyroglutamate蓑的形成稓是蓑內蓑多蓑爾蓑及蓑蓑質之生

合成蓑蓑必蓑的步蓑礫同時稓也可蓑蓑一些蓑理蓑蓑有蓑稓蓑如骨質蓑蓑症、蓑

蓑海默症及蓑濕性蓑蓑炎。蓑蓑蓑蓑質氮蓑的環化反應稓已知是由麩蓑蓑環化

蓑glutaminyl cyclase蓑所催化。生化所所長王惠鈞蓑士的團蓑蓑蓑了世上蓑一個人

蓑麩蓑蓑環化 的晶蓑蓑構稓並構蓑了一個未來蓑蓑蓑物的三度蓑蓑蓑構平台。

一個可能的阿茲海默症之藥物
標的蛋白及遺傳性骨質疏鬆症的
元兇
人蓑麩蓑氨環化蓑每及其
抑制劑蓑合蓑之高蓑析度X-光晶蓑蓑構

圖一碕由麩蓑蓑環化蓑每所催化之

蓑蓑質氮蓑焦麩氨蓑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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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使疾病惡化。 這種在胜月太鏈的氮端

加上焦麩氨酸的反應已知是由一種叫麩酸

胺環化 （glutaminyl cyclase）所摧化；而

且，目前為止，這種酵素已經在包括人類

在內的許多哺乳動物之腦部及白血球發

現。除此之外，根據最新的研究報告，婦

女麩酸胺環化 之基因差異與是否罹患骨

質疏鬆症（osteoporosis）有顯著的關聯性。

再者，此酵素在周邊血液白血球內的濃

度，也與成人是否罹患風溼性關節炎

（rheumatoid arthritis）息息相關。因此，一些

科學家乃至於一些藥廠，認為此酵素可能

是減緩樣澱粉病變

的藥物標的（d r u g

target）蛋白質，以

及風溼性關節炎和

成年婦女骨質疏鬆

症的生物標識（bio-

marker）蛋白質。

中央研究院生

化所所長王惠鈞院

士的研究團隊（主要

負責這項研究工作

的研究人員為黃開

發博士），配合其所

領導的X-光蛋白質

晶體繞射及高效率

蛋白質生產核心設

施的協助，成功自

人類骨髓組織之互補去氧核醣核酸庫

（cDNA library）中找出編碼麩酸胺環化 的

互補去氧核醣核酸，並將其在大腸桿菌

（Escherichia coil）內首次表達出具生物活性

的酵素。接著，利用其建立的高速蛋白質

晶體篩選平台，順利得到此酵素高品質的

蛋白質晶體。經過其研究團隊的努力，利

用這種蛋白質晶體成功地解出世上第一個

人類麩酸胺環化 的高解析度（1.66Å）X-

光晶體結構；同時，也解出此酵素與受質

（substrate）及一些抑制劑之複合體的晶體結

構（圖三）。這些人類麩酸胺環化 之抑制

圖二：一個含有氮端焦麩氨酸的樣澱粉胜月太─

pGlu3-Aβ(3-42)；pE意為焦麩氨酸殘基。下圖

則為一個阿茲海默症患者的腦粟切片磑可以看到

明顯的樣澱粉斑。

圖三：人類麩酸胺環化酉每

及其骯受質(紅色)及三種

抑制劑(紫、藍及綠色)複

合體之高解析度X-光晶體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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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八）。

除此之外，研究人員也首次以高壓液

相層析（HPLC）法證實人類麩酸胺環化

可以催化樣澱粉胜月太氮端焦麩氨酸的形成

（圖九）；並且，也建立了快速篩選人類麩

酸胺環化 抑制劑的標準步驟。這些研究

成果，將有助於瞭解因麩酸胺環化 之基

因差異所導致之骨質疏鬆症的

結構基礎；同時，也

提供了第一個三度空間的結構平台，用於

日後合理的設計（rational design）及篩選有

效抑制人類麩酸胺環化 的抑制劑，以便

作為治療或減緩與此酵素有關的人類疾

病，諸如阿茲海默症及風溼性關節炎。

王惠鈞
生物化學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 (2005): 13117-13122.

圖八：人類麩酸

胺環化酉每可能的

催化機制。酵素

鑑分以黑色表

示隃受質鑑分則

以藍色表示。

圖九：以高壓液相層析法證實人類麩

酸胺環化酉每可以催化樣澱粉胜月太氮端

焦麩氨酸的形成。(-)表示沒加酵

素；(+)表示有加酵素。





近年來輯關於台灣日治時期與戰後歷史事件有很多的討

論輯其實要還原歷史的真相是一件很困難的事輯再怎麼努力用

功的歷史學家也無法達到這個目標砦面對某一個地方所發生的

武裝抗爭輯以及政府對於地方蜌會的鎮壓行動輯要找出真相就

更加困難了。這是因為統治褬往往努力隱藏或消滅對它不利的

相關註據輯而當時幸運的生存褬也通常被嚇得不敢作聲砦即使

後來改朝換代輯鉰著時間的流逝輯他們的記憶有多可靠也是一

個問題。因此輯無論是文獻資料或口述歷史都有其侷限性。就

歷史學家的立場而言輯我們只能夠透過殘缺不全的文獻與口述

資料輯盡可能地說明某一事件發生經過輯探討它發生的種種原

因輯並且試圖判斷它對於地方蜌會和其後統治政策的影響。日

治時期的「 吧哖事件」輯因為規模與影響力都很大輯留下不

少資料輯所以是一個很好的討論案例。

發生於公元1915年夏天的 吧哖事件輯是日本統治台灣期

間所發生規模最大的一件武裝抗爭事件。 吧哖是地名輯就在

今日台南縣的玉井鄉輯這個事件主要的戰役都發生在這裡輯所

以稱做「 吧哖事件」。由於這個事件是由余清芳（1879-

摘要

發生於公元1915年夏天的 吧哖事件，是日本統治台灣期間所發生規模最大的一

件武裝抗爭事件。截至目前為止，有關這個事件的研究多鋉中在參與抗爭者的民

族意識、抗日精神以及余清芳等人的宗教信仰。我的研究則主要從社會史的角

度，利用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檔案、統計書、戶籍資料、報紙、回憶錄等資料，

加上台南和高雄山區的田野調查，從歷史人口學的角度探討本事件對於地方社會

結構所造成的衝擊與影響。

8095

染血的山谷
日治時期的口焦吧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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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縱、羅俊（1854-1915縱、江定（1866-

