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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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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行政、採購、出納、事務管理等

一般性行政管理。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持續辦理本院資訊訓練與推廣課

程，提升同仁工作技能與創新資訊

技術的掌握。辦理院本部各單位設

備故障叫修、同仁領用設備等作

業。辦理全院共通性之行政辦公自

動化軟體採購，提升同仁辦公作業

效能。辦理全院研究用軟體採購，

提升採購效益，減低採購成本。辦

理計算中心通訊(電子版)、出版

品、技術文件之發行。辦理遙測影

像處理軟體更新。擔任本院在臺灣

地理資訊學會團體會員之連絡窗

口。 

2.開發及維護行政管理系統。 

3.完成電子郵件維運服務採購，持續

提供穩定、迅速且便利之電子郵件

服務。 

4.持續維運本院美西及亞太國際網路

專線。持續維運本院自建

TaipeiGigaPoP光纖網路，連結臺北

市政府、教育部及臺大，提供高速

光纖網路連線；並另路租用光纖專

線，形成環狀迴路。負責本院骨幹

網路維運，並支援各單位連網事

宜。辦理全院骨幹網路設備共同維

護。持續維運本院光世代/ADSL連線

服務及網路加值應用服務。 

5.每月實施儲存設備及機房基礎設施

維護保養。保固標的物出現故障，

廠商均依契約規範修復。 

6.經由國際型館際互借系統，提供院

內同仁在國內無法取得的文獻資

料。參加圖書館組織，以取得相關

資源。依中心同仁業務需求採購圖

書、期刊，並提供全院使用。 

7.持續進行本院第二期個人資訊管理

一、符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之學

術研究及行政管理工作需要，促進提升

研究成果與發揮行政管理效能。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開設資訊推廣課程計至 6月底總共

舉辦 18門 30堂資訊推廣課程，授課

時數 122個小時，計 826 人次參加。

舉辦上半年度資訊業務協調會暨資

訊室主管及管理者經驗交流座談

會。完成 Office、Acrobat軟體聯合

採購，提升採購效益，減低採購成

本。發行計算中心通訊(電子版)，及

計中工作手冊修訂發行。持續提供更

新版之遙測影像處理軟體服務供院

內相關研究使用。 

2.持續服務卡印卡機、門禁管理系統及

文書管理系統維護。持續維護新版因

公出國系統。調整院士選舉開計票作

業分工架構，並修改開計票系統。更

新所處預算管理系統、生物實驗安全

審查系統、赴陸申報系統。維護文書

系統、人事薪資整合系統、所處人事

管理系統、會計系統、新代收款系

統、出納匯款系統、財物系統、資訊

設備概算審核系統、機械設備概算審

核系統、學術服務系統、研究成果系

統、TIGP相關系統、電子服務臺等。

架構規劃、分析設計與開發本院科學

研究基金自動化計畫管理暨帳務處

理系統、基金匯款系統、基金收款收

據作業及處理公務經費來源、基金經

費來源本院財物系統。 

3.在使用者數持續緩增情況下，成功維

持現行電子郵件服務水準，包含收寄

件速度、服務穩定度及 webmail反應

速度等。維護單一簽入平臺服務品

質、取得軟體系統使用之合法授權及

相關維護資源，確保學術及行政服務

正常運作。依儲存資料內容特性，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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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系統建置專案。(生命、數理及人文

組各一研究所示範)。持續推動

ISO/IEC 27001 LA培訓作業。 

置合宜之磁碟類型，降低成本，同時

確保穩定運作。 

4.建置本院國際網路專線，提供美西線

2.5G、日本線 2.5G及香港線 5G，延

伸本院網路與國際學術網路接軌。維

運本院自建 TaipeiGigaPoP 48蕊光

纖網路，提供臺大與南港院區網路連

通、異地備援以及臺灣學術網路骨幹

之用；並架構環狀迴路，增加連網數

量並提供即時備援功能。架構本院國

內外網路雙路由及備援機制，維持每

日 24小時穩定運作與服務。維持院

內骨幹網路順暢運作，提供高速穩定

網路架構。聯合各單位共同辦理全院

骨幹網路設備維護，協助各單位維持

院區網路穩定運作。提供院內便利連

網環境及網路加值應用服務。光世代

/ADSL連線服務，使用人數達 1,400

人；另提供視訊會議、電話會議、網

路電話等服務。 

5.藉由例行維護保養，維持設施穩定運

作及預期壽齡。及時修復故障設施，

避免資訊服務受影響。 

6.維護本院圖書館入口網站，及提供國

內外文獻傳遞服務，支援院內學術研

究所需的圖書館資源。維護 SDOS電

子期刊系統與提供學位論文長期保

存機制，以服務全國大學與學術機

構。 

7.本院個資管理第二期建置專案之推

動，已完成六場個資法說明、盤點作

業講習與特別輔導。同仁取得

ISO/IEC 27001新版(2013)認證資

格。 

 三、學術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場地設施

管理。 

三、場地設施管理： 

1.提供會議、住宿等場地設施服務支援

辦理本院各項學術活動事宜，使學術

研究工作進行順利。 

2.提供員工健身運動之體育場地設施。 

 四、車輛通行停放運作維持。 四、院內交通管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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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五、幼稚園運作維持：健全與充實本院員

工眷屬之幼兒保育及教學活動，使園

務工作順利進行。 

五、幼稚園運作維持：以主題教學為架構，

多元智能精神設計課程。依幼兒發展、

興趣及個別能力進行學習，並結合社區

資源、配合時令季節、以幼兒的生活經

驗為主軸，帶領幼兒透過觀察、團體討

論、實作、分享、建構或個人獨力操作

等方式，逐漸加深加廣幼兒的學習活

動。教師也從中觀察幼兒的個別能力與

學習狀況，適時幫助幼兒成長。藉由完

整的課程規劃，及親師共同合作，幫助

孩子全方位發展人格與特質，成為健康

有活力、擁有創意自主能力、懂得感恩

惜福的孩子，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 

一般學術

研究及評

議 

學術審議

及研究獎

助 

 

【人員維持】 

延攬回國學人、研究人員及職員等從事研

究或協助研究工作，以增進學術研究。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配合第 31次院士會議及評議會籌備電

腦週邊設備。辦理生命科學計算軟體

及資料庫維護更新採購，提供院內研

究使用。辦理防毒軟體更新採購，提

供院本部同仁行政工作運作。辦理院

本部個人電腦軟硬體、印表機等週邊

設備採購與領用作業。辦理 ESRI地理

資訊系統軟體維護更新採購作業。 

二、完成 NET IQ單一簽入軟體授權採購，

並進行大版本升級。建置圖書資訊系

統專屬運行環境，完成資源分配調整。 

三、持續配合本院雲端服務及電腦機房網

路架構更新，規劃並更新計算中心機

房網路光纖基礎建設。 

四、完成儲存設施監控管理系統採購。完

成科學計算軟體PGI Compiler年度維

護更新採購結案。 

五、電子資料庫的評估、採購及辦理教育

訓練。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年度維護、

升級，及其相關訓練課程。 

六、評估各式網頁防護系統。統計、評估

及規劃伺服器汰換更新。 

七、舉辦知識饗宴系列演講活動。 

八、舉辦故院長講座紀念活動。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研究需

要，積極延攬人才。 

 

一、完成第 31次院士會議及評議會所需電

腦週邊設備準備及提供。提供院本部同

仁行政作業所需個人電腦軟硬體、印表

機等週邊設備，以利公務作業進行。持

續維運地理資訊系統軟體服務。 

二、維護單一簽入平臺服務品質、取得軟體

系統使用之合法授權及相關維護資

源，確保學術及行政服務正常運作。依

圖書資訊系統種類多、資料大但用量希

的特性，配置低階磁碟，降低成本，同

時確保穩定運作。 

三、已完成採購規劃並決標，進行建置中。 

四、儲存設施監控管理系統經評估兩種主要

產品，已購得價格較低、功能較完整、

廠商服務較佳之商品，正在部署。 PGI 

Compiler可持續更新版本。 

五、辦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年度維護與升

級。辦理 Web of Science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EBSCO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OCLC WorldCat、

Elsevier SDOL、聯合知識庫、

e-Brary、Safari電子書、天下雜誌群

影音知識庫、ACM、Acer Walking 

Library電子雜誌、HyRead臺灣全文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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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九、出版本院週報、電子報。 

十、本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為鼓勵國

內年輕學者在學術上做深入研究並有

重要貢獻，特設立此獎項，並編列獎

勵員額。 

十一、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獎：為鼓勵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

出版專書，深入研究學術議題並做出

重要貢獻，104年度編列獎勵員額5名。 

十二、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為加

強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

學術交流、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之

研發，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期訪

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十三、國際研究生宿舍：本院國際研究生

宿舍提供給國際研究生學程學生安全

舒適的居住環境及學術互動的場所，

以期促進多元文化間之交流。 

十四、教學研究大樓：本院國際研究生教

學研究大樓結合行政及教學空間，提

供國際研究生良好的上課環境及優質

的行政服務。 

十五、教育學術研究骨幹網路計畫 

已配合教育部臺北主節點的調整，重

新規劃採購標的；目前擬採購 100G介

面卡 2 張與多埠 10G 介面卡 2 張約需

340萬元；100G廣域路由器及 100G介

面卡 1張與多埠 10G介面卡 1張、2 臺

10G交換器、TANet路由器多埠 10G介

面卡 1 張及 TWAREN 路由器 100G 介面

卡 1 張共 800 萬擬與教育部辦理共同

採購，以分攤方式辦理支付。 

料庫、中國大百科、電子時報等計 21

個圖資相關資料庫的評估與續訂，供全

院使用。 

六、持續評估適用本院 Apache httpd之網

頁防護機制。完成初步伺服器使用汰換

統計。 

七、已舉辦1至6月計6場次之「知識饗宴」

系列演講活動，以推廣本院各項研究成

果，加強社會大眾的科學知識。  

八、已舉辦4場「故院長講座」紀念活動，

邀請知名學者進行科普演講，聽眾為高

中以上學生及一般社會人士。 

九、每週出版本院《週報》、電子報，分送

本院各單位及國內大學圖書館，促進民

眾對本院了解。 

十、完成103年度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審查

評選作業，並於103年6月5日舉行頒獎

典禮，計16位得獎人。 

十一、完成第三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

書獎預審階段，進入初審（外審）、複

審階段。 

十二、經審核通過計110件國內學人短期來

院訪問研究案，分別依其約定於本院各

研究所、中心執行訪問研究。 

十三、國際研究生宿舍： 

目前國際研究生宿舍提供 126 間單人

宿舍。除了宿舍日常運作、維持居住

環境品質外，硬體設備及宿舍設施之

管理維護均依計畫執行。 

十四、教學研究大樓： 

辦理提供教研大樓建物正常運作所需

基本經費，及國際研究生學程行政業

務與教學業務等，以提供良好之教學

品質。 

十五、已完成討論及規劃；教育部共購案已

在內部簽核中；本院採購已在進行中。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 

 

 

一、評議會之召開： 

103 年 4 月 26 日召開評議會，選出第

30 屆院士候選人，並議決本院研究組

織及工作興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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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二、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補助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中華民

國委員會轄下國內學會繳交國際組

織會費。 

2.提名本院院士參選世界科學院

(TWAS)院士及科學獎。 

3.補助國內學會及本院院士出席國際

性學術會議。 

4.補助國內學會及學術團體舉辦國際

性學術會議。 

二、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已核定補助繳交 18 個國際組織會

費，支出費用達 376萬 8,628元。 

2.推薦 7位本院院士參選 TWAS院士，

提名 12位國內優秀科學家參選 TWAS

相關科學獎及青年獎。 

3.已核定補助國內學會及院士 6 人出

席 5場國際會議。 

4.已核定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 3 場

國際會議。 

 三、學術交流合作： 

1.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從本院

81年通過中央研究院「延聘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作業注意事項，

至 97年 6月新訂定中央研究院「延

聘顧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以

來，因本工作計畫，本院得以延聘

國內外產、官、學、研具特殊成就

之優秀學者來院合作研究與交流，

意義非凡。 

2.人文社會科以及醫學研究倫理委員

會：本院涉及人文社會科學以及醫

學研究倫理之計畫案件審核、實地

訪查與教育訓練等工作。 

3.執行本院與簽約之國外科學院進行

學者互訪。 

4.執行本院學術及交流合作委員會審

議本院與國內外研究機構或學校簽

訂之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5.執行本院與清華大學合作辦理一般

研究生學程。 

6.辦理外賓參訪案。 

7.辦理國際獎項提名。 

8.辦科普講座。 

9.與科學人雜誌合製中研院挑戰卓越

專輯系列 。 

10.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位學程。 

11.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計

畫。 
  

三、學術交流合作： 

1.103年度 1～7月本院共計延聘 33位

顧問、專家及學者(特聘講座 21位、

教授級學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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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研究中

心重要的研究工作，與研究人員進行

學術交流。 

2.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理 104 件

申請案、召開 6次審查會議，並辦理

1次醫學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

理 34件申請案、召開 3 次審查會議，

並辦理 1 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

教育訓練。 

3.上半年有捷克科學院(ASCR)派遣1位

學者來院進行短期訪問；法國高等社

會科學院(EHESS) 派遣1位學者來院

進行短期訪問訪問；印度國家科學院

(INSA)推薦2位學者來院進行短期訪

問。 

4.27件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經本院學術

及交流合作委員會審議通過。 

5.執行本院與清大合辦中國研究、近世

中國與多元文化、南島語言學、結構

生物、生物資訊等5項學程。 

6.接待國際訪賓共計13團，參訪人數達

59人。 

7.推薦院士及研究人員參加各國際獎

項競賽，計有 9個推薦案。 

8.本院與臺中一中、臺南一中合辦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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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及專題演講，並分攤講座部分經

