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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央 研 究 院 
總  說  明 
中華民國 103 年度 

壹、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 

    本院目前共有 24個研究所及 7個研究中心，分為數理科學、生命科學、人文及

社會科學三大領域。103年本院組織法修正通過後，將增設工程科學組。現有人力包

括研究人員 923名、研究技術人員 95名、博士後研究員 1,066名、行政技術人員 278

名、約聘僱研究助理 3,480名、研究生 1,901名，總數為 7,743名。 

    在全院同仁潛心研究下，本院學術研究論文發表成果斐然，且質量俱佳。在量

的方面，據 Web of Science迄今統計，本年共發表 SCI, SSCI, A&HCI論文 2,051

篇，平均一位研究人員約 2.2篇；在質的方面，據 ESI統計，近 10年平均每篇論文

被引用次數達 12.86次，表現極為亮眼。本院將持續厚植基礎研究，並同步開展跨

領域的科際整合研究，以帶動人文探索與科技研發的均衡發展，激盪出突破性的研

究成果，建立具國際競爭優勢與在地關懷的學術社群。 

    在人才培育方面，本院於 91年設立「國際研究生學程」後，至今已與國內研究

型大學合作設立 12項跨領域博士班學程。學生中有 253名外籍生，占總數的 56%，

分屬 41個國家。此外，自 97年起與各大學合辦博士班學程，以具有前瞻性及競爭

力的跨領域研究為主題，目前已設立 7項學位學程，共有 147名博士生。且與國立

陽明大學共同合作推動為期 4年之「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由本院近 30

位院士及研究人員開設人文講座，打造全新通識教育課程與生物醫學基礎科學教

育，共同培育具宏觀視野、人文素養與多元思考能力的生醫人才與科學家。 

在學術回饋社會方面，本院積極進行智慧財產的累積與保護，並致力於將重要

研究成果技轉於產業界，進而帶動經濟發展，創造就業機會，使人民共享創新知識

所帶來之效益。本院今年共獲得 81項專利，歷年來共申請 1,637件國內外專利，並

獲得 706件；與業界簽訂 919件授權案，授權金額總值逾新臺幣 14.8億元。另本院

育成中心已有 13家公司進駐，引進超過 177億元資金，並有 62項產品刻正開發及

臨床實驗中，30項產品已上市，創造逾 600個就業機會，研發成果帶來的經濟及社

會效益難以計數。此外，將深奧嚴肅的學術研究成果，以深入淺出的方式推廣於社

會大眾，向為本院重要的工作項目。本院定期舉辦「知識饗宴」科普演講外，每年

辦理的「院區開放參觀活動」，亦提供民眾瞭解本院各領域學術研究及成果的機會。 

本年 11月 1日的院區開放日，計有 40所機關學校採團體報名，總參訪人次近 11萬

7千人次，較去年多出約 2萬 8千人次，成長率為 32.5%。 

以上為本年度施政工作概況，茲就各計畫執行情形分項說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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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一般行
政 

行政管理 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 場地設施管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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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中心客房總住房率達
到 50.25%，較去年同期
44.23%，增加 6.02%。 

3. 活動中心會議室使用率達
到 1338 場次，較去年同期
1052場次，增加 286場次。 

4. 學人招待所總住房率達到
83.14% ， 較 去 年 同 期
73.74%，增加 9.40%。 

5. 體育館總入館人數達到
187,269人次，較去年同期
181,306 人次，增加 5,963
人次。 

6. 活動中心暨體育館 103 年
度總收入 5,583 萬 3,118
元較去年同期 5,053萬 796
元增加 530萬 2,322元。 

 

 資訊管理 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 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 維運本院科研採購資訊網。 
2. 辦理院本部各單位新增網

頁設計與建置。 
3. 辦理全院跨單位使用之研

究及辦公用軟體聯合採
購 ， 包 含 Accelrys 
Discovery Studio & 
Materials Studio 軟體、
ChemBioOffice 化學製圖
軟體、EndNote & Reference 
manager 書目管理軟體、
MATLAB 軟體、SAS 統計軟
體、ArcGIS、ESRI、電子地
圖、Microsoft 辦公室軟
體、Adobe Acrobat軟體及
OfficeScan防毒軟體等。 

4. 辦理全院資訊推廣課程：共
舉辦 36 門( 58 堂)資訊推
廣課程，授課時數 234 小
時，計 1,866人次參加。 

5. 完成院內學術活動講座文
宣、攝錄影及後製與網路播
放支援等。 

6. 行政管理系統開發建置：因
公出國系統(科研基金、月
報、決算)，科研基金行政
業務自動化規劃及開發。擴
充學術服務系統，持續更新
維護研究成果、生物實驗安
全審查、人事、員工名錄、
會計、財物、出納、所處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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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算管理、資訊設備概算、新
聘研究人員學術研究獎金
審查系統、二代健保補充保
費、所處人事、赴陸申報、
人事訓練、差勤系統、車輛
通行卡續卡、國際研究生學
程、貴重儀器檢索系統相關
系統及維運文書管理等系
統。 

7. 配合科研基金行政業務自
動化，更新全院財產系統、
物品系統、計畫管理系統、
代收款系統、因公出國系
統、人事系統、勞保／健保
／勞退系統、薪資系統、基
金收據系統、基金滙款系
統、基金總務組出納系統，
共計 11 個本院自行開發系
統，另有基金會計系統之子
基金與總基金，共 2個本院
委外開發系統。 

8. 本院國際網路專線包含美
西線 2.5G、日本線 2.5G及
香港線 5G，延伸本院網路
及台灣學術研究網路與國
際學術網路接軌，均穩定運
作。 

9. 本院自建 TaipeiGigaPoP 
48 蕊光纜連接本院南港院
區、科技大樓、北市政府與
台大；另租用 48 蕊光纜，
形成環狀備援線路。此線路
供異地備援以及台灣學術
網路骨幹之用，運作良好。 

10. 辦理全院骨幹網路設備
維護，所有標的設備均穩
定運作。 

11. 全面調整院區無線網路
服務模式，區分員工、訪
客與會議區上網方式，身
份驗證操作簡易，eduroam
服務恪遵國際規範。 

12. 網路電話通聯品質保持
優良。光世代/ADSL連線品
質持續穩定，用戶數約
1,400人。應需求支援視訊
會議與電話會議。 

13. 電腦機房基礎設施管
理、維護充分到位，支撐
諸多資訊設備平順運轉。 

14. 改善儲存環境，將儲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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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路切分為二，交互備援，
提升運作穩定度與效能。 

15. 提供圖書資訊服務： 
(1) 中英文版圖書館服務

入口網站：整合全院各
圖書館提供之服務訊
息，共有 2,988 URLs、
7,182 檔案，包含 281
個電子資料庫、 41,331
多種電子期刊，平均每
月造訪人次為 32,586。 

(2) 全球館際互借與文獻
傳遞服務：完成 197 次
服務，共提供 111 種期
刊、132 篇期刊論文、
2,596 頁論文、77 冊圖
書等文獻傳遞。 

(3) 圖書室服務：2,900 多
冊紙本圖書、49種紙本
期刊及 64 種中文電子
雜誌。 

(4) 協助各所館員教育訓
練 1場。 

16. 因應個資法之施行，持續
推動本院個人資料保護，
建立管理制度與框架，並
進行個人資料盤點及公
告，以確保符合相關法律
規定。本年度試辦院內 3
個研究所處單位完成建置
個人資料護機制，對於所
保有之個人資料進行盤
點、適法性確認、風險評
鑑及強化個資安全維護。 

學術審
議及研
究獎助 

學術審議
及研究獎
助 

1.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總務組】 
一般行政事務已如期辦理完
成。 

 

   【國際事務辦公室】 
1. 國際研究生宿舍之環境維

護及改善，如廚房抽油煙機
及陽台欄杆更換等如期完
成。 

2. 國際研究生教學研究大樓
於本年更新中央空調系
統，已申請保留經費 367
萬 8,000元，續於 104年度
繼續執行，工程預計於 104
年 5月前施工完成。 

 

   【計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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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 辦理院本部個人電腦、印表
機之採購與汰換更新，支援
電子化作業之順暢。 

2. 為營造雲端服務環境，擴充
骨幹網路 100G 及多個 10G
網路埠。 

3. 本院私有雲服務上線，以虛
擬機形式提供基礎設施服
務(IaaS)，減少各單位自建
資訊設施的負擔。已有 15
個單位採用，開設虛擬機逾
30台。 

4. 本院電子郵件系統使用多
年，有硬體擴充不易、軟體
更新遲緩之疑慮，經審慎評
估，決定改採 Mail2000，
並就其在虛擬環境的負載
容量與備援機制，慎密規劃
設計。 

5. 建置雲端儲存平台，深入評
估各家產品，揀選最適合需
求者，並敦促廠商繼續改
良。 

6. 為提升虛擬環境運作效
能，完成實體主機更新及低
延遲讀寫儲存設備建置。 

7. 完成本院圖書資訊系統主
機及儲存設備之擴充及更
新，擴大容量並維持穩定。 

8. 完成學術及行政服務相關
軟體授權採購，確保服務正
常運作。 

9. 更新院區骨幹網路路由器
2台，考量網路技術發展趨
勢與本院未來需求，精心規
劃需求規格與評選方式，購
得高性能設備與可觀的加
值項目。 

10. 更新本院 7個單位使用逾
7 年的網路設備，總數達
112台。為營造本院雲端服
務環境，核心交換器上鏈
路均為 10G。 

11. 完成電腦機房改善，增進
電腦機房設備管理能力，
使各設備穩定度更上層
樓。 

12. 更新老舊之儲存設備，提
升儲存設備之效能，並建
立儲存系統完整監控機
制，提升運作穩定度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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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行效能監測。 
13. 完成高效能計算節點汰

換，提高計算效能。 
14. 提供圖書電子資源服務

供全院使用： 
(1) 持續維護及更新圖書

館自動化系統：整合院
內各圖書館館藏，約有
245萬筆書目記錄、320
萬冊館藏等，並結合本
院購置之相關電子資源
查詢工具。 

(2) 電子期刊管理系統與
整合服務：包含全院
45,353種西文學術電子
期刊全文，平均每月使
用次數約 2,284次。 

(3) 5種全院學術研究共用
資料庫：EBSCO ASC、
OCLC WorldCat、
Science Direct、ISI 
Web of Science 
/Journal Citation 
Report與聯合知識庫。 

(4) 全球期刊出版目錄資
料 庫 （ Ulrich 
Periodical 
Directory）結合本院圖
書館自動化系統。 

(5) 189,089 本美加博碩士
論文全文。 

(6) 西文期刊電子檔的長
久保存（共 2,378 種學
術 電 子 期 刊 與
5,401,510 篇 期 刊 全
文），供國內文獻保障
及未來使用。 

15. 維護及擴充既有之弱點
檢測工具，資料庫稽核工
具：提供主機、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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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建置資訊安全事件偵測
與預警平台：對於院內資
安事件進行偵測、分析、
預警及鑑識，並藉由院內
發生的資安事件、採集到
的惡意程式樣本，分析出
可疑網路行為，製作偵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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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規則套用於系統中，透過
持續加入、調校與更新偵
測規則，建構本院環境適
用 (Situation Awarenes) 
之資安事件預警系統。 

17. 建立全院資訊安全事件
應變通報系統：隨著案例
累積，能提高院內資安事
件處理效率，有效強化院
內資安防護能力，並產生
各種資安事件的統計報
表，供資安決策參考。 

   【物理所】 
因應台灣學術骨幹網路新的
網路設備規格及整合方案，需
研擬可擴充及整合方案。評估
新的 SDN 網路架構及相關廠
商產品發展趨勢，規劃新的
SDN 網路路由器及交換器設
備的採購規格。已經完成網格
中心國際網路骨幹台灣及香
港各一套之 BROCADE SDN網路
設備的採購案。預計 104年 2
月完成交貨及驗收。 

 

  2.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1) 評議會之召開。 

 
【秘書組】 
如期於上下半年各召開 1 次
評議會。 

 

   【學術事務組】 
為推動並策劃本院各項學術
活動，業於本年 6 月 30 日召
開中央研究院學術諮詢總會
會議，藉由本次會議，聆聽委
員寶貴意見，大家集思廣益，
為本院未來的學術發展共同
努力。 

 

  (2) 參加國際組織。 1. 完成繳交 39 個國際組織會
費，執行經費總計 663 萬
7,238元。 

2. 推薦 10 位本院院士世界科
學院(TWAS)院士，提名 8
位國內優秀科學家參選
TWAS 科學獎；核定捐助
TWAS 77萬 8,200元。 

3. 核定補捐助 6 個國內學
會，合計新台幣 7 萬 753
元。 

 

  (3) 出席暨舉辦國際會議。 1. 補助國內學會 16人出席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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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場國際會議，補助 17 位院
士出席 3場國際會議。 

2. 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 3
場國際會議及學術活動。 

3. 與蒙古科學院聯合舉辦學
術雙邊論壇。 

4. 舉辦本院與中國科學院「第
2 屆海峽兩岸生命科學論
壇」 

  (4) 學術交流合作。 
 

【學術事務組】 
本院延聘 36 位顧問、專家及
學者（含特聘講座 22 位、教
授級學者 6位、副教授級學者
1位、助理教授級學者 1位、
客座專家 6位），參與本院各
所、中心重要的研究工作，與
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合
作，為本院整體研究發展開拓
多元的研究方向，並為各項研
究成果提供實質助益，有助於
提升本院學術研究的國際競
爭力。 

 

   【秘書組】 
本院於 7 月份國內外院士出
席第 31 次院士會議前後時
段，安排院士赴大專院校進行
學術演說。計有 59 位院士進
行 77場學術活動。 

 

   【總務組】 
完成化學排煙櫃檢測 583
台、生物安全櫃檢測 279 台。 

 

  (5) 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
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合
作案。 

1. 審查與國內外學術合作合
約，共計 51件。 

2. 與印度國家科學院互訪學
者案，印方推薦來院訪問 2
人，捷克科學院推薦來院訪
問學者 2人，法國高等社會
科學院核定 1 位學者來
訪。與美國頂尖大學及研究
機構人才培育合作計畫核
定 3 位博士後研究員赴美
國研究。 

3. 舉辦「特別講座」5場。 
4. 舉辦「中央研究院講座」1

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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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辦理本院與中山大學合辦
「海洋生物科技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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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究進修計畫。 程」、與中國醫藥大學、臺
北醫學大學合辦「癌症生物
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與
中興大學合辦「微生物基因
體學學位學程」，與臺灣大
學、高雄醫學大學、陽明大
學、臺北醫學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慈濟大學合辦「轉
譯醫學學位學程」之學術研
討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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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系統與智慧
型運算工程」等 7項學位學
程，核發共 76 位學生獎學
金。 

  (7) 學術著作出版計畫。 參加第 22屆 (103年)台北國
際書展展售本院出版品，共計
銷售 641 冊，營收金額計
214,875 元。出版中文專書
《重尋胡適歷程增訂版》、出
版 英 文 專 書 From Eileen 
Chang to Ang Lee. 

