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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一般

行政 

一、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辦理行政、採

購、出納、事務管理等。 

 

 

一、一般性行政管理工作： 

(一)直接或間接配合各研究所、處、中

心加強研究發展，提高研究成

果，發揮行政管理效率。 

(二)支援研究需要之一般行政管理工

作。 

(三)支援研究需要，提供與各大專院校

區間車載送服務。 

(四)公務用車輛養護暨公有財物之新

增、減損、移轉等管理業務。 

(五)本院經管宿舍分配、管理及養護。 

 二、幼兒園運作維持：為充實本院員工子

女之教育與保育活動能健全發展及園

務運作順利進行。 

二、幼兒園運作維持：以主題教學為架構，

新課綱的覺知辨識、表達溝通、關懷

合作、推理賞析、想像創造、自主管

理等六大領域為設計課程的方向，並

依孩子的個別發展能力，帶領孩子探

索生活中有興趣的事物，師生共同選

擇一個主題，透過觀察、團體討論、

實作、分享、建構或個人獨立操作等

方式，並結合社區資源、配合時令季

節、以孩子的生活經驗為主軸，逐漸

加深加廣孩子的學習活動。 

整個學習歷程下來，孩子能學習到收

集資料的能力、解決問題的能力、規

劃事情能力、團隊合作能力、發表能

力、自我省思能力等，教師也從中觀

察孩子的個別能力與學習狀況，適時

幫助孩子全方位發展人格與特質，成

為健康有活力、擁有創意自主能力、

懂得感恩惜福的孩子，培育出優秀的

下一代。 

二、一般

學術

研究

及評

議 

(一 )學術

審議

及研

一、人員維持：延攬回國學人、研究人員

及職員等從事研究或協助研究工作，

以增進學術研究。 

二、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推動資訊處電腦端系統管理員權

限回收、電腦自動關機及電腦網

路位址改為 Private IP 等 3 項加強

資安管理措施。辦理院本部公務

一、人員維持：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

究中心研究需要，積極延攬人才。 

二、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資訊處於 108 年 4 月至 6 月試行調

校電腦端系統管理員權限回收、

電腦自動關機及電腦網路位址改

為 Private IP 等 3 項加強資安管理

措施，並辦理檢討會議，預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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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獎

助 

 

用資訊設備維運及業務所需設相

關備採購、借用與維修。辦理院

本部逾財產年限電腦汰舊換新。

辦理本院通用軟體聯合採購。辦

理全院軟體管理。 

(二)辦理中研院學習時數系統介接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 E 等公務園課

程時數介接。依時程辦理全院資

訊教育訓練 1-6 月課程。配合院方

每月例行科普演講活動錄影工作

執行。辦理 FXLION 大容量電池

採購。 

(三)訂購全院共用之電子資料庫、論文

索摘資料庫、電子期刊等。辦理

國外文獻傳遞。 

( 四 ) 採 購 四 大 出 版 社 (Elsevier, 

Oxford,SpringerLink,Wiley) 之 電

子資料庫。採購全院共用之圖資

電子資料庫計 5 個。 

(五)維運本院人事、差勤等相關系統之

正常運作。辦理本院文書管理系

統維護案，強化資安防護措施，

確保系統正常運作。完成本院「全

院財物管理系統整合委外建置

案」之規劃及採購作業。 

(六)辦理本院「ESRI ArcGIS 軟體升

級」、「業務流程管理平台軟體

擴充」、「院本部單位公版網站

功能擴充暨維護」及「院區開放

前端網站視覺設計及建置」採購

案，滿足本院之行政作業及學術

研究之需求。 

(七)規劃及辦理本院 IBM 資料庫管理

系統與資料庫稽核系統更新採購

案，以維持本院資料庫管理系統

之正常運作及服務品質。 

(八)辦理系統軟體更新採購。 

(九)辧理亞太國際網路專線、美西國際

網路專線、光世代及 HiNet 網路

半年推動至院本部各處室。院本

部公務用資訊設備維運統計數字

如下：設備借用：141 件,設備領

用：71 件,軟硬體維護：193 件,

無紙化會議平板借用：18 件,會議

支援：11 件。完成 108 年度院本

部逾財產年限電腦汰舊換新 118

台。完成全院 108 年度軟體聯合

採 購 案 件 如 下 ： Microsoft 、

MatLab 、 SAS 、 ChemOffice 、

OfficeScan 等，為本院爭取最大的

採購效益，依各單位使用需求，

合理分攤費用。108 年 5 月~8 月

辦理中央研究院 108 年度軟體盤

點計畫。 

(二)完成系統介接，登入院內行政服務

\個人服務\「個人學習時數查詢系

統」即可查詢於「e 等公務園+學

習平臺」上的學習記錄。截至 108

年 6 月底共開辦 14 門課資訊訓練

與推廣訓練，授課時數累計達 45

小時，計 287 人次參加。截至 108

年 6 月底止發行資訊服務處通訊

電子期刊 6 期。錄影工作截至 108

年 6 月底支援院內科普講座，包

含後製與網路直播 23 場。108 年

3 月完成 FXLION 採購，大容量

電池已順利支援本院知識饗宴及

科普演講錄製。 

(三)提供全院研究人員資料檢索，採購

全院共用中/西文電子資料庫、中/

西文電子期刊等，全院均可共享

資源。提供研究人員申請國外文

獻傳遞，支援全院學術研究所需

文獻，以電子化加速文獻傳遞速

度，大部份可於 24 小時內取得，

減少等候時間。 

(四)提供全院研究人員資料檢索及論

文發表，經本院期刊委員審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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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線、另整合辦理本院網路設

備、本院自建光纜 TaipeiGigaPoP

維護及 TaipeiGigaPoP 備援線路

租用採購案。更換活動中心及蔡

元培館開放式機櫃。 

(十)為維持本院廣域網路良好運作，規

建置網路流量分析系統。調整院

本部網路架構，改採 Private IP 連

網。建置機架式伺服器。 

(十一)維護電腦機房基礎設施。辦理機

房維護及進行小額採購，進行

機房環境調整事宜。維持科學

計算軟體授權伺服器之正常運

作，並定期更新軟體授權及軟

體版本。進行高效能計算雲端

平台軟體環境升級規劃，建置

雲端平台網路環境(含內部網路

及對外網路)，雲端平台教育訓

練等服務。持續提供本院各所

中心主機備份及長久保存服

務，需要大量儲存空間。 

(十二)辦理擴充磁帶機及維護採購。更

換 UPS 電池組兩組 

(十三)持續更新及維運本院既有之資

安事件管理，加強其分析與關

連能力、效能教調與資源分

配，並強化日誌管理，藉由保

存之日誌可釐清資安事件軌

跡。本年度新增各所/中心資安

健診，強化各所/中心資安防護

能力及符合資安法規範。持續

進行主機與網站弱點檢測服

務。持續進行源碼檢測。持續

推動全院個人電腦端點防護。

執行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

測試本院同仁對於使用電子郵

件的資安警覺程度。 

(十四)舉辦資訊業務協調會及資訊室

主管及管理者經驗交流座談

關訂購期刊書目後，如期完成四

大期刊資料庫採購作業，並節省

全院各館自行採購之人力、時間

等成本。為提供全院圖書電子資

料庫查詢，經本院圖資委員審議

後，辦理全院採購作業節省公帑

共享資源。 

(五)完成製作本院同仁識別證之相關

耗材採購及指紋機維護工作。落

實員工出勤管理。持續維運本院

文書管理系統，辦理改用 https 連

線協定進行線上簽核，以及改用

檔案上傳方式取代網路芳鄰傳檔

作法，提升系統資訊安全。整併

本院財產、物品及軟體等 6 套管

理系統，並增加境外國有財產管

理功能，預定 108 年 12 月底完成

建置，並達成健全本院財產、物

品及軟體之管理作業，提供本院

同仁便利的系統使用環境，以及

節省本院財物管理相關系統之維

運成本等目標。 

(六)完成本院 ESRI ArcGIS 10.7 版本

升級作業，提供 7 人次申請安裝，

並維持本院地理資訊系統服務與

應用。完成本院業務流程管理平

台軟體授權擴充，升級至無限流

程版(永久性授權)、提升至 280 個

使用者同時連線授權(永久性授

權)以及增購行動簽核模組，推動

行政流程之合理化、標準化及資

訊化，提高行政效率。完成本院

院本部單位公版網站之功能增修

及資訊安全強化措施，提升本院

院本部各單位網站之管理便利性

及網站安全性，並增進整體形

象。配合本院黑洞主題特展，重

新設計及辦理 108 年院區開放網

站前端網站之視覺設計及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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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辦理電腦電話整合系統維

護採購，維持資訊服務台話務

服務系統正常運作。 

(十五)辦理本院法律事務及法規研擬

諮詢、整編、救濟事項、智財

法務事項。 

(十六)利益衝突管理事項：本院為維護

研究資源之公正利用、研發成

果之公共分享、學術公信力及

科學研究之客觀性，設置利益

衝突管理委員會。 

(十七)法規委員會：為處理法制事務，

設置法規委員會掌理下列事

項： 

1、關於本院法令制(訂)定、修

正、廢止及應經程序之審

議。 

2、經院長核定專案送請本會研

議或闡釋之法制事項。 

(十八)申訴評議委員會：為辦理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提起之申訴案件及

復審案件，設置申訴評議委員

會負責申訴案件之評議決定及

復審案件之答辯。 

(十九)每兩週出版本院《中研院訊》及

發行中、英文電子報。 

(二十)辦理「知識饗宴暨故院長科普講

座」系列演講活動，邀請知名

學者進行科普演講，推廣本院

各項研究成果。 

(二一)辦理外縣市科普演講，邀請本院

研究人員進行科普演講，推廣

本院各項研究成果。 

(二二)本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為鼓

勵國內年輕學者在學術上做深

入研究並有重要貢獻，特設立

此獎項。 

(二三)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

書獎：為鼓勵我國人文及社會

以吸引更多民眾參與本院活動。 

(七)完成本院 IBM Informix 資料庫系

統及 IBM Guardium 資料庫稽核

工具之軟體更新，Informix 資料庫

可用性達 100%，並針對本院

Informix、MSQL 及 MS SQL 等

13 台資料庫主機進行稽核監控，

滿足資料庫在「法規遵從」、「資

訊可用」、「資訊保留」及「資

訊安全」四個方面的要求。 

(八)完成微軟 Windows 伺服器作業系

統、商業 Linux 伺服器作業系統、

軟體定義儲存等軟體更新採購，

取得及達成以下項目，以確保本

院行政業務自動化、Web 網站及

學術研究相關系統等服務之作業

系統更新與安全性修補(patch);資

料庫所用之軟體定義儲存系統軟

體更新之資訊安全及服務水準及

系統正常運作。 

(九)持續租用亞太、美西國際網路專

線，提供本院、TANET 及國網中

心穩定快速之國際專線，以存取

國外地區學研資源用。持續租用

HiNet 網路專線，提供本院同仁直

連 HiNet，避免經 TANET 連線，

造成網路壅塞。本院重要網路設

備定期辦理維護，且自建之

TaipeiGigaPoP 光纜及備援線路構

成環狀路由，提供本院南港院區

與台大院區間良好之網路連線。

開放式機櫃可提供足夠的配線空

間，供網路配線使用。 

(十)建置廣域網路流量分析設備以維

持本院廣域網路良好運作，已順

利決標，廠商履約中。個人電腦

防護改採 Private IP 連網，建置機

架式穩定之網路位址轉換伺服

器，提供院本部良好之網路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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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學者出版專書，深入研究

學術議題並做出重要貢獻。 

(二四)本院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

問研究：加強與國內大專院校

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學術交流、

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之研

發，辦理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

事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二五)推動科技研究，提升本院研發成

果之產業利用價值，以達成以

知識創新帶動經濟發展之使

命。 

(二六)學術活動中心、體育館暨蔡元培

紀念館場地設施管理。 

(二七)全院各所處、中心車輛停放作業

維持。 

(二八)國際研究生宿舍： 

1、國際研究生單身宿舍可提供

約 136 位國際學生居住，有

眷宿舍可提供約 24 位(含 1

間殘障房)國際學生攜眷屬

居住。 

2、主要提供宿舍日常營運與各

項設備維護之需求，確保住

宿學生安全與居住品質。 

(二九)教學研究大樓：維持教研大樓建

物正常運作基本經費，及國際

研究生學程行政業務與教學業

務等，以提供良好之教學品質。 

並強化院本部電腦資安防護。 

(十一)防止機房基礎設施異常，在狀況

出現時能及時修復，不影響機

房運作。完成計算軟體 PGI 

Cluster Development Kit 授權採

購，並更新授權及軟體於授權

伺服器中。高效能雲端平台已

於 108 年 6 月 20 日完成驗收，

預計 108 年 7 月上線。 

(十二)磁帶櫃擴充及維護採購案於 108

年 6 月 5 日完成決標，預計 108

年 7 月中上旬進行交貨安裝，

以降低儲存成本及能源消耗。

資訊處行政大樓電腦機房 UPS

電池使用年限超過 8 年，為維

護用電安全以及供電品質，已

於 108 年 6 月 11 日完成 UPS

電池組決標，廠商進行施工環

境檢查及確認，並進行後續安

裝事宜。 

(十三)目前有 12 個所/中心設備日誌納

入，並持續新增資安威脅檢測

規則，希望可以提供更有效與

即時的資安預警。持續更新及

維運本院既有之 Alien Vault 

USM SIEM 資安事件管理系

統，主要針對本院資料中心的

網段進行分析監測，每日持續

更新威脅情資提升本院對網路

威脅的應變時間，達到最佳資

安預警效果。已完成 3 個所/中

心資安健診，將再彙整健診共

同發現成果提供所/中心參考並

改善。完成 100 件源碼檢測服

務。7 件主機及 44 件網頁檢

測，共完成 19 台主機及 76 件

網頁弱點檢測。持續協助所/中

心佈建端點檢測軟體，目前已

有 3 個單位導入中。上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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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於 6/27

結束，結果報告及分析進行中。 

(十四)108 年 4 月 17 日舉辦資訊新知

分享座談會，邀請本院資創中

心李育杰研究員分享【AI in 

CyberSecurity】講題，演講後的

問題討論時間，也針對實務議

題與講師進行討論，本次座談

會共計 79 位資訊人員參加。持

續採用電腦電話整合系統，穩

定提升單一服務窗口品質與一

線處理率，截至 108 年 6 月份

值台人員接通電話數共 1,895

件，處理電子服務單共 1,494

件。 

(十五)為使相關法規內容更趨完備、落

實契約雙方對等並杜絕契約條

款之爭議、協處解決相關法律

爭議，法制處持續辦理本院法

律事務及法規研擬諮詢、整

編、救濟事項、智財法務事項、

契約審閱及爭議事項。108 年上

半年度計處理契約審閱 112

件、智財契約審閱 196 件、法

務諮詢 71 件、智財法務諮詢 41

件、救濟案件 4 件、法令法制

作業 24 件。 

(十六)利益衝突管理事項： 

1、召開利益衝突管理委員會： 

(1)108 年 4 月 2 日召開本院

利益衝突管理委員會第

9 次會議。 

(2)108 年 5 月 31 日召開本

院利益衝突管理委員會

第 10 次會議。 

2、教育訓練：為加強本院科研

創新動能投入台灣產業，本

院邀請智財、技轉與育成專

家於 108 年 5 月 20 日至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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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4 日於本院基因體研究

中心一樓演講廳，舉辦智財

週講座活動，5 月 23 日即由

本院法制處劉處長擔任講

座，就「本院利益衝突管理

制度簡介」為題進行講述，

透過相關圖表之呈現與說

明，介紹本院利益衝突管理

制度之發展沿革、利益衝突

之種類及定義、揭露義務、

主體、內容以及本院相關法

規，並與本院研究人員進行

雙向溝通，以促其對利益衝

突相關管理機制之瞭解及

配合。 

3、推動利益衝突相關規範之修

正與廢止： 

(1)本院於 106 年 7 月 20 日

院務會議通過「中央研

究院利益衝突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於 106

年 8 月 25 日成立利益衝

突管理委員會，並於 107

年 3 月 1 日正式實施相

關審議及管理措施。自

利益衝突管理委員會運

作以來已一年有餘，憑

藉期間累積之相關實務

經驗，乃通盤檢討「中

央研究院利益衝突事項

處理要點」、「中央研

究院利益衝突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 

(2)「中央研究院科技移轉利

益衝突迴避處理原則」

僅限於科技移轉案件，

因本院利益衝突管理制

度非僅限於此類案件，

其規範功能已逐漸被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48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中央研究院利益衝突

事項處理要點」取代，

且修正後之中央研究院

利益衝突管理要點，已

就本院各類利益衝突案

件作更為細緻之規定，

同時並將本原則之規定

整合其中，未來之案件

已無適用本原則之必

要，本原則既已完成其

階段性之任務，爰推動

其廢止。 

4、利益關係揭露審閱：108 年

上半年度利益關係揭露審

閱件數計 41 件。 

(十七)法規委員會： 

1、108 年 3 月 4 日召開本院第

3 屆第 8 次法規委員會。 

2、108 年 6 月 19 日召開本院第

4 屆第 1 次法規委員會。 

(十八)申訴評議委員會：108 年 1 月 30

日召開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九)每兩週出版本院《中研院訊》及

發行中、英文電子報，作為院

內重要訊息平台，分享學術研

究成果、院內重大訊息、各類

活動及達到業務溝通等功能，

並協助民眾掌握中研院最新脈

動。 

(二十)為推動學術交流與科學知識普

及化，1-6 月已舉辦計 5 場「知

識饗宴暨故院長科普講座」，

邀請院士級或知名學者簡明講

解各項研究成果，聽眾為高中

以上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並

透過網路直播服務外地民眾，

使科研成果傳遞無遠弗屆。 

(二一)為讓各地民眾有更多機會瞭解

本院的研究成果，規劃舉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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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科普演講，邀請本院研究

人員與民眾分享研究成果。今

(108)年共辦理 2 場，第 1 場已

於 6 月 29 日於臺中市國立自然

科學博物館辦理，吸引超過 200

人參與，第 2 場將於 9 月 7 日

於屏東縣國立屏東大學舉辦。 

(二二)完成 108 年度年輕學者研究著

作獎審查評選作業，並於 108

年 7 月 4 日舉行頒獎典禮。今

年度計有 10 位得獎人，數理科

學組 4 位、生命科學組 3 位、

人文社會科學組 3 位。 

(二三)完成第八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術性專書獎申請作業，已陸續

進入預審、初審(外審)、複審之

審查階段。 

(二四)完成 108 年度第 1、2 梯次審查，

通過計 67件國內學人短期來院

訪問研究案；分別為數理科學

組 33 件、生命科學組 17 件、

人文社會科學組 17 件。短期來

院訪問研究訪問學人依其約定

於本院各研究所、中心執行訪

問研究。 

(二五)智財技轉成果： 

1、專利：已申請國內外專利計

44 件並已獲得 46 件專利

權。 

2、授權(含專屬、非專屬及有償

材料移轉 )：已簽署案 78

件；本院授權金額實收累計

4,128 萬 9,812 元。 

3、合作：已簽署案 8 件，合作

金額約 1,888 萬 6,471 元。 

(二六)學術活動中心、體育館暨蔡元培

紀念館場地設施管理： 

1、提供住宿、會議、餐飲等場

地設施服務，支援辦理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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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學術活動事宜，使學術

研究工作順利進行，以提供

學術研究的便利性。 

2、提供本院員工健身運動之體

育場地，藉著運動方式提升

身心健康，以維持學術研究

的永續性。 

3、蔡元培紀念館優雅而古典的

空間規劃，提供本院同仁及

參訪學者一處寧靜無嘩的

學術研究討論環境，激盪靈

感的最佳閒適空間。 

(二七)全院各所處、中心車輛停放作業

維持：推動院區車輛停放之運

作維持。 

(二八)國際研究生宿舍： 

1、除了單身宿舍日常運作、維

持國際學生居住環境品質

外，完成2樓寢室改善計

畫，床墊、床架、電話及熱

水器及飲水機等設備之汰

舊換新。 

2、除週一至週六清潔人員打掃

清潔公共區域之外，另安排

人力於週日早上 2 個小時，

打掃廚房及清除垃圾。 

(二九)教學研究大樓：已完成 301 教育

長室及 308 辦公室重新裝修、

停車場新增管理設備、更新上

課用筆電及相機、本大樓相關

之例行性維運事項等。 

 三、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本院第 23 屆第 4

次評議會已於 108 年 4 月 13 日召

開。 

三、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本院第 23 屆第 4

次評議會已於 108 年 4 月 13 日召

開，選出第 33 屆院士選舉籌備委

員會籌備委員合計40位(4組各10

位院士)。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1、重要研究成果專刊：本刊採每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1、彙編本院重要學術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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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編，蒐集有關本院學術研

究之國內外學術發展狀況資

料，出版重要研究成果專刊中

文版及英文版。 

2、本院研究成果分析線上系統：

採購研究成果分析系統，掌握

院內研究人員於國際學術期

刊之發表情形以及全球學術

發展趨勢，加強研究成果之管

理與分析作業。 

 

包含分析學術競爭力、人才培

育、專利技轉、研究同仁獲獎

與殊榮概況、國內外博士生學

程概況以及國際學術交流合

作等，並從本院數理科學組、

生命科學組及人文社會科學

組三大學組的研究成果中，摘

選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專書，選

刊優勢領域與主文共15篇及

摘要選刊共60篇，完整呈現本

院重要學術成果之發展暨促

進學術交流。 

2、依需求進行研究成果分析工

作，製成相關報告作為決策參

考；並舉辦教育訓練以推廣全

院使用。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本院補助國際科學理事會(ISC)

中華民國委員會轄下國內學

會繳交參與之國際組織會費。 

2、支持國內學者及學會代表積極

參與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

議，增加我國學者之國際能見

度，每年補助國內學會及本院

院士出席國際性學術會議。 

3、為支持國內學會及學術團體運

作及積極推動學術外交，補助

國內學會舉辦國際性學術會

議。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至 108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繳

交 29 個國際組織會費，支出

費用為 3,792 千元。 

2、至 108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國

內學會最多 8學者代表及院士

1 人次出席 6 場國際會議。 

3、至 108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國

內學術團體舉辦 2 場學術會

議，2 場共約 230 人與會。 

 (四)學術交流合作： 

1、科學教育推動委員會： 

(1)辦理科普講座及專題演

講，以落實基礎科學知識

之普及。 

(2)「研之有物」科普平台將專

業嚴肅的論文幻化為親民

簡易的報導，通往博大精

深的研究世界，以啟發臺

灣新生代對科學研究的嚮

(四)學術交流合作： 

1、科學教育推動委員會： 

(1)補助臺中一中、臺南一中定

期合辦自然與人文通識科

普講座，邀請國內外院士

及學者專家為學生介紹全

球自然科學及人文社會研

究現況，及未來具發展前

景之研究課題。介紹基礎

科學知識、推廣理性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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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和追尋，進而投入尖端

學術的行列。 

2、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為延聘國內外特有領域或傑

出之學者專家，參與本院重要

研究或管理工作、及學術發展

規劃，本院訂有延聘顧問、客

座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及支

付標準表。 

3、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倫理委員會：本院涉及醫學研

究倫理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倫

理之計畫案件審核、實地訪查

與教育訓練等工作。 

4、生物安全會： 

(1)受理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

查表申請案、基因轉殖植

物田間試驗申請案、基因

轉殖植物田間試驗報告

書、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

申請同意書、基因轉殖植

物及其產品輸出入申請同

意書之審查作業。 

(2)提供研究計畫生物安全相

關諮詢及建議。 

(3)訪談新進研究人員(限執行

生物實驗者)。 

(4)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

安全防護網。 

(5)建置及管理中央研究院生

物安全系統。 

5、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受理動物實驗計畫書新申

請案件、增補案件之審查

作業。 

(2)提供同仁諮詢服務、飼養、

犧牲方式改善之建議。 

(3)每半年進行內部查核乙

次，並彙整年度全院監督

之人文素養。加強本院學

者與中南部或偏鄉地區等

年輕學子交流對話、分享

學思歷程的機會。另補助

吳健雄科學營及吳大猷科

學營，邀請諾貝爾獎得主

或國際著名學術大師和國

內科學資優學生對談，以

開拓學生的國際科學視

野，並激發學生追求科學

成就的潛能。吳健雄科學

營每年並頒發獎學金以獎

勵營隊中表現優秀女學

員，期能加強推動性別平

等於科學教育中。 

(2)「研之有物」108 年 1 至 6

月實施成果： 

A、發表文章 25 篇。 

B、超過 50 篇文章獲其他

媒體轉載。 

C、瀏覽量超過 31 萬次。 

2、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108 年度 1-6 月間，本院新增

延聘 14 位國內外客座專家及

學者 (諾貝爾級客座講座 2

位、客座講座 5 位、客座教授

4 位、客座副教授 1 位、客座

專家 2 位)，參與本院各研究所

(處)、中心重要研究工作，與

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3、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倫理委員會： 

(1)108 年度 1-6 月間，醫學研

究倫理委員會已受理 187

件申請案、召開 6 次審查

會議。 

(2)108 年度 1-6 月間，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

受理 58 件申請案、召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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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至農委會。 

(4)管理維護網站、動物實驗線

上 申 請 審 查 系 統

(eProtocol)、申報管理系統

(eMonitoring)及教育訓練

系統(eTraining)之運作。 

(5)提供基礎技術實作課程。 

(6)通過國內及國際之各項課

程與認證。 

6、環安衛小組： 

(1)推動辦理各項環境保護與

安全衛生工作，確保院區

環境永續發展、實驗人員

安全健康、及建築物使用

安全。 

(2)辦理自動檢查、教育訓練，

降低職業場所危害因子，

確保人員安全與健康。 

(3)辦理各項環安衛講座及技

術交流，推動職業場所安

全健康工作環境及增進同

仁專業知識。 

7、學術活動中心節能改善計畫：

使中心運作順利維持。 

次審查會議，並辦理 1 次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教

育訓練。 

4、生物安全會： 

(1)本上半年度受理並完成47

件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查

表申請案；受理並完成785

件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

請同意書。 

(2)提供提送「研究計畫生物實

驗」、相關生物材料異動申

請建議及填寫之諮詢服

務。 

(3)彙編感染性生物材料之

protocol供本會委員參酌；

修訂中央研究院生物安全

會設置要點。 

(4)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

安全防護網暨規劃新版網

頁。 

(5)管理暨規劃中央研究院生

物安全系統。 

5、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迄108年6月止，受理並通過

動物實驗計畫書新申請案

57件、同案增補案件99件。 

(2)提供院內同仁實驗設計之

諮詢服務、動物飼養、犧

牲方式改善之建議以及申

請表格填寫之諮詢服務。 

(3)要求並監督各所動物房之

查核結果、動物品系、年

使用量、安樂死方式與屍

體處理，並彙整107年度全

院監督報告至農委會。 

(4)動物實驗線上申請審查系

統 (eProtocol)、線上申報

管理系統 (eMonitoring)及

持續更新維護教育訓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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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eTraining)。 

(5)開辦動物實驗基礎技術實

作課程，已參加同仁之滿

意度高。 

(6)參加108年IACUC暨獸醫師

執業繼續教育課程，並取

得農委會認證之學分。 

6、環安衛小組： 

(1)環境保護： 

A、一般廢棄物、生物醫療

廢棄物、高濃度實驗廢

液、沾染化學品之實驗

耗材等實驗室有害廢

棄物清運。 

B、毒性化學物質許可文

件、核可文件新申請及

展延。 

C、本院院區空氣、噪音及

放流水等環境監測。 

(2)安全衛生： 

A、審查生物安全第二等級

實驗室及生物安全第

三等級實驗室相關申

請。 

B、生物安全櫃確校檢查。 

C、放射性物質、可發生游

離輻射設備許可證申

請及換發。 

(3)辦理各所中心實驗室人員

健康檢查及臨廠健康服

務。 

(4)辦理實驗場所環安衛新

進、在職、生物安全及輻

射安全教育訓練。 

7、學術活動中心節能改善計畫：

配合院方節能政策，改善國際

學術活動中心公共空間，以提

供國內、外學者參加本院會議

的良好學術研究環境，提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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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與國際間多元文化的交流。 

 (五)學術著作出版： 

1、出版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

有學術價值之資料文獻。 

2、與國內、外著名出版社合作，

改進編輯設計及行銷管道。 

(五)學術著作出版：本院參加第 27 屆

台北國際書展，於綜合書區以「當

學術匯集成一座花園」為主題，

設置 12個攤位展售本院各單位出

版品近千種；書展期間共舉辦新

書座談會 18 場，活動廣受好評，

不僅提升本院學術出版品的能見

度，亦創銷售佳績，銷售冊數計

907 本。 

 (六)研究誠信提升計畫： 

1、為落實學術研究倫理素養之培

養，提升學術研究品質，並防

範未然，設計學術研究倫理課

程。 

2、協助本院研究人員在遭受學術

倫理相關事件質疑或指控時

之因應。 

(六)研究誠信提升計畫： 

1、共辦理6場「中央研究院學術

研究倫理教育訓練課程」，並

進行全院學術倫理教育時數

普查。 

2、持續提供院內同仁第一線研究

誠信相關問題諮詢服務。 

 四、籌備第 34 次院士會議：本院已於 108

年 1-6 月召開第 34 次院士會議相關籌

備會議。 

四、籌備第 34 次院士會議： 

(一)108年1月18日完成本院第34次院

士會議召集人選舉開票作業，計

選出各組召集人8位，及遞補人選

8位，共計16位。 

(二)108 年 5 月 27 日召開本院第 34 次

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 33屆院士選

舉籌備委員聯席會第 1 次會議，

討論院士選舉工作期程、提名作

業、院士會議日程與議案規劃等

相關事宜。 

 五、全院性核心設施及新創儀器計畫：徵

求院內提供全院性服務之核心設施及

新創儀器計畫，經專責委員會審查，

共計納入 19 案核心設施服務計畫及 3

案新創儀器開發計畫，提供設施建置

或維持運作之經費補助。獲納入計畫

之的核心設施，依計畫內容、期程開

放院內外服務，並辦理使用說明會以

利推廣，同時配合提交服務績效及年

度成果報告，以利後續相關督導作

五、全院性核心設施及新創儀器計畫：於

本院核心設施及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

的指導下，院本部與各研究單位合

作，全院性核心設施及新創儀器計畫

之執行成果如下： 

(一)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 

1、上半年服務包括 3 個院內研究

單位及 3 個院外學術機構，計

180 人次，合作計畫發表論文

5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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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本年度獲核定之各核心設施說明

如下： 

(一)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P3 實驗

室)： 

1、P3 實驗室是操作生物安全等級

第 3 級危險群(RG3)微生物實

驗之特定實驗室，提供學者研

究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之

相關作業，包含致病原微生物

之特性分析、致病原微生物之

診斷試劑研發與測試、抗致病

原微生物之疫苗研發與保護

效力測定、抗致病原微生物之

藥物篩選與效力測定、致病原

微生物之消毒劑效力測試。 

2、協助本院、院外研究單位執行

ABSL-2 及 ABSL-3 之細胞實

驗與動物實驗。 

3、執行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

驗室(ABSL-3)人員訓練，並進

行現場演練。 

4、引進樹鼩作為傳染性疾病的新

型實驗動物模式。 

(二)實驗植物核心溫室： 

1、精密溫室及植物基因(分子育

種)溫室：核心溫室是一精密控

制溫度、溼度、光照週期、光

強度、模擬棲地環境及隔絕露

地環境的良好專業管理核心

設施。可提供進行植物實驗的

空間與設備。 

2、轉殖植物核心實驗室：提供以

農桿菌進行菸草、阿拉伯芥、

水稻與番茄等植株之轉殖服

務，同時提供轉殖植物的誘

導、繁殖等研究工作。 

(三)基因轉殖鼠核心設施： 

1、提供基因改造小鼠，含基因轉

殖、基因剔除與基因標的等小

2、設施使用逾 3,000 小時，服務

案件 60 件、服務時數 450 小

時。 

3、執行永續科學計畫「抗高病原

性禽流感毒之疫苗研發」項下

之「新研發禽流感疫苗與傳統

疫苗對高病原性禽流感病毒

之免疫保護效應」子計畫；執

行生技公司委託案--H7N9 流

感疫苗免疫效力評估動物試

驗。 

4、訓練 6 名高防護實驗室專職人

員，熟習包括生物安全與保全

規範、實驗室自主稽核及人員

急救教育等專業智能。 

5、設計及引進樹鼩實驗動物之飼

養籠具，已安裝於國家生技研

究園區感染性疾病 P2 動物實

驗室。 

(二)實驗植物核心溫室： 

1、精密溫室及植物基因(分子育

種)溫室： 

(1)上半年提供溫控植物生長

室空間使用369人次，平均

使用率達75%。 

(2)協助種植及照護各種植

株，包括水稻、菸草、玉

米、阿拉伯芥、番茄、小

米、牧草、蘭花、竹子、

秋海棠、洋香瓜、草莓、

金花石蒜、油菜、空心菜、

甘藷、香蕉等。 

2、轉殖植物核心實驗室： 

(1)上半年完成30件轉殖植株

服務案，成功轉殖包括菸

草、番茄、水稻、阿拉伯

芥等植株。 

(2)提供29人次基因槍使用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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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產製服務，作為生物醫學相

關研究之動物模式所需。 

2、提供前端諮詢服務，與使用者

討論小鼠基因改造之策略與

後續基因型鑑定、交配方式…

等，並依照研究需求，建議或

協助設計基因改造所需質體

或標的序列，進而選定最合適

技術產製基因改造小鼠。 

3、針對院內辦理服務說明會或參

加研討會，以海報方式推廣客

群。 

4、持續開發新技術服務平台及服

務項目。 

(四)公用動物設施： 

1、提供實驗動物養殖空間及相關

研究設備，並提供高品質、無

特定病原體實驗動物之寄養

服務及相關實驗操作空間。 

2、辦理使用者教育訓練，含入室

講習實習、研討會與儀器使用

訓練。 

(五)神經科學核心實驗室： 

1、提供神經科學家以及其他的生

命科學研究人員，測量電生理

及鈣離子訊號所需之設備與

技術，包含：腦切片上的胞外

之群體興奮性突觸後電位記

錄、腦切片上的膜片鉗全細胞

記錄、培養細胞上的膜片鉗全

細胞記錄、鈣離子影像記錄及

神經影像的觀察及擷取服務。 

2、配合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

生學程，於春、夏季分別舉辦

神經影像技術工作坊及電生

理技術工作坊，提供儀器供人

員學習使用，栽培專業之研究

技術人才。 

(六)小分子結構鑑定質譜核心設施： 

(三)基因轉殖鼠核心設施： 

1、上半年完成 36 件服務案，包

含 7件基因轉殖或基因改造小

鼠、3 件體外受精小鼠、1 件

胚胎冷凍、5 件小鼠胚胎移植

淨化、3 件 gRNA 合成及 17

件精子冷凍服務。因本設施之

服務使用而發表期刊論文 3篇 

2、提供 33 人次技術諮詢服務，

協助設計實驗流程及後續配

種。 

3、3 月參與本院核心設施推廣說

明會，參加人數 64 人。 

(四)公用動物設施： 

1、上半年服務院內 27 個實驗室，

使用者計 76 人，使用飼養鼠

籠計 2,569 籠。 

2、辦理 6 場次入室講習與實習，

通過培訓、認證之使用者計 34

人；辦理 1 次活體冷光系統操

作訓練，完成培訓使用者計 6

人。 

3、建置完成動物房線上申請系統

及管理系統，並於 5 月 3 日正

式啟用，使用狀況良好。 

(五)神經科學核心實驗室： 

1、上半年服務 8 個院內研究單

位、4 個院外學術機構，共 26

個實驗室。設施使用人數 43

人次，因本設施之服務使用而

發表的期刊論文 2 篇。 

2、2 月舉辦「神經影像技術工作

坊」，有 9 位學員參與。4 月及

5 月各舉辦 1 場神經科學技術

研習會，參加人數共 90 人。 

(六)小分子結構鑑定質譜核心設施： 

1、上半年服務 56 個實驗室，送

測樣品計 4,938 個，儀器使用

總時數約 4,600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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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合成化合物、天然物或代

謝物等小分子的結構鑑定，主

要包含各式小分子精確分子

量及結構鑑定、同分異構物之

鑑定、生化分子間的交互作用

以及動力學，固態化合物之脫

附電灑法分子量之鑑定、及定

量分析等項目。 

2、定期辦理人員培訓課程。 

3、持續支援各項研究合作項目。 

(七)蛋白體與蛋白修飾分析公用質譜

儀設施： 

1、提供蛋白質體與蛋白修飾分析

服務及蛋白質體相關研究，包

含單一/複雜性蛋白質身份鑑

定、蛋白質轉譯後修飾鑑定分

析、系統性及全面性蛋白質體

定性/定量分析、醣蛋白質體學

分析及醣分析。 

2、定期辦理前處理方法及質譜數

據分析軟體實作的培訓課

程、不定期蛋白質體學相關技

術新知講座與演講。 

3、持續建立蛋白質體關鍵技術平

台。 

(八)代謝體核心設施： 

1、提供微生物、動物、植物與環

境代謝物之代測分析服務，包

含一次代謝物或是植物、微生

物之重要二次代謝物。 

2、定期辦理人員培訓及質譜分析

技術新知課程。 

3、持續開發新穎代謝物檢測技

術。 

(九)一般電子顯微鏡核心設施：提供電

子顯微鏡設備使用及技術服務，

包括細胞組織超微結構解析、病

毒/蛋白質/DNA 結構解析、樣品

元素分析及樣品表面形貌解析

2、參與包含藥物開發、催化合成

機制探討、生質能源水解產物

定量分析、生化分子合成鑑定

及光電材料機制等合作研究。 

3、107 年購買之「離子淌度高解

析質譜儀」，完成各項功能測

試和專職人員訓練後於今年 3

月開放服務。 

(七)蛋白體與蛋白修飾分析公用質譜

儀設施： 

1、上半年送測案件數為 331 件，

樣品前處理案件為 610 件。送

測案件來自 17 個研究單位，

計 65 個實驗室。因本設施之

服務而發表之期刊論文 13篇。 

2、培訓課程：蛋白質體分析技術

新知課程參加人員約 43 人；

樣品前處理教育訓練人次為

21 人次；質譜數據分析實作課

程人次為 17 人次。 

3、新開發質譜分析技術開放服

務，以交聯質譜技術(CX-MS)

及自動化氫氘交換質譜儀系

統(HDX-MS)，提供蛋白質結

構及形態分析、動態信息及蛋

白 質 交 互 作 用 之 應 用 。

HDX-MS 質譜分析技術成功

協助使用者發表 2 篇論文。 

(八)代謝體核心設施： 

1、上半年度服務院內外共 14 個

研究單位，25 個實驗室，服務

案件數達 118 案，分析樣品數

計 14,000 個。 

2、一對一培訓 15 位進階使用者，

培訓課程包括軟體分析、數據

處理、儀器操作等。 

3、開發完成 imCorrect 質譜數據

處理軟體，使質譜鑑定元素組

成不準確率降至 5%以下。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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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十)低溫電顯中心： 

1、提供蛋白質樣品之維重構研究

服務。 

2、定期辦理溫電顯及結構生物學

相關技術新知課程，促進跨學

組、跨領域合作計畫。 

3、低溫電顯專業人才培訓。 

(十一)生物物理核心設施： 

1、提供各項分子定分析儀器預

約、樣品代測服務。提供生

物分子的特性如熱解溫

度、黏度、密度、沉降係數、

粒徑分佈、二級結構以及分

子間交互作用的熱力學、動

力學與結構學資訊。 

2、不定期對使用者提供各項儀

器之教育訓練、使用者認

證。 

3、舉辦相關新技術或應用之研

習會。 

(十二)高磁場核磁共振中心： 

1、供核磁共振光譜儀儀器使用

及小分子/大分子圖譜代測

服務，支援國內核磁共振相

關應用。 

2、不定期舉辦基礎或進階訓練

課程及新技術研習會。 

3、適時引進最新的核磁共振相

關技術，並多方推廣。 

(十三)流式細胞分選設施： 

1、提供各類細胞之多色螢光分

析及無菌分選服務。 

2、不定期舉辦儀器相關應用研

習會。 

(十四)新世代基因體定序核心實驗室： 

1、以新世代、高通量基因體定

序儀器提供各類物種及環

境樣本之基因組定序服

完成質譜儀升級-新增奈流液

相層析配件，預計 8 月可提供

代謝體分析服務。 

(九)生命科學電子顯微鏡設施： 

1、上半年服務 9 個院內研究單位

及 2 個院外學術機構，計 34

個實驗室。 

2、完成電子顯微攝像服務案 102

件、樣品製備服務案 22 件。 

(十)冷凍電顯中心： 

1、建置一自動化、高解析、高通

量之冷凍電顯影像重構核心

設施，解析度達 2-4 埃。 

2、108 年 1 月 1 日起開放全天候，

即每週 7 日、每日 24 小時服

務。上半年接獲 60 個蛋白複

合體解構申請案，成功解構 12

個蛋白複合體，因本設施之服

務使用而發表期刊論文 4 篇。 

3、上半年參與國內 2 場研討會

--108 年 1 月「細胞及分子生

物新知研討會」及 3 月「第 34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

另辦理 12 場共同研究討論

會，參加人數達 260 人次。 

4、培訓核心研究人員：有 5 位研

究成員分別在美國、印度、荷

蘭等地，參加原廠或國外學者

專家所提供之冷凍電顯技術

研習課程。 

(十一)生物物理核心設施： 

1、上半年服務 28 個研究單位，

計 79 個實驗室，服務案件

計 155 件。 

2、設施內各項儀器經培訓、認

證可獨立操作之使用者共

38 人次。 

3、辦理 20 場新技術或應用研

習會，參加人數 1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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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包括送測 DNA/RNA 樣

