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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Bernstein-Gelfand-Gelfand
的古典結果是將有限維半單李

代數的有限維不可約模分解成

Verma模的直和。我們亦知道
有限維半單李代數的有限維不

可約模也可能可以分解成廣義

Verma模的直和。當人們得知可
對稱化Kac-Moody代數的可積
表示也有BGG分解存在時，對
於有限維單李超代數的狀況幾

乎一點都不清楚。然而，專家

學者們知道的是：在一般狀況

下，有限維單李超代數的有限

維單模無法分解成Verma模的直
和。所以，當人們發現一般線性李超代數大部分的有限維模可分解成Kac模的直和時都非常驚訝。這篇文章的主要結果
就是對其每個不可約多項式模去構造這樣的分解。

In Situ Tailoring and Manipulation of Carbon Nanotubes
張淵智,廖原鴻,黃仰山,徐統,張嘉升,鄭天佐
物理研究所
Small 4 (2008): 2195-2198

我們實驗室多年來致力於具原子解析度之顯微術研發工作，近

期將原有的超高真空穿透式電子顯微鏡（UHV-TEM）加裝上
一穿隧式掃描探針顯微儀（STM）的機制，因而讓此顯微術除
了原有功能外又增強許多。例如在奈米尺度下操縱量測奈米管

或奈米線，亦可同時進行即時蒸鍍金屬材料等實驗。

此篇論文即利用此 STM@UHV-TEM 儀器進行實驗，我們發明
了一系列在奈米尺度下即時觀測操縱多壁奈米碳管的技術。利

用此臨場的技術可將多壁奈米碳管內層逐一剝離，此碳管因質

量變輕、內徑加大靈敏度因而大大提升，進而可製作出具有原

子解析度量測的“原子秤”或是“奈米探針”等。

此臨場技術操縱的精密程度可達原子尺寸─埃（Å）等級。例如
可將內層剝離的碳管再次放回原處，形成類似“奈米活塞”之

結構（如圖1所示）。為進行將多壁奈米碳管內層逐一剝離的步
驟，首先利用右邊金電極接觸欲剝離之多壁奈米碳管（見圖2，
圖例為粉紅色）的尖端，而後施加一電壓於碳管與金電極，讓

其間保持適當靜電力以利金電極將內層碳管剝離開。可使用相

同步驟將碳管逐一剝離達成須求之尺寸，最終亦可利用此技術

製作出世界上最大之單壁奈米碳管。經由修整後的碳管具有靈

敏度極高的特性。將一約 3 nm 銀顆粒放置於此碳管頂端後，
此碳管共振頻率即從 130.5 MHz偏移至115.3 MHz。經由此實
驗數據計算出此銀顆粒質量約為 1.8*10-19 公克，此碳管亦展現

出非常高 Q 因子（約為 1000）。經估算此碳管可量測之最好的
質量解析度可達約 10-22公克，因而稱之為原子秤（圖3）。

1 奈米活塞：將奈米碳管內層抽
出後再重新對準並插回。

3 經由將內層抽出後，利用此被特製
的奈米碳管當成“原子秤”。

2 將內層奈米碳管抽出，碳管內
徑變大且質量變輕。

一般線性超代數之張量積模的BGG分解
程舜仁, Jae-Hoon Kwon, Ngau Lam
數學研究所
Letters in Mathematical Physics 84 (2008): 7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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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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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製備自旋電子元件來說，最有興趣的是尋找具有室溫鐵磁性

（RTFM）的材料。過去在一些半導體或者氧化物中也常被觀察到具有
「室溫鐵磁性」的特性，然而一般都認為其磁性的來源是起源於材料中

的磁性雜質而不是材料本身的本質特性。本研究發現，將一非磁性的半

導體製做成奈米晶體之後，其奈米晶體在室溫附近會產生具有鐵磁性的

特性。

我們在鎘硒（CdSe）奈米晶體中發現了「室溫鐵磁性」的特性，此特性
相信是由覆蓋一層非磁性的介面活性劑（三辛基氧化磷）所產生。推論

此「室溫鐵磁性」是源自奈米晶體表面的電子結構產生了變化，與晶體

表面所覆蓋的介面活性劑層有相當的關聯。由於氧的陰電性要比鎘的大

得多，原來在鎘上的電荷很可能從鎘轉移到介面活性劑上的氧，而使得

原先鎘填滿的4d電子帶產生了電洞與磁矩，進而產生了鐵磁性。
磁化率的量測證明了此一鐵轉機制，奈米晶體的磁化率會隨著奈米晶體

尺寸的縮小而增加，這符合了原先的推論，亦即磁性來自晶體表面。的

確，隨著樣品尺寸的縮小，樣品表面的特性對樣品的影響也就更大。除

此之外，進一步的化學成分分析排除了一些常見的鐵磁雜質存在於樣品

中的可能性。CdSe是在同類半導體奈米晶體中，第一個被發現具有「室
溫鐵磁性」的奈米晶體。此研究工作的重要性在於藉由適當的表面重

組，不需要摻雜任何其他的磁性元素，半導體奈米晶體也會具有「室溫

鐵磁性」性的特性。此一研究成果因磁性特性的加入，將賦予了半導體

有更大的應用範疇，對半導體工業的發展更添潛在的助力。

室溫磁性半導體CdSe量子點的發現

顆粒鐘現象在由兩種大小一樣的不同顆粒組成的垂直

振盪間隔顆粒氣體中被發現。 顆粒鐘動力學的研究乃

依據顆粒氣體不穩定的蒸發或凝結模型，該模型中，

兩種顆粒的溫度被視為是不相同的，而且是氣體組成

的函數。 系統中的振盪是由兩種不同顆粒的不對稱碰

撞所造成。 我們的實驗與模型顯示了系統透過 Hopf 
分歧由齊次性的狀態過渡為振盪狀態的過程。

在間隔密封顆粒氣體雙擴散下的溫度振盪

M. S. Seehra,  P. Dutta, S. Neeleshwar, 陳洋元, 陳正龍, 董崇禮,
周尚威,陳家俊,張經霖
物理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165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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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鎘硒奈米晶體在室溫
(300K)及低溫(5K)下之
磁滯曲線。

1 鎘硒奈米晶體在高分辨穿透
式電子顯微鏡下之影像。

3 不同尺寸奈米晶體之傅立葉
轉換指出鎘—氧的鍵結。

4 Cd 原子與 TOPO 分子
鍵結的模型與 Cd 原子
電洞的產生。

M. Hou, H. Tu, R. Liu, Y. Li, K. Lu, P. Y. Lai, 陳志強
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 068001(2008)

2 模擬計算所得出各態之相圖，其中有對應的混合態(HS)，
振盪態(OS)和分離態(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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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造聚焦硬X光的元
件在奈米科技中是一

項艱難且重要的挑

戰。在此次研究中，

我們展現了利用在最

外圈具有30nm線寬
且高深寬比的Fresnel
相位板，使得硬X
光顯微鏡達到30nm
的Rayleigh空間解析
度，且測量到約20-
23nm的空間頻率解
析度。

鍺量子點的磁性
劉鏞,沈彥伶
物理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779-783.

在此研究中，我們呈現當鍺量子點被蒸鍍在

塑膠奈米球上具有室溫的鐵磁性。 這些鍺量

子點的磁性與其蒸鍍時鍺薄膜的厚度和塑膠

奈米球的大小有密切的關係。 鍺量子點由5
奈米厚的鍺薄膜蒸鍍在20奈米的塑膠奈米球
上有最大的室溫磁化率。 根據推測，我們量

測到鍺量子點的室溫磁性可能是出自於量子

尺寸效應與量子點間磁性交互耦合作用的綜

合結果。 此磁性交互耦合作用可藉由量子點

間交接處的電荷傳遞。 此外當鍺量子點上披

覆一層額外的金屬薄膜時，磁性交互耦合作

用也因為有更多的電荷的幫助而被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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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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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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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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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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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寬小於30nm）得到的影像中的每單位中有多少數目的線轉
換後而得到。而虛線是基於箂利準則在相當於26.5%的調製程
度化的評估，和紅色數據的交點得到約29nm的解析度。在和
最外圈為45nm線寬的相位板（藍色矩形）作比較，一樣用箂
利準則分析所得到約為38nm的解析度。
在功率譜中包含由(A)在圖三的初步影像（藍線）和(B)背景值
（黑線）。紅線曲線(C)是(A)除以(B)所得到的曲線。而箭頭是指
在功率圖中的強度開始高於背景值，相對於最小可偵測的最小線

寬為20nm。

1 鍺量子點蒸鍍在塑膠奈米球上的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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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nm 鍺膜蒸鍍在大小不同的塑膠奈米球上
的磁化率。

4 不同厚度的鍺膜蒸鍍在20 nm 的塑膠奈米
球上的磁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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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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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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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b)

3(b)3(a)

調製轉換函數 功率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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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幾年來，藉由分析時間序列以辨析系統間之因果關聯性