1916縱等不滿日本殖民政府的人意圖發動

武裝抗爭輯建立自己的領導政權輯因此也

稱為「余清芳事件」。又因他們常在今日台

南市一個叫做「西來庵」的王爺廟聚會輯

密謀起事輯這個事件也被稱為「西來庵事

件」。他們原訂在公元 1915年的陽曆八月

（農曆七月縱發動抗爭輯但在陽曆五月底就

為日本殖民政府所覺察輯六月底羅俊被

捕輯余清芳等人決定與江定等人領導的武

裝組織聯合。雖然參與抗爭的人籮及台灣

的北、中、南部輯但絕大部分的參與褬係

住在台南和高雄山區輯而武裝衝突也以這

些地區為主。

從 1915年陽曆七月初開始輯余清芳和

江定發動了一連串的攻擊事件輯燒毀許多

派出所輯殺害數十名日本和台灣警民。八

月初輯日本警察和軍隊反攻輯雙方在 吧

哖虎頭山交鋒輯余清芳等人敵不過日方的

機關槍和大砲輯死傷慘重。日方軍警鉰後

在附近村庄輯以及余清芳等人逃亡藏匿的

山區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輯燒毀許多民

房輯並有一些百姓遭到報復性的殺害。八

月二十二日輯余清芳被捕輯並且在九月二

十三日被處以死刑。不過輯到隔年（1916縱

四月輯殖民政府才透過地方人士說服江定

自首。江定等人於九月被處以死刑輯 吧

哖事件終告落幕。

截至目前為止輯有關這個事件的研究

多集中於參與抗爭褬的民族意識、抗日精

聰以及余清芳等人的宗教信仰。我的研究

則主要從蜌會史的角度輯利用日治時期的

地方志、檔案、統計書、戶籍資料、報

紙、回憶錄等資料輯加上台南和高雄山區

的田野痍查輯從歷史人口學的角度探討本

事件對於地方蜌會結構所造成的衝擊與影

響。

吧哖事件從余清芳等人開始策畫起

事輯到江定等人被審判處死輯前後約兩年

的時間裡輯有 1,957名台灣人被逮捕──其

中遭到起訴的有 1,482人輯而被判處死刑褬

高達 915 人輯但實際上被處死褬僅有 135

人輯近300人則死於監獄之中。除此之外輯

在台南和高雄山區村莊的死亡人數問題輯

從未有過定論。如王蒐琅指出賅慘遭殺害

的庄民確實數字無從得知輯據傳至少有數

千人。周宗賢的研究提到有一個村庄「被

從庄頭殺至庄尾」輯認為日方對於其它村庄

可能也有報復性的滅庄行為。

我認為要進一步探究在事件中的死亡

人數輯以及究竟有沒有所謂「屠庄」的情

形輯可以從日治時期的戶籍資料找到一些

佐証。我研究過下列十個村莊的戶籍資

料輯沙仔田、芒仔芒、竹圍（位於今台南

縣玉井鄉縱、岡仔林、內庄仔庄、（位於今

台南縣左鎮鄉縱、菁埔寮、中坑、南庄、北

寮、竹頭崎（位於今台南縣南化鄉縱輯發現

這十個村莊確實有不少人遭到殺害。

總計 1915年七月至十二月間輯十個村

莊的死亡人數為 1,789人輯但是必須強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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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輯這些村民的死因相當多元輯包括陣

亡、被屠殺、病逝等等。以八月六日（這

一天日本軍警衝到 吧哖去反制抗軍砦請

見地圖一縱的死亡人數看來輯村民罹難情

形是很明顯的。這一天上述十個村庄中共

有 993位村民死亡輯包括 740名男性、112

名女性和 141名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

死亡人數最多的村庄是竹圍輯共有 246位

村民死亡輯包括 125名男性、64名女性和

57名十六歲以下的未成年人。日本警官的

報告中有這麼一句話賅「六日輯軍隊於竹

圍庄及其附近村庄輯燒民房 300戶。」（請

見圖一縱。就武裝抗爭史的角度來說輯有這

麼多房屋被燒燬的話輯通常也會有民眾被

殺害的情形發生。即使到了八月底輯余清

芳已經被捕（請見圖二縱輯戰火也平息了輯

但是部分村庄的死亡人數仍然持續增加。

這是由於蘡些房屋被燒燬的村民的生活、

健康條件變差所致。

整體來說輯從 吧哖事件前後的死亡

人數輯可以看出兩種現象賅1915年七月至

八月間的死亡人數非常高輯而且以成年男

性為主輯死因主要為陣亡或被屠殺砦同年

地圖一藡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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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至十二月間的死亡人數雖然有減少輯

但大多數為婦女、老人及幼童為主輯死因

主要為病逝。（請見地圖二、地圖三縱

就長期而言輯由於這十個村庄的成年

男性中有很多人被殺害輯或褬是因此事件

入獄服刑輯所以這些村庄的人口很難回到

地圖二藡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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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發之前的水準輯甚至到 1919年仍然持續

減少。1920年四月輯大目降公學校菜寮分

校（現左鎮國小前身縱創校時輯一年級的

新生有六十多名輯而內庄仔庄竟然沒有任

何入學的學童。

這幾年來輯我和助理在跑田野期間輯

聽過不少悲慘的故事輯而最令人感動的

是賅雖然有這麼多村民在 吧哖事件中遇

難輯但是當地倖存褬和他們的後代對於當

時的加害褬毫無怨恨之

心輯反而希望大家能夠

從這個悲劇中得到教

訓輯和平相處。2001 年

五月中輯我們在玉井鄉

竹圍村訪問了一位主要

報導人江炳煌先生輯這

個村庄在 吧哖事件中

受創很重輯有好幾百位

村民被殺害輯除了江家的房子之外輯其他

房屋全部都被燒燬。江先生搜集了許多有

關這個事件的寶貴口述資料輯對於過去發

生在家鄉的慘痛事件輯除了哀悼之外輯他

也懷著一種期許未來美好的胸襟。我們發

現他在自己的花園裡用石頭排列成一顆愛

心輯中間豎立一個小石碑輯上面用日文刻

著賅「永久平和願」（但願有永久的

和平縱（請見圖三縱。這是多麼高貴的一種

情懷！讓我們也和他一樣懷著寬廣的心胸

和良善的希望輯期待美麗寶島和世界上所

有的人共同擁有一個美好的未來。

康豹
近代史研究所

論文發表於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4.2 (2005):
387-424.

地圖三藡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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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雖然經濟發展使得我們的物質生活日益豐富輯但是代價卻是

自然資源之耗黃與環境品質之降低。由於人民要求更佳的環境品

質輯亦且期望永續發展的經濟、環境與蜌會輯因此政府、廠商與

人民持續投入相當多的資源進行自然資源保碩與環境保護的工

作輯然而要瞭解這些工作是否符合成本效益輯有賴於正確地衡量

資源保碩與環境保護的效益輯以協助相關政府部門作決策。

由於多數的自然資源與環境品質沒有市場交易輯故很難利用

市場上的交易價格評估其帶給人們的效益。環境經濟學因而發展

出三大類方法以評估自然資源與環境品質的價值。瘖一類方法為

市場價值評估法賅由於環境品質之質損有時會透過市場產品或生

產投入因素的生產量與消費量變動而衍生輯故可直接應用市場財

貨的各種資訊輯如價格、數量、供給、需求等輯以推估福利的變

動。瘖二類為替代市場價值評估法輯係間接觀察消費褬在市場上

消費與環境品質有關之財貨的行為輯進而推估環境品質改善後之

經濟效益輯包括旅行成本法、特徵資產價值法、特徵工資法、生

產函數法等。瘖三類為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輯CVM縱輯係直接利用痍查問卷設計假設性的問題輯詢問

摘要

以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之封閉式詢價方式取得民眾對非市場財貨之效益

評量資訊時，會產生起始點偏誤（starting point bias），包含了引導偏誤

（anchoring bias）與肯定回答（yea-saying bias）。過去文獻中僅針對引導

偏誤進行推估與檢定，而本文建立一個一般化的模型，可以分別推估檢

定此兩種偏誤，使得非市場環境財貨之效益評量更為正確。

封閉式假設市場價值評估法
之一般化起始點偏誤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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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對環境品質改善所願意支付的最大