 

  (8) 法制相關業務。 已完成法制工作內容： 
科技移轉相關案件 458 件， 
學術合作交流契約 114件，訴
訟案件 42 件， 國賠事件 10
件， 政府採購爭議處理案件
33 件，其他法律相關事務案
件 352 件， 總計完成法制相
關案件 1,009件。 

 

  3. 召開第 31次院士會議。 如期召開第 31 次院士會議，
並完成第 30 屆院士及名譽院
士選舉，選出 18位新科院士。 

 

  4. 儀器整合管理。 1. 辦理年度貴重儀器使用效
益考核。本年度評估對象為
院內各單位單價逾新台幣
500萬元儀器，計 295台。
評審結果有 33 台儀器使用
效益不佳或未依規定填覆
線上表單，已檢送年度考核
報告請相關單位主管加強
督導。 

2. 追蹤與督導各單位儀器使
用效益不佳儀器。針對 102
年度 7 台使用效益不佳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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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器重點輔導，除其中 2台儀
器因損壞不堪使用，已辦理
報廢外，其餘 5台儀器使用
情形已明顯改善。 

3.  支援 9個公用儀器設施，增
購 9 項儀器或擴充儀器配
件，以提升服務水準。 
(1) 生物物理核心設施購

買「標記型微量熱泳儀」
1台。 

(2) 共軛焦顯微鏡實驗室
購買「層光式雷射螢光
顯微鏡暨 LSM780 共軛
焦顯微模組」1套。 

(3) 動物細胞分選設施擴
充黃綠光雷射 1支。 

(4) 植物細胞分選設施擴
充飛沫管理系統 1套。 

(5) 汰換化學所 500MHz 核
磁共振儀主控機台 1
組。 

(6) 生醫所高磁場核磁共
振儀設施購買低溫維持
擴充設備 1套。 

(7) 代謝質體核心設施購
買質譜儀擴充第二激發
能源 1組。 

(8) 生化所奈米醫學實驗
室購買質譜流式細胞儀
擴充主控機板 1組。 

(9) 物理所腦波研究室購
買腦磁波儀擴充反應回
授系統 1套。 

4.  支援 2 個公用儀器設施購
置中階電腦作為資料儲存
及數據處理之用。 
(1) 低溫電顯設施購買 IBM

伺服器 1套。 
(2) 代謝質體核心設施購

買 DELL直立式伺服器 1
套。 

5.  支援 17 台公用儀器年度保
養合約。 

6.  參與跨領域科學研究大樓
管理委員會會務。 

  5. 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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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設施服務推廣活動。 
(1) 辦理 1場次世代基因組

定序設施開放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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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2) 辦理 2場設施預約系統
使用說明會。 

3. 辦理全院公用儀器設施使
用費代收代付服務，年度代
收總金額為 706 萬 6,831
元。所收款項則由設施管理
者在各個設施收入額度內
申請購置儀器維運所需實
驗耗材或養護維修之用。 

主題研
究與人
才培育 

人才延攬
及培育計
畫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
育計畫。 

審查通過接受補助者 36 名，
分別在各相關人文科學研究
所、中心撰寫論文。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如期完成，招生博士班研究生
（1年級 14位；2年級 8 位）。 

 

  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本工作計畫每年兩梯次徵求
博士後研究人員。本年度審查
通過者 139名：數理組 46 名、
生命組 49名、人文組 44 名，
分別在各所、中心協助本院研
究人員執行相關研究計畫。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
計畫。 

1. 已完成與各大學合作辦理
共計 12 項跨領域博士班學
程。本年度申請人數 856 
人，較前年度 601人，增加
255人，成長 42.43%，申請
者來自 54 個國家，其中外
籍申請人數 789 人， 較去
年 538人 成長 46.67%，共
錄取來自 27 個國家的 170
名學生。目前共有 456名學
生就讀學程，國籍分屬 42
個國家，其中外籍生佔 253
名，約為 55.48%。  

2. 為提升學程國際競爭力，提
供更多元且先進的研究環
境，以吸引更廣大之國際優
秀學生來本院就讀，本院將
持續調整學程研究方向：將
本院於各領域之最新尖端
研究加入現有之相關分項
學程內，或新增合作單位，
以擴充現有分項學程之研
究範疇，俾便涵蓋更多尖端
領域研究。 

 

  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提供植微所、統計所、生醫
所、化學所等延攬資深學人研
究經費、實驗室開辦費、購置
實驗室耗材等，以推動本院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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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術研究領域之開發。 

  深耕計畫。 1.104 年度新增深耕計畫辦
理情形：依據 103 年 11 月
5日召開之 104年度新增深
耕計畫暨前瞻計畫推薦案
決審會議決議，104年度新
增深耕計畫通過 8 件(數理
組 3件，生命組 4件，人文
組 1件)。 

2.獲選研究人員執行期滿演
講辦理進度：本院 99 年度
深耕計畫 (第五屆 )獲選
人，於本年度執行 5年計畫
期滿，邀請該屆獲獎人舉行
計畫執行期滿前公開演
講，與各界分享計畫研究成
果及心得交流，本年辦理 4
場次業已舉行完畢。 
(1) 數理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數理科學研討會)於 5
月 4 日(第 1 場)及 6 月
4日(第 2場) 舉行。 

(2) 生命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生命科學研討會)於
10月 31日舉行。 

(3) 人文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人文社會科學研討
會)於 11月 4日舉行。 

 

  前瞻計畫。 1. 為給予學術支援與指導，本
院請前瞻計畫獲獎研究人
員所屬研究所、中心邀集國
際專家學者組成專案諮詢
小組，並於計畫執行期中及
屆滿前召開會議，本院學術
諮詢總會亦派員列席，以資
周延；本年期中專案諮詢小
組會議計辦理 7次、期末專
案諮詢小組會議計辦理
次，合計辦理 14 次。為評
核前瞻計畫整體執行成
果，本院請獲獎研究人員所
屬研究所、中心於會後函送
會議紀錄，並經綜整後檢討
執行概況。 

2. 本院 99 年度前瞻計畫獲選
人，於本年度執行 5年計畫
期滿，邀請該屆獲獎人舉行
計畫執行期滿前公開演
講，與各界分享計畫研究成
果及心得交流，今年辦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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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場次業已舉行完畢。 
(1) 數理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數理科學研討會)於 5
月 4 日(第 1 場)及 6 月
4日(第 2場) 舉行； 

(2) 生命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生命科學研討會)於
10月 31日舉行； 

(3) 人文組(中央研究院尖
端人文社會科學研討
會)於 11月 4日舉行。 

3. 104 年度新增前瞻計畫順
利完成審議作業，共計 9
位獲選研究人員執行計畫
中（數理組 5位、生命組 3
位、人文組 1位）。 

4. 為增進對前瞻計畫獲選研
究人員執行計畫時所需之
協助和指導，本院完成「中
央研究院前瞻計畫執行要
點」第六點修正草案，並自
本年起適用，將更加發揮指
導年輕研究人員之效果。 

 跨所(處)
新領域之
開發及研
究環境之
改善 

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
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出版胡適全集編輯計畫、建置
營運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維
護珍貴動產、發展考古學門研
究、執行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
等，以推動本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 

 

  創新性研究計畫。 新建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執
行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
育計畫、化學生物專題中心設
備及耗材，以推動跨領域創新
及合作計畫。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
應用。 

執行癌症醫學研究、退化性關
節組織修復再生技術計畫、細
胞動力學與顯影研究計畫及
成立院內虛擬生物資訊中心
等，以推動本院生物技術研
發。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
究環境之改善。 

設置大氣環境觀測站、組成智
慧感測與網路研究團隊、執行
觸媒能源化學國際學術合
作、ALMA 大型毫米波陣列計
畫等，以支援本院數理研究領
域之整合工作。 

 

  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如期完成，2位合聘研究人員
執行研究計畫之進行及 1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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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醫師進修獎助。 

  P3實驗室。 【生醫所】 
如期完成，危險性病原微生物
研究、防治及生物安全防護能
力的核心。 

 

   【基因中心】 
1. 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翁啟

惠院長（吳俊義博士後、許
脩誌博士後）、馬徹副研究
員、林國儀副研究員、吳宗
益副研究員等交付之有關
人 類 、 禽 類 流 感 病 毒
(H1N1、H5N1、H7N9)等動物
試驗及癌細胞表面多醣抗
原物質 Globo H小鼠免疫與
抗血清收集。 

2. 協助本院生醫所劉扶東所
長、農生中心蕭培文副研究
員、分生所鄭金松研究技師
等執行流感病毒增殖與動
物試驗。 

3. 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與台
大化學系方俊民教授及醣
基生技合作研發之化學合
成藥物對人類、禽類流感病
毒保護效力評估之動物試
驗。 

4. 協助清華大學生命科技研
究所吳夙欽教授及國家衛
生研究院岳嶽副研究員執
行人類、禽類流感病毒疫苗
保護效力評估及抗西奈病
毒(West Nile virus)藥物
之動物試驗。 

5. 完成本院與國光生技合作
之 H7N9 疫苗保護效力評估
動物試驗(包括小鼠與雪
貂)。 

6. 完成本年度 BSL-3 實驗室
自我檢查工作及年度維修
保養案。通過疾病管制署本
年度之 BSL-3 實驗室現場
查核案。 

 

  登峰研究計畫。 【植微所】 
1. 以新世代定序方式找出更

多與產量相關的基因、達到
改進水稻與玉米產值的目
的。 

2. 了解植物在各式之光線、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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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養、基因組成等條件下之反
應、訊息及其機制，並進一
步改進農業產值。 

3. 研究植物幹細胞抗病的基
因，了解幹細胞的發育和防
衛監測系統建立的相關
性，找出未來可廣泛運用於
農作物的抗病防治方法。 

   【基因中心】 
1. 本計畫共有本院 9 所/中

心、45 位研究人員參與研
究。 

2. 培育博士、碩士生逾 80
名，延攬博士後研究人員及
專任研究助理 150名。 

3. 本計畫多項研究成果已於 
PLoS ONE, Proc Natl Acad 
Sci USA, Anal Chem, Chem 
Commun, Gut, Hepatology, 
J Am Chem Soc, Int J 
Cancer, J Immunol, 
Nature, Science 
Signaling, Nucleic Acids 
Res, Oncogene, 等著名國
際期刊發表論文逾 120
篇，專利技轉逾 30件。 

 

  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本計畫目標在於促進中央研
究院奈米科技的研究，提升跨
領域研究、教育與培養此領域
的未來科學家。為達成這些目
標，本計畫整合三大元素：跨
領域研究計畫、共享核心設
施，以及博士學位學程（台灣
國際研究生學程(TIGP)-奈米
科技學程）。計畫之選擇與計
畫執行之監督是由執行委員
會和計畫主持人擔任。 
於研究計畫部分，103年度共
有25件計畫獲得經費補助，依
領域可分為三大類：(1)奈米
節能相關計畫共有4件、(2)
奈米生技相關計畫共有 12
件、(3) 新材料及技術開發相
關計畫共有9件。另外於雙邊
合作計畫部分，共有 4件以色
列雙邊合作計畫獲得補助。 
本計畫已設立共享核心設施
多年，每年度核心設施委員會
針對各研究單位實驗之所
需，考量經費狀況，對無塵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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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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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國際研究
生學程-奈米科技學程）方
面：103年度已畢業投入奈米
研究領域(台灣、衣索比亞、
印度、伊朗、伊拉克、印尼、
泰國、以色列及哥斯大黎加
籍)共計12位(物理: 3人；化
學: 3人；工程: 6人)。 
博士候選人 (台灣、印度、馬
來西亞、巴基斯坦、衣索比
亞、越南、印尼、菲律賓、約
旦、埃及、義大利、蒙古及伊
拉克籍)共計 57位 (物理: 10
人；化學: 13 人；工程: 34
人)。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業依原訂計畫完成工作，共舉
辦 20 場國內外研究人員之特
別演講。協辦「2014 腦與心
智科學新知研討會」及「亞太
神經化學會議」，補助計畫團
隊成員及合作學程學生出國
參與神經科學相關之國際研
討會並發表其研究成果。與印
度海德拉巴大學及日本東北
大學舉辦雙邊交流會議。舉辦
暑期大專神經科學研習營。新
增與成功大學合作國際研究
生跨領域神經科學學程，於本
年度首屆新生入學。規劃跨領
域大樓 8 樓實驗室空間及設
施。成員相關之研究成果已發
表 35 篇以上於國際研討會或
期刊。 

 

  綠島建設。 1. 研究站屋頂外觀與防水工
程已完成，餘建築物外牆油
漆與周遭綠地整建尚在進
行。 

2. 研究環境改善方面： 
(1) 硬體工程：潛水房與車

檢道屋頂、地板整修，B
棟研究大樓公共男女淋
浴間整修。 

(2) 研究支援器材：單眼相
機。 

3. 申請使用研究站計畫 11
件，5位國外學者與本院合

1. 下年度將爭取經
費完成建築物硬
體改善工程。 

2. 持續進行綠島生
態環境長期監
測，逐步彙整長
期資料供研究人
員使用，並考量
研究量能增加監
測樣區與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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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作至綠島進行調查或研
究；本年度申請共 18 次，
計 177人次 127天。  

4. 持續進行公館港等地區溫
度變化；記錄柴口浮潛區和
大白砂浮潛區珊瑚產卵的
情形。 

  實驗植物核心溫室設施。 本核心設施主要提供院內進
行所有植物研究上所需控溫
濕度及日照時間良好之生態
模擬環境各式植物生長室 21
間、獨立單雙門植物生長箱
83台。半密閉溫室 42間、防
蟲網室 4間、種子庫 2間、土
壤準備室 2間、介質室 1 間、
植物組織培養室 1間、公用實
驗室 1間及實驗田 1座。本核
心溫室已制度化標準作業程
序及自動化監控告警管理，確
保院內各研究計畫成果之安
全，並已服務計約 638 人次，
另外轉殖植物相關服務申請
使用人次約為 218人次，計完
成水稻、番茄、菸草、阿拉伯
芥、馬鈴薯及青花菜等模式之
植物基因轉殖服務，產出研究
成果暨學術論文豐碩。 

 

  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1. 103 年新增小鼠體外授
精、小鼠精子冷凍與基因體
編輯 (genome-editing)服
務項目。 

2. 邀請日本東京大學 Dr. 
Wataru Fujii 來院演講，
針 對 RNA-guided 
engineered nuclease 
(RGEN)應用於產製基因改
造小鼠上進行學術交流。 

3. 103年共計完成 18件基因
轉殖小鼠案件(包含 5件
TALEN- mediated genome 
editing、6件
CRISPR/Cas9- mediated 
genome editing顯微注射
案件及 9件 CRISPR 
constructs。共產製 217
隻基因轉殖小鼠)、2件基
因標的案件(獲得 2株基因
標的小鼠胚幹細胞)、4件
胚幹細胞之囊胚期胚胎顯
微注射案件(產製 45隻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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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合鼠、合格嵌合鼠共 28隻)
及 12件小鼠胚胎冷凍案
件、9件小鼠體外授精案件
及 3件小鼠精子冷凍案件。 

4. 使用小鼠基因主轉殖中心
服務之研究，103年於期刊
發表之論文如下:  
(1) Lin, Y.H., Tsai, C.Y., 

Huang, L.W., Seow, 
K.M., Hwang, J.L., and 
Tzeng, C.R. (2014). 
Reduced uterine 
receptivity for mouse 
embryos developed 
from in-vitro matured 
oocytes. Journal of 
assisted reproduction 
and genetics 31, 
1713-1718. 

(2) Liou, Y.H., Wang, 
S.W., Chang, C.L., 
Huang, P.L., Hou, 
M.S., Lai, Y.G., Lee, 
G.A., Jiang, S.T., 
Tsai, C.Y., and Liao, 
N.S. (2014). Adipocyte 
IL-15 regulates local 
and systemic NK cell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mmunology 193, 
1747- 1758. 

(3) Huang GJ, Edwards A, 
Tsai CY, Lee YS, Peng 
L, Era T, Hirabayashi 
Y, Tsai CY, Nishikawa 
SI, Iwakura Y, Chen SJ 
and Flint J(2014). 
Ectopic cerebellar 
cell migration causes 
maldevelopment of 
Purkinje cells and 
abnormal motor 
behaviour in Cxcr4 
null mice. PLoS one 
9(2), e86471-480. 

(4) Leu, S., Lu, H.I., 
Sun, C.K., Sheu, J.J., 
Chen, Y.L., Tsai, 
T.H., Yeh, K.H., Chai, 
H.T., Chua, S., Tsai, 
C.Y., et a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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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Retention of 
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in 
bone marrow in a 
murine model of 
endogenous tissue 
plasminogen activator 
(tPA) deficiency in 
response to critical 
limb ischem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ardiology 170, 
394-405. 