（或稱為驅策—反應關係）已引起相當廣泛的注意。此類分

析法的核心概念為：分別於獨立以及考慮另一系統訊息的條

件下，計算某一序列其未來預測性於兩造間之變化。若未來

預測性因納入另一系統之訊息而增加，則後者可被視為該序

列所屬系統之驅策系統。在本文中我們考慮非平衡條件，並

利用嶄新的演算法則將原本「轉換熵」（TE）之定義加以
修改，使其得以監控系統間因果關聯性之瞬時變化。其方程

式為

其中

我們稱之為「瞬間轉換熵」（TTE）分析法。
我們進一步將因果關聯性的概念與瞬間轉換熵分析法應用至

混沌通訊（圖1&2）。在我們提出的通訊系統中，二元訊息
不再包含於載波中，卻加載於耦合混沌映象間的因果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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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息，接收者卻可藉由TTE與金鑰將加密的訊息解出。我們已證實此法足以抵禦通訊過程
中的噪音（圖3）以及傳統的解密法。本論文亦提供混沌通訊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

「瞬間轉換熵」與混沌通訊

我們報導一系列以以咔唑-π-共軛-雙三甲基苯硼烷雙極性螢光物質製作高效率非摻入型藍色有機發光二極體。這些螢
光物質裡其中CzPhB與 CzThB 展現出藍色的螢光光譜（λPL

max 個別是443 與470） 與高達 54% 的固態螢光量子效率
（ΦF）。CzPhB有機發光二級體（元件 A）是深藍色的 CIEx,y色座標（0.15, 0.09）; CzThB有機發光二級體（元件 C）
是藍色的 CIEx,y色座標（0.13, 0.21）。兩個 CzPhB and CzThB有機發光二級體電激發光的效率皆很高:最大外部量子效
率（EQE）分別是 4.3 與 6.9 % （或 4.1 與 5.6% 在20 mA cm-2電流密度下）。如此高的電激發光效率主要可歸諸於發光

材料有絕佳的價荷局限現象，而這又可歸功於有機發光二級體裡材料HOMO/LUMO能階的排列匹配。除此之外發光材
料本身高的ΦF值也功不可莫。這些都最終可說是我們有智慧的分子設計咔唑-π-共軛-雙三甲基苯硼烷，這樣的分子設
計對非摻入型藍色有機發光二極體特別有效。我們刻正進一步探討研究利用此處的分子設計用在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固態照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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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耀正,胡進錕
物理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1 (2008): 244102.

林鑫磊,詹立行,李榮和,顏銘佑,郭文章,陳錦地,鄭如忠
化學研究所
Advanced Materials 20 (2008): 3947-3992.

3 解密錯誤率與訊噪比（SNR)之關
係。此結果證實此混沌通訊方法

對噪音有相當之容忍度。

2 （a)二元訊號 μk 。每個訊息元

的傳輸長度為 T=200. （b)計算所
得之TTE值。藍線代表 S1→S2 方

向，紅線代表S2→S1方向。（c)
解密完成之序列. 其中σk >0 代表
μk=1, σk<0 代表 μk= 0. σk 定

義為S1→S2 與 S2→S1 方向之TTE
差值。

1 （a)基於因果關聯性的概念與瞬
間轉換熵分析法建立之混沌通

訊系統。（b)二元訊號的編譯過
程。在此系統中，我們將二元訊

號加載於耦合混沌映象間的因果

相關性。換句話說，混沌映象間

之順時針耦合與逆時針耦合分別

代表二元訊號μk=1 與 μk=0。
映象之時間序列可進一步加以調

變成為y1 與 y2，並藉由傳輸頻道

公開傳遞。在接收端，接收者將

可藉由TTE與金鑰以解出加密的
訊息。



68

我們合成出一系列含苯咪唑與苯胺基的藍光螢光化合物，其不論在液態或固態都具有非常強的螢光性質，且同時具傳導電

子與電洞的二極性，傳遞能力約在10-5 cm2／（V s）。它們可以被製成單層電激發光元件 （I） ，結構為：ITO基板／1或
2 （80 nm）／氟化鋰 （1 nm）／鋁 （150 nm）。此元件擁有相當高的元件效率，可與多層元件相比擬。舉例來說，利用
1所製成的元件，其效率在電流密度為100 mA／cm2 時，量子產率為2.4%，功率效率為1.2 lm／W， 電流效率為2.4 cd/A，
亮度為2378 cd／m2，CIE座標為（0.15, 0.12）。因為化合物有足夠的三重態能階（約2.2 to 2.3 eV），以之為黃橘光銥金屬
磷光物（fbi）2 Ir（acac）的主體，可製成效率相當高的單層磷光元件（II），結構為ITO/2 混摻 5% （fbi）2 Ir（acac） （80
nm）/氟化鋰 （1 nm）/鋁（150 nm），此元件在電流密度100 mA/cm2時之量子產率為6.9%，功率效率為4.4 lm/W，電流效
率為20 cd/A，亮度為19637 cd/m2，與利用CBP為主體的多層元件相當。如果兩電極的功函數可以藉由表面修飾調控，而降
低電荷注入能障，將可簡化元件的製程及降低製作成本。這樣的概念也將更進一步延伸到全彩的電激發光顯示器或白光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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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化合物也有應用於發光場效電晶體與雷射的潛力。

刺激導向之公平性機制於自私轉傳節點之無線多重跳躍Backhaul網路
李正帆,廖婉君,陳孟彰
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7 (2008): 697-704.

具有二極性質的苯咪唑／苯胺基為主架構的化合物：
高效能小分子藍光單層電激發光二極體與其混摻磷光單層電激發光二極體

賴玫儀,陳志欣,黃偉聖,林建村,柯統揮,陳俐吟,吳忠熾
化學研究所
Angewandte Chemie International Edition 47 (2008): 581-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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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子結構與單層元件。 2 單層藍色螢光元件(I)之電激發光光
譜圖與單層摻混黃色磷光銥化合物

元件(II)之電激發光光譜圖。

3 化合物1與2以飛行時間式電荷傳
導量測技術所量測之圖形。

本研究討論在無線多重跳躍Back haul
網路中，若考慮自私自利的轉傳節點

（Transit Access Point），其無線資源公平
性分享的問題。當轉傳節點只追求其利益

最大化時，它們只在有獲利時，才會幫其

他節點轉傳封包，將造成此backhaul網路
中資源分享嚴重不公平，甚至有服務中斷

的情形。

因此我們設計一個以刺激導向之公平性

機制，在此機制中，我們動態決定每個轉

傳節點轉傳封包及傳送自已使用者封包

所獲得及所需的成本，如此一來，在這個

設計的機制下，每個轉傳節點追求利益

最大化的最佳策略即幫其他節點轉傳每

個封包，進而達到網路資源公平的分享．

此外，我們也證明在此設計機制下，每個

轉傳節點並沒有動機作弊，因為即使他們

作弊，在我們的機制下他們也不能獲得較

高的利潤，甚至較少，故這些自私的轉傳

節點一定會誠實的公布其本身的資訊，完

成網路管理者預期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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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取。因此，我們設計了BIOSMILE Web Search（BWS），可自動擷取生醫文獻
摘要中之專有名詞，包括基因、蛋白質、DNA、RNA 和疾病名，並分析其間之語
意關聯，將句中的主詞、動詞、否定詞、補語、方法、時間以及作用位置等資訊

擷取及呈現。當使用者輸入關鍵字後，BWS 會將符合之生醫文獻摘要列出，標出
專有名詞。此外，BWS也會以量化的方式呈現檢索之文獻與蛋白質交互作用之相
關程度。BWS可進一步做語意關聯分析，並將結果條列於表格中。BWS已經過多
國專家測試，並通過各項使用者滿意度、實用性、易用性等效能評估。BWS搜尋
引擎是由許聞廉特聘研究員所主持之智慧型代理人系統實驗室（IASL）所開發。

BIOSMILE搜尋引擎：生物醫學專有名詞及其相互關係之線上標註工具

在生物辨識技術中，語者辨識是利用人類最自然的口語

表達作為辨識身分的依據。語者辨識一般分為語者識別

及語者確認，前者是要辨識說話者是誰，後者則是判斷

說話的人是不是他所宣稱的使用者，本論文的研究主題

是後者。語者確認常被視為一個假說測定問題，利用似

然比例測試方法來解：空假說表示說話者為真正的使用

者，替代假說表示其為冒充者。我們可以收集特定使用

者的語音資料來訓練空假說模型，但替代假說牽涉未知

的冒充者，較難模型化。針對此點，傳統的作法是收集

很多人的語音，訓練一個通用背景模型，或是幾位與目

標使用者聲音相似的人的語音，訓練數個背景模型，再

利用取極大值、取極小值、算數平均或幾何平均等方法

來結合個別的模型分數，這些作法的共同缺點為經驗取

勝，結合方式並沒有經過學習優化過程。有鑑於此，我

們提出以權重算數平均或權重幾何平均來結合這些背景

模型，並利用核心費雪分析及支持向量機兩種核心鑑別

分析方法來優化這些權重值。新方法有兩大優點：一、

我們將學習機制引入決策函數；二、我們將長短不一的

語句轉成固定長度的特性向量，得以用核心鑑別分析來

處理。

利用核心鑑別分析改良替代假說於語者確認問題的特性描述

戴鴻傑,黃吉心,林琮凱,蔡宗翰,許聞廉
資訊科學研究所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6 (2008): Web Server issue, W390-W398.