品之品質測試、基因文庫之

建構、品質測試、 qPCR 

normalization、基因定序、

新應用之研發。 

2、提供客製化諮詢服務，從了

解計畫背景課題，進行實驗

項目的量身設計，樣本 QC

及改良建議，樣品建庫準

備，選擇合適的生物資訊分

析工具，以及關於數據分析

的後期排序討論/諮詢等。 

3、不定期舉辦訓練課程及新技

術研習會，含生命科學圖書

館年度訓練課程、基因體定

序相關研討會、國際研究生

學程 (TIGP)課程及其他大

學課程。 

(十五)核酸定序設施： 

1、以 Sanger 核酸定序技術提供

各類 DNA 之核酸定序服

務，包含質體雙股 DNA、

單股 DNA、cosmid DNA 及

PCR 反應產物。 

2、不定期舉辦基礎訓練課程及

新技術研習會。 

(十六)高階光學顯微鏡室： 

1、提供基本影像掃描、光刺激

實驗、上機操作及教學等服

務。 

2、不定期舉辦儀器服務說明會

及新技術研習會。 

(十七)統計暨資料科學諮詢服務設施： 

1、依各類研究人員的統計需求

提供統計諮詢服務。 

2、設置諮詢辦公室及工作坊，

辦理學術活動與推廣。 

3、統計分析專業人才培訓。 

(十八)發炎反應的核心系統設施： 

(十二)高磁場核磁共振中心： 

1、上半年服務全國 7 個研究機

構，包括 31 個實驗室、2

個產業單位，服務計 434 人

次，送測案件 304 件。 

2、完成新增 6 位使用者之個別

上機訓練及認證。 

3、3 月參與本院核心設施推廣

說明會，並於 5 月參與「第

24 屆生物物理研討會」張貼

海報、推廣核心設施服務。 

(十三)流式細胞分選設施： 

1、上半年服務 9 個院內研究單

位、4 個院外學術機構，共

50 個實驗室。分選服務案件

計 437 件，因本設施之服務

使用而發表期刊論文 4 篇。 

2、1 月辦理一場設施服務說明

會，參加人數達 30 人；3

月參與本院核心設施推廣

說明會，參加人數 64 人。 

(十四)新世代基因體定序核心實驗室： 

1、上半年服務 19 個研究機構，

計 33 個實驗室，服務案件

達 108 件，分析樣品數計

1,234 個。 

2、諮詢服務：提供計 41 次諮

詢會談、逾 150 次電話及電

子郵件諮詢。 

3、3 月參與本院核心設施推廣

說明會，參加人數 64 人；

辦理 2場技術新知研習會及

1 場新興技術演講，參加人

數計 175 人。 

4、因合作計畫發表文章 3 篇，

著作技術專書 1 章，設施使

用發表文章 7 篇。 

(十五)核酸定序設施： 

1、上半年服務 13 個研究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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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供各式儀器技術及工具來

分析發炎反應，包括： 

(1)提供免疫組織化學分析平

台，解析各種免疫細胞的

貢獻。 

(2)進行細胞激素及趨化因子

的定量分析。 

(3)提供或協助聯繫合適之發

炎反應動物模式，包括接

觸性皮膚炎、特應性皮膚

炎、牛皮癬、過敏原誘發

之哮喘及CCL4誘發慢性

肝纖維化等5種人類疾病

的小鼠模型。 

2、提供專業咨詢服務，協助進

行先導性研究、協助聯繫院

內外的專家進行合作研究。 

(十九)新創儀器計畫： 

1、原子力顯微術對液體中軟物

質的高解析多種性質成

像：發展先進的原子力顯微

術量測方法，可針對水相或

液環境下的軟物質，提供高

解析且精確的表面度形貌

以及各種機械、化學性質。 

2、開發高解析層光顯微鏡在螢

光鼠腦影像之應用：開發高

解析層光顯微儀器，可針對

大樣品，像是鼠腦進行單細

胞、高解析、快速三維影像

攝取。 

3、開發具極高空間解析度的近

場螢光顯微鏡和針尖增強

拉曼光譜儀器：開發微孔式

近 場 光 學 顯 鏡 (a-SNOM, 

aperture Scanning Near-field 

Optical Microscopy)和針尖

增強拉曼光譜術(TERS, Tip 

Enhanced Raman 

126 個實驗室，服務約 2,600

人次，分析樣品數為 39,500

件。 

2、1 月舉辦設施服務說明會，

參加人數 30 人；3 月參與本

院核心設施推廣說明會，參

加人數 64 人。 

(十六)高階光學顯微鏡室： 

1、上半年服務 9 個研究單位，

計 25 個實驗室，合計服務

約 383 人次。 

2、辦理 3 梯次儀器操作教學，

參加人數計 13 人次，經考

試合格可自行操作儀器者

11 人次。 

(十七)統計暨資料科學諮詢服務設施： 

1、上半年提供 19 件諮詢服務

案，包括基本統計諮詢 7

件、進階統計諮詢與分析 9 

件、客製化統計諮詢 3 件。 

2、辦理 3 場設施服務推廣說明

會，參加人數總計逾 200人。 

3、培育統計分析專業人才：訓

練 2 員碩士班研究生、10

員大學生參與設施服務。 

(十八)發炎反應核心設施： 

1、上半年服務 4 個院內研究單

位，計 8 個研究室。多重分

子免疫分析送測樣品達 600

個；完成 4 件免疫分析服務

案，包括 3 件免疫組織化學

分析、1 件發炎反應動物模

式研究服務。 

2、4 月舉辦設施服務說明會，

參加人數 42 人。 

(十九)新創儀器計畫： 

1、原子力顯微術對液體中軟物

質的高解析多種性質成

像：已發展一套先進原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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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scopy)等 2 項技術。 顯微術量測方法，可針對空

氣或液環境下的軟物質，提

供高解析且精確的表面度

形貌、楊氏係數、形變、黏

著力等性質。 

2、開發高解析層光顯微鏡在螢

光鼠腦影像之應用： 

(1)已架設完成高解析層光

顯微鏡一套，以鼠腦組

織為測試樣品，調整及

最優化攝像條件。 

(2)已能進行小鼠腦血管攝

像檢測及相關研究，並

開始進行小鼠各類器官

組織的前處理及染色條

件的優化。 

3、開發具極高空間解析度的近

場螢光顯微鏡和針尖增強

拉曼光譜儀器： 

(1)已完成高空間解析度近

場螢光顯微鏡之組裝與

光路測試，近場螢光檢

測 知 解析 度達 100 奈

米，遠場螢光及拉曼譜

影像測量之解析度達

500奈米。 

(2)已最優化軟物質在前項

儀器之掃描檢測條件，

預計8月可開放樣品測

試。 

(二 )主題

研究

與人

才培

育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

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

人才，協助博士候選人完成其博

士論文，並為本院各研究所、中

心儲備人才。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一)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

畫：本計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

博士候選人，108 年度核定通過

36 名，每人每月獎助 3 萬 5,000

元。 

 (二)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利用合作

院所之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人

員，培植國內基礎生命科學研究

(二)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自 108 年

1 月至 6 月共約 10 位生科所優秀

博士生畢業，共發表 26 篇以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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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以及發展與國際接軌之生

命科學跨領域研究。接受本計畫

獎助之學生，至合作院所從事實

驗研究、接受研究指導以及論文

撰寫工作。108 學年度招生錄取計

19 人，報到為 17 人，甄試組 10

人。 

文(含第二作者之後)。平均每位博

士班畢業生以第一作者發表 1 篇

於國際科學索引指標(SCI)排名為

該領域前 50%之期刊，而此 10 篇

平均 SCI impact factor(IF)指數為

3.81。畢業生繼續於國內外各生命

科學和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任職，

例如在政府醫藥單位擔任研究工

作、任職生技公司或於國內外各

研究單位或大學接受博士後研究

訓練。 

 (三)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本院基

於提升研究水準，厚植博士後研

究人力，特建立博士後研究學者

培育計畫，為國內、外博士級人

才提供更上一層的學術研究歷

練。通過審議之博士後申請人，

可在本院作二年之研究。本制度

從 84 年實施以來，一直是本院培

育博高階研究人才之重點計畫。 

(三)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108 年

度分 2 梯次辦理申請，第 1 梯次

申請人數有 160 人，經審核通過

者 56名。第 2梯次申請人數有 152

人，經審核通過 43 名。108 年度

共補助 99 名，其中有數理組 26

名，生命組 33 名，人文 40 名。

本年度平均錄取率為 32％。 

 (四)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四)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1、為營造優質的學習研究環境，

提高國際傑出人才來臺意

願，本院自 91 年起辦理「國

際研究生學程」，強化本院與

國際與國內學研機構之聯

繫，將國際人才與研究帶進臺

灣，並引領臺灣學術研究走向

國際。 

2、開設迄今已與 10 所大學合作

共計 12 項跨領域博士班學

程。108 年度申請人數為 1262

人，較前一年度 1029 人增加

200 逾人，申請者來自 59 個國

家，其中外籍申請人數為 1206

人，共錄取 26 個國家 168 名

學生，其中外籍學生有 124

名，所佔比例為 74%。目前共

有 588 名學生就讀學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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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屬 45 個國家，其中外籍生

佔 389 名，比率為總數的

66%，較前一年度成長 2%。 

3、已於本年 6 月 3 日至 4 日本院

與馬來西亞 3學合辦之研討會
(AS-Malaysian Universities 

Academic Symposium)共有 46

位外賓師生來台參與，超過

150 名與會。藉此展示本院核

心設施讓馬方外賓師生對中

研院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宣傳

本 院 國 際 研 究 生 學 程

(TIGP)、TIGP 暑期實習計畫

(TIGP-IIP)與本院博士後研究

學者計畫等藉以招攬更多優

秀人才。 

 (五)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支援本院新

聘所長(主任)及研究員等實驗室

相關費用及研究計畫所需經費。 

(五)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生化所、生

醫所、細生所及分生所等單位新

聘研究員建構實驗室開辦費。 

 (六)深耕計畫：108 年度共補助 38 件

延續型計畫，13 件新增計畫，辦

理計畫執行及預算規劃等相關作

業。 

(六)深耕計畫： 

1、108 年度之延續型計畫中，有

38 件執行中之計畫，需依據本

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規

定，繳交 107 年度進度摘要報

告。 

2、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

點，108 年度經過嚴格的初、

複審作業，計有 13 位新增計

畫之研究人員獲得補助，獲選

名單如下： 

(1)數理組： 

天文所李景輝博士、原分

所張煥正博士、地球所戴

夏飛博士、化學所王朝諺

博士、應科中心林榮信博

士。 

(2)生命組： 

分生所蔡宜芳博士、分生

所顏雪琪博士、細生所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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鵬鵬博士、植微所韋保羅

博士、植微所林納生博

士、生醫所陳儀莊博士。 

(3)人文組： 

史語所祝平一博士、經濟

所賴景昌博士。 

 (七)前瞻計畫： 

1、108 年度執行前瞻計畫共 51

件。其中本年度之新增前瞻計

畫共 8 件，將持續追蹤計畫執

行進度，以評估未來 2-5 年之

計畫執行績效。 

2、本計畫之獲選人每年繳交前一

年之執行報告。至 107 年 12

月 31 日止，103 年度獲選人之

計畫已執行期滿，需撰寫執行

成果報告；106 年度獲選人之

計畫已執行 2 年，需撰寫期中

進度報告；104、105 及 107

年度獲選人需撰寫進度摘要

報告。以上報告均已於 108 年

6 月底前提交。 

(七)前瞻計畫： 

108 年度前瞻計畫公告徵求推薦

案，共計徵得 22 件推薦案，經審

慎嚴謹之初、複審程序，計有 8

位深具潛力之研究人員獲得補

助，獲選名單如下： 

1、數理科學組： 

奧村哲平博士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黃彥棕博士 

(統計科學研究所) 

呂宥蓉博士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2、生命科學組： 

陳昇宏博士 

(分子生物研究所) 

許惠真博士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洪志銘博士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牟昀博士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 

3、人文社會科學組： 

賴毓芝博士 

(近代史研究所) 

 (八)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

理學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1、為促進與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

之合作，本院成立學術交流合

作委員會，協助本院各所/研究

中心推動學術交流合作，並審

議、協調學術交流合作等事

宜。主要係執行本院與簽約之

(八)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

理學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1、本院及各所研究中心與國內外

研究機構或學校簽訂之學術

交流合作協議送審案，上半年

共計25件；並計有法國高等社

會科學院(EHESS)推薦1位學

者來院進行短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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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科學院進行學者互訪；並

執行本院與國內外研究機構

或學校簽訂之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之審議案。 

2、辦理外賓參訪案。 

3、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

計畫。 

4、與清華大學合作辦理學程。 

5、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程。 

2、接待國際訪賓共計10團，參訪

人數達57人。 

3、補助4位博士後研究學者赴日

本出席第11屆希望會議。 

4、辦理「中央研究院講座」。 

5、與清大合辦「中國研究」學程，

補助經費為140萬元，並辦理1

位學生申請赴中國進行研究

事宜。 

6、本院與日本Okinawa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Graduate University 於日本沖

繩合辦「Chemical Biology and 

Biological Chemistry Genomes 

and Omics」雙邊研討會，由廖

俊智院長帶領院內相關研究

同仁共41人出席。 

7、與國內大學合辦學程研討會經

費補助申請案，計3件。 

8、辦理10項國內學程，含「癌症

生物與藥物研發」、「海洋生物

科技」、「轉譯醫學」、「基因體

與系統生物學」、「微生物基因

體學」、「網路與資訊系統」、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

工程」、「轉譯農業科學」、「資

料科學」、「公共議題與社會

學」。 

9、上半年補助63名博士生，共核

發獎學金1,270萬元。 

 二、跨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一)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

究環境之改善：推動亞洲社會科

學研究、建構原住民資料庫、殷

墟甲骨考古學等研究計畫，提供

學界及社會大眾使用。 

二、跨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一)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

究環境之改善：臺灣鄉村發展之

展望計畫、明清研究推動委員

會、四川榮縣檔案整理計畫案、

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訪調研究、

胡適全集等出版計畫、支援合辦

人文講座、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

五四運動一百週年等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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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創新性研究計畫：加強國際學術及

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計畫、推

動中長期具有發展潛力、前瞻

性、突破性之跨領域創新研究計

畫。 

(二)創新性研究計畫：執行突破性及前

瞻性之跨領域研究計畫、支援亞

洲生物技術大會、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及商討學術研究等創新合作

計畫經費。 

 

 (三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

用：推動及支援本院生物科技、

藥物研發、癌症醫學等跨學門及

跨領域之合作計畫。 

(三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

用：支援癌症醫學研究、合辦國

際研討會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臺灣重要疾病生物標記研究計

畫、臨床醫學轉譯研究及臺灣生

物基因體之研發計畫。 

 (四)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

境之改善：增強基礎研究成果之

應用發展、並支援跨領域之整合

研究工作、改善研究環境。 

(四)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

境之改善：支援數理科學新領域

研究計畫之實驗設備更新及出席

國際學術會議等。 

 (五)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1、以合聘方式延攬醫師科學家與

本院生命科學組研究所/研究

中心合作進行轉譯醫學研究。 

2、獎助醫學士、牙醫學士及完成

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師攻讀本

院與高雄醫學大學、國立臺灣

大學、中國醫藥大學、台北醫

學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慈濟

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七所大

學合作設置的轉譯醫學博士

學位學程，以培育優秀轉譯醫

學研究人才。 

3、與六所合作大學共同籌辦「轉

譯醫學學位學程」2019 年學術

研討會。 

(五)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1、108 年 1 月至 6 月共有三位合

聘醫師與本院進行轉譯醫學

學術合作計畫。 

2、醫師進修獎助計畫： 

(1)執行截至目前為止在學生

及畢業生，共計 21 位(其中

男性 14 位，女性 7 位)，且

落實 CEDAW 對女性建康

權之保障，及生醫科學或

其他與人體建康相關之計

畫之參與，符合提案之建

議。 

(2)108 年 1 月至 6 月獎助學生

一年級學生 3 位，二年級

學生 2 位，三年級學生 3

位，四年級學生 2 位，共

計 10 位。其中三、四年級

學生共 5 位皆已通過博士

資格考，目前正接受醫師

獎助金。 

3、「轉譯醫學學位學程」2019 年

學術研討會訂於 108年 9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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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臺北醫學大學舉行。 

4、學術合作計畫研究經費及獎助

金發放皆依計畫執行進度順

利進行及核銷。 

 (六)生技醫藥登峰轉譯計畫：整合相關

之跨領域人才及資源，進行關鍵

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及重大疾病

之新藥研發，建立精準化醫療策

略。四項研究主題如下： 

1、關鍵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 

2、抗傳染性疾病新藥之研發。 

3、抗癌症新藥之研發。 

4、再生醫學研究與抗神經退化性

疾病新藥之研發。 

(六)生技醫藥登峰轉譯計畫： 

1、本計畫針對國人重大疾病(如傳

染病、癌症與神經退化性疾病

等)及再生醫學進行臨床前轉

譯研究，利用已建置的HTS技

術平台為基礎，結合約250萬

個具有新藥潛力化合物庫、1

千億抗體分子庫、RNAi、

CRISPRi、醣晶片，建構藥物

開發技術平台，加速新藥的研

發。 

2、上半年已有多項重大成果，發

表國際期刊論文35篇，研討會

論文15篇，列舉4項突破性進

展如下： 

(1)分析不同型流感病毒表面

血凝集素(hemagglutinin，

HA)蛋白，將單醣病毒製成

流感疫苗後，可以使得小

鼠體內產生更廣效的免疫

反 應 以 對 抗 各 種 異 株 

(cross strain)的流感病毒感

染。相較於現有的各種流

感病毒疫苗，這個單醣疫

苗對於異株流感病毒有超

過 3 至 4 倍的防禦效果。 

(2)發現完整的登革病毒入侵

途徑，證實 CLEC5A 及

TLR2 訊息傳遞於登革病

毒引起之發炎反應中扮演

重要的調控角色。 

(3)研究證實，糖代謝異常是患

者罹患胰腺癌的關鍵原

因。人體攝取葡萄糖後會

產生 dNTP，dNTP 也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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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組生成和複製不可或缺

的材料。當人體攝取過多

葡萄糖，將會增加胰臟細

胞內蛋白質醣化狀況，並

導致調節 dNTP 量的核糖

核苷酸還原酶(RNR)降低

活性，就會讓 dNTP 產量

不足，導致修復基因組

KRAS 在複製、修復時產

生錯誤且產生損傷，造成

胰臟細胞癌化。了解胰腺

癌生成機制，不僅能發展

標靶藥物，更能達到預防

勝於治療的效果。 

(4) 血 腦 障 壁 (blood brain 

barrier)是腦瘤治療的主要

障礙，化療藥物被阻隔在

外，無法有效殺死癌細

胞。研究發現，在靜脈注

射極低劑量的血管生長因

子(VEGF)，能夠使奈米化

療藥物－微脂體小紅莓

(LipoDox)安全且有效地輸

送至腦瘤部位，成功找到

開啟腦癌治療之鑰，該研

究成果已在台灣取得專

利，將進行臨床試驗。 

 (七)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 

1、子計畫一：精密製程與檢測技

術開發及研究支援：提供關鍵

材料與分析科技實驗所需之

材料製程及檢測實驗研究支

援含： 

(1)精密材料製程實驗室。 

(2)精密顯微檢測實驗室。 

2、子計畫二：關鍵材料與分析科

技探索研究： 

(1)進行從頭開始的複雜聚醣

結構測定。 

(七)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探索計畫： 

1、子計畫一：精密製程與檢測技

術開發及研究支援： 

(1)SnS2觸媒材料研究：利用特

殊 水 熱 法 成 功 合 成

C-doped SnS2之高轉換效

能材料。 

(2)Rh觸媒材料合成研究：利用

控制Rh奈米四面體的表面

型態，成功增進其觸媒效

果。 

(3)SPR(表面電漿共振)感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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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設計及合成新穎的DNA編

碼抗體並發展DNA定序的

單細胞蛋白質體學。 

(3)光激發與核磁共振探測光

譜學。 

(4)研發解決有機-無機鈣鈦礦

太陽能電池穩定性問題的

方法。 

(5)從致癌磷酸化蛋白之生物

標記探索、檢測到開發抑

制劑之整合研究。 

(6)類腦微環境之高解析神經

生物力學分析平台與分子

工具開發及應用。 

(7)高效能光觸媒作為二氧化

碳還原成特定燃料之研

究。 

析技術研究：利用電子束

製程及轉印技術成功製出

SPR感測元件。 

(4)生物力學分析技術開發：成

功製備具不同特性之合成

細胞膜並鑑定其二維流動

性與表面電荷。 

2、子計畫二：關鍵材料與分析科

技探索研究 

(1)醣苷水解酶機制：發明一種

新的質譜法，邏輯衍生序

列(LODES)串聯質譜法，

可以快速且靈敏的決定變

旋異構物，我們將它應用

在鑑定GH的酶的機制。我

們用它來確定酶水解後立

即產生的糖的新變旋異構

物(即，在發生顯著的變旋

異構改變之前)。通過比較

反應物和產物的變旋性來

確定水解酶機理。 

(2)合成雙醣：以合成一些商業

上買不到的雙醣，作為邏

輯衍生序列串聯質譜法所

需要的雙醣資料庫，以擴

充此法在其他多醣的應

用。 

(3)利用DNA特性，以抗體

-DNA探針偵測細胞，以達

到可以同時偵測多種抗原

的目的，之前已將單股

DNA探針與抗EpCAM抗

體結合純化，目前利用抗

體 上 的 N-glycan 與

phenylboronic acid的強親

和力與專一性來合成抗體

與雙股DNA並進行合成產

物分析。 

(4) 將 Light-Pump & NM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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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的核心技術問題解

決，目前發展出來的實驗

設 備 可 以 滿 足 

light-sensitive protein的研

究。 

(5) 開 發 出 一 種 PCBM 

(phenyl-C61-butyric acid 

methyl ester)氟的衍生物來

取代一般PCBM作為鈣鈦

礦太陽能電池的電子傳導

材料。能將未經封裝電池

元件的儲存壽命由原先的

小於300小時大幅提升至

3000小時以上。更重要的

是，此電池元件在高溫及

連續照光環境下歷經1000

小時後，其能量轉換效率

仍然維持在初始值的90%

以上。除此之外，我們也

加入各式添加物於鈣鈦礦

薄膜材料中，來探討對於

電池效率與穩定性的影

響。初步發現四種添加物

對鈣鈦礦薄膜晶塊成長有

幫助，而電池效率從11%

增加到15%。 

(6)完成二維牽引力之初步分

析軟體，並使用類螢光相

關光譜分析方法探討細胞

之力學週期與頻率。 

(7)結合TIRF與RICM影像，證

實MTM表面適合神經細

胞的貼附與生長，已初步

測得力學訊號。 

(8)利用近室壓X光光電子能

譜儀(AP-PES)，對具有本

質與缺陷的MoS2表面進

行原位吸附二氧化碳氣體

分子之實驗。我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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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State NMR 研 究 C- 

SnS2中C所扮演的角色，目

前已經發現表面水分子的

重要性。我們已建置AFM

與 SECM 複合系統，對

MoS2與WS2暨其異質介

面進行電化學活性分析，

探討電化學活性與表面結

和位置關聯性。 

 (八)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1、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

培 訓 及 交 流 中 心 (IRDR 

ICoE-Taipei)上半年舉辦兩場

會議。 

2、未來地球(Future Earth)上半年

舉辦七場會議。 

3、舉行「專題公開討論會」。 

4、舉行「諮詢委員會」。 

5、協辦「2019兩岸濕地聯合研討

會」。 

6、委外廠商製作更新永續科學中

心官方網站。 

(八)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1、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

培 訓 及 交 流 中 心 (IRDR 

ICoE-Taipei)： 

(1)於3月25日至3月28日在台

北舉行Training Course on 

Earthquake Early Warning 

System in East Asia國際研

習會。 

(2)於5月14日至5月17日期間

邀請國外環境與生態調適

資深學者來台交流。 

2、未來地球(Future Earth)： 

(1)於1月9日舉行未來地球計

畫臺灣年輕學者交流會-氣

候、健康與環境。 

(2)於1月14日舉行「未來地球

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科技部自然司貝蒙論壇平

台合作研商會議。 

(3)於1月30日舉行第二屆「未

來地球委員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第二次全體委員會

議及第三次常務委員會

議。 

(4)於3月22日舉行未來可能

性：代際公平與永續治理

國際研討會。 

(5)於4月30日舉行「未來地球

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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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啟動會議。 

(6) 於 5 月 17-19 日 舉 行 Air 

Pollution Sensing and 

Health in Asia區域合作研

究規劃會議。 

(7)於5月20-23日舉行未來地

球「健康知識行動網絡」

國際研討會。 

3、於2月及3月分別辦理「氣候、

環境、健康主題」及「能源主

題」二場公開專題討論會。 

4、於4月舉辦諮詢委員會，討論

永續科學計畫徵求方向。 

5、於5月協辦「2019兩岸濕地聯

合研討會」邀集國內外講師，

並有約200人與會。 

6、於 2 月委外由專業廠商設計、

製作中心網站，本院資服處協

助提供硬體設備，以完成網站

架設。 

 (九)數位文化中心： 

1、數位文化中心之使命為： 

(1)以數位方式保存、傳播、創

造文化。 

(2)運用數位科技豐富研究材

料、改善研究環境、促進

人文研究。 

(3)探索數位科技與人類文明

發展的關係。發展策略是

以學術研究為主體，兼顧

文化保存、產業發展與社

會服務。其次，是以作品

產出和實作為導向，立足

於使用者的需求和參與，

統整數位內容與數位技

術，開發數位產品。 

2、核心工作在於推動跨學科的數

位人文研究，致力於鏈結開放

資料之實作，以及數位資料與

(九)數位文化中心： 

1、維護保存數位文化資產： 

(1)維運「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

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

以及本院典藏相關網站與

資料庫，包括：「典藏臺

灣」、「聯合目錄」、「魚

類資料庫」、「生命大百

科」等，累積577萬餘筆資

料。另收錄數位典藏成果

網站769個，典藏庫存網頁

330筆。 

(2)建置「中央研究院數位典

藏」入口網站整合全院數

典成果，收錄藏品目錄128

萬筆、文章選粹496篇、成

果網站164個。 

2、拓展數位典藏內容： 

協助本院15個「數位典藏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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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成果之創新應用，期能以

新的敘述、詮釋與傳播方式，

豐富文化內涵。 

3、108年度上半年主要工作包

括：維護與拓展數位典藏內容

(維運「典藏臺灣」、「聯合目

錄」、「成果資源」網站、協

助各單位執行「數位典藏與數

位人文學研究計畫」)；；推動

數位人文研究、執行數位博物

館專案—建置開放博物館、鏈

結開放資料；推動文化創意轉

譯創作、強化國際連結與合作

等。目的在於促進人文與科技

之整合、學院與社會之連結，

以及數位文化的「民主化」與

「全球化」。 

位人文學研究計畫」拓展數位

典藏內容。共處理16個資料庫

與資料合集新增匯入「聯合目

錄」，合計新增14,817筆數位

藏品與後設資料。 

3、推動數位人文研究： 

(1)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發展協

助學者提升研究質量的數

位化工具與數位人文研究

平台，自107年10月底上

線，截至6月，已註冊之會

員已超過400人，平台中彙

整與提供研究的文本文字

量已達67億字。 

(2)臺灣宗教地景地理資訊系

統：陸續完成新北市中和

區、永和區、樹林區、土

城區、新店區、泰山區；

臺北市萬華區、文山區，

以及部份臺南市、高雄

市、臺東市等，共上傳了

1,689筆宗教地景資料。平

臺總計上傳了5,277筆資

料。 

4、數位博物館專案—建置開放博

物館： 

(1)於3月完成臺灣音樂館站臺

上線及功能模組開發並配

合臺灣音樂館子站臺上線

公開。108年規劃開發重點

功能「主題館」，配合進

行前臺改版與後臺操作介

面企劃。 

(2)新接洽的數位內容合作單

位計有本院臺灣史研究

所、嶺南美術館、胡適紀

念館、民族學研究所博物

館、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

所；院外有臺中市政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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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圖書館與校史館，林天人

教授等。 

5、鏈結開放資料：進行中研院臺

史所檔案館｢陳澄波畫作與文

書｣檔案LOD轉置、檢索介面

視覺化導入暨｢鏈結開放資料

平台｣、｢鏈結開放資料實驗室

｣網站優化等工作。 

6、推動文化創意轉譯創作： 

(1)出版《臺南歷史地圖散

步》、《臺中歷史地圖散

步英文版》，與文化部合

作執行「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創作集漫畫人文

期刊出版計畫」，出版CCC

創作集5冊。 

(2)完成臺中歷史地圖APP英

文版與日文版製作，臺南

歷史地圖圖書連動功能更

新。線上APP累計超過8萬

裝置數。 

(3)已舉辦3場互動展出；漫畫

基地、台北國際書展與日

本Niconicon超會議、參與3

場講座推廣活動。 

7、強化國際連結： 

(1)於國際會議發表數位人文

研究成果： 

A 、 3 月前往香港參與

「 Symposium "Linked 

Data and the Semantic 

Web： Current Trends 

and Opportunities"」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本中

心鏈結開放資料的研

究成果。同時應香港中

文大學邀請，發表本院

近三年在數位人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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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發展。 

B、同月前往日本奈良參加

「2018年度第三回國

際檢討會」，受邀報告

Similarity Search ＆

OCR。 

C、5月至比利時參加「文

本文化遺產的數位存

取」國際研討會發表論

文。 

(2)進行學術應用交流：5月至

中國南京參加「中國傳統

建築術語註釋與翻譯工作

坊暨研討會」並發表演

講，與建築歷史、數位人

文研究學者交流。 

(3)接待國外學者進行交流合

作：1月接待美國華盛頓大

學東亞圖書館周小玲專

員、日本奈良文化財研究

所史料研究室。 

 (十)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1、本計畫主要目標為整合中研

院內相關農學及體學研究能

量，透過體學研究瞭解臺灣

重要農作及農作 /環境間之

交互作用，以此作為基礎找

出治本之解決方法，以利農

業及環境之永續。 

2、計畫已徵求並支持數個符合

「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目的之計畫—以體學等新穎

科技，探討農作、病害及環

境反應其生理及生化反應，

並以此研究為基礎找出治本

的方法；研究項目包含本國

重要糧食作物-水稻、經濟花

卉蘭花、重大植物病害防治-

炭疽病防禦、重要養殖魚類-

(十)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1、「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支

持項目包含：水稻、蘭花、吳

郭魚、石斑魚、農作重要病害

製劑開發等，以體學探討各物

種在逆境的生理反應及生化

調控機制，以基礎科學為根

本，找出克服之方法。 

2、目前各研究均針對相關題目進

行材料蒐集、培養，並利用前

瞻生物技術，如NGS定序、生

物資訊學等，建立對計畫擬探

討之重要問題建立分析及研

究方法，已找出基因或化學層

次之重要影響。 

3、108年1月2日至108年1月4日於

本院南部生物技術研究中心

楊祥發講堂舉辦「Uni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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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郭魚及石斑魚。 

3、計畫包含數個跨單位、跨領

域之整合型計畫，透過計畫

合作促進人員及技術交流，

提升全國農學相關研究單位

使用新穎技術，加速農學各

物種之研究發展，培養研究

人員將新技術應用於不同物

種研究並開發新的研究方

法；辦理小型工作坊及國際

會議，將新研究方法傳遞予

本計畫人員及本國農學研單

位人員，並持續辦理適合產

業及民眾參與之科普研討

會，使其了解本計畫之研究

對產業及民生之重要性。 

R-Code資訊力養成班」，邀請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徐新漢

教授介紹常用的程式編碼，以

小班制之實作課程帶領不具

資訊背景之研究人員、在學學

生及業者，共計24人全程參

加，了解如何利用程式編碼，

系統性分析及歸納大量體學

資料，以找出關聯性；1/3於本

院南部生物技術研究中心楊

祥發講堂舉辦「致科學人的寫

作訣竅」，同步於本院農科大

樓演講廳視訊，邀請美國密西

根州立大學植物生物研究所

助理教授、自由科學編輯Dr. 

Melissa Lehti，說明科學寫作

(以撰寫國際期刊論文為主)常

見的錯誤，及必要的科學寫作

之要素，南北共計至少130人

參與；108年6月2日至108年6

月5日於本院人文社會館國際

會議廳舉辦「2019國際植物淹

水(缺氧)學會會議」，邀請全

球重要植物淹水(缺氧)實驗室

主持人擔任大會講員，大會共

計132人報名參加，超過半數

(約70位)來自16個不同國家，

本次大會亦促成數件本國與

國際之實質學術合作交流；

108年9月16日至108年9月20

日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協助

計畫審查，協助本計畫給予各

項計畫執行建議，及瞭解各項

計畫執行情形，以使各計畫能

於期程內達成目標。 

 (十一)新興研究領域開發： 

1、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1)神經科學計畫演講及交

流會議。 

(十一)新興研究領域開發： 

1、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1)本計畫於1月初辦理亞太

果蠅神經科學國際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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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際會議參與。 

(3)合作學程運作事務。 

(4)計畫運作及人員聘用。 

2、新興研究領域開發： 

(1)推展「研究討論群」，讓

不同領域的研究人員可

以深入交談、討論，引

入新的思維、研究工

具，產生創新構想，突

破現有窠臼與限制。 

(2)辦理「尖端科技研習

營」，透過短期課程，

傳授新知，推廣研究的

新領域、新工具或研究

方法。 

(3)辦理「跨領域研究人員交

流會」及「新進人員交

流會」。 

 

會邀請國內外講者共40

人，另已舉辦7場國內外

學者演講。籌備申請

2020年 IUBMB focused 

meeting 及 EMBO 

workshop。舉辦6場內部

成員研究交流會議。 

(2)上半年團隊成員已規劃

共10人出席歐美亞舉辦

之神經科學相關之國際

研討會。 

(3)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

究生學位學程(與陽明大

學、成功大學、臺灣大

學、中央大學合作)已於

3-4月份完成108年招生

作業，預計錄取16位國

內外學生。與合作四校

於一月份舉辦學術交流

研討會，會期共3天，師

生共76人與會。 

(4)本計畫現有約聘僱行政

人員2名。協助計畫及學

程事務執行及網頁維護

等事務。負責跨領域大

樓神經科學行政辦公室

及8樓事務運作及空間

維護，添購維修跨領域8

樓之相關公共核心設

施。 

2、新興研究領域開發： 

(1)研究討論群：本計畫持續

支持本院已具有規模的

特定領域研究討論群(如

神經科學、染色體生物

學、醣科學、RNA 生物

學)，亦鼓勵研究人員勇

於發掘、面對、並解決

社會與學術所面臨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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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挑戰，以重要科學問

題為導向，自行組成跨

領域的研究討論群，提

出創新的研究主題，或

是針對國家、制度、環

境等重要問題構思、討

論可能的解決途徑，並

分析臺灣是否具有競爭

優勢，以期形成創新、

具體可行的研究構想及

組成研究團隊。 

(2)尖端科技研習營：針對世

界最新前緣研究，舉辦

短期的討論與研習營，

邀請國內、外傑出學者

主講，以期引入最新發

展概念與現況，營造自

由對話空間，刺激學術

討論，後續發展可由上

述研究討論群承接，形

成正向回饋，建立創新

研究領域。108年2月已

於院內舉辦「醣生物學」

研習營，現正籌備九月

於院外舉辦之「2019蛋

白體學數據分析」研習

營及其相關課前課。 

(3)跨領域研究人員交流

會：本院108年舉辦「中

央研究院三學組新進研

究人員座談會」，讓本

院新進研究人員充分了

解本院升遷制度、研究

資源分配及院內計畫之

申請與審查流程等，以

協助新進同仁正確規劃

研究生涯。 

 (十二)臺灣重要疾病生物標記研究計

畫：透過「臺灣重要疾病生物

(十二)臺灣重要疾病生物標記研究計

畫：108 年上半年度「臺灣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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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記研究計畫」之執行，期望

整合基礎與臨床優秀研發團

隊，以推動國家精準醫療，建

立起預防、診斷、及治療的生

物標誌。108 年研究計畫推動

以七個國內重大疾病探討為

主，包括：大腸直腸癌、阿茲

海默症、肝癌、頭頸癌、糖尿

病、心血管疾病與腦中風等，

實施概況分述如下： 

1、大腸直腸癌組：研究團隊

成 立 台 灣 大 腸 直 腸 癌

(CRC)臨床試驗聯盟之跨

院臨床應用研究團隊，致

力於生物標記的基礎研究

轉譯應用於臨床醫學，探

尋創新生物標誌提供臨床

早期診斷指標，並發展個

人化醫療策略，降低大腸

直腸癌的發生率及死亡

率。 

2、阿茲海默症組：持續招募
subjective cognitive 

decline (SCD) ， mild 

cognitive impairmet (MCI)

和早期Alzheimer’s disease 

(AD)受試者，提供臨床追

蹤數據，以解讀AD疾病譜

的序貫生物標誌特徵，確

定不同類別的生物標誌之

間的相關性，以探索AD的

潛在發病機制。 

3、肝癌：利用B型肝炎病毒嵌

合進入人類宿主基因體所

造成的特殊體細胞突變研

發潛在的肝癌生物標誌。

在病人血清中之游離核

酸 ,確認含有腫瘤特有病

毒宿主嵌合核酸片段 ,可

疾病生物標記研究計畫」發表

國際期刊論文 25 篇，國際會議

論文 1 篇。各計劃研究實施成

果如下： 

1、大腸直腸癌組：研究團隊

透 過 Regorafenib 及
FOLFIRI concomitant 

therapy 伴隨著 irinotecan

增量治療可改善腫瘤治療

效果；在田野追蹤的實驗

顯 示 dual ring wound 

protector (DRWP)在術後

和晚期併發症，安全性及

長期臨床預後分析，對

CRC 術後病人有極佳益

處，可用運用在治療性

CRC 切除手術中。 

2、阿茲海默症組：根據追蹤

資料分析，心血管疾病危

險因子的數目和阿茲海默

氏症的智能狀況退化具有

加成性。患者血中維他命

D 濃度和智能狀況有關，

但非透過白質病變影響。

病患血液中 transthyretin 

(TTR)的濃度和 MCI 轉變

成 AD 有高度相關性。 

3、肝癌：利用平行反應監測

質 譜 parallel reaction 

monitoring mass 

spectrometry (PRM-MS)，

以新檢體驗證 19 種可能

的候選醣標誌於病程中的

定量變化。同時，利用微

滴式數位核酸偵測系統

(drop digital PCR)量化腫

瘤病毒宿主嵌合核酸，結

果顯示以探針放大之次世

代定序平台可用復發性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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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肝癌生物標誌，且其

靈敏度與專一性將優於傳

統的體細胞突變生物標

誌。 

4、頭頸癌：預測頭頸癌免疫

治療及標靶治療療效的生

物標誌，找到可被調控的

分子標靶以作為頭頸癌治

療的分子標的。計畫透過

揭開有助於疾病診斷，預

測頭頸癌預後的新型生物

標記，作為用於頭頸癌治

療的治療標的，以期提升

病人的治療成績。 

5、糖尿病：利用蛋白體學與

代謝體學分析，研究糖尿

病發生的預測指標，並在

全國性追蹤樣本中進行驗

證。採用不同的基因體分

析方法，找尋可預測早發

型糖尿病的相關基因。 

6、心血管疾病組：本團隊為

臨床醫師及基礎研究學者

所組成的大型研究團隊，

並結合代謝質體學、蛋白

質體學及基因體學，以利

用一個大型長期世代型追

蹤研究，尋找並驗證各既

有及新生物標誌，以針對

國人動脈硬化心血管疾病

之發展及預後做更深入及

更全面的了解。 

7、腦中風組：研究主要探討

頸動脈狹窄疾病和基因及

代謝體學的相關性。收集

臨床上具有頸動脈狹窄病

患及正常人的 DNA及血

清，採用全基因體掃描來

鑑定單一核苷酸多型性與

癌的早期偵測 (已完成四

十例)。 

4、頭頸癌：持續收集頭頸癌

病人的流行病學資料，生

物檢體，及臨床追蹤資

料。前半年已收集 7 位

T1-2N2，7 位 T4N0 的病

人，完成 lectin array 分

析，找到數個具有差異的

lectin。另外，40 位經免疫

治療病人檢體中，有+20

位病人有 buffy coat，將進

行 TMB 分析。 

5、糖尿病：目前已有初步目

標蛋白，正向臺灣人體生

物資料庫進行檢體擴大申

請，持續後續驗證動作。

同時，也利用全基因掃描

方法進行全基因體分析。

將相關的遺傳變異點，進

行單獨與累積基因風險

(genetic risk score)評估，

並建立早發型糖尿病的基

因預測模型。 

6、心血管疾病組：配合臨床

及追蹤資料分析，依追蹤

時間逐年列出，找出和預

後相關之發炎反應特定生

物標記。研究探討生活型

態、人格特質、飲食營養

對於預後具有相關。對於

發炎標記發表了  albumin, 

FABP3, LIGHT 等標記，

並初步延伸到核糖核酸

(Ribonucleic acid, RNA)及

代謝質體學研究等。初步

證實確實與血管慢性發炎

有關 

7、腦中風組：研究發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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頸動脈狹窄發生進展之關