  公用動物實驗中心。 公用動物設施空調系統冰、熱
雙效主機備援機等兩項尚未
完成。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本年度推動 21 群共 117 件研
究計畫，共 164位研究人員參
與。人才培育方面，專業研究
助理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共約
80 人，博、碩士學生共約 60
人。為活絡國內相關領域研究
人員交流機制，永續科學中心
研究報告討論會共計 11場。  
執行計畫成果簡述：                                                                                                             
1. 「熱電材料作為永續能源

的研究」：提升「低成本」
與「環境友善材料」的熱電
特性，並成功發展直接量測
熱電優質係數 (ZT)的方
法，以縮短 ZT 量測所需的
時間，提升研究效率。 

2. 「環境變遷對台灣稻作之
影響」：已完成水稻白葉枯
病菌 XF89b 的全基因體組
裝與致病性區段定序，持續
改良香米之抗病能力；並透
過水稻在不同高溫處理下
差異，鑑定水稻耐熱之調控
基因。 

3. 「OpenISDM 開放式災害管
理資訊系統」：建構智慧型
主動式警示訊息傳送服
務，及即時之資訊傳送服務
及研究防災設備及應用方
法等；並持續建置台灣極端
氣候與氣象災害資料等整
合資料庫。 

4. 「海洋酸化現象潛水熱帶
珊瑚礁生態系統在酸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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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海洋環境中的比較生物地
球化學之研究」：建置與國
際共同平衡研究工作的合
作平台、增進台灣在國際海
洋學與生態研究上的能見
度，及推動建置一流的水文
實驗室進行相關研究。 

5. 「建立永續發展政策評估
之整合性可計算一般均衡
模型及資料庫」：建構核心
「GEMTEE」模組化系統，加
入創新之投資報酬率內生
化動態機制與人口預測模
組，建立永續發展政策評估
指標。 

6. 「熱浪脆弱度研究與相關
調適策略研議」：整合建構
「熱浪脆弱度研究成果資
料庫」，可供學術研究等項
需求參考利用；整合彙編
「熱浪調適策略白皮書」供
相關領域政策制定及推動
參考。 

7. 「臺灣巨大震災風險與複
合地質災害」：建立數值構
造模型與情境地震模型、整
合完成現有地震網系統、增
添南海地區寬頻地震站，以
及研發快速震源特性計算
方法等。 

8. 「氣候變遷與都市發展/土
地利用」：完成高空間解析
全球氣候模擬與分析、臺灣
乾旱問題之分析、台灣近百
年土地利用變遷資料彙
整，以及台北盆地三維地形
對日照之影響分析。 

9. 「有機染料的分子設計應
用於太陽能電池」：研發高
效率的有機材料，完成測試
新型有機染料的製備及元
件、研發有機凝膠電解質、
建立電荷傳遞理論模型，改
良元件組裝技術及製作大
面積面板。 

10. 「結合禽流感類病毒顆粒
與佐劑來研發禽流感疫
苗」：已完成台灣株 H5N2
及 H5N1全病毒死毒疫苗之
試製，並證實 H5N2-VLP加
上佐劑 rVP3與鋁膠能夠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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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發雞隻的細胞性免疫及體
液性免疫。 

11. 「水稻增產計畫」：目前
已獲得了 253 個新的轉錄
因子與結合位配對、驗證
了 12組轉錄因子與轉錄因
子結合位配對，及預測 20
個調控花環構造發育最關
鍵的轉錄因子。 

12. 「都市因應全球氣候變遷
的人文社會面向研究」：
探討臺灣與國際海岸都市
在氣候變遷課題下對調適
的差異比較，並探討都市
形態之規劃與設計基礎作
為減緩氣候變遷之可能性
等項。 

13. 「台灣永續轉型模型：理
論模型及評估模型之建
構」：建構包含「馬爾薩
斯限制」限制條件的經濟
成長、氣候變遷等模型與
總體經濟理論模型整合評
估，並發表 7 篇研討會論
文，5篇研討論文。 

14. 「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法
制建構的比較研究」：研
析國內外永續發展相關議
題，進行規範建構與實踐
之比較研究。於 12月 5日
舉辦本年「永續發展與環
境法治」工作坊，擴大研
究範疇與學術互動。 

15. 「單機櫃雲端中心的開
發」：研發全新的無風扇
傳導式散熱技術，並開發
全新的電源供應器架構，
確認散熱設計並完成無風
扇 1U 10Gb 網路交換器的
設計與製造。 

16. 「台灣地熱模型：瞭解弧
陸 碰 撞 過 程 及 地 熱 系
統」：進行跨越陸上及海
上的地球物理震測級地電
等調查，並利用天然氣水
合物的物理特性，估算出
台灣南部隱沒至碰撞的地
熱模型熱流值範圍。 

17. 「開發新世代溶液加工的
有機太陽能電池」：測試
使用新有機材料於大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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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太陽能電池的製造；製作
出 6％以上轉換效率的小
尺寸有機太陽能電池，並
增強高分子太陽能電池的
穩定度。 

18. 「永續發展與民主治理：
地方化與全球化之比較分
析」：於本年赴首爾參加
研討會並執行田野研究、
實地訪談，增進國際參與
與能見度；邀請 4 位國際
知名學者來院講座及交
流，並整合研究成果，發
表 4篇研討會論文。 

19. 「建構健康老化的藍圖：
老齡衰弱與憂鬱的決定因
子與預防之道」：展開「衰
老症候群之社會網絡因
子」及「衰老症候群之生
理及飲食型態因子流行病
學」分析，以及進行先驅
研究測試。 

20. 「人口老化與全球化對年
金制度、勞動市場及產業
轉型的影響」：探討高、
中、低 3 種生育模型對台
灣人口永續發展的影響。
分析勞工的退休所得替代
率(退休後生活福祉的重
要指標)變化情形，並探討
與測量產業轉型。 

21. 「超級烘培：先導工廠的
設備」：建立碳粉氧化器，
藉由內部的清潔能源來取
代電熱輸入；氧化器處理
過程不產生煙灰，有助益
於廢棄物處理，並可產生
替代天然煤炭的碳中和環
保煤。 

  數位文化中心。 1. 相關研究發表：博士論文 1
篇，碩士論文 6篇，研討會
論文 20篇，期刊論文 2篇。 

2. 數位化工作： 
(1) 漢籍全文資料庫: 新

增書目 105 種，2,004
萬字。 

(2) 《台灣民族誌數位影
音典藏計畫》影音及靜
照資料庫與網站完成 8
個子計畫網頁及上傳
4,568張靜態影像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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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3)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
料庫：共收新出有銘青
銅器 1,600 餘件，平面
圖共約 4,000餘張。 

(4) 漢語歷史文獻標記語
料庫：完成《佛本行集
經》標註，共得中古漢
語標記詞項 274,855
筆。 

(5) 建 置 海 關 人 物 資 料
15,482筆、檔案影像委
外製作 31萬頁、資源委
員 會 檔 案 後 設 資 料
2,369 筆、資源委員會
檔案人名 1,600筆。 

(6) 「臺灣史檔案資源系
統」開放 11,907 件、
929,066 頁影幅；「臺
灣日記知識庫」開放
1,247 篇，註解 3,413
項，約 70萬字。 

(7) 數位典藏內容徵集與
補充： 
(a) 日治時期人類學學

者國分直一資料庫建
置計畫、臺灣總督府
臺北高等學校日文舊
籍數位典藏、民國外
交數位檔案資源整合
數位化。 

(b) 史惟亮音樂文獻數
位化網站擴充、漢唐
樂府南管樂舞數位
化、四海唱片公司音
樂母帶數位典藏。 

(c) 中興大學昆蟲系昆
蟲資料庫。 

(d) 日星鑄字行正體中
文銅模及其字體數位
典藏。 

(e) 臺灣民間信仰祭儀
數位典藏。 

(f) 陳受頤文書數位典
藏、浦薛鳳文書數位
典藏、陸徵祥文書數
位典藏。 

(g) 數位島嶼主題徵件
活動：放牠的手在你
心上、信仰的力量、
勞動身影、檳榔寫
真、漫步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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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3. 成果推廣： 
(1) 網站建置： 

(a) 邁向卓越 中央研究
院院史網。 

(b) 中央研究院典藏精
品。 

(c) 從北緯 23.5°出發：
陳澄波。 

(d) 數位方輿。 
(e) 數位人文學研究室。 
(f) 臺灣漢學數位典藏

資源導覽。 
(g) 島讀臺灣-時空旅行

特展。 
(h) 思想，重慶南路。 
(i) 石虎森林—淺山生

物創作展。 
(j) 千歲巡狩 數位島嶼

王船文化展。 
(k) 紅唇與黑齒：檳榔文

化特展。 
(2) 推廣活動： 

(a) 「行動學習融入教
學」研習營（與教育
部高中課程化學學科
中心合辦。 

(b) 「數位典藏尋寶趣」
資料檢索競賽（與景
美女中、高雄中學、
高 雄 女 中 等 校 合
作）。 

(c) 數 位 典 藏 教 師 研
習：台東高中、台東
女中、花蓮四維高
中、蘭嶼高中、藍恩
基金會、高雄女中
等。 

(d) 中部地區數位文化
推廣服務中心。 

(3) 行動應用程式（app）
建置： 
(a) 文 物 隨 身 聽 app  

(Android & Winphone) 
(b) 臺北歷史地圖 app 

(iOS & Android）。 
(c) 重返珊瑚海 app（iOS 

& Android）。 
(d) 數位文化中心訊息

發 布 App （ iOS & 
Android）。 

4. 數位內容合作策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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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1) 島讀臺灣-時空旅行展
覽（與臺史所合辦），
共 4場。 

(2)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義
美銘品館特展（與史語
所文物館、義美聯合電
子等合作），共 2場。 

(3) 光影旅行者 陳澄波百
二互動展（與臺史所、
陳澄波文化基金會合
辦），共 3場。 

(4) 思想，重慶南路特展，
共 4場。 

(5) 千歲巡狩 數位島嶼王
船文化展，共 2場。 

(6) 石虎森林—淺山生物
創作展，共 2場。 

(7) 紅唇與黑齒: 檳榔文
化特展（與史語所合辦） 

(8) 數位島嶼作品於科技
業辦公室藝術走廊展覽
（與研揚文教基金會合
作） 

5. 國際合作交流： 
(1) 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合作

出版《皇輿搜覽—美國
國會圖書館所藏明清輿
圖》。 

(2) 執行澳門特區文化局數
位典藏技術諮詢專案提
供教育訓練與數位化建
議報告書。 

 數理科學
跨所(處) 
、研究中
心主題研
究計畫 

智慧型手機應用育成平台：開
發平台，社群資料探勘，及感
測技術。 

1. APP 系統  Prototype 方
面，已完成開發 6項 APPs，
包含： 
(1) 行動抽票系統(具有預

測等待時間之抽票系
統)。 

(2) Run2Fit 運 動 管 理
App(提供使用者記錄跑
步資訊及雲端管理)。 

(3) 行動軌跡社群探勘 App 
(探索移動行為的使用
者的社群應用)。 

(4) 社群網路影響力探勘
APP(探索社群中對自身
最有影響力的使用者應
用)。 

(5) FetalCare 安胎監測系
統(提供醫生遠端進行
安胎照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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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6) FindMyCar (提供停車
場尋車應用)。 

2. 論文發表方面，今年總計發
表 6篇 Journal papers、7
篇 Conference papers，包
含知名的期刊論文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
IEEE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 、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Mobile Computing 及知名
的會議論文 IEEE ITSC、
IEEE DSAA、PAKDD等。 

3. 專利部分，今年總計獲得 3
項台灣 Patents專利： 
(1) 移動預測方法， ROC 

Patent I457012 。 
(2) 基於擴增實境與雲端

計算之應用程式執行方
法與系統, ROC Patent 
 I452527。 

(3) 快速疏導系統及其方
法 ， ROC Patent 
 I451362。 

4. 學生競賽部分，本年總計有
2項獲獎： 
(1) Best Demo Award, 

Mobile Computing 
Workshop, 2014. 

(2) Best Paper Award, 
IEEE IThings, 2014。 

5. 國際能見度方面：本年度共
有 7 篇國際會議論文被接
受，透過參與國際會議口頭
發表論文，提高台灣及本院
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發展高階生醫影像設備產業
之技術及應用。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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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離子化機
制、軟 X光的光游離及光分解
動力學、及其在生物分子質譜
學上的應用。 

已發表 10 篇論文，4 篇送審
中，共 14 篇；每 2-3 個月固
定舉辦研討會；完成設於同步
輻射中心自行設計組裝之質
譜儀，結合軟 X 光、分子束、
質譜儀及電子動能分析儀，為
國內首部此類型之質譜儀；完
成全新的基質輔助雷射脫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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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離子化機制之理論。 

  低維系統中之新穎熱電性質
研究與應用。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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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屯火山群：整合分析地球物
理、地球化學、測地學之觀
測。 

1. 已依照進度完成計畫。 
2. 出席國際會議 4人次。 
3. 延攬人才 2人。 

 

  開發進階醣基化蛋白質分析
策略進行全面惡性 B 淋巴球
細胞訊息傳遞的解析。 

1. 發展一生物資訊演算法分
析大量醣蛋白質體，並提供
準確的胜肽序列及醣組成
鑑定結果。 

2. 發展新酵素催化方法製備
sialo-oligoLacNAcs 及 化
學 合 成 方 法 合 成
sulfo-oligo LacNAcs。 

3. 發 現 半 乳 醣 凝 集 素 3 
(Galectin-3)剔除的細胞
株種植到老鼠身上會降低
淋巴癌腫瘤生成，並藉此模
式分析腫瘤組織，鑑定出淋
巴癌生成過程中由半乳醣
凝集素3所引發的訊息傳遞
路徑，其中包含許多與血管
生成及癌症相關的磷酸化
蛋白質及其磷酸化位置。 

4. 藉由比較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CLL)病人與健康人的B
淋巴細胞其差異磷酸化蛋
白質體，鑑定出許多在B細
胞 接 受 體 (B cell 
receptor) 訊息傳遞中的
磷酸化蛋白及其修飾位
置，同時包含許多與BCR訊
息傳遞分子互相作用且其
功能與細胞增生、凋亡相關
之蛋白質標的。 

1. 目前正以多批醣
蛋白質體數據資
料驗證此工具能
提供準確結果。 

2. 合 成
sialo/sulfo-I
型 LacNAc 的寡
醣體正在進行
中。 

3. 將進一步針對血
管生成及癌症相
關功能的蛋白質
在淋巴癌細胞株
中做驗證。 

4. 預期能找到治療
慢性淋巴性白血
病的可能藥物治
療標的，將篩選
10個蛋白質進行
後續驗證。 

  次波長奈米孔單分子適體篩
選-不同抗原結合位適體之快
速確認應用。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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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單原子針為發射源之先進
電子及離子顯微能譜儀。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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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仿細胞系統的動力學研究。 1. 以 FtsZ 驅動細胞膜的縊縮
過程為研究模式，深入探討
細胞分裂過程中，由細胞骨
架蛋白驅動的細胞膜構造
重整的分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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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2. 透過跨領域合作，以細胞和
仿細胞系統作為實驗平台
來執行本計畫，包括高階顯
微攝像技術，結合光鉗、差
動共焦顯微術與螢光顯微
術的光學量測平台、水下原
子力顯微鏡、以及光學－電
子關聯式顯微鏡，以提供微
米－奈米空間解析度，精確
定義內部組織構造及動力
學參數。生化及細胞生物學
的研究，則作為以上實驗的
基礎及互相支援驗證。我們
也已進行大尺度分子動力
學模擬，模擬自發性細胞膜
縊縮的發生及過程，提供此
現象時間及空間上的整合
概觀。 

3. 已有 4篇以上之論文發表。 

  光學探討細胞對小分子之反
應。 

已發表論文 7篇，2篇送審
中，共 9篇；專利 1項。 

 

  新穎低維尖端材料的理論計
算研究。 

已發表 8 篇論文，6 篇送審
中，共 14篇；獲得獎項 3項
(周美吟特聘研究員當選中央
研究院第 30 屆院士；郭光宇
特聘教授當選國際純粹與應
用 物 理 聯 合 會 
(International Union for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磁學分會 (C9: Commission 
on Magnetism) 理事 ；郭光
宇特聘教授榮獲第一屆金玉
傑出論文獎)。 

 

  果蠅大腦嗅覺運算。 1. 果蠅腦神經影像的資料庫
(第二代版)已在國家高速
電腦中心的協助之下建立
alpha版. 