金額或最小賠償，進而推估環境品質改善

的經濟效益。

利用 CVM 方法具有以下幾個優點：

（1）可詢問假設性問題，故不受限於現有

資料，（2）可同時衡量非市場環境財貨之

使用價值與非使用價值，（3）可依研究經

費與時間選擇適當的問卷調查方式，（4）

可同時進行現場與非現場調查等，故自

1980年代以來即受到環境經濟學者專家的

肯定與多國政府之認可。但CVM方法是否

能夠有效地取得民眾對非市場財貨的效益

資料，有賴於對此方法的透徹瞭解與問卷

設計。不當的問卷設計會使效益推估質產

生許多偏誤，例如策略性偏誤、假設性偏

誤、問卷設計偏誤（含起始點偏誤）、美質

設定偏誤等。

利用CVM方法時，可採取開放式或封

閉式之詢價方式以取得民眾對改善環境品

質的最大願付金額。開放式詢價法是直接

詢問受訪者願意為環境改善所願意支付的

最大金額（willingness to pay，WTP），或者

對環境惡化所願接受之最小賠償金額

（willingness to accept，WTA）；而封閉式

詢價法（dichotomous CV surveys）則是由

問卷隨機給定一個金額（起始金額，start-

ing point），然後詢問受訪者是否願意支付

此金額。封閉式問法因符合民眾購買習慣

而運用普遍，但封閉式詢價法所取得的資

料為不連續資料，必須使用間斷選擇模型

（discrete choice model）加以推估出價函

數，且會有產生起始點偏誤之虞，故在文

獻中有廣泛討論。封閉式詢價法有單界

（single-bounded）與雙界（double-bounded）

二分選擇之分，前者只詢問受訪者一次給

定起始金額；後者則視受訪者第一次的回

答，如回答願意支付則提高第二次給定的

起始金額，反之則降低第二次給定的起始

金額。雙界二分選擇因可獲得較多資訊，

增加出價函數之推估效率而被普遍運用。

起始點偏誤（starting point bias）包含

引導偏誤（anchoring bias）與肯定回答

（yea-saying bias）兩種偏誤，前者產生原因

是受訪者對被詢問之環境財貨一般沒有交

易經驗，也少思考其價值，所以易受問卷

上給定之起始金額所引導；後者則是受訪

者對於是否願意支付此金額的問題，會傾

向回答願意，其原因有二：（1）基於利

他、公德心或公民責任感，受訪者即使自

身沒有由環境財之保護得到效益，仍願意

出錢保護環境財，（2）受訪者基於環境財

必須保護的社會壓力，因而傾向回答「願

意支付」。

過去文獻僅針對引導偏誤進行推估與

檢定，本文的主要貢獻在於建立一個一般

化的模型，可以分別推估檢定是否有明顯

的引導偏誤與肯定回答偏誤，使得非市場

環境財貨之效益評量更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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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眓定

使用CVM方法衡量公共財時需假設一

個理性的受訪者知道其對公共財的真實價

值（latent value），當不考慮受訪者之肯定回

答偏誤時，受訪者對公共財之真實價值（W*）

為受訪者特性（X）的函數，如式（1）：

W*﹦ Xβ＋V 

式中β為迴歸係數，V 為統計誤差項，誤

差項的期望值為零（E（V） = 0）。當納入

受訪者肯定回答偏誤之考量時，則受訪者

對公共財之事前WTP（prior WTP）（W1）

如式（2）：

W1﹦ W*＋U﹦Xβ＋ε,  

式中U為肯定回答偏誤，是一非負的隨機變

數，ε﹦（V+U），E（ε）＞ 0。

當受訪者首次被詢問是否願意支付某給定

金額（b1）以改善空氣品質，受訪者會比較

W1與 b1，若W1 ≥ b1 則回答願意，反之回答

不願意。其決策過程如式（3）：

d1﹦ 1  if   W1≧b1    
or ε﹦ V+U≧b1-Xβ,

﹦ 0  if   W1＜b1    
or  ε﹦ V+U＜b1-Xβ,

式中d1 為第一次回答之指標變數。

根據Herriges與Shogren（1996），第一

次給定金額（b1）會影響受訪者事後WTP

（posterior WTP）（W2），進而對第二次詢價

結果產生引導偏誤如式（4）：

W2﹦ (1-γ)W1＋γb1,

式中0 ≦γ≦ 1，為引導偏誤之權重。當受

訪者第二次被詢問是否願易支付某給定金

額（b2）以改善空氣品質，受訪者會比較

W2與 b2，若W2≧b2則回答願意，反之回答

不願意。其決策過程如式（5）：

d2﹦1 if  W2≧b2  
orε﹦V+U≧ -Xβ,

﹦0  if   W2＜b2 
orε﹦V+U＜ -Xβ.

式中 d2為第二次回答之指標變數。根據此

受訪者的行為模型，我們發展計量迴歸模

型，並且實證估計台灣空氣品質改善的效

益，發現此一個案有很強的引導偏誤，但

沒有肯定回答偏誤。

眓眓眓眓性

對於文獻中評量非市場財貨價值時廣

泛應用之CVM雙界二分選擇模型，本研究

發展出一個更一般化的模型，除可推估與

檢定引導偏誤外，亦可推估與檢定肯定回

答偏誤，使得非市場財貨的價值推估更為

正確，進而影響非市場財貨相關政策之成

本效益分析的結果。相關應用包括環境品

質標準之設定、資源保育的程度、綠色所

得帳的編製、環境影響評估等。

眓代基眓

中央紑紑紑紑濟紑紑所

眓玉眓
台北大學紑然資源紑環境紑理紑紑所

眓眓如
紑國紑得堡大學紑濟系

眓文眓眓於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50.2 (2004): 362-377.

b2
-γb1

1-γ
b2

-γb1

1-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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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眓篇眓文旨在探眓以眓脈所形成的「男性眓眓眓」。眓脈位於人眓的中眓眓眓是

所眓「奇眓八脈」的主脈。眓脈的眓眓分別眓眓男、女的生殖器眓沿眓脊骨眓眓

人眓最眓眓的眓器眓眓眓眓眓。眓由眓液所眓成。眓眓、脊眓眓眓眓之眓形成流

動的眓係。男性的眓液下漏眓使眓眓眓眓眓眓房中眓生則眓法固守眓液眓並且使

眓眓上聚於眓以眓填眓液。男女眓有眓同的眓脈、眓眓眓眓眓構眓眓但個別的眓

脈及眓眓的器官卻有性別的意涵。

督脈與中國早期養生實踐

打眓任眓二脈

中國醫學的經脈體系繁複，一般人對經脈的相關術語及其

內容茫然不知，獨獨對任、督二條經脈能琅琅上

口。「打通任督二脈。」當人們這樣

說時，意味著打通了事情最核心的部

分。

我們搜尋中國歷代養生相關圖譜，

其表達方式往往將人體的脈絡簡化為任

督二脈，甚至有些只畫出一條脈——督

脈。《莊子》說：「緣督以為經」，即沿著督脈

行氣是養生家的常法；這無疑暗示督脈在人身的核

心位置。

督脈位於人體的脊梁，是所謂「奇經八脈」

的主脈。任督二脈一前一後居於人體的中軸

線，醫家將其類比為天體、地理上的子午

線，也就是空間上的南北基線。由於宇宙論

的類比想像在古典醫學中幾乎是隨處可

眓脈圖眓承眓庵眓《古本十四眓眓揮》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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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我們常常視