趙怡翔,蔡偉和,王新民,張瑞川
資訊科學研究所
IEEE Transactions on Audio, Speech and Language Processing 16 (2008): 1675-16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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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語者確認系統應用例。

2 基於似然比例的語者確認。

3 改良後之基於似然比例的語者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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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足一局部極限定理。

此定理涵蓋了大部分已知結果。

同時若不考慮大O內的常數，此結果已是最佳
（在最弱的條件下）。

核基礎之相關性檢定
楊欣洲,謝馨儀,范盛娟
統計科學研究所
Genetics 179 (2008): 1057-1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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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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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單點相關性檢定的p值」和「反應標誌基因間物理距離或連鎖不平衡強度的核權重」，充分利用鄰近標誌基因的整
合訊息來定位疾病易感基因，不僅可用以研究候選基因，也可結合移動平均的方法以研究完整基因體。我們透過大量的模

擬實驗來檢驗這個新方法，其中考量了演化的參數、疾病模式、樣本大小、各式核函數、檢定統計量、視窗特性、經驗p值演
算法、基因圖譜等等不同的因素。模擬結果顯示，所提出的新方法不僅可以有效地控制型一誤差，同時具備很好的檢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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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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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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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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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與無限甕模型上的局部極限定理
黃顯貴, S. Janson

統計科學研究所
Annals of Probability 36 (2008): 99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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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軟體 KBAT 的使用介面。 2 酗酒症易感基因之全基因體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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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氫氣分子振動調變所產生同軸線傳播的拉曼旁頻光譜，

其波長涵蓋了從1203奈米的紅外光到160奈米的真空紫外
光。這個拉曼旁頻的頻譜屬於光學波段，其範圍橫跨了

超過70000個波數，相當於超過4個八度的頻率範圍。使
用了這個頻譜中的7道光，來合成具有週期性波形的脈衝
序列，在單一脈衝中的電場僅僅振盪了0.83個週期，而且
此電場脈衝的時間寬度只有0.44飛秒。以各譜線頻率間具整倍數關係的拉曼頻譜所合成的波形具有載波包相位不變的特
性，此特性可以用脈衝量測中交互相關的方法來展現。在脈衝序列中包含了百萬個單一脈衝，從第一個到最後一個單一

脈衝之間的載波包相位相對值的變化，估計不會超過0.18個週期。

穩定載波相位的次週期脈衝鏈

X噴流的變分解

陳蔚然,謝智明,黃書偉,蘇皓瑜,賴建任,湯宗達,林俊賢,李晁逵,趙如蘋,潘犀靈,孔慶昌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2008): 163906.

交互相關訊號。黑圓點為實驗測量值，紅線

為模擬結果。圖中具有週期重覆性結構的訊

號形式是脈衝具有固定載波包相位的呈現。

此能階圖展示了在分子調變作用

下拉曼旁頻輻射的產生過程。

拉曼旁頻光譜範圍>70,000 cm-1

（∼500 as）

此圖展示了一個載波包相位不固定的訊號形式。此訊號形式隨

著交互相關測量的時間延遲變化而改變，顯示出了載波包相位

不固定。

以一個稜鏡將拉曼旁頻分光，再投射在屏幕上，紫外光的部分使用了螢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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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駿,尚賢,林孝軒,徐遐生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Astrophysical Journal 672 (2008): 489-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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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吸積盤與年輕恆星磁場間的交互作用。

由於吸積盤內的物質會緩慢地向中心流動，恆星磁場因而在赤道平面上受到向內的壓

縮，使得磁力綫與垂直方向之間形成一個夾角。當某些磁力綫的夾角超過30°時，部分
吸積盤內的物質，便會被這些磁力綫以離心作用甩出去，形成磁流風。因為這些風會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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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的磁力綫與垂直方向形成30°以上的夾角，產生更強的磁流風。 這個不穩定的現
象會使得所有位於吸積盤與恆星的共轉半徑之外的磁力線，都向共轉半徑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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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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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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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餘的角動量由內往外彌散，最終被磁流風帶走。相對於Kepler
速度，角動量的彌散速度非常慢，因此共轉半徑內側與外側

的磁力綫需要非常地靠近，才能有效地帶走多餘的角動量。

從大尺度的觀點來看，大部分的磁力綫幾乎都集中在共轉半

徑上，形成一個X的形狀。因此這個理論被稱為X-wind。
X-wind的主方程式為一混合形態的偏微分方程。在某一未知
曲面內，此方程是橢圓型，而在這個曲面外，它是雙曲型。

因此無法用一般的數值方法得到理想的解答。為了克服這個

困難，我們採取變分方法來取代微分方程。在理論中用到的

守恆量的限制下，我們用帶有未知參數的試用函數，來描述

X-wind的解。透過一系列的搜尋算法，我們找到並記錄能使
action達到最小值的一組參數。通過這些參數值和試用函數，
X-wind的解得以被解析地重建，以供更多不同領域如天文物
理、宇宙化學、隕石研究等之參考與應用。

1 X-wind的示意圖。

2 X-wind的典型解。雖然流體幾乎沿著徑向方向往外跑，但是密度的
等高幾乎是垂直的。所以噴流的物質看起來都集中在對稱軸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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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掩星計畫（Taiwanese-American Occultation Survey, TAOS）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系統研究太陽系
外圍小型古柏帶天體的計畫。利用超廣角望遠鏡以每秒五次監測為數眾多的遙遠恆星，可以偵測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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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可以有效的降低其他原因造成的假訊號，正確的估計這些小天體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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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OS 利用巧妙的掩星技術，可以探測到直徑小於一公里的古柏帶天體，這麼小的天體即使用最大型
的望遠鏡也無法直接偵測到。

TAOS 計畫是由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以及美國哈佛史密松天文中心、韓國延世大學等單位參
與。四座口徑50 公分廣角望遠鏡，安裝於鹿林天文台，於2005 年開始收集資料，2008年完成第一
批統計結果， TAOS 計畫這次發表的資料，超過70 億筆恆星亮度數據，結果沒有偵測到任何掩星事
件。我們以此結果得到了

直徑28至0.5公里的古柏帶
天體的數目上限。這個新

的上限比過去已發表的結

果小了約一千倍。這表示

太陽系外圍天體的數量，

沒有某些理論估計來得

多，對於太陽系形成與早

期演化提供重要線索。

利用重子聲波振盪的強度圖測試暗能量
張慈錦,彭威禮, Jeffrey B. Peterson, Patrick McDonald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00 (2008): 09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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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振盪（Baryon Acoustic Oscillation ， 簡稱BAO）」是可以運用的工具。過去關於利用重子聲波振盪來對暗能量做測試的討
論，主要集中在星系的紅位移測量上—對高達 109個單一星系，偵測其中性氫因高精細躍遷而產生的21公分譜線或是光學
發射線，量測其紅位移測量。 而在本研究中，我們展示不同的觀點，我們透過經濟可行的三維強度作圖（economical three 
dimensional intensity mapping ），完成對21公分譜線亮度的聲波振盪研究。如果我們的估計是可被接受的話，這會是於一種
暗能量全新實驗的起點—該實驗的專長在於對無線電波段天空的大角度尺度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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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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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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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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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貢獻的物質能量譜之間的比值來繪圖，其中

來自重子的貢獻，是以曲線擬合的公式計算

出來的。為了突顯出振盪，我們對整個能量

譜做滑順的曲線擬合，以便對該比值做進一

步的分割。圖中誤差槓代表著可能來自200
米見方柱狀望遠鏡靈敏度的投影。

2 重子聲波振盪在其可觀測參數的
空間圖， 其中橫軸為紅位移，

縱軸為尺寸（k）。斜線區是觀
測不到的部份。水平線代表前三

個擺動的尺度，點線為球諧指數

（spherical harmonic order）為
固定值下的等值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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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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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較糟的情況﹔兩個等值線幾乎無法區分）。

3 兩 座 T A O S
望 遠 鏡 記 錄

的 已 知 小 行

星（ 1 7 2 3）
Klemola造成
的掩星影像。

被遮掩的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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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腫瘤壞死因子α（TNFα）促進γ-secretase活性的分子機制

Rice Annotation Project, 邢禹依等
植物暨微生物研究所
Nucleic Acids Research 36 (Database issue) (2008): D1028-33.

郭嵐忻,胡明寬,許文明,董盈岑,王柏堅,蔡婉微,嚴震東,廖永豐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Molecular Biology of the Cell 19 (2008): 4201-4212.

