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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前年度實施狀況及成果概述： 

二、前（100）年度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行情形：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行政 一、 基本行政工作維持。 
二、 場地設施管理。 
三、 幼稚園運作維持。 

1. 各項行政業務工作及幼稚園運作維持，均已
如期辦理完成。 

2. 蔡元培紀念館整修工程業於 99 年 9 月 9 日
辦理開工，係因館內統計所人員尚未搬遷，
致本工程延後開工，目前辦理使用執照中。
 

 四、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辦理一般性行政管理。 
2.完成本院網路電話整合服務建置，陸續推廣
各研究所使用，以節省電話費用及提供便利
服務。持續院區資訊網路維運及都會型光纖
網路 Taipei GigaPoP 維運管理。維持各單
位雙迴路網路備援架構，以及障礙自動通報
機制，維持每日 24 小時網路穩定運作。配
合政府政策建立下一代網際網路 IPv6 網路
環境，並逐步提升院區使用者端網路連線速
度到 1G bps。延續辦理本院國際網路專線建
置，並負責本院之國內外網際網路維運管
理，提供同仁更快速完整的跨國連線服務。

3. 重整人文館電腦機房光纖纜線，提高光纖收
容密度，加強纜線重整能力，並重整行政大
樓 4 樓網路線路，提升網路傳輸速度至
1Gbps。 

4. 建立 TaipeiGigaPoP 環狀備援線路，與台灣
大學網路頻寬提升至 1Gbps，並提升本院與
位於台灣大學所處間頻寬為 10Gbps 及建置
本院與教育網路間之 10G 備援電路。 

5. 維護質量兼備的電腦和網路系統的硬體設
備，以加強設備之穩定性，提供更佳之維護
品質，以達到最佳之使用效能。 

6. 行政管理系統：推出單一簽入服務，涵蓋二
十多個系統。重製因公出國系統，擴充學術
服務系統，發展醫學倫理審查系統，更新研
究成果及生物實驗安全審查系統。完成一般
代收款系統及機械設備概算編審系統，更新
人事、會計、財物、出納、資訊設備概算編
審、赴陸申報、車輛通行卡續卡等系統。維
運文書系統，維護國際研究生學程相關系
統。製作院士會議會前會等報名註冊系統。
完成應用系統開發與維護作業說明書。應用
系統移轉至 AP/DB 主機分離環境。 

7. 參與數位典藏與學習國家型計畫，更新道邇
資料庫製作工具(DORE)，擴充藝術與建築中
文索引典。完成甲骨金文簡牘詞彙資料庫。
OCR 校對工具增設直書印刷體與古籍刻本辨
識校對功能。漢籍電子文獻暨古漢語語料庫
進行整合。調整漢籍電子文獻授權流程。 

8.提供中英文版圖書館服務 入口網站（2,5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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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URLs、13,371 檔案，包含 217 個電子資料
庫，平均每月 20,157 造訪人次），全球館際
互借與文獻傳遞服務（提供 14 個處/所/中
心、117 種期刊、158 篇期刊論文、2,695
頁論文、71 冊圖書），持續維護更新圖書館
自動化系統（2,190,981 紀錄、2,921,035
冊館藏），協助各所館員訓練，及圖書室服
務（2,234 冊圖書、98 種期刊）。 

9. 完成本院資訊安全通報系統建置，提升本院
資安事件通報效率，並提供資安事件之追蹤
及稽催機制，以強化本院之資安事件通報及
應變處理。 

10.維護及擴充既有之弱點檢測工具，提供主
機、網頁及原始碼等各種弱點掃描服務，
以在駭客攻擊前找出潛藏的資安漏洞並提
供修補建議。 

11.以整體性規劃並開設全院資訊推廣訓練課
程。 

12.維運服務台、電子服務台加強諮詢服務品
質。 

13.辦理本院院網中/英文網頁內容維運，定期
辦理有效連結檢測，並更新訊息 483 則，
ADSL 及 FTTx 服務上線總數達 1,641 門號，
申請數為 225 人次。 

14.建置 100 年院區開放答題系統，提供院區
開放答題兌獎應用，以推廣科普知識。 

15.編輯與發行計算中心通訊電子報共 26 期，
以快速傳遞最新系統與資安等訊息。 

16.完成計算中心工作手冊編撰，以作為同仁
間工作傳承與標準作業之參考依據。 

17.辦理院內各項講座活動海報設計製作與平
面設計，共完成 149 件。 

18.辦理知識饗宴、院長講座及院內各講座錄
影拍攝與轉檔後製以供網路觀賞，共完成
50 場次。 

19.完成第 1 屆台灣研究世界大會、TIGP 招生
等網站及各項學術活動網頁設計支援，共
計 23 項。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

議 

  學術審議及研

究獎助 

 

 
 
一、基本行政維持 

 
 
【總辦事處】 
已辦理完成一般行政管理工作。 
【學術事務組】 
核給短期來院訪問 99 名、年輕學者著作獎 15
名。 

  【國際事務辦公室】 
國際研究生教學研究大樓及國際研究生宿舍
之環境維護及改善，包括於宿舍新建簡易廚
房、加裝氣密隔音窗以及更換儲藏空間較大的
掀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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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計算中心】 
1. 改善行政大樓電腦機房環境，提高機房安

全、機房管理效能及空間有效利用，並達到
節能指標 PUE(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1.5 之目標。 

2. 運用虛擬私有區域網路服務 (VPLS) 技術，
將資訊所、資創中心及統計所等 8個院區跨
大樓之使用單位串連，使其位於同一區域網
路，得以應用單一網路管理規則，簡化網路
管理及節省光纖使用數量。 

3. 佈建 802.11n 無線網路，以取代 802.11
b/g，提升連線速率至 300 Mbps 及涵蓋率達
院區公共空間 90%。 

4. 建置單一簽入平台，單次登入即可使用多個
應用系統，如 WebMail、公文系統等；單次
登出即可離開各系統。提升每位使用者之電
子郵件系統儲存容量至 7GB，並建立郵件代
管機制 (multi-domain)，提供院內自建郵
件服務單位加入，減少各單位維護郵件伺服
器之成本。 

5. 完成垃圾郵件阻絕設備更新，提升郵件過濾
及處理速度，並完成本院電子郵件地址簡
化，以提高辨識度及易於記憶。 

6. 透過虛擬化資源共享的機制，有效提升資訊
系統資源使用率，實際使用 16 台實體主機，
建置 172 台虛擬機器，有效減少實體伺服器
購置數量達 9成，降低人力、空間、電力及
空調等維護成本。 

7. 建置天文數學館機房異地備援系統，本院主
要資訊服務系統可於 30 分鐘內完成切換，
確保全年服務中斷時間小於 24 小時，提高
資訊服務可用度及服務品質。 

8. 建立集中虛擬化儲存環境，將資訊服務儲存
設備集中管理，並建立高可用及異地備援的
容錯式儲存系統。 

9. 建立個人化儲存服務，提供每位同仁資料備
份及檔案分享功能。 

10.建立 MySQL 資料庫中心，以集中管理資料
庫，簡化資料庫管理，並可節省主機管理
及資料庫使用授權購置成本。 

11.空間資訊技術服務：完成地圖資料檢索系
統，彙整基礎地理圖資後設資料並提供查
詢介面；完成院區建物三維展示系統，及
院區地理資訊檢索系統，將持續進行網頁
美化設計以開放使用。發表 GIS 技術論文 3
篇。 

12.提供 33,503 種西文學術電子期刊全文，5
種本院學術研究共用資料庫（EBSCO ASC、
OCLC WorldCat、ScienceDirect、ISI Web 
of Science/Journal Citation Report 與
聯合知識庫），2 種圖書館自動化共用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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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資料庫（GBIP with Review 及 Ulrich 
Periodical Directory），148,178 本美加
博士論文全文，並加入全球圖書館合作系
統，另支援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22
項計畫），研擬後設資料中文標準與相關的
國際標準合作事宜，及西文期刊電子檔的
長久保存（共 2,372 種學術電子期刊），供
國內文獻保障及未來使用。 

13.持續維運本院資訊安全防護管理中心
(Security Operation Center)，收集、分
析各種網路設備日誌，發掘網路異常行
為，發布早期預警通報，防制新的資安威
脅。 

14.對於本院計算中心電腦機房、網路、主機
之管理，應用系統之開發與維運，以及辦
公室作業等活動，建立符合 ISO/IEC 27001
標準的資訊安全管理制度，以提升本院計
算中心之資訊安全管理與技術專業能力。

15.辦理總辦事處個人電腦服務維運，總辦事
處個人電腦、印表機之採購與汰換更新，
維持行政工作推展。 

16.辦理本院例行性跨所處之資訊、研究用軟
體聯合採購：辦理全院 Microsoft 辦公室
軟體、Adobe Acrobat 軟體、OfficeScan
中控防毒軟體、Accelrys 分子模擬運算軟
體 、 ChemBioOffice 化 學 製 圖 軟 體 、
Endnote&Reference Manager 書目管理軟
體、SAS 統計軟體、MATLAB 軟體維護及更
新等。 

17.設計與建置總辦事處各單位新增網站，協
助環安衛小組建置電子報系統、公共事務
組網站結構調整。 

18.建置數位高畫質即時影像編錄系統，提升
錄影影片品質至 HD 高畫質，並加快影片後
製作處理效率。 

 二、學術發展及交流合作： 
1.召開評議會聘任資格審查

委員會及中長程學術發展
會議之召開。 

 
【秘書組】 
如期召開評議會，成立第 29 屆院士選舉籌備
委員會。 

  【學術事務組】 
生命科學組學術評鑑會議自8月29日至9月9
日，計有 13 位委員出席評鑑 8個單位。 
 

 2.參加國際組織。 
 

1. 完成繳交 40 個國際組織會費，執行經費總
計新台幣 1,400 萬 4,791 元。 

2. 捐助發展中世界科學院新台幣 80 萬 7,400
元，以協助發展中國家科學能力建構。 

3. 捐助國際科學理事會新台幣 1,000 萬元，在
本院共同設立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中心。

4. 捐助亞太國際分子生物網絡研究新聞網站
新台幣 88 萬 3,9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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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補助 13 個國內學會學術活動經費新台幣 23
萬 5,000 元。 
 

 3.出席及舉辦國際會議。 1. 補助國內學會 31 人出席 18 場國際會議，補
助 3位院士出席 3場國際會議。 

2. 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 3場國際會議。 
3. 舉辦 Cities at Risk: Building Adaptive 

Capacities for Managing Climate Change 
Risks in Asian Coastal Cities 國際研討
會，討論亞洲地區災害研究及未來減災策
略。 

4. 舉辦 3場「特別講座」。 
5. 辦理「兩岸三院資訊技術交流與數位資源共

享研討會」。 
6. 辦理「太平洋鄰里協會 2011 泰國年會」。 

 
 4.學術交流合作。 【秘書組】 

與吳大猷基金會合辦吳大猷科學營，與吳健雄
基金會合辦吳健雄科學營；協助各高中辦理科
學講座，介紹各領域之科學新知及研究成果，
期吸引年輕學子投入科研工作。 

  【學術事務組】 
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本年度共延聘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34 人(特聘講座 17 人、
教授級 7人、副教授級 5人、助理教授級 2人、
客座專家 3 人)，以協助各所(處)、研究中心
擴展研究領域。 
 

 5.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
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案。 

1. 審查通過與國內外學術合作合約計 42 件。
2. 與英國國家學術院互訪學者，英方獲准來本

院訪問 2人，我方獲准赴英訪問 3人；與捷
克科學院互訪學者，捷克來本院訪問 3人。

3. 與大陸北京大學合辦學術交流座談會。 
4. 與清大續合辦 5項學程。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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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科學組年輕學者國外進修計畫補
助赴國外進修 1人。 

2. 辦理本院與中山大學合辦「海洋生物科技學
位學程」及中國醫藥大學合辦「癌症生物與
藥物研發學位學程」之整體評估會議。 

3. 辦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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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 項學位學程；籌辦「前瞻生物科技」、「醫
學資通訊工程」等 2項學位學程。 
 

 7.學術著作出版計畫。 出版中文專書 2本。 
 
 

 8.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 申請專利案 88 件，獲得專利案件 55 件，授權
案 79 件，合作案 2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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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召開第 30 次院士會議。 1. 召開2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院士選舉籌備委
員聯席會，籌備第 29 屆院士選舉相關事宜。

2. 召開院士會議國內召集人會議，研議第 30
次院士會議議案。 
 

 四、儀器整合管理。 1. 順利協助本院貴重儀器管理委員會辦理年
度全院貴重儀器使用效益評估考核相關行
政工作，本年度列審對象為院內各單位購置
金額超過新台幣 1,000 萬元以上之儀器，共
計 100 台。 

2. 支援全院6個全院性公用儀器設施新購或汰
購大型研究用儀器 10 件，包括共軛焦顯微
鏡設施：1 部超高解析度暨高感度共軛焦顯
微鏡；代謝體核心設施：1 部超高解析串聯
式質譜儀；生物物理核心設施：1 套高敏度
蛋白質磷酸化分析系統、1 套蛋白質特性分
析系統及1部高通量生物分子交互作用分析
儀；微矩陣分析儀設施：1 部微矩陣點取製
備儀；低溫電顯設施：1 套電漿清潔系統及
1 套高速數據處理平臺；一般電顯設施：1
台高階金屬濺鍍機及 1台超薄切片機。 

3. 辦理公用儀器設施 18 台大型儀器之年度養
護合約及 9項 1 次性儀器維修。 

4. 完成102-103年度機械設備概算編列工作之
前置作業，同時請本院計算中心設計人員設
置線上機械設備概算申請暨審核系統，並已
於11月20日開放院內各單位網路填寫機械
設備概算需求。於 101 年度 3月完成全院各
單位機械設備概算之審核工作。 

5. 完成全院貴重儀器線上登錄系統之設置，俾
利定期追蹤各項儀器使用情形。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

育 

五、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1. 持續推動院內公用儀器設施開放院外學術
研究或民間生技產業研發。 