為理所當然。數

術類比其實涉及

一個醫學的重要

問題：即身體的

中樞區域或控制

的源頭在哪裡？

也就是說，人體

的活動能量有一

個主要的源頭。

相對於天地陰陽

之氣運作的子午

線，人體也以任

督二脈為主導源

頭。

人眓的中眓眓眓中樞區

醫學技術之所以具有效驗，而被人實

驗、操作，往往援借一些作為媒介的中介

概念。督脈即是中脈，而人體的中樞以督

脈及其循行相關的臟器如腦、腎所組成。

一九九三年，四川帛系陽西漢墓出土經脈木

人模型最引人注目的特色是，位於背脊正

中起訖於鼻尖與肛門之間的督脈。

根據醫學典籍的敘述，督脈的循行路

線分別經過男、女的生殖器，沿著脊骨，

連結於腦與腎。腦由髓液所組成。人食五

穀經消化所產生最精微的汁液，滲入於

骨，使骨髓得以伸展自如，同時滋補腦

人眓圖眓眓特別強

眓眓脊的眓脈眓眓

眓梠眓《周易參同

契脈望》眓。

四川帛系眓眓漢墓出土眓脈木人模型眓手持模型眓為眓

眓眓先生眓。



髓。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腦髓、脊髓與腎

精之間彼此形成流動的關係。男性因房事

失度，精液流瀉，即導致腦部的髓液下

流。而房中養生的原理，即是將通過繁複

體位所產生的精液，沿著背脊的督脈上升

至頭部以補益腦髓。

男性的眓眓感

醫學論述與房中養生之間彼此滲透也

有區隔。在醫學論述裡，腦髓、脊髓、腎

精彼此之間是緊密相關的，房中養生的生

9095

眓眓、脊眓眓眓眓之眓彼此形成流動的眓係眓施沛眓

《眓眓指掌圖書》眓。

眓脊眓脈之圖眓吳眓眓《眓宗眓眓》眓。

眓液為寶眓慎眓眓眓眓席眓康眓《內外功圖眓眓眓》眓。

眓海

眓

骨

肺

眓 心
眓

眓

眓

眓

眓

大眓

眓眓

眓
眓

眓又眓 出
溺

泄
眓

眓



9591

理基礎蒹之殊蒹同歸。然蒹蒹所蒹「蒹蒹

蒹蒹」之蒹則蒹蒹蒹學生理原則蒹形成蒹

學的蒹蒹蒹蒹生的蒹蒹根本上的差蒹。

中國早期蒹學文獻有「蒹蒹蒹」的蒹

述蒹蒹裡「蒹」包含男性生殖功蒹的蒹液

之意。東漢中晚期蒹蒹蒹蒹呼吸的功蒹建

蒹蒹明蒹的蒹係。《蒹蒹》即將「蒹蒹動

氣」蒹為「呼吸之門」。蒹一根本性之蒹蒹

的同時蒹「蒹蒹蒹蒹」的房中蒹即出現在

東漢末年蒹教蒹典《蒹子想爾注》。

「蒹蒹蒹蒹」的技法蒹大蒹是主張久交

蒹不瀉蒹甚蒹蒹採女性之蒹氣蒹最蒹蒹的

是在蒹蒹男性可蒹流失的蒹蒹。以蒹脈為

中心的男性蒹學蒹述蒹深深地滲蒹蒹日後

男性的蒹蒹蒹蒹。蒹蒹之蒹男女蒹有任、

蒹蒹脈蒹但個別的蒹脈及蒹蒹器官卻有性

別的意涵。

身體史研究的三個轉向

蒹蒹脈蒹蒹的蒹、蒹、骨蒹人蒹構

蒹蒹是古典蒹學中邊緣化的一蒹概念「奇

恆之府」。蒹蒹「奇蒹」蒹一系蒹蒹脈的蒹

蒹蒹我們深蒹蒹前蒹學史成果對古典蒹學

蒹液了蒹的蒹乏蒹例如蒹、蒹液、汗、蒹

蒹蒹。「津液蒹」的探蒹應蒹是蒹接「氣蒹」

的蒹蒹蒹成為下一個蒹蒹蒹段的蒹心所

在。其次蒹我們在爬梳古典蒹學的蒹蒹蒹

之外蒹應蒹掘蒹生蒹述的蒹蒹想像及蒹心

蒹蒹。最後蒹我們特別注蒹「房中」蒹一

系蒹蒹學的生命概念之蒹蒹蒹不僅有助奇

蒹八脈全蒹性的理蒹蒹也將促使性別史、

蒹蒹史的探蒹蒹蒹一個新的蒹蒹碑。

李建民
歷史語碪碪碪所

論文發表於《中央蒹蒹蒹歷史語蒹蒹蒹所蒹刊》蒹76
本蒹2分蒹2005年6月蒹蒹249-313。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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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蒹前民主蒹會中蒹每一個人蒹受國家

之憲法的蒹定蒹具公民之蒹分蒹並且享有憲

法保蒹的基本人權蒹包括政治蒹蒹利權蒹蒹

蒹對蒹蒹蒹他亦必蒹對國家承擔各蒹蒹務。

然蒹蒹現代蒹由民主蒹會的多元性格也帶來

公民對其蒹份蒹同的多蒹性蒹就如政治理蒹

家所蒹的「多元性的公民蒹份」蒹pluralist cit-

izenship蒹。作為現代市民蒹會的成員蒹公民

具有從事蒹濟活動以及在蒹場工作的蒹份蒹

作為民族共同蒹的一員蒹公民具有民族的蒹

份蒹公民因承簃人民之主權的形構蒹蒹也有

民主之主權蒹的蒹份。蒹此之外蒹在蒹前所

蒹全球化的蒹境中蒹任何國家的公民也可標

摘要

本文闡釋西方之公民身份與權利觀的遞嬗。其旨趣在於說明，公民之身份與權利

觀隨著時代脈絡以及解釋理論的不同，呈現出多重性與歷史的特殊性。據此，本

文反思當前以民族國家為經緯所形成的公民身份與權利之「統合性」模式的有效

性，並以Seyla Benhabib的「分解性的公民身份」與「民主之重述」的觀念為取

向，闡釋多重性公民身份的民主意涵。文章指出，民主社會肯定公民身份與權利

的多重性，並提供各種公民身份及權利表達自身的談論域境，經由公民對民主之

原初意義的爭議與相互干涉，民主社會得以擴充民主以及公民身份的涵義；另一

方面可以防制摧毀性之政治與社會衝突。

公民粖份的多粖性及其
民主政治的意涵

十七世紀英國政治哲學家霍布斯的《利維坦》確立了

現代國家主權理論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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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然蒹蒹政治抗蒹蒹不服從是否有其蒹

蒹的界蒹蒹政治抗蒹蒹不服從往往帶有抗

蒹蒹個人強烈的主蒹蒹彩蒹同時具有反蒹

無常蒹甚蒹蒹蒹的性格。蒹此蒹民族國家

即使蒹夠蒹會公民蒹份及其忠蒹的多元性

格蒹是否蒹夠容忍公民的抗蒹蒹不服從蒹

再蒹蒹所蒹的「世界公民」的理想是否只

是為了掙蒹如上所蒹的蒹盾蒹形成的一蒹

烏托蒹的蒹想蒹

在思蒹蒹些問蒹上蒹蒹代之政治理蒹

基本上依蒹承蒹公民乃蒹蒹主權國家蒹民

族共同蒹的基本蒹蒹。因此蒹強蒹公民蒹

份之多蒹性所引蒹的蒹蒹只蒹訴蒹民族國

家之民主機制蒹方得有蒹蒹的可蒹性。就

此蒹蒹代政治理蒹提出了下蒹的兩蒹基本

主張蒹一方蒹蒹主權國家必蒹盡其所蒹樹

蒹治理之權威蒹此權威之正蒹性乃基於民

1793年5月5日法國大革命期間，首度召開國民大會，制訂憲法。

榜蒹蒹為「世界公民」。既是如此蒹蒹份的

多蒹性蒹然蒹蒹蒹些蒹份無法彼此共蒹蒹

蒹且可蒹對蒹衝蒹的蒹蒹。

蒹對蒹個蒹蒹蒹現代政治理蒹承蒹蒹

十五世蒹以來歐洲公民蒹念的傳蒹蒹思蒹

的蒹蒹在於蒹如何一方蒹蒹定多蒹性之公

民蒹份的蒹同蒹但另一方蒹又蒹蒹蒹此多

蒹性蒹含的對蒹蒹蒹以蒹由憲政主蒹的公

民蒹念來蒹蒹公民既是由國家憲法所蒹定

的蒹份蒹且他的基本人權亦受憲法的保

蒹蒹公民即應忠蒹於他所屬的國家蒹民

族蒹但是從公民共和主蒹蒹激蒹民主的理

念來蒹蒹公民之政治實蒹應蒹公民所屬的

國家蒹民族蒹蒹蒹否則他將無法反思蒹批

判主權國家之治理所蒹含的任意獨斷以及

官僚蒹政的蒹化蒹因此蒹定公民之政治參

蒹的有效性以及政治抗蒹蒹不服從的正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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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抗議與國家公權力的衝突。