費，以落實基礎科學知識之普及。 

9.與科學人雜誌合製「中研院挑戰卓越

專輯系列」每年六期，已出刊 1 期，

以淺顯易懂的文字介紹本院重要研

究成果，達到科普知識廣泛傳播，促

進本院 與產業界及其他機構之學術

與技術之交流。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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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內學位學程，補助共58名博

士 生 ， 上 半 年 共 核 發 獎 學 金

9,196,160元。 

11.英國氣候變遷代表Sir David King

於103年2月24日來院演講，聽眾人數

約130人。 

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 Dr. Ralph 

Cicerone 應邀來臺擔任本院 103 年

度「中央研究院講座」，於 3 月 25

日及 26 日分別於本院及國立臺灣大

學各發表一場演講，聽眾人數分別為

600人及 300人。 

 四、環安衛小組： 

1.辦理環安衛講座暨教育訓練：推動

安全健康工作環境及增進同仁專業

素養 

2.參加國際會議及國內研討會：吸取

國際最新環安衛新知，應用於本院

環安衛工作並加強專業能力。 

3.確認相關儀器設施功能完善：包含

執行生物安全櫃、化學排氣櫃確校

檢測及儀器年度校正。 

 

四、環安衛小組： 

1. 103年1-7月已辦理環安衛教育訓練

共14場，參加人數達1,108人。 

2.已派遣同仁6人次參加國內研討會，

吸取國際最新環安衛新知，應用於本

院環安衛工作並加強專業能力。 

3.已完成96臺生物安全櫃確效檢測、

123臺化學排氣櫃確效檢測及儀器年

度校正(包括攜帶式粉塵偵測器、手

提式溫度/濕度/CO/CO2偵測器、手提

式四頻道粉塵計、熱風速計、風罩式

風速計、照度計、紫外光度計、噪音

計、振動測定計等共13臺)年度校

正，確認相關儀器設施功能完善。 

 五、出版委員會： 

1.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有學術價

值之資料文獻出版。 

五、出版委員會： 

參加第 22 屆（民國 103 年）臺北國際

書展，圖書銷售 641冊。1本中文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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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國內、外著名出版社之合作，改進

編輯設計及行銷管道。 

3.參加國際書展。 

編印中。 

 【召開第 31次院士會議】 

選舉第30屆院士及名譽院士，以提升我國

科學研究水準，並促進國內、外之學術合

作與交流。 

一、103年1月20日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召集

人暨第30屆院士選舉籌備委員聯席會

第3次會議，討論院士會議議案規劃，

進行名譽院士被提名人之資格初審，並

決定分組通信投票相關事宜。 

二、103年2月14日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會前

分組討論會，審查院士被提名人之學術

貢獻。 

三、103 年 7 月 1-4 日召開第 31 次院士會

議。本次「專題議案報告與討論」時段，

首度邀請行政院江宜樺院長就本院近

年公布之政策建議書所提建言蒞會對

談，廣受各界矚目。本次會議選出 18

位院士及 2位名譽院士。 

 【儀器整合管理】 

一、定期評估院內貴重儀器使用效益。 

二、支援院內現有公用儀器設施維運之所

需。 

三、推動各研究單位開放其經管公用設施

中尚未使用滿載儀器，提升儀器使用

效能。 

四、協助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全

院 104年度機械設備概算。 

 

 

一、訂於8月1日開始辦理貴重儀器使用效益

評估以瞭解院內貴重儀器(單價逾新臺

幣500萬元者)使用情形，評估結果如有

使用不佳儀器，將積極要求改善。為使

院內同仁能瞭解儀器使用效益評估作

業的目的與相關人員應配合辦理事

項，7月將辦理兩場說明會。 

二、本年度將規範針對單價逾新臺幣100萬

元儀器設置儀器使用紀錄，並要求需詳

實記載，俾利定期追蹤儀器使用情形。

同時將定期追蹤查核。 

三、支援現有公用儀器設施，提供必要新購

儀器或周邊設備升級需求。本年度已完

成採購儀器或儀器配件升級者有6項，

包括(1)標記型微量熱泳儀1臺、

(2)500MHz 核磁共振儀控制臺主機升

級、(3)腦磁波儀用反應回授配件升級1

套、(4)FACSAria流式細胞分選儀用雷

射擴增系統1套、(5)Moflo流式細胞分

選儀用飛沫管理系統1套、(6) Cytof 細

胞分析儀電路板升級1套。 

四、支援設施中需要定期維護儀器，協助與

原供應商簽訂年度保養合約或一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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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服務。本年度已完成採購定期養護

合約者有14項大型儀器與12項小型設

備。 

五、本年度在核酸定序儀使用者委員會協助

下，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開放所屬新世

代基因體定序核心設施服務全院。 

六、協助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 104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中各單位所列編大

型儀器項目，避免非必要儀器採購。 

 【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推動院內公用儀器設施開放予院外學術機

構或民間生技公司使用，累積技術經驗並

提升儀器使用效能。 

 

本年度前半年有學術研究或民間生技產業

研發人員共89個實驗室來院使用服務，合計

使用121人次。本中心代收公用設施場地使

用費總計新臺幣319萬3,19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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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人才，協助博

士候選人完成其博士論文，並做為本院各

所人才儲備。 

 

 
本計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

103 年度業已核定通過 36 名，每人每月獎

助 35千元。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生醫所、分生所、生化所、植微所、細生

所、生農所、生物多樣性中心及基因體遺

究中心 8 所與國防醫學院為培養國內基礎

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

究所，利用本院的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

人員予以培訓。一方面可為國內培養高級

研究人才，對提升國家科技水準；另一方

面，使本院現有設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及

研究人員有博士班學生執行推動各研究計

畫。 

 

與國防醫學院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究所，利

用本院的軟硬體設備及研究人員培植國內

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本院基於提升研究水準，厚植博士後研究

人力，特建立博士後研究人才培育制度，

為國內、外博士級人才提供更上一層的學

術研究歷練。通過審議之博士後申請人，

可在本院作二年之研究。本制度從 84年實

施以來，一直是本院培育博士後人才的搖

籃。近來由於申請者明顯增加，但預算卻

因政府財政拮据無法增加，以致於錄取率

日趨下降，造成許多優秀的申請者，無法

被錄用，實令人惋惜。 

 

103年度分 2梯次辦理申請，第 1梯次申請

人數有 180 人，經審核通過者 79 名。第 2

梯次申請人數有 203人，經審核通過 60名。

103 年度共補助 139 名，其中有數理組 46

名，生命組 49名，人文組 44名。本年度平

均的錄取率為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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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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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新增合作單位(103 年預計再新設

二個學程:永續化學及社群網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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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 

一、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辦理國際會議與

活動，以提升國際研究生學程之國際

知名度並吸收國際優秀人才。 

二、招募國外暑期實習生：每年暑期提供

國外年輕學人至本院實習機會，接觸

本院研究教育環境，以提升國際研究

生學程之國際知名度，同時提高學程

之國際化程度。  

三、規劃各學程之自我評鑑機制，建立學

程執行成效指標，檢視學程相關事務

推動績效，以提升際研究生學程之國

際競爭力。 

 

一、已完成與各大學合作辦理的國際研究生

學程共計 12項跨領域博士班學程。103

年度申請人數為 856 人，較前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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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 789人，較去年 538人成長 46.65

％，共錄取來自 26 個國家的 176 名學

生。 目前共有 401 名學生就讀學程，

國籍分屬 41個國家，其中外籍生佔 194

名，約為 48.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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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本院新聘所長（主任）及研究員等實

驗室相關費用及研究計畫所需經費。 

 
植微所、細生所、統計所、生醫所、生化所、

地球所、環變中心等單位新聘研究員建構實

驗室開辦費。 

 ◆深耕計畫 

103 年度共補助 31 件延續型計畫，10 件

新增計畫，辦理計畫執行及預算規劃等相

關作業。 

 
103 年度之延續型計畫中，有 31 件執行

中之計畫，需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

要點規定，繳交 102 年度進度摘要報告。 

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103年度

經過嚴格的初、複審作業，計有 10 位新增

計畫之研究人員獲得補助，獲選名單如下： 

一、數理組： 

數學所程舜仁博士、原分所劉國平博

士、統計所程毅豪博士、環變中心周

佳博士。 

二、生命組： 

分生所蔡宜芳博士、生醫所陳儀莊博

士、細生所黃鵬鵬博士、植微所林納

生博士。 

三、人文組： 

經濟所陳明郎博士、政治所吳重禮博

士。 

 ◆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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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執行前瞻計畫共 49 件，其中延續

性前瞻計畫 38件於 103年 7月上旬完成繳

交期中進度摘要報告。99年度計畫 11 件、

101年度計畫 10件及 98年計畫（延長執行

期間 1年）1 件，依計畫執行要點規定，需

於 103 年度邀集相關專家學者召開專案諮

詢小組會議，以給予獲選研究人員適當之

協助與指導，善盡輔導之責。另，103年度

執行新增前瞻計畫 11件，持續追蹤計畫經

費執行率，以評估並規劃未來 2～5年之計

畫經費預算。 

 

103 年度前瞻計畫公告徵求推薦案，共計

徵得 21 件推薦案，經審慎嚴謹之初、複

審程序，計有 11 位深具潛力之研究人員

獲得補助，茲將名單條列於下： 

一、數理科學組: 

王偉華助研究員(原子與分子科學研

究所) 

朱治偉副研究員 (應用科學研究中

心) 

林耿慧副研究員(物理研究所) 

潘建興副研究員(統計科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 

王忠信助研究員 (生物多樣性研究

中心) 

太田欽也助研究員(細胞與個體生物

學研究所) 

李宗璘副研究員(基因體研究中心) 

莊懷祜副研究員（分子生物研究所）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陳香如副研究員(經濟研究所) 

陳熙遠副研究員(歷史語言研究所) 

黃國昌副研究員（法律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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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亞洲社會科學研究、原住民人才培育

及社區服務、文化及風俗研究計畫，提供

學界與社會大眾利用。 

 

 

 

 

建置營運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經費、珍貴動

產維護計畫、考古學門研究、原住民研究、

客家文化研究及傅斯年圖書館館藏未刊稿

本集刊出版計畫等。 

 ◆創新性研究計畫 

加強國際學術及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計

畫、推動中長期具有發展潛力、前瞻性、

突破性之跨領域創新研究計畫。 

 

支援化學生物專題中心計畫、陽明大學新世

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計畫、出席國際會議

及商討學術研究等創新合作計畫經費。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 

推動及支援本院生物科技及藥物研發、基

因轉殖研究、精密溫室計畫等跨學門及跨

領域之合作計畫。 

 

推動細胞動力學與顯影研究、癌症醫學研

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實驗室整修經費及

生物技術之研發計畫。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增強基礎研究成果之應用發展，並支援跨

 

 

推動智慧型感測與網路系統、ALMA 大型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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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整合研究工作，改善研究環境。 米波陣列計畫與辦理數理新領域計畫等。 

 ◆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政府預定在不久的將來，釋出 202兵工廠

的土地建立生技中心，其中成立的轉譯醫

學中心，將需要有臨床知識的醫師，將實

驗室得到的結果應用在疾病的預防、診斷

及治療，生醫所在轉譯醫學中心的成立上

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一、補助合聘醫師科學家，進行轉譯醫學研

究。 

二、獎助醫師進修博士班，培育醫師科學

家。 

三、補助臨床研究醫師（Fellow）來院進行

短期訪問，實際參與研究工作，培育醫

師科學家。 

 ◆P3實驗室-生醫所 

以下列四項為核心工作： 

一、維持P3 實驗室軟、硬體設備正常運作。 

二、提供學者操作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

之相關作業。 

三、提供代為操作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

之相關服務。 

四、提供訓練P3 實驗室專業人員的場所。 

 

P3 實驗室在中研院人力、物力、財力充分

的支持下，將成為教育培養 P3 專業人員的

搖籃；除能提供給專家學者符合國際標準的

P3 研究場所，進而能提供代為操作服務。

成為提升臺灣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防治

及生物安全防護能力的核心。 

 

 ◆P3實驗室-基因體中心 

一、流感疫苗效力評估動物實驗。 

二、抗流感病毒藥物效力評估動物實驗。 

三、增殖並純化流感病毒株，及測定各病

毒株對細胞與小鼠之致死劑量。 

四、實驗室硬體設施持續改善。 

五、研究人員持續性教育訓練。 

 

一、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發之流感病毒萬

用疫苗(少醣 HA蛋白)免疫效力評估之

小鼠、天竺鼠、雪貂試驗。 

二、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與臺灣大學化學系

合作研發之抗流感病毒藥物保護效力

評估之小鼠試驗。 

三、完成 H1N1、H3N2、H5N1、H5N2、H6N1、

H7N7、H7N9等流感病毒株之增殖及細

胞與小鼠毒力測定。 

四、協助農生科技中心執行 VLP流感疫苗免

疫效力評估之小鼠試驗。 

五、與清華大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合作，進行

流感疫苗研究工作。 

六、與國光生技公司合作，進行 H7N9流感

疫苗免疫效力評估隻小鼠與雪貂實驗。 

七、與醣基生技公司合作進行抗流感病毒藥

物之效力評估小鼠試驗。 

 ◆登峰研究計畫-基因體中心 

藉由人力整合及集中資源，本計畫重點進

行關鍵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及重要疾病之

新藥研發，建立個人化醫療策略。 

 

基因登峰計畫結合生命科學、化學及相關領

域院內外之專業人才，並與國內相關研究機

構進行合作，提升國內研究水準及國際競爭

力，發展新的方法與策略，開發新式檢測、

診斷及治療技術與工具，及建立轉譯醫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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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基礎架構。針對國人的重大疾病，包括