2. 10 個全院性公用設施代收設施使用費，至目
前為止合計服務 53 人次，代收總金額為 113
萬 7,810 元整，執行率達 22.7%。 
 
 

 1.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
培育計畫。 
 

2.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審查通過接受補助者 36 名，分別在各相關人
文研究所(處、中心)撰寫論文。 
 
如期完成招生(1 年級 36 名；2年級 57 名)。

   

 3.建立博士後研究人員制度。 審查通過者 156 名；數理組 48 名、生命組 65
名、人文組 43 名，分別在各所(處、中心)協
助本院研究人員執行相關研究工作。 
 

 4.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
生計畫。 

本院與國內研究型大學合作，針對尖端創新研
究領域，共同規劃跨領域博士學程，設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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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研究生學程」，提供全英文的教學研究環境
與行政服務，旨在延攬國內、外富研究潛力的
優秀學生，藉由學程國際化之教育環境，培養
具國際觀之高級科研人才，以提升我國在高等
教育與學術研究之競爭力。目前與國立台灣大
學、國立清華大學、國立中央大學、國立交通
大學、國立陽明大學、國立中興大學以、國防
醫學院及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等8所國內研究型
大學合作，共同設立10項跨領域博士班學程。
藉由臺灣於尖端跨領域研究優勢，吸引優秀境
外學生來臺就讀。學程目前共有來自 36 個國
家約 339 名學生就讀，外籍學生共 144 名，約
佔 43%。截至 100 年 12 月，學程的 66 名畢業
學生，共發表約 310 篇學術論文於國際知名學
術期刊，畢業後旋即受到世界級的學術研究學
府及生物科技公司延攬，如英國劍橋大學
(Cambridge, UK)、倫敦帝國大學(Imperial 
College London)、瑞典最大的知名學術研究
機構 Linkoping University、美國約翰霍普金
斯 大 學 醫 學 研 究 中 心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及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學術研究單位繼續從事學術研究
相關工作。另有 3 位外國籍畢業生(分屬孟加
拉、印度及伊拉克等國)於畢業後回到其國家
貢獻所學，並繼續從事研究及教書工作。亦有
一名印度籍及一名臺灣籍的「奈米科學與技術
學程」畢業生於畢業後，分別進入半導體工業
及材料 R&D 工程界任職工程師；成果相當傑
出。未來在學程學生陸續畢業之後，傑出的表
現相信將會發揮更大的影響力與吸引力。 
 

 5.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新聘原分所、生醫所、分生所、植微所、
細生所等單位研究人員之建構實驗室開
辦費、購置神經科學研究老鼠遺傳實驗耗
材、合成化學實驗室設備等，推動本院學
術研究領域之開發。 
 

 6.深耕計畫。 1.共補助 29 件延續型計畫及 9件新增計畫。
2.辦理 101 年度新增計畫審查，共接獲 14 件
推薦案，完成初、複審及聯席會議等審議程
序。 

 
 7.前瞻計畫。 1. 97-99 年度整合型前瞻計畫（Foresight 

Project）業於本年度繳交結案執行成果報
告，並完成審查作業。 

2. 98、99 年度前瞻計畫共 25 位研究人員獲
選，皆已繳交 99 年度前瞻計畫進度摘要報
告。 

3. 98 年度前瞻計畫獲選研究人員之所屬研究
所（處）、中心業已籌辦專案諮詢小組會議，
以給予研究人員適當之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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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0 年度前瞻計畫順利完成審議作業，共計
7 位獲選研究人員執行計畫中（數理科學組
3位、生命科學組 4位）。 
 

 二、跨所(處)新領域之開
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1.人文社會科學新領域之開

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支援原住民社區服務研究計畫、珍貴動產
維護計畫、博物館珍貴動產維護、購置電
子顯微鏡裝設能譜散射分析儀等。 

 2.創新性研究計畫。 支援 2011 亞太地區產業轉型國際研討
會、第 32 屆亞洲遙測研討會、第 3 屆台
韓雙邊材料研討會、海洋酸化現象及極端
天氣計畫等，以推動跨領域創新及合作計
畫。 
 

 3.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
之應用。 

辦理台灣華人雙極情感性神經疾病研
究、生物技術之研發計畫、與新加坡雙邊
合作研討會、李玉梅漢丁頓舞蹈症研究計
畫等，推展生物醫學及技術之研究。 
 

 4.數學科學新領域之開發及
研究環境之改善。 

購置單模紅外雷射及控模裝置、多核心高
速運算叢集系統、交換器系統及機房建置
等，支援跨領域研究計畫。 
 

 5.奈米科學研究計畫。 1.已 設 立 共 享 核 心 設 施 多 年 ， 每 年 度
Oversight Committee 針對各研究單位實驗
之所需，考量經費狀況，對無塵室空間規
劃、儀器及操作人員使用及管理原則進行適
當調整與修訂。目前運作符合使用者需求。

2. 台灣國際研究生學程-奈米科技學程（博士
學位學程）方面：就讀學生共計 74 位，包
含已畢業投入奈米研究領域(台灣、印度及
伊拉克籍)8 位(工程：4人；化學：3人；物
理： 1 人)。博士候選人(台灣、印度、馬來
西亞、哥斯大黎加、菲律賓、俄羅斯、越南
及伊拉克籍)21 位(工程：13 人；化學：1
人；物理： 7 人)。 

3. 已促成 5 件大型整合計畫，研究主題分別
為：熱電材料、有機/無機混合太陽能電池、
基因蛋白質癌症/幹細胞變異/病毒篩檢、發
展高精密的原子力顯微術、以及水界面的結
構及動力學研究。 

4. 有 19 件計畫獲得經費補助，依領域可分為
三大類： 
(1) 節能：以奈米知識與技術幫助節能的

研究，從最基礎的瞭解磨擦到發展高效
率的太陽能電池共有 6件計畫。 

(2) 奈米生技：7件計畫利用奈米技術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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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膜及其與蛋白質的作用。 
(3) 新材料及技術開發：6件發展奈米級的

光學檢測技術，檢測奈米結構技術及製
作大型陣列及偵測病毒等。主要成果之
一為發展出奈米鑽石螢光技術，可追蹤
蛋白質石細胞中之運動過程，並發展出
測量單根奈米線的熱傳與熱電係數。 

5. 有3件與以色列Hebrew Univ.之合作計畫進
行，並預備啟動第二階段之雙邊合作平台，
盼藉由合作增強我方國際能見度及獲得重
要的研發技術。 
 

 6.登峰科技計畫。 【基因中心】 
1. 共有本院 8 研究所/中心、48 位研究人員參

與研究。 
2. 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 40 名，培育博士、碩

士生逾 60 名，以及專任研究助理 64 名。 
3. 邀請國外專家學者 9人次來訪。 
4. 100 年 6 月 8 日至 10 日舉辦 2011「台瑞生

醫研討會」，邀請逾 20 位來自瑞士的研發菁
英與本院及國內傳染病的專家，針對免疫學
領域進行深度討論與交流。 

5. 本計畫研究成果在 100 年度已於 Angew. 
Chem. Int. Ed., Cancer Cell, J. Am. Chem. 
Soc., J. Biol. Chem., Nat. Chem., Nat. 
Chem. Biol., Oncogene, Org. Lett., Proc. 
Natl. Acad. Sci. USA, 等著名國際期刊發
表多篇論文。 

  【植微所】 
1. 以新世代定序改進水稻的產值。 
2. 白蟻與共生真菌之產業利用。 
3. 訊息與農業。 
4. 植物與微生物之交感等研究，且已發表多篇

文章。 
 

 7.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1. 如期完成5位合聘研究人員執行研究計畫之
進行。 

2. 如期完成 7位醫師進修獎助金補助。 
 

 8.P3 實驗室。 【生醫所】 
計畫如期完成並提供代為操作的服務，提升台
灣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的研究、防治及生物安全
防護能力。 

  【基因中心】 
1. 完成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發之流感病毒疫苗

與化學合成藥物對RG2人類流感病毒與禽流
感病毒於實驗細胞及動物模式(包括小白
鼠、天竺鼠、雪貂)之保護效力評估(使用獨
立通氣籠具 IVC 系統、本實驗室自行研發之
雪貂專用隔離箱與天竺鼠籠具系統)。 

2. 完成 RG3 之 H5N1 禽流感病毒(包括越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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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香港二株)之細胞株與雞胚蛋增殖及細
胞與實驗動物(小白鼠、雪貂)毒力測驗。並
提供 H5N1 越南株病毒予國光生技公司進行
疫苗效力評估試驗。 

3. 完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對本實驗室之現場
查核因應工作，並通過其各項要求標準。 

4. 完成 BSL-3 實驗室人員教育訓練(包括緊急
應變、生物保全)，並增添實驗室內對中控
室及實驗室外通道之監控視訊系統。 
 

 9.神經科學研究計畫。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工作，共舉辦 10 場成員月
會議、1 場小型神經科學研討會、並針對未來
團隊運作發展舉辦了諮詢委員會議。與法國國
家科學研究院舉辦台法雙邊神經科學會議。推
廣神經科學教育方面，舉辦了暑期大專生研習
活動、暑期神經科學基礎講座、科學人專稿、
展望科普系列演講(神經、行為、腦、疾病—21
世紀神經科學的新發展)。亦完成第二核心實
驗室的成立及運作，協助院內神經科學研究工
作執行。成員相關之研究成果已發表逾 30 篇
論文於國際研討會或期刊。 
 

 10.緑島建設。 1. 行政院業已同意文建會將原綠島技能訓練
所部分土地及建物移撥予本院使用。目前正
進行土地及建物移轉的行政程序，因牽涉單
位繁雜或已裁撤，刻正積極解決辦理中。 

2. 有關綠島黑皮海綿、囊舌目等研究持續進
行，研究站亦進行學術研究支持的工作。 

3. 陸蟹與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的調查目前
仍無相關計畫支持，僅進行前期規劃，仍須
規劃後續經費以利計畫執行。 
 

 11.育成中心。 1. 自 93 年迄今已接受 19 件進駐申請案，其中
有 11 家成功進駐。於 97 年及 99 年各有 1
家廠商離駐，目前有 9家廠商留駐，進駐率
為 100%。 

2. 進駐廠商共技轉 31 項本院技術，與本院簽
署 15 項研究合作計畫，目前掌握了 69 項產
品，新藥類產品占總產品的 75%，且近 50%
已在國內外執行臨床試驗。 
 

 12.多功能基因轉殖植物專用
溫室。 

協助院內生命科學相關實驗室進行各種實驗
用及基因轉殖植物之栽培、管理與種原保存。
 

 13.老鼠基因轉殖中心。 進行基因改造小鼠產製流程相關技術之研
發，進行胚幹細胞特定基因表現的定量分析，
同時評估以誘發幹細胞方式產製供生產基因
標的小鼠所需的胚幹細胞。 
 

 14.轉殖植物實驗室。 提供院內各項植物轉殖服務共計 45 次。提供
申請材料服務共計 42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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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公用動物實驗中心。 計畫如期完成。落實 3R 觀念(Replacement、

Reduction、Refinement)作為研究人員、飼養
管理人員在實驗動物操作及使用的指引。 

 16.新興專題研究計畫。 1. 熱電材料作為新能源的研究：計畫執行進度
大致完成。 

2. 環境史：台史所團隊關注近百年來臺灣水資
源利用與保育的問題。初步成果在下述會議
提出討論：曼谷太平洋鄰里協會(PNC，10
月 19-21 日)：東亞環境史學會第一屆年會
(10 月 24-26 日)：每兩月一次之環境史工作
坊，合計院內外參與人數近百人次。 

3. 環境變遷對黑潮流區及台灣週邊海域珊瑚
礁生物多樣性之影響：採集 7種珊瑚卵，完
成霰彈槍定序和末端定序；完成低棲與魚類
群落分析及調查珊瑚組織、記錄水質參數和
微生物標記。 

4. 環境變遷對台灣稻作之影響：以高通量定序
方法定出一株台灣特有之水稻白葉枯病菌
之基因體序列；篩選具有抗白葉枯病之台農
67 號突變株、並開始探討其抗病抗病機制；
收集分布於台灣各地之水稻白葉枯病菌並
建立其 DNA 標的；建構水稻在高溫、詆磷、
低氮逆境下之基因轉錄體、並鑑定抗逆境關
鍵基因。 

5. 發展創新行抗體技術及抗體藥物：廣效性的
抗體針對流感病毒的抗原(HA)可以增進對
流感疫苗的設計；針對 Globo H 的合成抗體
是此類抗體中創新的發展；針對抗體的醣質
改善以增進抗體的效能可以在 anti-CD20 
的抗體上驗証；anti-amyloid及anti-migis 
peptide 的抗體則可以動物實驗驗証其治療
相關疾病的功能。 

6. 研發漢丁頓舞蹈症的治療及診斷方式-自基
礎至臨床的策略研究：已按計畫順利進行利
用代謝產物及核磁共振造影技術尋找新的
生物標記來診斷舞蹈症的病程及研發新的
治療方法。 

7. 大型社會網絡之模型建構：台灣實證資料的
探索與分析：已召開 20 次定期會議：合計
邀請國內相關領域學者演講 4次、國外學者
3次，並完成第一階段大學生友誼網絡調查。
 

 三、數理科學、跨所(處)主題
研究計畫 

1.自旋電子學中高電子自旋
極化材料與良好介面注入
性質之研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2.BMVC 相關衍生物於 G 四股
結構與癌症之研究。 

已完成，期間發表論文 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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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光電化學分解水產氫之研

究。 
已完成，期間舉辦研討會 1場、發表期刊論文
3篇，榮獲有庠論文獎。 
 

 4.奈米解析度即時相位成像
之 X光成像技術。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5.邁向次飛秒與埃秒科技。 已完成，發表論文 2 篇，榮獲 4 項獎(如傑出
人才講座、沉墨最佳論文獎、100 年度聯發科
獎學金、100 年光電年會最佳論文獎)。 
 

 6.以金字塔形單原子針為場
發射電子源及離子源之應
用。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7.靜電式電鏡相位板結合濕
室及低溫環境於生物分子
顯像之研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8.電荷量子位元與固態量子
共振腔的耦合。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9.強場雷射電漿裝置在尖端
科學研究領域之應用發
展。 