主的蒹作蒹容蒹、甚蒹蒹勵公民的政治參

蒹及蒹蒹審蒹。對於公民的抗蒹蒹政府蒹

蒹蒹地蒹予回應蒹並以司法規蒹之蒹另一

方蒹蒹公民必蒹從政治的參蒹中蒹學蒹公

民之德蒹蒹如奉獻心

力於公共事務蒹熟悉

政治制度的蒹作以及

政治的蒹蒹蒹對政治

共同蒹的蒹展有一蒹

蒹善的期蒹蒹善於蒹

蒹溝蒹蒹蒹成政府的

蒹善決策以及廉潔的

作為蒹有正蒹感但蒹

蒹我蒹制蒹不蒹於失

之蒹度蒹德主蒹的激

切。蒹些蒹念主張蒹然具有理想性蒹但在

蒹前的蒹由民主蒹會中蒹它們是可欲求

的蒹也是可蒹實的。

蒹對「世界公民」的理想蒹蒹代政治

理蒹思蒹的蒹蒹在於蒹我們蒹在「全球化」

的蒹境蒹是否可蒹蒹蒹主權之單一性蒹蒹

對性蒹蒹蒹展出「主權共享」的蒹念。蒹

蒹思蒹蒹無定蒹蒹但蒹代政治理蒹大蒹蒹

為蒹「世界公民」的理想可以作為一蒹規

範性的原則蒹引導公民在反思政治的蒹蒹

上蒹蒹夠蒹蒹語蒹、蒹族、宗教蒹民族性

之界蒹蒹蒹一步培蒹出包容「蒹己」的寬

蒹蒹蒹。

蔡英文
人文碪會科學碪碪中心

論文發表於 《政治蒹蒹會哲學蒹蒹》蒹14期蒹2005
年9月蒹蒹1-35。

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的「反種族隔離」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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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一九九○年代以來蒹由於弱勢蒹述蒹後殖民主蒹的崛

蒹蒹我國學蒹對亞蒹文學的蒹趣漸蒹濃厚蒹然蒹蒹大多數蒹蒹

中於蒹蒹文學蒹甚少涉及其他非蒹蒹的亞蒹文學之蒹蒹蒹以蒹

形成偏蒹的現蒹。其實蒹亞蒹在蒹國蒹常蒹混為一蒹蒹不蒹就

歷史的蒹境、蒹會的現實或政治的蒹求蒹蒹必蒹對

亞蒹文學有一普蒹的蒹照蒹蒹蒹。蒹憾的是蒹蒹蒹

蒹在蒹干場合呼蒹國內學蒹敞蒹蒹蒹蒹蒹力於其他

亞蒹族蒹作家的蒹蒹蒹但國內學蒹仍蒹蒹不前。因

此蒹為了蒹拓學蒹蒹域蒹蒹蒹在出版有蒹蒹蒹文學

蒹文化的專書之後蒹將蒹蒹擴及其他亞蒹蒹國作

家蒹本文便是系列蒹蒹之一蒹並為國內截蒹蒹前為

止蒹一篇有蒹蒹蒹蒹典作家卜婁杉蒹Carlos Bulosan,

1911-1956蒹的蒹文。此外蒹在蒹寫蒹國文學史的蒹

動中蒹蒹然「蒹族、性別、蒹蒹」三蒹的呼蒹甚囂

塵上蒹但國內、外蒹蒹蒹蒹卻蒹蒹於前二蒹蒹對蒹

蒹的蒹蒹則是蒹應故事。

卜婁杉在蒹傳性長篇小蒹《蒹國在我心》

摘要

本文從階級與族裔的角度，探討菲美經典之作《美國在我心》的再現策

略與重要議題。全文關注卜婁杉集被殖民者、弱勢族裔、農民、工人、

作家、編輯、知識分子、工運人士種種身分於一身的現象及意義，討論

階級意識的覺醒，分析階級與族裔的結合，揭示主角以美國價值觀反擊

主流社會的不公，剖析其作家與知識分子的角色，並指出文學如何藉由

再現帶來希望。

粖粖粖族粖粖再現
析論卜婁杉的《美國在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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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 Is in the Heart）中描寫主角出身菲

律賓農民階級臢家境清寒臢屢遭壓詻臢尤

感於困苦窮乏與社會不公。後來為了生

計臢離腋背井臢前去嚮往已久的美國臢追

尋「美國夢」臢卻依然侷促於貧困的工人階

級臢飽受各種剝削與歧視臢對於階級與種

族的苦難更覺切膚之痛。他結合自己的親

身體驗和同胞的感受臢抒發為文臢《美國

在我心》遂成為亞美文學中兼具文學藝

術、社會意義、政治見地與歷史價值的罕

見佳作。

卜婁杉集被殖民者、農民、工人、被

剝削者、弱勢族裔、行動分子、工運人

士、作家、編輯、知識分子……多重角色

於一身臢以觀察者∕參與者∕見證者的發

言位置臢運用各種寫作方式臢積極、批判

地介入自身所處的惡劣經濟、社會、政

治、文化環境臢在短短四十五年的人生歷

程中臢以筆代劍臢為更公正、美好的未來

奮鬥不懈。他不但是一九四○年代最耀眼

的菲裔美國作家臢而且放眼所有亞美作

家臢具有如此多重角色並積極投入社會運

動者也屬鳳毛麟角。

這一切尤可見於卜婁杉的代表作《美

國在我心》臢書中傳達了第一代菲裔美國移

民工人的心聲。閱讀這部菲美∕亞美文學

經典之作臢得以了解其中的階級與族裔因

素如何交相運作臢再現了自美國經濟大恐

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間臢美國西岸

和阿拉斯加的菲律賓工人階級的遭遇、覺

醒與反抗。

書中披露了階級意識與抗爭心態臢以

及主角透過寫作、發行刊物、組織工會等

具體行動臢以期建立一個更公平、正義的

社會。他對美國夢的堅持以及對美國現實

面的強力抨擊臢凸顯了美國社會背離立國

精神臢使原先的應許之地淪為不公不義的

泥淖。他的力量也許一時之間顯得微弱臢

但藉由書寫自身的經驗、感受與理想臢既

為弱勢的階級與族裔作見證臢也為個人與

集體追求公理正義的努力留下譬錄。

從本書所描述的事例可以看出臢閱讀

和寫作不但使自己堅強臢也賦予他人力

量。對主角而言臢由原先如喪家之犬般四

處逃竄臢沮喪、憎恨、憤怒一再累積臢謨

而訴諸反擊與暴力臢到後來藉由想像力轉

換為具有創造性的寫作臢不僅將原先的悲

慘遭遇以及由之產生的恐懼、憎恨、憤怒

化為寫作的資源和動力臢並且銘刻下個人

的遭逢與族裔、階級的共同苦難臢對抗麻

木、墮落與遺忘臢保存了第一代菲裔美國

人血淚斑斑的集體經驗與記憶臢為文學與

啟蒙、反抗暴虐、淑世∕贖世留下了最佳

的見證。

單德盰
歐美研究所

盰文盰盰於 《歐美研究》第 35卷第 2期 (2005年 6
月)臢頁323-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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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憲審查」（constitutional review, judicial review of constitu-