水稻基因體定序計畫完成之後，最主要的挑戰是基因座及其功

能解讀。目前有兩個主要的水稻基因體解讀成果，分別是RAP 
（全名為水稻解讀計畫、Rice Annotation Project），及TIGR 
（全名為基因體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Genome Research）。
圖1列出兩種不同的解讀系統對於三個不同基因座的差異，以
突顯修正基因體解讀的必需性。第一屆的RAP工作會議，大
約有100個人分別來自10個國家，於2005年底，聚集在日本共
同建立高正確率和可信賴的解讀資料 （Genome Res. 17:175-
83）。
2007年底，共91位 （三位來自中央研究院） 來自30個研究
單位的研究人員再次聚集在日本。我們採用約3萬2千筆全長
cDNA（FLcDNA）及5萬8千筆cDNA的5端及3端序列，來細部
調整基因結構。我們收集並配合所有數位transcriptome資料、
突變族群的片段序列等。許多領域的專家也參加這個工作團

隊，包含transposable elements、非蛋白質編碼RNA、逆境反應
基因、種子晚胚蛋白、F-box蛋白研究等。
目前 RAP-DB包括各種不同的解讀資料 : clone位置，具cDNA
驗證的31,439個基因的結構與功能，被大量平行簽章定序
（MPSS）與類似的定序技術偵測出的RNA基因，突變品系的
片段序列，transposable elements等。其全球資源連結位址是
http://rapdb.dna.affrc.go.jp/ 與 http://rapdb.lab.nig.ac.jp/ 。

1 Examples of the different annotation by RAP and TIGR。

2 Schematic view of the annotation browser。

RAP_annotation TIGR_annotation

MAQQAEKAAELQDPEIRAELDRR
ARDDGKTVIKSGTGGKSLDAQERL
AEGRKKGGLSRTTESGKERADDD
TGAVLIEPDDKMLKEAKKNLGRK

MAQQAEKAAELQDPEIRAELDRR
ARDDGKTVIKSGTGGKSLDAQERL
AEGPCPFYVSSLFCAISFTRRKKGG
LSRTTESGKERADDDTGAVLIEPD
DKMLKEAKKNLGRK

MAQLVDKAKGFVADKVARVEKPE
AELAELSFQSVGRGGATLAGRVDV
RNPYSHSIPICEVSYSLKSAGREVA
SGTMPDPGSLTAGDTTRLDIPVKVP
YDFLVSLARDAGRDWDIDYEMRV
GLTVDLPILGNFTLPLTKSGELKLP
TLSDVF

MSQGQPRRPPPDGSGARPVMYGD
VFDVSGELAGQPVAPRDAAKLQS
AEEAVLGEAQKGGPAAAMQSAAA
INARAGHVGRAQVTGAIADEGVAV
AVAETELPGRRVVTESVAGQVVAR
LATPPRVVATQPSGSLDKDAVTIGR
ALEWRPRPPRRRAAEMLATGRTV
TVPGGVAAAAQAAADHNAAPAAR
DEDRIKLRDVLTGARGKLPADKAA
TREDAERVPSAEVRNRPDMATTPG
GVADAVTAAARLNQER

MSQGQPRRPPPDGSGARPVMYGD
VFDVSGELAGQPVAPRDAAKLQS
AEEAVLGEAQKGGPAAAMQSAAA
INARAGHVGRAQVTGAIADEGVAV
AVAETELPGRRVVTESVAGQVVAR
LATPPRVVATQPSGSLDKDAVTIGR
ALEWRPRPPRRRGARGKLPADKA
ATREDAERVPSAEVRNRPDMATTP
GGVADAVTAAARLNQERPTRSF

在阿茲海默氏症（又稱老年癡呆症）病患腦部的Aβ沉澱，是此症的主要病徵，也是導致此病的首要致病因子。由於Aβ
是由γ-secretase分解Aβ前驅蛋白（Amyloid-β Precursor Protein, APP）所產生，因此經由了解γ-secretase酵素活性之
調控機制，對於預防及治療阿茲海默氏症將有很大助益。γ-Secretase是由四種膜蛋白（PS1, NCT, PEN-2, APH-1）所組
成的大分子蛋白複合體，在本篇論文中，我們發現TNFα可藉由活化細胞中的JNK訊息傳遞途徑，進而促進PS1與NCT
的磷酸化，導致γ-secretase活性上升；相對地，以抑制劑SP600125阻斷JNK活性時，此現象亦被抑制。利用離體反應，
以及在細胞中表現點突變的PS1等實驗，我們確認JNK是主要負責磷酸化PS1與NCT的磷酸激酶（kinase），尤其當PS1
的Ser319 Thr320氨基酸被接上磷酸根時，會使PS1的C端片段（CTF）更加穩定，而不易被分解，因此提升細胞中組合穩定
γ-secretase的效率，進而促進其酵素活性並增加Aβ的產量。總結上述，本研究成果證實，JNK訊息傳遞途徑在TNFα活
化γ-secretase的調控機制中，扮演關鍵角色；未來我們將致力於找出在γ-secretase中，其他可被JNK磷酸化的氨基酸序
列，盼能提供開發阿茲海默氏症新藥的研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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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實驗室著重於斑馬魚消化道形態形成的分子機制的研究。我們發現斑馬魚cdx1b 轉錄因子具有caudal -related homeobox 
並且與老鼠及人類Cdx1在氨基酸序列及在染色體與其他基因之間的相對位置具有高度的保守性。cdx1b  mRNA為一母體
RNA， cdx1b   mRNA在原腸期均勻分佈在上、下胚層，在18-22體節時期可在視
網膜、腦及體節觀察到，而在28 hpf之後的胚胎則專一表現在發育中的腸道。我
們利用cdx1b反意morpholino寡核酸抑制及過度表現的實驗來探討cdx1b的功能。
在96 hpf cdx1b  morphant中可觀察到肝、胰臟發育不良及腸道不正常的發育，在
85% epiboly morphant中可觀察到分別表現gata5, cas, foxa2 及 sox17內胚層前驅細
胞數目減少一半。同時在過度表現 cdx1b  85% epiboly 胚胎中則可觀察到分別表
現gata5, cas, foxa2 及 sox17內胚層前驅細胞數目顯著的增加且其分佈的情形有所
改變。利用不同物種間 DNA 序列比對可在gata5 及foxa2 基因上找到具保守性的
Cdx1b 結合序列。利用電泳移動轉移實驗顯示出 Cdx1b 可結合在位於 foxa2 基
因 intron 1的 Cdx1b 結合序列上。共同注射老鼠或斑馬魚 foxa2  mRNA 與cdx1b
反意 morpholino 寡核酸可以拯救53 hpf 被注射胚胎中肝臟內ceruloplasmin的表現
區域。這些結果顯示斑馬

魚 cdx1b可藉調節foxa2 或
gata5 的表現來影響早期內
胚層的形成。這個研究亦

指出斑馬魚 cdx1b 與其哺
乳類相似物相比，在不同

消化器官發育上扮演著一

新穎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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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皓青,王涵青,柯子平,李玉梅,呂健宏,何俊翰,黃偉邦,羅竹芳,王惠鈞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PNAS 105 (2008): 20758-20763.

蝦白點症病毒是一個新穎的病毒種類，已對水生甲殼類造成重大危害。了解其功

能基因體，將可提供有效的防治方法，以幫助深受其害的台灣養蝦業。ICP11為在
病蝦中表現量最高的病毒蛋白，顯示它

在病毒感染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ICP11本身是一個充滿負電荷的酸性蛋
白質，由晶體結構中發現，在聚合成纖

維狀時，其獨特外型及負電荷分布與

DNA核酸雙股螺旋十分類似，成為目前
已知極少數核酸擬態蛋白質之一。進一

步的功能研究中，我們發現ICP11雙聚
體可與宿主細胞質中的組織蛋白質結

合，阻止其進入細胞核與DNA形成核仁
小體。同時，ICP11雙聚體也可抑制組織
蛋白質H2A.x修復DNA的作用，並可以
增加DNA水解酵素的活性，進而導致宿
主DNA的破壞。這些獨特的多功能性，
使ICP11可輕易導致宿主細胞核內部機
制的混亂。它在哺乳動物細胞中表現時

也可以引發細胞的計畫性死亡，因此，

ICP11具有在更高等生物的研究與應用
上之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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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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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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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帶負電荷的ICP11表面性質與DNA類似。

2 ICP11會和組織蛋白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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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CP11 在 HeLa 細胞內表現引
發細胞外型變異，並且導致其

死亡。

2 老鼠及斑馬魚Foxa2 mRNA皆可拯救 cdx1b  morphant 胚
胎肝臟中ceruloplasmin 的表現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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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因子eIF3k參與細胞凋亡調控機制之首例

植物硝酸鹽從根部往地上部輸送的機制

Lin, Y.-M., Y.-R. Chen, J-R. Lin, W.-J. Wang, A. Inoko, M. Inagaki, Y.-C. Wu, 陳瑞華
生物化學研究所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121 (2008): 2382-2393.