已完成，期間發表論文 4篇。 

 10.開發標的導向策略進行 B
淋巴球活化之醣基化蛋白
質體及磷酸化蛋白質體的
解碼。 

在目前所執行的主題計畫中(99-101)已獲得
一些重要進展，已有 7篇論文發表，其中包含
開 發 針 對 半 乳 糖 結 合 家 族 蛋 白 8 
(galectin-8) 的雙糖抑制物、在小鼠 B 細胞
及淋巴瘤細胞株中鑑定出調控 B 淋巴球細胞
活化的醣基化蛋白，及在 B 細胞受體(B Cell 
Receptor)訊息傳遞路徑中相互作用的磷酸化
與 O 型 乙 醯 葡 萄 糖 胺 醣 基 化 修 飾
(O-GlcNAcylation)蛋白。 
 
 

 11.整合單分子生物物理與化
學生物方法探討泛素在真
核轉錄系統的機轉。 

【已完成】 
1. 奈秒解析單分子交叉激發共軛焦核心設施

架設中之： 
(1) 崩解式二極體光子計數器。 
(2) 奈米尺度樣品載台暨其控制卡與

LabView 程式。 
(3) 共軛焦顯微鏡。 

2. 雙色寬場非遷徙單分子 FRET 之去新穎去噪
音方法 (HC Lee, BL Lin, WH Chang*, IP 
Tu* Towards automated de-noising sm FRET 
data (J. Biomedical Optics (in press 
101)。 

3. 核糖核酸聚合酶泛素化檢測： 
(1) 泛素之單一離胺酸之變異蛋白之表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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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糖核酸聚合酶泛素化檢測之建立。
(3) 證明 K63 離胺酸為構成核糖核酸聚合

酶單一泛素化之關鍵。 
 

 12.建立果蠅腦中嗅覺計算線
路的圖譜。 

1. 子計畫一： 
(1) 已完成針對共焦顯微鏡影像貼合的技

術。 
(2) 已完成針對基因驅動神經影像的影像

切割技術原型。 
(3) 已完成針對果蠅腦模型特徵的三維對

位與變形技術。 
2. 子計畫二： 

(1) 已與子計畫三合作完成部分神經線路
連結關係的統計分析。 

(2) 由(1)已找出部分神經連結的特性關
係。 

3. 子計畫三： 
(1) 已完成針對單一神經影像進行高解析

度取像的技術。 
(2) 已完成果蠅腦內多組神經的鏈結分

析。 
(3) 已在其他子計畫協助下，著手將單一

神經影像資料整合進果蠅腦模型中。 
4. 子計畫四： 

(1) 已建立將 3 維網格點模型轉換成多重
解析度型模型資料。 

(2) 已建立技術可整合現有的兩種數位浮
水印方法，該方法已實施在生物影像上
並進行驗證中。 

(3) 已著手將子計畫三所交付之 3 維網格
點資料進行後續相關處理。 

5. 共計至少參與 6場研討會，獲接受之研討會
論文 4-5 篇；已接受 2 篇期刊論文，另有 3
篇期刊論文正積極準備中。 
 

 13.應用腦磁波儀探討語言與
音樂的神經動態處理機
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4.鐵基超導體之結構與物性
研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5.太陽能電池：材料、元件
及其相關之研究。 

【已完成】 
在「染敏太陽能電池」方面共計發表 7 篇 SCI
論文，有機半導體型太陽能電池方面共計發表
2篇 SCI 論文，另有 2篇論文審查中(見以下敘
述)。另外，發表壁報論文 5 篇，國外研討會
邀請演講 5人次，口頭報告 1人次，國內研討
會邀請演講 5人次。 
染敏太陽能電池論文： 
1. 開發出以phenothiazine修飾配位子之新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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釕金屬光敏染料，效率較N3元件高約3% (J. 
Mater. Chem. 101, 1, 130)。 

2. 開發出新穎釕金屬光敏染料，利用共軛片段
以及飽和碳氫長鏈可增加光吸收並抑制暗
電流，元件效率高於標準品 Z907 (Chem. 
Eur. J. 2011, 17, 6781)。 

3. 開發出 p-型光敏染料，並發現引入兩個縮酸
根為鍵結於 NiO 之錨基，可以增加電洞注入
電極，並抑制暗電流(Org. Lett. 2011, 13, 
4930)。 

4. 在軟性基材上，已驗證藉由共吸附非金屬系
染料與釕金屬染料 N3 或 black dye 之光電
極可提高光吸收範圍，成功應用於可撓曲染
料敏化太陽能電池，其元件效率可達
5.10%，高於單一染料(J. Power Sources 
2011, 196, 2416)。 

5. 將開發出quinoxaline為共軛架橋之非金屬
系染料，效率可達 N719 標準元件 70%以上
(Chem. Asian J. 2011, ASAP)。 

6. 開發出雙層式 anatase/rutile TiO2 光電
極，染敏寧電池效率較單一相(anatase 或
rutile) TiO2 光電極提高 50%以上 (J. 
Power Sources 2011, 196, 4865)。 

7. 在對電極之材料合成上，已成功製備高電催
化活性之 nanographite/polyaniline 複合
對電極，並應用於染料敏化太陽能電池，其
元件效率可達 7.07% (J. Mater. Chem. 
2011, 21, 10384)。 

8. 開發新穎結構之 anthracene based 有機染
料分子，探討其光電特性並應用於染料敏化
太陽能電池，其元件效率可達 3.23% (Dyes 
and Pigments 2011, 91, 33)。 

9. 有機半導體型太陽能電池：成功開發溶液製
備金屬氧化物電子、電動傳輸層與低功含數
之碳材電極，並且驗證於製作傳統與反式有
機太陽能電池。此些技術未來也將導入於半
透視太陽能電池之傳輸層與疊層式太陽能
電池之連接層 (1.ACS Nano 2011, 5, 6262; 
2. Sol. Energy Mater. Sol. Cells 2011, 
95, 419)。 

10. 舉辦 4次季討論會，其中一次並邀請國際
知名教授香港浸信大學黃維揚教授來訪，參
與討論。 

  【未完成】 
發展快速二氧化鈦染料吸附製程，因需多方測
試，尚未完成。 

 16.無線網格網路上之編碼認
知性路由技術研究。 

依規劃如期進行，第一年發表 3篇論文。 
 

  
17.台灣非小細胞肺癌資料整

合與統計分析。 

 
1. 已蒐集兩大醫學中心共 450 例肺腺癌組

織，並進行 EGFR 基因突變鑑定，且由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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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醫師蒐集存活時間以及標靶藥物治療
等臨床資訊。 

2. 經由 DNA 品質檢測後，共有 135 例肺腺癌
組織可以進行微陣列實驗。此 135 例肺腺
癌組織經過微陣列實驗後，皆獲得基因體
變異資料。 

3. 利用該團隊自行發展的生物資訊與統計
演算法分析基因體變異、EGFR 基因突變、
病人存活時間以及標靶藥物治療的相互關
係，找出位在七號染色體 P臂具有高度複製
情形。 

4. 最後利用 6個位在七號染色體 P臂的基因，
可以預測 EGFR 突變的肺腺癌病人存活，亦
可預測其對標靶藥物治療的反應。 

5. 在發展新穎臨床檢測技術方面，該團隊利用
DNA 質譜儀技術鑑定肺腺癌病人 EGFR 基因
突變。 

6. 此檢測技術較傳統方法具有更高的敏感
性，能找出更多具有 EGFR 基因突變的病人，
對選擇病人服用標靶藥物提供很好的參考
指標。 

上述 2 項研究成果已同時在 100 年國際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Oncology 刊登，此期刊
2010 影響力指數高達 18.97，在 184 本分類為
癌症研究的期刊中，排名第四。本研究團隊在
一年內於此期刊同時有 2篇論文，此顯示本團
隊在此階段的研究成果已被國際認同。 
 
 

 四、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
研究計畫 

1.全球海洋生物多樣性熱點
區(菲律賓海域)之魚類與
甲殼類多樣性研究。 
 

 
 

1. 主要與法方在南太平洋的新喀理多尼亞
(New Caledonia)進行深海採集，另外已於
馬來西亞 Matang Mangrove 進行採集，共計
採集標本近千件，另有酒精標本約千餘件，
可提供後續之研究及典藏。 

2. 調查結果除了增加當地之物種名錄外，亦發
現數種新物種，將於近期內發表於國際刊
物。98 年第 1年計畫在日本琉球久米島的調
查成果已整合成由SCI期刊Zootaxa以特刊
方式於今年初出版。 

3. 已發表及已投稿之 SCI 論文共 23 篇（魚類 3
篇，甲殼類 17 篇，藤壺 3 篇）。其中魚類發
表 3篇 SCI 論文，包含 3個新種。甲殼十足
類部分共發表有 17 篇 SCI 論文，其中包括
於西太平洋海域發現的 2 個世界新屬、10
個世界新種，並有 5篇報告是利用分子類源
分析甲殼十足類的演化關係。藤壺部分已投
出 3篇，包含自久米島採集之樣本、台灣尖
胸目藤壺及與法國自然歷史博物館合作於
Mozambique Mainbaza expedition 之成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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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於 Zoosystema 中。在越南潮間帶藤壺
採集中發現 1 新種，正準備投稿至 Zootaxa
中。 
 

 2.水稻花藥絨氈層：構造與功
能。 

 

1. 以基因體學研究水稻或玉米的花藥發育。 
2. 花藥絨氈層控制花粉成熟。 
3. 絨氈層小孢子間運輸系統的探討等多篇文

章。 
 

 3.亞熱帶高山湖泊動態之探
討。 

1. 完成一年期每月的湖泊生態系的採集，包括
水質、微生物、藻類的樣本。 

2. 設立湖泊水體溫度、溶氧連續測定儀氣象連
續監測太平山高山湖泊生態系。該項設施得
以和鴛鴦湖進行比較，評估原始森林和人造
林對於高山湖泊生態的影響。 

3. 發表相關論文 2篇。 
 

 4.一個新模式（稻田魚）來研
究適應鹽度的機制。 

1. 已證實生存於高滲透壓環境中2種稻田魚的
鰓上 NKCC 及 CFTR 表現之差異。 

2. 已完成從基因、蛋白質甚至細胞層級探討二
種魚在不同馴養環境下 FXYD 選殖及表現。

3. 已完成利用非侵入的電生理技術測量胚胎
表皮鈉、氯及氫離子的運送。 

4. 已發現三型離子運輸細胞參與不同離子的
運送。 
 

 5.研發可局部活化於腫瘤的
前驅分子以進行癌症照影
與治療。 

計畫如期完成。整合了化學藥物合成、抗體癌
症治療、腫瘤分子照影等不同領域的努力，並
期望能增進與改善目前腫瘤治療的成效與選
擇性。 
 

 6.阿拉伯芥響應缺鐵的根表
皮專化性反應之研究。 

目前正在優化植物響應缺鐵逆境所產生的轉
錄組/蛋白組變化的短期時間過程實驗，第一
批 30 分鐘到 6 小時的原生質體樣品已收集完
成，並將在 101 年初進行 RNA-seq 分析。 
 

 7.Isotocin 和 vasotocin 在
魚類環境適應之角色。 

1. 已證實 isotocin 及 vasotocin 與斑馬魚離
子運輸細胞的增生及分化有關。 

2. 已證實黑鯛鰓／腸道／腎臟上的離子運輸
功能受到 isotocin 及 vasotocin 調控，並
與 CRH 有交互作用。 
 

 8.以斑馬魚為模式生物來研
究左右不對稱的分子機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已發表
於國際研討會。 
 

 9.誘發細胞自噬作用之機制
與功能探討。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已發表
於國際研討會。 
 

 10.以一新穎的顆粒溶解素毒
殺途逕為標的治療史帝文
生強生症及移植物對抗宿

計畫如期完成。集合一組專精遺傳、免疫蛋白
生化及創新技術研發的研究人員，進一步研究
SJS/TEN 及 GVHD 的致病作用機轉，開發治療此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說明 

中華民國 102 年度 

 179

業務及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主疾病。 兩疾病的新藥物。 
 

 11.遺傳訊息傳遞途徑的整
合。 

1. 目前已完成具代表性的核糖體蛋白基因在
正常酵母菌細胞與Ded1p突變株中之表現量
與剪接量的檢測。將利用此正常酵母菌株與
Ded1p 突變株的進行胞外剪接反應，進而瞭
解 Ded1p 在分子剪接所扮演的生物功能。 

2. 已完成合成致死「酵母菌的 H2B 組織蛋的泛
素化」遺傳變異篩選。並藉由此系統鑑定出
相對應之突變基因。目前正在進行詳細的生
物化學研究以進一步了解且其分子機制。 
 

 12.阿拉伯芥光訊息接收與訊
息傳導之相關機制研究。

1. 光敏素在結構與功能之關係探討。 
2. 調控載色體異構物與光敏素蛋白質的結

合，來探討控制植物的生長及發育之可能
性。 

3. 釐清 AtbZIP16 參與在植物受光調控種子萌
芽與幼苗生長的生理反應機制。 
 

 13.蛋白質硫基亞硝酸基化之
分子機制及其抗衡厭氧性
傷害之功能。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已發表
於國際研討會。 
 
 

 14.神經突觸的形成與塑性。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除發表
於國際研討會，部分成果已為知名期刊接受發
表如下列： 
1. Chen, Y.-K. and Hsueh, Y.-P. (101) 

Cortactin- inding protein 2 modulates 
the mobility of cortactin and regulates 
dendritic spine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in press) (Subproject #1)。 

2. Tai, C.,-Y. (2011) Transsy- naptic 
signaling by the N-cadherin/beta-catenin 
adhesion complex.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Dendrites: Molecular, 
Structure & Function. (Subproject #2)。

3. Chen, PJ. and Huang, YS. (101) 
CPEB2-eEF2 inter- action impedes HIF-1a 
RNA translation. EMBO J. (in press) 
(Subproject #3)。 