癌症如乳癌、肺癌、胰臟癌，與病毒性傳染

疾病如流感及肝炎，進行全基因體定序，並

尋找新的標的分子與生物標誌，對能合成抗

發炎或抑制腫瘤之藥物的細菌進行基因體

研究，開發病毒的檢測平臺技術、研發抗病

毒藥劑與疫苗，與研發新的檢測及治療的方

法，發展新的分子標靶療法及配合超高速新

藥篩選系統以開發重要生物小分子的抗體

等新藥。其他重要成果如下: 

一、數項具治療潛力的抗體推向臨床前階

段，期能應用於治療登革出血熱、癌

症、及嚴重型過敏和哮喘。其中人源化

anti-CLEC5A抗體授權業者，做產品與

商業化的開發。 

二、探討乳癌幹細胞的分子機制，證明了

Per2 在調控癌幹細胞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可做為治療的新標的。 

三、利用老鼠模式，針對 IL-17RB過度表達

的癌症做 IL-17RB抗體治療，效果非常

好。 

四、合成約 200個 salicylanilide基分子

和評估其 anti-TGase活性。 

五、建立了從 anti-TNBC-HTS data 製備三

類分子的合成路線。 

六、完成鏈黴菌 Streptomyces str. 316 此

一抗癌及抗黴特性的菌種之基因體組

序。 

七、評估 EpAb2-6 成功轉變為擬人化抗體

後，應用於癌症標靶治療，腸癌偵測和

癌症造影之可行性。 

八、利用誘導式萬能幹細胞技術來獲得早期

腫瘤材料，並透過這平臺分析胰腺癌早

期發生機轉。 

 ◆登峰研究計畫-植微所 

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由於人口爆炸、可

耕地縮小，再加上環境變遷、全球暖化、

能源危機等等，植物學家們面臨嚴苛的挑

戰，包括需要增加作物品質與產量，降低

農藥用量以配合環保意識，研發生質能

源，研究與利用植物對環境逆境之反應等

 

在未來的兩年、我們將以目前已有初步基礎

的四個課題，進行深入研究。預期於兩年

內：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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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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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針對這些挑戰，在本登峰計畫中，我

們將從事下列三項分支計畫：  

一、以新世代定序改進水稻與玉米的產值； 

二、訊息與農業； 

三、植物幹細胞的抗病機制。 

二、了解植物在各式之光線、營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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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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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本計畫目標在於促進本院奈米科技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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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國際研

究生學程(TIGP)-奈米科技學程）。此外，

積極建立以色列 Hebrew Univ.及本院雙邊

合作平臺，藉由合作，增強我方的國際能

見度及獲得重要的研發技術。 

 

 

一、奈米科技學程：103年度已畢業投入奈

米研究領域共計6位。博士候選人共計

49位。 

二、103年度共有29件計畫獲得經費補助： 

1.開發新科學及技術：共9件。 

2.與奈米生技相關之研究：共12件。 

3.與能源相關之奈米材料研究:共4件。 

另有 4件以色列雙邊合作計畫獲得

補助。 

三、研究成果列舉： 

1.林耿慧實驗團隊開發微流道製作均

一孔洞大小的技術獲得美國專利, 

此技術已技轉至產業：組織細胞在身

體是生長於三維環境，但現有實驗室

多半是在二維的培養皿上成長。目前

實驗室使用培養細胞的三維鷹架結

構異質性很高，不利於有系統性的研

究細胞在三維環境的反應，也不利於

鷹架中細胞養分或代謝物的交換。林

耿慧實驗室開發出來的鷹架孔洞大

小一致，有利於基礎研究，也有利於

組織工程中的組織培養。而他們使用

微流體通道吹出均一泡泡陣列的技

術，讓製作鷹架的材料與時間成本降

低。此技術在2009年申請美國與臺灣

專利，2013年8月獲得美國專利。 

2.張煥正實驗團隊發展出以聚賴氨酸

包裹之奈米鑽石當作小段干擾核糖

核酸之載體，並成功運送會辨認綠色

螢光蛋白基因之小段干擾核糖核酸

進入小鼠大腸癌細胞中，使其所表現

綠色螢光蛋白量大幅減低至原來的

20％左右，足以媲美目前市面上最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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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但價格高昂的載體。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一、神經科學計畫運作事務。 

 

 

 

 

 

 

 

二、電生理核心實驗室運作。 

 

 

 

 

三、交流會議及國際會議參與。 

 

 

 

 

四、合作學程運作事務。 

 

 

 

 

 

五、聘用人員。 

 

 

 

一、1.本計畫至今舉辦7場國內外學者演

講，受邀之國外學者同時安排赴國內

大學給予第二場演講。 

2.協辦”2014腦與心智科學新知研討

會”及”亞太神經化學會議”。 

3.於本院跨領域大樓一樓設置行政辦

公室，並籌備進駐該大樓8樓相關事

務。 

二、支援相關實驗室的研究工作並協助數據

擷取、分析及實驗諮詢功能。已有 15

個以上實驗室預約使用或計畫使用核

心實驗室資源。支援合作學程開設暑期

實驗技術課程教授操作方法。 

三、1.本團隊與印度海德拉巴大學校合辦雙

邊神經科學會議，會期2天共8人參加。 

2.團隊成員共3人赴大陸參與神經科學

相關會議。 

四、1.與陽明大學及成功大學辦理跨領域神

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學位學程已完成

103年招生工作，另召開各學程委員會

推動學程事務運作。 

2.與成功大學舉辦學術交流研討會。 

3.統籌學程各項事務，與支援大學聯繫

及協調學生學籍、課程等事務。 

五、本計畫共聘用約聘僱人員5人，分別負

責行政及活動統籌之行政助理1名、學

程助理1名、總務人員1名、核心實驗室

管理及操作之研究助理2名。 

 ◆綠島建設 

一、改善綠島海洋研究站A、B棟大樓，已

完成部分內部設置與外部整建。 

二、協助本院史語所臧振華研究員水下考

古團隊。 

三、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本計畫

以建立綠島環境生態基礎資料為主，

進行長期性環境生態變遷研究。 

四、臺灣寶石珊瑚研究：臺灣寶石珊瑚漁

業已有數十年歷史，幾經興衰後目前

已經進行嚴格的控管，在生態與學術

 

一、綠島海洋研究站目前已完成項目如下：  

1.A.B 棟大樓與車棚進行鋼瓦屋頂    

更新完成。 

2.A.B 棟大樓公共廁所改建座式馬    

桶與隔間更換。 

3. A棟大樓 2樓推窗更換。 

4.周邊舊有圍牆刀片蛇籠拆除。 

5. A棟大會議室簡易建置。 

二、水下考古研究團隊於今年 6月底開始    

在綠島西南邊海域打撈綠島一號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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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上十分缺乏，綠島周邊海域為

傳統的寶石珊瑚漁區，目前公布控管

的漁區並未涵蓋綠島周邊海域，預計

將有開放該漁區的動作，屆時有更詳

細的基礎的調查研究，作為是否開放

該漁區的依據。 

五、服務及支援綠島其他相關計畫執行。 

沈船，並持續調查綠島周遭海域是否有

其它考古文物 。 

三、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目前已完

成多處觀測點上半年度生態環境變化

之影像記錄，及完成石朗海域、柴口海

域、中寮海域、公館港海域之海底環境

監測點畫設，並於公館港口、大白砂浮

潛區、石朗海域、溫泉港口置放觀測綠

島海域溫度變化之水溫探測器。 

四、臺灣寶石珊瑚研究：已利用 ROV進行海

底探勘，目前仍於較淺水域進行測試，

已完成 ROV深水作業性能之提升，測試

後將直接往深水域寶石珊瑚棲地進行

探勘作業。 

五、服務支援科技部綠島黑病海綿相關研

究，還有本中心野澤洋耕、陳國勤、湯

森林等 3位研究人員關於綠島海洋生

態相關研究，以及臺中科博館黃文山研

究員的長尾南蜥演化研究和臺東大學

生命科學系林志輝助理教授的溫泉潮

間帶微生物分析與調查。 

 ◆實驗植物核心溫室設施 

一、轉殖植物實驗室 

轉殖實驗室主要提供院內各所(處、中

心)實驗植物基因轉殖等服務項目：  

1.提供植物基因轉殖使用：基因槍、

電穿孔儀等相關設備。 

2.提供水稻、番茄、蘭花、其他等植

物及阿拉伯芥模式植物之基因轉殖

技術服務。 

3.研發新品種、新模式實驗植物之基

因轉殖技術。 

二、精密溫室及植物基因(分子育種)溫室 

實驗植物核心溫室下轄有精密溫室及

分子育種溫室。本核心溫室設施除提

供院內研究人員實驗植物生長空間，

進行病蟲害及設施模擬生態環境之妥

善率管理、植物多樣性物種適當保

存、植物性狀調查研究與分析、各式

實驗植物生理生化實驗，並為全球重

要的植物基因、珍貴植物種子等保存

 

一、1.103年度上半年轉殖實驗室之使用人

次已逾100人次。 

2.103年度上半年已完成各式植物及模

式植物的基因轉殖技術服務。 

3.103年度上半年已研發出新品種模式

之植物基因轉殖技術並已開放申請

服務。 

二、精密溫室主要提供控溫控濕良好的生長

空間予一般實驗植物，分子育種溫室則

提供植物基因相關研究。上開溫室核心

設施103年上半年度已驗證完成能提供

植物生長所需之各式模擬的生態環境

暨栽培空間，並有良善之病蟲害及設備

專業管理。本核心溫室各項設施，包含

走入式植物生長箱、單門及雙門植物生

長箱、玻璃溫室、隔離網室等4大項均

已集中整備完成。集中管理、方便使用

者資源共享並不斷改進；其中植物多樣

性物種性狀保存已達世界級水準。各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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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核心設施平均使用率已較往年提升達

98％，經營運管理數據分析結果顯示已

超越所需農業資材、水電、耗材之50

％涵蓋率的預期效益。 

 ◆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一、基因轉殖小鼠產製 

 

 

二、基因標的小鼠產製 

 

 

 

 

 

三、小鼠胚胎之冷凍保存與小鼠體外受精 

 

四、諮詢服務 

 

 

 

 

 

 

五、研發項目及學術交流 

 

 

一、共有 10件基因轉殖小鼠申請案件，已

完成 6件，4件進行中；目前成功產製

68隻以上之基因轉殖小鼠。 

二、1.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共有 2件申

請案件，目前均已完成。 

2.嵌合鼠生產：共有3件申請案，目前

已完成1件，2件進行中，計已進行1

株胚幹細胞之顯微注射，已產出16

隻嵌合度50％以上之嵌合鼠。 

三、1. 8件胚胎冷凍申請案件，已完成7件。 

2.成功進行7件體外授精案例。 

四、1.本中心提供針對申請案件會於最初的

規劃乃至於基因改造小鼠後續配種

分析等，提供專業上的建議。 

2.提供如 EIIa-Cre、Protamine-Cre 、

Actin-Flpe 等基因轉殖工具小鼠，

以利條件式基因剔除小鼠之配種及

產製。 

五、本中心上半年度已完成 8 個 TALEN 及

CRIPSR 質體之構築。並進行顯微注射

檢視基因體編輯之效果(進行中)。 

於五月底邀請 Dr. Wataru Fujii (U. 

of Tokyo) ，針對最新 CRISPR/Cas基

因體編輯技術進行學術交流。將進行

國際學術合作。 

上半年已發表兩篇論文: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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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topic 

cerebellar cell migration causes 

maldevelopment of Purkinje cells 

and abnormal motor behaviour in 

Cxcr4 null mice. PLoS one. 2014. 

9(2):e86471-480. 

2.Leu S, Lu HI, Sun CK, Sheu J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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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YL, Tsai TH, Yeh KH, Chai HT, 

Chua S, Tsai CY, Chang HW, Lee FY, 

Yip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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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70(3):394-405.  

 ◆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生物醫學相關研究已成近年生物科技發展

的重點之一，而實驗動物中心為生物醫學

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設施。因院內實驗

動物相關研究之空間需求大幅增加，各所

實驗動物房普遍有供不應求的現象而影響

研究計畫之進程。中央研究院公用實驗動

物中心之設立宗旨為提供院內生命科學組

五所和三中心充足的實驗動物空間及相關

研究設備，目前已順利運轉中並提供院內

高品質 SPF實驗動物寄養服務。 

 

 

人類為探討基礎的生命現象乃至於臨床醫

藥科學等，需利用實驗動物作為研究模型。

因此無論在飼養、管理、環境、實驗過程之

各項步驟，都應以人道精神作為出發點，在

現代科學研究規範下，以正確的觀念與適當

之實驗方法，提供予實驗動物應有保護及福

祉。本設施除了提供妥善的飼養管理外，亦

落 實 使 用 實 驗 動 物 的 5R 觀 念

(Replacement、Reduction、Refinement、

Responsibility、Respec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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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一、辦理 104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相關事項：104年度「永續科學計畫」

經召開規劃會議，並參酌執行中之計

畫類別，擬定「氣候變遷與人類福

祉」、「食品安全與食品添加物」、

「糧食安全」、「高齡化社會」及「永

續發展人文面向研究」五大課題，並

徵求計畫構想書。 

二、舉行永續科學中心研究報告討論會：

為加強各計畫研究同仁之間的交流，

定期舉辦研究報告討論會，由研究團

隊報告研究成果，並邀請院內外不同

領域研究人員及專家學者參與。 

三、召開「臺灣地震災害防治與執行成果」

整合報告撰寫討論會議：已於 5 月 22
日召開會議，邀請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一、3月 30日及 4月 1日舉行構想書審查

會議，通過審查計畫共計 8件，於 4

月中通知審查通過的計畫，提送細部計

畫書；現正辦理各細部計畫書審查事

宜。 

二、已於 1月 8日、2月 12日、3月 12日、

4月 9日、5月 14日及 6月 11日舉行

6場討論會，平均每場討論會，皆有約

50人以上的各計畫團隊成員及相關領

域專家學者參與並進行交流。 

三、為加強推動並整合國內地震災害防治研

究，召集國內地震相關單位之專家學者

一同討論，並撰寫整合報告；期能作為

政府未來地震防治及預警等政策制定

之具體參考資料。 

四、來臺期間與 NCDR、臺大、中大及交大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年度 

 63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中心(NCDR)、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NCREE)以及本院地球所等相關研究