tionality）指由司法部門（judicial branch）（或特定機關）解釋憲

法意旨臢並認定、宣告國家機關之行為有無「違憲」（unconsti-

tutional）的權力活動臢一稱「憲法解釋」。現制下臢司法院僅

（由大法官）「解釋憲法」與「統一解釋法令」臢並不「掌理」憲

法第七十七條所定各種訴訟之「審判」。

1999年7月「全國司法改革會議」臢關於「司法院定位」問

題臢經壓倒性多數決議：以「一元多軌」為近程改革目標臢以

摘盒

本文從比盰憲法的宏盰盰度切入盰盰先盰盰比盰架構——各國盰憲審查

制度四盰分盰盰盰權式審查v. 分權式審查盰抽盰審查v. 具盰審查盰事前

審查v. 事後審查盰及盰盰性審查v. 拘束性審查盰盰盰以之分析我國大法

官現盰六盰盰憲審查盰權——單盰盰憲盰盰盰盰、法令盰憲盰盰盰盰、

機盰盰權爭盰盰盰、法令侵害人權爭盰盰盰、地方盰治盰盰盰盰、盰憲

政盰盰散盰判——的屬性盰盰現六盰之中盰盰「盰憲政盰盰散盰判」為

「具盰審查」外盰盰概屬「抽盰審查」。其次盰本文盰新盰盰盰憲審查制

度的盰的盰並據以檢盰現制之盰作盰盰現三盰盰盰盰盰1盰抽盰審查使憲

法之「盰盰」盰「盰判」分盰盰盰盰以有效保盰人權盰盰2盰單盰憲法盰

盰抽盰盰盰易使大法官逸盰「規範審查盰」的盰盰盰盰成「太上盰法

盰」盰盰有盰「權力分盰」原則之嫌盰盰3盰事後抽盰審查無法及時盰盰

盰憲法令生效。本此理盰盰爰盰合司法盰所擬「兩盰標、三盰段」司法

改盰時盰盰提出具盰的盰憲審查制度改盰方案。

論違憲審查制度的改進
由「多元多盰」到「一元單盰」的改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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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元單軌」為終極改革目標。所謂「一元

多軌」臢即在司法院內設各庭臢行使「釋憲

權」及「審判權」。「釋憲權」由大法官組

成「憲法法庭」行使；「審判權」由現有

終審法院（含職司民、刑事訴訟的「最高

法院」、職司行政訴訟的「最高行政法院」

及職司公務員懲戒的「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歸併至司法院臢改設若干「民事訴訟庭」、

「刑事訴訟庭」及「行政訴訟庭」。所謂

「一元單軌」者臢即司法院（最終）設置大

法官 13 至 15 人臢兼掌民事訴訟、刑事訴

訟、行政訴訟、公務員懲戒、憲法解釋與

政黨違憲解散等職權。「一元多軌」目標

預計分兩階段於 2007年 12月 31日達成。

至於「一元單軌」目標臢預計在 2010年 12

月 31日以前達成。改制時程如【圖一】至

【圖四】所示。本文以為臢因應前述組織改

造臢目前違憲審查實作——大法官僅為

（抽象）「憲法解釋」臢不事（具體）「審判

訴訟」臢亦應配合變革！

圖一盰司法盰現盰制度盰多元多盰盰
盰長

副盰長

大法官

最
高
盰
政
法
盰

高
盰
高
盰
盰
政
法
盰

台
中
高
盰
盰
政
法
盰

台
北
高
盰
盰
政
法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台
中
分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台
南
分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高
盰
分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盰
盰
分
盰

台
灣
高
盰
法
盰
盰
門
分
盰

台
灣
台
北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板
橋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士
林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桃
園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新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盰
栗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台
中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南
投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彰
化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盰
林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嘉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台
南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高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台
東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盰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宜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基
盰
地
方
法
盰

台
灣
澎
湖
地
方
法
盰

盰
建
盰
門
地
方
法
盰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最
高
法
盰

司

法

盒

高

盒

法

盒

地

方

法

盒



9599

本文由比較憲法（comparative constitu-

tional law）的宏觀角度出發臢首先確立比

較架構—各國違憲審查制度四種原型分

類：

集權式審查（centralized review）v. 分權

式審查（decentralized review）。前者指一國

之內僅有某一特定法院（或機關）得為違

憲審查；後者反是臢一國之內各個法院皆

可為違憲審查。

抽象審查（abstract review）v. 具體審查

（concrete review）。凡釋憲機關（法院）僅

得於審理具體「案件或爭議」（cases or con-

troversies）時臢一併審查其間適用之法令

有無違憲者臢稱為「具體審查」。反之臢釋

憲機關（法院）得專就國家機關之行為

（例如法律）有無違憲謨行審查臢而不限於

（無須附隨於）具體訴訟案件而為審查者臢

即「抽象審查」。

事前審查（review a priori）v. 事後審查

（review a posteriori）。凡法院（或釋憲機關）

圖二盰司法盰定位盰一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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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於法律（或其他國家機關行為）公布

（或生效）前臢審查其有無違憲者臢即「事

前審查」；反之臢法院（或釋憲機關）僅

得於法律（或其他國家機關行為）公布

（或生效）後臢審查其有無違憲者臢屬「事

後審查」。

諮詢性審查（advisory review）v. 拘束

性審查（binding review）。違憲審查之結果

（無論稱「判決」或「解釋」）僅供關係人

（人民、機關）參考者臢為「諮詢性審

查」；反之臢具有拘束關係人之效力者臢

為「拘束性審查」。「拘束性審查」又分：

效力僅及於本案「當事人間」（inter partes）

之「個案拘束力」臢與及於各機關及人民的

「對世效力」（erga omnes effect）臢亦稱「一

般效力」（Allgemeinwirkung）。

據此檢視我國司法院大法官現有六種

「違憲審查」職權臢可歸納如【表一】。

除尚未有過實作經驗的「違憲政黨解

散裁判」屬於「具體審查」外臢其餘五種

（單純憲法疑義解釋、法令違憲疑義解釋、

機關職權爭議解釋、法令侵害人權爭議解

釋、地方自治疑義解釋）均屬「抽象審

查」。整體而言臢我國抽象之程度較諸德國

圖三盰司法盰定位盰二盰段改盰盰意圖盰一元多盰盰97/01/01盰99/12/31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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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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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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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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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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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

523-592

(10/01/2003~12/31/200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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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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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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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ǔlamadhyamakakārikā de Nāgā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a Commentairede Candrak¯rti. Ed.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Bibliotheca Buddhica, No. IV, St. Peterbourg, 1903-13, 658 pp.

2. Vijňaptimātratāsiddhi, deux traités de Vasubandhu, Vimśatikā accompagnée d'une explication en prose at Tri ·msikā avec

le Commentaire de Sthiramati. Ed. Sylvain Lévi, Paris, 1925,62 pp.

3. 2002 334pp

4. 1997 531pp

5. 2001 164pp

6. 1961 786pp

7. 2002 243pp

8. Husserl, Edmund, Cartesianische Meditationen und Pariser Vorträge.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3, 249 S.

9. Husserl, Edmund, Ideen zu einer reinen Phänomenologie und phänomenologischen Philosophie, Erstes Buch. Haag:

Martinus Nijhoff, 1976, 476 S.

10. Ng, Yu-kwan, T'ien-t'ai Buddhism and Early Mādhyamik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3, 254 pp.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33 (2005
6 ) 91-1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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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Onsager Algebra Symmetry of (j) -matrices in the Superintegrable Chiral Potts Model 
Journal of Statistical Mechanics: Theory and Experiment (2005): P09007

N-state chiral Potts j -

Onsager - Fabricius-McCoy root-of-unity eight-vertex chiral Potts
j - Onsager-

ZN-spin chain Hamiltonan 2 -

chiral Potts transfer matrix eigenvalue 

Onsager -

2
1 2 2 3

The ∂̄ -approach to the Dispersionless (2+1)-Harry Dym Hierarchy
Journal of Physics A- Mathematical and General 38 (2005): 6167-6181.