係，利用代謝質體學來鑑

定相關的代謝物質。 

130 位男性受試者與對照

組相較下，頸動脈狹窄受

試者有較高比例的冠狀動

脈疾病、高血壓、抽菸及

喝酒，數據顯示有較高的

同半胱胺酸及較低的總膽

固醇及高密度脂蛋白。而

核磁共振光譜實驗顯示有

較低的 choline。 

 三、跨領域主題研究計畫： 三、跨領域主題研究計畫： 

 (一)以理論計算探討二維材料的新穎

性質：本計畫設定的主要目標是

發展及應用最先進的計算方法，

探討各種低維度尖端材料的新穎

現象，並預測及篩選適用於新穎

能源及元件應用的材料。今年的

研究題材著重於二維層狀材料所

形成的薄膜及其疊加出的異質結

構，特別是和介面之交互作用。

同時也計畫釐清薄膜的電子結構

及後續引起的超導性質。這個計

畫的理論研究團隊將繼續與世界

上領先的實驗團隊保持密切的互

動及合作關係，也將持續共同發

表論文。 

(一)以理論計算探討二維材料的新穎

性質：此計畫下的研究團隊在 108

年上半年已經發表了數篇論文，

探討一些二維材料的特殊性質。

這些結果包含： 

1、對二維的金屬鋁薄膜進行了第

一原理計算，得到了 30 個單

層以下隨著厚度變化的表面

能量、功函數、電子與聲子的

耦合常數及超導轉變溫度

Tc。這些結果都表現出顯著的

振盪量子尺寸效應(QSEs)。這

些振盪與厚度的相關性可以

用受限電子的能量來解釋，通

過能量相關的相移來正確建

立電子波函數在界面反射時

的變化。表面能量和功函數隨

著膜厚度的振盪可以通過費

米波矢量的正弦曲線來呈

現。需要完整地考慮晶體電子

能帶結構，才能達成這些 QSE

的定量描述。 

2、由二維材料製成高性能場效應

電晶體(FET)時有一個核心問

題，就是希望與外加金屬能產

生良好的接觸點。對於單層的

過渡金屬二硫化物(TMD)，目

前的常規金屬接觸點是通過

光刻工藝在頂部製成，但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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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大的接觸屏障。我們的計

算顯示，從側邊產生鍵合的金

屬接觸點，金屬和通道邊緣之

間能形成共價鍵，為電荷注入

提供了更有效的途徑。我們的

密度泛函理論計算進一步發

現這個優越的元件性能，主要

來自較強的金屬-TMD 作用和

末端接觸點附近的能隙狀態

改變。 

 (二)開發先進低壓電子顯微能譜術以

研究二維材料及有機分子： 

1、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預

算執行率為： 

(1)臨時人員酬金：預算數：300

萬元；剩餘預算：175 萬

7,732 元，執行率：41%。 

(2)國外旅費：預算數：20 萬

元；剩餘預算：8 萬 1,606

元，執行率：59%。 

(3)其他業務費：預算數：215

萬 6,000 元；剩餘預算：47

萬 2,967 元，執行率：78%。 

(4)設備及投資：預算數：25

萬元；剩餘預算：16 萬

9,060 元，執行率：32%。 

(5)獎補助費：預算數：86 萬

8,000 元；剩餘預算：56

萬 2,071 元，執行率：35%。 

2、此主題計畫我們將發展幾個獨

特的成像技術，利用低能量電

子(4 eV 至 5 keV)去探測懸空

的二維材料，子計畫一已有成

果發表，其他計畫發展之新實

驗及理論計算仍在建立中。 

(二)開發先進低壓電子顯微能譜術以

研究二維材料及有機分子： 

1、子計畫一： 

(1)將三千伏特電子束聚焦至

0.3 微米，並取得同調電子

繞射。 

(2)設計完新有鏡式同調電子

顯微鏡，工作電壓為 1 至

30 kV。 

2、子計畫二：發展出同調繞射的

理論重建技術。 

 (三)奈米級光流體與生物資訊應用於

適體與圈套寡核甘酸篩選系統之

建立：本研究計畫目的在提出

epitope specific SELEX 與 1-D 

(三)奈米級光流體與生物資訊應用於

適體與圈套寡核甘酸篩選系統之

建立：針對實行概況之項目，分

別敘述施行成果並條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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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d array SELEX，兩種篩選的概

念，且搭配開發出兩種的篩選平

台。延續前兩年完成的成果，在

今年上半年度針對所遇到的問題

與新發現的議題進行討論，並完

成幾項研究成果，有助於本計畫

建立奈米級光流體人工適體篩選

平台目標的達成。在上半年度，

本團隊已完成幾項研究工作： 

1、針對適體序列在奈米流道內置

金區的固定化策略研究。 

2、建立優化 SPRI 影像之分析方

法。 

3、適體式視覺化 SPRI 感測平台

測式。 

4、建立大視野 SPRI 量測平台。 

5、進行 MUC1 aptamer SELEX。 

6、探討對稱式金電極在微流體中

的動態電化學響應。 

7、開發二極交叉式電極進行電化

學感測電化學進行整合。 

1、在此研究中，藉由奈米流道的

特性與鹽溶液濃度的調控，成

功地調控適體序列在金表面

的固定化密度，並且可在數分

鐘內完成適體的固定化，相較

於開放式系統的固定化操作

降低了數倍的反應時間。此外

並發現非專一性吸附的問題

在奈米流道中，佔有重要的一

個腳色。此種非專一性吸附的

現象會隨著鹽類濃度的提升

而變得更加明顯，且會干擾到

適體分子在奈米流道中的輸

送現象。目前已藉由表面化學

的設計將此現象降低，且成功

地達成快速且高密度的適體

固定化結果。此成果已開始進

行期刊發表工作。 

2、新開發影像分析的方式是利用

兩個 filter，分別為中心波長

660nm(Filter A) 與

640nm(Filter B)，分別記錄其

影像，之後利用(A-B)/(A+B)

的方法去看他的 sensitivity、

linearity 線性度與動態曲線。

影像分析法與一般光譜儀的

訊號相比，影像分析法的訊噪

比(noise)來的好很多，動態曲

線更乾淨、更穩定，分析方式

也簡單，因此在影像分析法的

基礎上來做相關的實驗。此成

果已開始進行期刊發表工作。 

3、目前所發展的 SPRI 系統已針

對適體與蛋白質的反應進行

感測測試。已成功在微流道系

統中以陣列方式呈現出免標

記適體式的 thrombin 感測。利

用圖像分析可以呈現出如一

般螢光陣列的視覺圖像，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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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每個點陣點可得各別點陣

點上的適體序列與標的蛋白

質間的分子反應動態曲線。未

來將進一步的將此技術的流

道尺度往奈米尺度發展，以達

到計畫所預計的目標。 

4、在目前系統下的流道無法再拉

高，因此希望可以建立一個視

野更大的量測系統，進行 High 

throughput 量測。新系統的架

設與光路概念和目前使用的

顯微鏡系統相同，皆是使用影

像分析，只是架設變得更簡

單，視野也變更廣。當前量測

系統的視野為約1個SPR結構

大小，新架設系統可擴大視野

至 4 到 6 個 SPR 結構。 

5、以 MUC1 作為標的蛋白質，經

過五個回合的篩選找出具高

親和力與專一性的 MUC1 適

體基因庫，並搭配 MUC1 抗體

的競爭試驗，評估篩選出的基

因庫序列與抗體是否結合在

相同的特異位上。結果顯示基

因庫序列的確對抗體有競爭

效應，暗示選出的基因庫序列

中具有較抗體更高親和力的

適體序列存在。目前已將此基

因庫序列進行 NGS 與傳統定

序分析，並嘗試找出一些可能

的 motif 序列。若順利，預計

在下半年進行親和性與專一

性測試。 

6、研究內容主要探討對稱式金電

極在微流體中的動態電化學

響 應 ， 深 入 討 論 flow 

polarization, mass transfer, 

micro-mixing 等 效 應 於

one-way 與 shuttle flow 狀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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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Flow polarization 是一

種在流動狀態下，電極表面物

質被同時更新與極化的現

象，可以增強氧化還原電流響

應，且流動方向與流道高度都

會 產 生 不 同 的 影 響 。
Convection-assisted mass 

transfer 可以打破原本擴散控

制的限制區域，使電化學訊號

增強。在定電流的分析中，發

現到兩個電極上的電流響應

可以觀察出micro-mixing的效

應。經過上述對稱式金電極在

微流體晶片中的靜態與動態

響應的探討，發現流動狀態的

電流訊號將能大幅提升，此現

象將有助於感測靈敏度的增

長。 

7、經由上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將

指叉狀電極技術導入，使微電

極間的擴散效率增加，建構出

指叉狀電極的阻抗分析模

型，未來發展無標記的阻抗式

感測器時，將能有更好的分析

工具。此成果已開始進行期刊

發表工作。 

 (四)符應社會歸責之資料二次使用隱

私框架：本計畫延續往年運作，

每月底於資訊所、法律所、或歐

美所召開總計畫討論會議。會議

中依例由各子計畫進行進度報告

或是進行跨組討論。除總計畫討

論會議外，子計畫亦各自進行跨

領域之討論會議。研究人力的投

入上，目前計有 4 位具資訊背景

之專任研究人員(含 2 位博士後學

者)，及 4 位具法律背景之專任研

究人員(含 1 位博士後學者)。108

年暑期期間，本計畫亦聘用 4 位

(四)符應社會歸責之資料二次使用隱

私框架： 

1、本年度總計畫討論會議中，所

報告及討論之主題如下： 

(1)美國 Common Rule 修正簡

介。 

(2)將差分隱私用於一般統計

分析之適用性與適用條件

報告。 

(3)電腦、隱私與資料保護國際

會議報告。 

(4)健康照護中資訊自主與區

塊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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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實習生(3 位具資訊背景、1

位具公衛背景)。除計畫內研究工

作外，本計畫也積極參與國內相

關研究會議。108 年 6 月 14 日於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所

舉行之「人工智慧與法律規範工

作坊」中，本計畫人員除了協助

會議活動與參與外，也於會中發

表演講。另外，法律所於 108 年 7

月 1 日成立資訊法中心，多位計

畫參與人員也成為該中心之成

員。 

2、Common Rule 為美國為保護以

人類為研究主體之聯邦政

策。此政策規範所有聯邦所支

持之研究，包含由聯邦政府單

位及其支持之研究計畫。自

2018 年歐盟實行「一般資料保

護準則」(GDPR)後，加強隱私

保障已成為國際潮流，美國

Common Rule 也在 2018 年進

行了修正。對保障參與研究之

主體，更仔細及嚴格地進行規

範。差分隱私為一項由電腦科

學家所提出之隱私保障框

架。但對於其他領域(如統計、

法律)中之適用性，則必須深入

分析。區塊鏈近年來在智慧金

融中，逐漸受到重視。而其去

中心化及無法修改之特性，也

開始被應用於醫療資訊分享

系統中。 

3、在其他方面，各子計畫也開始

實作及發表研究成果。以去識

別化技術為例，我們探討差分

隱私後續之框架，將先驗知識

加入隱私的量化分析中，並提

出相關之形式化驗證演算法

及實現驗證工具。另外，對於

以社群決策為主體之隱私保

護機制，也整理並預計發表研

究成果。 

 (五)新穎超導及鋰離子電池材料研究： 

1、2008年鐵基超導體的發現創造

了一個新的機會，使得應用超

導材料做為零耗散的電能傳

輸及高效能的能源儲存變為

可能。本主題計畫是延續我們

過去幾年的成果，針對在相關

能源應用之新穎材料進行深

入研究。 

(五)新穎超導及鋰離子電池材料研究： 

1、掌握鐵基超導體材料的特性，

進一步了解鐵基超導體與開

發鋰電池正負極新的材料，後

續設計並製作功能性的新材

料。該研究能延續本團隊大多

數同仁之專才，彼此合作讓研

究成果在國際上更有競爭性。 

2、證明了超導特性是將鐵空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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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計畫一及子計畫二第一部

分：聚焦在解決我們對鐵硒超

導體仍未了解的重要課題。一

個典型的案例是關於在具有

鐵空位有序及鐵空位無序間

之界面所扮演之角色及與超

導的相關性。此外，我們也將

應用我們累積的知識來探索

新超導材料的可能。過渡金屬

硫化物將是我們探索的主要

對象。 

3、子計畫二第二部份及子計畫

三：針對鋰離子電池的深入研

究，尤其希望找到更適切的正

極及負極材料。首先我們將對

我們擁有專利的富錳三元鋰

離 子 正 極 材 料
Li−Mn−Ni−Co(LixNiyCozMn

O3)進行in-situ XRD深入的結

構、物性及電化學測量。 

有序排列變成無序狀態而產

生，確認超導與鐵空位無序的

程度(均勻度)有關，以及觀察

到有大量的鐵佔據了Fe-4d的

位置，其鐵空位從有序到無序

排列的過程中，沒有發生晶格

大小的變化，估計可能與反鐵

磁有序被破壞有關。 

3、我們成功的應用磁濺渡方法製

作 -NbN超導薄膜，這是世界

上第一次有此結果。利用TEM

結構分析，我們證實此薄膜為

六角形 -NbN相，沒有其他雜

相。Nb：N的比例為1：1，21.4

奈米厚的超導轉變溫度為

12.3K，其2 /kBTC~4.8顯示

其 為 強 交 互 作 用 (strong 

coupling)超導。此一超導相具

有極高的應用發展可能。 

4、AS-200(Li1.083Ni0.333Co0.083Mn0.5O2)

是我們研究的專利富鋰陰極

材料，經過最佳化工程研究

後，它具有400次循環的優異

循環特性，當以全電池形式與

碳基陽極一起測試時，其容量

保持率為其初始容量的85％

(205mAh/g)，已具備儲能應用

可行性。 

 (六)自旋電子學材料與介面的自旋傳

輸操控域之應用： 

1、新穎低維度量子物質與磁性異

質結構的自旋傳輸研究。 

2、探索界面效應與高自旋霍爾轉

換值。 

3、反鐵磁、鐵磁/反鐵磁雙層膜中

的自旋電子學。 

(六)自旋電子學材料與介面的自旋傳

輸操控域之應用： 

1、我們持續最佳化拓譜絕緣體的

分子束磊晶參數，製備出高品

質的拓樸絕緣體/磁性絕緣體

異質結構樣品，奠定了探測新

穎介面物理的基礎。其中，磁

鄰近效應是影響拓樸絕緣體

的量子相變與自旋傳輸的根

本物理機制。對此我們藉由傳

輸量測觀察到清楚的負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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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反常霍爾效應與非等向性

磁阻，作為磁鄰近效應的證

據。我們也製備出內部絕緣的

拓樸絕緣體(Bi,Sb)2Te3，讓我

們在未來的拓樸絕緣體自旋

傳輸研究能獲得更清楚的圖

像。 

2、我們利用光來熱激發鐵磁絕緣

體或金屬的自旋流。發現利用

不同波長的光對不同材料的

穿透度不同來激發自旋流是

個很好可以拿來研究界面與

塊材產生之自旋流的方法。另

外我們發現 3d Cr 金屬跟濺鍍

方式所成長的硫化物材料

(BiTe)可以產生高轉換效率的

自旋流。 

3、我們成長或取得高品質的非共

線反鐵磁(Mn3Sn, IrMn3)或共

線反鐵磁 PtMn。量測了金屬

銥錳的反自旋霍爾效應，設計

了能降低波導引發電流提高

量測精準度的高頻共面波

導。我們搭建了 MOKE 與

2nd-harmonics 霍爾量測平台

與理論計算用來解析非共線

反鐵磁之自旋軌道力矩對其

的影響與其能產生的自旋軌

道力矩。 

4、本期間(六個月)各子計畫同仁

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共 4 篇，會議論文 9

篇，另有 4 場國立大學邀請演

講，2 場國際會議演講。另有

已投稿國際學術期刊、受審中

之論文兩篇。另外計畫同仁也

將於 7 月份協助辦理第 31 屆

磁學與磁性技術研討會。重要

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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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們成功發展 Se-buffered 

low temperature (SBLT) 

growth 的改良分子束磊晶

技術，實現具優異結晶性

的 Bi2Se3 與稀土鐵石榴石

Tm3Fe5O12(TmIG)的異質

結構，展現高品質的界

面。而其強烈的界面交換

偶合作用表現於反常霍爾

效應和由 Bi2Se3 誘發的

TmIG 鐵磁共振場移位。利

用這個長晶技術，我們可

靠製作高品質的Bi2Se3/稀

土鐵石榴石的異質結構。

實驗結果發表在今年一月

的 Applied Physics Letter

封面故事。 

(2) 我 們 在 高 品 質 的

Bi2Se3/TmIG 樣品中發現

新穎的負磁阻現象。厚度

與角度依存的研究顯示負

磁阻源自磁鄰近效應造成

的對拓樸絕緣體的時間反

衍對稱性破壞。這個物理

圖像進一步獲得反常霍爾

效應與與非等向性磁阻的

驗證。我們展示了磁鄰近

效應是一個有望在高溫實

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的有

效方法。 

(3)我們成長了三元拓樸絕緣

體 (Bi,Sb)2Te3。電性量測

顯示  (Bi,Sb)2Te3 中有兩

個傳輸通道，實現表面態

傳輸的特徵，且進一步利

用角解析光電子能譜證實

此 現 象 。 在 

(Bi,Sb)2Te3/TmIG 中透過

磁鄰近效應成功觀察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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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可見的反常霍爾效應，

滿足實現量子異常霍爾效

至較高溫的先決條件。 

(4)最近我們在研究利用光來

激發自旋電流的研究上有

突破性的成果，因光具有

獨特的穿透性且具有不同

頻率與波長，我們的研究

發現光不但可用來熱激發

鐵磁絕緣體和鐵磁金屬中

的自旋電流，還能因界面

與塊材的不同貢獻能造成

方向與大小可控的自旋電

流，成果刊登在 Physical 

Review B 中。 

(5)之前利用鐵磁絕緣體發現

3d Cr 金屬具有意想不到

的高自旋霍爾轉換值，我

們進一步成功證實 3d Cr

可利用自旋軌道矩來翻轉

磁性異質結構中的磁矩，

我們甚至實現零磁場下的

自旋電流翻轉，成果刊登

在 Physical Review Applied 

(Letter)中。 

(6)我們亦發現，利用濺鍍方式

所 成 長 的 硫 化 物 材 料 

(BiTe)，雖然並不具有單晶

特性，依舊可以產生巨大

的自旋霍爾效應及自旋軌

道矩，可有效率地控制相

鄰鐵磁層之磁矩方向。這

項結果挑戰了過去認為只

有單晶的硫化物，因具有

拓樸絕緣性質才能產生巨

大的電流-自旋流轉換效率

的想法。這項成果目前亦

投稿至國際學術期刊審查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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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們正在成長高品質非共

面反鐵磁 Mn3Sn 與取得單

晶 IrMn3，利用低引發電流

的高頻共面波導量測了反

自旋霍爾效應。我們也搭

建了 in-plane 360度磁場與

out-of-plane 強磁場量測系

統用來解析各種不同方向

性的反自旋霍爾效應或反

磁自旋霍爾效應。 

(8)我們改良了磁光 MOKE 量

測系統將用來探討非共線

反鐵磁的磁光效應與探討

自旋軌道力矩對其的影響

與其能產生的自旋軌道力

矩。 

(9)我們搭建了 2nd-harmonics

霍爾量測系統與理論擴充

原本的理論架構加入不同

方 向 性 自 旋 流 對

2nd-harmonics 霍爾量測訊

號影響。將用來探討非共

線反鐵磁之自旋軌道力矩

對其的影響與其能產生的

自旋軌道力矩。 

 (七)結合微觀與巨觀之跨語言跨文件

之事發掘： 

1、本主題計畫目標是開發一個通

用的跨語言、跨文檔分析平

台，整合不同文檔(單語或多

語)中的微觀和宏觀資訊，以提

供更為完備的知識。這個平台

預期將能讓其他與中文資訊

擷取相關之學者，大幅降低進

入這個重要、且深具前景領域

的障礙。 

2、本計畫第二年(今年)目標為開

發通用跨語言、跨文檔分析平

台的基礎設施及知識庫模型。 

(七)結合微觀與巨觀之跨語言跨文件

之事發掘： 

1、計畫實施成果： 

(1)本計畫進行電影相關類別

中的 Wiki-pages 資料收集

(例如，與同一位電影明星

相 關 聯 的 英 文 和 中 文

Wiki-pages 等)。 

(2)子計畫一團隊根據指定的

Wikipages，針對兩種語言

(中文、英文)分別進行單語

言微觀 (Micro-Level)知識

圖。 

(3)子計畫二團隊已將兩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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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知識圖(由子計畫一團

隊生成)鏈結到一個多語言

知識圖。 

(4)子計畫三團隊進行基於知

識圖譜之主動式文本生成

深度模型的雛型。 

(5)子計畫四團隊已從社群媒

體(Facebook, Twitter 等)中

抽 取 電 影 相 關 的 宏 觀

(Macro-Level)知識。 

2、經費執行狀況： 

(1)業務費：已使用 195萬7,045

元。 

(2)資訊設備費：已使用 7 萬

7,800 元。 

(3)獎補助費：已使用 33 萬

5,813 元。 

(4)因實驗室經費配置，其餘經

費將於下年度使用。 

 (八)真核生物基因量緩衝的演化與機

制：本主題計畫研究重點為從不

同的角度研究基因量緩衝的調節

機制的根本之生物學現象。整個

研究計畫執行頗有進展，包括開

發新的生物資訊工具結合統計學

方法，可以用於識別維持全基因

組的基因表達穩定狀態的潛在調

控因子，並利用次世代定序的實

驗驗證也獲得正面的結果。接著

將持續進行選殖潛在因子的酵母

菌突變株，建立突變株的基礎生

物學以及遺傳分子機制的探討。 

再則，我們也針對 DNA 複製期基

因量緩衝的基礎分子機制及其此

機制對非整倍體細胞的影響，進

行生物資訊方法與遺傳篩選找尋

可以回復基因量緩衝缺陷的新穎

突變。此外，通過組合基因體學，

蛋白質體學，計算模擬和實驗演

(八)真核生物基因量緩衝的演化與機

制：計畫執行的主要成果包括新

的生物資訊工具用於識別潛在調

控因子的統計方法已經開發完

成，並且以電腦模擬計算已經充

分改善方法的穩健性。通過兩個

生物實驗的驗證結果也都證實找

到全新的調控基因量緩衝的調節

因子。 

我們找到關鍵基因通過改變染色

質的表觀遺傳修飾，以緩衝個體

間基因表現隨機性的雜訊差異，

對於酵母菌的多倍體演化過程有

更深入的了解。 

針對熱休克蛋白對於生理緩衝機

制的調控，我們目前已經篩選出

主要影響的基因，並持續進行生

物實驗加以驗證。整體成果可望

共同增進我們對於細胞如何演化

出這樣一致的策略來整合基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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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方法探勘熱休克蛋白的緩衝

機制之遺傳調控。接下來，我們

將繼續開發網絡分析流程，確定

演化菌株基因組穩定的遺傳基

礎。 

每個子計畫之間除了密切 e-mail

通信之外，每個月定期開會討論

子計畫的進度，針對計畫合作與

整合方式仔細地溝通。 

緩衝途徑的基本理解；因為已知

許多遺傳疾病、癌症和發育缺陷

是由基因量不平衡引起的，將對

醫學科學的基礎知識具有貢獻。 

 (九)利用紅外光吸收光譜、質譜、和高

準確量子化學計算鑑定碳水化合

物結構及其應用於腫瘤相關碳水

化合物抗原的合成及鑑定： 

1、整體計畫：已開過 2 次全體參

與人員之討論會。 

2、子計畫一：以紅外光吸收光譜

及質譜鑑定碳水化合物的結

構：已提出實際的質譜法能用

於碳水化合物結構的鑑定。去

年已完成葡萄糖、半乳糖、甘

露糖的雙醣資料庫建立及多

醣結構鑑定。今年正進行含有

N-乙醯葡萄糖胺、N-乙醯半乳

糖胺、唾液酸等單醣、雙醣資

料庫建立及多醣的結構鑑定

研究。 

3、子計畫二：碳水化合物的紅外

光光譜及解離機制的理論研

究：我們已開發一新的自動方

法，用來搜尋不同異構物的結

構，也已開發以高準確的從頭

量子化學計算方法，半自動尋

找分解過渡態。今年已完成

N-乙醯葡萄糖胺、N-乙醯半乳

糖胺、葡萄糖胺、半乳糖胺的

計算。目前正進行 fructose, 

gluconic acid, idonic acidN 的

計算。 

4、子計畫三：模組化合成雙醣分

(九)利用紅外光吸收光譜、質譜、和高

準確量子化學計算鑑定碳水化合

物結構及其應用於腫瘤相關碳水

化合物抗原的合成及鑑定： 

1、已發表論文： 

(1)Hai Thi Huynh, Huu Trong 

Phan, Po-Jen Hsu, 

Jien-Lian Chen, Hock Seng 

Nguan, Shang-Ting Tsai, 

Thantip Roongcharoen, 

Chia Yen Liew, Chi-Kung 

Ni* and Jer-Lai Kuo*. 

Collision-induced 

dissociation of sodiated 

glucose, galactose, and 

mannose, and the 

identification of anomeric 

configurations. Phys. 

Chem. Chem. Phys. 20, 

19614 (2018). 

(2)Cheng-chau Chiu, 

Shang-Ting Tsai, Po-Jen 

Hsu, Hai Thi Huynh, 

Jien-Lian Chen, Huu Trong 

Phan, Shih-Pei Huang, 

Hou-Yu Lin, Jer-Lai Kuo*, 

and Chi-Kung Ni*, 

Unexpected dissociation 

mechanism of sodiated 

N-acetylglucosamine and 

N-acetylgalactosamine. J. 

Phys. Chem. A 123, 3441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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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庫以建立質譜鑑定碳水化

合物資料庫及腫瘤相關碳水

化合物抗原的合成：我們以模

組化合成的方式，合成一系列

的雙醣分子，包含其位置及變

旋異構物的各種排列組合。今

年 已 完 成 Glc-b-1-4-Gal, 

Gal-a-1-6-GlcNAc。目前正進

行
GlcNAc-a-1-3-Gal,GlcNAc-b-1

-3-Gal, 

GlcNAc-a-1-6-Gal,Man-a-1-6-

GlcNAc, 

Man-b-1-6-GlcNAc,Man-b-1-3

-GlcNAc 的合成。 

(3)Hsu Chen Hsu, Shih-Pei 

Huang, Chia Yen Liew, 

Shang-Ting Tsai, and 

Chi-Kung Ni*, De novo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of 

mannose oligosaccharides 

by using a logically derived 

sequence for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nalytical 

and Bioanalytical 

Chemistry. 411, 3241 

(2019) (selected as paper in 

forefront) 

(4)Shang-Ting Tsai, Chia Yen 

Liew, Hsu Chen Hsu, 

Shih-Pei Huang, Wei-Chien 

Weng, Yu-Hsiang Kuo, and 

Chi-Kung Ni*, 

Automatically Full Glycan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with Logically Derived 

Sequence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ChemBioChem. (2019) 

https ：
//doi.org/10.1002/cbic.2019

00228 (in press, selected as 

a cover feature of the 

journal) 

2、有一專利正在申請美國專利。 

3、國際會議報告： 

(1)ASMS conference on Mass 

Spectrometry and Allied 

Topics, Jun 2-7, Atlanta, 

GA, USA. 

(2)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Carbohydrates, 

June 23-28, Hong Kong. 

 (十)發展多功有機生物電子材料及元

件作為神經介面：本期間依照原

本計畫的進度，從事有機導電高

分子(PEDOT)材料的單體、電極

及元件開發，並建立整合有機電

(十)發展多功有機生物電子材料及元

件作為神經介面：本計畫已經產

出 10 篇國際期刊論文，且整體進

度符合原訂的計畫進度與內容。

實施成果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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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平台於探討其於神經科學應

用。 

1、所有子計畫主持人每 3 個月會

定期開會，對各分支計畫的研

究進度進行報告及問題探討。 

2、架設可同時進行「光遺傳學」、

「電生理訊號」、及「表面增

強 Raman 散射光譜」量測的有

機電化學電晶體(OECT)量測

平台。 

1、合成磺酸官能基化及苯基硼酸

(PBA)官能基化的 EDOT 單

體，並利用不同電聚合參數，

搭 配 自 組 裝 的 疊 層

(Layer-by-layer)技術，製作奈

米圖案化的 PEDOT 電極。研

究中利用此有機生物電子元

件包覆藥物以進行電控藥物

釋放，對目標細胞提供高效且

侷域性的藥物治療效果；PBA

官能基化的有機電極還被發

現，可對葡萄糖有很高的感測

靈敏度及選擇性。此研究部分

內容已發表於 ACS Appl. 

Mater. Interface, 2018, 11, 

1201 ； ACS Appl. Bio 

Mater.Interface, 2018, 1, 160。 

2、利用胜肽或 PEDOT：PSS 材

料，調配適合靜電紡絲的漿

料，製作具有三維奈米纖維結

構的有機生物電極，探討其於

神經組織再生及其電刺激促

進分化之應用。另外，我們發

現在特定 PEDOT：PSS 組成

下，其平坦結構電極可達到優

異的抗細胞沾黏效果，而紡絲

得到的奈米纖維反而有促進

細胞黏附及分化的相反特

性。此研究部分內容已發表於
ACS Appl. Bio Mater. 

Interface, 2019, 2,518 ；

Langmuir, 2019, 35, 1199；Adv. 

Mater. Interfaces, 2019, 6, 

1801576 ，並獲選為 Inside 

Back Cover。 

3、合成硫醇官能基化的 EDOT 單

體，並製作成三維主動層通道

的 OECT 電晶體元件，並在硫

醇官能基上接枝金奈米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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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使元件不僅可在多種生物

分子干擾下，保有對一種神經

遞質(多巴胺)的高靈敏度感測

特性外，還可同時對親蛋白尿

毒素 (對甲酚 )進行表面增強

Raman 散射光譜的量化感

測，最終有利找出多巴胺與對

甲酚含量對神經疾病之關聯

性。估計此 OECT/SERS 的複

合功能晶片，能提供更深更廣

的檢測功能及潛力，以應用在

更複雜的神經系統中，提供更

適合的生物感測方案。部分內

容 已 發 表 於 Frontiers in 

Chemistry, 2019, 7, 281。 

 (十一)深對流雲微物理及動力之數值

研究及與衛星資料對比及對全

球氣候衝擊：本期間計畫執行

基本順利，本年度上半年皆按

原定計畫之進度執行，執行率

接近 100%。3 個子計畫在下列

主題已獲致一些初期成果： 

1、雪片之自由降落之流體力學

數值模擬 

2、雲模式對冰粒子粒徑譜及通

風效應之敏感度研究 

3、雲解析模式的深對流雲傳輸

至平流層的水氣量之新參

數法與雲水物分佈比率之

參數法。 

4、上述新兩個新參數法植入

NCAR CESM 與 TaiESM 模

式。 

5、用地球同步衛星之高時空解

析度所觀測，進行雲頂微物

理參數之反演、驗證與評

估。 

(十一)深對流雲微物理及動力之數值

研究及與衛星資料對比及對全

球氣候衝擊：本期間為本計畫

第 2 年之上半年。我們獲致下

述結果： 

1、我們成功地以數值方式模擬

了由樹枝形冰晶碰撞結合

而成之雪片之自由降落時

所產生之流場以及錐形軟

雹之通風係數，這些流場對

計算冰粒子之碰撞增長率

極為重要。雪片之流場成果

為世界首次成功，將持續計

算幾個案例，成果將發表在

國際科學期刊上。軟雹粒子

運動而產生的通風效應已

寫成論文，即將投稿。 

2、我們利用本團隊研發之雲動

力 微 物 理 模 式

WISCDYMM-II進行模式模

擬結果對冰粒子之粒徑譜

及通風係數的敏感度測

試，我們測試了幾種通風係

數情境及幾種冰粒子粒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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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得出這兩個因素之改變

均會影響雲模式所模擬雲

成長過程，顯示利用數值模

式需注意這些敏感因素對

氣候模式預測氣候變化所

引起之不確定性。我們刻正

整理這些結果，將之撰寫成

科學論文中。 

3、藉由雲解析模式之大數據資

料分析與統計，已有數個可

能的方式來參數化深對流

雲傳輸至平流層的水氣輸

送量與雲水物分佈情形，持

續利用一維氣柱模式模

擬，同時透過與觀測資料進

行比對，來評估新參數法之

可行性。 

4、利用 Hanetal.(2016)由雲解析

模式簡化出的積雲參數

法，與在全球模式之積雲參

數法採用較實際雲微物理

參數法的方式做比對，發現

其對全球雲水與雲冰模擬

結果，的確較傳統積雲參數

法更貼近採用較實際雲微

物理參數法的結果，但仍有

許多改進空間，也發現單獨

只藉由調整傳統積雲參數

法中特定水物轉換係數，無

法得到好的模擬結果。同時

完成一維氣柱模式的模擬

工作準備與測試也已完

成，並進行建入 TaiSEM 之

工作。 

5、本年度分析在南海(SCS)與

海 洋 大 陸 (MC) 地 區

2007-2016 之十年 CloudSat

主動式衛星觀測。結果顯示

MC 地區傾向有較多獨立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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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系統，且對流頂端雲滴與

雨滴粒子較大較密集，而

SCS 區域則較多中尺度對

流，且對流層頂端之粒子較

小較分散。研究亦發現，對

流結構的水平跨幅、回波高

度差、垂直速度、高層輻散

皆成正相關，尤其深對流核

心對上升運動與高層輻散

場具高度敏感性。小於

20m/s 之垂直風切會使對流

系統之水平跨幅增大，並且

有利中尺度系統之發展，大

於 20m/s 之垂直風切卻使對

流雲的結構分散，降低獨立

系統的發生。 

 (十二)可調式刻作介面：第一年的計畫

中我們進行了對刻作介面

(Metasurface，亦稱作超穎介面)

之光學性質的理論分析、材料

性質的研究、以及成功地設計

並製作出多種新型的刻作介面

以及開發相關應用。例如由消

色差超穎透鏡陣列組成並具有

可以捕捉光場資訊以及可分析

移動物體動態資訊之光場相

機、具有超寬頻對掌性效應的

三維刻作介面、由三維奈米結

構所組成並具有優異非線性效

應之電漿子刻作介面，以及可

以有效產生並控制表面電漿波

(Surface plasmon wave)之自旋

態之刻作介面等。未來將針對

所開發之刻作介面與非線性光

學以及可調式半導體材料整

合，以實現高效能可調式刻作

介面之研究。 

(十二)可調式刻作介面： 

1、藉由仔細地材料選擇以及新穎

的數值模擬分析，成功地開發

出由半導體氮化鎵奈米天線

(GaN nanoantennas)所組成之

消 色 差 超 穎 透 鏡 陣 列

(Achromatic metalens array)，

並利用紀錄光場(Light field)

資訊。此消色差超穎透鏡陣列

就像是昆蟲的複眼，具有較大

的視野以及能夠估計物體深

度跟距離，因此可以捕捉四維

的光束資訊。我們利用演算法

去得到不同成像面的影像以

及物體的深度資訊，並且進一

步地得到物體動態移動時的

速度、方向，以及變化率等。

消色差超穎透鏡陣列相較於

傳統的微透鏡陣列具有許多

優勢，例如消色差、無球差、

品質穩定、焦距與數值孔徑可

以任意設計、未來可直接與

CMOS CCD 直接以半導體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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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整合的優勢。此工作發表於
Nature Nanotechnology 14, 

227-231 (2019)。 

2、成功地利用多次電子束維影

(Multiple e-beam lithography)

的技術製作三維之電漿子刻

作介面並分析了其線性以及

非線性光學之研究。發現了由

於其獨特之磁偶極(Magnetic 

dipole) 以及 電四 極 (Electric 

quadruple)共振，其光學性質優

於一般之二維結構。在二階諧

波 產 生 (Second harmonic 

generation)的測量中觀察到了

此刻作介面獨特之輻射性質

以及顯著的非線性效應增

強。未來與可調式材料或是利

用不同之非線性效應結合將

可實現高效能可調式刻作介

面。此工作發表於 Advanced 

Materials, 31, 1806479 (2019)。 

3、結合奈米電漿子之角動量理論

搭配數值模擬設計了可以控

制表面電漿子角動量之刻作

介面。利用了阿基米德螺旋與
spiral-distributed nanoslit 

arrays(SDNAs)產生不同軌道

角動量的表面電漿子，並且利

用 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PEEM) 的次波長

與飛秒時間解析的量測技術

觀察不同角動量的表面電漿

子。此工作未來可望應用於量

子計算等應用。此工作發表於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7,1801060 (2019)。 

4、經由仔細的材料選擇以及膜層

結構設計，我們開發出一種新

的奈米加工技術，可以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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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懸空三維掌性刻作介面
(Three-dimensional chiral 

metasurface)，由金與氮化矽兩

層奈米材料所組成。此刻作介

面在紅外波段具有超寬頻之

光學對掌性質。並且在理論數

值模擬中也發現此刻作介面

具 有 極 佳 之 chiral 

enhancement。未來可藉由外加

能量之方式實現動態調控此

刻作介面之超穎性質。此工作

發 表 於 Advanced Optical 

Materials 7, 1900617 (2019)。 

5、本計畫啟動至今，已有 5 篇期

刊論文，12 篇會議論文發表，

並有 5 篇文章準備投稿發表。 

 (十三)開發超靈敏系統醣生物學和標

靶材料以探索免疫細胞網絡與

腫瘤微環境的醣交互作用： 

1、子計畫一：發展超靈敏微量

醣蛋白體學以剖析免疫細

胞與腫瘤微環境之系統醣

生物學。 

2、子計畫二：製備雙特異性抗

體及合成對含唾液酸醣體

和唾液酸結合免疫球蛋白

凝集素-7 具專一性分子探

針。 

3、子計畫三：闡究唾液酸聚醣

於 B 淋巴癌發生與治療反

應之免疫生態系統的角色。 

4、子計畫四：Siglec-7 配體在

B細胞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

診斷與治療。 

 

(十三)開發超靈敏系統醣生物學和標

靶材料以探索免疫細胞網絡與

腫瘤微環境的醣交互作用： 

1、子計畫一：我們改進並優化

文 獻 中 ” 奈 米 鍋 化

(NanoPOTS)”的步驟，並且

利用 DIA-MS 方法，應用在

測試少量 PC9 肺癌非小細

胞樣品處理(5000 cells,~ 0.8 

µg)。目前於巨觀的步驟上

我們能自 5000 顆細胞中測

量約 3000-4000 種的蛋白

質，為了進一步改善鑑定樣

品細胞數的敏感度 (<1000 

cells)，我們也進行設計以及

製造出能半自動執行上述

優化步驟之微流體晶片以

及其整合控制器以及操作

軟體．此晶片之最小解析度

達 5 微米並希望能執行 10- 

1000 顆細胞的超靈敏微量

蛋白體學分析，我們同時於

此晶片上整合了固相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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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SPE Column)以利之後

的系統整合，目前方向為著

力於優化晶片上各部分的

鑑定以及增加其表現特性

並同時開始測量細胞樣品。 

2、子計畫二：利用酵素合成方

法，我們合成各種長度的

N-乙醯-D-乳醣胺，並對其

進行唾液酸或岩藻醣醣基

化修飾，並將其製成醣晶

片，再與及各類的凝集素進

行親和吸附作用探討。此成

果有助於將來開發針對特

定凝集素之激動劑或抗拮

劑藥物。 

3、子計畫三：發現初始小鼠脾

臟B細胞以及人類周邊血B

細胞活化與分化過程中，第

六型 α-2,8 唾液酸轉移酶 

(α-2, 8-sialyltransferase 8F, 

ST8Sia VI)表現量會增加並

與雙唾液酸結構的表現有

關。實驗室並已建立了具Ｂ

細胞專一性的第六型 α-2,8

唾液酸轉移酶基因剔除小

鼠。我們發現缺少第六型

α-2,8 唾液酸轉移酶的 B 細

胞在刺激後活化及分裂較

野生型 B 細胞佳。我們也已

鑑定出可能帶有雙唾液酸

結構的Ｂ細胞表面蛋白。目

前正以小鼠模式探討雙唾

液酸與 B 淋巴癌的關聯性。 

4、子計畫四：為了鑑定出

B-CLL 細胞上的 Siglec-7 配

體的蛋白質，我們利用鄰近

性標定蛋白質體的技術，鎖

定幾個帶有黏蛋白型結構

域的醣基化蛋白質。同時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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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分析唾液酸醣基傳遞酶