單位參與。 
四、邀請學者來臺訪問：於 4 月間邀請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 Prof. Slobodan P. 
Simonovic 來臺訪問。 

五、舉行「Forum on Future Earth in 

Taiwan」永續科學座談會：已於 5月

30日舉行永續科學座談會，邀請國內

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討論永續

發展從「亞洲」到「臺灣」間的相關

聯結與重要議題。 

進行交流，促進國內水災防治與水資源

管理領域間學習與整合。 

五、邀請 Dr. Mark Stafford Smith(現為

Future Earth國際科學諮議會主席)

參與會議，討論全球及臺灣的永續發

展，提供與國際大型計畫交流機會，

增加研究能見度。 

 

 ◆數位文化中心 
數位文化中心 103 年度分別於 8 個所，

共執行 14個計畫，持續進行數位化建置

工作： 

一、以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之加值應用為

主軸的時空座標系統建置研究計畫。 

二、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 

三、漢籍全文資料庫。 

四、語言典藏永續經營計畫。 

五、近代財經檔案數位典藏及加值運用。 

六、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靜態

影像篇。 

七、數位典藏雲端系統管理及內容分類檢

索技術研究。 

八、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計畫。 

九、臺灣魚類資料庫典藏成果之推廣應用

及手機版製作。 

十、生物多樣性資訊平臺（TaiBIF）之學

術、社會推廣與國際接軌。 

十一、植物多樣性典藏與數位植物誌。 

十二、數位典藏的知識組織系統之建構與

應用研究。 

十三、臺灣檔案文獻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

計畫。 

十四、數位文化中心總計畫：促進國內外

學術合作與交流，推動數位人文學研

究，應用加值與推廣工作。 

 

一、國際合作與學術交流推廣 

1.與德國海德堡大學跨文化研究中心

簽署雙方架構合作協定。 

2.至澳門文化局進行座談及培訓課

程，並提供數位化規劃顧問服務。 

3.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數位典藏

中心合作執行「有聲文獻數位典藏內

容建構與國際標準認證計畫」。 

4.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合作執行「國

分直一文庫數位化計畫」。 

5.參與美國博物館協會(AAM)2014 年

會暨博覽會，展示臺灣數位典藏成

果。 

二、完成本年度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徵選，

共計 7個計畫審核通過。 

三、活化利用數位成果，策劃各項主題特

展：「臺灣睛點」、「再現臺灣睛點」、

「島讀臺灣，時空旅行特展」、「思想，

重慶南路」、「千歲巡狩-數位島嶼王

船文化展」，並與院外單位合作，至

2014 臺北國際書展、臺灣桃園國際機

場、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臺灣圖書

館、國立中央大學藝文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圖書館、松山文創園區等地巡迴展

覽，以推廣數位典藏成果。 

四、推動「中部數位文化推廣服務中心」 

1.辦理「探索植物」行動探索學習體驗

營，並進行新主題教材與教學元件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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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2.典藏素材融入課程，建立中部跨校數

位文創合作模式。 

3.與國立中興大學共同規劃，分別進行

主題網站建置（昆蟲標本虛擬博物

館）與行動裝置應用開發（建置臺灣

文化遺產觀光與知識地圖）。 

五、開發線上地圖校正系統、新北市百年歷

史地圖系統、臺灣百年歷史地圖 APP、

重返珊瑚海 APP、臺北歷史地圖 APP、

文物隨身聽 APP等。 

 【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 
103 年度 1-3 月進行計畫徵求，共計收到

27 件申請案，已分送國內外專家學者書面

審查並將舉行複審會議審議及聯席會議決

議，將於 9月核定結果。另有 24件延續性

計畫，已於 5 月繳交年度執行報告，業經

學術諮詢總會審議完成，並將相關審查意

見轉知計畫總主持人及所處單位參照。還

有 17件執行期滿計畫將於 9月底繳交執行

成果報告，並將援例辦理計畫執行成果評

鑑。相關研究計畫實施概況及成果如下： 

 

 ◆智慧型手機應用育成平臺:開發平臺，社

群資料探勘，及感測技術。 

本計畫為一具有感測與社群概念之行動

應用開發平臺，本計畫的主軸為提供下一

世代手機硬用支援創新的感測元件技

術、社群網路服務及行動應用驗證測試;

透過所開發之平臺，使用者可以迅速的開

發下一世代的行動應用程式。本計畫開發

之平臺將研發前瞻的關鍵技術，包含感測

技術、社群網路探勘及彈性化開發平臺與

行動應用驗證等技術，所開發的技術將透

過應用程式開發介面(API)的方式，提供

開發者使用。如此，開發者僅需使用”呼

叫(invoke)”的方式，便能執行及操控這

些技術服務，以便實現更具吸引力，更具

原創性的應用程式。此外，該平臺還提供

應用程式的測試和驗證，以確保程式的穩

定性及可靠性，使應用程式不但能正確的

運作外，更能大幅提高應用程式的競爭

 

 

在開發平臺方面，我們和工研院

co-work 建立具有感測技術及社群資料探

勘的服務平臺。在平臺上，我們實作認證、

授權、記帳及索價等協定。此協定包含使

用者註冊函示庫、使用者記帳協定及使用

者和應用伺服器之間的認證和授權協定。

而索價協定則包含現金流等管理。 

在社群資料探勘方面，我們研究資料

在時間-空間上的管理問題，這個問題是目

前新興於多樣性的行動應用，如:基於定位

的社群網路、基於定位的應用服務及參與

性的感測系統。具體而言，我們研究時間-

空間的資料壓縮，並同時考量壓縮比率及

資訊的精確性。我們設計一套完整的函式

庫以協助使用者形象化時間-空間性的資

料於不同的偏好設定。我們將提供一套完

整的基礎查詢功能，如:範圍查詢、最近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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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同時有效降低開發的人力、時間及門

檻。 

鄰居的查詢於時間-空間性的資料。此外、

我們將注重在開發雲端資料管理的索引結

構。 

在感測技術方面，我們實作了軀體感

測網路，包含:姿態辨識、高爾夫運動專家

系統等。 

 ◆發展高階生醫影像設備產業之技術及應

用 

一、堆疊式穿透式 X光顯微鏡 

由於現有商業化之產品體積較大、單

價昂貴且必須搭配同步輻射光源來進

行使用，因此在設備的普及性及實用

性將受大極大的侷限。所以為了提高

此設備的普及性及實用性，我們將利

用本團隊所具備之理論基礎等專業技

能，重新設計及製備新型的穿透式 X

光顯微鏡。 

二、高解析度 X光波帶片 

為了提高設備對於生醫試樣的解析度

與分辨率，我們擬應用奈微米製程技

術來發展高解析度、大視野之 X光光

學元件。 

三、三維影像重組 

由於 X光具有極高的穿透性，因此以

傳統二維影像來進行試樣判別會在深

度方向產生極大的誤差，且對試樣真

實形貌容易產生誤解，因此我們擬藉

由影像處理技術來建立生醫試樣的三

維立體模型，以輔助我們對試樣的觀

測。 

 

 

一、堆疊式穿透式X光顯微鏡 

已完成原型機之設計及建構，此原型機

具有高移動精準度、高穩定性且方便運

送等特性。初步測試成果已發表在國際

期 刊 (Journal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目前正積極尋求適合的

In-house X光光源，期望藉由搭配小型

及較便宜的In-house X光光源及成像

系統，可將此一新型穿透式X光顯微鏡

廣泛的推廣至各醫療研究中心與學術

研究單位。 

二、高解析度X光波帶片 

已完成16nm解析度X光波帶片之製備及

測試，目前正在進行大視野、高解析度

X光波帶片的製備及測試。 

三、三維影像重組 

針對建立試樣三維立體模型之軟體，目

前已有初步框架，且已有初步成果。目

前著重於功能性的擴增與細節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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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包含三個不同類型的實驗及量子化

學計算: 

一、第一個實驗是基質輔助雷射脫附離子

化的反應機制研究，主要是研究蛋白

質離子化及醣離子化機制。 

二、第二個實驗是關於分子內層電子激發

與歐傑衰變所造成分子選擇性斷鍵的

光分解反應。 

 

 

 

一、第一個實驗，已發表 6篇論文，另有兩

篇手稿已完成準備寄出。另外已接受

Annual Review of Analytical 

Chemistry主編邀請，寫有一篇回顧性

論文。這些文章主要是蛋白質離子化機

制研究。目前正在進行醣離子化機制研

究。這一部分的實驗進度超前。 

二、第二個實驗，已完成機器設計及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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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個實驗是關於上述兩個實驗的應

用，將研究由間質輔助雷射脫附與軟

X光游離產生之生物質譜，特別是醣

分子，期能應用在蛋白質及醣分子之

結構鑑定。 

因英國廠商延期交貨，進度稍落後，目

前正在進行測試。 

三、第三個實驗，完成機器設計、建造、測

試，已發表 1篇論文，另有 1篇手稿已

寄出。目前正在撰寫第 3篇論文及進行

小型蛋白質軟 X光游離機制研究。 

四、量子化學計算已完成 10 種有機分子之

X 光吸收光譜計算，目前正在撰寫論

文。 

 ◆低維系統中之新穎熱電性質研究與應用 

當材料縮小到奈米尺度時，量子尺寸與非

量子尺寸的效應逐漸顯現出來，原有的物

理性質發生變化，甚而出現一些前所未見

的新穎物理現象。奈米尺度下的低維系統

包含二維的薄膜，一維的奈米線及零維的

奈米微粒三大類。迄今，很多奈米微粒、

薄膜、與線，已被成功合成與研究。其電

性，磁性與光學性質，如何隨維度變化的

機制亦逐漸被理解。惟其中的熱力學性

質，如電動勢、熱傳導等之研究則相對較

少，對其機制的瞭解亦較為陌生。惟這些

熱電性質域牽涉到 1.熱電材料於再生能源

的應用 2.癌症醫學上光熱效應的標靶治療 

3.新一代電子元件熱整流器的開發。因此

低維系統中的熱電性質研究，對新世代的

能源、醫學與電子科技的發展是不可或缺

的。 

 

含基礎科學與再生能源的應用：熱電性質為

材料諸多物理性質中非常重要的一項，其

「熱－電」轉換機制，牽涉廣泛的基礎物

理。同時其熱－電轉換的特性，更是契合當

今開發再生能源的應用。太陽能電池因光－

電轉換效率的限制(~15％)，有很大一部份

的太陽能以熱能流失。同時因卡洛熱機原理

與機械的因素，燃燒的石化原料很大部分

(~65％)也以廢熱的方式散失。如能利用熱

電材料將這些廢熱加以回收利用，當可有效

紓緩能源危機與溫室效應。熱電材料可，其

熱、電轉換效率由熱電優值係數 ZT = S2

 T/( e+ L) 表示，其中 S為熱電動勢

或西貝係數，為電導率， e和 L則分別

為電子與晶格的熱傳導係數。研究如何提高

優值係數 ZT，為重要的基礎物理研究外，

更是開發再生能源的重要議題。目前已依進

度完成部分熱電材料之開發， 並發表數篇

論文，研究經費也依計畫執行。 

 ◆大屯火山群：整合分析地球物理、地球

化學、測地學之觀測 

收集大屯火山地震資料分析，氣體、水樣

化學分析，GPS定位分析。 

 

 

已建立好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和測地學之連

續且長期的觀測資料。超導重力儀已於大屯

山擎天崗觀測站做連續測量、全域相對重力

儀測量、全域磁場測量，各水井水位測量都

已運作，持續蒐集數據分析中。培養兩位博

士後已各有一篇論文在撰寫中，針對大屯山

的地電測量和分析，及大屯山的地體重力反

演。 

 ◆開發進階醣基化蛋白質分析策略進行全

面性惡性 B淋巴球細胞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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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生物資訊為基礎發展能直接鑑定醣

化胜肽之序列及醣結構的先端技術來

解決分析大量質譜數據的迫切之需。 

二、發展以親合作用引導催化方法將光親

合試劑標記於半乳醣凝集素上與碳水

化合物作用位置之附近，用來了解 B 

細胞表面半乳醣凝集素作用之蛋白質

(體)。 

三、探討細胞表面或細胞內醣基化特性的

變化所代表的生物意義，為了研究

O-GlcNAcyaltion對於B細胞活化的影

響，使用OGA抑制劑來提高細胞中的

O-GlcNAcylation，並進行其磷酸化蛋

白質體的鑑定。 

四、利用半乳醣凝集素-1與3缺失的老鼠動

物模式分析探討在B細胞癌化過程中

調控的訊息傳遞路徑，進而了解其參

與的功能與角色。 

 

一、以辣根過氧化物酶為研究題材確認了此

一生物資訊演算法能夠有效地縮短分

析這樣大量醣白質體的時間，並利用一

般蛋白質體的鑑定工具提供準確的胜

肽鑑定結果，期許此工具能提供準確地

醣蛋白分析結果。 

二、以一種新 酵素 催化方法製備出

sialo-oligoLacNAcs 及化學合成方法

合成出 sulfo-oligoLacNAcs。合成

sialo/sulfo-I 型 LacNAc 的寡醣體正

在進行中。 

三、結合磷酸化和 O-GlcNAc 蛋白質體研究

方法，以質譜方式研究發現 Lsp1 蛋白

的 Ser209會被 O-GlcNAc所修飾，而其

鄰近的 Ser243 之磷酸化程度更會受

Ser209 O-GlcNAcylation 之程度所影

響。更重要的是，Lsp1 上的此兩種後

轉譯修飾作用間之交互作用對於 B 細

胞活化後產生的細胞凋亡現象具有調

控的能力。 

四、利用半乳醣凝集素-1 與 3 缺失的細胞

比較其被活化的程度改變以及將

Gal-3 or Gal-1 缺失的淋巴瘤細胞注

入到老鼠皮下，利用磷酸化蛋白質體研

究其磷酸化程度的變化，各鑑定到約

1500 磷酸化胜肽，其中有變化的磷酸

化胜肽將回到細胞中進行其在生物功

能的驗證。 
 ◆以單原子針為發射源之先進電子及離子

顯微能譜儀 

一、建造組裝一低能量聚焦電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

精密壓電步進系統；發展樣品製備方

法；對有機分子成像。 

二、建造組裝一聚焦的氣相離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

精密壓電步進系統；並量測不同氣相

離子束之特性；測試離子能譜技術。 

 