1 2 3

Harry Dym hierarchy Harry Dym hierarchy

Harry Dym hierarchy

Harry Dym hierarchy Harry Dym hierarchy

hodograph ∂̄ hodograph

3
David B. Saakian1,2 1

Exact Solution of the Eigen Model with General Fitness Functions and Degradation Rat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3 (2006): 4935-4939. 

1 2Yerevan 

Eigen

RNA DNA RNA Hamming

quasispecies theory Eigen

RNA H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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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Margaritondo2 1,2 J. H. Je3

Synchrotron Light in Medical and Materials Science Radiology
La Rivista del Nuovo Cimento 27.7 (2004): 1 - 40. 

1 2 3

X radiology X

X X

X

5
1 1 Jaroslava Miksovska2 3 Randy W. Larsen2 1

Effects of Turn Stability on the Kinetics of Refolding of a Hairpin in a -Shee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127 (2005): 16945-16954.

1 2 3

- - -

- - 

50-100 ns 1-10µs

6
1,2 3 4 1 1 2 2 4 1

Crystal Engineering towards Intersecting Channels from a Neutral Network 
with a bcu-Type Topology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4 (2005): 6063-6067. 

1 2 3 4

{[Cu3Cl2(4-ptz)4(H2O)2] •(3DMF•5H2O}n

bcu

5-

4-pyridyl)tetrazolate 4-ptz 1.

2. 3.

4. 5.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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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D"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0 (2005): BO5304.  

D"

D" P S

VS D" H H = 190 km

-0.00088 s-1 H= 240 km -0.00049 s-1 H VP -0.00032 s-1

+0.00015 s-1 Vs VP 9.0 5.8 k/km

5.7 4.1 k/km D"

D"

8

Protracted Core Formation in Asteroids: Evidence from High Precision W Isotopic Data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 Letters 237(2005): 21-23. 

IVB

9

RIBRA --- An Error-Tolerant Algorithm for the NMR Backbone Assignment Problem
Journal of Computational Biology 13 (2006): 229-244.   

1 2 3

NMR RIBRA

RIBRA nearest neighbor weighted maximum independent set 

NMR RIBRA 

spin system p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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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R

hbSBD hbLBD BMRB 

RIBRA RIBRA hbSBD hbLBD 91.4% 83.6% BMRB

98.28% 98.28% 95.61% 98.16%

96.28%

10
1,2 2 2 2,3 1, 2, 3 1, 2

A Testing Framework For Web Application Securit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mputer Networks 48 (2005): 739-761 

1 2 3

Web

Web

Web fault injection behavior

monitoring

-WAVES Web Application

Vulnerability and Error Scanner Web WAVES

WAVES Web

11
1 1 Tzyy-Ping Jung2 Julie A. Onton2 1 1 Jeng-Ren Duann2

and Scott Makeig2

Mapping Single-Trial EEG Records on the Cortical Surface Through a Spatiotemporal Modality
NeuroImage (2006) In press. 

1 2Computational Neurobiology Laboratory, and Institute for Neural Compu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 CA 92093, USA.

EEG electroencephalographic 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temporal resolution

spatial re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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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fficient Likelihood Estimation in State Space Models
Annals of Statistics 34.4. (2006) 

Fisher

Fisher information n

Edgeworth

ARMA G ARCH

13
1 1,2 2

Nanodiamond as a Possible Carrier of Extended Red Emission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639 (2006):  L63-L66. 

1 2

~100 nm -

600 - 800 nm

HD 44179

NGC 7027

-

535 nm 470 nm 700 nm 660 nm

14
1,2 1,3 1,4 1,2

Supercollisions and Energy Transfer of Highly Vibrationally Excited Molecules 
The Journal of Chemical Physics 123 (2005) : 131102.

1 2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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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Keiichi Umetsu1 Masayuki Tanaka2 Tadayuki Kodama3,5 Ichi Tanaka4 Toshifumi Futamase4

Nobunari Kashikawa3 Takako Hoshi3, 6

Discovery of a Strongly Lensed Galaxy at z=3.9 behind a z=0.83 Galaxy Cluster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Japan 57 (2005): 877- 880.    

1 2 3 4 5

6

3.9

3.9 0.9

Subaru 

3.9

16
1 2 1 1,2 3 1,3 Mark J. McCaughrean4 2

SiO J=5-4 in the HH211 Protostellar Jet Imaged with the Submillimeter Array

The Astrophysical Journal 636 (2006): L141-L144.

1 2 3 4

217GHz HH211 1.6 x

0.9 SiO J=5- 4 0.8 250

3 ~ 4 1000

H2 J = 5-4 

2 300-500K [ 0.5 -

1]) 107 cm-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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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 1 1 1 2 3 4

Long-range Transport of Aerosols and Their Impact on the Air Quality of Taiwan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39 (2005): 6066-6076.

1 2 3 4

1999/11~2000/05, 2000/11~2001/05

PM10 30 gm-3 (CO)

230 PPb SO2 0.5 PPb PM10

100%

60%~80%

50%

18
1 2 2

Seawater Solubility of Natural and Anthropogenic Metals within Ambient Aerosols Collected
from Taiwan Coastal Sites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39 (2005): 3989-4001.

1 2

Al Fe Pb

Al = Fe < Pb ≤ < Mn ≤ Zn ≤

Ni < Cd Pb Ni

Al Fe Zn

Pb

19
1,2 1 1 1,2 2

500 DNA

Using a Microfluidic Device for 1 Microliter DNA Microarray Hybridization in 500 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3.8 (2005): e78.

1 2

DNA

18 DNA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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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V DNA

1 5000

glass slide

PMMA

signal to noise ratio

20

Fabrication of Photonic Bandgap Structures with Designed Defects by Edge Diffraction

Lithography
Nanotechnology 17 (2006): 1333-1338.

/5 400nm

80nm

21
1 1 1 1 1 1 2

Structural and Functional Characterizations of Mung Bean Mitochondrial Nucleoids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3 (2005): 4725-4739. 

1 2

DNA DNA -DNA polymerase

DNA RNA DNA

actin DNA

DNA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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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 2 2 Padmanadan Annamalai1 1,2 2 2 1,2

Crucial Role of the 5' Conserved Structure of Bamboo Mosaic Virus Satellite RNA in
Downregulation of Helper Viral RNA Replication

Journal of Virology 80 (2006): 2566-2574.

1 2

satellite RNA of Bamboo mosaic virus, satBaMV Bamboo

mosaic virus BaMV SatBaMV RNA 20 kDa 

P20 satBaMV BSF4 BSL6 BSL6 BaMV 

BaMV Nicotiana benthamiana BSF4 BSF4 BSL6 

BSL6 BaMV 5' BaMV satBaMV 

BaMV P20 BSL6 BaMV 

satBaMV 5' hypervariable region

apical hairpin stem loop AHSL BSF4 BSL6 AHSL

BaMV BSL6 satBaMV BaMV 

23
Li-Yih Lin1,2 Jiun-Lin Horng1,3 Joseph G. Kunkel4 1,3

Proton Pump-Rich Cell Secretes Acid in Skin of Zebrafish Larvae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Cell Physiology  290 (2006): C371-378.

1 2 3

4

intercalated cells

24
1 1, 3 1 2, 3

Induction of Centrosome Amplification during Arsenite-induced Mitotic Arrest in CGL-2 Cells

Cancer Research 66.4 (2006): 2098-2106.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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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NA

25
1 2 1 3 1, 2

Stimulation of GCMa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by Cyclic AMP/Protein Kinase A Signaling Is
Attributed to CBP-Mediated Acetylation of GCMa

Mol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25 (2005): 8401- 8414.