轉錄體，我們也鎖定可能負

責B-CLL細胞上Siglec-7配

體生合成的唾液酸醣基傳

遞 酶 。 目 前 正 以

CRISPRC-Cas9 剔除 B-CLL

細胞株標的基因，再用流式

細胞儀確認標的基因踢除

的 B-CLL 單株細胞上的

Siglec 配體是否減少，並且

用體外自然殺手細胞試驗

平台檢驗 Siglec-7 和配體作

用被阻斷時，是否提高自然

殺手細胞毒殺 B-CLL 的效

用。 

 (十四)利用粒子物理研究的技術發展

適用於離子束癌症治療的即時

監控系統： 

1、影像重建：正子斷層掃描系

統的影像重建是要重建正

子在(假)體內湮滅的位置。

影像重建的過程中需考量

許多的因數，如探測器的尺

寸、探測器的視野、探測器

的材質、正子湮滅前移動的

距離、伽瑪射線的散射與強

度的衰減。因此，在進行正

子影像重建前，需建立系統

反應矩陣。 

2、瞬發加馬輻射量測：量測因

質子照射產生的瞬發加馬

輻射(Prompt gamma)能驗證

蒙地卡羅模擬內使用的模

型準確性。 

3、正子影像偵測器研發：研製

適用於正子影像偵測及瞬

發加馬輻射量測的偵測器

模組，目前已有一個單片(64

通道)的測試模組進行測試。 

(十四)利用粒子物理研究的技術發展

適用於離子束癌症治療的即時

監控系統： 

1、建立一個小型探測器模型，

利用光線追蹤(Ray tacing or 

geometric approach)及蒙地

卡羅模擬的方法，來建立系

統反應矩陣。利用光線追蹤

方法的系統反應矩陣已建

立完成。在影像重建的方法

上，我們利用 C++語言及最

大 似 然 法 則 (Maximum 

Likelihood)估計來發展影像

重建函數庫，目前正在優化

不同的系統參數如像素大

小，反應次數及探測器間距

等等。我們也同步進行利用

蒙地卡羅模擬的方法來建

立系統反應矩陣。 

2、利用高純度的鍺探測器已建

立量測瞬發加馬輻射的偵

測系統，並在核能研究所進

行數次的測試並量測碳，聚

甲基丙烯酸甲酯(PM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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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iPM 及閃爍晶體校驗系

統：建立標準的校驗系統，

可用於確認不同批號及不

同廠牌 SiPM 的性能與確認

不同批號及不同廠牌閃爍

晶體的發光特性與時間參

數。 

 

聚乙烯(PE)及鈦等目標的能

譜。配合蒙地卡羅模擬的結

果，能成功測由 12C、16O

及其他同位素放射的譜

線。正進行實驗架設的優

化。 

3、利用單片(64 通道)的測試模

組與兩個 4x4 LYSO 晶體陣

列連接。我們在林口長庚醫

院初步量測 130 MeV 質子

束照射至 PMMA 假體所產

生的正子湮滅加馬輻射(511 

keV)。量測的 511 keV 加馬

射線強度相對於深度的分

布結果與蒙地卡羅模擬相

符，誤差在 5mm 內。在正

式模組系統上，已完成系統

設計，分為讀出晶片模組、

FPGA 模組及電腦介面模

組。目前進行模組細部的電

路設計。 

4、完成光學系統的設計、雷射

的選用與元件的採購。已完

成第一階段的系統架設，可

用於量測 SiPM 的訊號上升

及下降時間參數。下一階

段，將加入雷射分光元件，

可量測偶合時間解析度的

量測。 

 (十五)以原子力顯微探針探測電解液

與物質界面的活性反應點和電

位分佈：建構 AFM-SECM 系統

並用以研究場效應電晶體生物

分子感測器的表面電化學特性-

我們在雙閘極奈米矽線場效應

電晶體晶片上以銀為材質的液

態閘極電極鍍上一層氯化銀，

並以此產效應電晶體量測此一

液態閘極的表面電位受到電解

(十五)以原子力顯微探針探測電解液

與物質界面的活性反應點和電

位分佈：銀線在 PBS 溶液內，

表面電位會隨時間向正電壓飄

移，且長時間無法穩定。純銀

線上鍍上一層氯化銀後，表面

電壓就會快速穩定為一定值，

且不隨時間改變。之後，以場

效應電晶體進行的研究也表現

出類似的性質。目前我們在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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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溶液的離子種類、離子電荷

濃度等因素的影響。在使用場

效應電晶體進行測試前，我們

先在銀線進行電鍍以及表面電

位的測試。 

化將晶片上銀電極轉換成氯化

銀電極的化學改質動作。 

 (十六)嗜甲烷菌中全活性微粒體甲烷

單氧化酵素之結構與功能探

討： 

1、子計畫一、嗜甲烷菌中全活

性微粒體甲烷單氧化酵素

與甲醇去氫酶的純化、生化

活性鑑定及其蛋白質複合

物共結晶的製備： 

(1)致力於執行 pMMO 與

MDH 的單離與純化，相

關 酵 素 動 力 學 、

pMMO-MDH 蛋白質間

交互作用研究。 

(2) 製 備 pMMO 和

pMMO-MDH 蛋白質複

合物晶體。 

2、子計畫二、研發利用基因重

組的方法高度表達微粒體

甲烷單加氧酶暨相關單株

抗體的製備： 

(1)從事微粒體型甲烷單加

氧酶的次單元體基因，

轉殖至大腸桿菌等功能

性蛋白表達的相關研

究。 

(2)建構微粒體型甲烷單加

氧酶的全分子異源基

因，預期轉殖至大腸桿

菌，以便後期進行功能

性蛋白表達之相關研

究。 

3、子計畫三、用冷凍電顯分析

甲烷菌具功能性甲烷單加

氧酶的結構： 

(十六)嗜甲烷菌中全活性微粒體甲烷

單氧化酵素之結構與功能探

討： 

1、子計畫一： 

(1)完成批次搖瓶培養嗜甲

烷 菌 Methylococcus 

capsulatus (Bath)，並嘗

試以高銅離子環境下利

用發酵槽放大嗜甲烷菌

培養量，並將液態培養

液中的銅離子提高至

30uM。 

(2)使用離子交換樹酯層析

管柱完成單離具高銅之

微粒體單加氧酶微脂奈

米粒子的製備。 

(3)以粒徑篩析層析管柱，更

進一步純化具高均勻性

之高銅微粒體單加氧酶

微脂奈米粒子。 

(4)利用離子交換樹酯層析

管柱，配合使用快速效

能液相層析儀，由嗜甲

烷菌細胞質部分單離水

溶性甲醇去氫酶至高純

度。 

2、子計畫二： 

(1)以大腸桿菌為異源宿

主，大量表達微粒體甲

烷單加氧酶之次單元體

B。 

(2)經元素分析測量，此次單

元體含 5-7 個以上之銅

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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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利用高端電凍電鏡，解析

微粒體甲烷單加氧酶的

結構。 

(2)建構高解析度微粒體甲

烷單加氧酶，記錄蛋白

質骨架系統中，各金屬

組成其功能性的解析。 

4、子計畫四、全活性微粒體型

甲烷單氧化酵素與甲醇去

氫酶及抗體複合物之高解

析晶體結構決定： 

(1)X 光繞射光譜術，解析
Methylococcus 

capsulatus (Bath)全活性

微粒體型甲烷單加氧酶

其存在完整輔因子之高

解析三維結構。 

(2)解析甲醇去氫酶之三維

結構，預期培養高品質

微粒體型甲烷單加氧酶

之複合物，以蛋白質結

晶學方法及利用同步輻

射 X-光來解析其高解析

度蛋白質晶體結構。 

5、研究計畫討論暨著作撰寫與

發表。 

(3)經 X 光吸收光譜與電子

順磁光譜儀解析，此次

單元體其所含金屬離

子，大部分為單價銅離

子，並具有距離約 2.7 

埃的一組雙銅離子對。 

(4)微粒體甲烷單加氧酶之

次單元體 B，會隨時間

產生過氧化氫，並將所

有的金屬離子轉換成為

二價銅離子。 

(5)此次單元體可輔助微粒

體甲烷單加氧酶內之三

銅金屬簇活性中心轉換

甲烷至甲醇。 

3、子計畫三： 

(1)以冷凍電顯技術，解析離

子交換樹酯所單離之微

粒體單加氧酶微脂奈米

粒子，初步可達 10 埃的

解析度。 

(2)持續以冷凍電顯技術，解

析粒徑篩析層析管柱所

單離之微粒體單加氧酶

微脂奈米粒子，已達成

二維高解析度影像，預

期將達成原子尺度之三

維解析度。 

4、子計畫四： 

(1)初步析甲醇去氫酶之三

維結構達 2.4 埃的解析

度。 

(2)持續以 X 光繞射光譜

術，解析 Methylococcus 

capsulatus (Bath)全活性

微粒體型甲烷單加氧酶

其存在完整輔因子之高

解析三維結構。 

5、已發表研究成果 (J. In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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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ochem.) 與 評 論 (Nature 

Catal.)在高影響力國際性期

刊各一篇、會議摘要 2 篇、

實驗室共同討論會議 1 次，

不定期小型討論每月 1-2

次。 

 (十七)瞭解山崩和侵蝕作用：以多學科

視角研究山崩偵測、坡體破壞

和沈積物輸送：以多學科視角

研究山崩偵測、坡體破壞和沈

積物輸送。 

 

(十七)瞭解山崩和侵蝕作用：以多學科

視角研究山崩偵測、坡體破壞

和沈積物輸送：本計畫目前已

進行採購各類測量儀器，包括

地震儀、GPS 測站以及 UAV 

LiDAR 等新型儀器，並且已陸

續規劃與進行研究區相關儀器

之野外布置工作，這些工作將

有助於以最新科技準確地發現

山崩事件，也可以深入評估與

瞭解山崩與侵蝕作用。 

 (十八)探索複雜氧化物系統與其介面

的特殊電子特性： 

1、在復合氧化物界面處的準二

維電洞氣體(q2DHG)的實驗

實現：我們使用具有幾種不

同 LAO 厚度的氧化物 MBE 

設 備 生 長 了 一 系 列

SrTiO3(STO) 包 覆 的
LaAlO3/SrTiO3(LAO / 

STO)。經由電磁傳輸測量實

驗揭示了電洞傳導通道的

存在。我們更進一步進行了

詳細的掃描透射電子顯微

鏡(STEM)量測實驗並分析

以理解在複雜氧化物界面

處出現 q2DHG 的機制。更

多與 q2DHG 相關的實驗目

前正在進行之中。 

2 、 表 面 結 構 重 組

SrTiO3(SRSTO)系統中電荷

傳輸的研究：我們發現了與

SRSTO 接近效應耦合的超

(十八)探索複雜氧化物系統與其介面

的特殊電子特性： 

1 、 “Impact of strain-field 

interference on the 

coexistence of electron and 

hole gases in SrTiO 3/LaAlO 

3/SrTiO 3”, C.-P. Su, A. Kr. 

Singh, T.-C. Wu, M.C. Chen, 

Y.C. Lai, W.L. Lee, G.Y. 

Guo and M.W.Chu, Phys. 

Rev. mater. (accepted 2019). 

2、“Determination of Spin-Orbit 

Scattering Lifetime at the 

Interface of LaAlO3/SrTiO3 

from the Superconducting 

Upper Critical Fields”, 

Akhilesh Kr. Singh, 

Tsung-Chi Wu, Ming-Yuan 

Song, Ming-Chin Chen, 

Chi-Sheng Li, S.-K. Yip, and 

Wei-Li Lee. Submitted 

(under peer review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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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鈮膜出現磁場衍生之電

阻峰值現象。這種效果可歸

因於由於氧空缺造成不尋

常的自旋極化狀態於能隙

之中。目前正在進行關於這

種不尋常的接近耦合超導

性傳輸特性的研究。 

 (十九)闡明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

症中核醣核酸及蛋白質錯置的

病理機制以發展治療及早期診

斷策略：在此一計畫的第三年，

我們繼續與台北榮民總醫院神經

醫學中心合作，從 ALS 患者細

胞，以細胞重編程技術獲得

iPSC，再以 CRISPR / Cas9 基因

組編輯技術，修正遺傳導致的基

因突變。也找出運動神經元細胞

株、疾病小鼠和病人的脊髓組織

中，AMPK 蛋白的活化與 TDP-43

蛋白異位的相互關係。此外，利

用多能幹細胞的誘導分化技術，

我們現在把帶有 C9ORF72 突變

基因的 ALS 多能幹細胞分化成

運動神經元細胞。最後，應用這

個計畫在這兩年所發展的光控探

針，我們開始仔細評估在不同

ALS 功能評分量表的病人檢體，

受 到 光 控 探 針 增 加 細 胞 質

TDP-43 聚集體(puncta)的程度。 

(十九)闡明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

症中核醣核酸及蛋白質錯置的

病理機制以發展治療及早期診

斷策略：此一計畫目前的成果

令人振奮，藉由已經收集到的

病人與正常人檢體，順利以細

胞重編程技術取得 iPSC，也將

部分血液檢體純化出淋巴單核

球細胞進行早期檢測平台之開

發，並找出潛在治療藥物的標

靶。目前本計畫 PI 已合作發表

4 篇研究論文，其中一篇被選為

中研院 2017 年重點專題報導。

另有其他多篇論文正在投稿準

備中。此外，也有相關的美國

專利提交申請。此一主題計畫

的成員更於 2017、2018、2019

年陸續獲得多次獎項，包含了

多項漸凍人研究獎、台灣幹細

胞學會國際會議獎助比賽得

獎、台灣幹細胞學會國際會議

口頭論文以及優秀論文獎。 

 (二十)預測及驗證玉米葉子花環結構

的調控因子及其調控網絡：本

主題計畫之目標在於研究玉米

葉子的高光合作用機制，作為

提升水稻產量的基礎。期間一

共進行三個研究主題： 

1、C4 植物的葉片有花環結構

及高葉脈密度，提高光合效

率及水分、養分利用效率。

本主題探討 C4 植物(如玉

(二十)預測及驗證玉米葉子花環結構

的調控因子及其調控網絡： 

1、調控植物葉脈密度機制的研

究：利用兩個相近 C3(醉蝶

花)和 C4(白花菜)植物，比

較葉子發育的轉錄體，發現

大部分 C4 植物生長激素的

基因表現高於 C3 植物。另

透過液相色層法，證實 C4

植物的葉子的確比 C3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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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的葉脈密度比 C3 植物

(如水稻)高的原因：由實驗

結果及其他學者的研究資

料我們推出一假說，認為植

物生長激素 (auxin)的含量

在C4植物葉子比在C3植物

葉子高且傳送效率高，我們

已進行多種實驗來驗證此

假說，並找出相關的調控因

子。 

2、預測並證實葉片花環結構的

調控因子。花環結構對 C4

植物光合作用的高效率至

關重要，因此，我們研究其

調控因子。 

3、由於 C4 植物的葉片花環結

構最顯著的現象是高葉脈

密度，針對我們預測出來與

玉米葉子花環結構有關的

調控因子(如 SCR、SHR、

ARF1、WRKY39、ARF3、

GLK)及生長激素合成及運

輸 基 因 ( 如 YuCCA1 、

PIN1a、LAX2)，透過基因

轉殖在水稻表現，期盼增加

其葉脈密度。除此，我們將

調控玉米葉綠體發育的二

個 GLK 基因表達在水稻

上，期盼提昇其光合效率及

產量。 

產生較高量的生長激素。再

者利用生長激素阻斷劑，證

實降低生長激素產量，的確

會減少 C4 植物的葉脈密

度。而且我們觀察阿拉伯芥

myc2(生長激素合成的抑制

基因)的突變株，會增加葉脈

密度。這些結果均支持我們

的假說。目前已完成一篇論

文，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

研究期刊。 

2、我們開發了一種分析在不同

條件下獲得的生物過程的

時間序列轉錄體，並應用它

來分析在光暗週期和完全

黑暗下發育的玉米葉片的

時間序列轉錄體。由這些資

料，我們預測並證實四個花

環結構的調控因子。已發表

於美國國家科學院研究期

刊 

3、己將預測與玉米葉子花環結

構有關的調控因子和生長

激素合成及運輸基因，分別

構築成多重轉殖基因載體

共同轉殖至水稻，並進行水

稻葉片的結構分析。表達三

個基因 (SCR/YuccA1/PIN1a)

的水稻轉殖株葉片結構有

顯著改變，葉脈密度提高

16-32%，二個維管束間的距

離減少 16-27%，而且二個

維管束之間的葉肉細胞也

減少 18-20%，這些特徵已

使轉殖水稻的葉片趨近於

玉米葉片的結構。表達其他

多個基因的水稻也陸續分

析中。最顯著的是表達玉米

葉綠體合成調控基因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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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其葉片增加葉綠素

(20-28%) ， 光 合 酵 素

(19-26%)，並提高光合率

(8-14%)及產量(11-32%)。目

前撰寫論文中，準備投稿

Nature Biotechnology。 

4、我們同時訓練 3 位博士後研

究、3 位研究助理、2 位博

士生及 2 位碩士生共同參

與。 

 (二一)探討 NLRP3 發炎小體之活化及

組 合 ： lysosome 途 徑 及 新

NLRP3 結合分子之角色： 

1、 

(1)探討引發 NLRP3 發炎小

體活化的常用 P2X7 受

體致活劑，如何影響粒

線體及溶脢體。 

(2) 探 討 一 個 新 的 調 控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

分子 PARP1 其作用機

制。 

2、 

(1)活體外實驗探討 TAPE

調控 NLRP3 的 agonist

刺激研究 TAPE 參與

NLRP3 發炎小體的角

色。 

(2)以顯微鏡實驗分析 TAPE

如何與NLRP3作用而活

化發炎小體。3,分子生物

學實驗分析 TAPE 如何

調控非典型發炎小體-凋

亡蛋白酶 11(caspase-11)

發炎小體的活化。 

3、使用活化及抑制 lysosome

途徑藥物，或 lysosome 蛋白

脢檢視 NLRP3 發炎小體活

化受影響情形，以確定

(二一)探討 NLRP3 發炎小體之活化及

組 合 ： lysosome 途 徑 及 新

NLRP3 結合分子之角色： 

1、 

(1)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活 化

NLRP3 發 炎 小 體 的

P2X7 致活劑 BzATP，在

巨噬細胞 (macrophages)

及 小 膠 質 細 胞

(microglia) 會 經 過

Ca/CaMKK/AMPK 路徑

引起粒線體自噬作用

(mitophagy)，包含增加

LC3II 累積、促進粒線體

fission 、 減 少 粒 線 體

mass、促進 Drp1 從細胞

質轉移到粒線體，以及

引起調控溶脢體生源 

(biogenesis)的重要基因

轉錄因子 TFEB 從細胞

質轉移到細胞核。除

AMPK 的 作 用 外 ，

BzATP 亦 促 使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uncoupling，此作用與

AMPK 活性無關。此外

增加細胞質 Ca 離子可

誘 導 溶 脢 體 釋 放

cathepin B，進而參與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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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sosome 途徑在第二訊息

參與程度。分析調控 NLRP3

發炎小體新分子之角色，除

原計畫研究之 DAPK 及

c-FLIP，加入探討 XIAP 在

的新功能。 

4、首先要將團隊發現幾個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分

子 TAPE、DAPK、DDX27

及 NLRP3 本身進行結構預

測分析，並藉此分析決定出

這些蛋白分子的那些部分

區域可能穩定存在水溶液

中。依此分析結果，利用分

子選殖技術，將 TAPE、

DAPK、DDX27 及 NLRP3

的預測穩定構型區域，利用

大腸桿菌系統來大量表現

蛋白。接著使用蛋白質純化

技術來獲得高純度的這些

蛋白，並採用粒徑篩析層析

法(SEC)進行構型及單分散

(monodisperse)分析。冀望得

到符合這些條件的蛋白以

進行蛋白質結晶工作。 

5、NLRP3 發炎小體負調控研

究：研究重點著重於探討新

發現的 DEAD box RNA 解

旋酶(DDX27)在不同病原體

及活化物誘導的 NLRP3 發

炎小體的功能、其抑制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訊

息傳遞路徑及分子機制，與

DDX27 在老鼠病原體感染

中所扮演的生理角色。 

胞的死亡，而同時自噬

作用亦參與細胞的死

亡。目前此結果已發表

在 Cell Communication 

and Signaling 2018;16：

83。 

(2)研究結果顯示 PARP1 參

與在小鼠巨噬細胞發炎

小體的活化路徑中。

PARP1 可以從細胞核移

位到細胞質，經由調控

細胞質中的自由基含量

及直接 PARylation 修飾

NLRP3 而促進發炎小體

的活化。相反的，PARP1

不參與在人類角質細胞

由UVA所誘導的發炎小

體的活化。目前此兩部

分的結果正在撰寫論文

準備投稿。 

2、 

(1)利用NLRP3的 agonist如

ATP，刺激 TAPE 基因剔

除小鼠的巨噬細胞，我

們發現 TAPE 基因剔除

小鼠的巨噬細胞的死亡

率有顯著下降。 

(2)在螢光顯微鏡的實驗

中，我們發現當 NLRP3

及 ASC 同時表達的情況

下，TAPE 基因剔除細胞

的NLRP3 puncta面積有

顯著地縮小。 

(3)在免疫共沉澱的中實驗

證 明 TAPE 會 和

caspase-11 及其下游穿

孔蛋白 GSDMD 有交互

作用。 

3、我們確認了抗凋亡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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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AP抑制NLRP3發炎小體

活化。缺乏 XIAP 增使巨嗜

細包的發炎小體對 TLR 單

一訊息刺激或李斯特氏菌

感染極為敏感，會產生大量

IL-1 。我們並展示這種發

炎小體會使用 caspase-8，且

caspase-8與 trans-Golgi有共

位情況。因此缺少 XIAP 使

發炎小體走向非典型活化。 

4、 

(1)NLRP3：利用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進行

4 個 NLRP3 片段的蛋白

表現。但是都無法得到

可溶性的NLRP3片段蛋

白。 

(2)DDX27：仍在進行長晶工

作。並利用昆蟲細胞/桿

狀病毒表達系統進行另

一片段的蛋白表現，但

是都無法得到可溶性的

DDX27 片段蛋白。 

(3)TAPE ： 目 前 進 行

TAPE/dsDNA complex

長晶工作，而且已經得

到 TAPE / dsDNA 

complex 晶體。但是此晶

體仍有很大的改善空

間，目前解析度只有

4.0Å 。 space group 是

P1，晶包參數為 a=65.77 

Å , b=67.26 

Å,c=114.65,α=79.12∘,β=

84.03∘and γ=83.24∘。由

於 TAPE 在 PDB 資料庫

中，並沒有相似度高的

同源結構，以致無法利

用分子置換法來解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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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問題。所以目前也在

進行 SeMet-TAPE 蛋白

表現純化及長晶的工作

來解決相位問題。 

(4)DAPK：利用大腸桿菌蛋

白表現系統來進行 C 端

部分的分子選殖工作，

但是都無法拿到可溶性

的 DAPK 片段蛋白。即

使使用 fusion protein 也

無法獲得。目前要利用

昆蟲細胞/桿狀病毒表達

系統來表現這些片段。

但是都無法得到可溶性

的 DDX27 片段蛋白 

5、NLRP3 發炎小體負調控研

究：DDX27 並不影響 LPS

引發線粒體氧化物質生

成、K+外排及溶酶體去穩定

化。在 THP-1 和 J774A.1 巨

噬細胞分別處以細菌內毒

素 脂 多 醣 體  (LPS) 或 

Pam3CSK4皆能促使內生性

DDX27 自細胞核移動至細

胞質。DDX27 只專一的與

NLRP3 結合，因而抑制

NLRP3 與含有 Cardiolipin

的脂質體(liposome)結合。

DDX27 基 因 剔 除 小 鼠

(Ddx27-/-)死於胚胎期，不論

Ddx27+/-小鼠或造血細胞

Ddx27 剔 除 小 鼠

(Ddx27F/F：Mx1-Cre)相較

野生型小鼠產生比較嚴重

尿酸結晶引發腹膜炎及痛

風。 

 (二二)重塑腫瘤微環境免疫力之癌症

療法： 

1、研究計畫討論會。 

(二二)重塑腫瘤微環境免疫力之癌症

療法： 

1、本年度之研究討論會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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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計畫實施概況： 

(1)子計畫一：自然殺手(NK)

細胞抗癌機制與免疫療

法研究。 

A、研究 conditioned NK

細胞如何影響Ｔ細

胞抗腫瘤反應。 

B、發展與 conditioned 

NK 細胞併用之癌症

複合免疫療法。 

(2)子計畫二：趨化之巨噬細

胞調節殺手細胞抗癌免

疫作用機制。 

A：目標 1：確定抗酒石

酸 酸 性 磷 酸 酶

(TRAP)在腫瘤相關

巨噬細胞(TAM)極化

和腫瘤發生中的作

用。 

B：目標 2：評估 Trap-/- 

巨噬細胞的抗腫瘤

能力。 

(3)子計畫三：活化 TAM 的

分子與新陳代謝機制。 

A：目標 1：找出 TAM

活化之新陳代謝需

求。 

B ： 目 標 2 ： 探 討

Bmal1/HIF-1 互動在

能量控制巨噬細胞

活化之角色。 

20190326 舉行，各子計畫主

持人及其實驗室參與計畫

人員聚會，報告研究進度、

討論結果與未來實驗設計

及方向。 

2、研究計畫實施成果： 

(1)子計畫一： 

A、建立新的樹突細胞

(DC)培養方法，如此

培養出的第一型及

第 二 型 DC 與

conditioned NK 細胞

體外共培養不會被

NK 殺死，初步發現

DC 與 NK 共培養能

增 加 DC 製 造

IL-12 、 NK 製 造

IFN-g。 

B 、 確 立 純 化 的

conditioned NK 細

胞，由靜脈注射可進

入腫瘤及其引流淋

巴結。 

C、累積足夠小鼠數目，

並使用恰當的統計

法分析存活，確立藥

物 X 與 NK 併用在

EO771 三陰性乳癌

小 鼠 模 型 能 達 到

75%之治癒率，並引

發抗腫瘤之Ｔ細胞

記憶，產生具腫瘤專

一性之保護性免疫

力。藥物 X 與 NK 併

用 治 療 癌 症 已 於

2018 年 8 月申請美

國專利臨時案，並正

進行臨床試驗 IND

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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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子計畫二： 

A、發現 M1 巨噬細胞與

癌細胞培養液誘導

的 TAM 表 現

TRAP，且 TRAP 的

存在增強 M2 巨噬細

胞的功能。藉由二次

極 化 (reprograming)

巨噬細胞實驗結果

推測TRAP扮演負向

調 控 子 (checkpoint, 

brake)的角色，未來

將研究詳細的調控

機制。 

B、尾靜脈注射轉移動物

模 型 實 驗 顯 示

Trap-/-巨噬細胞的轉

移促進能力喪失。腫

瘤和巨噬細胞共同

注 射 實 驗 顯 示

Trap-/- 巨噬細胞或

Trap-/-小鼠會抑制腫

瘤形成。且 TRAP 表

達增強腫瘤形成並

誘導腫瘤 EMT 活

性。 

(3)子計畫三： 

我們的實驗數據建議，

除了糖解作用，氨基酸

分解代謝也影響 M1 與

TAM 活化。Hif-1a 調控

之糖解及氨基酸分解代

謝與 Bmal1 調控之粒線

體氧化代謝之間的精細

平衡對巨噬細胞的功能

非常關鍵。去除 Bmal1

使 Hif-1a 蛋白質穩定

化，造成糖解及氨基酸

分解代謝失去調控而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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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粒線體製造 ROS，因

而抑制巨噬細胞之 type 

1 IFN 訊息與抗腫瘤能

力。在巨噬細胞沒有

Bmal1 的小鼠，其黑色

素瘤生長變快，因而驗

證了這個調控機制。這

些結果已經撰文投稿，

正等待評審意見。 

 (二三)追蹤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與重塑

對生長、形態、及分裂的影響： 

1、延續相同主題：源起於細菌

抗藥性的出現為細菌的自

然生存適應，加之當今全球

交通便利加速病原菌及抗

藥基因的散播，造成全球醫

療人員在使用抗生素治療

細菌性感染症上的困難。再

者因多重抗藥性現象已降

低使用單一抗生素治療的

可行性，更加強了尋找新型

及替代性療法的需要。因此

我們自基礎科學的角度切

入，企圖了解細菌本身的生

理機制及構造，預期有助於

發展預防與治療細菌性感

染症新方法所需的根基。 

2、目前計畫整體有三篇論文在

書寫準備投搞。主持人間也

針對計畫的可延續性進行

討論，並評估繼續合作的方

向以提出具體規劃。 

(二三)追蹤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與重塑

對生長、形態、及分裂的影響： 

1、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蛋白質複

合體的組成分離、鑑定與計

量：為了探討細胞壁生合成

蛋白質複合體在不同生長

條件下的組成動態，我們對

菌株進行改造，於目標蛋白

基因上攜帶標記，方便後續

親和性純化，並配合交聯處

理來穩定暫時性交互作

用，再以雙親性聚合物自細

菌直接萃取膜塊，用於質譜

鑑定分析上。目前結果顯示

此實驗流程可以有效分離

細胞壁生合成蛋白質複合

體提供質譜鑑定。此外，為

了解病原細菌於致病過程

中的細胞生長變化，我們利

用體外尿道致病型大腸桿

菌的培養系統觀察突變株

的形態變化，找到了數個在

病原菌感染過程中參與形

態變化的決定性基因。另一

方面將仿生膜平台結合電

場，可用於分離出的大腸桿

菌細胞內膜上的膜蛋白。在

大腸桿菌細胞內膜吸附性

的問題上，我們以水膠層克

服了困難。目前正嚐示將多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217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層石墨烯雙極性接面電晶

體製入仿生膜分離平台，以

提升偵測微量蛋白的限制。 

2、發展用以追蹤細菌細胞壁生

合成過程及蛋白質複合體

的化學探針：已將所合成之

抗生素 moenomycin 與模仿

細胞壁生合成前驅物 D-Ala

的化學螢光探針，與螢光顯

微鏡技術結合，運用在探討

葛蘭式陽性細菌的細胞壁

生合成上，包括金黃葡萄球

菌、抗藥性金黃葡萄球菌、

B 型鏈球菌、與枯草桿菌。

同時我們標記了金黃葡萄

球菌的 moenomycin 標的酵

素轉醣酶進行共同標記攝

像，並與現有抗生素青黴素

與萬古黴素的螢光探針完

成使用上的比較。 

3、細菌細胞壁生合成過程及蛋

白質複合體的時空協調關

係：我們以大腸桿菌的鞭毛

馬達於生長週期中的位置

變化做為指標，探討細菌細

胞壁生長的可能模式。實驗

中以超高解析度顯微影像

系統(SRRF)，長時間追蹤大

腸桿菌的鞭毛馬達的位

置，進行單細胞影像分析，

進而取得鞭毛馬達的位置

與生長模式間的相對定位

關係。我們同時進行了細胞

骨架蛋白 FtsZ與MreB的共

同定位時驗，以強化運用鞭

毛馬達做為生長模式標記

的結論。 

4、已發表文章期刊 4 篇、會議

摘要 2 篇；另舉辦實驗室共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218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同討論會議 1 次、不定期小

型討論數次。 

 (二四)台灣漢人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

精神疾病的分子遺傳研究： 

1、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

病(bipolar I disorder, BPI)是

一種嚴重的精神疾病，具有

相當複雜的表現型及基因

型。一部份 BPI 患者在躁期

和鬱期會呈現精神病性症

狀 (妄想與幻覺 )。相較之

下，絕大多數思覺失調症

(schizophrenia)的患者則均

有妄想與幻覺。 

2、本計畫先比較有/無妄想與幻

覺的躁鬱症患者，找出相關

基因，然後再於思覺失調症

患者與正常對照組進行相

關基因的確效驗證，之後將

再於其他精神疾病(酒精與

安非命成癮)的患者同樣進

行確效驗證。研究成果可以

做為發展生物標誌與開發

新藥的基礎。同時也可增加

我們對腦部功能運作的了

解。 

3、研究發現自殺行為可能有遺

傳因素，而雙極性情感性精

神疾病患者自殺企圖的風

險大約是一般人群的 30 到

60 倍。本計畫先在躁鬱症患

者尋找自殺的相關基因，然

後在憂鬱症患者(同樣有高

自殺率)進行確效驗證。研究

成果可以對自殺防治提供

更多的預防或治療方法。 

4、鋰鹽是至今最被肯定的 BPI 

的情緒穩定劑，研究發現其

預防性治療效果有遺傳

(二四)台灣漢人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

精神疾病的分子遺傳研究： 

1、我們的研究團隊在 2010 年

完成一個全基因體關連性

研究(GWAS)，提出「腦部

發育障礙」和「離子通道異

常」的 BPI 疾病理論。之後

我們開始探詢若干 BPI「次

表現型」的致病基因，包括

精神病性症狀 (妄想與幻

覺)、自殺企圖、以及鋰鹽預

防性療效。 

2、本計畫的 GWAS 研究至今

使用共約 2000 名患者的樣

本，已經找到若干基因的

SNPs 和聽幻覺、視幻覺、

妄想、自殺企圖相關連。我

們發現位於 MSI2 基因的

SNPs 與偏執性妄想相關。

目前亦取得 Msi2 基因剔除

小鼠完成行為觀察與生理

檢視，並已收集完成臨床症

狀(妄想與幻覺)評估的思覺

失調症患者 1000 名，準備

進行重複驗證。我們也完成

視幻覺的 GWAS 分析和初

步重複驗證，發現 MED4 具

關連性。另外也完成「思考

被干擾與意志被取代妄想」

的 GWAS，顯示與 AKAP6

有關，正準備在思覺失調症

患者進行重複驗證。自殺企

圖基因之重複驗證，發現

HTR1B 基因具高度相關

性，並已收集憂鬱症患者

500 例，完成自殺評估，準

備進行此基因的重複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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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所以可能存在著一種

「鋰鹽預防性療效良好」的 

BPI 亞型。這個研究方向與

所開發出的研究模式將奠

定躁鬱症精準醫療的基礎。 

3、鋰鹽部份已完成了生物標誌

的臨床測試。在細胞模式部

分，我們發現鋰鹽處理與神

經細胞的型態改變與移動

速率有關，成果已發表。在

動物模式部分，以小鼠為模

式動物將鋰鹽預防性療效

的基因進行功能剔除，目前

正進行相關病理與行為研

究以建立未來藥物開發的

基礎。 

 (二五)以醣苷轉化包覆高量藥物於微

脂體進行高效之癌症治療： 

1、提升 GSL 藥物的的藥效範

圍 -研究葡萄醣醛酸藥物

(glucuronide drugs)的有效

加載和藥效維持。 

2、研究包封藥物的有效性與抗

癌治療功效之間的關係-開

發具有不同藥物效力的糖

苷開關脂質體用於體內研

究。 

3、分析抗 EphA1 / GSL 的物理

特性-大量製備聚乙二醇化

EphA2 抗體。 

4、研究抗 EphA2 的特異性結合

能力和內吞作用能力-測定

聚乙二醇化 EphA2 抗體與

GSL 的最佳比例。 

5、設計人類來源的聚乙二醇化

抗體。 

6、研究成果準備於學術期刊投

稿-審查中。 

7、BQC 為一具有良好抗腫瘤活

性的藥物，合成 BQC 的糖

苷開關類似物。 

(二五)以醣苷轉化包覆高量藥物於微

脂體進行高效之癌症治療： 

1、產製酯形式的糖苷開關藥物

和測定其物理化學性質。開

發HPLC方法來測量藥物加

載到脂質體中的量。 

2、產製 BQC-GW 脂質體並製

作螢光素酶標記的轉移性

結腸癌細胞。 

3、製備並純化雙特異性抗體

BsAb ， 確 認 與 PEG 及

EphA2 結合的功效。 

4、已測出最佳比例為 2：40。 

5、已製備產生人類來源的聚乙

二醇化抗體的基因載體。 

6 、 投 稿 期 刊 Cheng, YA, 

Biomater. Sci., (2019)-期刊

資訊：2017 IF：5.831, Rank 

4/33=12.1% in 

MATERIALS SCIENCES, 

BIOMATERIALS. 

7、已合成 BQC 甲基葡醣醛酸，

其結構已經核磁共振 NMR

確認。 

 (二六)活化與抑制跳躍因子跳躍：機制

與利用： 

1、Tos17跳躍子的活化與抑

(二六)活化與抑制跳躍因子跳躍：機制

與利用： 

1、Tos17跳躍子的活化與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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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找尋Tos17跳躍因子

了解如何跳躍換位與調

控，我們利用Kasalath與

Nipponbare日本晴兩個水稻

品種雜交所得染色體置換

品系(SSL line)，利用組織培

養的方法誘導SSL種子長出

癒傷組織，透過比較不同時

期癒傷組織的染色體拷貝

數目，觀察跳躍因子活化的

情形。同時也與子計畫二與

三密切合作。 

2、利用大量搜尋跳躍因子找尋

水稻調控途徑： 

(1)經過大量資料分析、我們

已經將3K水稻序列送入

新工作站分析、得知跳

躍子在3K稻種的跳躍情

形。我們並將此工作投

稿在國際知名學術期

刊。 

(2) 我們進行 TE-GWAS 分

析，並將所得之3K稻種

蒐集細資料提供子計畫

1邢禹依博士，並向IRRI

申請種子、經由與子計

畫1與3密切合作，探討

TE插入與突變性狀的關

係。 

3、利用跳躍因子加速水稻育

種： 

(1)Dr. Etienne BUCHER實

驗 室 已 將 水 稻 品 種

Tainung 67 (TNG67)種

子進行藥品處理，並將

寄來台灣，以利突變族

群篩選，以達到加速育

種成效。 

(2)種植與分析子計畫2經

制：針對水稻染色體置換品

系 (CSSL line) 加 上 親 本

Kasalath與Nipponbare日本

晴共54個品系，我們已完成

近一半品系癒傷組織的誘

導。我們也已申請到有2、

5、10、15個Tos17 copies的

品系，以進行深入分析。與

子計畫 2與 3密切合作部

分，包括以TE-GWAS對品

系進行分析、進行外表型調

查、定性、快速育種的先置

作業等。 

2、利用大量搜尋跳躍因子找尋

水稻調控途徑： 

(1)部分工作已於本年初發

表 ， 資 料 如 下 ：
Carpentier, 

Marie-Christine, 

Ernandes Manfroi, Fu-Jin 

Wei, Hshin-Ping Wu, 

Eric Lasserre, Christel 

Llauro, Emilie Debladis, 

Roland Akakpo, Yue-Ie 

Hsing, and Olivier 

Panaud. 

"Retrotranspositional 

landscape of Asian rice 

revealed by 3000 

genomes." Nature Ｃ
ommunications 10, no. 1 

(2019)： 24. 