4. Wang, M.-Y. and Chien, C.-T. (2011) The 
BTB-Keleh protein Henji promotes dPAK 
degradation to regulate synaptic growth 
and Glutamate receptor composition at 
Drosophila NMJs. Gordon Research 
Conference: Dendrites: Molecular, 
Structure & Function. (Subproject #4)。
 

 15.寄主肝細胞和肝炎病毒的
交互作用。 

計畫如期完成。能便利的於動物模式中研究病
毒與宿主之交互作用，以及應用於免疫病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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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16.研發抗癌之新穎性雙官能
烷化劑。 

計畫如期完成。透過研究團隊之專長包括藥物
合成、生物活性評估、藥物標定輸送、及藥物
動力學等密切的合作預期可促進抗癌藥物的
開發，臨床前研究之推動，及未來之臨床應用。
 

 五、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
主題研究計畫 

 

 1.影像與醫療的歷史。 1. 子計畫主持人分別至國內教育資料館教科
書資料中心、國家圖書館台灣分館，以及日
本東京國會圖書館、中國上海圖書館、上海
辭書出版社圖書館蒐集並確查資料。 

2. 撰寫成果報告並發表 2場相關主題演講。 
   

 2.史語所未刊甲骨研究。 【已完成】 
1. 陸續增補學者的綴合成果約 100 組。 
2. 黏貼甲骨綴合圖版約 1,200 組。 
3. 撰寫《甲編》釋文、描繪摹本約 2,000 組。
4. 撰寫《丙編》釋文約 300 組。 
5. 新的綴合約 30 組。 
6. 紀錄史語所所藏未刊無字甲骨的各項資

訊，包括：記錄需要重拓的甲骨號碼、製作
無字甲骨摹本、實甲的保存狀況等。 

7. 總計畫主持人以及子計畫主持人，完成出國
蒐集研究資料。 

  【未完成】 
1. 原本預計製作有字但未刊甲骨之拓片，但親

驗甲骨後，發現大部分甲骨狀況不佳，有可
能於墨拓的過程中斷裂兩半，故不適合製作
拓片，故擬以甲骨摹本代替。 

2. 史語所第 13 次考古發掘所得甲骨約 16,000
餘片，甲骨數量過於龐大，初步資料的搜
集、整理已耗費相當多的時間，已無餘力完
成釋文的製作，故擬先完成《殷墟文字丙編》
約 300 餘版的釋文製作。 

3. 《甲編》、《乙編》甲骨片數量繁多，總計約
有 2 萬片，目前已完成《甲編》釋文，《乙
編》釋文尚未完成，故無法製作索引。 
 

 3.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二)
－第11至18世紀間中日韓
三地的藝文互動。 

1.9 月 15 日邀請美國 Hobart and William 
Smith 學院亞洲語言文化系黃啟江教授與計
畫成員座談。 

2. 10 月 19～23 日邀請日本學習院大學文學部
教授佐野みどり到院訪問。 

3. 籌備101年 9月 7～8日的國際學術討論會，
並已邀請到 7 位國際學者（美國宣承慧、
Yukio Lippit；德國李靜姬；日本皿井舞、
伊藤幸司、橋本雄；中國孫衛國）、2 位國內
學者（李育娟、黃智暉）、1 位中研院博士後
（黃立芸）以及 9位計畫主持人共同發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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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4. 子計畫主持人出國蒐集研究資料。 
5. 共舉辦 5次學術演講(2 次與文哲所合辦)、5

次讀書會，參與人員包括該計畫小組成員、
國內外相關領域學者與國內年輕的研究生
等。 

6. 共舉辦 3次工作小組會議，並持續進行研究
資料之蒐集及與國內外相關研究領域之學
者進行學術交流等工作。 

7. 採購具重要性之計畫研究用書。 
8. 主題網站資料之補充與維護，相關資訊的蒐

集與更新。 
 

 4.近代中國知識轉型與知識
傳播, 1600-1949。 

1.舉辦 3場專題演講：為了拓寬討論的視野，
將邀請人類學、知識社會學、哲學、史學、
文學、教育、目錄學等科系學者進行演講交
流。已舉辦 3場專題演講： 
(1) 主講者：李天綱教授（上海復旦大學

哲學學院宗教學系教授、副主任）。講
題：「徐光啟與近代中國知識轉型：兼介
紹新出版的徐光啟全集」。 

(2) 主講者：劉夢溪教授（北京中國藝術
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講題：「國學與現代學術分科」。 

(3) 主講者：吳根友教授（武漢大學哲學
學院副院長）。講題：「在『求是』中『求
道』——『後戴震時代』與段玉裁的學
術定位」。 

2. 舉辦 1場 workshop：邀請 3位重要學者作具
有指標性議題的論文發表。名稱：「近代中
國知識轉型與知識傳播，1600-1949」學術
研討會，3位發表人與題目如下： 
(1) 王爾敏教授：「《漢書‧藝文志‧方技

略》之醫藥學術體系」。 
(2) Benjamin A. Elman（艾爾曼教授）：

「Rethinking the Role of China in 
Global History, 1500- 1800」。 

(3) 夫馬進教授：「帝政期中國的訴訟社
會：與江戶期日本的比較為中心」。 

3. 舉辦 1場國際會議：與上海復旦大學合辦國
際會議。邀請海外與大陸地區約 30 位學者
進行指標性議題的論文發表與討論。名稱：
「 近 代 中 國 知 識 轉 型 與 知 識 傳 播 ，
1600-1949」學術研討會。 

4. 建置主題計畫網站：已建置主題計畫網站，
並完成「最新消息」、「計畫簡介」、「計畫成
員」和「學訊報導」等四大架構分類。網頁
中已蒐集不少與議題相關的中文書訊資
料。同時也會不定期引介國際相關會議資訊
之發布。目前已舉辦的專題演講和學術研討
會，皆於網頁中刊登演講大綱與照片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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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錄。 
主題計畫網頁： 
http://proj3.sinica.edu.tw/~kenntnis/
conf.html 
 

 5.1898-1948：改變了中國宗
教的 50 年。 

【已完成】 
1. 實地考查方面，上海、杭州、湖州田野調查

已完成，並繳交成果報告。 
2. 會議報告方面，計畫主持人康豹、高萬桑教

授已於4月份夏威夷舉辦的AAS會議中提報
論文。 

3. 文獻整理方面，計畫成員吳亞魁博士已初步
建立上海宗教書籍資料庫。此外，劉文星博
士也已初步完成湖州宗教菁英資料庫。祁剛
博士亦建立了温州寺廟資料庫的初步架構
與內容。 

4. 網站建構方面，劉文星已利用本院郭廷以、
傅斯年圖書館等單位的藏書及若干網路資
料，初步完備線上資料庫，並放置計畫網站
上。 

  【未完成】 
1. 實地考查方面，將於 101 年在溫州、台州進

行田野調查，並與當地學者專家座談。 
2. 會議報告方面，康豹、高萬桑將於 101 年 6

月底第四屆漢學會議提報論文(康豹組成的
panel)。 

3. 文獻整理方面，上述 3種資料庫擬於 101 年
底或 102 年初完成。 

4. 系列演講方面，康豹於 101 年 6 月初赴以色
列發表 3個與計畫有關的演講，修訂後的內
容將出版專書。 

5. 成果發表會方面，總計畫將於 102 年在近史
所舉行學術研討會，邀請所有計畫成員以及
與計畫合作過的學者發表論文，修訂後將向
近史所專刊投稿。 

6. 專書方面，康豹與高萬桑將於 102-103 年間
完成英文專書，並向本院的 Academia 
Sinica on Asia Series 投稿。 
 

 6.戰後臺灣歷史的多元鑲嵌
與主體創造。 

1. 基於本計畫為貫時性的研究，必須處理語
文、材料性質不同的史料，因此 100 年度以
各分支計畫收集資料為主，並在每 2個月開
會討論彼此收羅狀況及研究心得，藉充分討
論並分享各計畫之研究狀況，以期深化研究
的深度。 

2. 共召開 5 次討論會，2 次學術演講、1 次工
作坊，共計發表 13 篇會議論文。另舉辦 1
場為期 3天的「臺灣史料典藏機構之檔案運
用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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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
方案。 

1.執行有微核醣核酸調控吳郭魚生長與水產
養殖應用上之研究、台灣蝴蝶蘭表達基因資
料庫建構與基因表達圖譜研究、新的類鐸受
體-2 增效劑的分子機制探討及疫苗佐劑研
發、育成無低溫處理即可開花的轉殖蝴蝶
蘭、授粉過程中花粉管與雌蕊參與細胞間相
互作用分子之選殖及功能性研究-II、開發
新穎有效之農用化合物作為花卉採收後熟
之保鮮應用、利用標誌水稻突變族群改造作
物、發現、分析及應用水稻根部表現基因之
功能，以育成抗逆境及高肥料利用率之優良
作物、芒果採後相關問題之改善：體胚再生
選拔與基因轉殖之應用、利用化學遺傳分析
方式研究黴菌菌絲發育原理以利植物病害
防治之研發、利用鐵和鋅恆定關係之平衡創
造對鋅/鎘高抗性植物作為重金屬植生復育
材料、以桿狀病毒及其相關專利技術促進哺
乳類細胞高價值蛋白之生產、利用多樣性免
疫刺激物，細菌與病毒疫苗開發對石斑魚養
殖疾病的預防及控制技術之研發、建立新型
螢光轉基因觀賞魚之研究與不孕技術之開
發應用、單子葉植物、黑豆及山藥多醣體之
免疫調節與安定性研究 I.多醣免疫活性分
析及機制探討與動物實驗 II.多醣分離、純
化與結構分析 III.多醣之安定性研究與產
業化、以竹嵌紋病毒為載體製備 O型口蹄疫
病毒疫苗、從中草藥篩選阿滋海默症藥物等
共 17 件計畫執行，其中有 5 件為整合型計
畫，共有 18 件子計畫執行，有 6 個所（中
心）及 46 位研究人員參與。 

2. 重要成果舉例： 
(1) 計畫名稱：微核醣核酸調控吳郭魚生

長與水產養殖應用上之研究。 
　主持人：吳金洌特聘研究員。 
　執行進度： 

(a)已分析出快速生長之 N2 與原生 N1
種吳郭魚，生長組織的表現差異，
並篩選出與其相關之 miRNA 基因。

(b)已確認微核醣核酸於吳郭魚生長
上，其相關基因調控之表現差異。

(c)預計可開發生長相關 miRNA 檢驗套
組及篩選晶片之商品化產品。 

(2) 計畫名稱：台灣蝴蝶蘭表達基因資料
庫建構與基因表達圖譜研究。 
　主持人：施明哲主任。 
　共同主持人：張耀乾、趙雅婷。 
　執行進度： 

(a) 建立台灣蝴蝶蘭基因資料庫，持續
維護、更新與充實內容。 

(b) 改進蘭花生物晶片，作為功能基因
研究之平台。第二代晶片設計，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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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probe design，但大幅降低晶片
成本。 

(c) 利用生物晶片，進行蝴蝶蘭基因表
達圖譜研究。已完成花發育過程、
種子發育過程、光合作用與養分試
驗之設計或材料製備，以及一部分
晶片試驗。已完成晶片試驗者，著
手表達圖譜分析。 

(d) 增加 small RNA 資料與分析。利用
高速定序平台，完成 small RNA 定
序，並建構分析流程，將分析所得
結果納入基因資料庫。 

(3) 計畫名稱：建立新型螢光轉基因觀賞
魚之研究與不孕技術之開發應用。 
　主持人：陳志毅助研究員。 
　執行進度： 

(a) 持續繁殖來自 AMH 以及 ZPC 為啟動
子之兩種轉殖基因斑馬魚，目前均
已培育至第四代。 

(b) 攜帶 cre recom- binase 基因之轉
殖斑馬魚目前已培育至第一代
(F1)，以 PCR 證實轉殖基因確實遺
傳給下一代基因轉殖魚。 

(c) 目前已進行至loxp基因轉殖斑馬魚
與 Cre 基因轉殖魚相互交配，亦有
成魚進行切片檢驗其性腺組織表
現。 

(d) 由 real-time PCR 初步驗證基因凋
亡(apoptosis)確實發生，並進一步
分析凋亡路徑。 
 

數理科學研究   

 一、數學研究  

 1. 應用數學與分析。 
2. 幾何及數學物理。 
3. 組合數學及其應用。 
4. 機率論。 
5. 數論與代數。 
6. 數學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7.理論科學中心北區子計畫。

1.舉辦 190 場演講。 
2. 發表 45 篇論文。 
3. 學人來訪 78 人次。 
4. 出版數學傳播及數學集刊各 4期。 
5. 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81 人次。 
6. 2 月 舉 辦 「 Probability One Day 

Workshop」。 
7. 1-12 月舉辦「學年度核心課程」。 
8. 5 月舉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esigns, Matrices and Enumerative 
Combinatorics」。 

9. 6 月舉辦「Workshop on Geometric Partial 
Differen- tial Equations」。 

10. 8 月舉辦「Joint Colloquium」。 
11. 8 月 舉 辦 「 Perspectives in 

Mathematical Sciences」。 
12. 9 月舉辦「統計教育的實踐與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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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 
13. 9 月舉辦「One Day Work- shop on Dynamical 

Systems and Related Topics」。 
14. 10 月舉辦「陳省身院士百歲紀念學術研

討會」。 
15. 11 月 舉 辦 「 Distinguished Lecture 

Series - Symplectic Topology: problems,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16. 11 月舉辦「2011 Taiwan- Japan Workshop 
on Arithmetic Algebraic Geometry and 
Related Topics」。 

17. 12 月舉辦「數學前瞻講座」。 
18. 12 月舉辦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iscrete Math- emat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19. 12 月 舉 辦 Conference on Vertex 
Operator Algebras, Finite groups and 
Related topics」。 

 二、物理研究  

 1. 中高能物理理論及實驗研
究。 

2. 複雜系統及生物物理研
究。 

3. 奈米科學研究。 
 
三、化學研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論文發表於
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 太陽能電池材料之開發。
2. 軟性電子材料與元件。 
3. 奈米科技與奈米材料。 
4. 新穎觸媒系統的開發與應