林珊華,郭惠芬,蔡宜芳
分子生物研究所
Plant Cell 20 (2008): 2514-2528.

真核轉譯起始因子3（eIF3）為一由 10-13 個次單元所組成的複合
體，並以複合體的方式執行對基因轉譯之調控。根據過去之發現，

eIF3 在基因轉譯上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但研究顯示這些次單元之
功能並非侷限於基因轉譯調控，不同的次單元可能具有其特殊的生

物功能。eIF3k 已被證實為 eIF3 複合體中的一個次單元，目前科學
界對其在調控基因轉譯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明瞭。此外，近來已有

實驗數據顯示 eIF3K 並非基因轉譯調控所必要，因此，作者嘗試研
究 eIF3k 在細胞中的主要功能及其重要性，探討其對細胞凋亡機制
的調控，亦即證實 eIF3k 在細胞生理功能中並非僅扮演基因轉譯因
子的其中一員。

本研究發現 eIF3k 在表皮細胞中會表現於角質中間絲細胞骨架
（keratin intermediate filaments）上，並與 18 號細胞角質蛋白
（K18）作結合。一旦啟動細胞凋亡的機制，eIF3k 會藉由與
keratin的作用進入含有 K8 及 K18 的包含體中。先前已知這些含有
K8 及 K18 之包含體具有延緩細胞凋亡進行的功能，可以擒住一部
份的半胱氨酸蛋白酵素（caspases），降低其與受質接觸的機率，
進而延緩細胞凋亡之進行。本研究發現 eIF3k 藉由使 caspases 自
包含體釋放出來，進而促進細胞凋亡的進行。因此，本研究發現

eIF3k在細胞中不僅會與 eIF3 複合體結合，亦會與 keratin 結合，展
現其不同於 eIF3 複合體之特性，並藉由此種交互作用執行其特殊之生理功能，進而調控細胞凋亡（apoptosis）之進行。
此亦為轉譯因子參與細胞凋亡調控機制之首例。

硝酸鹽是植物最主要的氮源。如何加強植物硝酸

鹽的利用效率，一直是農業生產及植物生理的重

要課題。植物利用根從土壤中吸收硝酸鹽，吸進

植物體的硝酸鹽有一大部份要送到地上部再加以

利用。在過去，只知道植物會將硝酸鹽往地上部

輸送，但不知道植物是利用何種機制作此輸送。

最近，我們發現一個硝酸鹽轉運蛋白AtNRT1.5
負責將硝酸鹽送入木質部（Xylem）以便往地上
部輸送。木質部是一列死亡細胞所構成的輸導組

織，負責將根從土壤吸取到的水份及養份往地上

部輸送，而養份要進入木質部必須從木質部旁的

活細胞向外輸送（export）；和養份吸收時，由
細胞外吸入細胞內 （import） 的作用正好相反。
AtNRT1.5 是一個氫離子及硝酸鹽同向輸送的蛋白
（proton-coupled nitrate symporter），一般認為這
樣的運轉蛋白是用來做吸收（import）而不是作外
吐（export）。我們的研究不僅瞭解到植物硝酸鹽
從根往上輸送的機制，更提出遺傳的證據，指出氫離子及硝酸鹽的同向轉運蛋白（H+/NO3- symporter）不僅可以利用
氫離子梯度為能量來源做硝酸鹽的主動吸收，更可以反過來做硝酸鹽的外吐（export）。植物細胞帶負電，同樣帶負電
的硝酸鹽應可被動地（passively）向外移動，而氫離子/硝酸鹽同向轉運蛋白執行硝酸鹽的外吐（export）時，是利用硝
酸鹽的被動輸送當作能量來源，來幫助氫離子向外移動。這是一個全新的概念。

真核轉譯起始因子3k（eIF3k）在表皮細胞中會表現於角質中
間絲細胞骨架（keratin   intermediate filaments）上，並與18
號細胞角質蛋白（K18）做結合。一旦啟動細胞凋亡的機制，
eIF3k會藉由使半胱氨酸蛋白酵素自含有K8及K18的包含體中
釋放出來，進而促使細胞凋亡的進行。

AtNRT1.5負責將硝酸鹽送入木質部以便往地上部輸送，而和AtNRT1.5同近的
AtNRT1.1及 AtNRT1.2則是負責硝酸鹽的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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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前的研究顯示微型核醣核酸miR399藉由
抑制其標的基因-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表現來
調控植物體內的磷酸恆定。miR399和泛素接合
酵素參與磷酸的轉運並表現於維管束組織的現

象，顯示他們可能參與植物體內長距離的訊息

傳遞。為證明此假說，我們利用野生型植株與

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進行交互嫁接實驗。當
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作為根砧時，根砧中泛
素接合酵素的表現會被miR399抑制，造成野生
型植株的接穗過量累積磷酸。而使用野生型植

株作為根砧，大量表現miR399轉殖株作為接穗
時，雖然在野生型的根砧並沒有偵測到miR399
先驅物的表現，卻可偵測到miR399的存在。這
個結果顯示miR399可經由地上部運移到根部，
進而系統性的抑制根部PHO2基因的表現。pho1
突變株的分析亦支持miR399的運移。miR399長
距離的運輸可能在初期磷肥缺乏時扮演重要的

角色，以提高磷酸的吸收與轉移。此外，經由

miR399切割後產生的PHO2  siRNA可能具有微調
PHO2表現的作用。此研究提供了微型核醣核以
長距離運移來調控其標的基因的證據。

根據B型及C型肝炎慢性感染狀態探討代謝因子與肝細胞癌風險之長期追蹤研究
陳祈玲,楊懷壹,楊偉勳,劉俊人,陳培哲,游山林,王豊裕,孫建安,盧勝男,陳定信,陳建仁
基因體研究中心
Gastroenterology 135 (2008): 111-121.

本研究旨在根據不同的B型肝炎及C型肝炎慢性感染狀態探討肥胖、 糖尿病、 以及其他代謝因子是否為肝細胞癌發生之獨
立危險因子，並探索肥胖/糖尿病與B型/C型肝炎造成肝細胞癌的可能協同作用。本研究利用23,820名台灣居民進行研究，所
有的分析皆經過B型肝炎表面抗原及C型肝炎抗體狀態之分層，並扣除兩種前述病毒慢性感染指標皆為陽性218名個案。經過
了14年的長期追蹤，以及與全國癌症登記電腦檔的資料連結，總共有291名個案確診新發生肝細胞癌。潛在危險因子之於肝
細胞癌的多變項調整相對危險性（Multivariate-adjusted relative risk, RRa）及其95%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 CI）乃利
用Cox比例危害模式加以估計。
如下表所示，本研究發現在C型肝炎慢性感染的個案中，極端肥胖（體塊指數 30 kg/m2）是肝細胞癌發生的獨立危險因子，

約有四倍相對危險性 （RRa, 4.13; 95% CI, 1.38 –12.4）； 在沒有B肝及C肝慢性感染的個案中，此相對危險性為兩倍 （RRa, 
2.36; 95% CI, 0.91– 6.17）；但在B型肝炎慢性感染的個案中，危險性並未增加（RRa, 1.36; 95% CI, 0.64 –2.89）。糖尿病在
上述三組中皆與肝細胞癌的發生有關，在慢性C肝感染的個案中有最高的相對危險性 （RRa, 3.52; 95% CI, 1.29 –9.24）； 最

低的相對危險性則在

B肝帶原者中 （RRa, 
2.27; 95% CI, 1.10–
4.66）。 同時具有肥
胖及糖尿病特徵的個

案，無論是B肝或C肝
陽性，皆具有100倍以
上的風險，顯示代謝

因子與病毒感染狀態

對於肝細胞癌之發生

可能具有協同作用。

微型核醣核酸miR399對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系統性調控
林淑怡,姜素芬,林維怡,陳俊維,曾競穎,吳珮綺,邱子珍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Plant Physiology 147 (2008 ): 732-746.

1 微型核醣核酸miR399在植物體內系統性的運移
以調控泛素接合酵素PHO2的假說模式。

2 交互嫁接證實miR399葉部至
根部長距離之運移。

Multivariate regression analysis on metabolic factors and HCC stratified by HBV and HCV infection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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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革病毒引發致命性疾病的關鍵因子—CLEC5A

《昨日到城市：近世中國的逸樂與宗教》

陳斯婷,林宜玲,黃明婷,吳明芳,鄭世進,黎煥耀,李建國,邱紫文,翁啟惠,謝世良

基因體研究中心
Nature 453 (2008): 672-676.