(2)Tos17跳躍子的活化與抑

制與利用大量搜尋跳躍

因子找尋水稻調控途徑

研究合作密切進行中。 

3、利用跳躍因子加速水稻育

種： 

(1)已經建置好生物性逆境

(飛蝨、螟蟲、稻熱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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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GWAS演算出來的

3K稻種，找出跳躍子插

入點與性狀的連結。 

(3)種植與分析子計畫1所需

的成熟與未成熟水稻

胚。 

白葉枯病等)和非生物性

逆境(淹水、乾旱、熱、

冷害)的逆境處理場域環

境，並已建立水稻在各

逆境處理後的表現分級

基準。同時也購置無人

機、以AI智慧型農業的

方式進行外表型調查與

定性。全部的體系均可

作為誘變水稻材料處理

逆境後反應表現的對

應。 

(2)利用大量搜尋跳躍因子

找尋水稻調控途徑和利

用跳躍因子加速水稻育

種計畫材料均在TARI田

間種植、供應子計畫1與

2所需。 

 (二七)利用合成的仿生微脂體藥物進

行心血管疾病標靶治療： 

1、仿生微脂體藥物在心肌梗塞

再灌流疾病模式的藥物輸

送效率評估。 

2、仿生微脂體藥物在心肌梗塞

再灌流疾病模式的療效評

估。 

(二七)利用合成的仿生微脂體藥物進

行心血管疾病標靶治療： 

1、IVIS 結果顯示仿生微脂體藥

物之藥物輸送相較控制組

多出一倍。 

2、心導管及心臟超音波數據顯

示心功能顯著改善，存活時

間延長。 

 (二八)研究先天免疫與程序性細胞死

亡中死亡結構域家族成員之訊

息傳遞複合體的形成與下游分

子活化關係及其電顯研究： 

1、總計畫：本計畫今年主要實

施重點在於發表實驗成

果，次為主題計畫實驗之進

行，為達成目的，本計畫分

幾個重點方向進行工作： 

(1)實驗資訊之整合：各分支

計畫間之數據，於主題

會議開會期間對於大方

向溝通整合，實驗細部

(二八)研究先天免疫與程序性細胞死

亡中死亡結構域家族成員之訊

息傳遞複合體的形成與下游分

子活化關係及其電顯研究： 

1、總計畫：繼去年三次主題計

畫會議後，已於今年二月二

十三日進行了主題計畫會

議，全部成員都聚在一起，

進行各分支計畫之結果討

論與溝通，另外於五月十六

日與分支計畫三的團隊專

門針對細胞實驗的部份進

行整合與討論。另外按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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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電子郵件以及私下會

議討論，以期達到數據

整合，以加速達到論文

發表之目的，與促進主

題計畫進行之目的。 

(2)硬體與耗材採購：硬體採

購主要為增強冷凍電顯

資料運算方面研究之能

力，改進動物細胞表

達，耗材方面因為要發

表文章故比原規劃增加

額外實驗耗材之花費。 

2 、 分 支 計 畫 一 ： DISC 與

apoptosome中DED與CARD

複合物形成和caspase活化

的關係及其電顯研究：其實

施概況與第一年的方式大

略相同，此乃因(1)所得之新

的DED與CARD之複合物會

有所不同，因此針對每個新

的複合物，(2)(3)(4)(5)的研

究需要重複一遍，概況如

下： 

(1)對DISC中之各種DED複

合物與apoptosome中之

各種CARD複合物進行

製造生產。 

(2)於第一項取得之DED與

CARD複合體蛋白質進

行小角度散射實驗以觀

察其低解析度模型。 

(3)對第一項取得之DED複

合體之蛋白質進行結晶

條件篩選。 

(4)於第一項取得之DED與

CARD複合體蛋白質進

行負染電顯分析。 

(5)於第四項發現之好的

DED與CARD複合體蛋

每個星期各計畫之執行成

果交予各分支計畫主持人

與總計畫主持人進行分

析，進度追蹤與問題解決。

本計畫已經執行運算電腦

所需硬體設備採購達五十

餘萬元。以及動物細胞培養

所需震盪儀十一萬元。 

2 、 分 支 計 畫 一 ： DISC 與

apoptosome中DED與CARD

複合物形成和caspase活化

的關係及其電顯研究： 

(1)共計新增經取得兩種

DED 複 合 物 與 一 種

CARD複合物。 

(2)共計已經解出了三個

DED複合物之晶體結

構。 

(3)今年已經成功解出了六

個DED複合物之冷凍電

顯之結構 

(4)其餘計畫之規劃之分析

正在進行中，對上述複

合體之小角度散射模型

已經運算成功結束。 

(5) 為了將 DED 的部份發

表，額外規劃與進行所

需之生化細胞方面實

驗，已經成功取得重要

數據，預計今年發表。 

3、分支計畫二：Ripoptosome

與Myddosome中死亡結構

域複合物形成與相關酵素

活化的關係及其電顯研究： 

(1)Myddosome的部份已經

解出兩個小角度散射模

型，並且解出一個冷凍

電顯結構，第二個冷凍

電顯數據尚在收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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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進行冷凍電顯分

析。 

(6)針對DED部份進行生化

實驗，文章寫作以發表。 

3、分支計畫二：Ripoptosome

與Myddosome中死亡結構

域複合物形成與相關酵素

活化的關係及其電顯研

究：此計畫之施行延續第一

年之成果加以改進。 

(1) 進 行 Ripoptosome 與

Myddosome中之各種死

亡結構域複合物之製造

生產。 

(2)於第一項取得之死亡結

構域複合體蛋白質進行

小角度散射實驗以觀察

其低解析度模型。 

(3)於第一項取得之死亡結

構域複合體蛋白質進行

負染電顯分析。 

(4)於第四項發現之好的死

亡結構域複合體蛋白質

進行冷凍電顯分析。 

(5)幫助分支計畫一之文章

發表進行生化分析研

究。 

4 、 分 支 計 畫 三 ： 研 究
apoptosome, ripoptosome, 

DISC,與Myddosome中死亡

結構域相關複合物的組合

在細胞訊息傳遞的角色：此

部分亦是延續第一年之成

果繼續進行所規劃之實驗： 

(1)進行基因剔除實驗以產

生基因剔除之人類與老

鼠細胞，針對之基因主

要是DISC訊息傳遞路徑

中，重要之訊息傳遞分

中。 

(2)Ripoptosome的部份目前

剛解出一個冷凍電顯的

結構。 

(3)對於分之計畫一之文章

發表，已經順利完成蛋

白突變約六十種，並且

完成相關之生化分析實

驗約一百多組。 

4 、 分 支 計 畫 三 ： 研 究
apoptosome, ripoptosome, 

DISC,與Myddosome中死亡

結構域相關複合物的組合

在細胞訊息傳遞的角色： 

(1)針對所得到兩類基因AB

剔除之老鼠細胞，分別

進行三個突變蛋白A與

八個突變蛋白B的訊息

傳遞能力分析，這些突

變點的選擇是來自分支

計畫一的結構分析。 

(2)針對三個突變蛋白A，已

經與原始態成功比較在

細胞凋亡時的影響。 

(3)針對八個突變蛋白B，也

已經成功地與原始態比

較分別在細胞凋亡與細

胞存活時訊息傳遞的影

響。總共偵測訊息傳遞

路徑中約十五種蛋白的

變化。 

(4)目前已經整理好大部分

的數據，提供了分支計

畫一發表所需之支持數

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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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基因。 

(2)於第一項取得之基因剔

除細胞放入正常與突變

之基因之後再進行活性

分析以與正常細胞做比

較，主要的實驗對象是

分支計畫一的研究蛋

白。 

 (二九)合成、篩選 P5 衍生物並探討其

促進神經功能之機制： 

1、P5分子資料庫的建立及其分

子探針設計合成。 

2、P5衍生物的篩選及功能探

討。 

3、P5衍生物對果蠅記憶及神經

退化的功能探討。 

4、P5 衍生物在韁核迴路的發

育、再生和功能調節上的效

用。 

(二九)合成、篩選 P5 衍生物並探討其

促進神經功能之機制： 

1、設計並初步合成一系列 P5

衍生物：我們針對修飾

C-3、C-5 及 C-20 位置的孕

烯醇酮衍生物已成功開發

數種化學合成策略建構相

關孕烯醇酮分子資料庫，並

經由初步神經細胞及生物

個體(斑馬魚及果蠅)活性測

試，發現 JJS-11 衍生物具有

促進神經細胞及果蠅記憶

活性的潛力分子，這個發現

將有助於我們在後續藥物

開發上的進展。另一方面，

為了解孕烯醇酮在細胞或

生物體內的作用機制，我們

設計合成數種多樣性螢光

顏色的孕烯醇酮螢光探針

可運用在不同生物及細胞

系統的孕烯醇酮動態研

究。再者，針對神經細胞退

化疾病所導致特殊蛋白質

堆疊的現象，我們也設計合

成了數種具潛力的生物螢

光探針，盼望可發展出臨床

應用偵測工具。 

2、純化 CLIP-170 蛋白，以供

建立起快速篩選 P5 功能的

方法：我們已經從 293T 細

胞中，純化出 CLIP-170 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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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蛋白質的純度與濃度都

達到要求，從電子顯微鏡中

可以看到它的型態。我們也

用此純化的蛋白，設計了一

個體外篩選 P5 衍生物的方

法。各種化合物與 tubulin

及 CLIP-170 混和作用，微

管可以形成，經過離心純

化，再用顯微鏡觀察與定

量，就可以比較哪一種化合

物可以促進微管的形成。目

前這方法已經接近發展完

成，正在測定方法的再現

性。也初步決定那些 P5 衍

生物的效果最好。同時我們

也積極測試這些衍生物在

細胞內的功能。發現衍生物

也 可 以 促 進 神 經 細 胞

NEURITE(軸突 )生長的長

度。 

3、確定 P5 衍生物可以幫助果

蠅長期記憶，但對短期記憶

無效：我們實驗室已經建立

了一套測試果蠅學習記憶

的系統。利用這套系統，我

們證實了餵食果蠅 P5 衍生

物確實能夠增進果蠅的長

期記憶。我們選擇了其中一

個 P5 衍生物—JJS11—來進

行後續的研究。在測試了不

同的餵食時間與不同濃度

的 JJS11 後，我們發現在訓

練果蠅成蟲產生嗅覺記憶

前餵食兩天 0.5 µM的 JJS11

就能夠有效地增進果蠅的

長期記憶(訓練後 24 小時的

記憶)。有趣的是，同樣給予

兩天0.5 µM的 JJS11卻不能

夠增進果蠅的學習能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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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在學習後立刻測試學

習成果)，也無法增進果蠅的

短期記憶(訓練後 2 小時的

記憶)。這些實驗結果顯示，

P5 衍生物主要是透過調控

和長期記憶形成有關的神

經及分子機制來增進記憶。 

4、建立方法研究 P5 衍生物在

韁核迴路的發育：我們獲得

了五項初步的實驗結果。第

一個是我們發現在處理 P5

的時間從原本的 1小時增加

到 24 小時後，幼魚腦中韁

核內表現 GABAergic 神經

元標記的區塊有少許上升

的情形。第二個是我們初步

觀察到韁核神經元軸突延

伸入中腦腳間核的量在 P5

處理 1小時後有少許上升的

情形。第三個是我們初步觀

察在 P5 處理 1 小時後，韁

核神經元損傷復原的情況

並無明顯上升。第四個是我

們發現幼魚側線神經軸突

延伸速度在 P5 處理 1 小時

後有少許增加的情形。第五

個是我們用小分子質譜分

析證實了在浸泡 1 小時 P5

後，成魚腦中的 P5 含量會

明顯上升。 

 (三十)探討胰臟癌發展機制並開發治

療 策 略 ： 胰 腺 癌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

是最具侵襲性的惡性腫瘤，易

發生局部浸潤及早期轉移，且

治療效果不佳，5 年存活率低於

5%。超過 80%的患者被診斷時

已為疾病晚期階段，無法進行

根治性的切除治療，因此探討

(三十)探討胰臟癌發展機制並開發治

療策略： 

1、用全基因組定序或全基因體

定序遺傳連鎖分析尋找家

族型胰臟癌的候選變異基

因，目前我們已完成第 1 個

家族的全基因組測序，現正

進行連鎖分析中。目前亦同

時在準備送檢第二個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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胰臟癌的風險因子包括慢性胰

臟炎、肥胖及第二型糖尿病，

可以找出用以改善早期診斷及

改善胰臟癌致死率的策略。實

際上胰臟腺癌患者中有 15-20%

是屬於家族型胰臟癌。透過結

合癌症生物學者、癌症臨床醫

師、病理及三維顯微影像，並

協同具有發展人型化治療抗體

的研究員，找尋家族性胰臟癌

中潛在的基因變異、分析胰臟

發炎在胰臟癌發展過程中的角

色、以及探討胰臟腺癌的轉移

機制，並藉由研究發現進一步

地發展嶄新的胰臟癌治療策略

以改善胰臟腺癌的預後。 

做全基因組測序。 

2、開發以促炎細胞因子配體白

細胞介素-17B 和其受體白

細 胞 介 素 -17RB 

(IL-17B/IL-17RB)的訊息路

徑為標的治療胰腺癌的策

略。已針對 IL-17RB 開發了

相對應單株抗體(mD9)，在

動物模式中 mD9 的治療可

有效抑制 IL-17RB 表達的

胰腺癌生長和轉移，並顯著

延長動物存活。目前在進一

步開發人源化的 D9 抗體，

透過使用 X 光晶體繞射學

解 得 2.4Å 解 析 度 之

IL-17RB 與 D9 Fab 複合物

結構，結合表現單鏈抗體庫

來篩選增強親和性的人類

化單株抗體。另外也進一步

闡明 IL-17B / IL-17RB 訊

息傳遞的詳細分子機制作

為發展小分子抑制劑的新

策略， 透過解開其作用需

與下游 MLK4 分子交互作

用，並設計短鏈胺基酸，破

壞 IL-17RB 與 MLK4 的結

合，阻斷 IL-17B / IL-17RB

的訊息傳遞。 

3、探討抗發炎醣皮質素在胰臟

癌發展及轉移過程的角

色，透過條件式糖皮質素受

體剔除並同時在胰腺組織

專一性表達 KrasG12D 突變

的小鼠模式，證明活化的糖

皮質素受體在胰臟炎誘發

的腺泡細胞轉分化為導管

上皮細胞、胰腺上皮瘤變及

產生侵襲性胰腺癌過程具

有關鍵角色，這結果說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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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醣皮質素受體可能是慢

性胰臟炎的患者為何有極

高風險罹患胰腺癌的關鍵

連結，目前在探討醣皮質素

受體所誘發的致癌訊息途

徑在促成胰腺瘤變癌化的

機制，以及驗證醣皮質素是

否可透過增強調節性 T 細

胞的作用來誘發腫瘤免疫

調節反應。 

4、分析神經、胰小島在胰臟癌

發炎微環境之整體變化。過

去一年，我們已成功地將由

小鼠系統所發展的「腸道組

織三維影像技術」，運用於

研究人體胰臟內、外分泌組

織與神經系統的影像工

具。接下來將結合三維影像

技術與標準病理組織切

片、染色、顯微鏡照相與判

讀流程，整合二維與三維組

織分析方法，進行神經、胰

小島與胰臟上皮瘤之間的

整體變化分析。 

 (三一)粒線體的動態行為於細胞與組

織中的功能研究： 

1、子計畫一：針對粒線體動態

的調控與轉變實質上如何

影響粒線體與細胞的功能

加以探究。上半年已招募博

士班學生兼任助理一名與

碩士班學生兼任助理二名

並已參與研究計畫，實驗相

關酵母菌菌株、新型實驗平

台建立與測試已獲得的初

步成果。 

2、子計畫二：中我們目前由一

博士後研究員為主力在進

行此部分研究。目前我們透

(三一)粒線體的動態行為於細胞與組

織中的功能研究： 

1、計畫一：調控粒線體動態與

功能之機制探討： 

(1)探究動態調控如何影響

粒線體的功能與活性。

針對潛在動態因子基因

剔除之酵母菌株(已建立

九株，仍在增加中)粒線

體活性功能與動態之關

聯驗證比較正進行中。 

(2)了解有缺陷的動態調控

如何影響細胞。發現並

正在確認有缺陷的粒線

體融合與分裂對酵母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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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此子計畫分析粒腺體動

態行為與粒腺體膜通透之

間的關係，以期了解粒腺體

動態行為與細胞自噬之間

的關聯性。 

3、子計畫三：乃是以生殖細胞

為體內模式，探討粒線體動

態平衡對於組織細胞之影

響。我們訓練了一名碩士級

研究助理以及一名大學部

學生進行果蠅生殖腺中粒

線體分布以及動態平衡的

分析。近期成功建立以螢光

染色方式分析粒線體分布

的實驗技術，將能利用於多

項實驗規劃。 

乾燥耐受性與細胞週期

影響，也以蛇毒毒素進

行動物細胞粒線體壓力

測試獲得初步成果，已

針對作用機制深入探

究。 

(3)尋找未被發現的動態調

控因子。目前已成功製

備 cDNA library 與

genomic library，即將進

行基因篩選。 

2、子計畫二：我們發現細胞於

進行各種不同的細胞自噬

時，細胞內都會有發生粒腺

體膜通透的現象。我們因此

正在分析粒腺體動態行為

與粒腺膜通透，乃至於細胞

自噬，之間的關係。 

3、子計畫三：我們發現粒線體

在不同時期的生殖細胞有

不同的分布情形，且同一發

育時期的生殖細胞中粒線

體數量也有差異。下半年將

著重在分析粒線體數量及

分布差異對於生殖細胞發

育的影響，以及生殖幹細胞

進行不對稱分裂時粒線體

之分配方式與動態平衡。 

 (三二)整合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重

建南島語族擴張與遷徙的全

史：史前南島語族的遷徙與擴

張是人類學最重要的議題之

一，其中由語言學觀點支持的

「台灣說」讓台灣在南島研究

上扮演關鍵地位，同時此議題

也與世居台灣的原住民文化息

息相關，因此除了文化科學

上，也具有相當的政治意涵。

但由於相關考古資料出土仍十

(三二)整合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重

建南島語族擴張與遷徙的全

史： 

1、在考古領域研究，本年目標

為清點整理與蒐索羅門群

島(Solomon Islands)的聖塔

克 魯 茲 島 群 (Santa Cruz 

Islands)地區重要遺址群的

遺址位置與文獻資料，並儘

可能將可辨識與確認之

Lapita 紋飾登錄到資料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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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足，學界對於史前南島語

族的遷徙與擴張仍有相當多爭

議。本計畫藉由邀集台灣考古

學、生物學與氣象學專家，嘗

試整合各方資訊，包括「利用

Lapita 陶器紋飾相似度來測試

史前社群關係(考古學)」、「以

構樹的次世代定序資訊重建南

島語族的擴張與遷徙(生物人類

學)」、及「由近 30 年全球逐日

再分析場風場與洋流資料以及

古氣候模擬資料來探索南島民

族遷徙(氣象學)」，藉此建立跨

領域對話，深化此議題之研究。 

以供後續對比作業之用。現

已完成蒐集文獻，目前共整

理並修正了 8 個遺址(RL2, 

RL6, SZ8, SZ23, SZ33, 

SZ45, SZ47, SZ49)資訊，並

在 google earth 上標示遺址

的座標位置。紋飾整理方

面，聖塔克魯茲島群 8 個遺

址已完成Lapita紋飾到資料

庫登錄，1 張精細器型手繪

圖稿，並建立了 3515 筆紋

飾資料(296 筆 motif，3219

筆 TFG)。 

2、在生物學領域，上半年已完

成巴布亞新幾內亞構樹材

料之次世代定序，目前仍在

分析中。我們也完成由夏威

夷Bishop Museum取得之歷

史(1890~1960 年)植物標本

之 DNA 萃取，並測試以「探

針 標 靶 捕 獲 法 

(bait-capture)」來獲取基因

體資訊。此外，目前已順利

取得巴布亞新幾內亞之研

究許可證，安排在 7 月

11~24 日再次前往巴紐山區

採集構樹。 

3、在氣象學部分，已完成構樹

樣本來源和Lapita考古地點

的地圖標註，並以印尼與新

幾內亞陸地與島嶼山脈標

高為準的海上航行目視可

及範圍，以這些地圖標註地

點，做為帆船移動的啟航或

抵達，計算兩端點的隨機性

或有方向性的航行成功機

率或所需時間。同時也完成

帆船繞島航行模式，透過這

些不同情境的鬧電腦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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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計算，來佐證南島人民

經由風帆攜帶構樹遷徙的

可能途徑。 

 (三三)以體液性免疫為標的發展治癒

B 型肝炎的免疫療法： 

1、建立 B 細胞移除導致 B 型肝

炎活化的小鼠模式。建立 B

肝炎帶原者的 CBA 小鼠。

篩 檢 B 細 胞 移 除 的

anti-CD20 單株抗體。進行 B

細胞移除的小鼠實驗。 

2、以 anti-HBs 抗體結合先天免

疫清除慢性 B 型肝炎病

毒。建立 B 肝炎帶原者的

C3H 小鼠，注射抗 B 型肝炎

表 面 抗 原 的 單 株 抗 體

(E6F6)，和 TLR7 激活剤

(GS-9620)。每周追蹤血中 B

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含量。 

3、帶有 B 型肝炎病毒的淋巴瘤

病 人 接 受 anti-CD20 與

CHOP治療血中B型肝炎活

化的可能生物標的。已經提

出申請中研院以及台大醫

院的人體試驗委員會審

查，並且得到核准。 

4、分析血清中的 soluble PD-1 

(sPD-1)。將篩選 2268 個檢

體(血清或血漿)進行 soluble 

PD-1(sPD-1)ELISA assay。

評估 R&D 及 MyBioSource

兩家廠商 ELISA 試劑的

sPD-1 濃度測試。 

(三三)以體液性免疫為標的發展治癒

B 型肝炎的免疫療法： 

1、從三株 B 細胞 anti-CD20 的

單株抗體，已選出一組 5G2

作用最好。一次注射，B 細

胞清除可達一個月。實驗組

的小鼠，現在追蹤二到三個

月。其中有 25%的小鼠，處

理後血液中的 B 肝炎病毒

增加二到五倍。 

2、目前已追蹤二到三個月。接

受 E6F6 的小鼠，血液中的

表面抗原都測不到。但是對

照組或是接受GS 9620的小

鼠，表面抗原數量沒有改

變。這部分與 Green Cross 

合作的論文以投稿。 

3、未來將收集足夠的病人，再

依據目標一以及目標二的

發現，於病人檢體驗證。 

4、已完成檢體挑取及分批離心

等實驗前處理。完成 129 個

檢體 ELISA 試劑的 sPD-1

濃 度 測 試 ， 發 現

MyBioSource sPD-1 濃度與

HBsAg 濃度，有高度相關

(相關係數 >0.7)。 而 R&D

試劑檢測無顯著相關。決定

選用 MyBioSource sPD-1 

ELISA kit 來進行 sPD-1 

ELISA assay。 

 (三四)mRNA 成熟及選擇性轉譯機制

對於植物有性生殖之衝擊： 

1、子計畫一：擬南芥 CstF64

參與 RNA 3'-端修飾對於影

響開花及後續有性生殖基

(三四)mRNA 成熟及選擇性轉譯機制

對於植物有性生殖之衝擊： 

1、子計畫一：阿拉伯芥 cstf64

突變株呈現嚴重的生長發

育缺陷，包含植物生長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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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的衝擊。 

2、子計畫二：RNA 結合蛋白

與 RNA 動態交互作用在植

物開花調控的功能。 

3、子計畫三：調控植物開花的

遠距運輸訊息核醣核酸細

胞內運輸與轉錄調控的研

究。 

遲緩、葉形發育異常、晚開

花及簇生花序等現象。由於

CstF64 是 mRNA 

polyadenylation 的關鍵蛋

白，我們認為這一系列的性

狀 是 來 自 於 不 正 常 的

mRNA polyadenylation 所造

成的。藉由 RNA-seq 分析

cstf64 突變株中的轉錄體，

可以發現有許多基因合成

了 不 正 常 三 端 長 度 的

mRNA。因此現階段目標便

是要確認植物中 CstF64 蛋

白在 polyadenylation 中扮演

的角色及了解其調控機

制。由於在動物中 CstF64

與其餘兩個蛋白 CstF50 及

CstF77 共同形成 CstF 複合

體並執行 poly(A)位置的辨

認，我們首先想瞭解植物

CstF 複合體是否也同樣會

在植物中形成。藉由運用植

物中免疫沈澱法(In planta 

Co-IP)、BiFc 及 FRET 方法

確認了CstF complex的確會

在阿拉伯芥中形成。另外我

們利用了 PAT-seq 方法針對

mRNA 三端部位進行定序

分析，以精確定出各 mRNA 

poly(A)位置，目前已完成四

組生物性重複的定序，正在

進行分析並已得到各組樣

品中 poly(A)位置的資料。

預計今年可完成分析。此

外，利用 PAT-seq 的資料找

到許多與花器發育相關的

基因，這些花器發育相關基

因在 cstf64 突變株中呈現與

wild type 植 物 不 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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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y(A)使用情形，因此我們

推測這些不正常的 poly(A)

使用位置即是造成 cstf64 花

器發育異常的原因。此外我

們也在進行轉譯體的實驗

測試，希望分析完轉錄體資

料後即可開始著手開始進

行轉譯體的相關實驗。 

2、子計畫二：RNA 結合蛋白

在後轉錄基因調控機制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其與

RNA 的結合能力也會在不

同細胞、組織、發育階段及

環境條件下有所不同，因此

探討 RNA 結合蛋白與 RNA

的動態交互作用，對於了解

其功能以及在植物生長發

育上的角色相當重要。許多

RNA 結合蛋白參與了植物

開花及蛋白質轉譯的調

控，但是其分子功能尚不清

楚，在子計畫二中，我們探

討植物中 RNA 結合蛋白與

RNA 的交互作用網路，以

及 RNA 結合蛋白在蛋白質

轉譯的調控角色，以進一步

剖析 RNA 結合蛋白與 RNA

的交互作用在植物開花及

蛋白質轉譯調控中的功能。 

我們利用於前期計畫中建

立的一套全基因組方法 - 

targets of RNA binding 

proteins identified by editing 

(TRIBE)來進行研究。此方

法是將具有 RNA 編輯的酵

素與有興趣的 RNA 結合蛋

白結合，並表現在植物細胞

中。當 RNA 結合蛋白與

RNA 結合後，RNA 編輯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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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對 RNA 進行修飾，藉由

次世代定序的方法，我們則

可以鑑定出哪些 RNA 發生

了 RNA 修飾，進而判斷出

哪些RNA是此RNA結合蛋

白的標的。目前已經選擇好

阿拉伯芥中數個與開花及

蛋白質轉譯調控相關的

RNA 結合蛋白，正在取得

其突變株。相關 TRIBE 技

術中需要的阿拉伯芥轉殖

表現質體也已經完成建

構，待取得阿拉伯芥突變株

及完成基因型鑑定後，即可

開始轉殖表現。 

3、子計畫三：此子計畫主要研

究目標為瞭解遠距運輸核

醣核酸在細胞內運輸的分

子機制。我們實驗室近年來

已經建立一套以綠螢光蛋

白標定核醣核酸的活體系

統，並利用此一系統證明遠

距運輸核醣核酸會選擇性

的 運 輸 至 原 生 質 絲

(plasmodesmata)以運輸至相

鄰的細胞。在此年度計畫

中，我們以核醣核酸活體標

定系統分析核醣核酸在植

物細胞中運輸的路徑，發現

遠距運輸核醣核酸是藉由

actin 進行細胞內長程的運

輸，並藉由 microtubules 短

程運送至原生質絲。而進一

步以 actin或microtubules的

抑制劑處理細胞發現抑制

劑可以抑制遠距運輸核醣

核酸的胞內運輸，此一結果

與核醣核酸活體標定系統

的結果相符。我們以胞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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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標誌與遠距運輸核醣核

酸共同定位顯示核醣核酸

會藉由附著在微小囊泡結

構的表面再運輸至原生質

絲。而由細胞中純化微脂體

確實可以同時純化遠距運

輸核醣核酸。為了探討核醣

核酸是否藉由核醣核酸結

合蛋白質附著於微脂體表

面，我們由文獻中篩選出 37

個微脂體核醣核酸結合蛋

白質。未來我們將分析是否

這些蛋白質會參與遠距運

輸核醣核酸的胞內運輸。 

 (三五)真核生物同源 DNA 修復與重組

的機制，調控與演化： 

1、總計畫：以酵母菌與工業用

木黴菌為模式生物，探討出

芽酵母菌為何需要兩個

RecA 重組酵素 (Rad51 與

Dmc1)才能完成「雜交減數

分裂」(hybrid meiosis)，工

業用木黴菌如何僅以 Rad51

就能完成雜交減數分裂。 

2、子計畫一：(主持人：冀宏源)

生物化學研究發現 Rad51

和 Dmc1 之間存在重要的機

制上差異。 

3、子計畫二：(主持人：李弘文)

利用單分子生物物理學方

法比較酵母菌 Dmc1 和

Rad51 蛋白在形成核蛋白絲

過程中的動力學差異。也建

構了一套多光色螢光平台

於一套螢光標定策略方法

有效地製備具有螢光的蛋

白，以利後續計畫中直接觀

測 DNA 同源重組的過程。 

4、子計畫三：(主持人：王廷方)

(三五)真核生物同源 DNA 修復與重組

的機制，調控與演化： 

1、總計畫：因 3 個子計畫頻繁

交流研究資訊，各子計畫得

以互相支援，密切地合作。 

2、子計畫一：(主持人：冀宏源)

準備發表論文 1 篇。 

3、子計畫二：(主持人：李弘文)

準備發表論文 1 篇。 

4、子計畫三：(主持人：王廷方)

準備發表論 2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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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酵母菌“細胞內”Dmc1

和 Rad51 直接發生交互作

用可能性不高。主控酵母菌

DNA 破損檢查點的兩個蛋

白 激 酶 Mec1ATR 與

Tel1ATM，能磷酸化 Dmc1

與 Rad51，進而促進減數分

裂同源 DNA 重組。利用基

因體學方法確認木黴菌雖

無 Dmc1，仍能有效率的進

行雜交，完成減數分裂同源

染色體重組互換。 

 (三六)利用類腦器官來研究靈長類與

人類大腦發育的機轉與相關腦

部疾病： 

1、人類與靈長類大腦是一個非

常複雜的器官，在胚胎發育

的過程中大腦皮層體積會

逐漸增厚，神經細胞數目增

多，且神經網絡密度會增

大。若人類大腦在胚胎發育

過程中出了問題，則會造成

畸型小頭症與平腦症。本計

畫主要的研究目的是建立

多種靈長類多能幹細胞

iPSC，並利用此 iPSC 細胞

培養出類腦器官，來探討靈

長類 /人類大腦是如何發

育。這其中主要是研究小頭

畸型蛋白與選擇性剪接衍

生蛋白的功能。研究他們是

如何參與靈長類/人類大腦

發育，及其造成畸型小頭與

平腦症的病理機轉。 

2、本階段主要的工作聚焦於建

立靈長類之 iPSC 細胞，經

由與台北市動物園的協

助，我們取得了多種非人靈

長類的血球細胞並於中研

(三六)利用類腦器官來研究靈長類與

人類大腦發育的機轉與相關腦

部疾病： 

1、經由細胞再程序化技術，我

們已成功自包括人，狐猴，

台灣獼猴，長臂猿，及紅毛

猩猩的血球細胞建立多株

的 iPSC 細胞，所有細胞株

均經由嚴謹的鑑定程序，確

認其全能分化的潛力，並能

用於大量且長期的超低溫

儲存。我們亦建立了鑑定細

胞株神經分化潛力的篩選

程序，並從不同物種的 iPSC

中選得具旺盛神經分化潛

力的多株多能幹細胞株。 

2、另外我們成功的利用人類多

能幹細胞(hiPSC)建立類人

腦器官。此類人腦器官發育

與人類胚胎大腦發育極為

類似。未來我們將用此類腦

器官來探討畸形小頭蛋白

CPAP 是如何參與神經幹細

胞的分裂與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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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用於 iPSC 細胞的製作，

鑑定與儲存。經由神經細胞

分化測試，我們篩選了具良

好神經分化潛力的 iPS 細胞

株，用於轉錄體的比較性分

析。 

3、另外我們利用人類多能幹細

胞 hiPSC，成功建立 3D 

hiPSC-derived 類 人 腦 器

官，此類人腦器官產生與人

類大腦發育極為類似。 

 (三七)氣候變遷衝擊與島嶼珊瑚礁治

理：以台灣綠島為例的整體分

析： 

1、珊瑚礁功能群聚和漁業研

究： 

(1)綠島的生物資源調查中

珊瑚礁魚和底棲生態進

行共同樣點調查，以收

集到魚類種類、數量及

居住棲地型態為主要目

的。 

(2)綠島休閒與經濟漁業活

動則是透過陸地上詢問

休閒潛水和職業漁民等

利用綠島魚類資源居民

與外地人士，以了解高

需求的珊瑚礁魚類種

類、數量及地點。 

2、海域環流與水文：建構「高

解析度巢狀區域氣候海洋

環流模式系統」以模擬在歷

史狀態(過去百年)及不同二

氧化碳排放率情境所驅使

的預測狀態(未來 1 百至 3

百年)下之各項海洋物理參

數(如水位、溫度、鹽度、流

速)。 

3、地景海景變遷互動分析與系

(三七)氣候變遷衝擊與島嶼珊瑚礁治

理：以台灣綠島為例的整體分

析： 

1、珊瑚礁功能群聚和漁業研

究： 

(1)已於 9 個樣點設立固定

穿越線並完成第一次調

查。在 24 個潛水次數中

已記錄 115 種、1183 筆

魚類資料。 

(2)面談 7 位當地休閒漁業

居民。他們普遍認同永

續漁業的管理，但希望

政府有關單位能明訂出

休閒漁撈限制，而非全

島完全禁漁區的劃設。 

2、海域環流與水文：各個海洋

環流模式初步設定皆已完

成，包含：西太平洋海洋環

流模式(WP08)、南海海洋環

流模式(SCS20)、北南海海

洋環流模式(NSCS60)、臺灣

附近海域海洋環流模式

(SAT200)、綠島海洋環流模

式(GI1000)。巢狀模式系統

需由大範圍至小範圍依序

建構，且各個模式都得個別

設計、驗證及調整。WP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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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模型： 

(1)分析與系統模型： 

A、土地利用與地景變遷

分析。 

B、野溪與大排水質調查

分析。 

C、潮間帶人為使用強度

與區位調查。 

(2)綠島遊客對於珊瑚礁衝

擊減緩方案的偏好分

析。預計以問卷方式了

解浮潛(水)客對於改善

方案的偏好，同時以遊

客的異質性偏好來探討

當地珊瑚礁遊程是否有

改善的必要性，最後計

算出遊客對於改善遊程

後的願付價值。 

(3)情境治理：以田野調查方

式，針對綠島的政府機

構、研究人員、漁民、

觀光業者、一般居民等

各界地方人士進行訪

談，了解綠島珊瑚礁環

境治理的過去脈絡及現

況。 

 

與 SCS20 已建構完成，正在

持續模擬中。 

3、地景海景變遷互動分析與系

統模型： 

(1)分析與系統模型： 

A、已完成 1995、2006

與 2016 年土地利用

調查圖資的收集與

初步分析。 

B、已完成旅遊次旺季(6

月份)水質採樣調查

與初步分析。 

C、已在 6 月份完成無人

機現地空拍作業測

試、解析度評估與空

拍樣區規劃。 

(2)已完成 90 份前測問卷和

160 份正式問卷，達總進

度 40％。樣本分配概

況：浮潛客占總份數

70% ，潛水客則占了

30%；而抽樣地區的分布

石朗遊客占總份數的

43%，柴口為 36%，大

白沙則為 21%。 

(3)各界對於興建汙水處理

廠一案均屬認同，而關

於漁業資源保護區的新

設、擴大、加強取締、

限制漁業行為，以及限

制遊客人數等可能方

案，過去一直有反彈聲

浪，目前較無共識仍難

以推行。 

 (三八)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的思

想連鎖： 

1、「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

的 思 想 連 鎖 」 

(AS-106-TP-C01)，執行期間

(三八)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的思

想連鎖： 

1、舉辦(含合辦)學術講演 3

場。其中臺灣學者 1 名、香

港學者 1 名、日本學者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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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核定總計畫及

5 個子計畫(於院內服務者

3、日本 2)。 

2、108 年度 1 至 6 月，主要推

動各參與成員論文之撰

寫，進度互相傳遞閱覽，以

交換研究經驗與心得，並籌

備 11 月於本所召開之成果

發表研討會。 

2、舉辨(含合辦)工作坊 2 場，

並已籌畫於下半年再舉辦

工作坊 2場及成果發表研討

會 1 場。 

3、計畫主持人赴外地蒐集資料

共 2 次，並己生計畫 3 次。

已執行者為黃自進分支計

畫主持人赴日本及朱瑪瓏

分支計畫主持人赴香港；將

執行者為潘光哲總主持人

赴日本、陳力衛分支計畫主

持人赴中國大陸及臺灣、劉

建輝分支計畫主持人赴臺

灣。 

4、重要史料整理： 

(1)複印日本國際日本文化

中心典藏報文書多種。 

(2)複印及翻譯日本東京國

會圖書館上海資料多

篇。 

(3)整理梁啟超、胡適史料及

錢玄同日記等。 

 (三九)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

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

物： 

1、本計畫是為期三年的主題計

畫，本年度為第三年。 

2、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定期舉辦系列學術演講。 

(2)每月召開讀書會及工作

小組會議。 

(3)邀請東亞交流相關領域

之國際學者來台訪問，

進行研究成果交流暨演

講。 

(4)更新維護「使節‧海商‧僧

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

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

物」網頁資料庫。 

(三九)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

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

物： 

1、上半年已舉辦 3 次學術演

講，下半年預計安排 3 場學

術演講。 

2、已舉辦 2 次工作小組籌備會

議。並透過 email、line 等電

子通訊方式保持小組成員

之工作聯繫。 

3、今年度邀請日本福岡市立美

術館館長錦織亮介教授作

為 108年度計畫特約訪問學

者，預計今年 9 月 25 日來

臺進行學術交流，將參與 9

月 26 日至 27 日「近世東亞

佛教文化：明清與江戶」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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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版本計畫第二年舉辦

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會議

論文集。 

(6)籌備與日本二松學舍大

學聯合主辦之東亞工作

坊學術研討會。 

(7)籌備九月廿六日至廿七

日，由本計畫主辦之「近

世東亞佛教文化：明清

與江戶」國際學術研討

會。 

際學術研討會，並舉辦一場

學術演講。 

4、上半年主題網站程式維護已

更新完成，目前持續整理上

傳研究資料，並即時更新相

關會議活動與專書訊息。 

5、執行本計畫 107 年度國際會

議論文集出版事宜，現階段

進行收稿中。 

6、已於今年 2 月 25 日舉辦日

本二松學舍大學聯合主辦

之「東亞文化意象的傳衍與

流通」工作坊學術研討會。

此為兩年期合作計畫，前一

期會議已於 107 年 7 月 21

日於東京舉行。兩次會議成

果預計結集出版成日文論

文集。現階段進行收稿中。 

7、預計於今年 9 月 26 日至 27

日舉行「近世東亞佛教文

化：明清與江戶」國際學術

研討會。現階段與學者聯繫

邀請中。 

8、下一期計畫結合文學史、海

洋史、思想史、科學史、藝

術史、博物學等不同領域的

研究者，範圍涵蓋中國、日

本、韓國、越南，以「東亞

文化意象的博物書寫與物

質文化」為計畫主題，於 108

年 3 月向院方提出申請。 

 (四十)由數位足跡探索網絡多樣性及

生活福祉： 

1、由社會學研究所、統計科學

研究所、資訊科學研究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同

仁舉行聯合定期會議，密集

討論分析「大學應屆畢業

生」、「社會變遷調查受訪

(四十)由數位足跡探索網絡多樣性及

生活福祉：發展不同模式強化

分析範圍及深度： 

1、利用語言探勘詞庫(LIWC)

建構臉書互動資料所渉及

的正向與負向情緒分數。 

2、利用多層次統計分析探索不

同生命週期中網絡多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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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婚宴新人與賓客」三

大筆社群媒體互動網絡資

料。比較線上與線下社會網

絡之異同，分析網絡異質對

重要生命事件之互動型態

的作用。 

2、持續建置改善「點日記 2.0」

網路平台(以手機版為主)，

成功收集不同群體的日常

接觸資料，並設計網絡遊戲

實驗，檢測線上資料如何透

過網絡散佈，促進行動者的

福祉。利用線上設計，偵測

社群媒體使用者的網際網

路成癮、社群媒體使用成癮

等傾向，並透過微調實驗來

探索減緩成癮的機制。 

和生活福祉的機制。 

3、運用機器學習法，探索分析

社群媒體及接觸日記資

料，同時藉由網絡視覺化及

網絡分析兩方向來進行人

工智慧的分析新途徑。研究

成果分別在社會學、統計科

學、資訊科學、地理資訊系

統之國際研討會及知名期

刊發表。分別探討社會互動

模式的有效分析、社群媒體

與網絡界限之劃分、階層式

社會結構中的人際接觸效

益等。另外正發展數篇研究

論文，分析大學生線上心情

感染模式、台灣民眾社群媒

體中的談心網絡機制、小團

體內部日常接觸的位階結

構效應等。 

 (四一)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文獻

研究與整理，加深對臺灣早期

哲學文獻資料的討論，並揀選

重要篇章，集結整理成冊。 

(四一)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 

1、子計畫各組如期進行。其中

計畫成員主編之新書《洪耀

勳文獻選輯》已進入校稿階

段，預計下半年由國立台灣

大學出版中心出版。 

2、108 年 10 月 18 日或 22 日(暫

定)將於洪耀勳故居舉辦新

書發表會。 

3、108 年 10 月 21 日將舉辦研

討會「佛教現代化在台灣的

發展：探索宗教哲學的可能

性」。 

 (四二)原住民、國家與治理：比較南島

觀點： 

1、本整合型計畫探討南島原住

民與國家之間治理關係的

轉變，關注南島民族與國家

之間治理關係的議題，此議

題是當前南島民族日常生

(四二)原住民、國家與治理：比較南島

觀點： 

1、本主題計畫分為六個子計

畫，從台灣原住民單一部

落、地方區域、台灣、東南

亞到大洋洲，含括南島分布

的主要範圍；透過各計畫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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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均需面對的力量與面

向；要對這些議題有突破性

的理解，必須深化人類學長

期關懷的研究議題以及民

族誌的積累，同時與不同學

科積極對話，以達視野的融

合與知識的創新。 

2、因此，本研究團隊提出整合

型而非僅個人研究計畫，以

人類學、地理學者為主要參

與者，但研究課題及取向則

橫跨多個學科，涉及人類

學、社會學、地理學、文化

研究、法律與社會、政治研

究等領域，且為跨國跨地

區，以南島社會為範疇，包

括台灣、島嶼東南亞以及大

洋洲，設計上以「比較南島」

為研究架構。 

同尺度及類型的比較，連結

創造多元可能。執行至今1

年6個月中，各計畫持續進

行文獻蒐集、國內外田野調

查、訪談、史料翻譯、以及

資料分析與彙整，也常辦理

小型座談會，邀集相關專家

學者給予評論、交流。 

2、為達研究目標，計畫成員也

共同閱讀文獻，將依閱讀進

度舉行內部討論會議。除學

術研討外，本計畫一個重要

工作是人才培育，各子計畫

均邀請多位碩博士研究

生、大學生參與研究工作、

會議或工作坊交流，已有許

多實質進度。 

3、本計畫於三年中共規劃辦理

九次季度工作會議，辦理目

的為促進各子計畫之發展

與交流，強化研究理論框架

與內容，拓展對話與發展的

可能性，並進行相應之總體

評估、調整資源配置。此外

共規畫辦理兩次年度工作

坊，提升計畫研究深度，拓

展相關議題之發展潛力，發

表各子計畫各年度之工作

成果，並蒐集學者交流回

饋。在多次討論交流中，針

對本計畫共同的「治理」主

題，目前已梳理出一些可交

互討論的軸線，包括： 

(1)基礎建設與地方發展歷

程。 

(2)傳統領域及山林資源治

理。 

(3)法律建置作為治理的一

種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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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自由主義脈絡下涉及