用。 
5. 蛋白質結構研究。 
6. 癌症、病毒之機制、檢測與

抑制劑之研發。 
7. 有機合成合成方法開發及

天然物合成化學。 
 

四、地球科學研究 

共舉辦專題演講 59 場次；舉辦學術研討會 3
場次；取得專利 3件；論文發表 115 篇；邀請
國外學者來所訪問 66 人次；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 40 人次及訪問研究 11 人次；獲國、內外重
要殊榮 2人次。 

 1. 地震成因與理論。 
2. 台北盆地的三維構造。 
3. 大屯火山活動的監測。 
4. 台灣造山帶之地殼變形。
5. 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 
6. 海底地震觀測。 
7. 隱沒帶之結構及岩漿活

動。 
8. 台灣的造山運動。 
9. 太陽系的形式、演化及早期

的地球歷史。 
10.大陸地殼的成長、演化及

毀滅。 

1. 已依照進度完成研究計畫。 
2. 舉辦 44 次學術演講，發表 85 篇學術文章。
3. 出席國際會議 38 人次，訪問 10 人次，出國

研究 22 人次，邀請國外學者來訪 15 人次，
大專學生參與暑期研究計畫 26 人次。 

4. 延攬人才 1人。 
5. 訂閱期刊 97 種，購置圖書 84 冊，特殊資料

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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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超高壓變質作用及深部地
殼及地幔岩石之剝露。 

12.大陸岩石圈地幔之演化。
13.台灣的岩漿活動及變質作

用。 
14.台灣島的大地構造演化。
15.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第

四紀)。 
16.台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

環境。 
 
五、資訊科學研究 

 1. 自然語言與知識處理。 
2. 資料處理與探勘。 
3. 電腦系統。 
4. 生物資訊。 
5. 多媒體技術。 
6. 高效率計算理論研究。 
7.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 
8. 網路系統與服務。 

1. 舉辦國內及國際學術會議 17 場、學術演講
124 場（含國際研究生演講），發表研討會論
文 128 篇、期刊論文 52 篇、出版 JISE6 期
共 121 篇論文，訂閱專業英文期刊 180 種、
中文期刊 31 種（含報紙）、圖書 1,653 冊。

2. 完成項目如下： 
(1) 完成以 E-HowNet 為基礎的詞彙語義解

歧系統。完成利用廣義知網的概念和概念
之間的語意關係來自動推導中文語句中
成分結構間的語意關係及其解歧模型系
統。完成中英文的雙語辨識器，以及雙語
分段器(bi- lingual segmentor)。 

(2) 完成針對不確定性資料串流的資料探
勘演算法之設計與實做。完成應用於社群
網路分析與模擬的揭露社群網路資料的
安全性評估準則建立。 

(3) 完成 code generation 的最佳化次數
與binary translator效能之間權衡測度
方法。完成 multi-core 平行模擬器中的
cycle -accurate 模擬。完成以分散式競
標模型為基底協商機制之網格資源管理
服務系統。 

(4) 提出尋找 co-occurring TF pairs 的
方法與 co-occurring TF pairs 中 TFBS
之關係特徵。發展有效率與效能的方法尋
找可能的 miRNA。完成準確、有效率且友
善的蛋白質 quatitation 軟體工具之發
展。 

(5) 完成基於小波貝氏網路方法的高效能
影像清晰化運算原型。完成為物件辨識應
用發展之基於局部學習的高效率機器學
習 架 構 。 完 成 感 測 網 路 的 secure 
aggregation scheme。 

(6) 將 布 林 函 數 的 hardness 
amplification 推廣至一般函數。提出
capacitated domination problem 的有
效率演算法與其複雜度分析。提出在 GPU
上 Shortest vector problem 目前最快速
的平行演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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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提 出 language inclusion checking 
algorithms for automata on infinite words. 
完成 model checking tool 之製作與提
出一 property and model 的描述語言。

(8) 完成快速車輛（如高速鐵路）移動網
路之 QoS 以及移動管理方法。提出方法去
除隨機誤差於時間序列相似性查詢的影
響。發展有效率、省成本的實驗方式讓研
究者透過 user studies 評估他們所設計
的電腦系統所帶來的使用者滿意度。完成
一個以知識本體為基礎，並具有協同參與
式機制的地理空間資訊應用程式架構之
規劃。提出「最佳遊戲選擇策略」提升人
智運算之整體效能。 

 六統計科學研究  
 1. 數理生物研究。 

2. 生物統計、生物資訊與統計
遺傳學之研究。 

3. 數理統計研究。 
4. 功能性腦影像統計分析之

研究。 
5. 機率論研究。 
6. 財物統計研究。 
7. 時間序列研究。 
8. 環境與空間統計研究。 
9. 教育統計研究。 
10.機器學習與統計計算研
究。 
11.實驗設計研究。 
12.複雜社會網路研究。 
13.複雜系統生物研究。 
14.研究支援實驗室。 
15.人才培育。 
16.中華統計學誌期刊編輯與

發行。 
17.短期統計方法研討會。 

1. 統計科學基礎研究並發表論文及出版專書
(發表論文 115 篇，其中 SCI 論文 53 篇，研
討會論文 62 篇)。 

2. 學術演講 46 場，舉辦多項統計研討會議以
推廣統計教育： 
(1) 第 20 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 2011 年中

華機率統計學會年會(100.6. 25；統計
所為協辦單位)。 

(2) 100 年統計科學營 (100.11.19-100.
11.20)。 

(3) 分子標的及生物標記的臨床試驗新趨
勢研討會( 100.12.15；統計所為合辦單
位)。 

(4) 中國統計學社 100 年度社員大會暨統
計 學 術 研 討 會  (100.12.16-100.
12.17；統計所為協辦單位)。 

(5) 第七屆國際統計計算協會亞洲區年會
議 暨 2011 台 北 統 計 論 壇
(100.12.16-100.12.19)。 

3. 進行多項所際合作計畫以拓展研究開發新
領域。申請客座案計 53 件，國內學者來訪
18 件，研究人員出國 86 人次。 

4. 繼續推動中華統計學誌發行，以建立統計所
在國際之學術地位，共發表論文 81 篇 SCI
期刊論文。 

 七、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1.化學動態學及光譜研究。 
2.尖端材料及表面科學研究。
3.生物物理與分析技術研究。
4.原子物理及光學研究。 
5.能源科學研究。 
6.物理化學與化學物理之理

論與計算。 

在實驗與理論相配合下，計畫均已按既定目標
進行，並有豐碩之研究成果： 
1. 舉辦學術研討會 7場（如第四屆海峽兩岸理

論化學與計算會議、台、美、中、德永續能
源學術研討會暨工作會議、Workshop on 
Exploring the Structures and Dynamics of 
Water at Interfaces 、 Workshop on 
Dynamics and Structure of Water: From 
Gas Phase Clusters to Condensed Phase、協
辦第二十九屆台灣區觸媒與反應工程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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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第九屆海峽兩岸催化學術會議、2011
年原子分子與光學物理暑期學校等）。 

2. 發表期刊論文 183 篇。 
3. 獲得獎項 11 項【如 2011 義大利 Ettore 

Majorana-Erice- Science for Peace 
Prize、2011 波蘭 Koł os Prize、2011 波蘭
Maria Skł o-dowska- Curie Medal、中華
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 16 屆傑出成就獎、
第六屆(100 年度)建大文教基金會傑出年輕
金玉學者獎、2011 年美國物理學會會士、國
立清華大學 2010-101 榮譽講座教授、2011
宏博基金會宏博研究獎等】。 

4. 專利 1項（「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5. 訂購中文期刊 11 種、西文期刊 15 種。 

 
 八、天文及天文物理研究  
 1. 次毫米波陣列(SMA)。 

2. 宇宙微波背景輻射陣列
(AMiBA)。 

3. Altacama大型毫米波及次
毫米波陣列(ALMA)。 

4. 中美彗星掩星計畫(TAOS)
及第二代中美掩星計畫
(TAOS-2)。 

5. 加-法-夏望遠鏡的廣角紅
外線相機(WIRCcam)。 

6. Subaru 望 遠 鏡 的 Hyper 
Suprime相機計畫(HSC)。

7. 高等理論天文物理研究中
心(TIARA)。 

8. 次毫米波超長基線干涉儀
計畫(submm VLBI)。 

9.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培訓
未來人才。 

1.持續致力於拓寬SMA接收機頻率波段並提升
陣列靈敏度。截至 2011 年 12 月藉 SMA 發表
的論文已有 380 篇，其中 160 篇有台灣天文
家參與。 

2. AMiBA升級為13座1.2米天線後速度增快了
50 倍，正持續進行科學觀測，同時致力於進
一步提升其靈敏度，進行測量宇宙微波背景
的偏極化等尖端研究。 

3. 位於台中的東亞前段整合中心運作良好，已
完成 18 個前段系統並運至智利。ALMA 已開
始進行早期科學觀測，台灣團隊的 9份觀測
計畫書成功取得了觀測時間。  

4. 鹿林山上的 TAOS 每晚自動偵測約 1,000 個
恆星，利用掩星技術蒐尋海王星外天體。亦
開始於墨西哥聖白多祿天文台興建 TAOS-2
望遠鏡，預計靈敏度可改善 100 倍。 

5. 台灣由於參與廣角紅外線相機(WIRCam)計
畫已獲得 CFHT 的觀測時間，擬持續與 CFHT
合作新一代的儀器計畫。  

6. HyperSuprime Cam (HSC)計畫中由天文所負
責的大型濾鏡交換系統、透鏡測試系統均已
完成。藉參與 HSC 計畫，台灣已可取得
Subaru 望遠鏡的觀測時間。將持續與
Subaru 合作研發儀器。 

7. TIARA 持續每年舉辦 1次夏季及冬季營、2-4
次研討會或主題式課程，並積極邀約優秀學
者來訪，針對許多天文物理問題進行深入研
究，並協助全亞洲培訓理論天文物理人才。

8. 繼 SMA 與 ALMA 之後，正在發展 submm VLBI
計畫，第三個觀測站將設於格陵蘭。科學目
標是取得活躍星系核中心超大質量黑洞陰
影的影像，直接證明黑洞的存在。 

9. 持續貫徹與國內各大學合作進行重大國際
合作計畫的理念，並持續舉辦暑期學生專題
研究計畫，同時積極進行天文推廣教育，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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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下一代天文人才。 
 

 九、應用科學研究  

 1. 奈米生物科技之發展。 
2. 生物醫學與環境之相關力

學課題與應用。 
3. 光電在能源、環境及生命醫

學上的相關課題與應用。
4. 光電元件之理論研究及設

計軟體開發。 

1. 發表期刊論文 63 篇、研討會論文 45 篇、學
術活動 50 次。 

2. 辦 理 及 協 辦  2nd Inter- national 
Symposium on Recent Advances in Applied 
Sciences、2011 RCAS Annual Workshop、
Academia Sinica & JST Joint Workshop on 
“INNOVATIVE USE OF LIGHT AND NANO/BIO 
MATERIALS＂、RCAS- ANNA 研討會「奈米與
生物材料 - 雷射，X光與單分子技術」等會
議 4場次。 

3. 學術演講 63 場次。 
4. 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64 人次。 

 
 十、環境變遷研究  

 1. 台灣西部平原之熱島效應
及其對區域性氣候之影響。

2. 都市空氣污染對局地太陽
輻射通量及大氣環流之影
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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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亞洲特殊污染源對環境與
社會之衝擊評量。 

5. 台灣河流生地化系統整合
研究。 

6. 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
化學的影響。 

7. 熱帶陸棚海之研究-北南海
陸棚海。 

9. 內波破碎帶之生物地球化
學之研究。 
 

1.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外參訪共110人次。
2. 舉辦「空氣污染及氣候-亞洲科學與政策之

對話國際研討會」暨「空污及海岸地區大城
市與全球變遷研究-空氣污染及氣候專家會
議」、「海峽兩岸城市化與氣候、環境研究研
討會」、「氣候變遷研究聯盟啟動國際研討
會」，學術專題討論演講共49場次。 

3. 發表SCI期刊論文46篇，研討會論文43篇。
4. 出版全球大氣化學季刊3期。 
5. 邀請國內學人短期來訪6人次，國內及國外

專家學者來訪進行學術交流分別為16人次
及31人次。 

6. 與「菲律賓大學 Diliman 校區科學學院」簽
訂學術合作備忘錄、及與「北京大學環境科
學與工程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十一、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1. 支援各項行政業務。 
2. 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

心。 
3. 數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

中心。 
4.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5.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6. 其他跨領域研究。 

 
1. 完成各項行政業務支援。 
2. 數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發展跨資料

庫檢索技術，透過此技術可檢索到本院各典
藏單位的網站與資料庫內容。此技術應用於
本院數位典藏資源網網站，目前已整合超過
50 個典藏計畫的典藏資料，超過 100 萬筆的
metadata，提供使用者可方便的找到與利用
本院數位典藏的成果。 

3. 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自 94 年起即擔
任全球網格亞洲唯一的 Tier-1 中心，之後
並成為歐盟 e-Science 旗艦計畫亞洲中
心。主要任務係以全球網格為基礎、與各領
域科學研究團隊合作，共同拓展人類前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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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探究人類永續發展問題、並研發新一代
雲端與分散式系統技術為目標。在國內不僅
促進 e 化科學研究應用，發展核心技術並
建立前瞻的 e 化科學研究基礎架構，同時
也肩負整合院內科學計算資源、支援各項研
究應用，並積極參與歐美亞國際合作、厚植
科技人才。 

4.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研究領域以資通安全之
前瞻技術研發為主軸，涵蓋技術包含偵測與
分析三個常見的網路攻擊面相：惡意網路流
量、惡意程式，以及惡意文件。 
(1) 在惡意網路流量上，我們設計一個高

效的演算法和分散式運算架構，改良
k-means 演算法並應用於 MapReduce 雲
端運算，能協助我們有效地分析大量的
網路日誌數據。 

(2) 惡意程式面向，我們改良開放源碼的
QEMU，從更底層的方式去監控惡意程
式，我們的實作方式不受混淆技術
(obfuscation)影響，具不被惡意軟件發
現之特性，且能應用在新的惡意程式威
脅。 