2. MARCM 神經影像的分析方
法雛型已完成，正在進行實
驗中。 

3. 子計畫五將建立光場影像
的相關處理技術、全對焦影
像處理技術已幾近完成，正
著手撰寫論文草稿中。 

4. 子計畫五已完成果蠅腦平
均模型的基礎架構，相關成
果已刊登於 IEEE Trans. 
Biomed. Eng. Vol.61, 
Issu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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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5. 子計畫二、三、四合作事
項：針對果蠅腦的電生理實
驗設計，以利能輔助驗證子
計畫一、五的實驗成果。目
前電生理實驗仍在持續中。 

6. 子計畫三與子計畫五正在
合作建立相關影像處理機
制，以利量化確認突變種果
蠅神經纖維在嗅覺葉內部
的分布狀況。 

  奈米電漿結構應用於綠色能
源與生醫材料。 

1. 本年度已完成將銀粒子修
飾矽微米柱陣列做為光陰
極材料應用於光催化水分
解，純矽光電極之產氫效率
約 0.89 µmol/min，而修飾
銀 粒 子 則 可 達 8.3 
µmol/min，於不同測試條件
探討此增強機制，可發現乃
因表面電漿共振與共催化
劑之協同效應所致，而水分
解所產生之氫氣，可應用於
綠色再生能源。 

2. 生醫材料部份內容為藉由
微乳化表面包覆法包覆不
同厚度之二氧化矽殼層於
上轉換奈米粒子，得知厚度
為 7.9 nm 時可得最強放光
且升溫效果達 20℃，將應
用於口腔癌細胞之熱治療。 

3. 已完成論文 6 篇，Invited 
talk 31次，Poster發表 4
篇，Oral Presentation 3
次。 

 

  鐵基超導體之超導機理研究
及新穎超導材料之探索。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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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
跨領域、
跨所(處) 
、研究中
心主題研
究計畫 

分子寄生物-植物病毒衛星核
酸之演化。 

1. 在不同實驗條件及選汰壓
力下，了解衛星核酸的演化
軌跡，由其結果可推測衛星
核酸如何在自然界演化及
其與衛星核酸分子生物學
知識的結合。 

2. 在不同環境下產生的衛星
核酸後代可作為實驗材
料，重新闡明衛星核酸與協
助病毒之交互作用。 

 

  提高水稻轉殖系統的效率與
品質。 

1. 擴大農桿菌轉殖技術的應
用範圍、縮短產生轉殖植物
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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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2. 降低轉殖過程中產生的變
異，達到提高轉殖植物的品
質與數量的目的。 

  DNA 複製與修補之奈米機器
的分布及動態。 

近期成果顯示無後蛋白 (WH) 
會 與 FEN1 (Flap 
Endonuclease 1) 與 PCNA 
(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結合反應
形 成 一 複 合 體
(WH-FEN1-PCNA)。而 WH 蛋白
會影響 FEN1 對特殊構形 DNA
的酶切活性，進而維持細胞基
因體的穩定性。 

 

  半胱氨酸之氧化還原後轉譯
修飾促進或緩解缺血性心肌
損傷的機制探。 

1. 以細菌多醣體造成循環系
統發炎反應中，證實了血管
內壁細胞中表現的雙專一
性去磷酸酶 DUSP6 扮演促
進病程惡化的角色。在基因
剔除鼠中以放射線將內生
性血球細胞去活，再由轉殖
方式注入正常白血球後，我
們仍能觀察到 DUSP6 基因
剔除保護小鼠免於發炎造
成的肺部病變。透過此一高
難度的實驗模式，DUSP6調
控急性發炎反應的病理機
制得以徹底釐清。此研究成
果 已 送 入 期 刊
Circulation Research，目
前正在進行最後階段的修
訂工作。 

2. 厭氧壓力在血管內壁細胞
及心肌細胞中皆會造成蛋
白質之去亞硝酸化，並藉此
達到活化內生性酵素，包括
去磷酸酶及細胞自噬酶等
關鍵調控因子。此一概念雖
然存在已久，學界卻無影像
系統予以直接的細胞觀
測。基於本團隊長期經營蛋
白質硫基亞硝酸化的累積
的研究經驗，我們成功的開
發出新穎的細胞呈像系
統，並以厭氧壓力下的血管
內壁細胞為例，證實了此一
新創分析平台的實用性。此
研究成果已於本年 8 月申
請美國專利(US/Provision 
patent)，並整理成學術論
文，目前正在期刊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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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Signaling進行修訂工作。 
3. 以小鼠急性心肌梗塞為疾

病模式的研究中，我們確認
了缺氧缺血造成去磷酸酶
的活化，是心肌受損的重要
原因之一。以去磷酸酶抑制
劑予以處理，小鼠心臟在急
性梗塞的壓力下，呈現出較
好的功能及較低的損傷。我
們並對專一性去磷酸酶
PTP1B 及 SHP2 進行測試，
預期小分子抑制劑造成此
二酵素活性之 SHP2 進行測
試。預期小分子抑制劑造成
此二酵素活性之下降，有助
於心臟梗塞的癒後恢復。此
部分的研究成果已納入論
文 準 備 發 表 於
Circulation Research。 

  皮質醇和其受體魚類環境適
應之角色。 

發現皮質醇和其受體經由調
節斑馬魚離子細胞分化以調
控離子恆定機制以適應環境
之變化。 

 

  NIFK與癌症之關聯。 1. 子計畫一：為檢視 NIFK 與
腫瘤生長、轉移、臨床結果
及預後之關聯。首先，本團
隊利用醫學公開資料庫中
的大量癌症病人群體分析
NIFK的表現，於約 20種癌
症種類超過八千個病人
中，確立於肺癌中 NIFK 的
表現量最高並且 NIFK 與
Ki-67 (一個臨床常用之腫
瘤生長標記及 NIFK 的已知
結合蛋白) 的表現量也最
為相關，並於公開資料庫及
台灣各種癌症病人之檢體
中確認 NIFK 的表現與肺癌
的不良癒後及腫瘤復發最
為相關，帶有 NIFK 高表現
腫瘤之肺癌病人較常見腫
瘤淋巴結轉移及遠端轉
移。在細胞與小鼠模式中驗
證 NIFK 是癌症轉移所需之
因子。此外我們以微陣列分
析方式找出 NIFK 之下游訊
息傳遞分子 Casein kinase 
1 (CK1)，並在細胞與小鼠
模式中證實 NIFK 是透過
Runx1抑制 CK1的表現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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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化 TCF4/β-catenin 訊息
傳遞，進而促進肺癌細胞轉
移，此一部分研究結果已撰
寫完成，並投稿至 Cancer 
Research期刊。 

2. 子計畫二：為探討 NIFK 之
生物功能。已確立 NIFK 藉
由RNA結合區域的RNA結合
能力參與細胞週期運行、
p53訊息傳遞、與核醣體生
成。NIFK所調控核醣體 RNA
後製之步驟，與其結合之核
醣體 RNA序列亦已釐清。此
研 究 成 果 已 投 稿 RNA 
biology期刊刊登。 

  生殖與乳癌幹細胞的控制。 我們使用斑馬魚、果蠅、小鼠
等不同動物模式，設計實驗，
來了解類胰島激素與生長的
訊息對幹細胞與體細胞發育
的影響、以及乳癌幹細胞特性
的調控機制。已經找到在雌果
蠅生殖幹細胞 niche 在形成
時可能參與的基因，探討在不
同雌雄個體上生殖細胞的生
長差異。並分析癌幹細胞
IGFR 及其下游的訊息傳遞路
徑。在斑馬魚的性腺發育時，
也發現 IGF1 的訊息傳導扮演
重要角色。 

 

  半乳糖凝集素和 C 型凝集素
受體在抗真菌免疫反應中所
扮演的角色。 

如期完成，半乳糖凝集素和 C
型凝集素受體辨識白色念珠
菌之分子機制。 

 

  阿拉伯芥泛素系統重要組成
因子之功能與機制分析：蛋白
分解與表觀遺傳調控因子。 

可達成的主要目標包括： 
1. 泛素受體 RPN10 及 RPN13

負責生體內功能重要結構
區之分離。 

2. OTU5 控制開花機制之複體
分離與分析。 

3. OTU2 與種子發育功能之分
析。 

4. OTU5, 及 OTU6 與根毛發
育、逆境反應、熱反應之功
能分析 (包括轉錄基因組
分析)。 

5. OTU2複體分離與分析。 
6. 主要開花調控基因在 otu5

突變株之表觀修飾分析。 

 

  研究於先天免疫與細胞死亡 1. 本計畫延攬一位博士後人
員並培育博士生 2名。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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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中死亡結構域之訊息傳遞複
合體的形成。 

參與研究訓練者共有 3 名
博士後人員，3名博士班人
員，以及助理 2名。 

2. 在先天免疫訊息方面的研
究已經成功突破無法表現
IRAK1複合體的障礙，目前
正 在 依 此 突 破 來 進 行
IRAK1相關複合體的研究。 

3. 在細胞死亡訊息傳遞方面
的研究方面另外又取得新
的死亡結構域複合體並有
得到初步的蛋白質晶體。 

4. 本計畫共計得到 7 類蛋白
質複合體。其中蛋白質複合
體編號Ａ已有解析度 3 埃
之結構，目前生化及生物物
理實驗分析仍進行中，將于
近月內投稿。另外蛋白質複
合體編號 B 的解析度只進
步到 8埃，還需要突破。蛋
白質複合體編號Ｃ的有得
到初步晶體，還需要進一步
改良。另外四類蛋白質複合
體還需要從選殖到蛋白質
表現上的改進與突破。 

  黏膜的醣化現象如何影響到
傳染及發炎性疾病的醫療成
本計畫。 

1. 子計畫一：目前已完成人類
岩糖水解酶單株抗體的製
備，正用來分析胃癌、肝癌
的病人檢體，已完成各種贍
固醇醣化衍生物的定量測
定，正由此分析各種致病菌
種所產生的衍生物個別百
份比，並與病人病症作關聯
比對。 

2. 子計畫二：分析受感染病人
用藥前後胃部黏膜細胞表
面醣化結構的改變。 

3. 子計畫三：目前正探討半乳
糖凝集素如何參與，細菌被
免疫細胞所產生吞噬作用
的機制，以及扮演的角色。 

4. 子計畫四：是解析免疫細胞
的凝集素受器分子，如何因
與細菌脂多醣分子結合所
引發的一連串的訊息傳遞。 

5. 在本年度舉辦 3 次的討論
會，將子計畫之間的合作進
度作統合處理。另外，並邀
請兩位國際知名學者來訪
演講，並與生醫所合辦數場
關於腸道免疫及醣醫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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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演講與座談。 

  核糖核酸剪接體動態組裝過
程中的結構與功能性探索。 

1. 使用一種新的光化學鍵結
(photochemical 
cross-linking)方法，探討
Prp28 作用於 U1 snRNP 與
5’端剪接點的解離作用機
制。 

2. 檢驗先前發現的「可架空
Prp28p 功 能 的 突 變
(Prp28-bypass 
mutations)」如何重整 U1 
snRNP的結構，並因此改變
其與 5’端剪接點的交互
作用。相信藉由執行此研究
計畫，我們可更深入了解
Prp28p 作用的原理，並可
應 用 於 其 他 探 究
DExD/H-box 蛋白作用模式
的研究。 

 

  促進根系生長基因作為分子
標誌培育耐低養分及逆境之
高產水稻品種。 

本計畫係本院及農試所專家
之間的合作，結合現代分子生
物學及傳統技術來改進水稻
的根系。成果包括： 
1. 自眾多水稻品系中，選擇分

析 LEA3 及 C20GA2ox 基因具
有多型性，而且表現量增加
或發生改變的品系作為育
種母本。 

2. 建立分析根系生長方法，以
作為根系性狀檢視的依據。 

 

  神經形態生成之分子機制與
疾病相關性之研究。 

1. 子計畫一：已完成 TTNBP2
控制微絲穩定性的研究工
作。另外，CTTNBP2基因剔
除小鼠亦培育成功，現正分
析小鼠性狀。所發表論文如
下: Shih, P.-Y., Lee, 
S.-P., Chen, Y.-K., and 
Hsueh, Y.-P. (2014) 
Cortactin binding protein 
2 increases microtubule 
stability and regulates 
dendritic arborization. 
Journal of Cell Science 
127:3521-3534. pii: 
jcs.149476. (IF=5.325, 
2013)* highlighted by 
cover image and “In this 
issue” of JCS. 

2. 子 計 畫 二 : 已 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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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Proteasome 於早期神經軸
突中運送的分子控制機制。 
論文投稿中。Ecm29基因剔
除小鼠亦培育成功，現正分
析小鼠性狀。另外，將繼續
研究 proteasome 於 axon 
initial segment形成後的
傳送機制。 

3. 子計畫三：對於表皮細胞的
Neuroglian 調控感覺神經
樹突生長發育的研究已接
近完成。 

4. 子計畫四：正在進行膜蛋白
Flower 在果蠅神經系統及
大鼠培養的神經細胞對於
golgi stack形成的分子機
制研究。 

5. 子計畫五：已完成 1 篇與
CPEB4相關的分子研究，其
發表論文如下：對 CPEB4
在嗅球發育與功能的探
討，正在進行中。Chang, 
Y.W. and Huang, Y.S. 
(2014) Arsenite- 
activated JNK signaling 
enhances CPEB4-Vinexin 
interaction to 
facilitate stress 
granule assembly and 
cell survival PLoS ONE 
9: e107961. 

  全球暖化效應對於高山湖泊
生態系的影響。 

1. 全球暖化效應對於高山湖
泊生態系的影響。 
(1) 已完成生態系統代謝

現場監測儀器之修復、
測試與架設工作，於 7
月開始運作，包含溶
氧、水溫、葉綠素及水
色等監測儀器。 

(2) 監測儀器修復後已完
成 6 次的野外採集與分
析工作；目前已完成 1
篇論文之投稿，尚有 2
篇論文準備中。 

2. 氣象差異引發的擾動對高
山湖泊微生物代謝和群聚
結構的影響。 
(1) 已完成 3次採樣，採集

鴛鴦湖及翠峰湖表水及
底水之湖水樣本，進行
微生物豐度計數、群體

1. 初期因受限參與
人員的專業背景
與工作經驗的不
足，目前問題已
克服，未來將增
加野外監測樣
點、項目與樣
區。 

2. 由於試驗裝置受
到湖中生物啃咬
破裂，因此已加
裝細網保護樣
品，將重新放置
試驗裝置。 

3. 立刻收集及檢測
湖水環境參數並
採集樣本進行分
析，趕上原規劃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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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DNA 萃取、RNA 萃取及
16S rRNA片段之增幅；
另外也用 Ecoplate 分
析湖水微生物利用碳源
之代謝情形。 

(2) 檢測湖泊採樣點之環
境參數，作為後續微生
物代謝及群聚結構變動
之參照數據。 

(3) 湖水微生物交換試驗
之裝置放入水中後，因
環境生物因子影響，試
驗結果不佳，經修改實
驗設計後，將在 104 年
1月重新設置。 

3. 亞熱帶高山湖泊泥砂傳輸
模式之發展與應用於探討
強降雨引致之懸浮泥砂之
動力。 
(1) 建置鴛鴦湖之水理模

式及增加懸浮泥砂傳輸
運移模式，模式經過驗
證，水位及懸浮泥砂濃
度平均絕對誤差分別為
0.037m及 0.71mg/L，顯
示此模式模擬的正確
性。 

(2) 將已建置完成的鴛鴦
湖懸浮泥砂傳輸運移模
式，應用在風剪力對懸
浮泥砂傳輸影響，以西
北風 2.89m/s 風速作為
基準，以比較影響較為
明顯的風向及風速；並
將模式應用在氣候變遷
對懸浮泥砂傳輸之影
響，以 CCCMA 之 CGCM1
模式模擬 A2(悲觀)情境
之結果，在台灣北區氣
候變遷對地表逕流量之
變化影響分成短、中及
長期，中期氣候變遷
(2055年)對地表逕流量
之變化影響為減少 43 
%，對懸浮泥砂濃度影響
將會減少 6.96 mg/L。 

(3) 鴛鴦湖的懸浮泥砂傳
輸之模擬探討論文已撰
寫完成，近期將投稿至
國 際 期 刊
(Environmental Ea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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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Sciences)。 
(4) 後續進行研究建置翠

峰湖之水理、水溫與懸
浮泥砂傳輸模式。 

  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作為
平台來研究聚麩醯胺引起之
神經退化性疾。 

如期完成，利用人類多功能幹
細胞，作為平台來研究聚麸硫
銨引起之神經退化性疾病的
治療方法。 

 

  植物磷酸鹽轉運蛋白：分子結
構、反應機制及其調控。 

此研究乃針對二個阿拉伯芥
磷酸鹽轉運蛋白，結合了分子
遺傳學、突變組學、蛋白質組
學、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
用、生物化學、生物物理學、
奈米生物技術、結構生物學、
和功能分析等技術，探討其分
子結構、反應機制、及其調
控。預計達到下列目標： 
1. 植物體內的功能分析，和鑑

定相互作用的蛋白。 
2. 建構細胞體內/體外之磷酸

鹽轉運活性分析系統，並了
解特定胺基酸或區域在磷
酸鹽轉運中所扮演之關鍵
性角色。 

3. 探討磷酸轉運蛋白之三維
晶體分子結構。 

4. 分析磷酸轉運蛋白的轉譯
後修飾。我們將提出一套磷
酸轉運蛋白的分子作用模
式，進一步透析磷酸轉運蛋
白多樣化功能與應用，並建
立跨單位、跨領域之國際轉
運蛋白研究團隊。 

 

  以一新穎的顆粒溶解素毒殺
途徑為標的治療史帝文生強
生症及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
研究。 

如期完成，顆粒溶解素、人類
白血球抗原蛋白及細胞受體
之製備與結構分析。 

 

 人文社會
科學跨領
域、跨所
(處)、研
究中心主
題研究計
畫 

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
計畫。 

1. 本年度共舉辦 1 次討論月
會（張學謙博士）、3場專
題演講（Michael Keevak
教授、Alan Bewel 教授、
胡成教授）、3場合辦演講
（Shin Dongwon 教授、Yi 
Ggodem 教授、夏克勤教
授），參與人員包括計畫成
員、國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及
研究生。 