個人主體層次的治理(如

government of self)等。 

4、本計畫符合原訂進度，前

(107)年度已進行三次季度

會議及一場期末工作坊，上

(108)年度已進行共兩次季

度會議，下半年之季度會議

及期末工作坊正在規畫當

中。 

 (四三)國共兩黨的比較研究： 

1、「國共兩黨的比較研究」

(AS-107-TP-C02)，執行期間

為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

月31日。核定總計畫及11個

子計畫(於院內服務者5名、

國內1名、日本3名、中國大

陸2名)。 

2、108 年 1 至 6 月，主要推動

學者之互訪與交流，以蒐集

資料、交換研究心得，以期

拓展與整合本主題計畫之

運作，奠定未來共同研究之

基礎。 

(四三)國共兩黨的比較研究： 

1、舉辦(含合辦)學術演講3場，

並已規劃2場。其中日本學

者3名、中國大陸學者2名。 

2、上年度未舉辦(含合辦)工作

坊與學術研討會，但已籌畫

於下半年，假中國大陸北京

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是為

本主題計畫之年度會議。 

3、計畫主持人赴外地蒐集資料

共8次。已執行者有，黃自

進總主持人赴日本東京 1

次、黃克武分支計畫主持人

赴日本東京1次、吳啟訥分

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陸

騰衝、西安等地4次、汪正

晟分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

大陸武漢2次。將執行者，

潘光哲分支計畫主持人赴

中國大陸北京、劉維開分支

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陸北

京、石川禎浩分支計畫主持

人赴中國大陸北京、田中仁

分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

陸北京與上海、江田憲治分

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陸

北京、王奇生分支計畫主持

人赴美國、黃道炫分支計畫

主持人赴日本東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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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重要史料整理： 

(1)蒐集、複印與電腦輸入國

史館藏國民政府檔案，

累計字數逾 300 萬字，

近 2,000 頁。 

(2)蒐集、複印與電腦輸入中

國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

會黨史館藏中央執行委

員會檔案等案卷，累計

字數逾 100 萬字，近

1,500 頁。 

(3)蒐集、複印與電腦輸入本

所典藏外交部檔案之中

日、中美、中蘇等外交

檔案，累計字數逾 400

萬字，近 3,000 頁。 

 (四四)帝國與文明：普遍價值之批判性

反思(歐洲：1650-1850)： 

1、計畫成員於年初完成三場讀

書會，並舉辦「帝國與文明

講 座 」 (Empire and 

Civization Symposium)，邀

請帝國研究專家學者與會。 

2、下半年度將以十一月研討

會，以及子計畫主持人之移

地研究計畫為主軸執行。 

(四四)帝國與文明：普遍價值之批判性

反思(歐洲：1650-1850)： 

1、召開三場讀書會 (1/24、

2/19、3/12)，完成共同閱讀

書目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A Turn to Empire)

討論。 

2、邀請芝加哥大學學者Jennifer 

Pitts 及  Sankar Muthu 訪

台，參加3/26「帝國與文明

講 座 」 (Empire and 

Civization Symposium)，並

給予兩場公開演講，三位子

計畫主持人(蕭高彥、曾國

祥、陳嘉銘)分別於此會議中

發表文章。 

3、確認於2019.11.4-5舉辦「帝

國與國際政治思想：從格老

秀斯到馬克思」學術研討

會。 

4、2019下半年將以十一月研討

會為主軸，與人社中心政治

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共同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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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帝國與文明系列座

談」，除計畫成員外，另邀

請國內傑出學者共襄盛舉。 

5、兩位子計畫主持人(曾國祥、

蕭高彥 )預計於七月及八

月，分別赴英國牛津與德國

法蘭克福移地研究。 

 (四五)身體感、科技與文化的共同演

化：本計畫所推動之子計畫如

下： 

1、子計畫一：高麗菜的甜與茶

的清香：身體感、科技與飲

食文化研究的新取徑。本計

畫將從兩個身體感項目──

高麗菜的「甜」與茶的「清

香」──探究臺灣飲食文化

史、農業科技發展、環境及

地景變遷、原住民部落社會

經濟與高麗菜及高山茶的

消費。計畫第一年，分別從

文獻分析、田野調查與大型

問卷調查進行研究。 

2、子計畫二：打造「Q」口感：

從身體感探析近代臺灣稻

種、炊煮科技與口味改變的

共構。此計畫擬從米飯的

「香Q」口感探究稻米品

種、炊煮方式、科技發展及

臺人米的消費之口味變遷

的關係，呈現Q口感的歷史

演變之政治經濟與科技史

脈絡。第一年計畫透過消費

端(臺人對米的喜好、米食利

用方式 )及生產端 (品種改

良、炊煮器具的電氣化)的分

析，共同檢視「米的Q感」

在臺灣的社會生命史，以及

米口感喜好變化與育種科

技、炊煮科技的共同演化。 

(四五)身體感、科技與文化的共同演

化： 

1、本主題計畫實施第一年上半

年度以來，已開始進行國內

/外之田野調查，並與報導人

進行訪談及蒐集相關資

料。另子計畫一，亦已委託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完成「高麗菜的甜與茶的

清香：身體感、科技與飲食

文化研究的新取徑」之電訪

調查研究，將針對結果做進

一步的分析。 

2、目前已辦理三次讀書會，幾

位子計畫主持人(余舜德、林

玲遠、丁亮、蔡碧名)亦於108

年6月25日至6月26日假民

族所參加「文字說不得」實

驗工作坊並發表研究成果。 

3、各子計畫實施成果如下： 

(1)子計畫一：於108年3月參

加「物、文化遺產與生

活方式」工作坊並發表

「從茶藝到修行：建構

現代生活風格的一個趨

勢」一文，透過與深圳

當地研究者保持聯繫，

將有機會在下半年進行

田野調查。另預計於荷

蘭參加7/16-7/19召開的

第十一屆亞洲國際學者

大 會 並 發 表 論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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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計畫三：「瘋」媽祖：民

間宗教中身體感的演化。此

計畫主要研究臺灣媽祖信

仰「神聖感」的衍生與流

變，檢視其社會文化與歷史

脈絡，以呈現歷代宗教政

策、政治、經濟、與教育等

過程中身體感所扮演的角

色。計畫分別從文獻探討、

田野調查及理論分析進行

研究，田野地點將選擇臺中

縣大甲鎮與嘉義縣新港鄉

兩地。 

4、子計畫四：熟媚與醜怪：清

代書法中的身體感。此計畫

擬從清代「館閣體」及楊州

八怪的書體分析兩種書法

藝術風格背後的政治、藝術

與物質文化之間交互辯證

的過程。計畫包含歷史學的

文獻分析，以及人類學田野

調查。歷史學的研究方法

上，將蒐集明清文人筆記、

小說、戲曲、方誌等。田野

調查方面，擬從書家居住與

活動地區的實地調查及現

今書畫專家與紙筆墨硯製

造業訪談兩方面進行。 

5、子計畫五：身歷其境感的演

化：科技中介之身體感。此

計畫主要研究媒體中介生

成之「身歷其境感」與科

技、身體技藝及社會文化的

共同演化。此項身歷其境感

的研究將追溯身歷其境感

之生命史的縱軸，以瞭解

「中介的身體感」在現代社

會所扮演之日益重要的角

色。研究將分別從兒童圖

“Performing elegance in 

Taiwan’s literati tea 

ritual”。 

(2)子計畫二：108年4月、5

月、6月陸續到台灣碾米

廠、老餅店進行田野調

查訪談。7月預計於荷蘭

參加7/16-7/19召開的第

十一屆亞洲國際學者大

會 並 發 表 論 文 ：
“Taiwanese Rice, 

Japanese Flavor? 

Changing Sensory 

Evaluation, Rice 

Breeding and Identity in 

Modern Taiwan”。 

(3)子計畫四：108年5月開始

國內田野調查，訪查地

點包含台中、台北，訪

談人士包含不同書法名

家。並於6/26出國至北

京、揚州、蘇州、上海

等地進行田野調查。 

(4)子計畫五：108年度上半

年主要在蒐集資料，購

入研究工具用書，預計

於7/15-16參加舉辦於英

國劍橋大學的「國際社

會科學與人文應用研究

研討會」，並發表文章。 

(5)子計畫三、六：108年度

上半年主要在蒐集資

料，購入研究工具用

書，預定9月和所有子計

畫主持人一起組panel：

“Cultural perception, 

body techniques and 

technologies” 參加於韓

國召開的東亞人類學會

(E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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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電影、藝術、虛擬實境

科技等面向進行。 

6、子計畫六：「虛」、「輕」、

「鬆」：宋代以降身體技術

與道家、醫家身體感的共同

演化。此計畫將探究中國醫

療養生文化中「虛」、「輕」、

「鬆」三個理想身體狀況如

何成形於宋代，而後又如何

演變。此項研究乃聚焦於先

秦以降道家和醫家的文

獻，並深入成形於宋代之太

極拳的經典，一方面從文

本，另一方面則從中國文化

一向強調之修練與身體技

藝的傳統，以探究思想與身

體實踐(及身體技術)的交互

作用，如何於宋代形成影響

深遠之虛、輕、鬆的理想身

體感。 

 (四六)關鍵突破研究計畫：為進一步提

升研究能量，鼓勵同仁集思，

並有挑戰重大問題的胸懷與決

心，在關鍵問題上尋求突破，

本院推出「關鍵突破研究計畫」

(Grand Challenge Project)，以期

在社會及學術界面臨的諸多重

大挑戰上，提出具有創見的研

究方案，發揮本院研究潛能，

達成「以研究帶動社會進步」

之目標。 

(四六)關鍵突破研究計畫： 

1、108年度分2梯次辦理申請，

第1梯次申請有22案，經審

慎嚴謹之初、複審程序，計

有5案獲得補助，名單如下： 

(1)數理科學組： 

陳壁彰助研究員。 

(應科科學研究中心) 

(2)生命科學組： 

周雅惠副研究員。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所) 

(3)人文社會科學組： 

鄧育仁研究員。 

(歐美研究所) 

黃銘崇研究員。 

(史學及考文研究所) 

江彥生副研究員。 

(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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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梯次將於7月中開始徵

求。 

 四、學研合作： 

(一)本院與工研院合作計畫：本計畫分

為資通、能源、生技三項領域。

申請人需繳交書面提案報告，於

年度大會中進行簡報，並由各領

域諮議委員分別審核，108 年度共

核定 5 項子計畫。 

 

四、學研合作： 

(一)本院與工研院合作計畫： 

1、本院計畫主持人來自資訊科學

研究所、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分子生物研究所及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 

2、本年度研究方向如下： 

(1)資通領域：巨量資料 (Big 

Data)之發展與對談系統研

發。 

(2)能源領域：高能量金屬電池

為主題，強調提升及改善

密度、長壽命、高安全性、

電網、儲能及熱電。 

(3)生技領域：針對新藥開發，

包括生質材料開發計畫，

以及可用以調控代謝的

RNA 修飾藥物。 

 (二)本院與國內大學合作計畫：本項係

推動本院與國內大學合作計畫及

開辦講座課程。合作研究計畫主

要是辦理本院與國立臺灣大學創

新性合作計畫，雙方共同撰寫計

畫書，運用自有經費推動聯合計

畫。講座課程主要為中研院人文

講座，開設有六門課程含訓練課

程並舉行人文講座成果發表會。 

(二)本院與國內大學合作計畫：本院與

臺灣大學創新合作計畫 108 年度

共補助 13 件合作計畫。臺大方面

有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生

命科學院及農學院及社會學院等

12 個系所，本院則有數理、生命、

人文三大領域共 11 個研究所/中

心共同參與。人文講座課程本學

期有國立陽明大學、臺北醫學大

學、國防醫學院等學生共 196 人

次修習。另於 108 年 5 月辦理成

果發表會。 

 (三)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

三總合作研究計畫：依「臺北、

臺中、高雄榮民總醫院、三軍總

醫院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研究計畫

作業要點」，以整合型計畫結合豐

富醫療經驗之臨床醫院與尖端優

秀之生醫研究人才，共同合作以

(三)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

三總合作研究計畫：本院與榮總

(北榮、中榮、高榮)、三總合作研

究計畫經嚴謹審議作業，108 年度

共通過 18 件整合型計畫(總計 42

件子計畫)，由北榮、中榮、三總、

中研院共同執行，並由各自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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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醫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並

以整合型計畫推動，建立合作研

究平台。 

出資支援各自所提出之分支計

畫。本院有數理及生命領域共 7

個研究所/中心之研究人員參與。

醫療單位有內科、外科、眼科、

腎臟科、風濕免疫科、婦產科、

腫瘤科、兒童醫學部、病理科等

臨床醫師及醫學研究部研究人員

等投入，建立多方合作研究平

台。另 108 年 6 月舉辦第 3 屆榮

總三總中研院合作研究成果發表

會。 

三、自然

及人

文社

會科

學研

究 

(一 )數理

科學

研究 

 

一、數學研究：促進國內數學發展及培育

未來國內數學菁英為數學所的使命。

暑期研習生計畫是數學所年度其中一

個重要的活動，今年探討的問題是目

前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包括數據分

析，機器學習，金融數學及密碼學。

暑期研習生的甄選已經完成，共錄取

49 名全國各系大學生，活動將於 7 月

8 日至 8 月 16 日舉行，除主要課程外

亦規劃有 20 多場專題演講。另外，上

半年本所完成約 30場次研究同仁赴國

外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及參與學術

研究交流活動。本所已舉行四個國際

會議，有近百位國外學者來訪及參與

共同合作研究。 

(一)應用數學與分析研究。 

(二)幾何與數學物理的研究。 

(三)組合數學及其應用的研究。 

(四)機率論及其應用的研究。 

(五)數論與代數的研究。 

 

 

一、數學研究： 

(一 )馬爾可夫鏈蒙特卡洛 (MCMC)已被

廣泛用於估計在給定概率測度上一

些統計量的期望值；漸近方差法是

評估 MCMC 性能的典型方法。我們

得到一般馬爾可夫鏈在最壞情況分

析下漸近方差的下限，並構造一個

實現此下限的最佳轉換矩陣。 

(二)在分段可分析邊界，我們證明有三個

或更多的突出角的物體周圍非零均

勻亞音速流的不存在性。這推廣了

早期限於非退化的低馬赫數限制多

邊形的結果。對於不可壓縮流，我

們也證明速度不可能完全有界。 

(三)我們證明廣義加藤類是非消失的，當

且僅當 “嚴格 ”p-塞爾默群 (Selmer 

group)為一(這意味著塞爾默群是二

階的)。利用這結果，我們給出 2 階

橢圓曲線一個非平凡塞爾默類的

p-adic 構造。據我們所知，這是第

一個在 1 階以上橢圓曲線建立

Selmer 類非平凡的結果。 

(四)在三維 CR 共形幾何中，能夠知道

CR Paneitz 算子的內核和研究 CR 

P'-算子是至關重要的問題。我們最

近發現一種處理 CR Paneitz 算子和

CR P'-算子的新方法。通過使用複傅

里葉積分算子和微局域分析，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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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某些格林函數漸近擴展的前導

項，從而在有偽愛因斯坦接觸形式

及滿足一些自然正定條件的緊湊的

三維 CR 流形上構建了具有恆定 Q'

曲率的接觸形式。 

 二、物理研究：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基於現有人力

與資源之整合，以及在所建構之

量子材料生長與檢測一體結合系

統已經完成的基礎上，研究重點

將集中於二維材料的可塑性研

究、具電子強關聯及自旋軌道強

耦合之量子材料，以及新穎複雜

氧化物薄膜之生長；除了探討它

們豐富之物理特性，並致力於了

解異質薄膜介面之材料功能性。

另外在研究原子層尺度之介面解

析與能譜檢測的理論與技術上，

將結合高空間與時間解析的顯微

及光學技術，發展獨特的局域與

動態解析能力。我們將致力於對

這類新穎材料的磊晶薄膜及單晶

塊材製備與研究，尋找新的量子

材料體系，並進一步研究其在極

端條件下(如低溫及高磁場)的電

子傳輸與熱電相關研究。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除了與量子

材料物理組合作研究新穎課題水

中奈米氣泡及奈米固－液態界面

氣態相及多功能高力靈敏度水溶

液掃描原子力顯微術開發外，將

持續致力於具跨領域特徵之研究

領域，含生物及軟物質物理，生

物力學，生命及非生命動態系統

及非平衡態動力學的研究，並持

續探索具有應用潛力的研究課

題，例如組織工程及生醫檢測

等，除近期已獲證之國內外專利

外，並已有案例將已獲專利的研

二、物理研究：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結合組內資

源，我們已逐漸聚焦，標定少數

量子材料作為多數組內同仁可以

合作的題材。莊天明、張嘉升與

國際團隊研究奈米超薄網格結

構，提供增強超導臨界磁場之新

方法。使用分子束磊晶(MBE)技術

將鉛生長成單晶奈米網格，藉由

低溫掃描穿隧顯微鏡、互感和電

性傳輸測量發現樣品保持極強的

巨觀相位剛性，進而保持樣品超

導溫度(Tc)仍然接近塊材之 Tc。

網格橫向寬度與垂直臨界磁場的

逆相關顯示此方法可能進一步提

高垂直臨界磁場。這項工作展示

類似奈米結構可用來優化超導量

子元件特性。已發表在自然通訊

期刊(Nature Communications)。李

偉立與台大凝態中心朱明文的研

究團隊得到複雜氧化物介面中類

二維導電電洞層(q2DHG)存在的

實驗證據。運用本所氧化物分子

束磊晶系統成長出高品質的氧化

物超薄磊晶薄膜樣品，並進一步

製作場效元件以達成電場調控介

面導電層之目的。證實了 q2DHG

確實可存在於複雜氧化物的介

面。已發表於 Physical Review 

Materials。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在水中奈米

氣泡的行為，我們成功的發展理

論解釋奈米氣泡如何讓脂質雙分

子層硬度上升，還有減低介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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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果技轉成功。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 

1、我們的團隊繼續發展新的技術

可運用在暗物質新物理的搜

尋分析，因此也提出設計新一

代的矽晶探測器可運用在環

形電子加速器對撞實驗，更深

入的探討希格斯玻色子的質

量，自旋，衰變，偶合強度等

性質。 

2、107-108年間將在國際太空站上

更換AMS舊的散熱系統幫

浦，此計畫由麻省理工學院、

德國團隊及台灣團隊負責。台

灣負責製造新的電子系統與

新的散熱板，目前積極進行

中。 

3、本所團隊及新聘研究人員已積

極組織國內相關領域專長學

者，在2017年參加了日本之重

力波偵測實驗(KAGRA)，將使

得臺灣在此領域伴演一重要

角色。 

4、將繼續開展質量在1 kg範圍的

超低能超低背境高純鍺探測

器及其分析手段，以開啟100 

ev-1 keV 的探測視窗。除了低

質量範圍暗物質的找尋外，科

學目標還有觀察微中子與原

子核的同調散射。 

(四)高能物理與科學計算技術中心：擔

任全球網格亞洲中心，參與全球

網格研發，支援院內各領域研究

分析與計算需求，以持續提升AS 

Cloud能力。同時，結合院內各領

域國際合作發展，持續推動亞太

地區分散式研究基礎架構之合作

與科研資源整合。 

阻力。而跨領域生物力學研究，

我們有許多突破性的觀點，例如

發現單一細胞就有自主的極化，

而不需要外在訊號，並且訊號是

由微管來註記。另外在表皮細胞

的集體行為，也發現某個細胞內

的尺度，與細胞內的微管的結構

相關。在奈米流道研究發現在奈

米尺度下給細菌力學的壓力，可

以得到類似某些基因改變後的型

態。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本所中高能組的

實驗計畫(ATLAS 超導環場探測

器,AMS 阿爾法磁譜儀,TEXONO

台灣微中子實驗,原子核實驗)，皆

為多年期計畫。於 2019 年 1-6 間，

有預期之進展，於國際期刊發表

論文並規劃未來研究項目。其中

ATLAS 實驗 H->bb 之數據分析，

被評選為 2018 年本院重要成果。 

此外，本所積極參與日本重力波

偵測實驗(KAGRA)，為領導刻度

組任務，並成為國內其他單位涉

足此重要領域的平台。儀器組在

開展質子治療監控儀與輻射劑量

破壞測量等應用。 

理論組推動天文物理研究方向，

在重力學、宇宙學、暗物質、天

體核物理、重力波天文學、黑洞、

中子星…等課題中，深度廣度都

有傑出表現。 

(四)高能物理與科學計算技術中心： 

1、持續參與全球網格研發與

Tier-1 中心，穩定的整合全球

資源每年完成上百個 Petabyte

粒子物理研究的資料分析。並

以此技術為核心，自主建立院

內分散式雲端系統，支援各領

域大數據與高效能研究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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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藉著與 CERN 的合作，

我們能夠維持在分散式計算

技術的前沿之列。 

2、藉著院內各領域研究之合作，

整合新的資訊技術，持續提升

分散式雲端系統大數據分析

處 理 效 能 。 除 粒 子 物 理

(ATLAS、AMS、重力波、

TEXONO 等實驗)外，已擴展

至 CryoEM(生醫影像)，基因

序列分析、結構生物學、環境

變遷、地球科學、材料科學、

晶格規範理論、質子治療、亞

洲區域災防、以及人工智能等

領域。 

3、研發與佈建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100Gb 骨幹網路等先

進網路技術，整合分散儲存與

資料管理系統，持續提升長距

離點對點資料傳輸效能。 

 三、化學研究：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

預算執行依既定分配進度為準，上半

年度執行率 98%。28 個實驗團隊分別

在下列研究主題得到右列突破性研究

成果： 

(一)永續能源材料及有機功能材料開

發。 

  本院化學所能源材料開發研究之

特色為：藉由分子設計及有機合

成方法，融合理論計算佐證，運

用先進光譜分析技術及量測設

備，開發具有卓越材料特性及功

能的有機分子。兩大研究重點主

題為有機發光二極體及太陽能電

池。近年來，以金屬有機骨架構

成的超分子材料逐步發現其特殊

分子性質，本院化學所研究團隊

藉由在此研究領域長期的研究耕

耘，在金屬有機骨架應用於白光

三、化學研究：本期間化學所同仁研究成

果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55

篇。研究成果提出專利申請共計五

件，獲得專利二件。本期間同仁發表

的論文刊登於國際一流化學領域期

刊 包 含 Progress In Polymer 

Science 、 Cell Metabolism 、 ACS 

Nano 、 Nature Communications 、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 、 Science Advances 、 ACS 

Catalysis、Cancer Research、Chemical 

Science 論文各一篇。另外尚有發表

於化學領域重要期刊 ACS App 

Materials & Interfaces 6 篇。 

(一)本所材料及能源催化團隊，持續

開發新的能源材料，應用於染敏

電池、鈣鈦礦太陽能電池，也持

續開發小分子催化劑及奈米尺

度複合材料催化劑，進行替代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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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光二極體、低介電常數材料、

半導體特性等研究方向有領先國

際團隊的研究成果。 

(二)永續催化製備替代燃料及新穎催

化系統在綠色化學應用。 

  本院化學所在有機金屬、生物無

機、異相催化、奈米材料等研究

領域均有成果卓越的研究團隊。

近年，多項突出研究成果包括甲

烷單氧化酶的結構及反應機制解

析以及其模擬分子在甲烷轉換至

甲醇應用。另外，在碳烯研究上，

也開發出領先國際研究團隊的同

碳雙碳烯分子，可進行高效率有

機官能機轉換。經由研究整合及

討論，化學所目前在催化研究領

域聚焦於與替代能源相關的水分

解及二氧化碳還原催化研究，結

合化學所在均相及異相觸媒的研

究專長，配合特殊奈米結構及合

成小分子，成為新穎復合材料，

整合於催化研究中心的性質鑑定

及催化活性分析，開發具有應用

潛力的光催化及電催化替代能源

製備系統。 

(三)合成化學及化學生物學於疾病機

制及藥物研發研究。 

  本院化學所運用有機合成專長，

與國內醫學領域專家學者合作，

針對特定癌症產生及轉移機制，

合成具有標靶性的抗癌藥物。另

外，螢光生物探針可以提供即時

的生物影像。本院化學所也合成

開發新穎的螢光探針，提供癌症

及神經退化性疾病研究方法，了

解疾病成因及機轉。藉由生物檢

體中蛋白質體的分析，本院化學

所研究團隊也發現特定族群在肺

癌及乳癌的生物標記，可協助前

源開發。在今年發表於 Nat. 

Commun. 2019, 10, 1721的論文

中，本所呂光烈老師研究室，先

於世界其他團隊，開發出在三維

結構中，夾有二維銅硫配位聚合

層狀結構的MOF晶體。層狀二

維銅硫結構，大幅提升材料導電

性，此材料具備極低的活化能，

近紅外光能隙，並有其他MOF

無法達到的最高導電度，未來可

用為電池、熱電、超級電容材料。 

(二)以化學合成專長，本所同仁也積

極開發功能性有機分子，應用於

材料、催化、藥物等不同領域。

在此些功能性新分子的開發

中，理論化學扮演重要角色，例

如分子內單重態分裂及三重態-

三重態煙滅(TTA)已經在實驗中

觀測到，但是，經由理論化學計

算仍無法解釋過程中內分子電

子耦合及其速率。本所理論化學

實驗室以分段激發態差異理論

方 法 (fragment excitation 

difference, FED)計算苯環連結

的併五苯二聚體分子，發現共價

鍵連結會強化單重態分裂及

TTA且耦合速率預測與實驗相

符。此研究不僅可以了解經由化

學鍵結或是經由空間耦合的單

重態分裂及TTA。也確認FED方

法可以計算分子內單重態分裂

及TTA耦合。此成果發表於 J. 

Chem. Theory Comput. 2019, 15, 

2246-2253. 

(三)本所也持續開發化學探針，當作

生物標記或是提供了解生命現

象及病理狀態的工具。在今年發

表於 J. Mater. Chem. B, 2019, 7, 

198-209 的論文中，生物影像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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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醫療診斷及治療藥物開發。 

 

驗室合成新穎近紅外光生物感

測分子結合四苯基乙烯及羅丹

明，透過螢光共振及經化學鍵能

量轉移強度改變，在不同酸鹼性

下會影響螢光強度的特性，可以

在活細胞內藉由生物影像方法

觀測細胞內 7.4 到 3.0 範圍的 pH

值變化。此探針具有高度光穩定

性並有極佳的細胞穿越性，高

pH 感測度，透過兩個波長螢光

放射能量的比例，可以準確的定

量細胞內 pH 值變化。 

 四、地球科學研究： 

(一)台北都會防災科學任務：確認大屯

火山地下岩漿庫的位置與形貌。 

(二)大台北都會區與台灣北部山區地

震觀測網。 

(三)計算地震學之綜合研究：台灣數值

地震模型。 

(四)台灣社群速度模型v1.0：反演與整

合。 

(五)構建即時傳輸南海地震網與南海

周邊地體構造研究。 

(六)建置即時地震災害資訊系統(永續

科學中心計畫)。 

(七)台灣地震科學研究中心儀器服務

計畫。 

(八)西太平洋隱沒帶研究：化解台灣構

造上的爭議與探索鄰近區域。 

(九)台灣西南部的彈塑性動力模型。 

(十)含水橄欖石及其同質異相體於高

壓下之熱傳導及彈性係數研究。 

(十一)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構造

的新視野。 

(十二)臺灣GPS連續觀測資料與環境

因子、地表變形及斷層暫態滑

移之關聯性及其物理過程。 

(十三)雪山山脈與脊樑山脈之地質界

線特徵研究。 

四、地球科學研究： 

(一)重要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1、我們建置了兩種加熱系統，包

括雷射加熱與熱電阻加熱系

統，將礦物加熱至不同的溫度

範圍，並將其與原有的超快光

學熱傳導量測系統做結合，研

究地球內部各式含水，鐵及鋁

等礦物於極端條件下的熱傳

導率及聲速。最近我們研究了

地球下地幔以及隱沒板塊中

的數個主要礦物，發現其熱導

率皆比過去傳統認知的還要

低許多，甚至有些礦物熱導率

會因電子自旋態改變而呈現

劇烈變化。這些新穎且重要的

結果都增進了我們對於深部

地球熱結構及動力學的基本

認知，以及其與地球的水循環

過程的關係。 

2、本年度上半年完成第一年所採

集的 Olondo 綠岩帶超基性橄

欖岩與基性輝長岩的薄片和

全岩粉末樣本之製備，隨即進

行對代表性岩樣的全岩主量

和微量元素含量的測定，並已

著手進行鍶－釹－鋨同位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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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探討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侵蝕

風化作用及海洋酸化之影響。 

(十五)解碼古地函：中亞造山帶蛇綠岩

的地球化學研究。 

(十六)由哈薩克、挪威及日本案例探討

碰撞/隱沒帶之溶(熔)液-岩石交

互作用。 

(十七)雷射剝蝕與多偵測器感應耦合

電漿質譜術的開展及應用：以

特提斯造山帶西北部喬治亞和

東南部印尼蘇拉威西為例。 

(十八)板塊邊界活斷層變形監測。 

(十九)寬頻海底地震儀及荷蘭繫纜溫

度計研究颱風。 

(二十)使用速率-狀態摩擦定律模擬地

震周期斷層滑移及山崩的潛移

行為。 

(二一)結合聲波及全球定位衛星於花

蓮外海海底大地測量研究。 

(二二)台灣澎湖群島地表下岩心的磁

生物地層與絕對年代。 

(二三)第一過渡系元素與同位素之高

溫地球化學研究。 

(二四)行星地幔的動力學與結構：觀測

與模型研究。 

(二五)利用大地測量觀測重力與地球

自轉的變化與全球動力學研

究。 

的化學分離與質譜分析的工

作。 

3、與印尼國家科學院、蘇拉威西

Hasanuddin 大學合作，前往印

尼爪哇及蘇拉威西進行野外

考察，採集岩石樣本，從事精

確的年代學和地球化學分

析。與印尼國家科學院、日本

東京工業大學合作，採集帝汶

群島火成岩與變質沈積岩標

本，從事精確的年代學和地球

化學分析。於 2018-2019 年發

表 13 篇關於東南亞地區岩漿

活動與相關地質作用的合作

研究論文，另有 6 篇論文投稿

中。於 2018 年 9 月出版客座

編輯之 Journal of Asian Earth 

Sciences, Spec. Issue “Asian 

Orogeny and Continental 

Tectonics from Geochemical 

Perspectives” Part II。 

4、集集地震過後大量非線性的蠕

變行為呈現指數型態衰減，與

利用地震資料中之周遭噪訊

求取車籠埔斷層上盤剪切波

速度變化隨時間變化的趨勢

相同，顯示岩石性質在集集地

震過後有所改變，可能和斷層

在震後的癒合效應或者和震

後滑移相關，相關研究工作持

續進行中。 

5、關於地震衰減，研究了剪切波

速度異常(dlnVS)和 Q 質的地

震波形反演發生於西太平洋

下深地幔中的組成非均質

性。並繪製該地區 Q 質的三維

結構，復原其他地區的一維結

構之衰減，特別是在中美洲地

區下方。關於核幔邊界(C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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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形，運行了對流模型來估計

核幔邊界地形中後鈣鈦礦

(pPv)的影響。這些模型顯示，

隨著後鈣鈦礦的粘度降低 3個

數級，地形的幅度減小約 2

倍。關於核幔耦合之研究，已

展開全球地震層析成像模型

中核幔邊界熱通量的繪製。該

技術基於通過對流模擬預測

的熱通量和合成地震速度的

關聯，到目前為止，我們根據

模型中後鈣鈦礦相的存在與

否來確定兩種不同的行為。 

(二)綜合各項研究成果，在此期間地球

所同仁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

文計 59 篇。 

 五、資訊科學研究：本年度的研究推展持

續以 8 個重點研究群為主力，並針對

具前瞻性之尖端資訊領域規劃有 8 項

跨組合作計畫。此外，本所同仁在 108

年度共執行 5 個科技部 AI創新研究計

畫。本所預算執行依既定分配進度為

準，上半年度執行率 90%。各項研究

工作於已過期間皆能按順利推動，並

在下列各資訊研究主題獲致指標性成

果： 

(一)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二)位置感知與資料服務計算。 

(三)電腦系統研究。 

(四)機器學習與語音、音樂技術。 

(五)社群網路與資料探勘。 

(六)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 

(七)演算法與後量子密碼學理論。 

(八)多媒體與電腦視覺研究。 

五、資訊科學研究：本期間資訊所同仁除

將近期研究成果出版主流期刊論文與

一般重要國際會議論文外，另有至少

10 篇論文已發表或即將發表於相關領

域 最 頂 尖 國 際 會 議 。 其 中 包 含

INFOCOM、AAAI、SODA、Eurocrypt、

ACM/IEEE DAC、ACL 等國際會議。

以下概述其中三項重要研究成果。 

(一)適用於軟體定義網絡之動態流量

工 程 路 由 重 規 劃

(INFOCOM,2019)：我們探討了軟

體定義網絡(SDN)中可擴展多播

流量工程的難度，並證明僅具有

節點容量限制的可擴展多播流量

工程是NP-Hard，並且在最大多播

群組中的目的地數量內不可近

似。我們也設計了多樹路由和狀

態分配的近似演算法。模擬實驗

顯示我們的方法具高效率及擴展

性。 

(二)經由模仿影像特效之非監督式元

學 習 來 解 決 前 景 背 景 分 割

(AAAI,2019)：提出一項基於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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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的廣義分割前景與背景的電腦

視覺技術。透過從網路上收集到

的大量強調特定視覺特效的影像

資料集，我們所建構的深度學習

網路，可有效率地預測出最有可

能的前景區域，進而藉由模仿生

成類似的給定影像視覺特效，達

到前景與背景分離。 

( 三 ) 差 分 遺 忘 演 算 法 基 礎 論

(SODA,2019)：我們從差分隱私的

觀點，來探究差分遺忘與典型遺

忘演算法的異同，並從演算法的

抽象概念驗證差分遺忘的計算特

性，在適當的條件限制下，可獲

致全遺忘的隱私保護。 

 六、統計科學研究： 

(一)發展統計科學的基礎理論與應用： 

1、從演化算法到強化學習。 

2、網絡資料分析的近期發展與其

於科研、業界和政府的應用。 

3、建立影像自迴歸模型，可用於

分析衛星或醫學時間序列影

像。 

4、無母數推論應用於穿戴裝置資

料分析。 

(二)運用統計與數學理論，發展巨量資

料分析工具： 

1、建立高維度資料分析、統計機

器學習、深度學習的分析方法

及其應用。 

2、建立主動式學習的理論架構與

應用。 

(三)新興研究計畫：建立集成式統計分

析之矩陣視覺化的系統分析平

台。 

(四)推動統計科學在各跨領域研究團

隊的合作：如生物醫學、財務工

程、自然科學、科技創新、社會

網絡等。這些研究成果將可協助

六、統計科學研究： 

(一)截至 108 年度 6 月止共發表 40 篇

國際期刊論文。 

(二)發展下列主題之統計理論： 

1、多窗掃描統計量分布之估計的

理論分析探討。 

2、A-最適控制對照試驗多因子實

驗設計之分析探討。 

3、在大數據和人工智慧的時代中

現代實驗設計分析。 

4、解決大尺度估計問題的隨機演

算法。 

(三)發展下列領域之應用方法學： 

1、建立混合型資料之矩陣視覺化

及其應用工具。 

2、建立健康照護策略的成本效益

評估的分析工具。 

(四)提出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研究在

癌症或其他重症的應用與分析方

法： 

1、表基因調控體學之資料分析。 

2、健保資料庫在公共衛生的應用

與實證醫學。 

3、癌症基因體演化之分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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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藥科技、健康醫療、環境氣候、

金融科技、政治社會等各領域的

發展。 

(五)統計人才的培育工作：舉辦 2019

統計研習營、科學營、科普與專

業教育活動、國內外統計學術會

議及專題研討會等。 

與操控。 

4、數量性狀基因座熱點分析的統

計方法研究。 

5、整合癌症存活及複合型基因體

資料之統計方法。 

6、建立臨床試驗治療轉變的統計

預測分析方法。 

7、轉型生長因子與轉錄因子在第

一型肺泡上皮細胞分化過程

中之調控實驗資料分析。 

8、以健保資料庫研究藥物流行病

學的方法與問題探討。 

(五)延續性學術計畫： 

1、中華統計學誌英文國際期刊

(Statistica Sinica)發行(第 29 卷

1~3 期)。 

2、108 年 1 月 17~19 日舉辦印度、

日本、本所「ISI-ISM-ISSAS 

Joint Conference 2019」三所

聯合國際統計研討會。 

3、協辦第二十八屆南區統計研討

會暨 2019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

年會及學術研討會暨 2019 中

華資料採礦協會年會及學術

研討會。 

 七、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一)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複雜的克里奇中間體對大氣的

影響。 

2、質譜在生物樣品萃取出的醣分

子結構鑑。 

3、自製的表面拉曼光譜的底板的

應用。 

4、以第一原理總能量理論計算探

討二維新穎材料。 

5、尖端材料在永續能源的應用。 

6、螢光奈米鑽石的開發與應用。 

(二)新興計畫： 

1、高通量影像定位蛋白質擷取系

七、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一)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

有： 

1、成功地測量複雜的克里奇中間

體反應速率及估計其對大氣

的影響。 

2、成功鑑定出牛奶中未被發現的

多醣及其結構。 

3、自製的表面拉曼光譜的底板用

於快速辨別水中有毒物質和

細菌。 

4、理論計算團隊以各種密度泛函

理論、擴散量子蒙地卡羅等方

法，探討二維新穎材料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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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2、光激發核磁共振探測的光譜技

術。 

3、激發態能量轉移理論研究。 

質，提供實驗團隊新的研究方

向。 

5、成功開發新的人工光合作用材

料，有最好的二氧化碳轉換效

率。 

6、發展螢光奈米鑽石微奈米溫度

計之鷹用。 

(二)新興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有： 

1、由自製高通量影像定位蛋白質

擷取系統，達到高通量定點蛋

白質擷取的功能。 

2、光激發核磁共振探測的光譜學
(Light-pump and NMR Probe 

spectroscopy) ，成功利用核磁

共振來探測實驗系統，在受光

激發之後隨著時間的變化。 

3、理解納米尺度下的光物質相互

作用，發展激發態能量轉移理

論。 

 八、天文科學研究：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

計畫，上半年各計畫團隊已得到右列

研究成果： 

(一)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

陣列─臺灣計畫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Taiwan, ALMA-T)。 

(二)Subaru 望遠鏡的主焦點光譜儀研

發計畫(Prime Focus Spectroscopy, 

PFS)。 

( 三 ) 理 論 天 文 學 (Theoretical 

Astrophysics)。 

(四 )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
(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 TAOS-2)。 

(五)東亞核心天文台協會(East Asian 

Core Observatories Association, 

EACOA)/東亞天文台(East Asian 

Observatory, EAO)。 

( 六 ) 次 毫 米 波 陣 列 (Submillimeter 

八、天文科學研究：已發表 SCI 學術期刊

論文 142 篇(含出版中)，125 篇刊登於

天文領域排名前 25%的高影響指數

(IF)期刊[包括 Space Science Reviews 

(Space Sci Rev), 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 Series (ApJS), 

Astrophysical Journal (ApJ),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 (ApJL),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A&A), 

Astronomical Journal (AJ),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MNRAS)等國際知名期刊. 其

中 ApJL的 IF 8.374 為最高, ApJS的 IF 

8.311 為次高, 其餘的 IF 介於 5.231～

8.142 之間]；11 篇論文發表於天文領

域排名前 50% 的期刊 , 如 Physics 

Letters B (IF 4.162), PASP (IF3.470) 

及 PASJ (IF2.750)；另有論文發表於其

他領域的高影響指數期刊。例如綜合

領 域 的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 院 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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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ray, SMA)。 

(七)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計畫及與

加-法-夏望遠鏡機構的合作(OIR 

& Collaboration with CFHT)。 

(八)特長基線干涉儀計畫(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 VLBI)/格

陵 蘭 望 遠 鏡 計 畫 (GreenLand 

Telescope, GLT)。 

(九 )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計畫 

(Nano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NanoSIMS)。  

(十)強度測繪計畫─探索宇宙初始一

氧化碳(ASIAA Intensity Mapping, 

AIM)。 

(十一)天文教育及推廣計畫(Education 

and Public Outreach)。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PNAS) 