 

一、已建造組裝一低能量聚焦電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精

密壓電步進系統，持續改良聚焦能力；

發展乾淨石墨烯樣品製備方法；對石墨

烯上吸附分子成像。 

二、正建造組裝一聚焦的氣相離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精

密壓電步進系統；並量測不同氣相離子

束之特性。 

 ◆仿細胞系統的動力學研究 

本研究團隊固定舉行研究討論會議並進行

 

在過去一年半期間，我們已經能夠建立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年度 

 68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成 果 報 告  (2012/04/25, 2012/05/01, 

2012/05/04, 2012/05/14, 2012/07/09, 

2012/10/11, 2012/10/15, 2013/01/07, 

2013/01/24, 2013/01/30, 2013/03/28, 

2013/05/29, 2013/06/19, 2013/06/28, 

2013/07/31, 2013/09/16, 2013/09/17, 

2013/11/05, 2013/11/16, 2013/12/03, 

2014/01/07, 2014/01/13, 2014/03/25, 

2014/04/21, 等) 。我們並在 2013臺灣生

物年會中規劃了一個力學生物與仿細胞系

統的單元，而子計畫 1 的史博士也於 2013

年 12月要請了本研究領域相當著名的美國

杜克大學教授 Professor Harold Erickson 

of Duke University to come to到中央研

究院來給予專題演講並與本團隊面對面座

談研究上最新前沿問題。我們也舉辦了多

次學生書報討論以了解並評估最近其他團

隊之重要研究成果。 

只含有 FtsZ 與磷脂質的 in vitro 系統來

做為仿細胞系統來執行其後的影像分析。根

據分子結構上的訊息，我們已可(1)在 FtsZ

之 N- 或 the C-端加上細胞膜導向特徵 

(membrane-targeting motif,MTS)來檢驗

FtsZ 與細胞膜作用與後者幾何特性的關

係 ； (2) 在 FtsZ之 N- 或 the C-端與細

胞膜導向特徵間加上結合段(linkers)以檢

查 MTS 對 FtsZ 之摺疊與活性是否有造成阻

礙； (3) 探討有與沒有 FtsZ  的 C 端對

與其他蛋白質交互作用的影響 (4) 比較在

N- 或 C-端有沒有黃色螢光蛋白 YFP 的螢

光影像； 及 (5) 設計不同蛋白質純化的方

式。   

在光學子計畫中，我們已在中央研究院

跨領域研究大樓建立光學鉗 (optical 

tweezers) 、 差 動 共 聚 焦 顯 微 鏡 

(differential confocal microscopy, 

DCM), 以及螢光顯微鏡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光學系統已可用直立式螢光

顯微鏡所建立，因此可方便觀察實驗中螢光

標定的微脂體。我們已可以偵測流體相的細

胞膜的彎曲模數在加入 DiIC18 染料分子後

的增加，即使該染料分子的濃度僅有 0.4 

％莫爾百分比。  

在奈米影像子計畫中，我們已能建立一

系列的表面修飾技術來調整表面的性質。  

為使可以對樣品處理並避免過量的汙染或

霧氣凝結在標本上，我們經過設計後整合了

一個在顯微鏡上的氮氣清淨的手套箱，也證

實其可以有效增強影像效果。  以穿透電子

顯微鏡所建立的格網也可以做為所謂的地

標 landmark 以關聯電子顯微鏡與光學顯微

鏡所觀察到的影像中的樣品位置。 此外，

我們也已開始利用掃描式離子顯微鏡

(scanning ion microscopy) 以及質譜儀 

(mass spectroscopy) (類似於二級離子質

譜儀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scopy, 

SIMS) 來觀察仿細胞系統。我們目標是以無

標定的方法得到高解析度分子位置分佈的

資 訊 。 在 原 子 力 顯 微 (atomic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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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copy,AFM)上，我們已演示調頻模式

(frequency-modulation, FM, mode)這樣的

高敏感度技術確實可以提供較傳統的拍打

模式(tapping mode) 更精細的影像特徵。

我們也看到以調頻模式支撐式脂質雙層膜

的高度較拍打模式所決定的高度明顯要

高，顯示傳統原子力顯微鏡在針尖上過大的

施力可能會導致一些不當的結果。    

在分子模擬的子計畫上，我們已建立了

大腸桿菌 FtsZ 的全長分子模型，並建立了

結上 GDP 或 GTP 且不同單位數的原纖維體 

protofilament， 其後更運用了全原子具體

水分子的分子動力學模擬來探討 FtsZ 這種

蛋白質纖維體所造成的圈縮的力的來源。 

透過分子動力學模擬，我們觀察到 GDP 結

合的原纖維體皆較為 GTP 結合的原纖維體

來的明顯彎曲，而在數百個耐秒的時間尺度

下 GDP 與 GTP 結合的原纖維體皆能穩定存

在。 此外，我們也觀察到 GDP 結合的原纖

維體除了在縱向上的彎曲之外，也有相當程

度的側向扭曲。 我們的分子動力學模擬也

提供了會影響 FtsZ 蛋白質纖維體穩定性的

介面位置胺基酸的相當完整清單，可了解不

同突變對細菌細胞分裂的影響。 

 ◆光學探討細胞對小分子之反應 

一、利用螢光探針小分子 BMVC及其衍生

物，探討不同細胞 (正常細胞、癌細

胞、轉移性癌細胞、抗藥性癌細胞、

循環癌細胞、幹細胞) 間之異同，進

而研發新的抗癌藥物。 

二、利用光學方法，探討循環癌細胞之特

質，進而嘗試建立篩檢循環癌細胞的

技術。 

三、利用光學影像的量化技術，建立藥物

作用機制與生化功能的關係。並進而

化學修飾藥物分子，提升其生化功能。 

四、利用螢光探針分子 BMVC及其衍生物的

光學影像追蹤探討 DNA四股結構在活

細胞中之結構動力學與藥物的作用機

制。 

五、利用光學技術觀測 G-rich 

 

已完成期刊論文 5篇，國際研討會演講 2

篇及專利 1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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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gonucleotide (GRO)與特定相關之

蛋白質的作用，進而探討藥物分子對

其作用之影響。 

 

 ◆鐵基超導體之超導機理研究及新穎超導

材料之探索 

深入研究鐵硒超導體的物理性質與結構，

努力朝向重新建立與以往材料定義的相圖

不同的鐵硒超導體的相圖。發展元件製造

技術： 

一、建立製作高純度不同比例的鐵/硒之鉀

鐵硒(K2Fe4Se5)超導體及其脫鉀製程

技術製備出鐵硒片狀類單晶與奈米顆

粒，及其應用於鐵基超導薄膜製作新

穎的超導元件。 

二、建立製備新穎鈉鋇鈦鍗氧化物

(NaxBi1-xTi2Sb2O)與鉍化硫(BiS2) 

的超導體與其相關氧化物超導體，及

其超導機制的了解。歸納團隊的研究

結果做為探索新穎超導材料的指引。 

 

 

本研究團隊日前以創新的奈米製程方

式所獲得的化合物為研究材料，證實鐵硒超

導體化合物(β-Fe1-xSe)中至少含有三種

不同的鐵空位的排序，並且發現其中的一種

排序為絕緣體且具反鐵磁性。由於物理學家

至今仍未解開超導現象之謎圖，超導體的日

常生活應用乃而受限，預計這項創新的發現

將可提供更明確的方向，協助科學家理解所

有的高溫超導機制。國際頂尖專業期刊「美

國國家科學院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PNAS)於

2014年 1月 7日刊登這篇重要的研究成果。 

此篇研究獲得國際重視其原因有二。其一、

學術界在高溫超導體的研究，一般相信高溫

超導的成因，是在一具有反鐵磁性的母體相

(parent phase)化合物內，摻雜足量的電子

或電洞後，促使反鐵磁性變成超導性。這篇

研究的出現，提供鐵硒高溫超導體研究真實

的母體相基礎，進一步得以描繪鐵硒超導體

的完整相圖。其二，這篇研究發現新的鐵空

位有序相的存在，可協助科學家們研究鐵空

缺與超導態之間的關聯性，對於鐵基高溫超

導體或甚至銅氧化物高溫超導體的超導機

制，將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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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波長奈米孔設計優化之模擬。 

二、次波長奈米孔製程之優化。 

 

 

一、次波長奈米孔設計優化模擬之部分結

果，顯示一維狹縫型之次波長奈米孔較

圓孔型的近場激發有效範圍大。 

二、除了次波長奈米孔製程之優化過程，達

到三層金屬膜次波長奈米孔對光場之

侷限外，並發展奈米壓印製程，以期能

量化產製，並降低製造成本。 

 ◆新穎低維尖端材料的理論計算研究 

本計畫已進行六個月，目前已在進行的計

 

本年度已完成與原分所實驗團隊之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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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包含下列各項： 

一、石墨烯和六角氮化硼的平面複合結

構，希望得到能隙大小對於雜質密度

的關係。 

二、過渡金屬雙硫化合物的多層結構，希

望取得電子能帶的變化，並與實驗比

較。 

三、單層過渡金屬雙硫化物在帶電狀況

下，結構與電子能帶產生預期不到的

變化，希望能以理論計算數值上的分

析與解釋。 

作探討由單層原子厚度的石墨烯和錳化硫

組成的層狀系統作為高度功率之光測元

件。我們的理論計算已得出這個系統的電子

能帶特性，與實驗工作一起完成的論文已經

發表。 

 ◆提高水稻轉殖系統的效率與品質 

一、利用基因體學探究水稻轉殖株中的變

異。由邢禹依博士及匡麟芸共同執

行。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自不同轉

殖方法生產之水稻轉殖株中，分析體

細胞變異發生的機率以及位置。藉此

評估轉殖方法。 

二、找出並修飾與農桿菌感染效率相關的

基因，以改進轉殖效率的目的。由 Stan 

Gelvin博士、李蘭瑛博士及匡麟芸共

同執行。將會利用正向遺傳學或反向

遺傳學的策略，從水稻突變族群中，

找出相關基因並加以修改，並分析修

改過的水稻轉殖株是否會有較高的轉

殖效率。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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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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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皮質醇和其受體魚類環境適應之角色 

一、皮質醇是否參與鈣離子調整機制? 

二、是否調節離子細分化進而調控其功能? 

 

一、使用外源性皮質醇處理斑馬魚後能夠增

加表皮鈣離子通道基因(ECaC)的轉錄

並且增加魚體鈣吸收能力跟總鈣含

量。進一步發現當皮質醇受器 GR 轉譯

被抑制後，鈣吸收能力與表皮鈣離子通

道基因表現會明顯下降。 

二、發現皮質醇能刺激斑馬魚仔魚表皮或是

成魚鰓表皮上離子細胞的數目，而且離

子細胞分化指標基因 foxi3a會受皮質

醇刺激而增加表現。 

 ◆NIFK與癌症之關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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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確立

NIFK高度表現於肺癌病人之檢體，並

 

此二子計畫之研究已接近完成。草稿皆

已完成並在最後修改階段以進行投稿。子計

畫一文章標題為「過度表現之 NIFK 和肺癌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年度 

 72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與肺癌復發與低預後率有正相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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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透過調控

Runx1  SRY抑制CK1的表現而抑制

TCF4/β-catenin，進而促進肺癌細胞

轉移。 

二、子計畫二為探討NIFK之生物功能。已

確立NIFK對細胞增生與週期運行十分

重要，而此功能是由其RNA結合區域所

調控之核醣體生成所致。現已釐清

NIFK所參與核醣體RNA之後製步驟，並

辨識其所結合之RNA。此外將更進一步

探討NIFK如何與其他蛋白交互作用以

調控核醣體RNA之生成，進而影響細胞

增生。本團隊亦以核磁共振研究含RNA

結合區域之N端片段，NIFK之全長蛋白

質結晶亦在進行中，並將研究NIFK與

RNA之複合體結構。本計畫之實驗進度

皆順利進行，未來團隊也會持續努力

並如期完成目標。 

預後之關聯與經由 Casein kinase 1 (CK1)

之路徑以促進癌細胞轉移」。子字畫二標題

為「NIFK 經由參與核醣體 RNA 之後製而調

控細胞週期」。整體來說，我們發現了 NIFK

在肺癌中扮演促進轉移的角色。研究顯示

NIFK 在肺癌檢體中有著高度表現，此與較

差之預後及病理上反應病人癌化階段之

TNM測量有正相關。此外，我們的結果顯示

NIFK 可調控核醣體生成。由於此路徑在癌

化時的高度活躍，NIFK 可能經此層面而與

癌症產生關聯。 
 

 ◆生殖幹細胞和乳癌幹細胞的控制 

一、斑馬魚性腺發育時生殖幹細胞的控制。  

二、果蠅雌性生殖幹細胞niche形成的控

制。  

三、演化基因體學研發調控生殖細胞發育

的兩個新基因。 

四、類胰島素生長因子-1受體(IGF1R)在人

類乳癌幹細胞內的角色。 

 