2. 本年度共邀請相關領域 3

依照計畫目標，於
第三年持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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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位國外學者舉辦系列專題
演講（Theodore Jun Yoo
教授、Keir Waddington教
授、 David Arnold教授），
針對討論議題與計畫成
員、相關領域國內外學者及
研究生交流。 

3. 本年度舉辦工作坊，由計畫
成員報告相關研究發現、心
得並介紹前兩年之工作成
果。 

4. 本年度舉辦期末工作會
議，由計畫成員共同討論規
劃第 3 年期末發表會邀請
國內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 

5. 子計畫主持人赴國外及大
陸地區蒐集研究資料、考察
與學術交流。 

6. 採購具重要性之中西文計
畫研究用書以及紀錄影片。 

7. 維護主題計畫網站。介紹計
畫內容、刊登相關演講活動
及定期更新出版資料資訊。 

  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
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
異。 

1. 已舉辦 9次學術演講，3次
讀書會，6 次工作小組會
議。 

2. 已邀請東京大學小島毅教
授作為本年度計畫特約訪
問學者，於本年 11 月 10
日來訪舉行演講，講題為
「儒教與靖國神社之關
係」。 

3. 已於本年 10 月 2 日及 3 日
與臺灣大學文學院「跨國界
的文化傳釋」計畫共同舉辦
研究生研習營，課程講座安
排國內外包括歷史、文學、
藝術等，共安排 6場課程、
1場主題演講，課堂講師包
括：廖肇亨、許怡齡、林桂
如、孫衛國、石守謙、島尾
新、衣若芬、朱秋而。 

4. 已於本年 10 月 6 日邀請孫
衛國、陳彝秋、島尾新、黃
立芸四位學者舉行學術座
談會，主題為「東亞文化交
流與知識生產」。 

5. 主題網站已更新完畢，目前
為資料蒐集整理告一段
落，預計於 104年度正式上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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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上一期計畫會議論文集由
於審核及作者修訂之故，預
計於 104年度上半年出版。 

  探討人腦執行功能因認知神
經老化所產生的影響。 

1. 分支計畫一： 
(1) 本年度已完成國、台語

版語意判斷作業聽覺刺
激材料建置（其中國語
版包含 113 位青年、台
語版包含 105 位青年進
行刺激材料的評定）、
量詞搭配詞視覺作業語
言材料蒐集。 

(2) 國語版語意判斷作業
已收集 32 名年輕人腦
電波資料，初步的統計
分析顯示脈絡限定效果
對於詞彙處理的影響與
過去視覺版實驗有相似
的歷程，此部分結果已
投稿於 104 年度認知神
經科學年會；同時國語
版作業也已收集 28 名
老年人腦電波資料、個
人健康紀錄建檔併行蒙
特利爾認知功能評估量
表(MoCA)，目前持續搜
集腦電波資料，之後將
進一步分析年齡對於腦
電波訊號影響之差異。 

2. 分支計畫二：本年度已完成
工作記憶認知作業刺激材
料的建置、圖片與文字的蒐
集與實驗典範的設計，並進
行大學生的行為前置測
試，初步的統計分析顯示工
作記憶與作業難度的行為
表現與相關執行功能的文
獻有一致性。目前開始安排
年輕人、中年人與老年人的
腦造影時程，包括將於本院
進行的腦磁波掃瞄，與陽明
大學進行的功能性磁振造
影掃瞄，之後將進一步分析
年齡、腦磁波訊號與磁振造
影訊號的關連性。 

3. 分支計畫三：兩族群(年輕
人及老年人)在認知控制作
業上之「訊息不確定程度」
與「反應時間」之線性函
數，結果發現此函數之斜率
(代表與難度相關之處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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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以及截距(代表基本知
覺處理速度)中，以截距與
年齡有較高之關聯性。此部
份之結果已於 5 月份在與
英國愛丁堡大學心理系的
交流會中進行報告；另外，
亦設置完成動作控制作
業，正在進行第二階段的實
驗，於每個受試者收集其動
作控制與認知控制之「訊息
不確定程度」與「反應時間」
線性函數，進一步探討年
齡、動作控制、與認知控制
三者間的關係。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
(1850-1949)計畫。 

1. 本研究計畫以 3年為期，第
2 年的工作重點在於參與
計畫成員將第一年度的研
究構想，發展成為初具規模
的研究論文，並輪流報告期
中研究心得。使本計畫成為
國際研究中日關係史的交
流平台，並凸顯中央研究院
代表我國在此一領域的學
術主導地位。第 2年度學術
研討會議，於 8 月 11 日至
13 日以參與近史所「全球
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
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方式召
開，本研究計畫組織 4個場
次，包含子計畫主持人在
內，共發表 17 篇期中研究
成果，達到充分討論，穩固
第 3年計畫執行的基礎。 

2. 透過與海外子計畫主持人
劉建輝教授所任京都日本
國際文化研究中心合作，統
計所黃自進研究員、潘光哲
副研究員、林志宏助研究員
等均赴日本京都訪問，與眾
多日本及中國大陸留日菁
英一起研究，擴大研究網
絡，確保本研究計畫的具體
落實。 

3. 國內子計畫主持人陸續赴
日本蒐集資料，進行學術交
流；海外子計畫主持人則赴
日本、中國大陸、台灣蒐集
資料，進行學術交流。計畫
主持人出國進行學術交流
情形如下：2月北京大學王
新生教授赴日本；2月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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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黃自進研究員赴日本；3
月近史所潘光哲副研究員
赴日本；5月美國羅文大學
王晴佳教授赴中國大陸；6
月近史所賴毓芝助研究員
赴日本；8月美國羅文大學
王晴佳教授來台；8月北京
大學王新生教授來台；8月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東
教授來台；8月日本國際日
本文化研究中心劉建輝教
授來台；8月近史所陳慈玉
研究員赴中國大陸；9月日
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東教
授來台；10 月近史所賴毓
芝助研究員赴日本；12 月
近史所陳慈玉研究員赴中
國大陸；12 月近史所林志
宏助研究員赴日本。 

4. 重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基
本史料庫，累計至第 2 年
度，整體史實部分已建檔逾
150,000字、人物史料部分
已建檔 1,657,852字；整理
外交部 1920-1930 年代檔
案 32 冊、摘錄編輯外交部
1940-1950 年 代 檔 案
943,552字；蒐羅國防部檔
案 74 卷、日本外務省檔案
18 卷、中日關係期刊論文
183篇。上項資料皆用以支
援同仁進行研究以及確保
本研究計畫的具體落實。 

5. 維護本主題計畫部落格
（http://mhmsjr.blogspo
t.tw/），提供計畫最新進
度與學界交流。 

  重新探討所謂的鄒語系的內
部關係。 

1. 大量掃描及宣讀所有有這
三個語言(鄒語、卡那卡那
富語、沙阿魯阿語)的文
獻。 

2. 蒐集這 3 種語言(鄒語、卡
那卡那富語、沙阿魯阿語)
的資料（包括詞彙比較）。 

3. 建立這三種語言(鄒語、卡
那卡那富語、沙阿魯阿語)
的 動 詞 系 統  (verbal 
morphology)，並且開始做
比較。 

4. 開始描寫 Kanakanavu 的構
詞。 

 

http://mhmsjr.blogspot.tw/
http://mhmsjr.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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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進行田野工作（Saaroa 10
天, Kanakanavu 30天)。 

6. 寫完了 2 篇文章（Teng & 
Zeitoun 2014 and Zeitoun 
& Teng 2014）。 

  社群媒體與多變網絡結構：事
件、界限、散佈。 

本年度已召開 20 次定期會
議，各子計畫報告目前的執行
概況，針對執行方向與成果報
告進行討論，並研商行政事
宜，合計邀請國內相關領域學
者演講 6 次，並舉辦「社群
APP 軟體建構與線上資料應
用」之高雄軟體園區參訪活
動。「點日記」和「婚宴網」
研究調查持續進行中。 

 

  台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
健康研究。 

1. 田野及文獻資料分析與整
理。 

2. 個案收案、問卷調查及資料
統計分析。 

3. 本計畫已於 9 月舉辦｢2014
年台灣原住民族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 4 篇論文，
預計出版論文集。 

4. 本計畫已於 12 月 19-20 日
舉行計畫期末會議，邀請各
分支計畫主持人共同討論
研究成果。 

5. 檢視研究成果，將繼續書寫
論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或
投稿學術期刊。 

 

  閱讀習得的關鍵要素：結合行
為，發展與神經生物取向的整
合研究。 

1. 子計畫一：持續針對以中文
為母語的國小二年級學
童、大專學生，和正在學習
中文為第二語的外籍年輕
人，收集其各項基礎認知能
力和中文閱讀的指標，以探
討其間的相關性。此計畫獲
致的結果在本年中，於台灣
認知神經科學學會、美國認
知神經科學學會年會、香港
語言與人類複雜系統中心
年會暨學術研討會、美國實
驗心理學會年會等學術會
議裡以壁報論文形式發
表，共有 7篇；和本計畫相
關的研究成果，也發表於
Journal of 
Neurolinguistics 及
Memory and Cognition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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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期刊中，共有 2篇論文。 
2. 子計畫二：子計畫二於本年

度，已順利將首年的實驗典
範轉移到國小學童，探討音
形對應一致性的發展，並另
外進行一個成人ＥＰＲ實
驗，探討同音密度與形音一
致性效應。初步成果並已開
始利用ＭＥＧ進行交叉測
試，探討兩種漢語同音字密
度與音形對應一致性的神
經機制。本年度計有 1篇論
文發表，2 篇論文在審查
中，另外有 6篇國際會議的
發表。 

3. 子計畫三：本年度已完成兩
個事件相關腦電位實驗，探
討重複記憶提取如何影響
對於外語單字的學習。此計
畫支持的部分實驗發表於
一篇 SCI論文，另一篇正在
審查中。 

4. 子計畫四：本年度共完成 2
個實驗，1 個中文單字實
驗、2個閱讀中文句子的眼
動實驗，探討中文字的音形
對應關係在口語及書面語
的詞彙表徵激發歷程，及中
文歧義詞與語境處理的關
係，共收集了 112位參與者
的實驗資料，完成資料整理
與分析。本年度共發表 2
篇論文於國際會議，1篇於
國際學術期刊。 

5. 子計畫五：目前計畫執行狀
況良好，已完成確認大腦中
與中文書寫相關的神經網
路及其運作。 

 農業生物
技術創新
研發計畫 

1. 創新轉譯農學研究:從系統
生物學到農業生技產品關
鍵技術之開發。 

2. 創新轉譯農學行政運作計
畫。 

1. 已完成計畫審查、計畫核發
及計畫考核共計 12 件，其
研究項目包含：作物花卉
(水稻、蘭花、綠豆、作物
嫁接等)、水產(吳郭魚、石
斑魚)、藥用植物(大花咸豐
草、黃花蜜菜)，通過審核
之計畫均應利用系統生物
學，即基因體學、蛋白質體
學、代謝體學、合成生物
學，針對所研究之機制，如
作物花卉在面對乾旱、水
患、蟲害、病害等逆境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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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生物層次之機轉。 
2. 年度成果包含 SCI 論文 14

篇及國內論文 2 篇，15 項
研究成果參與國內外研討
會，5項申請中專利及 2項
已獲得專利，促成就業人數
有 78 人（含博士後及專任
助理）。 

3. 除推動創新轉譯農學之發
展，作為政府及民眾間科技
溝通之平台，本計畫辦公室
亦以新世代定序為主題辦
理教育講座，藉以提升群眾
對國際性高科技農業之認
識與接受度，落實科技應用
以提高產業素養。此外，為
使未來計畫成果得以應用
於學研業界，本計畫將辦理
相關活動，目前已完成辦理
｢生物產業關鍵技術 Face 
to Face 商談媒合會｣，會
中安排產業主管機關以及
市場趨勢座談，使學研業界
瞭解產業狀況，會後亦安排
學研對談，以促進學研雙方
之交流。 

數理科
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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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場演講；發表 41
篇論文；學人來訪 96 人
次；出版數學傳播及數學集
刊各 4期。 

2. 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66 
人次。 

3. 5月舉辦「The 8th Taiwan 
Geometry Symposium」。 

4. 1-12 月舉辦「學年度核心
課程」。 

5. 6月舉辦「微分方程及相關
課題研討會」。 

6. 7月舉辦
「Sinica-NCTS/TPE 
Mini-course in 
Geometry」。 

7. 10 月舉辦「2014 許振榮講
座」。 

8. 11月舉辦「Workshop on 
mathematical models and 
scientific computing in 
fluid mechanics  」。 

9. 12月舉辦「2014 Taipei 
Workshop on Analysis and 
Geometry in Severa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5-8TG/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5-8TG/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6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6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7MGeo/Poster.png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7MGeo/Poster.png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07MGeo/Poster.png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CJHL/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CJHL/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1-MS/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1-MS/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1-MS/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1-MS/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AGSC/Home.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AGSC/Home.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AGSC/Hom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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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lex Variables」。 
10. 12 月 舉 辦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Analysis: Boundary 
Phenomena for 
Evolutionary P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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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
作，舉辦重大國際會議 5 場，
發表論文篇數共 309篇，相關
論文發表於國際研討討會及
期刊上。 

 

 化學研究 1. 新有機能源材料開發與元
件製備。 

2. 有機功能材料、感測材料與
相關元件研究。 

3. 自組裝超分子奈米結構研
究。 

4. 微流體系統在合成上之應
用。 

5. 新穎催化系統與合成方法
開發。 

6. 蛋白質體結構、生理作用機
制研究。 

7. 有機合成應用於抗癌藥物
設計與開發。 

本年度共舉辦專題演講 57 場
次；舉辦學術研討會 5 場次；
取得專利 5件；論文發表 121
篇；邀請國外學者來所訪問
74 人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74人次及訪問研究 17人次；
獲國、內外重要殊榮 5 人次。 

 

 地球科學
研究 

1.地震成因與震源機制。 
2.台北盆地的三維構造。 
3.大屯火山觀測所之建置。 
4.台灣的造山運動、岩漿活動

及變質作用。 
5.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孕震

過程。 
6.三維數值模式模擬岩石圈

變形的構造演變。 
7.深部地殼及地幔超高壓變

質作用。 
8.海底地震觀測。 
9.台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

環境。 
10. 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 
11. 地球系統的質量變遷。 
12. 在太陽風、磁層、高層大

氣及地殼中的粒子加熱、
無線電輻射及電耦合物理
過程。 

13. 太陽系的形式、演化及早
期的地球歷史。 

1. 舉辦 28 次學術演講，發表
98篇學術文章。 

2. 出席國際會議 37 人次，出
國研究 20 人次，邀請國外
學者來訪 7人次，大專學生
參與暑期研究計畫 15 人
次。 

3. 延攬人才 3人。 
4. 訂閱期刊 84 種，購置圖書

34冊。 

 

 資訊科學 1.生物資訊研究。 舉辦國內及國際學術會議 5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AGSC/Home.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EP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EP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EP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EPDE/index.html
http://www.math.sinica.edu.tw/www/file_upload/conference/201412EPD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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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研究 2.電腦系統研究。 
3.資料處理與探勘研究。 
4.多媒體技術研究。 
5.語言與知識處理研究。 
6.網路系統與服務研究。 
7.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研究。 
8.計算理論與演算法研究。 

場、學術演講 142場（含國際
研究生演講），發表研討會論
文 147 篇、期刊論文 57 篇、
出版 JISE 6 期共 108 篇論
文，訂閱（購）專業西文期刊
169 種、中文期刊 18 種（含
報紙）、圖書 178冊。 
1. 研究以模式為本的知識表

達與自然語言理解，發展可
自動建構文章主題事件的
背景知識與內容分析技
術。並持續研究以知識為本
的中文剖析器、與更新及維
護廣義知網知識架構，擴充
詞庫詞彙及詞義表達。 

2. 探討積極建立社群網路好
友問題的最佳化，與分析產
品社群行銷問題。建構多樣
社群影響力的分析模型。研
究擁有正負面評價之動態
社群行銷問題。 

3. 建置分散式圖形資料庫與
資料分散及備份中介軟
體。探討資料分割之最佳化
與高效能之平行化圖形資
料處理。分析快閃記憶體存
儲裝置之效能與資料可靠
度。發展高效綠能資料庫索
引設計，與可位元存取非揮
發性記憶體之檔案系統設
計。 

4. 利用資料探勘技術發展功
能性轉錄因子結合位置辨
識演算法。探討增強子核糖
核酸基因調控特性。建構穿
膜蛋白三度空間結構預測
系統，與人類膜蛋白體知識
庫。改進代謝體的定量與定
性分析。建置新一代轉錄體
資料呈現分析平台。 