李孝悌　著

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8年

本書中收錄的，是作者在過去五、六年間發表或寫成的文章。其中除了一篇研

究回顧和兩篇以一般民眾為主體的文章，其他六篇都以上層士大夫文化為研

究重點。如果和作者之前的研究放在一起來看，由近代向傳統，由群眾向士大

夫，由大眾文化向精緻文化移動的軌跡確實非常明顯。

但不管使用的題材是近代上海的城市讀物，十八世紀流傳於城市、鄉村的情

歌，還是明清士大夫的詩詞、戲曲創作，這些文章最明顯的一個共同主題就是

逸樂。作者在文章中，對逸樂生活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的意涵，都有比較詳細

的討論。

逸樂之外，宗教也是一個重要的主題。這些宗教題材不僅在現代化的上海製造

出鬼魅魍魎和鄉野傳奇的氛圍，更是傳統士大夫日常生活中的一個主旋律。

這些文章中第三個明顯的主題是城市。從上海到揚州到南京，城市為民眾的休

閑、娛樂和士大夫的精緻品味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舞台，也豐富了我們對中國文

化的想像。

登革病毒感染會造成嚴重的登革出血

熱及登革休克，其主要原因來自於血

管通特性增加而導致的血漿滲漏以及

血小板過低。CLEC5A，又名MDL-1，
為C-型凝集素的成員，具有C-型凝集
素特有的區塊並且與DAP12分子連
結。研究指出CLEC5A與登革病毒直
接結合，因此活化DAP12分子。由於
CLEC5A與登革病毒結合並不影響病
毒進入細胞的能力，而是刺激細胞產

生前驅發炎細胞激素，因此,透過擷抗
性抗體以及干擾性RNA阻斷CLEC5A與登革病毒的結合，
能有效抑制前驅細胞激素的產生而不影響干擾素分泌，

由此可知CLEC5A負責前驅發炎細胞激素的訊息傳導。利
用CLEC5A擷抗性單株抗體阻斷CLEC5A與登革病毒的結
合，可抑制登革病毒在STAT1缺損小鼠模式引起的血漿滲
漏及皮下、腸胃道嚴重出血現象，且有效降低死亡率達

50%。我們的研究發現，阻斷CLEC5A調控的訊息傳遞，
能減少巨噬細胞因登革病毒感染（甚至是在含有ADE效應
的抗體複合物）而產生的前驅發炎細胞激素。此舉除了能

減輕登革出血熱及登革休克病人的組織受損，並增加其存

活率，提供了一個全新的策略，甚至對於其他病毒造成的

發炎疾病也有治療的潛力。

3 CLEC5A擷抗抗體阻止登革病毒
引起之皮下與腸胃道出血。

4 CLEC5A擷抗抗體降低登革病毒
引發致死達百分之五十。

1 CLEC5A與登革病毒交互作用。

2 CLEC5A擷抗抗體可抑制登革病毒
之抗體依賴性增強誘導的前驅細

胞發炎激素 TNF-α。

擷抗抗體 抑制登革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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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的出版，源

自拓片研讀小組團隊成果。自1997年開
始，為整理傅斯年圖書館藏拓片，在史

語所成立拓片研讀小組，集合多位所內

外研究者，兩週一次，共同釋讀北朝紀

年拓片。2002年出版《北魏紀年佛教石
刻拓本目錄》。為進一步提供研讀小組

工作成果，以十年時間，在北魏至北周

紀年拓片中，挑選百件精品，進行密集

校對與研究，終於2008年付梓。
本書特點之一為拓片的釋文。釋文編排

以貼近原碑題記佈局為前提，經過小組

研究同仁反覆校訂與斷句，使題記易於

閱讀。釋讀過程中，累積大量異體字與

佛教名詞，可輔助文字學與思想史研究。其次，結合歷年田野調

查成果，提供拓片原石照片與相關收藏資料。最後，本書廣引各

家金石著錄，盡量呈現拓片歷史資訊。卷末彙整歷代題名，亦有

助研究者釐清混淆的造像名稱。

佛教造像或為獨立石碑，或刻於石窟壁面，形式各異，拓片多取

重點摹拓，以致難以透過拓片一窺全貌。本書編排，盡可能將拓

片所有相關文獻與圖像，以最簡潔的方式呈現，這點則是多年來

參予工作的研究助理們的貢獻。

拓片是歷史記錄的另一形式，有別於正典史書，佛教造像多屬

民間活動的軌跡，解讀造像題記，能真實呈現庶民信仰生活。受

主流歷史忽略的宗教活動，透過閱讀各具時代意義的拓片，得以

再次浮現。是故本書能提供中古社會史彌足珍貴的材料。

〈節慶化「叮江」，族群性協商：台灣中和緬華社區的文化展演與政治〉
呂心純

民族學研究所
The Journal of Burma Studies 12 (2008): 29-62. 

在移民文化脈絡下，以族群為號召的文化慶典常被視為一種與家鄉密不可分的認同表述，但「歸僑」（returning migrants）
的認同表述則面臨了極為複雜的族群政治。由於歸僑的雙重離散經驗（double diasporic experiences）迫使他們的族群性長
久處於一個在「泛中國人」（pan-Chinese）與「泛緬甸人」（pan-Burmese）間的協商狀態，對於家鄉的定義因而處在一個進
退兩難的困境。本文以中和地區緬華社群為研究對象，探討這樣的族群性協商如何在這個社群的「叮江節」（「 或稱 潑水

節」）慶典文化中被展現。

過去相關研究的論述多停留在視慶典

為整體的單一展演文化、及視「緬華」

為單一展演主體的兩個觀點上。本文則

跳脫此一框架，藉由分析慶典的多樣化

展演內容與慶典化過程，探討此一社群

長期在何種的文化與族群政治的影響

下，使展演文化反映出多層次的矛盾、

衝突、以及磨合。這樣的族群政治特別

呈現在緬華內部次族群（不同省籍）、

世代、以及次文化的差異上，另外也顯

示緬華社群與它族群（亦即台灣人與其

它東南亞移民）的持續緊張關係。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
顏娟英　主編

歷史語言研究所
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8年

陳神姜等造像記 拓片

西魏大統十三年 547A.D.
127.5 x 46 cm
中研院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藏

《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封面

題記中「誕」的異體字與造字

原碑出土地：山西太原

釋文　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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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全耐久財與寇斯猜測〉

《神聖的正義—宗教與中國司法體系的發展》

Deneckere, Raymond, 梁孟玉
經濟研究所
The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9 (2008): 1-19.

康豹（Paul R. Katz）著
近代史研究所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本研究以跨學科的方法對於漢人社會中的神判儀式做全面性的考察，

同時進一步探討這些儀式的背景、內容與功能。所謂的神判儀式

（judicial rituals），是指人們無法確定某一方有理或無理，乃至於有
罪或無罪時，祈請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等屬於地

獄司法體系的神明來裁決是非的儀式。在東南沿海地區和台灣的漢人

社會裡，最主要的神判儀式就是「立誓」（包括「斬雞頭」） 與「告

陰狀」。此外，「審瘋子」與「扮犯人」也和地獄司法體系的神明有

關，因此也屬於神判儀式的範圍。近年來有不少學者注意到近代中國

和台灣司法體系的運作，以及法律在漢人社會的重要性。不過，這些

學者和早期研究中國法律史的學者，往往忽略了上述神判儀式在中國

社會所扮演的角色。另外，關於冥界的神明和地獄的司法體系，迄今

已有不少學者做過研究，但是他們大都集中在冥界諸鬼神的來歷和死

者在地獄所經過的審判與報應的討論，同樣地未重視冥界諸神在人間

的神判儀式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篇文章採用無窮期離散

賽局模型，來分析出售不

完全耐久財的獨佔廠商的

最適訂價策略。

我們得到當產品的耐久性

足夠低時，必然會產生非

耐久財獨佔市場下慣有的

壟斷高價結果。

為了避免寇斯猜測效應，

獨佔廠商可透過計畫性的

淘汰以確保其固有之單價

利潤與收益性。

利潤

獨佔均衡

信譽均衡

寇斯猜測均衡

0 1
折舊率

獨佔廠商最佳選擇，較不耐久，獨佔價格，

有福利損失。

社會福利最佳選擇，具耐久性，競爭價格，寇斯猜測效應。

獨佔廠商利潤與折舊率相對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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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收錄八篇文章，依性質分為兩部，各四篇。第一部「越界的創新」係

針對特定的亞裔美國作家、導演、建築師及其創作進行剖析：華裔夏威夷詩

人林永得如何在詩作中挪用中國古典文學典故，以達到文化再創的目的；菲

裔小說家卜婁杉如何在《美國在我心》中再現階級與族裔；華裔導演王穎

如何在《尋人》中呈現空間、族裔與認同的複雜關係；華裔建築師林瓔如何

透過越戰將士紀念碑來呈現創傷與回憶，經由轉化、撫平並療癒創傷，達到

和解的作用。第二部「創新的越界」則涉及我國相關學術的表現、反省與定

位，探討台灣的亞美文學研究（兼及美國原住民文學研究）、台灣的華美文

學研究、創造傳統與華裔美國文學，以及美國華文文學的定位，頗具在地、

建制、後設批評的色彩。

本書是一位游移／游離於不同知識與文化體系之間的台灣外文學者，面對當

前全球化與多元文化的現象，透過雙語言、雙文化背景及雙重視野，以及由

此而來的遊牧的、去中心的、對位的覺知，來省思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對

置身於不同文學與文化疆界的邊緣或交集的台灣外文學者，越界似乎是無法

擺脫的「宿命」，卻也可以成為「優勢」，並企盼藉此創新。全書呈現了此

處境下的因應之道及具體成果。

《越界與創新：亞美文學與文化研究》
單德興　著

歐美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美國晚近離婚的社會遺傳性並無改變趨勢〉
李瑞中, Lawrence L. Wu
歐美研究所
Demography 45 (2008): 875-883.