一、發現斑馬魚性腺發育時，最早由 PI3K

的活化產生性別差異。用 PIK3 抑制劑

與活化劑，證明斑馬魚的性腺發育受到

PI3K訊息傳遞的影響。 

二、在由 RNAi 篩選對雌果蠅的生殖幹細胞

niche 在形成時有可能參與的 29 個基

因中，我們發現 Tkv所調控的 BMP訊息

在體細胞中對於生殖幹細胞的分化有

決定性的影響。 

三、發現降低 Puf-A 基因的表現，會藉由細

胞凋亡作用影響老鼠生殖細胞的發育

與遷移。 

四、我們已建立表現野生型與在早發性乳癌

發現的 IGF1R突變型之乳癌細胞株，目

前正探討該突變對腫瘤細胞生長、轉移

與抗藥性的影響。另一方面，我們也發

現 IGF1R 訊息傳遞鏈可調控 Hip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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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way的 YAP蛋白，正深入探討其調

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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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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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半乳糖凝集素和宿主抵禦白色念珠菌

後天免疫反應。 

三、半乳糖凝集素和宿主抵禦白色念珠菌

先天免疫反應。 

四、C型凝集素與半乳糖凝集素在宿主對抗

白色念珠菌感染之角色。 

 

 

我們的研究不僅能提供更完整的白色

念珠菌細胞壁組成，還能更加瞭解在黴菌的

感染中，如何經由不同的模式識別受體來激

活免疫系統以對抗感染。尤其是針對白色念

珠菌細胞壁成分是如何影響B淋巴球的活化

及抗體的生產，我們可以提供更進一步的分

子機轉。這個研究方法，也可應用在不同的

模式識別受體與不同的感染性生物之間的

關係，以提供更完整的機制在調控病原體與

宿主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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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整合計畫針對阿拉伯芥泛素系統之兩類

組成因子進行功能與機制之深入研究：第

一類係參與泛素化受質辨識之主要泛素受

體。第二類係一嶄新去泛素化 OTU-酵素族。 

 

 

 
預定探討之特定問題包括：RPN10剔除

突變株系其 26S蛋白酶體功能缺失特性之

分析與 RPN10負責該蛋白酶體功能之結構

區與胺基酸位置之辨識； RPN13及 RAD23

泛素受體之植物功能與負責結構區之分

析。由於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阿拉伯芥 OTU

去泛素酵素成員 OTU5可能利用表觀基因調

控方式參與開花、根與根毛發育及非生物逆

境反應，各子計畫將合作負責不同性狀，分

析其調控機制包括標的基因之分離、可能蛋

白複體及組成因子之分離分析及可能受質

之分離。其他 OTU成員之功能(包括 OTU2

與胚發育之關係)及作用機制亦將一併探

討。 

 ◆研究於先天疫與細胞死亡中死亡結構域

之訊息傳遞複合體的形成 

一、分支計畫一：研究類鐸受體訊息傳遞

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進一步建立多個表現質體以產出更

合適於長晶之含IRAK3死亡結構域

複合體蛋白質。 

2.對於含IKRAK3死亡結構域之蛋白質

複合體進行更進一步的結晶條件篩

選。 

 

 

一、分支計畫一：研究類鐸受體訊息傳遞中

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目前已建立多個表現質體並大量生

產出多個不同條件的含 IRAK3死亡

結構域之複合體蛋白質。 

2.已將(1)所得的蛋白質複合體進行更

進一步的大規模（超過 1千條件）結

晶條件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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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對於(2)所得之具潛力的結晶條件

進行優化與X-光繞射分析。 

4.利用昆蟲細胞生產出所需之IRAK激

酶蛋白質以組成複合體。 

5.對以昆蟲細胞產出蛋白所組成的複

合體進行的結晶條件篩選。 

二、分支計畫二： 研究腫瘤壞死因子受體

的訊息傳遞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

成。 

1.對FADD:RIPK1的蛋白質複合體進行

大量蛋白質純化，並進行改良。 

2.對FADD:RIPK1死亡結構域複合體進

行更進一步晶體篩選，與X-光晶體

繞射實驗。  

3.對新發現的TNFR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進行蛋白質表現純化。 

4.對 (3)所得到的蛋白質進行結晶條

件篩選與小角度散射實驗。 

5.建構質體以表達含有caspase的死

亡結構域之蛋白質複合體。 

3.已將(2)所得之具潛力的晶體利用

X-光繞射分析以檢查晶體狀況，還需

要進行多次 X-光繞射分析以找出適

當晶體。 

4.目前已經利用昆蟲細胞生產的 IRAK

激酶蛋白質組成了數個蛋白質複合

體。 

5.對於(4)所拿到的蛋白質複合體已經

進行了第一階段大規模結晶條件篩

選。 

二、分支計畫二：研究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的

訊息傳遞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目前已得到更好的 FADD:RIPK1死亡

結構域複合體的晶體。 

2.已經進行一次 X-光晶體繞射實驗，

所得到的經驗以用於晶體改良，預計

年中時要進行第二次 X-光晶體繞射

實驗。 

3.對新發現的 TNFR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進行多次的大量蛋白質純化。 

4.對新發現的 TNFR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進行了一次小角度散射實驗，目前分

析資料中，期能建立低解析度模型。 

5.目前已建構 30個質體以測試表達含

有 caspase的死亡結構域之蛋白質

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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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目前已建立與臺大醫院、高醫大附屬

醫院的合作關係，已可當天收集病人

胃部組織、細胞，當天晚上即可作細

胞培養。 

二、藉著各分子計劃之間的合作，已可進

行黏膜醣化結構，細菌菌株，及宿生

免疫反應三者關聯性的探討。 

 

 
一、針對導致胃部淋巴癌的幽門桿菌菌株，

瞭解它們與 CD22之間的關係。 

二、建立一套偵測幽門桿菌產生的醣脂質方

法(液相層析、質譜) ，用來探視胃部

疾病與醣脂質分子的分佈關係。 

 

 ◆果蠅大腦嗅覺運算研究計畫 

本計畫本年度的預期目標為結合影像處理

及統計分析建立初步果蠅觸角葉之 3D神經

迴路圖譜。設立果蠅電生理量測系統工

具，建立特定神經迴路連結及訊號輸出及

輸入的相關機轉研究方法。利用兩大主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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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MARCM神經影像的分析方法雛型已完

成，正在進行實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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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匯整不同領域之成果，提供更精確的

了解大腦神經迴路系統。 

一、子計畫一除將大量取得果蠅腦顯為影

像之外，另預計建立果蠅腦神經影像

的資料庫、建立 MARCM神經影像的分

析方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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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彩

虹腦三維神經影像的處理技術雛型。 

三、子計畫一、五合作事項：神經網路分

析、光場顯微鏡原型設計。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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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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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子計畫五已完成果蠅腦平均模型的基礎

架構，相關成果已獲 IEEE Trans. 

Biomed. Eng.接受，論文電子版已獲刊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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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疾

病研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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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製造免疫系統擬人化小鼠作為機轉 研

究及標的治療史蒂文生強生症及移植

物對抗宿主的新工具。 

 

 

 

本計畫不僅能提供對於人類白血球抗

原的限制、細胞毒殺 T淋巴球/自然殺手細

胞的活化、及史帝文生強生症/移植物對抗

宿主症中顆粒溶解素導致之細胞凋亡等分

子基礎，並可驗證人類白血球抗原

HLA-B*1502 和顆粒溶解素可作為此兩種疾

病的醫療標的。以更寬廣的願景來說，此創

新之整合計畫可以更加瞭解 T細胞所引發

之延遲藥物過敏的免疫機制，並且提供其他

的自體免疫疾病之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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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與農業試驗所的水稻育種專家合作，

利用 GA2ox作為分子標誌來改進水

稻。研究策略包括：(1) 鑑定及分析

C20 GA2ox基因作為育種品系中的多型

性的適合性。(2) 確定 GA2ox基因型

或表現量在回交與分離族群中，與根

系生長具相關性。 

二、我們設計一個人工合成的 ABA或非生

物性逆境可誘導的啟動子 3xABRC321

來調控 LEA3蛋白質在轉基因水稻中的

表現。 

 

 

一、將一個水稻 GA2ox6的保守性重要胺基

酸序列進行數個定點突變，以降低其酵

素活性。基因轉殖水稻在表現這些突變

的 GA2ox6之後，植株高度降低、有效

分蘗、根系、含水量、用水效率、光合

作用效率及排除過氧傷害的 ROS的量

皆提高。基因轉殖水稻表現突變的

GA2ox6能夠結合這些有利的農藝性

狀，在田間栽培情況下，於三個不同季

節產量增加 10～30％。我們的研究顯

示此一技術不只改良水稻，也可應用在

別的作物上來改良植物形態、抗逆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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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及提高穀類產量。 

二、LEA3 在正常狀況下的表現量非常低，

但在 ABA、高鹽、缺水及低溫下，LEA3

的表現可以被大量誘導。LEA3在 ABA

或非生物性逆境處理下主要表現在根

尖和側根分生組織，進而促進根系整體

發育，並提高了轉基因水稻的水分利用

效率及乾重。在高濃度 ABA及非生物性

逆境造成植物根系發育受抑制的狀況

下，LEA3仍可以促進主根延長及側根

發育。我們證明這個誘導性啟動子

3xABRC321可以成功地調控 LEA3表

現，不但在不淹水情況下提高水稻產

量，而且可以增進水稻根系發育及提高

對於各種逆境的抗性。 

 ◆神經形態生成之分子機制與疾病相關性

之研究 

總計畫：主要分兩部份進行，第一是每月一

次聚會，由各實驗室學生輪流報告實驗進

度，交換心得，並可訓練實驗室成員整理並

表達。第二是三個月一次的季會，由計畫主

持人報告，深入討論實驗結果。 

一、 子計畫一: 第一部份是利用體外培養的

海馬迥神經細胞研究 CTTNBP2 在神經樹

突形成的功能。發現 CTTNBP2 可以調控

微管的穩定性。第二部份是建立基因剔

除小鼠。 

二、 子計畫二: 蛋白酶體運輸的調控機制已

接近完成。Ecm29 磷酸化及基因剔除小鼠

實驗進行中。 

三、 子計畫三: 利用果蠅的感覺神經來研

究 Neuroglian/L1CAM在神經樹突發育

的調控機制。 

四、 子計畫四: 我們利用果蠅幼蟲神經系

統試著了解高爾氏體對於對於神經功

能或發育上的重要性。我們已確定一個

新的鈣離通道會調控神經細胞中高爾

氏體的結構完整性,我們正在探討其分

子機制。 

五、 子計畫五: 關於嗅球的型態及功能分析

已接近完成，我們也用 RNA 免疫沈澱的

 

 

總計畫：因頻繁的資訊交流，以及密切的合

作，各子計畫得以互相支援。如子計畫一最

近提供子計畫五自製抗體及質體，分析突變

小鼠。子計畫三和子計畫五互相提供果蠅相

關試劑。 

一、子計畫一:第一部份已有成果被

Journal of Cell Science接受。至於

第二部份的基因剔除小鼠，已確定有兩

個 TALEN lines，正在大量繁殖以便進

行實驗分析。 

二、子計畫二: 蛋白酶體運輸對神經軸突發

育的研究，此文章撰寫中。。 

三、子計畫三: 已證實 Neuroglian 蛋白異構

體間的異類親合性作用可調控神經樹突

生成，將繼續探討其詳細之作用機制。 

四、子計畫四:實驗正在進行中。 

五、子計畫五:關於 CPEB4分子功能的探討-

研究其如何在氧化壓力下進入 stress 

granule的機制，此文章正在送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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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找到一些在基因剔除小鼠嗅球中表

現不正常的基因，其中包括子計畫一

（Dr.薛）實驗室所研究的基因，所以可

以快速拿到其自製抗體及質體來做確

認。 

 ◆核糖核酸剪接體動態組裝過程中的結構

與功能性探索 

本研究計畫將由 1.張典顯(計畫主持人；計

畫一)；與 2.章為皓(計畫二) 共同參與及

執行兩個子計畫，分別為： 

一、探討 DExD/Hbox蛋白 Prp28p在剪接體

重組中扮演的角色。 

二、利用低溫電顯(cryo-EM)分析剪接體的

結構。 

 

 

一、使用一種新的光化學鍵結

(photochemical cross-linking)方法

找到 Prp28的相關蛋白，開始探討

Prp28作用於 U1 snRNP與5’端剪接點

的解離作用機制。 

二、「可架空 Prp28p功能的突變

(Prp28-bypass mutations)」可被

U1-snRNP-相關成分的特定改變所架

空，並因此改變其與 5’端剪接點的交

互作用。 

三、運用冷凍電鏡技術來：（1）決定酵母

U1 snRNP的特有蛋白質 Prp42p與

Snu71p在 U1 snRNP中的位置，因為它

們的變異導致 U1 snRNP結構重整，並

因此架空的 Prp28功能。（2）決定 U1 

snRNP在剪接體「A複合體」中的結構，

和其與 U2 snRNP的交互作用。（3）決

定在 Prp28p失能突變的狀況下，U1 

snRNP在剪接體「B複合體」中的暫態

結構。 

 ◆奈米電漿結構應用於綠色能源與生醫材

料 

一、目前已合成 NaYF4:Yb/Er上轉換奈米

粒子，為均勻球狀約 20 nm，並藉由二

氧化矽殼層包覆技術將 Au NPs及 Au 

NRs修飾於表面。此奈米粒子將進行生

物相容性與細胞株光熱療測試。 

二、為提升矽奈米柱陣列之光催化水分解

效率，將具表面電漿共振特性之銀粒

子以化學法沉積於其表面，此銀粒子

之為花朵之形貌。 

 

 