5. 發展結合多樣性多媒體資
料的技術與應用。提出基於
電腦視覺的動作與行為辨
識演算法。開發高維度巨量
影像資料的近似搜尋方
法。提出稀疏快速 Fourier
轉換演算法。 

6. 分析 game theory中玩家採
用特定 no-regret 演算法
的收歛結果。探討可能驗證
邏輯與其在隱私保護上的



施政計畫實施狀況及績效（本年度部分） 

47 

工作計
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應用。開發新世代密碼學技
術。發展資料密集計算的演
算法與其在電腦象棋的應
用。 

7. 建構基於程式碼改寫技術
來結合不同的程式驗證方
法。探討雲端程式的驗證問
題。提出最大密度區段問題
之形式化證明。 

8. 建置時空資料之雲端分析
與應用平台，發展高效率視
訊通訊技術，提供適地服務
與加值應用。開發即時偵測
spam 電話號碼的方法與可
自動分類電話使用者與群
組關係的演算法。 

 統計科學
研究 

1.數理統計研究。 
2.機率論研究。 
3.實驗設計研究。 
4.數理生物學研究。 
5.生物統計、遺傳統計、生物

資訊學研究。 
6.社會網路研究。 
7.功能性腦影像統計分析之

研究。 
8.機器學習、統計計算、與矩

陣視覺化研究。 
9.財務統計研究。 
10. 時間序列研究。 
11. 環境與空間統計研究。 
12. 中華統計學誌編輯發行。 
13. 學術會議。 
14. 人才培育。 

1. 統計科學基礎研究並發表
論文及出版專書(發表論文   
137 篇，其中 SCI 論文 71
篇，研討會論文 66篇)。 

2. 學術演講 84 場，舉辦多項
統計研討會議以推廣統計
教育： 
(1) 2014 Workshop in 

Symbolic Data 
Analysis 
(103.6.13~103.6.16；
統計所為主辦單位)。 

(2) 第二十三屆南區統計
研討會暨 2014 中華機
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
研 討 會
(103.6.27~103.6. 
28；統計所為協辦單
位)。 

(3) Conference on 
Experimental Design 
and Analysis 
2014(103.7.4~ 
103.7.5；統計所為主辦
單位)。 

(4) 2014 暑 期 研 習 營
(103.7.16~103.8.1；統
計所為主辦單位)。 

(5) 2014 台灣資料科學愛
好 者 年 會 暨 研 討 會
(103.8.30~103.8.31；
統計所為協辦單位)。 

(6) 2014 統 計 科 學 營
(103.9.10~103.9.11；
統計所為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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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7) 2014 Statist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Workshop(103.9.11~10
3.9.12；統計所為主辦
單位)。 

(8) 103 年中國統計學社社
員大會暨國際統計學術
研討會(103.12.6；統計
所為協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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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件，國內學者
來訪 7 件，研究人員出國  
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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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共發表論文  
90篇 SCI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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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舉辦學術
研討會 8場（如：亞洲核心計
畫冬季學校，103.2.24-28；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台灣之夜
活動」，103.3.5 (協辦)；第
三十二屆台灣觸媒與反應工
程研討會，103.6.26-27 (協
辦 ) ； YCU-IAMS Autumn 
Workshop 2014，103.9.2；本
院太陽能電池永續計畫 2014
暑期研討會，103.9.17；2014
石墨烯材料國際研討會(RPGR 
2014) ， 103.9.21-25 ( 協
辦 ) ； 2014 IAMS Retreat 
(Symposium on Atomic and 
Molecular Sciences) ，
103.11.10-11；第八屆亞洲強
場 雷 射 科 學 研 討 會 ，
103.11.25-28) ；發表期刊論
文 207 篇；獲得獎項 7 項(劉
國平特聘研究員獲選本院本
年度深耕計畫；王偉華獲選本
院本年度前瞻計畫；郭哲來榮
獲 2013「波動力學應用研發
中心潛力科學家獎」；周美吟
特聘研究員當選中央研究院
第 30 屆院士；何耀錦指導林
建豪同學榮獲科技部 102 年
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
作獎；劉國平院士榮獲 2014
年國際 Stereodynamics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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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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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的 Richard B. Bernstein 
(RBB) Award；張煥正榮獲中
國化學會會誌 103 年度最佳
論文)；專利 4 項(「Direct 
growth of Graphene on 
Substrates」，李連忠，美國 
(US 8,685,843，2014.4.1)；
「 Fluorescent Carbazole 
Compounds for Cancer 
Diagnosis」，張大釗，歐洲 
(EP 002319842B1 ，
2014.4.9)；「石墨烯-碳化矽
-石墨烯奈米薄片裝置及其形
成方法」，陳貴賢，中華民國 
(TW I441736，2014.6.21)； 
「電化學石墨烯及包含其之
電極複合材料與鋰電池」，李
連 忠 ， 中 華 民 國  (TW 
I441947，2014.6.21)；訂購
西文紙本期刊 14 種。 

 天文及天
文物理研
究 

1. 次毫米波陣列。 
2. 宇宙背景輻射陣列。 
3.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

毫米波陣列。 
4. 中美掩星計畫(TAOS-1)及

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
畫。 

5. 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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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
心。 

8. 格林蘭望遠鏡計畫。 
9. 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 
10. 宇宙學與天文物理學太

空紅外線望遠鏡。 
11. 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

並培訓未來人才。 

1. 持續與史密松天文台合作
進行次毫米波陣列的維護
與升級工程，改進 SMA的靈
敏度，並持續參與新型相關
器的研發與建造。SMA啟用
以來發表的論文總數約
601篇，其中有台灣天文學
家參與的有 259 篇(2/5)以
上，台灣天文學家擔任第一
作者的有 123 篇(1/5)以
上。 

2. AMiBA 是亞洲惟一專門研
究宇宙學的天文設施，也是
首座由臺灣主導興建的重
大天文設施。本所持續專注
於陣列的科學運轉及靈敏
度與速度的提升。本年並改
造升級為數位化相關器，以
準備未來利用此陣列進行
開創性的宇宙學實驗，探索
宇宙初始 CO(一氧化碳) 
的起源與分佈。 

3. 台灣提出的 ALMA 科學觀測
計畫書成果豐碩。與中山科
學研究院合作建立的東亞
前段次系統整合中心(EA 
FEIC)對 ALMA 計畫貢獻卓
越。ALMA 於 102 年 3 月正
式啟用以來，持續支援
ALMA 的運轉、發展科研計
畫、並繼續參與儀器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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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主導 ALMA Band-1 接
收機系統的研發工作，未來
5 年內共需交付 73 個
Band-1 系統。 

4. TAOS-1 持續以每秒十次獲
取新的觀測數據，未來將被
移往較佳觀測台址，進行其
他時序天文觀測計畫。海王
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
(TAOS-2)已於墨西哥舉行
台址的破土典禮並完成道
路興建與台址的整頓工
作，預計 104年完成 3座望
遠鏡的架設，搭配小型
CMOS 相機進行試運轉。並
預計於 105 年中開始科學
觀測，靈敏度將比 TAOS 提
升 100倍。 

5. 與加 -法 -夏望遠鏡機構
(CFHT)合作研發新的紅外
線極化光譜儀(SPIROU)已
於本年通過最終設計審
查，進入最後製造階段，預
計將於 104 年底開始最後
的整合工作。 

6. Subaru 望遠鏡的 HSC 是天
文界興建的最大型光學廣
角相機，已開始進行科學巡
天觀測並對資料進行科學
分析。PFS儀器的開發是拓
展 Subaru 的多天體光譜觀
測效能，於 PFS 計畫中負
責光纖定位相機及主焦模
組之結構及組裝測試，這些
重要組件將於 106 年完成
並運送至夏威夷。 

7. TIARA 持續為各項觀測研
究提供理論支援，定期舉辦
冬夏季學校及專題學術研
討會，並積極邀約學者來
訪，提供學術交流機會，激
發青年對天文的興趣，建立
並維持未來的研究人才。持
續與亞洲各大學及研究機
構發展合作關係，致力於河
外天文學、銀河系研究、
CHARMS 子計畫、恆星形
成、系外行星、高能天文物
理等研究領域，並發展高效
能的計算能力，成果豐碩。 

8. 研發次毫米波特長基線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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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儀(submm VLBI)作為 SMA
及 ALMA 的延伸，可提升角
解析力達 1,000倍。科學目
標是直接觀測超大質量黑
洞(SMBH)的影像，證明超大
質量黑洞的存在。格陵蘭望
遠鏡(GLT)主要的修改與升
級元件已驗收完成，並已開
始進行架設工程的預備工
作。預計 104 至 105 年將
GLT 架設於 Thule 空軍基
地，105至 106於 Thule進
行試運轉，106至 107年再
移至格陵蘭的峰頂站，在新
的 ISI 站建立第一個北極
天文台。啟用後將致力於取
得 M87 星系中的黑洞的影
像。 

9. 此為與本院天文所與地球
所及環變中心的合作計
畫。NanoSIMS 能對次微米
的區域進行就地（in situ）
同位素分析，將用來研究太
陽系誕生前及早期太陽系
的塵粒，以及研究微小尺度
的地球化學作用。已取得
NanoSIM 設備並已建立實
驗室。該實驗室可使天文所
對恆星形成過程的研究與
從地球或太空中採取的塵
粒樣本互相參照。 

 應用科學
研究 

1.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2.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 
3.綠色科技專題中心。 

1. 發表技術報告 2篇，期刊論
文 117 篇、研討會論文 92
篇。 

2. 辦理「3M nano研討會」、
「 Japan Taiwan 
Bilateral Conference on 
Biomedical and Plasmonic 
Imaging」國際會議及協辦
「台灣之夜」、「2015國
際光之年系列活動」。 

3. 舉辦學術演講 58場次。 
4. 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35 人

次。 
5. 與北海道大學電子科學研

究所、國立台灣大學應用物
理研究所暨物理學系、國立
陽明大學生物醫學暨工程
學院、長庚大學工學院等簽
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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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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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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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亞洲特殊污染源對環境與
社會之衝擊評量。 

4. 台灣河流生地化系統整合
研究。 

5. 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
化學的影響。 

6. 熱帶陸棚海之研究-北南海
陸棚海。 

7. 內波破碎帶之生物地球化
學之研究。 

8. 台灣氣候變遷研究聯盟。 
9. 極端天氣，水、旱災與全球

暖化之關係。 

1. 本年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及國外參訪共 152人次。 

2. 舉辦學術研討會「2014 大
氣學門研究成果發表會」、
「第三屆氣候變遷研究聯
盟研討會」、「 Wallace 
Forum: Something about 
Climate」及學術專題演講
共 36場次。 

3. 發表 SCI 期刊論文 80 篇，
研討會論文 64 篇及出版
「臺灣及太平洋友邦南島
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因應
政策研討會」論文集 1 冊。 

4. 國內及國外專家學者來訪
進行學術交流分別為 7 人
次及 56 人次，延攬客座科
技人才 4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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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完成各項行政業務支援。 
2. 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1) 完成研發分散式雲端
作業系統第一版系統建
置與科學應用之驗證。  

(2) 產官學合作（DiCOS 與
單機櫃雲端中心合作建
置與研發、禽流感與登
革熱藥物模擬、疾病關
聯分析、地震波模擬應
用、氣候變遷模擬應用
等）、人才培育及國際
合作方面皆有進展。 

(3) 全球網格維運技術：全
球網格資源監測與維運
自 動 化 系 統 (GStat/ 
GStat2)，超過 256個單
位使用。 

3.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1) 完成在智慧型手機上

可經認證的金鑰交換協
定之研究。  

(2) 進行資安風險分析的
國際交流合作。 

(3) 發展出多項行動裝置
上的 smart 人機介面以
及實體互動技術創新。 

(4) 促進持續進行產學合
作計畫的推動、資訊安
全技術的移轉。 

4.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1) 於多媒體、行動運算、

智慧聯網等關鍵核心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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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皆有進展，並與工研
院、資策會及國內外業
界持續合作。 

(2) 繼續針對次世代行動
通訊網路領域的重要議
題作深入的研究。 

(3) 持續從事巨量資料處
理、多媒體及嵌入式系
統之前瞻研究。 

(4) 人才培育與產官學合
作方面皆有良好具體成
果。 

5. 其他跨領域研究： 
(1) 舉辦學術研討會 2 場、

學術演講 43 場(含 5 場
2020 資通產業系列講
座)，發表期刊論文 39
篇、研討會論文 91篇。 

(2) 提供各項研究諮詢及培
訓跨領域人才，共聘任
25位博士後研究、67位
研究生與 125 位專任研
究助理。 

生命科
學研究 

植物暨微
生物學研
究 

1. 植物及微生物之生長與發
育之研究。 

2. 植物、微生物對環境之交互
作用。 

3. 植物及微生物資源探勘之
研究。 

本年度共發表共 120 多篇學
術論文、專書及會議論文於國
內外重要學術刊物上。舉辦
「 The Other Plant Model 
Systems: Rice and Moss」、
2014 年植物暨微生物學新知
研 討 會 (2014 Mini- 
Symposium Recent Advances 
in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植物生殖生物學
國際研討會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t Sexual 
Reproduction) 、陳淑真研究
員紀念講座、李先聞院士紀念
講座及專題演講 39 次。線上
發行「中央研究院植物學研
究 」 (Botanical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共計 70
篇。 

 

 細胞與個
體生物學
研究 

1. 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2. 細胞與個體功能性分析。 
3. 細胞作用以及功能障礙的

分子基礎。 
4. 細胞結構分析。 

1. 發表論文 65 篇於國內外學
術刊物。 

2. 舉辦學術專題討論演講 43
場次。 

3. 出席國際會議 37人次。 

 

 生物化學
研究 

1. 細胞訊息網路及蛋白質修
飾之生化機制。 

1. 本年度在細胞訊息網路上
各有 1 篇在 Molecu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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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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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結構生物與生化為基礎
之蛋白質功能研究及藥物
研發。 

3. 蛋白質轉譯後修飾及訊息
網路研究以發現藥物靶標。 

4. 以蛋白質結構為基礎之藥
物設計與研發。 

5. 醣科學－從系統生物學至
醫藥應用。 

Cell 及 Nature Commun.發
表。在蛋白質結構方面，各
有 2 篇在 J Am Chem Soc
及 Angew Chem Int Ed 發
表。在蛋白修飾上有 1篇在
Science Signaling發表，
成果豐碩。 

2. 為了提升在國際上能見
度，及提升研究水準。本年
度舉辦李卓皓院士紀念演
講會、王光燦生物有機化學
講座發表大會、牛樟芝研討
會、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
物學聯盟國際研討會等大
小型國際會議共 7場。其中
10 月份主辦的國際生物化
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國際
研討會超過1千2百位學者
及研究人員與會。 

3. 傑出人才講座 5個場次，邀
請由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
學、加州理工大學、史丹佛
大學、劍橋大學的重量級學
者來訪，並與研究人員、助
理和學生座談，不定期專題
演講 45 場及所內研究員討
論會 1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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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各大學、醫學中心合作。 
5. 人才延攬的配合。 
6. 新興計畫。 
7. 提昇生醫所在國際間的知

名度。 

1. 期刊論文發表 194篇。 
2. 研討會論文發表 130篇。 
3. 學術演講 71場。 

 

 分子生物
研究 

1. 發育生物及神經生物學。 
2. 細胞之生化及生理及免疫

學。 
3. 植物分子生物及生理學。 
4. 病毒與宿主之交互作用。 
5. 核酸及染色體學。 
6. 積極參與研究人才培育。 

1. 研究人員發表於國內、外   
期刊之學術研究論文共計
69篇。 

2. 研究人員出席國際會議共
計 67 人次，會中發表學術
研究論文 59篇。 

3. 邀請國外學者專家參與學
術演講共計 61場。 

4. 持續與陽明大學合作，培訓
碩、博士研究生。 

 

 農業生物
科技研究 

1. 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專題。 
2. 草藥科技研究專題。 

1. 與財團法人楊祥發紀念教
育基金會於本年 11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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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名稱 

重要計畫
項    目 

實施內容 
辦理情形 

已完成或未完成之說明 因應改善措施 

3. 分子疫苗科技研究專題。 
4. 酵素科技研究專題。 

至 5日舉辦「第七屆楊祥發
農業生技紀念講座」，假本
院人文社會科學館國際會
議廳及南部生物技術中心
舉辦 2場公開演講，國內外
共計 500人參加。 

2. 與台灣大學於本年 9 月 1
日至 4日舉辦「第一屆生技
營-生物技術研討營」，邀
請國內 40 名對生物技術有
興趣之優秀大學生參與，以
認識該產業及未來就業升
學之發展方向。 