(IF9.580)。 

(一)發表 ALMA 期刊論文 22 篇；持續

量產 Band-1 接收機系統並研發分

析數據的先進軟體 CARTA。 

(二)主焦點光譜儀(PFS)的光纖定位相

機系統(MCS)研發完成並安裝於

Subaru 望遠鏡；主焦模組(PFI)正

進行最後整合階段。 

(三)持續擴充高效能運算電腦設備；發

表論文 30 篇；8 月將舉辦所內的

學術研討會，促進內部合作。 

(四)科學相機的原型機安裝至其中一

座 1.3米TAOS-2望遠鏡以進行軟

體測試；完成相機與望遠鏡控制

軟體的整合；改善望遠鏡的觀測

影像品質。 

(五)EAO 營運的 JCMT 望遠鏡運轉效

能良好，本所同仁今年使用 JCMT

發表之期刊論文已達 8 篇。 

(六)使用 SMA發表 8篇期刊論文(含事

件視界望遠鏡 EHT 觀測論文)；進

行超寬頻(wSMA)接收機系統升

級計畫，預計 2022 年完成；正研

擬 訂 定 SMA-T "key science" 

project 的申請及審核程序，鼓勵

同仁使用 SMA 進行具突破性大

型觀測計畫。 

(七)CFHT 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

已開始科學觀測；正進行 SPICA

衛星計畫的儀器初步研發；考慮

加入 Subaru 的 ULTIMATE 計畫。 

(八)格陵蘭望遠鏡(GLT)已加入事件視

界望遠鏡 (EHT) 並與 SMA 及

ALMA 併連進行 VLBI 觀測。今

年 4 月 EHT 全球記者會的台北場

由本院及科技部合辦，發表 EHT

取得之史上首張 M87 超大質量黑

洞陰影黑洞影像，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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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使用「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分

析彗星塵粒或隕石微小樣本的同

位素比值；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

合作進行太陽系起源之研究。 

(十)進行早期宇宙一氧化碳分子的觀

測；持續進行李遠哲陣列的更新

及改裝工程。 

(十一)持續發佈新聞稿、出版“天聞季

報”並舉辦記者會及暑期學生

天文研習營；翻譯天文新聞報

導及影片。 

 九、應用科學研究：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

計畫，三個專題研究中心分別在下列

研究主題得到右列突破性研究成果： 

(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心： 

1、藉由對細胞體微環境的物理與

化學參數的精準調控，探討不

同條件對細胞分化與細胞交

互作用的影響，並建立癌症與

神經退化性疾病之藥物篩選

平台。 

2、整合超解析度光學與離子聚焦

電子顯微技術，探討疾病組織

的次細胞尺度型態與構造。 

3、運用機器學習與人工智慧數據

分析技術，建立整合多重感測

元件檢測訊號之非侵入性血

糖檢測技術。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心： 

1、研究結合金屬觸媒和太陽能半

導體以轉換太陽能成氫能的

機制和材料結構設計。目前研

究著重於結合此兩功能材料

於一體時對於轉換機制的影

響和優化的材料組成結構設

計。 

2、在元素態二維材料異質結構成

長,由於需要更精準的成長及

溫度控制,因此在上半年我們

九、應用科學研究：各專題研究中心之重

要成果臚列如次： 

(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心： 

1、開發出新穎的層光顯微術，可

快速且在大面積掃描出超高

解析度的活體生物光學影

像，可達傳統共軛焦顯微術千

倍以上的速度而不損傷生物

組織。 

2、建構微流道肺上皮細胞培養系

統以進行藥物測試並觀察生

理及物理刺激對表面活性蛋

白表達的影響。 

3、藉由新的統計力學理論公式及

分子模擬方法，建立新穎普適

性計算方法以進行蛋白質、胜

肽、及小分子的藥物設計。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心： 

1、我們目前專注於二維材料及其

異質結構在元件方面的應用,

其中元素態二維材料是我們

目前研究的重心,在今年上半

年已有兩篇論文的發表以及

其他數篇論文正在審核中,而

除了論文的發表,我們在相關

二維材料的研究亦衍生數件

科 技 部 計 畫 及 中 研 院 的

iMATE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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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採購一與其他腔體連接之

電子束蒸鍍機台,透過此一機

台的購置能夠成長出良好的

元素態二維材料薄膜以期能

發展出二維材料更多的應用

空間。 

3、高電容量儲能裝置，研究著重

於多功能性隔離膜開發、高電

容量電極材料的設計與合

成、抑制鋰枝晶成長達到高穩

定性與高安全性的鋰離子電

池。 

4、以精密計算與奈米製程達成可

見光波段之超穎鏡片。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心：先進奈

米結構製程與可攜式臨床檢驗的

發展與應用。目前工作重點，在

於整合先進奈米結構製程光譜分

析儀、樣品製備晶片與人工智慧

影像擷取暨雲端分析功能，發展

先進可攜生物檢驗，目標為發展

經濟且高效能的偵測器。 

2、研究分子接面中的閘控法諾共

振，可望能幫助低耗能奈米電

晶體的製作。 

3、利用自製的近場光學儀器研究

二維材料的發光特性及導電

高分子的超高解析度螢光影

像。 

4、新穎二維(2-D)過渡金屬二硫化

物(TMDC)的原子層材料具有

不同的發光特性，可用於未來

實現超薄光電系統。但目前利

用 剝 離 (Exfoliation) 加 轉 印

(Transfer)方式所研發之二維

材料發光元件，皆同時面對發

光面積小以及局部應力造成

光光效率低落的問題。為突破

此兩個瓶頸，我們在具有微米

結構或納米結構的三維(3-D)

基板上實現大面積發光和應

變減小的單層二維原子層發

光材料之元件。已發表於國際

研究期刊論文3篇。 

5、解析電晶體雷射在基區的p型

摻雜濃度對載子發光複合的

影響;模擬電晶體雷射在電壓

調制下對輸出脈衝的啁啾效

應。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1、發展先進表面電漿訊號影像化

技術，結合電漿子晶片、影像

讀取裝置與分析技術，高通量

檢測生物分子間的即時交互

作用。 

2、結合奈米壓印，奈米射出成形

技術以及微流體技術，完成偵

測細胞貼附的量化平台系

統。可應用於癌症細胞貼附能

力量化，以及篩選可影響癌細

胞移動行為之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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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大型代謝反應網路模型進行

自動化分析，完成程式設計，

可由化學反應方程式開始全

自動完成代謝網路結構特性

分析、代謝流量分析、代謝控

制分析等階段性步驟。 

4、成功應用神經網路模型於複雜

化學系統如Sb/MoS2凡德瓦異

質結構，以及MAPbI3鈣鈦礦

材料，證明了神經網路模型能

夠在維持第一原理計算精確

度的前提下相較第一原理計

算提供約十萬倍的計算加

速，從而使得以窮舉取樣的方

式研究複雜化學組成材料微

觀結構成為可能。目前我們實

驗團隊正積極開發具自我學

習能力的原子尺度模擬平台

用以研究高熵合金以及複雜

混摻離子鈣鈦礦材料，期望能

夠提供實驗團隊以往無法得

到的材料微觀資訊。 

5、深層山崩是台灣面臨的重大地

質災害，目前已知全台有多達

九千餘處，其中186處是具有

生命財產等保全對象的潛勢

山崩區，龐大數量使防災規劃

作業更形艱鉅。為有效處理此

類新型態的防災規劃需求，我

團隊利用最小平滑曲面法進

行快速山崩破壞面推估，完成

準確度基準評估，可銜接後續

邊坡穩定度分析、山崩影響範

圍動態情境模擬等治理項

目，對推廣至大量潛勢山崩區

可行性高，期許成為未來深層

山崩作業重要環節。 

 十、環境變遷研究： 

(一)都市空氣污染與低雲及霧霾之物

十、環境變遷研究： 

(一)本期間發表 SCI 期刊論文 39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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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學交互作用。 

(二)東亞區域背景大氣組成之觀測及

空氣污染對區域性氣候變遷之影

響。 

(三)邁向深度減碳途徑之策略規畫、環

境監測與模擬。 

(四)熱危害與 PM2.5 之脆弱度評估及

其調適策略研擬。 

(五)長期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參與耦

合 模 式 比 對 計 畫

(WCRP/WGCM/CMIP6) 。 

(六)台灣乾旱研究： 變遷、水資源衝

擊、風險認知與溝通。 

(七)高精度大氣模擬及環境衝擊研究

中心。 

(八 )水域生態系統生地化循環”過

程”及”時間序列”研究。 

(九)台灣 GEOTRACES 研究。 

(十)高解析度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

品質資料分析與預報模式研究計

畫。 

研討會論文 24 篇。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及國外參訪共 47 人次。舉辦

「 Taipei Symposium on Upper 

Atmosphere」、「2019 Taipei Severe 

Weather and Extreme Precipitation 

(Taipei SWEP) Workshop」學術研

討會 2 場及學術專題演講 12 次。 

(二)研究進度及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1、大氣物理與化學 

(1)執行高屏都會區及高雄港區

PM2.5質量濃度及化學特徵

調查研究，研究成果將提送

環保署作為施政參考。 

(2)持續執行台灣背景環境氣膠

濃度及化學組成監測。並完

成 2003-2018 年富貴角測站

PM10 監測資料的初步統

計，研究結果顯示在過去 15

年間，亞洲大陸傳輸而來的

氣 膠 微 粒 濃 度 降 低 約

30%。初步成果已發表於

2019 年 IUGG 大會。 

(3)完成富貴角研究站主要溫室

氣體(CO2, CH4, N2O)連續

監測系統的設置，並自 108

年 3 月 1 日起正式展開監測

工作，此為我國第一座同步

監測三種主要溫室氣體的

背景環境監測站。 

(4)已建立研究級的戶外、室內

及個人攜帶式微型 PM2.5

感測器的品保品管規範，並

完成實際研究級 PM2.5 感

測器在社區之觀測建置。 

(5)發展 1km 空間解析度之空氣

品質預報模式。工作內容包

括調整數值模式內的網格

架構以及網格精細化後之

數值運算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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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氣候科學 

(1) 完成台灣地球系統模式

(TaiESM) 之 校 驗 ， 啟 動

CMIP6 長期氣候模擬，預計

於 2019 年 10 月完成基本模

擬組工作，上傳至 CMIP6

網 站 ， 向 全 世 界 公 開

TaiESM 的長期氣候模擬資

料。 

(2)完成台灣乾旱計畫研究，此

項計畫為結合氣候、水文與

社會科學水資源跨領域研

究。完成臺灣氣候變遷乾旱

及水資源風險調適策略建

議，提供政府相關單位與關

係厲害人參考。 

(3)高精度大氣模擬及環境衝擊

研究: 本項計畫目標為發展

跨尺度大氣環境模式整合

平台，以便精細的模擬與評

估在全球暖化趨勢下，不同

減碳策略對臺灣大氣環境

與風能潛勢的影響。 

(4)無接縫天氣氣候模擬與預報

系統發展:建置完成全球 13

公里、台灣 3 公里空間解析

度的槽狀網格 fv3GFS，並

用之模擬發生於台灣的劇

烈降雨事件，發現模擬能力

甚佳，可以用來進行全球至

台灣的無接縫天氣模擬，目

前正測試將模擬時間延長

至季節長度，未來將以該模

式來進行長期氣候模擬。 

3、水圈科學 

(1)水圈科學組對於東亞人為氣

膠金屬沈降對北太平洋海

洋生態環境研究發現人為

生成氣膠鋅對於海洋表水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266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鋅的輸入的重要性是全球

性的；由本組主導台灣

GEOTRACESES 研究顯示

氣膠鐵和顆粒的互動將影

響鐵的生物可利用性，研究

成果已分別於年初投稿海

洋學頂尖期刊。 

(2)水圈科學組研究人員發現鎳

金屬的供應為影響海洋固

氮藍綠菌產生並累積氫氣

的重要因子，鎳在表層海水

的供應及生物可利用性可

能對物質在海洋中的循環

扮演重要角色，相關研究成

果已於年初投稿海洋生物

地球化學最前緣期刊 L&O

並已被接受發表。 

(3)水圈科學組和 WHOI 研究員

Anne Cohen 團隊在東沙珊

瑚礁生態系海洋學研究合

作揭發東沙珊瑚礁生態系

的獨特重要性，並於今年初

被 WHOI 遴選為全球超級

珊瑚礁生態系之一，詳見

https://superreefs.whoi.edu/。 

 十一、資訊科技創新研究：本期間順利執

行預定計畫，上半年度預算率

94%。各專題中心有以下的成果： 

(一)資通安全專題中心：涵蓋的研究

領域包括：以人工智慧與資料

科學為導向之智慧資安分析、

防禦與鑑識技術；以物聯網技

術為基礎之端對端系統安全；

關鍵資訊基礎設施的資安與隱

私防護機制的設計與實作；資

安監控與管理技術開發等。 

(二)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聚焦於

多媒體、通訊、物聯網與嵌入

式系統技術創新的三個研發方

十一、資訊科技創新研究：108 上半年本中

心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學術

期刊論文 19 篇，會議論文 39 篇。 

(一)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1、致力於智慧生活與新興應用

之資安技術、網路攻防與惡

意程式檢測技術、前瞻密碼

科技研究與應用、軟硬體安

全檢測驗證及分析能力的

相關研究。 

2、舉辦資安特色中心成果展、

物聯網資安研討會、TWISC

資訊安全前瞻講座等活動。 

(二)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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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物聯網大數據分析與人

工智慧技術暨應用兩方向為主

軸。著眼於物聯網的興起與人

工智慧突破性的進展，開創行

動作業系統的創新設計。 

(三)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專

注於人工智慧相關技術應用與

服務之研究，積極與國內外單

位合作、培育人才，並與其他

學門及產業合作跨領域研究。

運用物聯網、人工智慧及大數

據等技術，以協助臺灣產業轉

型，貢獻國家社會，經濟的發

展。 

1、針對新一代(5G)通訊標準發

展的架構，提出相對應的技

術以及應用方案。 

2、研究成果獲得傑出人才發展

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

獎」、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19 考察研究獎等重要獎

項的肯定。 

(三)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 

1、配合行政院推動的「5+2 產

業創新方案」，致力運用人

工智慧於製造、醫療、金融

科技、綠能科技與農業等產

業。 

2、結合國內研發單位，與農委

會、金管會、科技部、經濟

部等單位合作爭取政府科

技計畫支持。 

(二 )生命

科學

研究 

 

一、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一)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以模式

植物(如阿拉伯芥及小立碗蘚)及

農作物(如水稻、玉米)為主要研究

材料，以基因體學與系統分子生

物學為基礎，探討生長發育相關

的功能性基因之分子機制及探討

植物適應環境變遷的基因調控分

子機制。研究課題包含： 

1、生長與發育機制：減數分裂、

脂質及植物荷爾蒙、胚胎與種

子發育、開花調控。 

2、基因調控機制：表觀、轉錄、

轉譯及 RNA 剪接對植物生長

與發育及因應生物性及非生

物性環境逆境的影響。 

3、光生物學：光合作用、光訊息

傳導之基因調控及磷酸化分

子機制。 

4、植物與非生物環境因子之交互

作用：植物因應光照、高鹽

一、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一)在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方面： 

1、發掘玉米減數分裂的分子機

制、瞭解各層級的基因調控及

控制植物生長發育的分子機

制。 

2、發現植物儲存及釋放訊息 RNA

的方法，可以及時反應「光」

以及環境的變化，增加適應

力。 

3、利用磷酸蛋白質體學分析找出

逆境生長調控所需的磷酸化

蛋白質，並闡述其在植物抗乾

旱逆境下的功能。 

4、深入瞭解植物如何適應非生物

逆境的調控因子及分子機

制，如利用磷膽鹼代謝途徑來

抵抗環境中的逆境；發現脂雙

層膜中疏水性脂肪酸成分於

植物逆境反應中所扮演的角

色及重要性。期可以有效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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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鐵礦物及胺基酸營養缺

乏、乾旱等環境因子的訊息傳

導分子機制。 

(二)植物與微生物之交互作用機制及

開發重要植物與微生物資源：研

究病毒、細菌與真菌等植物的相

關病原菌之基礎分子構造與其造

成植物病害的致病因子及效應分

子的作用機制。研究課題包括： 

1、病毒、衛星核酸和寄主植物之

分子互動。 

2、病原性微生物、鈣板藻病毒及

溫泉藍綠菌之基因體分析及

演化。 

3、植物與農桿菌交互作用及防禦

機制。 

4、玉米黑粉菌蛋白效應分子的功

能研究。 

5、臺灣碳團屬真菌之多樣性研

究。 

6、特定真菌之表觀基因體及轉錄

體分析。 

利用、或增進植物因應環境因

子改變的訊息傳遞能力，增加

作物生長及產能。 

(二)在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機制及

植物及微生物資源探勘研究方

面： 

1、深入瞭解病原細菌、真菌及病

毒與植物交互作用及生存策

略的分子機制，如發現訊息分

子 cyclic di-GMP 會抑制病原

細菌的致病力，闡述病原細菌

基因組及轉錄體的變化及演

化路徑，建立植物抵抗病原菌

的學理基礎，期可用來減低作

物因病害產生的重大農損。 

2、持續蒐集台灣重要且特有的真

菌，進行其生物特性、演化路

徑等分析，做為未來繁殖、保

育與利用之學理基礎。 

 二、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細生所持續

在個體的層次上探討細胞功能、發

育、再生、老化、環境變遷和演化的

生物議題，並且發展基礎生物醫學的

研究。我們的研究領域簡述如下： 

(一)細胞功能障礙：研究主題包含在染

色體的層級，利用單一細胞酵母

菌來研究染色體的表觀遺傳對染

色體複製、基因表現和細胞代

謝；在細胞胞器層級，利用果蠅

肌肉細胞結合低溫電子顯微技

術，了解提供能量的粒線體結構

的建構及調控;而在細胞層級，利

用動物細胞探討細胞有絲分裂異

常對癌症的形成、阿茲海默症的

致病機轉及新藥開發、腫瘤幹細

胞及癌細胞表面標的蛋白，並開

二、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上半年度發

表國際期刊論文 36 篇，研討會論文 42

篇，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議 1 次，獲

得專利 3 件，提出專利申請 3 件及 1

位研究人員獲得獎項(吳漢忠研究員獲

得「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我們的重要發現簡述如下： 

(一)細胞功能障礙： 

1、HSP70 控制 pericentriolar 材料

的準確組裝和有絲分裂中心

體的正常功能，讓細胞正常分

裂。 

2、將治療結腸直腸癌的伊立替康

藥物包裹在脂質體中可以改

善的藥物遞送系統以降低副

作用可能對結腸直腸癌治療

具有主要的臨床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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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專一性抗體辨認這些表面抗原

及發展標靶藥物傳輸系統以專一

殺死癌細胞。同時，也研究病毒

在經濟養殖魚種石斑魚的感染機

制，以及開發本所先前在水生生

物中純化得來的抗菌胜肽在養

殖、感染性疾病、及癌症上的應

用。 

(二)生態、演化及發育：研究主題包含

在發育方面，利用原口動物(海洋

環節動物 )和後口動物 (棘皮動

物：海膽；半索動物：玉柱蟲；

脊索動物：文昌魚；脊椎動物：

斑馬魚、金魚)來研究胚胎體軸及

型態的建立，神經和軟骨細胞的

起源及發育，心臟、腸道和其他

組織器官的形成並且建構基因調

控網絡。在鹽分代謝方面，利用

軟絲、怪方蟹、青鱂魚和斑馬魚

研究淡水魚和海水魚的鹽分調節

細胞，排酸機制及其演變、和海

洋酸化的離子平衡調節。斑馬魚

擴張型心肌症的疾病動物模式可

用來進行藥物篩選。 

(三)神經科學：研究主題包含以相對簡

單的果蠅模式動物結合基因體學

和螢光標定技術，探討嗅覺與視

覺的連結神經元，傳遞神經元，

以及這些神經元所產生的神經迴

路的發育及建構分子機制。利用

小鼠以瞭解調控哺乳類大腦發育

的分子機制。我們亦在果蠅與小

鼠兩動物模式中，發展電生理學

及多項即時動物行為的偵測系統

來探討神經發育對動物行為的影

響。 

(四)幹細胞與再生生物學：研究主題包

含利用容易取樣的果蠅卵巢生殖

幹細胞來探討粒線體對幹細胞代

3、吳郭魚的抗菌肽能透過粒線體

ROS 依賴性途徑誘導殺死腫

瘤細胞。 

(二)生態、演化及發育： 

1、龍蝦蟑螂攻擊的贏家和輸家效

應爭奪社會支配地位，但是由

於攻擊後生理消耗的成本和

恢復，會出現贏家和輸家效應

的不穩定性。這種不穩定性部

分解釋了為什麼這種蟑螂物

種的社會等級不穩定。 

2、斑馬魚 Klf4 蛋白透過調節表皮

幹細胞增殖和側向抑制來維

持離子細胞的先驅細胞。 

3、BMP 控制間接發育的半索動

物胚胎的背腹體軸和神經發

育，提供對脊索動物起源的深

入了解。 

(三)神經科學： 

1、通過 FOXO 來調控神經元命

運，是產生適當嗅覺投射神經

元類型的關鍵策略。 

2、發現了早期出生的 GCs 在氣味

辨識上的功能。 

3、轉錄因子 LHX2 在發育中的小

鼠大腦中在不同時期與不同

腦區中的功能。並提供了

LHX2 在大腦演化中可能扮演

的角色。 

(四)幹細胞與再生生物學：用 iPSC 表

現 Spinocerebellar ataxias 2 和 3 蛋

白，發現了谷氨酸在疾病病理學

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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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的調控，並利用全能性幹細胞

及全能性再編程技術，探討非編

碼核糖核酸於人類早期發育與疾

病所扮演的角色及調控機轉。我

們也利用斑馬魚尾鰭能再生的特

性，尋找調控再生能力的關鍵基

因;同時發展新型的細胞標誌技術

和活體影像擷取平台，來探討表

皮幹細胞參與複雜組織再生的細

胞機制。另外，利用果蠅和小鼠

來探討老化和肥胖及二型糖尿病

對生殖幹細胞及脂肪幹細胞的影

響和機制。 

 三、臨海研究站： 

(一)探討 Epinecidin-1 在抗菌活性以外

對於敗血性關節炎之治療效果。 

(二)基因轉殖螢光觀賞蝦之開發。 

(三)觀賞金魚發育序列與人工選擇壓

力關於形態分歧骨骼系統的關係

研究。 

(四)觀賞金魚體節衍生物的演化。 

(五)系統生物學應用於吳郭魚耐低溫

品系的選殖。 

(六)探討環境變遷對海洋生物發育成

長與生理的衝擊及跨世代的影

響。 

三、臨海研究站： 

(一 )目前研究成果指出，抗菌胜肽

Epinecidin-1能有效降低金黃色葡

萄球菌表面分子脂壁酸對於巨噬

細胞造成發炎之現象。巨噬細胞

在敗血性關節炎中扮演關鍵之角

色。而 Epinecidin-1 主要是透過抑

制發炎，還能降低細胞內自由基

之含量，並抑制 p38 與 Akt 的訊

息傳遞路徑來達到發炎之功效。 

( 二 ) 目 前 已 規 劃 選 用 雪 球 蝦

(Neocaridina cf. Zhangjiajiensis 

var. White)與琉璃蝦(Neocaridina 

heteropoda var.rili)為基轉螢光蝦

之開發物種，已諮詢業界如何養

殖蝦子之方法。 

(三)成功地準備了不同類型的金魚雜

種系統。此外，我們通過使用 RAD

測序技術對蘭鋳和普通金魚系統

的雜種菌株進行基因分型的初步

分析。該 RAD 測序分析表明，有

兩個以上的位點與背鰭的形態有

關。 

(四)分析了具有短體和球狀體的金魚

突變體系統的胚胎和幼魚的解剖

學和組織學特徵。這種組織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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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表明，金魚體節的分割模式似

乎很正常，但椎體的鈣化過程可

能會發生變異，這意味著骨節細

胞的分佈模式被修改。 

(五)吳郭魚是臺灣水產業界重要的養

殖物種之一，而冬季寒流往往會

造成魚隻大量暴斃，使產業蒙受

天然災害的損失。本計畫過去已

成功選殖出耐低溫吳郭魚品系，

藉由表觀遺傳觀點，檢視耐低溫

吳郭魚在轉錄組與代謝組中所呈

現的基因調控網絡，是否具備跨

世代的表型可塑性。 

(六 )酸化波動是重要的環境議題之

一，其可影響動物的分佈、行為、

以及相關的生理反應。環境酸化

會促使魚類迅速地進行代謝與行

為等生理適應機制。本計畫已運

用海水青鱂魚作為模式物種，跨

世代地探索魚類在環境酸化下，

如何運用表觀遺傳修飾進行適應

性代謝調整以及行為模式的修

正。 

 四、生物化學研究：生物化學研究所藉著

化學與生物學的跨領域研究模式與平

台，研究跟訊息傳遞網絡及疾病相關

蛋白質的後修飾，包括醣化、泛素化、

磷酸化等。進而使用結構方法，例如 X

光繞射、核磁共振光譜、質譜、分子

影像等儀器，來瞭解其分子機制，從

而發現影響蛋白或酵素功能的分子作

為藥物開發。研究重點及核心計畫如

下： 

(一)研究蛋白質後修飾的訊息傳遞與

分子機制：包括使用質譜儀為工

具，研究膜醣蛋白質體之醣化後

修飾如何促成或調節其交互作用

功能。研究蛋白質泛素化作用在

發育上所扮演的角色。在蛋白聚

四、生物化學研究：已發表 36 篇期刊論文，

成果如下： 

(一)在本所特聘研究員蔡明道院士與

研究副技師吳文晉博士所領導的

DNA聚合酶團隊於五月二十九日

在《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上發表一篇成果論文，報導人類

DNA聚合酶μ能夠利用錳離子進

行非典型的催化反應以調控其多

項功能。 

(二)中央研究院冷凍電子顯微鏡中心

與國立中央大學合作，運用冷凍

電顯技術，以原子級的解析度[1]

分析出酵素的蛋白質構造。研究

成果有助於透過基因工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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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泛素修飾研究上，發展新穎小

分子偵檢蛋白質方法，及蛋白藥

物研發。研究組蛋白H3離胺酸

23(K23) 殘基乙醯化修飾的功

能。使用單細胞影像來探討胞器

在控制自噬體形成的角色。聚焦

於蛋白質後修飾之去磷酸酶，解

析磷酸化蛋白聚合物的結構，並

以蛋白質結晶學方法研究細胞內

蛋白質降解之機轉等。 

(二)以功能及蛋白質結構為基礎之藥

物研發與機制探討：包括抗感染

疾病：發展對抗具有多種抗藥性

之感染細菌，以蛋白質體學研究

其抗藥性生物膜產生的機理，以

便尋找對抗之道。並利用細菌表

面醣質研發抗菌疫苗；研究腸道

細菌的葡萄糖醛酸水解酵素及胃

部幽門螺旋桿菌的膽固醇醣化衍

生物以開發抗生素。抗神經退化

性疾病：持續研發藉抑制澱粉樣

結構形成開發在阿茲海默症及普

立昂疾病的藥物。抗癌症：探討

酪氨酸去磷酸酶調控肺癌細胞轉

移之分子機轉。藉破壞蛋白質交

互作用來開發抗癌藥物，另外也

會從事癌症細胞生物學的研究，

來瞭解抗癌藥物的分子機制等。 

更多生質燃料。論文已於4月17日

刊載於《美國化學學會期刊》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期刊並將研究成果選為

當期封面，呈現如藝術創作般、

蛋白質酵素的3D立體結構圖。 

(三)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

心施明哲特聘研究員，與生物化

學研究所何孟樵助研究員合作，

結合植物生理學及生物物理學，

找到水稻偵測、啟動對抗淹水逆

境的機制，並發現其中的關鍵蛋

白質─SUB1A-1 如何不被氧化分

解，進而保護水稻挺過淹水逆

境。此研究成果有助進一步掌握

水稻的抗淹水機制，並已於今

(2019)年 2 月初刊載於《美國國家

科學院院刊》(PNAS)。 

 五、生物醫學科學研究：生醫所以研究人

類疾病為主，期望透過基礎研究以瞭

解疾病機轉，進而轉譯應用於臨床醫

學。108 年延續過去研究，繼續探討以

下六大方向：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包含藥物

基因體學研究、複雜性疾病之易

感性基因之搜尋及環境因素探

討、臨床生醫轉譯研究、遺傳性

疾病之小鼠動物模式研究、遺傳

統計學方法研究與應用、全基因

五、生物醫學科學研究：上半年度已發表

國際期刊論文 41 篇，舉辦演講 35 場，

提出專利申請 22 件。研究人員並獲得

多項獎項，及重要研究計畫。部份研

究成果說明如下：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生醫所團

隊以台灣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NAHSIT)資料為基礎，並且串聯

全民健康保險研究資料庫，分析

營養狀態、飲食型態與健康行為

等因素，對於老年症候群如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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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掃描鑑定單一核苷酸多型性與

乳癌發生進展之關係、開發新穎

的基因標記應用在氣喘的精確化

醫療及心血管疾病世代研究等。 

(二)神經科學研究：包含中心粒蛋白

STIL 功能與畸型小頭症之關係、

亨丁頓舞蹈症中神經細胞對膠細

胞的調控研究、痠痛基因與酸止

痛機制的研究、訊息核醣核酸加

帽修飾的功能研究、半乳糖凝集

素-3 在乙型類澱粉蛋白聚集中所

扮演的角色、中草藥沙巴蛇草在

預防/治療腦中風的機制研究、中

風後中樞性疼痛之神經機轉研究

及下視丘神經元感受葡萄糖的分

子生理機轉探討。 

(三)心臟血管研究：探討不同基因蛋白

在各種心血管與代謝疾病中之功

能與角色，包含心室肥大及心衰

竭疾病，並研究這些蛋白在細胞

內之作用和調節其活性與穩定性

之分子機制。研發幹細胞、基因

轉殖、組織工程及奈米載體等技

術，以治療心臟血管疾病。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分析探討

病毒、細菌、寄生蟲在感染過程

中與宿主細胞的交互作用，著重

於肝炎、登革熱、日本腦炎、腸

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細菌等

國內常態性感染疾病。研究因乾

癬、氣喘、腸胃道等疾病引發的

過敏及發炎反應。 

(五)癌症研究：包含肝癌及肺癌基因體

學研究、探討細胞週期調控與基

因體穩定性在癌細胞形成過程中

的角色、探討抗氧化與發炎反應

促進癌細胞生長及轉移的機轉、

探討腸胃道癌症之致病機轉、抗

體工程及酵素分子演化研究、抗

症、肌少症、老年跌倒和失智症

的長期效應，可作為未來國內推

動高齡營養健康促進政策之參考

依據。 

(二)神經科學研究：生醫所團隊發現，

受損的痛覺神經能否再生、復

原，需要一種關鍵分子-神經細胞

骨架蛋白質 Advillin，若將其作為

生物標記物，可促進準確診斷並

治療坐骨神經痛、糖尿病疼痛等

由神經損傷引起的「神經病變

痛」。 

(三)心臟血管研究：心肌梗塞時會產生

大量壞死細胞，這些細胞會誘發

體內免疫反應進行修復，以維持

心臟結構穩定。生醫所團隊發現

腸道菌相若失衡，將進而影響免

疫系統的修復功能，使心肌梗塞

的死亡機率大幅提高。若結合「乳

酸益生菌療法」，可望提高心臟受

損後的修復功能。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生醫所團

隊運用尖端奈米科技，模仿冠狀

病毒外型，研發出創新有效的「冠

狀病毒奈米疫苗」，將有助於對抗

中東呼吸道症候群。正持續與國

際團隊合作，將在靈長類動物證

明疫苗的有效性後，進入臨床研

究。另外，也可將此奈米疫苗應

用在流感疫苗、茲卡病毒疫苗，

以及癌症疫苗的研發。 

(五)癌症研究：生醫所團隊研發糖苷化

學開關，能有效使抗癌藥物主動

裝載並穩定保留在奈米微脂體

內，待到達癌細胞後再釋放出抗

癌藥物，避免藥物在體內循環過

程中過早釋放，引發全身毒性，

可降低化療藥的副作用。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可溶性克洛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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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藥物的研發及蛋白後修飾與癌

症機轉之探討。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組：包含發展新穎

統計回歸分析方法找尋相互作用

之致癌基因、研究輔脢結合機制

以改進藥物設計及陰道滴蟲親環

蛋白與 Myb 轉錄因子相互作用區

域之結構研究。 

(sKlotho)可藉由調控鈣信號傳導

來保護心臟。生醫所團隊利用結

構模型建構及分子動力學模擬，

進一步了解可溶性克洛素與其他

蛋白作用的分子機制。 

 六、生命科學圖書館：圖書館相關資訊之

徵集與整理及推廣。 

六、生命科學圖書館： 

(一)經由研究人員專門領域購買電子

書，能符合實際研究需求並達到

支援研究目的。 

(二)第12年度加入台灣電子書聯盟共

同採購作業，圖書館成長電子書

館藏15,800冊。 

(三)引進資料庫及最新出版之電子期

刊並申請試用及推廣使用介紹課

程。持續開設生物資訊及資料庫

推廣課程。 

(四)經由館員們及生圖小編工作密集

推播各類館藏資源之利用及生命

組各所暨中心學術研究成果展

示。同時，為豐富生圖電子報、

臉書、部落格、IG等社群媒介推

廣深度及廣度，也透過徵求投稿

者撰述實驗室分析工具及軟體使

用心得專欄及志工讀者撰述生命

科學領域新書閱後心得分享，推

廣生圖各項資源之利用。 

(五)持續與誠品文化與藝術基金會共

辦閱讀分享計畫，收集讀者轉贈

之青少年童書捐贈偏遠地區學童

使用。 

(六)提供本院新購入的圖書館自動化

系統前置上線作業及使用意見。 

 七、分子生物研究： 

(一)本所團隊在下列癌症相關研究主

題進行深入之探討： 

1、染色體外端粒 DNA 如何透過

七、分子生物研究： 

(一)本所團隊在下列癌症相關研究主

題實施成果： 

1、陳律佑副研究員帶領支團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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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先天性免疫反應影響癌

症生成。 

2、發自然殺手細胞與藥物聯合癌

症免疫療法。 

(二)本所團隊在植物相關研究主題進

行深入之探討：人類糧食全靠植

物葉綠體行光合作用而來。其

中，葉綠體的蛋白質輸入能力，

是植物能進行光合作用的關鍵。

因此研究蛋白質穿越葉綠體膜過

程至為重要。 

(三)本所團隊在神經退化疾病相關研

究主題進行深入之探討： 

1、罕見疾病「漸凍症」(學名為肌

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至今

還有許多未解之謎，除了約一

成病患為家族遺傳，有九成患

者的致病原因仍然不明。研究

漸凍症致病機轉可望為漸凍

症治療帶來一道曙光。 

2、成功開發類似腦部軟度的介質

平台，研究在胚胎腦部與活體

外啟動神經元突觸形成與生

長的精確機制。 

 

現染色體外端粒 DNA 透過活

化先天性免疫反應影響癌症

生成。細胞老化與先天性免疫

機制皆具控制癌症生成的功

能，然而，兩者之間的交互作

用則尚待釐清。本研究發現，

存在於癌細胞中的「染色體外

端粒 DNA」(extrachromosomal 

telomere repeat DNA)，當誘發

累積於正常人類細胞時，會活

化細胞內負責偵測游離 DNA 

的 cGAS-STING 路徑，引發第

一型干擾素反應，抑制細胞生

長 。 然 而 ， 癌 細 胞 中 ，

cGAS-STING 路徑普遍中斷，

無法正常啟動干擾素反應，因

而迴避了先天性免疫機制，這

是具有染色體外端粒 DNA 之

細胞得以發展成癌症的關

鍵。此研究成果將可應用於發

展針新的癌症免疫治療。 

2、廖南詩研究員團隊建立培養

NK 細胞方法，並完成自體 NK

細胞治療轉移性癌症病人第 1

期臨床試驗，發現此療法為安

全且六位受試者至今 (8～37

月)皆存活。亦完成 NK 細胞與

藥物聯合療法的動物實驗，發

現其在一小鼠乳癌模型達到

75%的治癒率，且引發記憶型

免疫力防止復發，據此正申請

臨床試驗許可。 

(二)本所團隊在植物相關研究主題實

施成果：李秀敏特聘研究員的團

隊於今年找到能讓蛋白質穿越葉

綠體外圍雙層膜的橋樑通道，並

將其命名為 TIC236，成功完成葉

綠體蛋白質輸入機制的拼圖。此

結果並有助瞭解植物的演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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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利用遺傳工程改良糧食作

物。 

(三)本所團隊在神經退化疾病相關研

究主題實施成果： 

1、陳俊安副研究員與研究團隊發

現 ， 一 組 微 型 核 糖 核 酸

(microRNA) ， 稱 之 為

mir-17~92[1]，在四肢運動神

經元的表現量特別高，卻在漸

凍症小鼠發病前顯著減少。此

為全球首次發現 mir-17~92 具

有作為預測漸凍症發病的生

物標記，可改善漸凍症小鼠病

徵，此實驗結果已申請專利，

有助於未來以基因治療漸凍

症標靶藥物的研發。 

2、鄭佩琳副研究員研究成果已發

表並在今年獲得中華民國兒

童神經精神科學勵翔獎與梁

賡義院長獎。目前正更進一步

利用此平台來研究神經髓鞘

形成與保護的機制。 

 八、農業生物科學研究：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台灣水稻黃單

胞菌的基因多樣性分析；探討涉

及轉錄調控與N端規則之水稻淹

水逆境訊息傳遞途徑；調節植物

缺鐵反應之小分子篩選；粒線體

分裂在花粉發育扮演的角色研

究。 

(二)草藥科技研究：以基礎研究與應用

研發主軸，結合最新的植物化學

與生物學的方法，研究藥用植物

在動物與人體健康的作用和機

制。此外，藥用植物也建立GAP

栽種生產模式，生產安全的作

物。上述研究導致農業科技及產

品的創新，增加農民收入、產業

獲利與國家競爭力。 

八、農業生物科學研究：本中心於上半年

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36 篇，研討會論

文 6 篇，獲得專利 3 件。中心研究人

員並獲得多項獎項，包括中研院深耕

計畫及科技部尖端研究計畫。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解序了兩個擁

有獨特CRISPR序列的黃單胞菌

分離株XF89b與XM9，補足了東

亞地區水稻黃單胞菌演化的缺失

資訊；在蛋白質結構及生物物理

的分析上，發現淹水逆境因子

SUB1A-1不被N端蛋白質降解途

徑所調控的原因，促進對植物啟

動相關抗淹水機制之理解；篩選

出兩種可以影響植物缺鐵反應之

小分子，並確認其作用機制；確

認阿拉伯芥雄蕊絨氈層細胞之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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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增進禽

流感之類病毒顆粒疫苗的細胞平

台生產效能，並設計修改細胞醣

基化機制。比較不同佐劑生產流

程所得之佐劑活性。 

線體分裂與花粉之生成扮演重要

的角色。 

(二)草藥科技研究：研發的豬隻植生素

配方，可以減少豬隻下痢，增加

豬隻生長效能和與健康。相關專

利已技轉業者，開發為飼料添加

物，減少或替代抗生素使用。另

一項成果是咸豐草的新藥開發，

可以治療逆轉糖尿病，也已授權

生技業者開發為植物新藥。此

外，昭和草的植物新藥的臨床測

試也在進行中。 

(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完成利

用人類293F細胞株以基因轉殖技

術，生產禽流感病毒之類病毒顆

粒，以免疫試驗證明能誘導雞隻

產生有效保護禽流感之中和抗

體。修改表現系統，完成在昆蟲

Hi-5細胞株轉殖基因生產禽流感

之類病毒顆粒，顯著降低生產成

本，即將進入疫苗功效測試階

段。另外，修改生產禽流感疫苗

之昆蟲細胞醣基化，試圖加強禽

流感疫苗跨株保護的病毒範圍。

改良VP3佐劑生產流程，試圖提升

疫苗佐劑活性並降低整體禽流感

疫苗之成本。 

 九、南部生物科技研究： 

(一 )推動農業生物科技相關主題之研

究：整體研究重點包括結合生物資

訊和大數據分析來開拓作物基因

體學的研發領域並延續水稻、番

茄、花椰菜和蘭花等選定之重要

糧食和觀賞作物之生物技術的基

礎研究以及生物有用基因之利用

的開發。依性質，分為以下的研

究重點： 

1、作物抵抗惡劣環境或病原侵害

之研究。 

九、南部生物科技研究： 

(一)推動農業生物科技相關主題之研究： 

1、與巴西農部、比利時植物系統

生物學團隊合作的擬葉蟎

(Brevipalpus yothersi)基因體

的期刊論文，完整解序的基因

體將可以增進對蟎類複雜生

活史的了解進而發展防治方

法。 

2、進行新興農業計畫下的十字花

科耐熱與淹水探討下，同時研

究原生植體再生與基因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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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結合大數據運算於生物基因體