一、已依原定計劃進度完成研究工作。 

二、開發上轉換奈米粒子結合球狀及棒狀金

奈米粒子(Au NPs及Au NRs)之光轉熱材

料，進行其生醫之應用。 

三、利用 p型矽晶圓以乾式蝕刻技術製備為

矽微米柱陣列，增加光電化學特性，作

為應用於光催化水分解之綠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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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一、探討硫基氧化及亞硝酸化對膜蛋白酵

 

 

一、利用質譜儀之分析平臺，已精確定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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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活性的調控。 

二、探討硫基亞硝酸化拮抗硫基氧化進而

保護膜蛋白避免損傷的機制。 

膜蛋白去磷酸酶之兩個關鍵半胱胺酸

具有不同的氧化趨勢，並以活性分析支

持此一新穎結果。 

二、利用細胞學實驗了解自噬作用中之關鍵

膜蛋白透過氧化壓力而喪失調控作用

的機制。 

 ◆全球暖化效應對於高山湖泊生態系的影

響 

一、湖泊代謝模式試行。 

二、建置鴛鴦湖之水理模式。 

三、湖水微生物的監測。 

 

 

一、湖泊代謝模式根據過去監測的數值，校

正運算參數，期能更為準確評估運算效

能。 

二、經過驗證以確定鴛鴦湖之水理模式的正

確性，將已建置完成的水理模式，增加

泥沙傳輸運移模式，經過敏感度參數分

析，以確定模式採用之參數值，目前泥

沙傳輸運移模式已經過初步檢定與驗

證，可確認泥沙傳輸運移模式之準確

性。 

三、已初步採樣分析並完成實驗流程規劃。

實驗裝置設計及製作完成並進行測

試，此裝置將設置於湖中，用以研究兩

湖泊之微生物群落在不同環境及氣象

擾動下，其族群結構及代謝功能性的改

變。採用高通量解序的方法解析微生物

群體轉錄體來偵測微生物代謝活動及

解析 16S rRNA分子作為群聚結構分

析，實驗材料與方法為採取湖泊樣本進

行微生物群體 DNA萃取、RNA 萃取、16S 

rRNA增幅等分析方法測試並已接近完

成。 

 ◆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作為平臺來研究

聚麩醯胺引起之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治療方

法 

一、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平臺來研究 腺

苷酸 A2A 受體在蛋白質錯誤折疊所引

起的神經退化性疾病中的功能。 

二、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胞所誘導分化 之

神經細胞來探討 Supt4h 對蛋白質聚集

所引起的神經退化性疾病影響。 

三、運用新的伴隨蛋白來降低在神經退化

性疾病中由聚麩醯胺所產生的聚集化

 

 

 

將發展新的技術平臺來培育自病人的

體細胞培育神經細胞的技術平臺。我們的成

果將使得我們進一步了解轉錄因子於人類

全功能幹細胞神經分化之功能，並開發出自

人類體細胞產製誘導式神經先驅細胞之新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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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及細胞毒性。 

四、探討新型類澱粉蛋白改性劑 SERF 與聚

麩醯胺蛋白之交互作用與影響以及發

展其在聚麩醯胺疾病中之藥物篩選方

法。 

五、開發自蛋白質錯誤摺疊疾病誘導式全

功能幹細胞及體細胞產製神經細胞之

新策略以供疾病模擬及藥物測試。 

 ◆DNA複製與修補之奈米機器的分布及動

態 

一、維護複製叉口之完整性及基因之安定

性的細胞機制:超解析顯微影像技

術、染色體動態及穩定性、DNA複製及

DNA修復。 

二、真核細胞於對 DNA複製檢查點活化過

程中核內的空間管理與組織:DNA複製

檢查點、染色質動態變化及超解析顯

微影像。 

三、超解析度顯微術開發:超解析度顯微

術、DNA複製及 DNA修復。 

 

 

一、發現WH在DNA複製過程中之重要      

性，利用核酸干擾技術抑制WH的表現會

促使細胞產生DNA傷害，進一步發現WH

會與FEN1蛋白(Flap Endonuclease 1)

與PCNA蛋白(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結合之反應，此

WH-FEN1-PCNA複合體合滯留DNA正在複

製的區域。 

二、利用顯微影像技術，建立電腦影像計量

方程式來追蹤DNA複製檢查點活化分子

與染色質的互動，及以生物化學和分子

生物學方法研究複製起點附近H2B泛素

化與核小體的動態變化，並確定其對

DNA複製過程的影響。驗證DNA複製的不

穩定是引起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巳完成構建三維超高解析度影像系統，

並開發出核蛋白影像分析之軟體，同時

發展組織切片技術及影像重整及建立

大規模影像掃描之系統。 

 ◆植物磷酸鹽轉運蛋白：分子結構、反應

機制、及其調控 

一、結合定點突變和突變株的互補，以了

解磷酸轉運蛋白在植物體內結構與功

能之關係。 

二、建構細胞體內/體外之磷酸鹽轉運活性

分析系統。 

三、利用酵母菌雙雜交找尋與磷酸轉運蛋

白相互作用的蛋白質以分析其功能。 

四、建構磷酸轉運蛋白於異質之表現系統

並大量生產此蛋白。 

五、發展研究平臺以偵測磷酸轉運蛋白上

 

 

一、已發現數個在磷酸轉運蛋白的胺基酸在

傳送磷酸鹽至細胞內扮演重要角色，正

進一步分析中。 

二、已建構細胞體內/體外之磷酸鹽轉運活

性分析系統。 

三、已找尋到數個與磷酸轉運蛋白相互作用

的蛋白質，正進一步確認、並分析其功

能。 

四、已建構磷酸轉運蛋白於異質表現系統

上，正測試多種方法以大量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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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轉譯後修飾、細胞內傳送過程以及

交互作用的蛋白質。 

五、利用質譜技術，已初步建立磷酸轉運蛋

白轉譯後修飾之偵測平臺上。 

 ◆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 

一、研究資料蒐集及分析。 

二、舉辦討論月會及系列專題演講。 

三、購置計畫相關，具重要性中西文研究

圖書、公播版影音光碟。 

四、計畫網站維護，活動訊息發布及更新。

並收集相關資料及書籍。 

 

 

一、部分子計畫主持人已出國蒐集研究資料

及考察分析。 

二、截至六月底已舉辦一次討論月會（張學

謙博士後研究員）、一次專題演講

（Michael Keevak教授）、二次合辦演

講（Alan Bewell教授、Shin Dongwon

教授及Yi Ggodem教授）及一次系列專

題演講（Theodore Jun Yoo教授）。 

三、薦購研究相關中文圖書及公播版影音光

碟數種、西文圖書60冊。 

四、置及維護主題計畫網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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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 

執行期間為 102年 1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除核定之總計畫及 11個子計畫（於

院內服務者 6 個、美國 1 個、中國大陸 1

個、日本 3 個）以外，另整合國內學者 7

人、海外學者 9人（中國大陸 3人、日本 6

人）。計畫執行團隊橫跨臺灣、美國、日

本、中國大陸等 4個地區，計 27名研究人

員。 

 

一、本研究計畫以3年為期，第2年的工作重

點是具體分析這近百年來中日關係在

不同時期所反映出的時代背景，並兼論

每一種領域每一個體在面對不同時期

的外在環境下所呈現的不同行為。成員

將於8月11日至13日在本院集會，輪流

報告期中研究心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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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赴日本與中國大陸蒐集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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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本所黃自進研究員赴日本。3

月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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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本所賴毓芝助研究員赴日本。 

三、重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基本史料庫，103

年度上半年新增史實部分為輸入「六十

年的中國與日本」；人物史料部分為輸

入「王世杰日記」、「譚延闓日記」、「徐

永昌日記」、「陳布雷日記」；外交部1930

年代檔案15冊。蒐集1920年代及1930

年代日文史料全文影像檔53種。上項資

料皆用以支援同仁進行研究以及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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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計畫的具體落實。 

 ◆重新探討所謂的鄒語系的內部關係 

主題計畫目標： 

一、從構詞語料的比較重新探討所謂的鄒

語系的內部關係。 

二、在這個研究之過程中撰寫卡那卡那富

語的構詞研究，因為這個語言面臨消

失，同時紀錄較少。 

 

 

 

為了達到兩個目標，我們正在執行： 

一、描述這三種語言的文法。 

二、蒐集這三種語言之語料（包括詞彙及

傳說比較）。 

三、進行討論（語料、文獻）。 

四、建立和比較這三種語言的動詞系統。 

五、培養助理。 

六、進行田野工作。 

 ◆臺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健康研究 

一、臺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健康研究。 

二、臺灣原住民自殺行為的特徵、原因和

預防。 

三、屏東南排灣族群的社區健康初探:青年

的生活及其影響。 

四、屏東潮州斷層帶排灣族之社區軔性:以

大社與來義為例。 

五、脆弱性與調適-陳有蘭溪布農族部落的

土地利用。 

六、從社區脆弱性到永續經營:以新竹縣泰

雅部落為例。 

七、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服藥、病痛敘事

與國家公共衛生。 

 

一、持續增補田野及文獻資料，並進行資料

分析與整理。 

二、記錄部落社會史與民族誌，以及部落間

的資料比較。 

三、田野調查與訪視，針對特殊個案做重點

訪談，深入瞭解個案。 

四、問卷調查及資料統計分析。 

五、檢視研究成果，書寫論文發表於國際研

討會或投稿學術期刊。預計今(103)年

9月，將在本院與原住民族委員會、順

益原住民博物館合辦之｢第二屆臺灣原

住民族國際研討會｣，發表 5 篇論文，

能夠系統地呈現本計畫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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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主題研究計畫，計畫包

含五個分支計畫。 

分支計畫一：以縱貫性的研究，探討統計

學習能力和基礎聽覺、短期記憶、音素覺

識能力在以漢語為第一與第二語學習歷程

中的影響力。 

分支計畫二到四：則分別藉由聽覺與視覺

兩種管道的語言作業（分支計畫二），詞彙

知識建議與情節記憶的形成與提取作業

（分支計畫三），以及自然句子閱讀與口語

理解中眼動測量（分支計畫四），探討從中

文字音到字形的統計對應原則及其效應。 

分支計畫五：探討書寫與打字經驗對於閱

讀神經網絡的影響。 

 

 

 

一、分支計畫一：目前已按計畫進度收集

218位國小二年級學童之智力、工作記

憶、統計學習能力、音素覺識、詞素覺

識等指標的分數，以進行進一步的相關

分析，並和來自大學生的資料進行比

較，同時開始著手準備收集外籍學生在

這些指標上的表現。 

二、分支計畫二：已完成音形對應一致性對

口語辨識與書寫歷程的腦波實驗，相對

應的腦磁波實驗也完成資料搜集，正在

進行資料分析。下一階段同時操弄音形

對應與形音對應一致性之雙向影響的

實驗材料也在準備中。 

三、分支計畫三：已配合子計畫一，探討"

同音密度高低"以及"語音-字型對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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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兩個變項對於語音記憶的影響。目

前已完成兩個腦電波實驗，實驗除發現

發現同音密度對於聽覺刺激有波形差

異外，也發現對於記憶提取導向的腦電

波效果。另有兩篇計畫相關文章被接

受。 

四、分支計畫四：本年度上半年完成了一個

中文單字口語辨識的眼動實驗，共收集

了 40位實驗參與者的有效眼動數據，

已完成分析，並將於八月份出國進行發

表；另一個中文雙字口語辨識的眼動實

驗，材料準備已接近完成，同時正在準

備實驗程序以開始收集資料。 

五、分支計畫五：目前 fMRI的結果支持我

們對行為結果的推論。由 ROI分析的結

果顯示在 Exner’s area 及 visual 

work form area 兩區除了進行靜態文

字的處理之外，也對不同動態比順的呈

現敏感，顯示的是這兩區在進行靜態的

文字辨識時也可能有書寫運動表徵參

與。 

 ◆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

的匯聚、流傳與變異 

一、定期舉辦演講、讀書會及工作小組會

議。 

二、國際學者之邀訪。 

三、舉辦研究生研習營。 

四、舉辦座談會。 

五、計畫網站東亞研究資料庫建置。 

六、出版上一期計畫會議論文集。 

七、籌畫下一階段計畫工作。 
  

 

 

一、已舉辦 2次學術演講，3次讀書會，4

次工作小組會議。預計於 8月 4日舉辦

第 3次學術演講，9月 15日舉辦第 4

次讀書會、第 5次工作小組會議。  

二、已邀請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預計於今

年度 11月 10日來訪舉行演講。 

三、預訂於今年 10月 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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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等領域共 8

位學者。 

四、預定於 10月 6日及 12月 8日邀請國內

外學者舉辦兩場座談會。10月 6日座

談會預計邀請三位學者，12月 8日預

計邀請三位學者。 

五、主題網站已更新完畢，預計建構東亞文

化研究資料庫，目前為資料蒐集整理之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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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預定於年底出版上一期計畫之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 

 ◆社群媒體與多變網絡結構：事件、界限、

散佈 

一、總計畫：  

1.協調各分支計畫的研究資源分配，

並處理各行政相關業務事項。 

2.協助各分支計畫在跨領域合作的對

話，並統合各分支計畫進行對國內

與國際學術交流。 

3.定期召開討論會議，並聯絡邀請國

外學者來訪進行演講和經驗分享。 

二、各分支計畫參與人員持續撰寫研究論

文、參與國內和國際相關網絡會議，

並嘗試發表。 

三、除分支計畫五外，目前四個分支計畫

均以「點日記」線上施測平臺為基礎，

設計並測試線上問卷、健康日記和接

觸日誌，以初步了解社群媒體使用者

的人際互動與網絡建構型態，並作為

後續收集大規模資料的不同應用軟體

（如APP）之基礎。 

四、分支計畫五以支援其他四個分支計畫

執行中所需有關之資料分析與統計推

論方法為主，並試圖發展不同的統計

方法來檢視社群媒體時代的多變網絡

結構。 

 

 