(3) 惡意文件的分析技術，我們以編譯程
式技術解析文件，此發現可能的惡意程
式片段，能有效發現隱藏的惡意程式。

5.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持續促成與國內外
業學界之合作。持續進行以資訊技術為核心
的跨領域研究，致力於資訊技術於各新興議
題上之發展、應用、與服務，並以雲端計算、
行動計算相關之軟、硬體及應用為研究發展
重心，期於基礎研究之外著重於資訊之應用
研究。與國內外頂尖大學進行學術交流合
作，並與業界進行高附加價值 技術之共同
研發。 

6. 其他跨領域研究：提供各項研究諮詢及培訓
跨領域人才，共聘任 21 位博士後研究、39
位博士班研究生與 8位碩士班研究生。 
 

生命科學研究 一、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1. 植物及微生物之生長與發

育。 
2. 植物、微生物與環境之互

動。 
3. 植物及微生物生物化學及

二次代謝。 

 
1. 共發表 80 多篇學術論文、專書及會議論文

於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 
2. 舉辦第九屆國際水稻功能基因組會議(9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 

3. 楊祥發院士紀念講座、陳淑真紀念講座及專
題演講 31 次。 

4. 發行「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植物學研究」
(Botanical Studies, cademia Sinica )共
4 期及 2011 年報。 
 

 二、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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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研究。 

2. 動物模式研究。 
3. 細胞作用以及功能障礙的

分子基礎。 
4. 細胞結構分析。 

 

1. 已依照進度完成左列研究計畫，並發表論文
78 篇於國內外學術刊物。 

2. 舉辦學術專題討論演講 32 場次。 
3. 出席國際會議 26 人次。 

 三、生物化學研究 
1. 結構生物學及分子生物物

理學。 
2. 醣類科學。 
3. 化學生物學。 
4. 蛋白體及基因體學。 
5. 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1. 共發表論文 131 篇於國內外學術刊物。 
2. 舉辦年度評鑑、李卓皓紀念演講會、本院與

新加坡大學雙邊學術合作研討會、王光燦生
物有機化學講座發表大會、PTM 研討會、化
學生物學研討會。 

3. 定期演講 43 次。 

 四、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1. 繼續研究人員的延續性重

點計畫。 
2. 繼續多中心合作型基因醫

藥研究計畫。 
3. 繼續與大學合辦學程。 
4. 延攬新的人才。 
5. 新興計畫。 
6. 提升生醫所在國際間的知

名度。 

 
【已完成】 
1. 期刊論文發表 196 篇。 
2. 研討會論文發表 135 篇。 
學術演講 82 場。 
【未完成】 
  生醫所與3家醫院學術合作計畫尚未完成收
案。 

 

 

 
五、分子生物研究 

 

 1. 生物巨分子間相互之作
用。 

2. 遺傳性狀表現與調控，分化
及發育。 

3. 核糖核酸剪接機制之應
用。 

4. 植物分子生物學。 
5. 結構生物學。 
6. 分子免疫學。 
7. 基因轉殖老鼠。 
8. 毒殺型淋巴球免疫記憶之

細胞分子與結構機制。 
9. 發育中之轉錄調控。 
10.前有永久性研究人員(35

人)共同訓練博士後副研
究員，博士及碩士班研究
生，實行以來甚得各方面
之支持。本次仍繼續求更
進一步之發展。本所並與
台北醫學院、陽明大學、
台灣大學，國防醫學院等
聯合訓練博士班及碩士班
學生，並且參與培育。 

1. 持續完成研究計畫。 
2. 邀請國外專家學者參與學術演講活動共 59

場。 
3. 出席國際會議共 60 人次，研討會中發表論

文共 54 篇，發表期刊論文 79 篇。 
4. 與陽明大學持續合作進行碩博班研究生培

育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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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農生生物科技研究 

1. 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專題。
2. 草藥科技研究專題。 
3. 分子疫苗科技研究專題。
4. 酵素科技研究專題。 

 
1. 已於 100 年 10 月 20 日至 21 日舉辦「2011

農業生物科技國際研討會-草藥用於調節免
疫力與癌症」，國內外 200 多人名參加。邀
請國內外知名學者17人與會演講並於11月
1 日至 2 日舉辦第四屆楊祥紀念講座約 300
多人報名與會。 

2. 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或出席演講共 86 人
次，67 人次參與壁報展出。 

3. 共舉辦 31 場次學術專題演講。 
4. 發表 90 篇論文於國內外刊物。 
5. 國內學人短期來院訪問 1人；國外顧問專家

學者到院訪問 1人次。 
 

 七、生命科學圖書館 
1. 生命科學相關中西文圖書

及視聽資料採購、編目及典
藏。 

2. 徵集、訂購與裝訂各式生命
科學相關專業期刊。 

3. 推廣各式圖書資訊之利
用。 

4. 統計各項圖書館相關資料
暨評估工作效益。 
 

 
1. 採購超過 42,000 餘種圖書、電子書及資料

庫。 
2. 徵集及訂購 2,000 餘種期刊及電子期刊。 
3. 定期舉辦生物資訊課程(全年約 20 次)，致

力推廣圖書館資訊，提高館藏之利用。 
4. 改善圖書館服務品質。 

 八、臨海研究站  

 1. 使用「嗅覺生理記錄法」研
究十五種台灣養殖魚種的
嗅覺靈敏曲線，發現各種類
最敏感的前四種胺基酸組
成有顯著的差異。 

2. 大型螢光觀賞魚之開發計
畫。 

3. 延續魚、蝦類抗菌物質飼料
填加劑之研發。 

4. 吳郭魚及石斑魚先天性免
疫辨識病原訊息傳導之研
究。 

5. 魚類疫苗佐劑之研究。 

1. 吳郭魚TH2-3抗菌蛋白也可救援得到敗血症
的 zebrafish，也會刺激相關的免疫基因表
現。 

2. epinecidin-1 抗菌蛋白可以調控免疫基因
表現，並援救得到 Vibrio vulnificus 感染
之斑馬魚生存。 

3. 吳 郭 魚 TH1-5 抗 菌 蛋 白 與 石 斑 魚
epinecidin-1 抗菌蛋白可以調節免疫基因
表現，並保護日本腦炎病毒對老鼠之侵襲。

4. 利用原位雜交分析盲鰻胚胎時期，Pax1/9
和 TWIST 基因在體軸之表現。 

5. 海洋酸化對魚類聽覺影響的實驗，證明當海
水酸鹼由目前正常的 8.15 降為 7.99 (大氣
中二氧化碳為 600 ppm)， 7.93 (大氣中二
氧化碳為 700 ppm)， 7.86 (大氣中二氧化
碳為 900 ppm) ，會使得受測試的小丑魚聽
力閾值有顯著的上升。意味著海洋酸化，會
對海洋魚類聽覺能力有負面的影響。 

6. 殺雜草劑「大利松 diazinon」對淡水螯蝦觸
角上的機械感覺細胞的活性，即令在 0.5 
mg/l 只要 2 小時的浸泡，就會喪失其生理
的反應功能。因其殘留期長，未來對此殺草
劑的使用，應有更嚴格的控管，以確保水族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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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分析石斑魚於孵化後，其胸腺及 T淋巴細胞
的分化及發育。 

8. 設計不同 CpG 寡去氧核醣核酸，分析其於免
疫刺激後對於不同型石斑魚 Toll-like 
receptor 9 (TLR9) 之差異性表現的調控以
及於抗病毒疫苗之應用。 

 九、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1. 「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2. 「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3. 「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4. 棲地復育及經營管理研

究。 

1. 舉辦 1場國際研討會。 
2. 發表學術論文 76 篇。 
3. 學術研究討論演講 22 場。 
4. 出版動物研究學刊 6期。 
5. 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34 人次在該中心進行

研究。 
6. 國內學人短期訪問 3人。 

   

 十、基因體研究計畫  

 1. 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心。 
2. 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心。 
3. 物理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

中心。 

1. 截至 100 年 12 月底已延聘研究人員、研
究技術人員 38 名，增加研究團隊之研究
人力。 

2. 邀請 32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至演講交流。
3. 邀請 15 位國外專家學者訪問，從事研究

並進行學術交流。 
4. 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117 人進行研究。
5. 派員參加出席國際性會議 140 人次。 
6. 已辦理重要儀器設備購置（例如即時電子

式細胞分析系統、快速蛋白質全自動純化
系統、胜肽合成儀、倒立式掃瞄系統及電
腦工作站、即時電子式細胞偵測分析系
統、客製化流式細胞高速四向分選儀擴增
系統、低溫堆疊式試管震盪器、動態雷射
光散射量測儀、電動倒立螢光顯微鏡、超
高速觸控式細胞破碎機、快速形同步定量
偵測系統、高感度冷光螢光生醫影像系
統、溶液相石英晶體微天平系統、全自動
蛋白質高壓純化及分析系統、共軛焦顯微
鏡更新光纖等貴重儀器），以供專題研
究，核心設施正常運作。 

   

 十一、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創新生物科技及推動南部生
物科技產物發展。 

1.與成大合作共同指導9位博士班及3名碩士
班研究生。 

2. 發表 3篇 SCI 研究報告。 
3. 邀請國內學者 3位舉辦演講，短期到院研究

學者 2位， 
4. 研究與行政人員於 100 年 1 月 10 日開始進

駐新落成之「南瀛生技研發大樓」。 
5. 9 月與臺南市政府農業局續約 2 年，免付費

承用蘭花科技園區溫室 1間，進行與園區內
蘭花廠商之科技交流與及學術研究之用。 

6. 支援台灣生技產業聯盟事務，於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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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南瀛生技研發大樓楊祥發講堂」舉辦第
二屆會員代表大會暨理監事會議，並有該聯
盟超過 15 家廠商在會場舉辦成果展與新產
品發表大會。 

7. 於 7 月 21 至 24 日參加 2011 臺灣生技月於
台北市世貿展覽館設展示台，展出基因改造
蘭花及其它研發成果。 

8. 參與臺南市政府「101 臺南國際蘭花節」籌
備會議。 

9. 12 月 21 日支援舉辦「中央研究院生技及中
草藥技術成果發表會」。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

究 

 
一、史學及考文研究 

 

 1. 經常性研究計畫： 
(1) 歷史學門。 
(2) 考古學門。 
(3) 人類學門。 
(4) 文字學門。 

2. 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 
3. 重要典籍史料整理、資料庫

建置及文物館、圖書館等服
務性工作。 

4. 出版研究成果。 

【已完成】 
1. 舉辦 9場學術研討會、1場研習營；20 場學

術講論會、1 場數位成果發表會暨紀念室啟
用儀式；邀請國外訪問學者 7人。 

2. 歷史學門發表論文 45 篇、專書 8 本、會議
論文 56 篇；考古學門發表論文 25 篇、專書
2本、田野調查報告 12 篇、會議論文 34 篇；
人類學門發表論文 14 篇、專書 2 本、會議
論文 7篇；文字學門發表論文 14 篇、專書 2
本、會議論文 11 篇。 

3. 8個專題研究室舉辦各類演講及座談會共35
場，並持續蒐集相關資料。 

4. 台灣考古標本檢核修檔計約 52,900 筆、提
借與調閱計 24 人次；中原考古文物提調研
究 17,515 件次；殷墟人骨整理 120 個體骨。

5. 文物陳列館接待參觀人數 7千餘人，辦理特
展 1次。 

6. 漢籍電子文獻資料庫：建置約 2,091 萬字，
輸入 2,246 萬字。 

7. 明清檔案：整理 729 件又 23,925 頁、完成
摘要14,228件、線上資料庫閱覽申請73件。

8. 傅斯年圖書館：服務到館使用 15,630 人次、
團體參觀 24 次。採購圖書 7,834 冊、交換
贈送 1,321 冊；現期期刊採購 568 種、交換
贈送 599 種。圖籍複製 324,898 頁。善本圖
籍掃描約 46,054 頁。 

9. 出版《集刊》4 本；《古今論衡》1 本、Asia 
Major 2 本、《法制史研究》2 本。專刊 2 種。

10. 協助國內外訪問學者 35 人次從事研究工
作。  

  【未完成】 
1. 《古今論衡》因稿源及編排問題，第 2本延

至 101 年 2 月出版。 
2. 文物陳列館第一期防震典藏櫃設置，尚在辦

理公告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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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民族學研究  

 1. 文化史與族群記憶研究。
2. 文化與心理介面的研究。
3. 當代社會發展的歷史與社

會脈絡研究。 
4. 文化展演與詮釋研究。 
5. 博物館數位典藏計畫與臺

灣原住民數位典藏計畫。
6. 《番族調查報告書》等翻譯

及專書出版計畫。 
7.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臺灣人類學
刊》暨《民族學研究所資料
彙編》編輯出版計晝。 

8. 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
助計晝。 

1.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會
上提報論文約 48 篇，學術專著 1 本，另出
版書刊詳如下： 
(1) 定期刊物 2期。 
(2) 專書 1本。 
(3) 翻譯專書 2本。 
(4) 文獻目錄 1冊。 

2. 舉辦研討會： 
(1) 學術研討會： 

　第八屆人類學營，100.7.4-7.7 於南
投縣埔里鎮國立暨南國際大學人文社
會學院舉行，與會人數 90 人，發表論
文 13 篇。 

　第七屆華人心理學家學術研討會，
100.9.1-9.3 於本院人文社會科學國
際會議廳舉行，與會人數 369 人，發
表論文 300 篇。 

　臺灣人類學與民族學學會「民族、民
主、民生：人類學的場域」，100.10.8-
10.9 於本所第一、三、四及 2320 會
議室舉行，與會人數 270 人，發表論
文 104 篇。 

　「女書回生國際研討會」暨《女書．
回 生 》 記 錄 片 首 次 映 演 ，
100.10.27-10.28 於國家圖書館國際
會議廳舉行，與會人數 270 人，發表
論文 104 篇。 