3. 於本年 10 月 6 日舉辦「第
十五屆論文壁報比賽暨學
術交流研討會」共計 67 篇
壁報參與比賽。 

4. 與義守大學於本年 10月 28
日至 31 日合辦「第十屆國
際生物催化暨農業生物技
術研討會」該會議有國內外
500多名學者參與。 

5. 共舉辦 27場次學術專題演
講。發表 76篇論文於國內
外刊物。 

 生命科學
圖書館 

1. 生命科學相關中西文書
刊、資料庫、視聽資料採
購，編目及典藏。 

2. 徵集、訂購與推廣生命科學
相關專業期刊之使用。 

3. 推廣資料庫與生物資訊課
程之利用。 

4. 統計各項圖書館相關資料
暨評估效益。 

1. 超過 10,000 餘種圖書；電
子書及資料庫採購。 

2. 600 種期刊及電子期刊之
徵集及訂購。 

3. 定期舉辦生物資訊課程約
55 次全年人次約 1,547 人
次。 

4. 致力推廣圖書館資訊，提高
館藏之利用，改善圖書館服
品質。 

 

 臨海研究
站 

1. 以廣鹽性吳郭魚為模式動
物研究滲透壓調控能力與
忍受腎毒藥品的生化與分
子生物機制。 

2. 魚、蝦類抗菌胜肽抑制腫瘤
之分子機制探討。 

3. 紅螢光或綠螢光海水觀賞
魚之產出。 

4. 魚類免疫辨識病原訊息傳
導機制之調控。 

5. 魚類疫苗佐劑與抗病毒疫
苗之研究。 

6. 盲鰻軟骨相關基因的演化
發育研究。 

7. 金魚形態分子發育遺傳學。 

1. 研究結果發現，在 40 mg/kg
劑量下，生活在海水的吳郭
魚，因被誘導出較佳的滲透
壓調節能力，因而抵抗腎毒
造成的水腫的功能，遠較生
活於淡水的魚佳；也因此，
其死亡率也相對的較低。 

2. 已研發 pardaxin 抗菌胜肽
抑制狗圍肛瘤之研究。 

3. 完成石斑魚之類鐸受體
9(TLR9)兩種異構物對於下
游訊息傳導差異性影響之
分析。 

4. 以浸泡型佐劑建立兩種抗
石斑魚虹彩病毒的浸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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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 不活化疫苗及次單
位疫苗；此兩種疫苗均具保
護效力。 

5. 調查使盲鰻受精卵的最佳
方式。 

6. 調查有關金魚的形態發育
相關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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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2. 發表SCI學術論文約90篇。 
3. 學術演講 42場。 
4. 動物學研究期刊網路線上

平台委託服務 70篇。 
5. 獎勵國外學人短期來院訪

問 1人。 
6. 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

問 2人。 
7. 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31 人

次在本中心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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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延聘研究人員、研究技術
人員 41 名，增加研究團隊
之研究人力。 

2. 邀請 35 位國內外專家學者
至本中心演講交流。 

3. 邀請 14 人次國外專家學者
到院訪問，從事研究並與研
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4. 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130 
人在本中心進行研究。 

5. 派 員 出 席 國 際 性 會 議   
107人次。 

6. 辦理 4 場國際學術研討
會。 

 

 南部生物
科技計畫 

1. 蘭花之生物技術開發。 
2. 抗病蘭花之品種開發。 
3. 新穎生物暨有用基因之開
發。 

1. 已發表 8 篇國際級農業生
物科技研究論文及 1 篇國
際級綠藻生質能源專書章
節發表。並獲政府各部會補
助研發經費計研究型計畫
11件。 

2. 辜瑞雪研究助技師發明「蘭
花抽雙梗技術」經公共事務
組協助，將技術轉移至台灣
海博特股份有限公司。 

3. 進駐研究與行政人員共有
53名。 

4. 共指導博士生 5位，碩士生
4位，博士生 1位畢業，碩
士生 2位畢業。 

5. 舉辦「暑期大學生培育計
畫」，招收 7名台南地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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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於研究大樓進行為期
2個月的實習。 

6. 進行「中央研究院高中生命
科學研究人才培育計畫」，
以視訊連線，嘉惠南台灣的
學子，共享本院的師資，本
年度共計作視訊課程 20
次，上課人數為每次 10人。 

7. 邀請國際學者 3 位及國內
學者 3位演講。 

8. 與台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產業發展科共同舉辦「生物
產業關鍵技術商談媒合
會」。 

9. 協助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
院企劃推廣組於 103 年 8
月 15、22、29 日共 3 日於
中心舉辦「PICS/GMP 培訓
課程」。 

10. 舉辦「第七屆楊祥發農業
生技紀念講座」。 

11. 詹明才研究員受邀至日本
埼玉大學演講。 

12. 詹明才研究員受邀第十屆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台灣)發
表演講。 

13. 指 導 一 名 博 士 生 參 加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Biocatalysis and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研討會榮
獲壁報比賽優等獎。 

14. 張成會助理研究員受邀至
台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
演講。 

15. 張成會助理研究員受邀至
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科學研
究所演講。 

16. 張成會助理研究員參加
2014 韓 國 舉 辦 之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t Science & 
Annual Conference 並張
貼海報。 

17. 方素瓊助理研究員五月受
邀參加第一屆海峽兩岸藻
類學與藻類產業論壇並演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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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方素瓊助理研究員 6 月受
邀至美國加州參加國際衣
藻細胞及分子生物學研討
會並發表專題演講。並同
時指導 1 名博士生參與該
會發表 1篇壁報論文。 

19. 方素瓊助理研究員 6 月受
捷克國家科學院邀請參加
國際植物細胞週期研討會
發表專題演講。 

20. 方素瓊助理研究員 9 月受
邀至中興大學演講。 

人文及
社會科
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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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四期

防震設施方案。 

1. 舉辦 7 場學術研討會及工
作坊（4 場主辦、3 場協
辦）、2 場研習營、1 場成
果發表會。21 場學術講論
會；邀請國外訪問學者 5
人。 

2. 歷史學門發表論文 44 篇、
專書 8本、會議論文 23篇；
考古學門發表論文 26 篇、
專書 2本、田野調查報告 9
篇、會議論文 39 篇；人類
學門發表論文 29 篇、專書
2 本、會議論文 11 篇；文
字學門發表論文 10 篇、專
書 1本、會議論文 7篇。 

3. 9 個專題研究室舉辦各類
演講、座談會及討論會等共
56 場，並持續蒐集相關資
料。 

4. 台灣考古標本建檔 31 箱又
4,121筆、檢核修檔 238箱
又 8,379筆、提借與調閱計
261箱又 630件；中原考古
文物提調研究 41,684 件
次。 

5. 文物陳列館接待參觀人數
12,490人。辦理特展 6次。 

6.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增
105種類書約 2千萬字，校
對 61 種 4,218 萬字；新增
影像檔對照 4種 24萬頁。 

7. 明清檔案：整理 374 件又
18,208頁、完成摘要 14,424
件。 

8. 傅斯年圖書館：服務到館使
用 12,608 人次、傅斯年紀
念室參觀 1,393人次、團體
參觀 12次。採購圖書 9,373
冊、交換贈送 2,254冊；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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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期刊採購 528種、交換贈
送 580種。圖籍複製 39,785
頁。持續編輯《俗文學叢刊》
第 6輯。 

9. 出版《集刊》4本；《古今
論衡》1本、Asia Major 2
本、《法制史研究》1本。
專刊（含文物館叢書）4
種。 

10. 協助國內外學者43人次來
所從事訪問研究工作。 

11. 更新隔震文物典藏櫃 27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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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出版計畫。 

8. 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
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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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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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 

2. 舉辦研討會： 
(1) 學術研討會： 

(a) 103.5.31-6.1 舉辦
「香港社會與文化在
理論的交叉」，與會
人數 60人，發表論文
10篇。 

(b) 「2014第 11屆人類
學營『人類學與心理
學交會的火光』」，
103.9.1-9.4 於花蓮
慈濟大學校本部舉
辦，參與人數 90人，
發表論文 9篇。 

(c) 103.9.4-9.6 舉 辦
「文化人類學與臨床
心理學的交會」，與
會人數 109 人，發表
論文 9篇。 

(d) 「2014 年台灣原住
民族國際學術研討
會:當代面貌的探索」
103.9.15-9.17 於本
院人文社會科學館舉
辦，與會人數 200人，
發表論文 69篇。 

(e) 「第六屆亞洲本土
及文化心理學國際會
議暨第三屆海峽心理
論壇」103.9.26-9.28
於台灣大學舉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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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人數 375 人，發表
論文 162篇。 

(f) 103.11.20-11.21舉
辦「當代情境中的巫
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與會人數 250
人，發表論文 3篇。 

(2) 舉辦週一演講 15 次，
研究群報告會 37次，午
餐時間演講 21次。 

3.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30次。 
4. 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 60

人，大陸學者 55人。 
5. 協助國內外訪問人(員)從

事研究 13人。(學人 10人，
學員 3人) 

6. 協助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
從事研究工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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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90 冊；東方
語文圖書訂購 1,000
冊；現行期刊訂購 180
種；過期期刊 7 種；中
西文電子書 73種；參與
「台灣學術電子書聯盟
(第 7 年)」可共用約
9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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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台；液晶顯
示器 1台。 

8. 博物館： 
(1) 展示更新：規劃製作

「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
的星火： 1950s-1970s
臺灣人類學者與原住民
研究」1檔專題特展。 

(2) 藏品管理與維護： 
(a) 館藏文物：完成藏品

盤點 2071件、藏品圖
文資料庫維護 1539
筆。本年度新入藏品
177件。 

(b) 館藏影音資料：母帶
盤點與整理- 8 釐米
影帶 860 卷，VHS 影
帶 993卷，DVD204片。  

(c) 蘭嶼口述歷史與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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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族口傳文學訪談計
畫之翻譯文字稿翻拍
及訪談錄音帶整理共
382卷。 

(d) 文化部文資中心協
助檢視大型木雕構件
10件保存狀況，已完
成可見光、紅外線照
片拍攝及 3D掃描。 

(3) 藏品數位化：完成新增
藏品數位化共 126 張，
供出版、展示及網頁瀏
覽使用。 

(4) 典藏庫房維護：原典藏
木櫃更新為鋼製移動櫃
共 5座。 

(5) 交流合作及學術支援： 
(a) 借展交流 2案，借展

文物共 16件。 
(b) 藏品調閱 3案，調閱

藏品共 65 件、21 人
次。 

(6) 參觀服務：共受理 43
團體 (1,656 人次) 之
導覽預約服務，全年參
觀總人次 2,800人次。 

(7) 教育推廣：舉辦館藏民
族誌紀錄片導讀及映後
座談 1 場、特展策展經
驗分享專題演講 1場。 

(8) 人員專業訓練：舉辦館
員專業訓練-木質鑑定
課程 1 場、志工教育訓
練合計 41小時。 

(9) 志願服務運用成果：新
召募志工 5 名，目前在
勤志工 18名，全年總服
務時數 840小時。 

 近代史研
究及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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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多元視野下的釣
魚臺問題新論」及「全球視
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2
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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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篇，出版專書 4本，舉辦「清
代財經史」國際學術研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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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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篇，出版專書 2本，舉辦「物
品、圖像與性別」國際學術
研討會。 

4. 口述歷史訪問：完成口述歷
史年度訪問計畫，整理訪問
紀錄，出版口述歷史叢書 2
本。 

5. 史料搜集整編出版及學術
交流計畫： 
(1) 學術交流方面，計有 48

人次參加國際性學術會
議，宣讀論文 42篇；邀
請國外學者專家來華訪
問 51 人次，並演講 51
次。 

(2) 學術討論會及演講等
活動計舉辦 39次。 

6. 胡適研究計畫： 
(1) 全 年 參 觀 人 次 為

11,575人。 
(2) 「胡傳與臺灣」特展的

策劃與布展，12 月完
成。 

(3) 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捐
贈之胡適文件 TIF 檔的
重新命名、裁切、調整
次序：今年完成 25,108
頁，全數完成。 

(4) 「胡適檔案檢索系統」
資料庫維護 424 筆、影
像分冊前置作業完成；
「胡適照片資料庫」資
料維護 27筆。 

(5) 「胡適時論文集」出版
計畫：本篇與附錄共計
991 篇，計 2,254,896
字，已完成二校，現進
行資料整併。 

(6) 「胡適史料」全文檢索
建置：「胡適時論文集」
新增部份：共計 214
篇、642,242 字。中英
文書信目錄建檔，新增
部分：共計 691 筆、
181,645字。  

(7) 辦理館藏檔案影像檔
授權案 8件。 

(8) 10 月配合院區開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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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12月舉辦「胡
適紀念館第二屆『胡適
研究』獎學金頒獎典禮」
暨「胡傳與臺灣」特展
開幕式。 

7. 圖書、檔案資料之徵集： 
(1) 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

管理計畫： 
(a) 完成年度圖書資料

採購，計圖書 6,934
種、8,108 冊，資料
庫新訂 5種，續訂 13
種，微卷 1種、94卷，
光碟片 3種、17片，
並完成編目、上架工
作。 

(b) 微 捲 數 位 化 605
捲、452,853頁檔案。 

(c) 圖書數位化 14,749
頁檔案。 

(d) 全年到館閱覽 5,189
人次。 

(2) 完成年度檔案徵集，外
交部寄存檔案 16,245
冊、檔案整編 42,961
冊，檔案數位化影像製
作 261,058頁。 

 經濟研究 1. 重點研究計畫： 
(1) 環境、資源與永續發

展。 
(2) 房價波動、國際資金流

動、與景氣循環。 
(3) 勞動與健康經濟研究。 

2.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 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 
(2) 經濟計量方法。 
(3) 國際貿易與產業經濟。 
(4) 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

經濟。 
(5) 家庭與人口動態之經

濟分析。 
(6) 公共經濟：理論、實證

和政策。 
(7) 經濟預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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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場國際會議、3場
國內研討會及 73 場所內討
論會。 

2. 共有 69 位國外學者來訪，
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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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項及 68
篇研究報告。 

5.  購置西文圖書 77 冊，東語
圖書 8冊，西文雜誌 11種，
中文雜誌 10 種，西文期刊
186種，電子期刊 3種，電
子書 3種及資料庫 11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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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美研究 1. 中長程學術發展： 
(1) 文化研究。 
(2) 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 
(3) 歐美公共政策與性別

平權研究。 
(4) 歐洲聯盟研究。 
(5) 新實用主義研究。 

2. 持續進行部分個人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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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加強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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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昇研究效能。 

1. 已完成研究論文共 92 篇、
出版定期刊物 1種 4期。 

2. 主辦或合辦 7 場學術研討
會，並宣讀論文與主題演講
88篇。 

3. 舉辦學術討論會、演講及座
談會 26場。 

4. 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者計  
51 人次、邀請國外來訪專
家學者計 2人次。 

5. 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
究者計 4人次，出國短期研
究計 5人次。 

6. 增加西文書 1,589冊、中文
書 367 冊、地圖 59 件、文
字型光碟 29 片、聲音型光
碟 13片、DVD 69片、電子
書 56 種、續訂資料庫 21
種、新訂資料庫 1種、西文
期刊續訂 633 種、刪訂 27
種、中文期刊續訂 28種。 

7. 採購與更新軟體 17 種 319
套、個人電腦 27 台、伺服
器 1 台、筆記型電腦 9台、
印表機 6台、多方視訊會議
電話 1台、歐美公共論壇網
站建置。 

 

 中國文哲
研究 

1. 重要研究計畫： 
(1) 明清文學經典中的知識

建構與文化思維 -文
本‧理論‧文化交流。 

(2) 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
極真理。 

(3) 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
情境中的華文文學文
化。 

2.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 明清文學經典中的知

識建構與文化思維-文
本‧理論‧文化交流。 

(2) 苦、劫、惡、魔：中國
宗教與文學中的試煉書
寫。 

(3) 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
情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 

(4) 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
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 

(5) 臺灣經學研究-明鄭時
期-日治時期。 

3. 新興研究計畫： 
(1) 華語電影研究。 

1. 來訪學者共40人（特約訪問          
學人5人、訪問學人24人、
訪問學員6人、國內短期來
院訪問2人、國科會國內訪
問學人3人）。 

2. 舉辦演講共45場（專題演講
4場，學術討論會11 場，座
談會30場）。 

3. 舉辦學術會議計有19場： 
(1) 「2014翻譯研究與跨

文化理論工作坊」，發
表論文10篇。 

(2) 「 跨 文 化 理 論 工 作
坊」，發表論文9篇。 

(3) 「近代東西思想交流
中的西學東傳問題」學
術研討會-合辦，發表論
文8篇。 

(4) 「東亞的感性與公共
性(II)──日常的結構
化和歷史性動力下的新
情感」學術研討會-合
辦，發表論文7篇。 

(5) 「呂格爾、詮釋學與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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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
極真理。 