分析。 

3、作物開花機制與調控。 

4、作物發育機制與調控細胞週期

之關係。 

5、逆境導致植物體內活性氧分佈

之分子機制。 

6、光合作用與葉綠體發育之研

究。 

(二)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蘭花生殖分

生組織活化機制研究：目前對於開

花調控和穩定無性繁殖的基本機制

了解是很匱乏的。因此需要探討涉

及在這兩個過程中，有關於分生組

織(meristem)開始形成的分子機制。 

(三)提供設施服務： 

1、將繼續提供基因轉殖溫室給本院

研究人員使用，為進行繁殖及小

型溫室性狀與產量試驗之用。建

立基改作物田間試驗作業平

臺，提供基改作物田間試驗之服

務。 

2、持續提供RNA原位雜交核心服務

供基因表達顯影觀察研究。 

3、建立蘭花基因轉殖平臺，以做為

基因表達功能性研究及轉譯農

學研究工具。 

4、提供共軛焦顯微鏡於研究人員使

用，以研究生物顯微結構或活性

基因表達分佈之影像分析。 

(四 )延攬人才、人才培訓及其他學術活

動： 

1、因應南部院區拓展規劃，針對

前瞻生技研究、新穎農業基因

體學和轉譯農業生物科技等

研究方向，推動海內外人才延

攬，為未來農業後盾的發展重

點。 

2、規劃積極與鄰近之成功大學合

對基因體穩定性的研究，已經

獲得初步結果。 

3、建立病毒感染番茄系統及系統

性鑑定轉譯核糖體技術且已

獲得在病毒感染番茄過程

中，病毒的全基因組之巨量資

料。 

4、發現到水稻bHLH142轉錄因子

受到上游的另一個轉錄因子

GAMYB的調控，影響水稻花

粉發育過程中脂質生合成的

代謝路徑。這與花粉致稔活性

相關。 

5、已成功利用基因轉殖的方式誘

導蝴蝶蘭體胚產生，也初步證

實體胚繁殖的可能性。 

6、使用兩個相關的物種蘭科，

Erycina pusilla(CAM) 和

Erycina crista-galli(C3)，進行

比較多個時間點的轉錄組學

分析。 

(二)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1、發現植物激素乙烯能抑制蘭花開

花，具降低高溫抑制開花所消耗

能源之潛力。 

2、促進蝴蝶蘭抽雙梗花的技術已申

請Know-how保護，用物理性的

光和溫度沒有產生負作用。 

3、已找到幾個bHLH及ERF轉錄因

子可能調控腋芽的發育。 

4、證明蝴蝶蘭擬原球體再生是藉由

胚胎發育過程產生。 

5、成功地用圖像質譜系統監測獲得

生長素和二氫玉米素的空間定

位。 

(三)提供設施服務： 

1、使用基因轉殖溫室核心約有20

個實驗室。溫室核心每季收入超

過30萬元。經常協助解決研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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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包括加強研究人員合聘關

係；並建立、強化與成功大學

合作之轉譯農學科學博士學

位學程。 

3、暑期培訓大專高中生，創造種

子尖兵。 

4、邀請國內外研究學者演講 

5、主辦或協辦研討會及技術訓練

課程 

員提出之作物管理的問題和困

難。 

2、RNA原位雜交核心己建立植物螢

光原位雜交(FISH)的技術，結合

共軛焦顯微鏡高解析度顯微鏡

拍攝高品質之影像，可看到目標

基因在組織中的表達情形，並可

開放服務申請。 

3、蘭花基因轉殖核心今年上半年已

完成本院人員委託蝴蝶蘭基因

轉殖申請案件計11件。並成功開

發石斛蘭和嘉得利亞蘭基因轉

殖技術。 

4、共軛焦顯微鏡核目前已協助院內

研究人員產出8篇論文。今年6

月13-14日已舉辦了訓練課程。

今年上半年為止總使用時數已

超過450小時。 

(四 )延攬人才、人才培訓及其他學術活

動： 

1、已於今年上半年公佈徵求數名專

任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之

訊息，申請截止日期為本年7月

31日。 

2、於3月9-10日與美國普度大學、

中研院及成功大學在南部生物

技術中心，開設微學分課程。總

計有30位大學及碩博士學生參

與。 

3、與成功大學合作，簽訂印尼Bogo

大學學生來台申請碩博士班研

讀。 

4、6月邀請印尼Dewi Sukmaru教授

針對分子標記發展應用於探討

蝴蝶蘭遺傳多樣性和抵抗軟腐

病進行演講。 

5、南部生技中心研究員詹明才博士

擔任籌備委員，籌辦日本-台灣

植物生物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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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於一月與轉譯農學辦公室合作，

邀請國內外講員，針對農業相關

學員，舉辦為期三天生物資訊 

“資訊力養成班”，提供高效能計

算環境供學員上課。 

 十、生物多樣性研究：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以

傳統分類學為基礎，並導入生命

條碼與次世代定序技術進行生物

定性與定量的研究，藉以釐清台

灣周邊海域(包括離島)不同位階

海洋生物的多樣性，並推估生態

系長期變遷的趨勢，以作為環境

監測的指標以及提供預警的功

能。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1、研究瘠劣環境之植被演替對於

生態系的影響。 

2、棲地破壞與氣候變遷對外溫性

昆蟲與雲霧森林生態系的影

響研究，預期可以對台灣陸域

生物多樣性的經營管理，提供

重要的參考依據。 

3、運用鳥類與環境圖資等開放資

料，探討全球鳥類功能性狀及

多樣性和海拔、環境異質性與

都市化程度之關聯性。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1、研究蕨類與裸子植物粒線體胞

器基因體的多樣性。 

2、以基因體及發育學的技術、來

研究鳥類羽毛的演化。 

3、研究火蟻中造成兩種社會行為

的連鎖序列組成，並探討其如

何讓物種內成員相互合作或

是發生衝突。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1、以台灣重要保育及特有棲地為

據點，釐清珊瑚礁生態中珊

十、生物多樣性研究：108 年 1 至 6 月共發

表國際期刊論文 35 篇，舉辦學術演講

13 場。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進

行台灣周邊珊瑚礁、藻礁與大洋

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研究與長期監

測，並與工程和社會科學等跨領

域合作進行氣候變遷與海洋環境

治理研究，提供政府海洋保育、

管理與永續政策研擬參考。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1、台灣西南部俗稱月世界的惡

地，植物難以生長，刺竹是優

勢的高等植物。刺竹林可貢獻

有機物進而改善惡地土壤的

物理和化學性質，也誘發微生

物的多樣性。 

2、日溫差大的環境動物的分佈範

圍越窄，是氣候變遷需要注意

的地方。另外高山開發也會加

大日溫差，不利動物生存。 

3、鳥類在全球各都市之多樣性與

該地經濟發展程度有關，而台

灣地區鳥類海拔遷徙已發現

與某些功能性狀有關。兩研究

顯示鳥類生物多樣性之空間

分布已有初步成果，顯示與土

地利用和氣候等變化有關。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1、經過大取樣，發現柏科類植物

的葉綠體基因組多型性共存

的普遍現象。 

2、研究鳥類羽毛 DNA 非編碼區

的演化找到一些保守序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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瑚、海綿、共生藻和共棲微生

物等角色彼此關係，以利於保

育和管理。 

2、應用新興研究工具(包括整合性

環境體學技術)，探討發生於河

川底泥與濕地的有機汙染物

之生物降解機制及微生物群

落結構。研究成果將對污染物

在這些環境的分布與濃度，以

及台灣河川及濕地的經營管

理及淨化功能，提供重要的參

考依據。 

3、針對多源基因體數據開發新的

研究方法，持續進行宏基因體

資料模擬平台的開發，可在有

限的生物數據下，模擬出微生

物長期的變動關係。 

示它們有重要功能。研究絨毛

轉為體毛的機制上也有進展。 

3、職蟻觸角內的蛋白質，可能扮

演區分蟻后種類的角色。可開

發火蟻防治工具。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1、透過生理、基因體研究，發現

珊瑚共生菌的重要證據，有助

於未來珊瑚有益菌開發。另外

也確認珊瑚殺手海綿和單一

藍綠菌有專一共生關係，對於

共生菌如何幫助海綿殺死珊

瑚有更深的瞭解。 

2、雌激素降解途徑的數個特徵性

代謝物與降解基因普遍存在

於汙水(取自迪化及六塊厝汙

水處理廠)及河川表水(取自淡

水河與高屏溪的中下游及河

口)樣本中。證實該條雌激素降

解途徑在環境中具有重要

性。此外，新鞘氨醇桿菌被發

現是迪化汙水處理廠的好氣

汙泥的主要雌激素降解菌。這

些細菌能在極低濃度下(1 微

克/公升)，有效吸收並降解雌

激素。本年度亦進行雌激素的

厭氧降解研究，發現這個厭氧

途徑的初始步驟(雌激素轉換

成雄激素)係由一個新型的維

生素 B12-甲基轉移酶所催

化，相關的基因可以作為環境

偵測的分子探針。 

3、微生物互動網路演算平台已經

建立完畢，並利用青蛙腸道菌

為案例，成功促進益生菌之使

用效率。 

 十一、基因體研究：探討感染性疾病、癌

症和腦退化性疾病等國人重要疾病

與 轉 譯 後 之 蛋 白 質 的 醣 苷 化

十一、基因體研究：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

論文 72 篇，研討會論文集 64 篇，

獲得專利 5 件，提出專利申請 10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282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Glycosylation)等各種修飾反應。進

行比較基因體學分析，找尋與重要

疾病相關的生物標的物，瞭解其致

病機制和抗藥性的作用機理，探討

傳染病原及宿主、癌細胞及微環境

之間的交互作用，與腦細胞的病變

機制，進而以結構為基礎，開發新

的分子探針，藉以研發愛滋病或癌

症等檢測技術、抑制轉醣酶的新型

抗生素、廣效流感疫苗、以醣類抗

原為基礎之均相化抗體、腦退化性

疾病新療法等，並進一步開發新的

早期診斷的工具，以及治療性的新

藥、抗體和疫苗，建立精準醫療。 

(一)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心：探討功能

性蛋白質體學，著重於蛋白質

和醣蛋白之結構、功能、機制、

交互作用和治療應用的研究，

發展以醣為主之抗癌、抗菌和

抗病毒、與防治腦神經退化性

疾病的疫苗和藥物。 

(二)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心：擷取、檢

測及分析循環性癌細胞作為癌

症早期診斷與治療，瞭解醣在

癌細胞所扮演之角色，發展人

類單一B細胞平台以建立疾病

抗體庫，篩檢癌症標記基因和

檢測癌症治療藥物。 

(三 )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中

心：著重於醣體定序技術的研

發、以質譜分析技術找尋與疾

病有關之生物標的物、以及發

展更靈敏且更專一的循環癌症

幹細胞的檢測平台。建立基因

表達的生物資訊，探討跨基因

間功能性的探討和轉錄體的機

制。 

件。研究人員並獲得臺灣扶輪公益

獎、中國青年救國團青年獎章等獎

項。 

(一)化學生物學研究：探討細胞表面

醣分子與蛋白體之交互關係、

開發肝素誘發中樞神經再生；

研發廣效型單醣流感疫苗，開

發抑制轉醣酶的新型抗生素；

發展以醣類抗原為基礎對抗感

染性疾病或癌症的疫苗及均相

化抗體；尋找並偵測阿滋海默

症的早期生物標記等。 

(二)醫學生物學研究：探討人類胰臟

癌以及微環境與癌細胞交互作

用之機轉；激酶在流行性感冒

病毒感染中所扮演的角色；登

革病毒感染刺激血小板產生胞

外囊泡致病的分子作用機制；

後轉譯修飾對抗體免疫力之調

控；解構誘導性多功能幹細胞

分化特性之代謝調節因子等。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研究：辨認

蛋白質及醣類或胜肽抗原相關

標的受體合成抗體及偶聯藥

物；研發創新質譜技術及離子

阱細胞分離儀及在蛋白體學的

應用；尋找與分析靈長類胚胎

幹細胞在後轉錄過程中所產生

的非線性RNA；解析轉錄作用

與剪接作用整合的分子機制；

進行早發性乳癌病患的基因體

序列資料分析；開發人源抗體

工程技術等。 

 十二、跨領域大樓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提供跨領域大樓公共區域日常

十二、跨領域大樓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完成跨領域大樓空調、機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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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 

(二)跨領域大樓運作之維持：包括大

樓保全、清潔、水電費、消防

飲水機空調電梯等設備之保養

維護。 

(三)管理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

場等之使用及設施運作。 

日常維護及清潔人員、大樓保

全、景觀維護等採購作業。 

(二)提供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

場等場地設施服務。 

(三 )人文

及社

會科

學研

究 

一、史學及考文研究： 

(一)進行傳統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

究；臺灣及週邊地區考古遺址調

查研究；商周考古資料整理出

版；科技考古學；醫療史、科學

史、知識考古學研究；地域環境

與文化互動；政治社會與禮儀制

度結合之研究；出土文獻與傳世

文獻比較研究；古代史研究。 

(二)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

計畫，包括：中國海海洋知識建

構；重新釋讀《續高僧傳》；中原

出土青銅器的科學分析計畫；醫

學史與科學史研究；甲骨整理計

畫與漢牘整理出版等。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史語所集

刊、古今論衡、法制史研究、Asia 

Major。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漢籍

電子文獻資料庫、歷史 GIS 計

畫、珍貴書籍、考古標本、金石

拓片、明清檔案及其他重要檔案

整理出版。 

一、史學及考文研究： 

(一)專題研究： 

1、歷史學門： 

(1)行政制度與司法的歷史研

究。 

(2)常民社會與文人生活的各

個面向。 

(3)中外思想史與學術史。 

(4)執行本院深耕計畫「漣漪：

西學與中國思想範疇的重

構，1600-1800」。 

(5)執行本院主題計畫「帝國與

文明：普遍價值之批判性

反思(歐洲：1650-1850)」

子計畫。 

2、考古學門： 

(1)持續臺灣各地考古遺址調

查發掘與臺灣原住民早期

歷史考古學研究，並執行

南科出土遺物整理分析計

畫。 

(2)川西地區史前環境變遷研

究。 

(3)協助政府維護文化資產。 

(4)本所舊藏中原考古文物整

理出版及科學分析計畫。 

(5)加強科技考古學研究。 

(6)執行本院主題計畫「整合考

古學、生物學、氣象學重

建南島語族擴張與遷徙的

全史」子計畫。 

3、人類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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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行主題計畫「使節、海

商、僧侶：明清東亞文化

意象形塑過程的中介者」

子計畫。 

(2)山神社會與英雄祖先歷史

社會。 

(3)北朝墓葬與宗教。 

(4)執行本院前瞻計畫「知識的

跨國流通、在地化與國有

化」。 

(5)醫療史研究：當歸傳歐返華

史、反思中國早期醫學歷

史。 

4、文字學門：甲骨及簡牘文字研

究；古代史研究；持續進行漢

簡整理。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工作坊(含合辦)∕

研習營：4 場(次)、專題演講：34

場(次)。 

(三)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70 篇、專書 5

種、會議論文 22 篇、考古調查研

究報告 3 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 分(全文陸

續上網)。不定期刊物：論文集 1

種(排校中)。 

(五)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上線

書目有 37 種，約 1,879 萬字；

校對約 2,464 萬字；新增影像

檔對照 72,248 頁；標誌 18 種，

約 1,212 萬字；校對計約 2,665

萬字；用戶使用：國外團體 62

個，國內團體 52 個，國內個

人 455 位。 

2、善本古籍及拓片等掃描及拍攝

共 265 種 28,117 頁；圖書刊物

編目 3,025 種 4,868 冊；拓片

複本查核並線上資料修正約

690 筆；南京時期圖書室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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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料整理約 333 筆。 

3、台灣考古標本：標本建檔及整

理 35 箱 3,609 筆；增補數典資

料庫遺址資料 719 筆；標本提

借 98 箱 1,373 件；調閱共

11,948 件。 

4、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879 件又

3,789 頁；登錄鈐印 606 件；

著錄摘要 3,338 筆；掃描校驗

23,411 頁。 

 二、民族學研究： 

(一) 進行臺灣南島民族(原住民)研究；臺

灣漢人社會文化研究；海外研究；

文化與心理行為研究；醫療與身體

經驗研究；文化展演研究；經濟、

生態與環境研究。 

(二)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正要計

畫：身體經驗研究群、醫療人類學

研究群、音聲發微、本土心理與文

化療癒研究群、當代情境中的巫師

與儀式展演研究群、行動人類學研

究群、比較南島研究群、區域文化

與區域治理研究群、家庭世代與生

命歷程研究群、宗教生活實踐研究

群、客家文化研究計畫。 

(三) 延續性學術獎助計畫：原住民部落

服務獎助計畫、臺灣原住民訪問研

究者獎助計畫、碩士班研究生論文

寫作獎助計畫、各大學人類學系所

合作培訓獎助計畫等。 

(四) 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人類

學刊、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等、

翻譯專書、學術專書、學術普及叢

書等。 

(五)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博物

館數位典藏計畫、臺灣原住民數位

典藏計畫、博物館藏品管理及交流。 

二、民族學研究： 

(一) 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及

其他學術活動：43 場(次)。 

1、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11 次，午

餐時間研究報告會 13 次，各研

究群及客家研究計畫舉辦專題

演講等共 14 次。 

2、5/10-12 當代日本哲學／思想與

心理學的相遇」研習營；

6/14-6/15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服

務獎助期中會議與參訪；6/25-26

「文字．說不得(Beyond Words)」

工作坊。 

3、3/27 博物館特展「你可能毋熟識

个客家：客家與基督教的相遇」

開幕發表；5/18 於誠品松菸舉辦

《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

雅老物件的部落展示》新書分享

會。 

(二) 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

研討會上提報論文 12 篇、奉派參加

國際性學術會議 5 人次，提報論文

4 篇。協助從事研究工作：國內外

訪問學人(員)13 人、國內研究生 3

位、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 5 位、

10 位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者、博士

後研究者 8 名、博培生 2 名。 

(三)定期刊物：出版臺灣人類學刊第 16

卷第 2 期 1 卷(108 年 2 月)；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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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作：記「她方的記憶」—泰雅

老物件的部落展示》、《華人家庭、

代間關係與群際認同》(108 年 4 月)‧ 

(四)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 

1、數位典藏：3.5 吋磁片與光碟轉

檔文獻圖表共 583 篇，田野正片

數位資料校對 975 筆；藏品圖文

資料庫維護 68 筆。 

2、藏品管理及交流：數位典藏田野

影像授權申請案 10 筆；借展 1

案 21 件、調閱 1 案共 16 件。 

 三、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一)進行政治外交史、社會經濟史以及

文化思想史研究：除個人研究

外，另組成蔣介石研究群、東亞

研究群、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

城市史研究群、知識史研究群、

胡適研究群、西學與中國研究

群，以及國家與社會研究群等 8

個研究群進行集體研究。 

(二)學術交流計畫：學人交換訪問、同

仁出席國內外學術會議。 

(三)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期刊、專

書，與史料之出版。 

(四)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持

續增購圖書資料，建立圖書資料

交換與贈送，並推動建置數位化

圖書館。 

(五)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積

極徵集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資

料型態從傳統紙質文件擴及影音

多媒體，進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六)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保存、

陳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

得之胡適遺著、遺墨、藏書、生

活照片及其他遺物等。 

(七)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配合同仁研究

專題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重要

建設等，繼續就關鍵人物進行專

三、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5 場；學術演講：

24 次；新書發表會：1 場；研習

營：2 場。 

(二)出版專刊 1 本，發表期刊 11 篇、

專書論文 17 篇、會議論文 30 篇、

口述訪問 1 篇。 

(三)本所研究成果略如下述： 

1、五四運動研究：召開五四運動

一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並

推動相關研究。 

2、外交史與蔣介石研究：利用中

外檔案資料，重新檢討外交史

的議題，包括二戰時的中國與

荷蘭的外交新約、冷戰時期的

中法外交與中美關係、戰後日

本對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等。 

3、國、共歷史的比較：本年度的

重點集中在國、共兩黨政策的

比較，包括兩黨宣傳政策的比

較、對農村副業與市場經濟政

策的比較等，研究成果對當前

兩岸政治形態的差異提供了

歷史經驗。 

4、全球化下的近代財經變遷：除

了傳統朝代的財政史之外，也

關注近代中國或台灣在亞太

地區所面臨的經濟統合與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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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訪問。 爭問題。 

5、西學與知識建構：關注日本或

西方等外來因素的影響，本年

度重點放在清代宮廷的禮器

文化、晚清學術思想史，以及

知識的生產等面相。 

6、戰爭下的城市與婦女：婦女史

與城市史研究均是本所的重

要領域，兩者近年來也有許多

交集之處，尤其以探討抗戰時

期為共同點。包括城市史的研

究在空間上從國統區、婦女組

織與生存策略等。 

(四)依計畫完成圖書編目、上架、防

潮、防霉及修補工作並進行圖書

資料交換與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

館。 

(五)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

復、編目、檔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六)依計畫完成館藏文物、檔案之編

目、製夾、篩選及檔案複本製作。 

(七)依計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整理

記錄。 

 四、經濟研究： 

(一)重點研究計畫： 

1、應用因果推論方法與巨量資料

分析台灣重要政策議題。 

2、後金融危機下的經濟成長、所

得分配以及其因應產業對策。 

3、邁向深度低碳經濟與社會之整

合氣候、環境、經濟評估與制

度基礎研究。 

(二)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 

2、產業發展與國際貿易。 

3、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4、家庭經濟互動之理論與實證分

析。 

5、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深化

四、經濟研究： 

(一)年度進行研究計畫之成果：發表期

刊論文 13 篇、會議論文 28 篇、

研究報告 40 篇。 

(二)舉辦學術會議與研討會： 

1、「Futurability：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Sustainable 

Governance」國際學術研討會。 

2、「2019 年海峽兩岸學術交流研

討會暨第六屆數據與價值論

壇」國際會議。 

3、舉辦經濟研究討論會 40 場。 

(三)學術交流：本所計有 37 人次研究

人員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出

國訪問。邀請國外學者來訪共 38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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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應用。 

6、經濟預測。 

7、人口老化與台灣經濟發展前

景。 

(三)出版定期刊物「經濟論文」、「臺灣

經濟預測與政策」與「簡訊」等

期刊。 

(四)研究人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與訪

問；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舉

行經濟情勢記者會發佈國內總體

經濟之預測；邀請國際著名經濟

學者來訪；每季舉辦公共政策系

列學術研討會。 

(四)出版定期刊物：出版經濟論文第

47 卷第 1-2 期(2019 年 3 月及 6

月)、臺灣經濟預測及政策第 49

卷第 2 期(2019 年 3 月)、簡訊第

109-110 期(2019 年 1 月及 4 月)。 

(五)購置西文圖書 36 冊，西文雜誌 5

種，中文雜誌 4 種，西文期刊 52

種，電子期刊 12 種，線上資料庫

2 種。 

 五、歐美研究： 

(一)進行歐美文化；語言、認知與社

會；美台中關係；歐洲聯盟；歐

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等主題研究。 

(二 )專題研究群推動之重要年度計

畫，包括：社會脈絡中的意義研

究、歐美AI的發展與挑戰研究等。 

(三)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含合

辦)/工作坊及學術演講。 

(四)出版專書與期刊。 

(五)持續與國外學術社群進行學術對

話與交流，並定期選派研究人員

出國短期研究與出席國際會議，

藉以擴展學術研究視野，與提昇

本所研究能量及曝光度。 

五、歐美研究：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

2 場、學術演講 13 場(次)。 

1、研討會/工作坊：「Meaning and 

Reality in Social Context」與

「歐美 AI 的發展與挑戰跨學

門研討會」。 

2、學術演講：「The Whiteness of 

Post-Soviet Migration 」 、

「 Distributive Agency 」 與

「Best Regulatory Responses 

to Disruptive Technologies」

等。 

(二)發表期刊 19 篇、專書論文 5 篇、

專書 4 本、會議論文 12 篇、計畫

報告 2 篇。 

1、文化研究：《跨界思維與在地

實踐：亞美文學研究的多重視

角》、《回望現實，凝視人間：

鄉土文學論戰四十年選集》

等。 

2、語言、認知與社會研究：〈腦

科學與自由意志：兩者的因果

相關性分析〉等。 

3、歐洲聯盟研究：〈國際間人體

生物資料庫整合模式之比較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9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年度已過期間(108年 1月 1日至 6月 30日止)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289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研究(下)—以芬蘭生物資料庫

聯盟為例〉、〈歐盟對中國洽

談投資協定之研究〉等。 

4、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中共

磋商南海行為準則新動向〉、

《里斯本下的歐盟對外關

係：法律與政策》等。 

5、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研究：〈美

國各州政經與社會需求因素

對社會福利支出之影響研究〉

等。 

(三)定期刊物：歐美研究季刊 2 期。 

(四)截至上半年度止，已遴選研究人員

6 人次赴歐美短期研究，出席國際

會議 3 人次。 

 

 
六、中國文哲研究： 

(一)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劉宋：多視角的斷代研究」。 

2、「跨文化的弔詭」與華語文學

文化：對二元化及標籤化思考

的批判」。 

3、「文化詮釋的哲學基礎」。 

4、「經學史重探(I)－中世紀以前

文獻的再檢討」。 

(二)新興研究計畫： 

1、越南思想文化。 

2、走向未來的文哲研究。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中國文哲

研究集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及

論文集等。 

六、中國文哲研究： 

(一)發表期刊 2 篇∕專書論文 4 篇、專書

2 種。會議論文 2 篇。來訪學者共

計 19 人(訪問學人 9 人，訪問學員

10 人)。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7 場

(次)。 

1、東亞文化意象的傳衍與流通─

國際聯合工作坊－合辦，發表

論文 11 篇。 

2、「五四運動 100 週年」國際學

術研討會－合辦，發表論文 60

篇。 

3、「文化詮釋的哲學基礎：文化

詮釋與諸種傳統之間關係」工

作坊，發表論文 9 篇。 

4、「2019 唐君毅先生與牟宗三先

生誕辰 110周年紀念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 27 篇。 

5、「新文化史視野下的明清、民

國文學研究—反思與前行」國

際學術論壇－合辦，發表論文

21 篇。 

6、文本的潛力：中文寫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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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發表論文 6 篇。 

7、雛鳳清聲：文哲青年學者夏季

論壇，發表論文 8 篇。 

(三)定期刊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

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 期。不

定期刊物：專書 2 種《四端七情

論》、《陳用光詩文集》(上下)。 

 七、台灣史研究： 

(一)針對臺灣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

族群史、文化史、環境史、口述

歷史等持續推動之專題研究。 

(二)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含合

辦)、工作坊及學術演講。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史

研究》季刊、日記史料解讀、史

料彙編、口述歷史、學術專書等。 

(四)檔案館：檔案徵集、史料數位化、

整編著錄、數位典藏系統維運及

加值等檔案典藏與開放應用工

作。 

七、台灣史研究： 

(一)舉辦工作坊：3場(次)／週二例行學

術討論會計5場(次)／各研究群的

講論會計13場(次)。 

(二)出版兩本專書： 

1、口述歷史：《雙城舊事：近代

府城與臺北城市生活記憶口

述歷史》再刷案。 

2、史料叢刊：《陳懷澄先生日記

(四)一九二○年》。出版編輯

中：《黃旺成先生日記(20)1934

年》。 

(三)定期刊物：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25卷第3-4期、26卷1期(共3本)。 

(四)檔案館文書蒐藏與服務： 

1、新入藏檔案：上半年檔案徵集

與整理成果包含鹿港許金土

文書、霧峰林家林文明京控案

文書及相關史料、外交部典藏

臺灣獨立運動案相關資料、蔡

焜霖文書，以及追加入藏的秋

惠文庫典藏文書、陳振能文

書、吉岡喜三郎文書，計7批

檔案。 

2、目錄著錄與系統開放：臺灣史

檔案資源系統上半年新開放

檔案近10,506件、超過138萬頁

影幅，該系統目前開放136個

全宗，累計逾13萬件、約929

萬頁數位影像。 

3、館藏推廣與開放服務：檔案館

網站造訪人次約3萬5千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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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位系統，合計連線人次逾

7.2萬人、瀏覽頁面超過62萬

頁。 

 八、社會學研究： 

(一)既有課題：針對家庭、經濟、政治、

教育、醫療與科技、宗教六個既

有課題，本所分別提出各種的研

究計畫，在範圍上，則涵蓋了台

灣、中國與東亞各國。 

(二)新興課題：在 108 年度，本所將探

索新興課題，包含了：拉大時間

與空間的社會分析、以實驗法檢

視社會互動基本過程、整合社群

媒體資料，以及人類和平議題。 

(三)延攬人才規劃及人才培育： 

1、延攬人才規劃：本所在未來十

年中(到 2027 年為止)，目前的

13 位特聘研究員與研究員

中，除 3 位已辦理延長服務

外，有 8 位將達到法定退休年

齡，幾乎每年都有 1 至 2 位同

仁屆齡退休。本所目前正採取

幾個具體策略來延攬人才： 

(1)修正本所的新聘辦法中的

禮遇附則，期能更有效、

更快速地凝聚所內共識，

對優秀人才進行挖角。 

(2)透過同仁的網絡，聯繫並鼓

勵晚近畢業的優秀博士申

請本所。 

(3)將本所各類別的博士後研

究人員(本院、科技部、各

項研究計畫)當作人才庫，

挑選優秀人才。 

(4)在美國社會學會(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及

世 界 社 會 學 會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的網頁刊登徵

八、社會學研究：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

術研討會上提報論文及出版專

書，定期刊物一種共 1 期、專書 3

本、論文發表 22 篇。 

(二)舉辦 6 次學術研討會及 1 次工作

坊，共發表 167 篇論文，共 499

人次參加。 

(三)舉辦 17 次學術演講，奉派參加國

際性學術會議者 23 人次，並提報

論文 20 篇。 

(四)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之訪

問者 13 人。 

(五 )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8

次，並舉辦演講 8 次。 

(六)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

究工作計 39 人。 

(七)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1,460 冊。 

2、東方語文圖書：651 冊。 

3、現期期刊：173 種。 

4、資料庫：8 種。 

(八)未完成之說明： 

1、西元 2018 西文現期期刊，已

驗收 98.67％。 

2、西元 2019 西文現期期刊，已

驗收 3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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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廣告，期能擴大人才來

源。 

2、人才培育：本所以從事社會學

研究工作為主，但考量到未來

整個學術社群的發展、並為本

所儲備未來的人才，本所同仁

對於臺灣社會學新生代的培

育工作也投入心力，包括了：

在國內各大學授課、指導碩博

士論文、執行本院博士培育計

畫、指導博士後研究人員等。

本所並舉辦各種研習營與工

作坊(如「春之鬧」社會學研習

營、量化方法工作坊、社會學

教學工作坊等)來培育人才。晚

近，在本院國際處支持下，本

所並與台大社會系、政大社會

系與清大社會學研究所，規劃

「公共議題與社會學」博士學

程，藉著整合師資、課程與提

供優厚獎學金，招募優秀人

才，共同培育下一代的台灣學

術人才。 

 九、語言學研究： 

(一)延續性研究： 

1、理論語言學-利用台灣多元語言

(漢語、漢語方言及南島語)的

先天優勢，結合既有的形式語

言學理論，針對理論語言學提

出的各項語法參數一一加以

檢驗，建立具備跨語言基礎的

構詞、句法、語意及相關介面

之理論研究。 

2、語言類型學-進行跨語言之比較

及當代語言比較研究，作為歷

史比較研究之基礎。 

3、歷史語言學：利用田野調查所

得材料，探討語言結構之歷史

演變。 

九、語言學研究： 

(一)108 年 1-6 月學術活動： 

1、舉辦 9 場重要學術演講(含座談

會)。 

2、三場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屆

中研語言論壇、2019 年第十七

屆國際暨第三十七屆全國聲

韻學學術研討會、韓語史與漢

語史的對話 III 國際學術研討

會。 

(二)108 年 1-6 月同仁研究成果： 

1、主持並參與本院 1 個關鍵突破

研究計畫：在自然閱讀情境下

同步紀錄眼動與腦電波來改

善輕度知能障礙與阿茲海默

症的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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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學科研究：與資訊科學及認知神

經科學結合，進行與語音工程、

語言模型、語言與大腦之關係的

探討。 

(三)創新性研究：理論語言學、語言結

構分析、語言類型學、歷史語言

學。 

2、主持並參與本院 1個深耕計畫：

魯凱語比較研究。 

3、執行 22 個科技部計畫。 

(三)108 年 1-6 月學術出版品： 

1、語言暨語言學期刊：第 20 卷

第 1 期至第 2 期(共計 2 期)。 

2、《語言暨語言學》系列專書 1

本：法佛朗語文本分析。 

(四)108 年 1-6 月榮譽獎項： 

1、孫天心特聘研究員榮獲科技部

傑出研究獎。 

2、語言暨語言學期刊榮獲國家圖

書館「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

文索引系統」知識傳播獎語言

學門第一名及知識影響力獎

語言學門第二名。 

(五)108 年 1-6 月人才培育： 

1、一位科技部計畫博士後研究。 

2、五位本院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

計畫之博士後研究。 

 十、政治學研究： 

(一)臺灣政治與比較民主研究： 

1、從分配到族群：社會分歧與政

治分歧的議題連結。 

2、「認同分歧」、「階級分歧」與

「社會分歧」的競合：多分歧

社會與民主政治。 

3、台灣民眾的中國印象調查。 

4、國會肢體衝突之研究。 

(二)中國大陸與政經轉型比較研究： 

1、產權模式與習近平時代中國大

陸的國家資本主義。 

2、北極外交與永續治理之研究。 

3、抗爭過程的仲介行為者：上訪

掮客與當代中國的社會治理。 

4、威權主義體制下的婦女代表：

歷史起源和現在的影響。 

5、看不見的黨之手：中共的基層

怎樣用經濟治理、公共財來控

十、政治學研究：本所 108 年上半年計有

14 名研究人員(不含借調人員 1 名)，

研究成果包括：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 1 場、工作坊 6

場、座談會 3 場。 

(二)舉行學術演講會 18 場。 

(三)發表中英日文期刊論文 12 篇、中

英文專書論文 3 篇、中英文會議

論文 30 篇。 

(四)參與國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

表演說 5 次。 

(五)訪問國際學術機構 4 次。 

(六)主持本院深耕計畫 1 個，院外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 10 個，科技部學

術攻頂計畫 1 個，財團法人海峽

交流基金會計畫 1 個，Henry Luce 

Foundation Project 1 個；偕同主持

本院政策額度計畫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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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群眾？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1、兩大間中小國家的國內政治競

爭與戰略抉擇。 

2、中共統一戰線工作的發展與演

變。 

3、爭論中的「轉型正義」理論與

實踐。 

(四)亞洲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 

1、全球民主退潮與東亞民主鞏固

挑戰。 

2、經濟不平等對民主支持與政體

合法性的影響：東亞國家比較

分析。 

3、社群網路媒體對不同世代公民

的政治興趣與政治功效之作

用。 

4、程序民主認知與實質民主認知

對民主表現評價的影響差

異：全球及東亞國家比較分

析。 

5、川普單邊主義如何影響中國與

美國在亞洲的軟實力競爭。 

6、民主治理品質下降對東亞民主

的衝擊。 

7、民粹政治興起與東亞新興民主

面臨的挑戰。 

8、政權類型與結構性改革。 

9、威權政體下的菁英異質性與媒

體自由。 

10、人力資本、階層流動性、以

及政體支持。 

11、關於 2012 以後日本自由民主

黨的復辟。 

12、關於明治日本最早的政黨發

展。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1、記民表決中政黨間策略性互動

與跨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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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從大數據的視角檢視「中國」

與「台灣」的語義沿革。 

 十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進行政治思想研究；制度與行為

研究；亞太區域研究；調查研

究；地理資訊研究。 

(二)專題研究計畫包括：台灣的公民

意識、西洋政治思想史及比較

政治思想史；網路經濟及電子

商務、實證法律學、便利商店

區位競爭；海洋史、跨界與流

動、東亞經貿發展及比較亞洲

後物質主義價值變遷；調查方

法、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調

查執行與研發、華人家庭；歷

史人口、時空大數據及空間計

算、時空平台發展及空間資訊

科技研發。 

(三)出版期刊及論壇，包括：人文及

社會科學集刊、亞太研究論

壇、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刊

等。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提供研究使用

資料庫：美國 eBay 二手汽車拍

賣及阿里巴巴淘寶二手汽車拍

賣、台灣司法官背景及職業生

涯、台灣民事判決、超商地標

及登記資料、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基本門牌地址資料庫調查抽

樣系統」、「傳染病通報與空間

展示平台」、「急診資訊整合平

台」、「社區故事地圖協作平台」

以及「地名語意 API」。 

十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

坊/研習營/學術演講：58場(次)。 

(二)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20 篇、會議

論文 22 篇、調查研究報告 4 篇。 

1、政治思想研究：致力於政治

思想的基本觀念研究及著

眼當代重大政治思想議題

的探索與回應。 

2、制度與行為研究：利用 eBay

資料探討誘標行為對拍賣

結果的差異；網路中立性；

電力調度的經濟效率；民營

電廠競爭的經濟分析。 

3、亞太區域研究：亞太區域之

歷史文化、商業交流、宗

教、地理、族群變遷、社會

經濟等研究。 

4、調查研究：進行各類調查方

法研究。 

5、地理資訊研究：進行空間人

文、時空大數據與語意分

析、流病監測、空間視野與

地方知識等研究。 

(三)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 期、期刊

1 期。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1、收集 2018/12 至今年 4 月淘

寶網二手汽車拍賣資料，計

64,361 筆。 

2、持續收集 1955 年以來台灣

法官及檢察官的生涯資

料，計 5,669 人。 

3、整合評律網、司法院判決書

及 官 方 統 計 資 料 ， 計

673,662 筆。 

4、整併 2012-2018 年北市與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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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超商區位資料，計 41,961

筆；並將社會經濟資料與相

對應之超商所在區域做結

合，計 1,840,128 筆。 

5、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1-6

月間，調查資料下載人次達

9,369 人次，另執行 4 項面

訪調查等及幸福感溫度計

計畫前置作業。 

6、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完成

台灣第 18 期次預試調查。 

7、歷史地圖數化成果合計

15,000 張。 

8、開發「基本門牌地址資料庫

調查抽樣系統」等各項平

台。 

 十二、法律學研究： 

(一)本所 108 年繼續籌組研究組

群，持續推動 6 大重點研究領

域所屬計畫如下： 

1、AI 人工智慧之倫理挑戰與因

應策略：一個短期與中長期

的研究規劃。 

2、同性婚姻與制度：社會、政

治與婚姻平權法律。 

3、歷史記憶的倫理。 

4、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

(VII)：《臺灣憲法法院》英

文專書寫作計畫(I)。 

5、第五屆司法制度之實證研究

國際研討會。 

6、「2019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學術研討會。 

7、第十二屆「憲法解釋之理論

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二)出版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24 期。 

(三)持續充實法實證中心網站數據

庫內容與發展法學相關文本結

構化技術與實務。 

十二、法律學研究： 

(一)108年迄今業假本院舉辦大型學

術活動如次： 

1、4 月 12 日舉辦「奧地利公法

學發展」國際學術工作坊。 

2、4 月 14 日舉辦「數位時代之

公經濟法」國際學術研討

會。 

3、6 月 14 日舉辦「人工智慧與

法律規範」工作坊。 

(二)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到所舉辦專

題演講計 4 場次。 

(三)發表期刊論文 26 篇，專書(含專

書論文)14 種，研討會論文 15

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期刊 1 期。 

(五)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 月 1 日

至 6 月 30 日止共購入：圖書資

料 1,108 冊/件，索贈 42 冊/件；

期刊採購 142 種，交換贈送 58

種；線上資料庫續訂 11 種。圖

書資料整編 850 冊/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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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本工

作計畫由人文館公共事務委員會及聯

合圖書館共同執行，包含人文館 3~4F

國際會議廳各項視訊設備、1~2F 圖書

館與大樓機電設備保養修護與行政管

理之基本營運維護經費，透過本工作

計畫執行，以期提供人文館各入駐單

位及本院單位良好學術研究辦公與學

術研討會議空間。 

十三、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於 108 年 6 月 12 日完成「人文

館標售報廢機電設備廢品一

批」(案號：HSSB108-12)標賣

作業，標賣金額 22 萬 6,000 元

整，得標廠商繳納得標金並依

歲入規定辦理後，已於 6 月 26

日完成清運。 

(二)於 108 年 6 月 30 日完成本館 B2

儲冰槽第二期設備更新作業

(193 萬元)，提昇夜間儲冰效

能，有效節約本大樓用電費用。 

(三)年度例行之行政管理業務及大

樓機電設備、大樓清潔等定期

保養維護如期完成採購與分期

執行。 

四、南部

院區 

南部院區開發計畫： 南部院區開發計畫：本院選定高鐵臺南車站

特定區(產業專用區E-歸仁區武東段224地

號)作為本院設置「南部院區」發展用地。

行政院105年8月4日准予專案讓售計畫，已

於(107)年2月完成產權移轉登記。 

綜合規劃報告 106 年 7 月經行政院審查通

過，依核定內容南部院區採分階段開發，

107 年 2 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通過，107 年

4 月核准建造執照，107 年 6 月基本設計審

議審查通過，第一階段工程之第一棟研究

大樓及公共工程於 107 年 10 月決標，並於

107 年 11 月開工。第二階段之第二棟及第

三棟研究大樓設計及監造於 107 年 11 月決

標，都市設計審議及交通影響評估審查業

於 108 年 4 月提送臺南市政府決議修正後

通過，排水差異分析已於 108 年 6 月提送

臺南市政府審查，預計 108 年 7 月底取得

建造執照，工程標預計 108 年底決標。 

五、非營

業特

種基

金 

一、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二、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三、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四、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依收支估計期程轉撥基金。 

 

 



 298 

 

 

 

 

 

 

 

 

 

本頁空白  

 

 

 

 

 


	1-6-109年度預算總說明(上年度108)
	1-7-插頁298(本頁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