　 2011 年性別與人類學知識研討會，
100.11.18-11.19 於民族所第一會議
廳舉行，與會人數 85 人，發表論文
85 篇。 

　藏彝走廊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
來發展，100.12.19- 12.20 於民族所
第一會議室舉行，與會人數 13 人，發
表論文 9篇。 

(2) 舉辦週一演講 17 次，研究群報告會 5
次，午餐時間演講 19 次。 

3. 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24 次。 
4. 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 21 位，大陸學者 131

位。 
5. 協助內外訪門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12

人。(學人 6人、學員 6人) 
6. 協助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從事研究工作 3

人。 
7. 圖書館： 

(1) 圖書館圖書設備費執行狀況：已完成
西文圖書訂購 1,996 冊；東方語文圖書
訂購 1,694 冊；現行期刊種數 568 種；
期刊合訂本 440 冊；中西文過期期刊 18
種；中西文電子書 5 種；參與「台灣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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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電子書聯盟(第 4 年)」可共用約
10,713 筆線上電子書全文。 

(2) 圖書館資訊設備執行狀況：已完成購
置個人電腦主機 4台；液晶顯示器 5台；
不斷電系統 3 台；桌上型中階網路附加
儲存系統 1台；資訊軟體 5種。 

8. 博物館： 
(1) 籌辦「人類學家的足跡－臺灣人類學

百年特展」巡迴展，首展地點於臺灣博
物館，展出民族學類館藏 84 件。 

(2) 展示更新─籌辦 1 個專題特展「劉枝
萬先生文物及圖書捐贈展」；進行 2處常
設展示更新：「臺灣漢人民間信仰」、「三
零年代中國南方邊疆民族典藏展」。 

(3) 教育推廣─舉辦 4 場博物館展示相關
講座及 1 場特展座談會：「策展『香火與
進香』」、「神、鬼、祖先與兵將」、「道士、
法師、乩童及通靈人」、「劉枝萬先生捐
贈展展區導覽」、「劉枝萬先生文物及圖
書捐贈展示座談會」。 

(4) 參觀服務：受理 28 場團體(共 1,035
人次)導覽服務預約，全年總參觀人數共
1,753 人次。 

(5) 交流合作及學術支援─借展交流案 4
件(共借展文物 20 件次)、展區採訪或拍
攝申請案 4件、藏品利用調閱案 2件(共
調閱藏品 26 件次)。 
借展交流：科博館「臺灣媽祖進香文化」
借展 5件、高雄市歷史博物館「哪吒三
太子的異想世界」借展 10 件、高雄市歷
史博物館「臺灣媽祖進香文化」借展 4
件、法國布利碼頭博物館「Master＇s 
Pieces」借展 1件。 
藏品利用調閱：劉斐玟女士「女書‧回
生」紀錄片拍攝計畫(調閱女書 2件)、
東華大學碩士生陳聖鈞研究計畫(申請
調閱達悟族文物 24 件)。 
展區採訪或拍攝：劉枝萬先生文物及圖
書捐贈展座談會媒體採訪(報紙 4則、網
路 15 則、電視 2 則)、To＇Go 旅遊雜誌
「博物館巡禮」專欄報導 1篇、協助
Tahiti 博物館「Our Ancestors from 
Taiwan?」攝影展取材、協助教育部「全
國通識課程與與教學資料庫建置計畫」
英文導覽影音拍攝。 

(6) 藏品及資料維護管理： 
　館藏台灣原住民族文物提報文建會古
物審議委員會通過指定列為國寶，共
計 2組 8件。 

　文物登錄入藏 36 筆(含購藏及捐贈)。
　文物典藏級數位圖檔拍攝 35 筆、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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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野影像高階補掃描(2400dpi)43
筆。 

　國外人類學紀錄片薦購資料入藏 4
筆。 

 
(7) 技術支援： 

　影音像數位及後製 116 件。 
　視聽設備及資料借閱服務 123 人次。
　薦購視聽多媒體設備 13 項。 

(8) 硬體設施改善： 
　典藏庫房二三樓新增門禁、監控、數
位溫濕度紀錄器 8 個、空調定時切換
裝置等完成裝設啟用。 

　典藏庫房二樓新增典藏櫃四座、三樓
新增防潮櫃兩座，229 件文物完成移
入保存。 

　新增312庫房之24小時空調裝置及典
藏櫃 9座完成裝設啟用。 

   

 三、近代史研究及史科搜集整
編 

 

 1. 政治外交史研究。 
2. 社會經濟史研究。 
3. 文化思想史研究。 
4. 口述歷史訪問。 
5. 史料搜集整編出版及學術

交流。 
6. 胡適研究計畫。 
7. 圖書、檔案資料之徵集。

1.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專
題與進度發表成果，計發表論文 29 篇、出
版專書 2本，舉辦「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
研討會、「辛亥革命百年」研討會、「蔣介石
與現代中國的再評價」研討會。 

2. 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專
題與進度發表成果，計發表論文 35 篇，出
版專書 1本，舉辦「動亂中的城市：歷史地
理資訊系統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生活」工作
坊。 

3. 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專
題與進度發表成果，計發表論文 41 篇，論
文集 1本，舉辦「近代中國知識轉型與知識
傳播，1600-1949」研討會，「自由主義的歷
史與理論：紀念胡適先生 120 歲誕辰」。 

4. 口述歷史訪問、史料搜集整編出版及學術交
流計畫： 
(1) 完成口述歷史年度訪問計畫，整理訪

問紀錄。 
(2) 學術交流方面，計有 66 人次參加國際

性學術會議，宣讀論文 66 篇；邀請國外
學者專家來華訪問 12 人次，並演講 12
次。 

(3) 學術討論會計 36 次。 
5. 圖書資料購置編目及管理計畫：完成年度圖

書資料採購，計圖書 7,616 種、9,494 冊，
資料庫 13 種，微卷 2 種 82 卷，光碟片 29
種 165 片，並完成編目、上架工作。 

6. 檔案資料徵集編目及管理計畫：完成年度檔
案徵集，編目整理 7,121 筆、檔案數位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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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製作 721,627 頁。 
7. 胡適研究計畫：完成胡適檔案及藏書目錄整

編14,724筆，胡適檔案數位典藏12,653頁。
   

 四、經濟研究  

 1. 主題研究群： 
(1) 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
(2) 計量模型及檢定方法。
(3) 人力資源的產生與市

場機制。 
(4) 經濟理論與數理經濟。
(5) 公共經濟與健康經濟。
(6) 環境、資源與農業經

濟。 
(7) 國際經濟與產業。 
(8) 家庭互動之經濟分析。

2. 主題型政策研究計畫： 
(1) 經濟預測與政策。 
(2) 公共政策研究。 

3.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國
際傑出經濟學者來訪；舉辦
國際會議；每週舉辦學術討
論會。 

4. 出版「經濟論文」及「臺灣
經濟預測與政策」期刊等。

1. 已舉辦 4 場國際研討會，5 場國內研討會，
及 69 場所內討論會。 

2. 共有 34 位國外學者來訪，及 25 人次研究人
員出國訪問研究及出席國際會議。 

3. 出版經濟論文4期，台灣經預測及政策2期。
4. 已完成研究計畫 37 項及 68 篇研究報告。 
5. 購置 西文圖書 197 冊，中文圖書 42 冊，日

文年報 6冊。西文期刊 267 種，中文期刊 11
種，日文期刊 4種及資料庫 15 種。 

   

 五、歐美研究  

 1. 中長程學術發展： 
(1) 文化研究。 
(2) 美台中關係。 
(3) 歐美公共政策、兩性平

權。 
(4) 歐洲聯盟。 
(5) 新實用主義。 

2. 部分個人研究計畫。 
3. 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

會。 
4. 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5. 遴選研究人員至歐美學術

機構作短期研究，邀請歐美
學人來所進行合作研究並
交換心得，鼓勵研究人員出
席國際會議並提出研究論
文。 

6. 獎勵國內學人來所從事短
期訪問，加強學術交流。

7. 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
料、微捲及光碟資料。 

8. 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
備，提升研究效能。 

1. 已完成個人研究論文共 100 篇、出版定期刊
物 1種 4期、專書 9冊。 

2. 舉辦10場學術研討會，並宣讀論文與主題演
講120  篇。 

3. 舉辦學術討論會、演講及座談會31場。 
4. 參加國際學術會議者計 41 人次、邀請國外

來訪專家學者計 13 人次。 
5. 國內學人短期到院訪問研究者計 7人次，出

國短期研究計 4人次。 
6. 增加西文書 3,302 冊、中文書 480 冊、視聽

資料 128 種、文字型光碟 46 片、聲音型光
碟片 1片、磁碟片 1片、DVD106 片、微縮資
料 325 捲、續訂資料庫 11 種、新訂資料庫 1
種、西文期刊新訂 6種、續訂 681 種、刪訂
4種、中文期刊續訂 27 種。 

7. 採購與更新軟體 32 種 357 套、個人電腦 25
台、螢幕 5 台、伺服器 1 台、筆記型電腦 5
台、印表機 15 台、防火牆 1 台、不斷電 6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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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中國文哲研究 

 

 1. 重要研究計畫案： 
(1)文學研究方向。 
(2)哲學研究方向。 
(3)經學研究方向。 

2.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行旅、離亂、貶謫與明

清文學。 
(2)罪悔、療疾與宗教文化

書寫。 
(3)明清文學語境中之秩

序與失序。 
(4)集體意識與現代性：歐

亞研究語境中的華文
文 學 文 化 批 判
（98-100）。 

(5)跨文化現代性：歐亞語
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
（101-103）。 

(6)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
儒學。 

(7)民國以來經學研究計
畫。 

3. 新興研究計畫： 
(1) 前瞻計畫補助「漢詩

與外交：十四至十九世
紀的東亞使節文化書
寫」。 

(2) 臺灣電影研究（100年
-101年）。 

(3) 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
（100年）。 

(4) 國際合作計畫（與越
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
所等）：「越南漢文獻研
究計畫」。 

1. 來訪學者共38人（特約訪問學人5人、訪問
學人17人、訪問學員13人、國內短期來院訪
問3人）。  

2. 舉辦演講共35場（專題演講1場，學術討論
會8場，座談會26場）。 

3. 舉辦學術會議計有13場： 
(1) 合辦第四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論文51篇。 
(2)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第三次

小型研討會，發表論文10篇。 
(3) 跨文化中的華文文學文化（一）學術

研討會，發表論文3篇。 
(4) 合辦儒家聖學及其當代意義：安靖如

宋明儒學研究工作坊，發表論文20篇。
(5) 「 新 中 國 六 十 年 的 經 學 研 究

（1950-2010）」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發
表論文14篇。 

(6) 越南儒學傳統與創新國際研討會-合
辦，發表論文21篇。 

(7) 「 新 中 國 六 十 年 的 經 學 研 究
（1950-2010）」第二次學術研討會，發
表論文16篇。 

(8) 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31篇。
(9) 「2011 明清研究前瞻」國際學術研討

會，發表論文18篇。 
(10) 博士後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發表會，發

表論文4篇。 
(11) 「行旅、離亂、貶謫與明清文學」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17篇。 
(12) 跨文化中的華文文學文化（二）學術

研討會，發表論文12篇。 
(13) 合辦第二屆海峽兩岸國學論壇暨第三

屆海峽國學高端研討會。 
4. 出版品： 

(1)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7-38 期、《中
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80-82 期。 

(2) 《新理想、舊體例與不可思議之社會
──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
秀作家的轉型現象》。  

(3) 《大江健三郎：從自我到世界》。 
(4) 《楊復再修儀禮經傳通解續卷祭禮》

(上中下)。 
(5)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當

代新儒學與京都學派》。 
(6) 《猶太與中國傳統的對話》。 

  
七、台灣史研究 

 

 1. 臺灣史研究計畫： 
(1) 社會經濟史研究群。 

1.在研究課題上致力於社會經濟史、殖民地
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等五大領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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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殖民地史研究群。 
(3) 族群史研究群。 
(4) 文化史研究群。 
(5) 環境史研究。 

2. 史料整理計晝。 
(1)檔案館正式設置，將擴

展古文書與檔案蒐藏類
型與來源，特別是在民
間檔案(個人和家族文
書等)。 

(2)積極進行蒐藏文書檔案
之整編與數位內容加值
工作。 

(3)發展檔案典藏系統和數
位加值知識庫。 

(4)遴選適當人物進行口述
訪談。 

(5)解讀林玉雕先生日記、
林獻堂家族與黃旺成之
日記，及本所購藏相關
史料。 

研究，發表專書、會議論文約計 79 篇。 
2. 共進行 9 次定期學術演講、1 次訪問學員發

表會、36 次各研究群自行主辦的講論會、2
次國際學術研討會、4次國內學術研討會、6
次工作坊、1次座談會。 

3. 圖書期刊及資料庫採購、整編：採購中文圖
書 1,205 冊；日韓文圖書 1,381 冊；西文圖
書 388 冊；受贈圖書資料 3,415 冊/件；訂
購期刊 87 種；交換贈送期刊 167 種；資料
庫訂購 6 種。整編圖書資料 6,779 冊/件、
裝訂期刊 880 冊、濱下武志文庫圖書期刊
5,544 冊供閱覽流通。 

4. 檔案徵集、整編與流通：(1)新入藏檔案，
機關團體檔案約 4,000 件、個人及家族檔案
約 5,900 件。(2)檔案整編完成後上線開放
情形：截至 100 年 12 月 31 日，檔案系統約
35,500 件，影像 541,000 幅，舊籍系統圖書
3,090 冊、期刊 85,870 篇。(3)新開放日記
知識庫，收錄 18,576 篇 500 萬字。(4)到訪
人次近千人次。(5)檔案、舊籍複印量近
44,000 頁。(6)資料庫總瀏覽量 285,000 餘
頁。 

5. 口述歷史方面進行「臺灣警察幹部訓練班成
員口述訪問」(預計於 101 年 3 月進行定稿
排版作業)、「家族、宗教與音樂─鋼琴家高
慈美親朋故舊口述訪問」、「林瑞明教授訪問
計畫」、「蘇哲夫先生夫人訪問計畫」、以及
「楊寶發先生訪問計畫」等。 