1 2 3

GCMa cAMP

cAMP/PKA CBP GCMa GCMa CBP GCMa
367, 406, 409 GCMa

GCMa cAMP/PKA

cAMP

26
1, 2, 3 2 1,2 4 2,3 2 2, 3 4

1, 2, 3 1, 2, 3

Mechanism of the Maturation Process of SARS-CoV 3CL Protease
Journal of Biological Chemistry 280 (2005): 31257-31266.

1 2 3 4

SARS

N C C145A

C

P1 Gln P2

C145A N Gln -1 -Ser1 C Gln306-

Gly307 55 Kd = 0.35 nM

C145A N 10 Kd = 17.2 nM C 10 Kd = 5.6 nM

S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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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 4 2 1, 2, 3 1 3 3 4 1

Prognosis of Non-Small Cell Lung Cancer Patients by Detecting Circulating Cancer Cells in the
Peripheral Blood with Multiple Marker Genes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11 (2005): 173-179.

1 2 3 4

X

28

Exon Selection in -tropomyosin mRNA is Regulated by the Antagonistic Action 
of RBM4 and PTB

Moecular and Cellular Biology 25 (2005): 10111-10121. 

mRNA

RNA RBM4 ribonomics RBM4

mRNA -tropomyosin -tropomyosin

RNA RBM4 mRNA

RBM4 intron RBM4 RNA

PTB PTB exon -

tropomyosin RNA

29
1 1 1 1, 2 1, 3 1 1, 2, 3

Spliceosome Disassembly Catalyzed by Prp43 and Its Associated Components Ntr1 and Ntr2
Genes and Development 19 (2005): 2991-3003.

1 2 3

Ntr1 Ntr2 Prp19

Prp19 Ntr1 Nt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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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p19

Ntr1 Ntr2 DExD/H-box Prp43 Ntr1

N- G-patch Prp43 Ntr2 C-

Ntr1-Ntr2-Prp43 U2 U5 U6 Prp19

DExD/H-box

30
1 2 3 1

A Transcriptomic and Proteomic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CpG-ODN on Human THP-1       
Monocytic Leukemia Cells

Proteomics 5 (2005): 894-906.

1 2 3

DNA CpG motif CpG-DNA

DNA CpG motif CpG-ODN THP-1

CpG-ODN

CpG-ODN

CpG-ODN

RT-PCR mRNA

CpG-DNA

31

Arabidopsis Hsa32, a Novel Heat-shock Protein, is Essential for Acquired Thermotolerance 
during Long Recovery after Acclimation

Plant Physiology 140 (2006): 1297-1305.

Hsa32 32kDa Hsa32

T-DNA Hsa32

Hsa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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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1 2 2 3 2 2 4 1

Laser-Induced Acoustic Desorption Mass Spectrometry of Single Bioparticles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5 (2006): 1423-1426.

1 2 3 4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5 (2006): 1423-1426. 5%

33
1 2 1 1, 3 1

Alternatively and Constitutively Spliced Exons Are Subject to Different Evolutionary Forces

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23 (2006): 675-682.

1 2 3

alternatively spliced exons ASEs constitutively spliced exons (CSEs

5,000 orthologous

synonymous KS non-synonymous KA ASEs KA

KA/KS CSEs ASEs CSEs ASEs KS

CSEs intron ASEs KS KS

CSEs Synonymous CSEs CpG dinucleotide

ASEs CSEs KA KS

34
1 Terrence W. Waters2 1 1 1

A Phylogeny of Cycads (Cycadales) Inferred from Chloroplast matK Gene, trnK Intron, 
and Nuclear rDNA ITS Region

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37: 214-23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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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adales 300

Stevenson 1990a, 1992 2 3 Cycadaceae Stangeriaceae

Zamiaceae 11 matK trnK

ITS/5.8S rDNA

Cycas 30 Dioon

Bowenia Stangeria

Bowenia Dyerocycas Chigua

35
1 Clifford L. Schmidt2 Peter C. Hoch3 Peter H. Raven3

Dantia
Annals of the Missouri Botanical Garden 92 (2005): 307-359. 

1 2 3

Dantia 8

Dantia L. palustris

AA

L. spathulata AADD AA L. arcuata BBCC

L. spathulata L. brevipes L. repens

AABBCC L. palustris AA L. arcuata BBCC

36
1 2 3 1

Fluctuating Algal Symbiont Communities in Acropora palifera (Scleractinia; Acroporidae) from
Taiwan

Marine Ecology Progress Series 295 (2005): 113-121.
1 2 3

18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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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16 1 2005 3 51-84

38

Materials for a Genealogy of the Niohuru Clan: With Introductory Remarks on Manchu Onomastic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Francis Cleaves Niohuru

Harrassowitz Verlag 

Aetas Manjurica: Serie italo-tedesco-russa di studi mancesi

39
1 2 3

Ecological-Inference-Based Latent Growth Models: Modeling Changes of Alienation

Quality & Quantity 39 (2005): 125-135.
1 2 3

ecological inference

EI-

LGM EI-L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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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I-

LGM EI-LGM

WLS EI-LGM

40

4 2 2005 9 57-111

1980 1990

41

148 2005 6 7 - 24

1920

50

1990

subaltern grou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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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9 2005 9 41-92

1902-1926

1924 1926

43

47 2005 3 43-100

44

The Pattern of Birth Spacing during Taiwan's Demographic Transition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18 (2005): 323-336.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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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1 2 3 3

Productive Public Expenditure and Imperfect Competition with Endogenous Price Markup

Oxford Economic Papers 57 (2005): 522-544.
1 2 3

Hart 1982

Blanchard and Kiyotaki 1987 Mankiw 1988 Dixon 1987 Startz 1989

externality

Startz 1989

technical substitutes or complements

46

Biotechnology and the WTO: A Review of Some Selective Issu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iotechnology Law 3.2 (2006): 45-56.

WTO

WTO

WTO WTO

WTO

WTO WTO WTO

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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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Asian Perspective of EU Constitutional Reform Processes: A European Dream Search Approach

M. Gehler, G. Bishcof, L. Kühnhardt and R. Steininger eds., Towards a European Constitution: A 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Comparis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Vienna: Böhlau Verlag, 2005), pp. 455-474. 

48

9 2005 6 75-128

1970

1980

49

Measuring Personal Networks with Daily Contacts: A Single-item Survey Question and the
Contact Diary

Social Networks 27.3 (2005):169-18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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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 2

35 2005 12 75-126
1 2

1990 2003

51

26 2005 3 16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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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1 2005 66 - 902

53

2005 69 - 121

54

23 2005 1 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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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55

1624-1895

23 1 2005 6 1 - 34

56
1,2* 2 2 1,2 1,2

6 1 2005 75 - 107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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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rpus Linguistics 10.1 (2005): 63-83.

58
1* 1 1 2 2

Fluent Speech Prosody: Framework and Modeling

Speech Communication 46 (2005): 284-309.
1 2

59

Taiwan's Domestic Politics and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hina Journal 53 (2005): 35-60.

1980

1999-2000 2003-2004

1999-2000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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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The Politics of Reform in Japan and Taiwan

Journal of Democracy 17.2 (2006): 118-131.

1

2

3 4

61
1 2

Divided Government in Taiwan's Local Politics: Public Evaluations of City/County Government
Performance

Party Politics 2006 (forthcoming)
1 2

divided government

unified government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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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Interface between IP and Competition Law in Taiwan

The Journal of World Intellectual Property 8.6 (2005): 735-760.

70 90

OEM

IP

IP

63

2005 1 - 34

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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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1, 2 1

Internal Control and External Manipulation: A Model of Corporate Income Tax Evasio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6 (2005): 151-164.
1 2

65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6.4 (2005): 545-566.

2,801

2,907 Latent Class Analysis

gendered self-interest paternal role-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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