洲」國際研討會-合辦，
發表論文111篇。 

(6) 「『赤』的全球化與在
地化：二十世紀蘇聯與
東亞的左翼文藝」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20
篇。 

(7) 博士後研究人員、博士
候選人暨訪問學員研究
成果發表會，發表論文8
篇。 

(8) 「學與思：國際漢學研
討會」，發表論文16篇。  

(9) 「全球與本土之間的
哲學探索——賀劉述先
先生八秩壽慶」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7篇。 

(10) 「東亞哲學的終極真
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10篇。 

(11) 「孟柯美學理論工作
坊」，發表論文8篇。 

(12) 「戰爭隱喻：衝突、
生命、書寫」國際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15
篇。 

(13) 「儒道國際學術研討
會──（六）明清」，
發表論文15篇。 

(14) 「臺灣經學的萌發與
轉型：從明鄭到日治時
期」第二次學術研討
會，發表論文13篇。 

(15) 「跨文化理論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9篇。 

(16) 「創新與創造：明清
知識建構與文化交流」
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18篇。 

(17) 「博士後研究人員研
究成果發表會」，發表
論文4篇。 

(18) 「明清詩文研究」工
作坊，發表論文8篇。 

(19) 「文學經典與公民社
會」學術研習營，發表
論文21篇。 

4. 出版品： 
(1) 《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第 43-44 期、《中國文
哲研究通訊》第 9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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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 91 期為 102 年度
保留款)。 

(2)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
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
越性》。 

(3) 《落照堂集存國人信札
手跡》(上下)。 

(4) 《忠義菩提：晚明清初
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述
探析》。 

(5) 《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
箋注》(全四卷)-103年
度保留款。 

 台灣史研
究 

1. 臺灣史研究計畫： 
(1)社會經濟史研究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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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料整理計畫：持續進行臺
灣民間文書與官方史料的
蒐藏、擴大執行多樣性檔案
文獻之數位典藏與資訊加
值、執行臺灣歷史檔案資源
網之永續發展與推廣史料
資訊開放服務。 

3. 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
會。 

4. 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1. 致力於社會經濟史、殖民地
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
史等五大領域的研究，共發
表期刊論文及會議論文，計
49篇。 

2. 本年度共進行 5 次定期學
術演講、23 次由各研究群
自行主辦的講論會、1次訪
問學員發表會、1 次發表
會、6 次工作坊、3 次國際
學術研討會、4次國內學術
研討會。 

3. 圖書期刊及資料庫採購成
果：中文圖書 1,253冊；日
韓文圖書：960冊；西文圖
書：429 冊；受贈圖書資
料：1,031 冊/件；現期期
刊及復刻本期刊：71 種；
交換贈送期刊 191種；資料
庫：16 種。整編曹永和文
庫 16,414冊。 

4. 檔案徵集、整編、數位典藏
及流通：(1)本年新入藏機
關團體檔案，個人及家族文
書約 2 萬冊件；(2)若干歷
時多年處理的大宗檔案，全
數完成整編上線開放：已開
放檔案近 9,800 件，9,900
筆目錄，影像 92萬幅；(3)
臺灣日記知識庫新增開放
日記計 1,200 篇，註解
3,400項，約 70萬字；(4)
檔案館流通室到訪人次：近
795 人次；(5)檔案文書及
日文舊籍複印量計 4 萬
6,000 頁；(6)「臺灣史檔
案資源系統」、「臺灣研究
古籍資料庫」、「臺灣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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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庫」及「臺灣總督府職
員錄系統」等資料庫總瀏覽
量達 61 萬 9,000 頁。「中
研院臺史所檔案館網站」瀏
覽量計 9萬 9,800頁。 

5. 口述歷史方面整理編輯《一
輩子針線，一甲子教學：施
素筠女士訪問紀錄》、《獄
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問紀錄》上、《獄
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
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共三
種；另，「林瑞明教授訪問
計畫」、「楊寶發先生口述
歷史訪問」、「林秋雨先生
訪問計畫」、「譚維義醫師
（Dr.Frank Dennis）口述
歷史訪問」、「從臺灣史田
野研究計畫到臺灣史研究
所籌備處（1986-1993）口
述歷史訪問」等進行中。 

6. 已出版學術期刊《臺灣史研
究》21卷 1期至 21卷 4期；
圖書部分：《楊水心女士日
記》第 1-2冊、《黃旺成先
生日記》第 13 冊、《臺灣
史研究文獻類目 2013 年
度》、《晚清臺灣番俗圖》
第二刷、《一輩子針線、一
甲子教學：施素筠女士訪問
紀錄》、《獄外之囚：白色
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
紀錄》（上、中冊）、《日
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
活經驗》、《曹永和院士訪
問紀錄》修訂再版、《堤林
數衛關係文書選輯》、《臺
灣歷史的多元傳承與鑲
嵌》，總計 16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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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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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種共 1 期、專書及專著等
36本，論文發表 38 篇。 

2. 舉辦 11 次學術研討會及 3
次工作坊，共發表 114篇論
文，共 960人參加。 

3. 舉辦 25 次學術演講，參加
國際性學術會議者 65 人
次，並提報論文 65篇。  

4. 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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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之訪問者 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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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人。 
7. 訂購書刊館藏量； 

(1) 西文圖書：2,768冊。 
(2) 東方語文圖書：1,548

冊。 
(3) 現期期刊：252期。 
(4) 資料庫：12種。 

 語言學研
究 

1. 延續性研究： 
(1) 語言學基礎研究。 
(2) 語言學跨學科研究。 

2. 新課題研究： 
(1) 語言學基礎研究。 
(2) 語言學跨學科研究。 

1. 學術活動：舉辦19場重要學
術演講(座談會)、6場工作
坊及2場國際大型研討會。 

2. 研究成果： 
(1) 主持並參與本院4個主

題計畫。 
(2) 執行33個國科會計畫。 

3. 學術出版品： 
(1) 語言暨語言學期刊：第

15卷第1期至第15卷第6
期（共計6期）。  

(2) 語言暨語言學專刊：《語
言的興衰》、《漢語與
漢藏語研究：方言、音
韻與文獻》、《Peaches 
and Plums 》 、
《 Phonological 
Profiles of 
Little-Studied 
Tibetic Varie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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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完成專書 1本，專書論文
12篇，期刊論文 15篇，會
議論文 59篇。 

2. 主辦及合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 4場，大型國內學術研討
會 1場，工作坊 4種，研習
營 3種，座談會 3場。 

3. 參加國際性會議 24人次。 
4. 邀請學者專家發表學術演

講 334人次。 
5. 邀請海外學者來訪 18人次。 
6. 增加西方語文圖書 640冊，

東方語文圖書 126冊，非書
資料 18片，西文電子資料庫
訂購 8種，中文電子資料庫
訂購 2 種，西文期刊訂 購
49 種，中文期刊訂購 17 種
，日文期刊訂購 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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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 

1.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2. 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1) 實證法律學計畫。 
(2) 網路經濟與電子商務

計畫。 
3.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4.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5.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

心。 
(1) 衛生醫療與環境變遷。 
(2) 原住民族與人地關係。 
(3) 社會經濟與歷史人口。 
(4) 近代中國與帝國海關。 
(5) 文化資源、宗教與地方

社會。 
(6) 地理資訊系統與科學。 

1. 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
刊』第 26卷 1至 4期、「亞
太研究論壇」第 60期、「調
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31-32期、「學術調查研究
資料庫通訊」第 48-51期等
2 種定期刊物及中日文專
書 共 12冊。 

2. 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機構論
文共 165篇。 

3. 舉辦 10 場國內、國際學術
研討會共發表論文 147
篇、96 場演講會、10 場研
習營及召開工作坊 26場。 

4. 國外學者(含大陸)來訪及
參加研討會共計 97人次。 

5. 完成「新北市百年歷史地圖
系統」、「統計博覽會資料
庫查詢系統」及 87,879 幅
歷史地圖數位化，並接受政
府機關及民眾圖資使用授
權案件累計超過 270 件；
「面訪調查系統及網路調
查系統開發」、「華人家庭
動態資料庫第 15 年調查訪
問」；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完成會員專區及機密資料
之程式加密和社群網站連
結。 

6. 增購中、外文書 5,485 冊、
續訂中、外文期刊 432 種、
及線上資料庫 17種。 

7. 購置 26台個人電腦、26台
液晶營幕、141 台平板電
腦、6 台伺服器、1 台繪圖
工作站 2台印表機、3台數
位相機、建置資料庫系統開
發 7套及 3套軟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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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發展在環境保護

法制建構的比較研究
計畫。 

1. 舉辦全所性學術活動： 
(1) 本年 1月 7、8日舉辦第

五屆「科技發展與法律
規範」學術研討會，計
發表論文 5 篇，與會貴
賓約 110人。 

(2) 本年 6月 10、11日舉辦
「跨國行政法論壇：行
政程序革新與司法管制
省思」，計發表論文 26
篇，與會貴賓約 100人。 

(3) 本年 6月 17、18日舉辦
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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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前瞻計畫。 
(4) 全球架構下的臺灣人

權發展計畫。 
(5) 氣候變遷法制體系之

建構與氣候保護規範
模式之研究計畫。 

(6) 比較、經濟、實證分析
研究計畫。 

(7) 法律規範性的本質與
根據研究計畫。 

(8) 建構台灣公共論述的
倫理基礎與合理規範-
基本權利衝突的合理
論述研究計畫。 

(9) 競爭法與智慧財產權
法的衝突與調和研究
計畫。 

(10) 理性、制度或正義
--Posner, Epstein與
Calabresi之侵權法經
濟分析比較研究計畫。 

(11) 表意自由權：國際保障
與台灣實踐研究計畫。 

(12) 國際仲裁的全球化趨
勢與兩岸紛爭解決仲
裁機制之開展研究計
畫。 

(13) 職災補償因果認定困
境的實證研究。 

(14) 自由與民主在歐洲人
權公約下的統合。 

(15) 監所收容人的權益及
保障－歐洲人權法院
相關裁判研究計畫。 

(16) 健康科技評估機制之
倫理與法律議題研究
計畫。 

(17) 法律、情緒與民主治
理：以風險管制為觀察
核心研究計畫。 

(18) 十九世紀法語與德語
世界當然繼承原則的
法律史研究。 

(19) 台灣國會備詢制度的
運作模式與實踐經驗 
(2000-2012) 研 究 計
畫。 

展」學術研討會，計發
表論文 28篇，與會貴賓
約 100人。 

(4) 本年 9月 5、6日舉辦第
三屆「司法制度實證研
究—國民參與審判的全
球視野」國際研討會，
計發表論文 12篇，與會
貴賓約 250人。 

(5) 本年 12 月 15、16 日舉
辦「 Discussion Forum 
on Taiwan's Sunflower 
Movement: Foundations 
and Implications」，
計發表論文 8 篇，與會
貴賓約 80人。 

2. 舉辦研究人員年度個人學   
術研討會 30 場。本年度各
研究組群計畫依執行成
果，已個別分別舉辦成果發
表會竣事。 

3. 研究人員參與國際學術活   
動計 38 人次，發表論文計   
25篇。 

4. 邀請國際專家學者到所專   
題演講 4 次；外賓到所參   
訪 5次。 

5. 邀請大陸港澳學人到所進   
行短期訪問研究計 12 人；
國外訪問學人 3人，在所持
續進行研究之外國籍博士
後研究 2人；國內訪問學人
1人。 

6. 本年研究人員計發表學    
術論文 79 篇，平均每位    
研究人員平均發表 4.15    
篇 。 其 中 TSSCI/SSCI/     
SCI期刊之論文計 10篇。 

7. 出版《中研院法學期刊》2
期、專書 2種（《憲法解釋
之理論與實務》第八輯、《國
際比較下我國著作權法之
總檢討》）。 

8. 圖書期刊及資料庫採購成
果： 
(1) 西文圖書：1,486冊；中

日文圖書：428冊；受贈
圖書資料：83冊/件。 

(2) 現期期刊：169種；交換
贈送期刊 64種。 

(3) 資料庫：1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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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館 各項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1. 人文館各項公共事務費
用，日常清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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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行性維護，均已執行完
畢。 

2. 配合院士會議於人文館館
舉行，於本年 6月 20 日完
成全館外牆清洗作業。 

3. 完成北棟前廣場外牆石材
安全檢查作業。 

4. 於本年05月03日完成北棟
智慧型電錶安裝，並自 7 
月 1日起，依各單位樓層實
際用電量比例分攤電費，以
有效節約能源。 

 

國家生
技研究
園區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1. 本案經行政院 96年 12月 4
日核定，後續配合環評審查
通過內容及土地徵收條例
修正分別辦理修正，並於
101年 5月 30日、102年 9
月 27 日獲行政院同意。本
年度已如期完成之工作項
目如下： 
(1) 「環境影響評估說明

書」：配合建築配置設
計調整，環境差異分析
採變更內容對照表方式
辦理，本年 1月 27日第
255 次會議決議審核修
正通過。 

(2) 「都市設計暨土地使
用開發許可審議」：第
二階段個別建築物都市
設計審議，本年 6月 12
日第 396 次委員會議決
議，同意本案建築配置
及申請雜項執照內容；
其餘設計內容 6月 30日
召開專案委員會議，9
月 4 日召開委員會議審
議，同意本案修正後通
過，修正後報告書 10月
3 日送臺北市政府會辦
後定稿取得核備。 

(3) 「水土保持計畫」：因
配合建築配置設計調整
辦理計畫第 1 次變更，
本年 5 月 2 日核定第 1
次變更計畫，後依計畫
內容 5 月 9 日取得水土

目前環評、水保計
畫均已完成第 1 次
變更設計，並已於
本年 11 月 13 日取
得建造執照，後續
依核定變更內容繼
續施作。已請統包
商儘速施工，以發
揮統包精神達成工
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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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施工許可證。復因
配合建築配置、生態先
行及現場施工需求，辦
理第 2 次變更(本年 10
月 3 日提送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4) 配合設計方案辦理先
期計畫修正，同時辦理
下列請照作業： 
(a) 拆除執照：本年 2月

18 日取得，5 月 6 日
申報開工，5月底完成
拆除作業。 

(b) 雜項執照：本年 5月
21 日取得，6 月 5 日
申報開工，7 月 21 日
完成放樣勘驗，目前
施工中。 

(5) 後續配合第二階段個
別建築物都市設計審議
進度申請建造執照，同
時依規定併行施工，本
年 9 月 9 日辦理變更雜
項執照(加強山坡地審
查)、8 月 27 日辦理建
造執照申請作業，並依
臺北市政府審查意見修
改補正，分別於 10 月
31 日加強山坡地雜項
(建造)執照審查通過、
11 月 13 日取得建造執
照。 

2.  本年度未完成部分、續辦中
之工作項目如下： 
(1) 公共工程部分，因採統

包（設計+施工）方式發
包，由榮工公司、亞翔
公司及劉培森建築師事
務所共同承攬，該統包
團隊提出之設計方案與
已核定之先期計畫（環
評、水保計畫等）內容
尚有差異，故須依法辦
理計畫變更，故初期進
度略有落後。 

(2) 國防部火工部整建統
包工程部分，103 年度
續辦理廠房重建及機具
設備重置作業，惟曾因
停工後復工延宕等因
素，及部分設備機具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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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為向國外辦理採購，
故所耗費時程作業較
長。 

營建工
程 

營建工程 1. 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
程。 

本案前於 103 年 1 月 1 日開
工，於 4 月 10 日完成第一期
棲地營造工程驗收事宜，並於
4 月 1 日第二期主體工程開
工，惟依據承商提請本院協助
與北市府水利局主辦之台北
士林科技園區二期工程及基
隆港務局主辦之台北商港物
流倉儲區填海造地計畫第一
期造地工程辦理土方撮合，並
於 6 月至 10 月間辦理建照開
工暨放樣勘驗事宜，全案至
11 月下旬取得建照開工核備
函後續做連續壁開挖等工項。 

刻正由承商趕工連
續壁及地下室開挖
工程，全案預計於
104年 5月完成至 1
樓樓板。 

  2. 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 本案已於本年 8 月 31 日完成
主體結構。目前進行裝修工程
中，實際進度較預定進度超前
0.53%，本案預定於 104 年 2
月 13日竣工。 

目前施工進度超
前，賡續管制趕工
中。 

交通及
運輸設
備 

交通及運
輸設備 

車輛汰換、購置。 1. 如期完成購置副首長專用
車 1輛、電動機車 2輛。 

2. 如期完成購置田野工作車
1部。 

3. 如期完成購置收發人員載
運貨物用電動機車 1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