6. 已出版《灌園先生日記》19-21 冊、《黃旺成
先生日記》6-7 冊、專書《族群、歷史與地
域社會：施添福教授榮退論文集》、《國策會
社與殖民地邊區的改造：臺灣拓殖株式會社
在東臺灣的經營(1937-1945)》、工具書《臺
灣史研究文獻類目2010年度》、學術期刊《臺
灣史研究》18 卷 1 期至 18 卷 4 期，計 12
件。 

  
八、社會學研究 

 

 1. 組織與網絡研究。 
2. 族群與階級研究。 
3. 家庭與青少年研究。 
4. 台灣社會變遷。 
5. 經濟與社會研究。 
6. 歷史與社會研究。 
7. 區域比較研究。 
8. 社會學史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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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期、
專書及專著等 9本，發表論文 89 篇。 

2. 舉辦 8次學術研討會及 5次工作坊，共發表
107 篇論文，計 890 人參加。 

3. 舉辦 27 次學術演講，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64 人次，並提報論文 64 篇。  

4. 從事學術交流、與合作之訪問者 38 人。 
5. 邀請外籍學者專家來華訪問 9次，並舉辦演

講 9 次。 
6. 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計 26 人。 
7. 訂購書刊館藏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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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文圖書 2,555 冊。 
(2) 東方語文圖書 1,874 冊。 
(3) 現期期刊 155 期。 
(4) 資料庫 11 種。 

  
九、語言學研究 

 

 1. 語言結構分析計畫。 
2. 跨學科研究計畫。 
3. 瀕危語言搶救調查研究計

畫。 
4. 語言典藏與語言調查研究

計畫。 

1. 舉辦 35 場重要學術演講，5場國際研討會。
2. 發表約 72 篇刊物與學術論著。 
3. 積極參與 1個國家型科技計畫。 
4. 主持並參與本院 1項主題計畫。 
5. 執行 23 個國科會研究計畫。 
6. 出版語言暨語言學期刊：從第 12 卷第 1 期

至第 12 卷第 4期。 
7. 出版語言暨語言學專刊：《龔煌城西夏語文

研究論文集》、《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論文
集》、《邵族傳說歌謠集》、《四川境內的客方
言》、《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ang Dialects》。 

  
十、政治學研究 

 

 1. 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研究。 

2. 中國大陸與社會主義政經
轉型研究。 

3. 兩岸關係與國際關係理論
研究。 

4. 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
發展研究。 

5. 政治學研究方法。 

1. 已完成個人期刊論文共 20 篇，會議論文 47
篇，專書 2本，專書論文 16 篇。 

2. 主辦及合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場，大型國內
學術研討會 2場，研習營 1種。 

3. 參加國際性會議40人次。 
4. 邀請學者專家發表學術演講241人次。 
5. 邀請海外學者來訪12人次。 
6. 增加西文書 674 冊，中文書 1,215 冊，非書

資料 87 片；訂購西文電子資料庫 9 種，中
文電子資料庫 3 種；訂購西文期刊 45 種，
中文期刊 18 種，日文期刊 2 種；增加裝訂
期刊 187 冊。 

  
十一、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 特定主題取向研究集群：
(1)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2) 制度與行為研究專題中

心。 
(3) 衛生史研究計畫。 
(4) 資料探勘與學習研究計

畫。 
2. 區域研究取向研究集群：

(1)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
(2)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3)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

心。 
(4)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

畫。 
3. 資料庫建置與應用研究集

群： 
(1)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1.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3 卷 1 至 4
期、「田野考古」第 12-14 卷、「亞太研究論
壇」第 51 至 54 期、「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第 25-26 期、「學術調查研究資料庫通訊」
第 36-39 期、「督訪頻道」第 23 期等 6 種定
期刊物及中英文專書共 3冊。 

2. 於國內外學術機構發表論文 109 篇、技術報
告 4篇。 

3. 舉辦 27 場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論
文 454 篇、89 場演講會、7場研習營及召開
工作坊 5場。 

4. 國外學者(含大陸)來訪及參加研討會共計
208 人次。 

5. 完成「台灣人民法律糾紛解決行為模式的實
證研究調查」面訪調查 5,600 份及累計 7萬
多件地圖與航空照片數位典藏。 

6. 續訂中、外文期刊 507 種、增購中、外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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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理資訊科學研究專
題中心。 

(3) 歷史人口研究計畫。 
(4) 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

畫。 

4,268 冊及資料庫 13 種。 
7. 購置 30 台個人電腦、5 台筆記型電腦、60

台平板電腦、25 台液晶螢幕、2台伺服器、
3台掃瞄器、3台印表機、3台數位相機、建
置資料庫系統開發 2套及 57 套軟體等。 

  
十二、法律學研究 

 

 1. 研究組群計畫： 
(1)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
(2)行政管制與行政爭訟。
(3)科技發展與法律規範。

  (4)法律思想與社會變遷。
  (5)大陸與港澳法律發展。
  (6)司法制度、司法行為與

立法學。 
2. 個人研究計畫： 

(1) 深耕計畫。 
(2) 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

構之研究。 
(3) 憲法修正的界限與方

式。 
(4) 數位匯流時代資源管

理法制之革新。 
(5) 法律經濟分析的制度

轉向。 
(6) 原住民族集體權之理

論探析與系譜構建。 
(7) 法人團體基本權利保

障之重要具體問題尋
繹。 

(8) 憲法審判權中和解途
徑之初探。 

(9) 禁止酷刑：國際標準
與憲法理念。 

(10) 既存檢體與資料的研
究倫理與法律議題。

(11) 勞工身體的規訓與整
合型職災補償體制之
研究。 

(12) 法律思想與社會變遷
-法律論證與法學方
法。 

(13) 交互詰問制度之成效
評估-由實證研究之
觀點考察(二)。 

(14) 憲法解釋之理論與實
務。 

(15) Topik對當代法學方
法論發展的意義。 

(16) 憲法領域中的規範與
現實。 

1. 舉辦學術研討會： 
(1) 2011-06-24第二屆「司法制度實證研

究」國際研討會，發表論文13篇，參
加學者330人。 

(2) 2011-11-16「2011行政管制與行政爭
訟」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7篇，參加
學者480人。 

(3) 2011-12/9-12/10第八屆「憲法解釋之
理論與實務」學術研討會，發表論文
15篇，參加學者454人。 

(4) 舉 辦 個 人 學 術 年 度 演
講會25次；各研究組群亦個別舉辦多
次演講活動。 

2. 出版本院法學期刊 2 期及專書 5 本。 
3. 參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22 次，發表論文 15

篇。  
4. 邀請國際專家學者到院訪問 3 次，並舉辦

演講會 3 次。 
5. 邀請大陸學者來台短期研究 7 人，及大陸

各大學法律學者到院座談進行學術交流 6
次。 

6. 增加西文語文書 1,643 冊、東方語文書
213 冊、西方語文期刊 123 種、西文語文
期刊 33 種、東方語文資料庫 3 種，西方
語文資料庫 2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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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最高行政法院判例之
檢討。 

(18) 憲法、公共政策與社
會變遷。 

(19) 公共衛生法律體系之
分析與建構。 

(20) 跨行「法律化社會中
之紛爭解決實證研
究」之可行性評估。

(21) 國際公共衛生法規範
的發展與困境。 

(22) 民事集中審理研究－
由裁判法之分析到個
案實證考察。 

(23) 經濟分析與類推適
用。 

(24) 當前行政實務上爭議
問題之研究。 

  
十二、人文館 

 
 

 人文館基本行政工作維持費。 人文館各項公共事務費用，如清潔、保全、機
電、消防人員服務費、公共區域建物維護費、
大樓機電設備維修均順利完成發包與執行完
畢。 

   

營建工程   

 一、天文數學館新建工程 

  天文數學館據本院與台

灣大學簽署之合作協議

書，由本院編列建築預

算、台大提供土地方

式，合建天文數學館。

本館坐落台大校總區之

西北側。基地為前男十

四宿舍用地。基地面積

約 6,000 平方公尺。興

建地上十四層，地下三

層之建物供本院及台大

天文、數學(系)所計 4

單位研究、教學合作。

總樓地板面積約 30,863

平方公尺。 

1. 本建築工程已完工取得使用執照，使用單位
(本院數學所、天文物理所、臺灣大學數學、
天文系所等)已進駐使用中。 

2.因有逾期罰款、土石方及利益衝突迴避等問

題無法辦理決算；已召開多次協調會議

(5/2、5/29、6/20、7/19)與廠商、監造單

位及專管單位共同研商解決方案。 

   
 二、第四迴路電力工程 

  本院供電迴路已滿載，

尖峰用電已達極限，本

 

本工程設備已裝置完成，台電已於 101 年

5 月 3 日完成送電，並於 7月 22 日改接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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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計畫向台電申請分

戶供電，並針對現有主

電力系統進行負載檢討

及改接，完成後將可解

決現有供電能力不足問

題，並提升用電安全及

可靠度。 

關系所。 

   
 三、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本院為配合國家生技產
業之發展，計劃於國防
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
第202廠區內，開發「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藉由
本院充沛的研發動能，
配套規劃生技產業育成
中心，在學術研究與產
業發展之間建立優良的
生技產業研發環境。其
中，「研究中心」提供生
物科技產業相關政府單
位及研究機構所需的空
間與軟體設施，以強化
基礎研究與產業銜接的
轉譯醫學研究；「育成中
心」主要著重於將生命
科學研究成果的重要發
明，透過輔導新創公司
與研究成果技術移轉之
方式，將其產業化，達
到技術及產業升級的目
的。 

 

1. 完成環境影響評估，並獲有條件通過。

2.完成開發計畫修正，並獲原則同意。 

3.完成用水計畫審議，並獲同意及備查。

4.續辦山坡地開發許可及水土保持計畫

送審程序，並進行園區公共工程及建築

工程之專案管理、規劃設計及新建工程

等相關工作項目。 

5.委託國防部第202廠續辦該廠搬遷釋地

作業，包括：建物代拆代建（含廠房、

炸藥庫、圍牆、兵舍及 150 噸地下水池

等）、機具設備採購及防爆系統重置。

6.緩衝取用地取得事宜，辦理興辦事業計

畫報經許可前應舉行之公聽會。 

   
 四、跨領域科技研究大樓

新建工程 
 

   於本院院區內之中南段
二小段372地號等29 筆
土地，新建總樓地板面
積約31,070平方公尺之
跨領域科技研究大樓 l
棟，提供生物多樣性、
數理與生命科技所需研
究空間。 

本工程於 99 年 11 月 19 日開工，契約工

期至 101 年底完工，結構工程已施作至屋

突一層，刻正施作外裝工程吊裝作業、室

內裝修工程、機電空調設備施作，截至 101

年 6 月 30 日止，工程實際累積進度為

57.731%，工程順利推動中。 

   
   
 五、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

本計畫為配合「大門入
口北側機能區新建工

 

本案分為二期工程執行，第一期為生科大

道改善及舊建物拆除工程，第二期為院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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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綜合大樓及地
下停車場新建工程」，推
動院區入口意象再造、
交通系統改善及生命大
道空間塑造等內容，及
配合上述工項執行「院
區大門周邊區域改造工
程」先期規劃，以賦予
院區大門嶄新風貌。 

入口意象塑造、導覽系統強化及舊建物拆

除後之綠地規劃。 

1.第 1 期工程業已於 101 年 5 月 30 日竣

工，刻正辦理驗收結案作業中。 

2.第 2 期工程刻正施工中，預計 101 年 8

月底完竣。 

   

 六、環境變遷研究大樓新建工
程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自民國 88 年起歷經籌
備、成立迄今，均借用
院內既有研究設施，並
分置於不同研究大樓，
為整合該中心之研究環
境，建置本院數理組跨
領域研究平台，以因應
全球環境變遷相關議
題、培育台灣專業研究
人才、保育台灣生活環
境及全球永續發展，規
劃興建本研究大樓。 

 
 
本案已完成建築師徵選及決標作業，並核
定委辦廠商提送之工作執行計畫書及地
質鑽探暨試驗報告書，其基本設計已於
101 年 4 月 9 日提送「院區環境規劃委員
會」會議審議，建築師現在依審查意見辦
理修正作業，預計於 101 年 12 月完成基
本設計核定，通過都市設計審議，取得建
造執照等相關作業。 

   

 七、核磁共振研究設施新建工
程 

  於本院區內之中南段三
小段 128 及 131 地號，
新建地上二層之建築，
面積約 1500 平方公尺，
提供本院核磁共振等科
技研究成果及本院生態
保護宣導與教育之展
示。 

 
 
本工程建築師已完成初步設計，刻依 101
年 4 月 9 日「院區環境規劃委員會」會議
結論修正基本設計內容，預計 101 年底完
成基本設計等事宜。 

   

 八、臨海研究站聯外道路修繕
工程 

  臨海研究站聯外道路修
繕工程，道路寬度約 6
公尺、長約 280 公尺，
路面以鋼筋及 3000psi
混凝土鋪設，並於兩側
加設矮護牆，維護行車
安全，完工後除強化路
面及結構，避免地基下
陷龜裂，並增設護欄、
改善排水系統功能，以
解決與道路兩旁養殖戶

 
 
本工程已於 101 年 5 月 30 日完工通車使用，
目前辦理驗收作業，預計 101 年 8 月底前完成
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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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紛爭，進而提升研究
發展。 

   

 九、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
  本案係於院區內南港區
中南段三小段84地號新
建綜合型集合住宅之學
人寄宿舍，擬建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鋼筋混凝
土建物 1 棟，總樓地板
面積約 17,657 平方公
尺。 

 
本案已於 100年 10月 22日決標基本設計
暨監造技術服務廠商，並於 101 年 3 月 22
日決標統包廠商，現已完成都市設計審議
作業程序，刻正辦理環境影響差異分析、
細部設計及申請建造執照作業。 

   

交通及運輸設備 交通及運輸設備 
為研究需要，新增、汰購 2
輛工作車，以供調查採集等使
用。 

已如期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