過去對在美國「離婚的社會遺傳性」（亦即父母離婚的孩子以後是否也更容易離婚）之趨勢的研究獲得明顯不一致的結果：

McLanahan and Bumpass（1988,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與Teachman（2002, Demography）發現離婚的社會遺傳性
一直一樣強，但Wolfinger（1999, Demography）發現「離婚的社會遺傳性」從1970年代以降減弱大約50%。我們運用了Cox成
比例風險模型來分析美國「國家家庭與家戶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ies and Households）資料，沒有發現任何證據
支持離婚社會遺傳性有隨時間改變的趨勢。我們研究的重點企圖解決這一系列分析何以會有不一致的發現：Wolfinger研究
裡所使用美國「一般社會調查」（General Social Survey）資料是缺乏結婚時間的訊息，因此該分析侷限於訪談時受訪者是否
已經離婚。我們認為他有關離婚的社會遺傳性明顯下降趨勢的結論，可能是由於沒有妥善控制結婚時間的差異所致。因為

早期的結婚世代有較長的時間暴露在離婚的風險中，所以即使離婚風險對所有結婚世代有完全相同的風險，仍舊會發現早

期結婚的世代比新近結婚的世代有較高離婚比例。我們運用一系列不連續時間風險的迴歸模型來檢驗暴露在不同長度時

間下對離婚的社會遺傳性的趨勢之估計是否有所差異，證實了我們這種假設。因此我們的結論認為離婚的社會遺傳性在晚

近美國社會中並無任何趨勢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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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
謝國雄　主編

社會學研究所
臺北：群學出版社，2008年

藉由幾個重要研究領域的回顧，本書各章作者分別從具體的成果、概念化的方式以及與西方理論的關係等面向，檢視台

灣社會學發展史，共同勾繪出台灣的「社會學」圖像與「社會」圖像。就「社會學」圖像而言，各議題的發展雖然呈現

出分殊的面貌，但都分享同一歷史動脈，即與功能論與現代化理論搏鬥，並邁向衝突論。就「社會」圖像而言，本書指

出家、國家與市場是三個貫穿台灣社會的核心制度，各種行動者（夫妻、官員、公民社會的推動者、企業主、勞工等）

以不同的經歷參與這些制度的運作，活潑地展現了台灣社會的特色。在與西方概念和理論的關係上，台灣的社會學歷經

了援引、運用、推新與挑戰等階段。最後，本書主張真正的學術國際化乃是透過台灣社會的研究，證明從西方社會發展

出來的理論只是眾多可能中的一種（「西方個案化」），進一步證明由台灣社會發展出來的論點可以與其平起平坐，甚

至可以將其含括在內（「台灣普遍化」）。

《三看白先勇》
李奭學　著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二十世紀六○年代以來，白先勇小說大家的身份已告確定，論者甚夥。然而從

《台北人》經《孽子》再到二十一世紀重理新集的《紐約客》到底好在哪裡，

和中西文學傳統又有什麼關係，研究者始終語焉不詳。本書首先由文學之所以

為文學的角度重讀白先勇，再就白氏的夫子自道或他自己作品所透露者，窺探

《台北人》以降的白氏經典之作所受中西文學的影響，為《孽子》等書尋一可

靠的傳承系譜。就《台北人》而言，白先勇三致其意者實為對愛爾蘭小說大家

喬艾斯的揣摹。本書指出《台北人》與《都柏林人》在形式上的重疊，繼而深

入兩書在主題上對各自所處的都市的了解。喬艾斯意在都柏林的「道德史」，

白先勇濃筆所在也是台北一城的時代特色，所以他強調居住其中者都沉浸在過

去，麻木在當下。此中有趣的是︰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現代性互通有無。討論

完《台北人》之後，本書就此書最出名的〈遊園驚夢〉繼續深入，以其與吳爾

芙的《戴洛維夫人》為對比的重點。白先勇深受吳氏影響乃不移之論，本書指

出其間關鍵尤在意識流的承續。《孽子》乃白先勇最深入台灣社會的小說，其

中的同志情誼令人感動，本書比較此一情誼和中國唐人傳奇《鶯鶯傳》之間的

男性沙文主義，指出白先勇令人感動的原因所在，以及其中在刻畫上的前接後

續，開發出另一條閱讀白先勇的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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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共收論文十二篇，依研究旨趣與特色，大約可以分為：（一）明清禪林詩

作與詩論（二）明清的思想概念與佛教兩個主要範疇。二者又都同時以明末清

初佛教的文學觀為主要探討的範疇，嘗試將文學、禪學、文化史、思想史的研

究融為一體，從嶄新的角度重新省視中國詩學與禪學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以

堅實的文獻解讀為基礎，深入明清時期各種佛典、禪籍之中，抉發許多前人未

曾討論過的重要資料，不拘泥於固有陳見，以第一手文獻作為立論依據，在歷

史真相與理論架構之間力求兼顧，闡發佛教在文化史上的重要性與獨創性，同

時也對佛教在文化傳衍的角色、功能及其限制加以反思。不論對於明清文學、

佛教、文化史的研究都別開新境。

〈軍需產業與邊區政策：臺拓在東臺灣移民事業的轉向〉
林玉茹

臺灣史研究所
《臺灣史研究》第15期（2008年3月），頁81-129。

「日本化東臺」政策一直是討論日本殖民治理東臺灣的主要論述。然而，1937年以
後，國策會社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在東臺灣的本島人移民事業，卻顯現戰時移民政

策的轉向。臺拓之所以一反過去移入日本人移民的殖民方針，轉著力於本島人移

民，理由有二。一是日治初期以來日本人官營移民事業成效不彰，導致日本化東臺

計畫的破滅；二是戰時東部棉花和苧麻等軍需產業開發與向南洋擴張之需。

日治時期東臺灣移民政策規劃與執行的演變，充分展現帝國中央殖民想像和地方

殖民治理之間的落差與距離。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沒有殖民經驗的日本

帝國中央，基於母國人移民符合母國政治利益的殖民想像，始終主張日本人農業

移民。臺灣總督府的角色則具有執行母國意志和殖民治理性的雙重性。總督府最

初固然必須服膺帝國意志，展開日本化東臺計畫，但是由於成效不佳，基於臺灣統

治政績之考量，逐漸調整做法，中日戰爭之後更實質放棄該計畫。臺拓為了東部軍

需產業開發所進行的本島人準官營移民，即是在總督府授意下進行。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製。

《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開展》
廖肇亨　著

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允晨文化，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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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南語參考語法》

〈陳水扁總統兩岸訊息的制度脈絡〉

鄧芳青　著

語言學研究所
Canberra: Pacific Linguistics (2008)

林繼文

政治學研究所
Issues & Studies 44 (2008): 1-31.

本論文針對前總統陳水扁在其總統任內的重要兩岸關係

談話進行分析，並以制度分析解釋其談話的內涵。在台

灣的憲政體制下，立法院（國會）不能對總統言論問

責，也不容易讓總統所任命的行政院長下台，但總統若

無國會支持，也很難實現其政策目標。這些制度缺陷，

使陳水扁總統有正當理由透過「非憲政場合」來傳達其

重要的兩岸關係言論。這些「非憲政場合」包括臨時設

置的決策會議、在特定民間團體所發表的公開演說，或

媒體訪問。造成的結果，是其它憲政機關很難預期總統

會在什麼場合發表何種談話，也難以進行事後的監督，

使陳水扁總統在這些場合較不受拘束，也較能發表偏向

台灣獨立的言論。本論文針對陳水扁總統重要的兩岸關

係言論進行系統性的分析，發現言談內容和言談場合具

有很高的相關性。以陳水扁在非憲政場合所發表的談話

而言，78.4%包含偏向獨立的用詞，但在陳水扁的憲政
場合談話中，此一比例下降為63.2%。本論文也發現，
在總統的第二個任期，現任總統無須以多數選民為主要

的訴求對象，卻必須鞏固他在泛綠陣營的領導地位，所

以面對的民意壓力也有所轉變。其結果就是，陳總統在

第二任所發表的偏獨言談遠比第一任多。

此參考語法旨於描述卑南語南王方言的音韻以及構詞句法，所採用的理論架構

是根據Dixon（1994, 1997）以及Dryer（2006）所提出的基本語言學理論（Basic
Linguistic Theory）。基本語言學理論強調以目標語為主體，不將從其他語言
所得到的結論強行套用在目標語，因此，本研究捨棄研究菲律賓類型語言的語

言學家所使用的傳統術語，如「主事焦點」、「受事焦點」、「處所焦點」、

「工具焦點」等，而改採用絕大多數語言學家所熟悉的用語，如「及物」、

「非及物」等。

卑南語子句為述語在前，有兩論元的動詞句可區分為行動者語態（actor voice）
及承受者語態（undergoer voice），其中行動者語態以行動者為主詞，承受者語
態以承受者為主詞。承受者語態有三個變體，在傳統上分別被稱為「受事者語

態」、「處所語態」、以及「工具／受惠者語態」。在獨立子句，行動者語態

子句為不及物，且沒有不同於其他不及物子句，只是其有一個標記為斜格的受

事者。承受者語態子句為及物，其行動者必定在動詞上以依附詞的形式標記為

從屬格代名詞，但與其呼應的名詞組則標為斜格。因此我們可說卑南語在獨立

子句呈現作格（ergative）形式。另一方面，複雜句結構，如關係子句與連動結
構則呈現受格（accusative）形式。

1 陳水扁兩岸關係談話的內容與場合（2000年5月20日至2004年5月19日）。

2 陳水扁兩岸關係談話的內容與場合（ 2004年5月21日至2007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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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已有許多文獻，探討了中國的崛起對國際政治經濟的結構與

理論所產生的重要衝擊與影響。本文對於中國的崛起，採取一

個不同的分析角度，檢視中國發展的國內政經結構，如何影響國

際對其崛起的認知。本研究提出了「黨國發展複合體」的分析概

念。本研究認為，一組包括各級政府、國有企業、及其他國家研

究單位的體制，在黨的統一領導下，成為一個有整體意涵的「複

合體」，共同致力於追求中國綜合國力的成長。此種「黨國發展

複合體」是中國崛起的國內根源。本研究主張，中國崛起對國際

政治經濟的影響，不應只從國際關係的理論來理解；唯有認清中

國發展的此種特殊國內機制與根源，以及其與國際政治經濟結構

所產生的互動，才能理解中國崛起對國際上對會所產生的特定看

法。簡言之，「黨國發展複合體」製造了三種中國崛起的國際意

象：作為一種專制政權發展的成功模範、作為一種不公平的經濟

對手、以及作為一種引起安全與戰略的關切。

〈律師代理對訴訟結果之影響— 一個台灣實證考察的觀點〉
黃國昌

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5 (2008): 197-238.

自80年代晚期，各領域的學者便開始以實證方法來研究是否經律師代理此因
素對於訴訟結果的影響。但多數研究均將焦點置於律師代理對非正式法律程

序的影響。本文是少數探討律師代理對正式法律程序影響之研究。本文針對

台灣於2000∼2006年終結之第一審民事訴訟進行統計分析。研究發現當雙方
均委任律師代理時，最不易達成和解；而當雙方均未委任律師時，和解則最

容易達成。此外，本研究亦發現律師代理與否對於訴訟勝敗結果並未有顯著

的影響。本文提出所謂「代理選擇效應」理論解釋研究之結果。此外，本文

亦論證當事人對於是否尋求律師代理，通常均能作出理性的決定。未經律師

代理的當事人，並未因此而系統性地遭遇不利的結果。本研究提供了二項重

要的啟示。第一、全面要求民事訴訟必須由律師強制代理之政策建議，是否

足以產生大於其所耗成本之效益，值得斟酌。第二、在比較法之觀察上，大

陸法系法官對於親自訴訟之當事人所負的闡明義務，可以說明何以律師效應

對案件結果之影響，並不如在英美法系中顯著。

〈中國崛起的國內根源及其國際影響：黨國發展複合體〉
徐斯儉

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Michael Hsin-Huang Hsiao,ed.,
Rise of China: Beijing's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Asia-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55-84.

黨國發展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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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有落差時的訪員效應：台灣基因體意向調查的分析〉
楊孟麗,于若蓉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37 (2008): 1321-1331.

訪員特質是否影響調查結果，是調查研究的重要

課題，但過去訪員效應的相關研究，多侷限於訪

員的明顯特質 （如性別、種族）。訪員的高教

育程度，則常被視為可能有助於資料品質；從未

有研究探討它是否干擾訪問結果。然而，從社會

心理學的角度觀之，訪員教育並不一定有助於資

料品質的提升。相關研究指出，與他人討論陌生

議題時，個人會從對方的言談舉止，判斷其知識

能力的高下，據以決定如何應對。因此，我們揣

測，被問到不熟悉的議題時，受訪者的回答可能

會受到訪員的教育程度的影響。本篇探討的是，

面對像基因科技這類較艱澀的問題時，教育程度

低（國中及以下）的受訪者的回答狀況，是否會

因為訪員教育程度為高（大學及以上）或低而有

差異。結果與我們的預料相符：不論是知識題或

態度題，面對高教育程度的訪員時，低教育程度

的受訪者提供明確答案的可能性明顯較高。我們

的研究有兩個貢獻：1. 面對艱澀的問題時，受訪
者的回答易受外在因素的影響，所以問卷內容應

該考量受訪者的知識程度；2. 訪員的明顯與不明
顯特質，都會影響訪問結果。

模型一 模型二

自變項 係數（標準誤） 係數（標準誤）

知識題

Primary_R  0.982*** （0.054）  1.087*** （0.072）

Junior_R  0.418*** （0.053）  0.579*** （0.079）

Hi_Edu_ R -0.465***（0.054） -0.363*** （0.084）

Hi_Edu_I -0.079 （0.103）  0.081 （0.119）

Hi_Edu_I× Primary_R -0.195* （0.085）

Hi_Edu_I× Junior_R -0.290** （0.105）

Hi_Edu_I× Hi_Edu_R -0.183 （-0.107）

意見／態度題

Primary_R  0.939*** （0.064）  1.212*** （0.085）

Junior_R  0.320** （0.066） 0.550*** （0.096）

Hi_Edu_  0.004 （0.059）  0.056 （0.089）

Hi_Edu_I -0.230 （0.210）  0.070 （0.224）

Hi_Edu_I× Primary_R -0.526*** （0.101）

Hi_Edu_I× Junior_R -0.428** （0.130）

Hi_Edu_I× Hi_Edu_R -0.132 （0.114）

R=受訪者；I = 訪員；* p< .05；** p<.01；*** p <.001 

〈十九世紀廣州的牛痘接種業〉
梁其姿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Late Imperial China 29.1 Supplement (2008): 7-39.

琴納式牛痘接種術（Jennerian vaccination）在嘉慶時經澳門引入廣州以至
全中國的過程， 雖然陳垣等多位前輩學者已作了深入與詳細的研究，但

是19世紀初期這項技術如何具體在廣州得到推廣，仍不清楚。本研究以當
時流傳的各種牛痘書、傳教士的文獻、海關報告等資料，探索19世紀初期
廣州痘師群的形成以及他們推廣牛痘術的種種商業策略。

本研究強調牛痘術在廣州奠定基礎的兩個重點：其一為初期廣州中英商人

的關鍵性角色。先是英國東印度公司醫師皮爾遜（A. Pearson）將牛痘術
引入澳門，並在澳門與廣州地區訓練幾個當地受僱於公司的華人，教予種

痘術，其中包括後來扮演重要角色的邱熹。然後是廣東行商為皮爾遜所著

有關種牛痘基本方法小冊的中譯本背書，使得譯本在嘉慶10年（1805）得
以合法在中國刻印出版、流傳。在廣州的英華商人合作無間地推動這項技

術是基於當時當地互信及互惠的商業傳統。

其二為廣州痘師群的商業手腕。雖然後世學者視牛痘的引入為西方科技在中國發展史的一部分，但對當時傳播牛痘術

的廣州痘師而言，牛痘其實更像一門有利可圖的生意。以邱熹為首的廣州痘師很快地以各種宣傳手法將牛痘包裝為一

個可靠又可理解的新技術，以便推銷。邱熹首先以皮爾遜的小冊作基礎寫了《引痘略》一書。當時廣州行商公所定期

為兒童免費種牛痘，但其實這項善行隱藏了重要商機：由於新鮮牛痘漿在中國難以取得，痘師必須靠手臂到手臂的接

種方法來保持有效痘漿的持續供給。窮人家小孩免費種痘後痘師可取其漿繼續接種。而痘師以此漿為富家小孩種痘則

可收取貴昂的費用。當時包括皮爾遜在內的廣州的西醫均觀察到地方痘師名利雙收。這些痘師並廣收門徒或創辦家族

種痘事業，成立牛痘館。這類牛痘館後散布全國，有的獲利甚厚。痘師與痘館的成功關鍵在於是否有穩定可靠的痘漿

的來源與貯存方式。

在牛術痘引入廣州的過程中，官僚的角色並不重要。行商的支持、痘師的宣傳手法與商業手腕乃主要的因素。因此，

在近代公衛觀念仍沒有出現之前，商業文化讓19世紀初的廣州成為亞洲地區牛痘術發展最快速與普及的地方。

1805年皮爾遜種牛痘手冊有廣州行商背書
資料來源：中研院人文社科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