一、總計畫負責整合各研究人員過去以往之

研究經驗，以利探討並發展社群媒體和

社會網絡間的相關研究議題。本主題計

畫至 103（本）年 7月 2日止，為有效

執行計畫以及方便提供各分支計畫間

的交流，已召開 9次定期討論會議，期

間並邀請 4位國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

予以演講和學術交流。 

二、「點日記」線上施測平臺，其所需要調

查之問卷內容、健康日記和接觸日記，

經過所有計畫參與人員無數次的討

論、設計和修訂，於 103（本）年 4月

進行線上平臺資料收集之預試，透過計

畫參與人員廣邀其親朋好友協助參與

個人問卷之填寫，並記錄每日健康日記

和接觸日記。在確認線上資料收集平臺

穩定無誤後，於 5月正式開放「點日記」

線上調查。透過校園宣導、親友介紹等

滾雪球方式的招募活動，截至 6月底為

止，已累積會員人數 619人，而線上調

查仍在持續進行中，所回收的資料也陸

續在進行整理、檢誤之相關工作，以利

於後續開發不同應用軟體（如 APP）來

收集大規模之相關資料。 

三、分支計畫五目前研究方向包括應用網絡

拓樸結構計算法分析網絡資料、發展網

絡重抽樣方法…等，應用各種統計分析

方法，探索適用於社群媒體網絡結構的

模式。 

 ◆探討人腦執行功能因認知神經老化所產

生的影響 

一、分支計畫一：老化對語言處理腦側化

之影響。 

二、分支計畫二：老化對額葉執行功能之

影響。 

三、分支計畫三：老化對運動與認知控制

能力之影響- 一至六月間完成一組老

 

 

一、已完成 20名年輕人及老年人腦波訊號

收集，評估老年人在語言理解的認知功

能與年輕人的差異。目前進行大腦電波

圖的分析。初步發現健康的老年人認知

功能在語言理解作業有顯著的效果。第

二階段實驗將繼續徵詢老年人進行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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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人與年輕人族群的認知控制能力行

為實驗。 

波實驗及功能性磁振造影實驗，進一步

建構老年人的語言資料。 

二、測量兩族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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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部份之結果已於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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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研發計畫】 

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研發計畫，即｢創新轉譯

農學研究計畫｣，目標係將系統生物學帶入

轉譯農學研究，著重於農業生技產品關鍵

技術之開發；並針對物種進行功能性探討

及研究。作物花卉、水產及藥用植物將作

為重點項目，將已具研究基礎加以開發創

新轉譯作為本國產業競爭力取得全球領先

的利基。 

本計畫以團隊計畫進行申請，為促進本院

與院外學研單位之交流，鼓勵計畫團隊跨

組織、跨領域以求開創性之研究；目前業

已完成計畫徵求、計畫審查、計畫核發；

並完成辦理生物產業相關活動。 

 

計畫於 103年度始實施，審核通過之研

究計畫共計 12 件研究項目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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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子生物層次之機轉，故所有研究計畫目前

尚在針對相關課題進行材料蒐集並針對基

因或化學層次進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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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學研究基金】 

一、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二、研發成果管理及運用計畫。 

三、育成中心計畫。 

四、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 

 

依收支估計期程轉撥基金。 

自然及人

文社會科

學研究 

【數學研究】 

一、數學分析。 

二、數論與代數。 

 

一、更深入了解黎曼-希爾伯(Riemann-Hil

bert)問題及與特殊函數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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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學

研究 

 

三、幾何。 

四、機率論。 

五、組合數學及其應用。 

六、流體力學與計算數學。 

七、數學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八、理論科學中心北區子計畫。 

二、了解超離散（ultradiscrete）系統與

連續情形之關係。J. Satsuma 的研究

群提出Airy及Painleve特殊函數之離

散表現。 

三、改善一般圖的全著色數上界，或尋找滿

足全著色猜想的新圖類。對於某些特殊

圖類，決定其精確的全著色數，例如已

知平面圖當∆ ≥9時，其全著色數為∆ 
+ 1。此結果可否推進到∆ = 8？ 

四、利用已得到的公式或關係式來研究廣義

Dickson 多項式的排列性，並應用其排

列性至密碼及組合設計上。 

五、研究在股市不變量的數學研究和利用隨

機矩陣來探討 SVM 上的問題。對隨機矩

陣理論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物理研究】 

一、奈米科學研究：  

1.發展研究奈米科學之尖端儀器。 

2.發展與能源相關之奈米結構與奈米

材料之物性研究。 

3.單一原子與分子之檢測與操控。 

4.利用微/奈米流體元件研究生物分

子間的作用。 

5.奈米系統之理論研究：利用模型與

模擬，以詳細了解實驗之結果。 

二、複雜系統研究： 

1.非線性現象之研究。 

2.統計與計算物理研究。 

3.生物物理。 

4.紊流之基礎與應用研究。 

三、中高能物理： 

1.理論研究： 

(1)粒子現象學。 

(2)粒子天文物理和宇宙學。 

(3)理論核物理。 

2.實驗研究： 

(1)原子核物理實驗。 

(2)高能粒子物理實驗。 

(3)微中子與暗物質物理。 

(4)網格計算。 

 

 

一、執行各研究計劃，103年上半年度已完

成多篇重要論文，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

上。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以及推動研究人員互訪，透過與國內外

學者專家之學術交流，提升研究水準。 

三、推動奈米科學及生物物理的跨領域研

究，其中的重要項目包括水介面之研

究，發展具高解析能力之儀器，探討水

在固體表面及生物結構中所產生的作

用。 

四、建構成長新穎材料之設備與量測之一體

實驗環境，以研究新穎材料的原位原相

量子特性。 

五、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的 LHC

對撞機進行高能物理實驗，實驗團隊在

大強子對撞機實驗 ATLAS搜尋希格斯

粒子，已有初步成果。位於本所地下室

之本院「網格與科學計算中心」，處理

了ATLAS及CMS兩個實驗超過十分之一

的數據，供全球的實驗組成員分析，以

搜尋新物理。大規模分散式的計算，首

度成功的支援大量的科學數據即時處

理。 

六、參與阿爾伐磁譜儀(AMS)國際合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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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AMS是至今安置於太空中最強力、

最靈敏的粒子譜儀，AMS位於國際太空

站(ISS)外部，自 2011年 5月 19日安

裝至今，已觀測到超過三百億個宇宙射

線，其能量可高達數兆電子伏特。 

七、在美國費米實驗室 Fermilab研究原子

核內部的夸克結構。 

八、於臺灣[國聖核二廠微中子實驗室] 與

中國四川[錦屏山地下實驗室]，以超低

能量高純鍺探測器，研究微中子物理與

找尋暗物質。 

九、進行週末高中學生培訓計劃；並以大學

生為對象，推動暑期學生研究計劃。 

 【化學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預算執行依既

定分配進度為準，上半年度執行率104.79

％。本所27個實驗團隊分別針對1.染敏太

陽電池、2.發光二極體、場效電晶體、3.

奈米孔洞材料之製備及氣體吸附、4.仿生

觸媒結構設計、5.個人化膜蛋白體學研究

及自動化醣蛋白、6.肺癌、流感病毒致病

機制、7.抗癌藥物之開發、8.與能源相關

之小分子活化與應用於心血管疾病救治之

一氧化氮化學、9.低溫電子顯微鏡、10.天

然物全合成及糖尿病藥物之研發等研究領

域得到突破性研究成果。 

 

本期間化學所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61篇，會議論文13篇。 

其中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開發出偶氮苯吸附於金奈米粒子並塗覆

pentacene的薄膜電晶體及記憶體，研

究偶氮苯上不同取代機的元件效率。發

現甲基取代可有70％元件效率提升。 

二、發現含醯胺金屬有機骨架對二氧化碳有

甚佳的吸附性，且在含氮氣的混和氣體

對二氧化碳吸附有極佳選擇性。 

三、對不同種類奈米粒子包含金奈米粒子及

量子點(quantum dots)對有機固態太陽

能電池效率進行完整研究。 

四、發現硼酸修飾之凝集素（Lectins）可

增強對醣蛋白的作用力並可選性增高

特定醣蛋白濃度。 

五、定量磷酸化蛋白質體學在對受過量壓力

老 鼠 心 肌 細 胞 研 究 顯 示

Dynamin-Related Protein 1可調控心

肌肥大。  

六、(Thiolan-2-yl)diphenylmethanol的立

體選擇性合成及其在非對程環氧化催

化反應應用。 

七、以大環紫質及鋅紫質錯合物開發出新穎

紫質染料應用於染敏電池。 

八、氫化酵素模擬研究確認橋接硫基質子化

對氫氣產生的重要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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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雜環錯合物碳氫鍵活化後與烯丙基反應

經由反應條件調控可獲得具立體選擇

性產物。 

十、TDP-43類澱粉蛋白在細胞中晶種產生及

模穿透獲得實驗數據了解其機制。 

 【地球科學研究】 

一、地震成因與震源機制。 

二、臺北盆地的三維構造。 

三、大屯火山觀測所之建置。 

四、臺灣的造山運動、岩漿活動及變質作

用。 

五、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孕震過程。 

六、三維數值模式模擬岩石圈變形的構造

演變。 

七、深部地殼及地幔超高壓變質作用。 

八、海底地震觀測。 

九、臺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環境。 

十、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 

十一、地球系統的質量變遷。 

十二、太陽系的形式、演化及早期的地球

歷史。 

 

綜合各種研究成果，今年度已經發表專

業論文 33篇，還有 46 篇文章已接受，正在

印刷中。 

 【資訊科學研究】 

一、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1.網路意見分

析技術於問卷式意見調查之應用、2.

廣義知網詞彙知識表達與語意合成系

統、3.音訊與文件之內涵處理及檢

索 、 4. Knowledge-based Chinese 

Parser. 

二、資料處理與探勘：1.時間與地理空間

資料探勘、2.社群網路分析、3.嵌入

式資料庫系統、4.位置導向式 APP 與

系統。 

三、電腦系統：1.可支援虛擬化之平行化

二進制碼轉譯及二進制最佳化系統、

2.雲端遊戲系統設計與實作、3.串流

資料儲存與處理之雲端平臺技術、4. 

嵌入式系統上之儲存系統開發設計。 

四、生物資訊：1.生物體學(omics)上的生

物資訊研究及系統開發、2.結構生物

資訊研究、3.轉錄因子在不同面向扮

演之角色之生物資訊方法探討、4.應

 

一、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1.基於語句結構

自動抽取影響意見傾向之情感事件、2.

利用廣義知網詞彙知識表達系統完成

詞彙語義資訊系統，並提供未知詞語義

預測、3.應用遞迴式類神經網路語言模

型與 i-vector語言模型於語音文件檢

索及摘要、4.建構以語義關係為本的中

文剖析模型提升剖析正確率。 

二、資料處理與探勘：1.在時空資料分析與

推薦中，研發互動的關係，並設計適性

的推薦系統、2.研發應用認知之社群網

路查詢技術、3.研發手機與感知器嵌入

式資料庫系統、4.加強 PLASH平臺功能

與多項 APPs。 

三、電腦系統：1.發展一個高效能且可重定

目標之動態二元碼轉譯系統，可支援跨

不同硬體平臺之系統虛擬化、2. 開發

一套開放源碼的雲端遊戲系統  - 

GamingAnywhere。雲端遊戲開發者、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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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基因體與環境基因體高通量定序

之功能性解析與序列重組平臺架構的

建立、5.非模式生物基因體之雲端分

析平臺。 

五、多媒體技術：1.視覺顯著物件的自動

偵測、2.壓縮感測的加速演算法、3. 

Video Forensics for Crime 

Investigation、4.基於 RGBD 取像的

視訊物件切割、偵測與辨識技術。 

六 、 計 算 理 論 與 演 算 法 1. Online 

learning, game theory, and 

complexity、2.資料密集計算之邏輯

基 礎 、 3.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assive data applications、4.高效

能的密碼學。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1.雲端程式之

驗證、2.利用程式碼改寫來整合不同

的程式驗證方法、3.最大密度區段問

題之形式化證明、4.函數語言中副作

用之模組化處理。 

八、網路系統與服務： 1.Named data 

Networking and disaster managemen; 

2.Ope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3.群體感測系統研究‧ 

 

端服務提供者、和系統研究者可利用它

建構出完整的雲端遊戲測試平臺、3. 

以多階式 MapReduce 技術快速有效率

地儲存和處理大量的串流資料、4. 利

用新的 heal-leveling 技術來決解 

3D 快閃記憶體的壽命，並且利用軟體

的方法來決解 3D 快閃記體硬體的資

料寫入干擾問題。 

四、生物資訊：1.世界上第一套能夠自動化

處理大規模醣蛋白鑑定的軟體、2.建構

肺癌相關質譜圖譜庫、3.新世代定序技

術上，高通量之短序序列高效率及高準

確率的組裝系統、4.適用模式生物與非

模式生物多重體學比較的線上分析平

臺、5.建構 Hadoop cloud的快速佈建

程式 CloudDOE，以利生物實驗室自行

建構其雲端分析平臺、6.基因複製在

C4植物葉片演化扮演的角色、7.重建

玉米葉片發育的調控網路。 

五、多媒體技術：1.Propose a coupled 

graphical model for efficiently 

detecting salient objects, 2. 

Establish a fast compressive 

sensing algorithm, 3.建構一個自動

化系統可執行人數計算演算法與異質

相機間物體辨識、 4.Introduce an 

effective algorithm with RGBD to 

simultaneously perform object 

segmentation, detection and 

recognition. 

六、算理論與演算法：1.Study the online 

learning problem in which the loss 

vectors have small deviation 

through time、2.發展支援隱私保護法

規與現有隱私保護技術的對映技術、

3.Developing diagrammatic logic 

for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4. 

發展有限體（Finite field）程式碼生

成器之雛形與發展 provably secure 

stream cipher at reasonable speed.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1.提出雲端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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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抽象模型，並探討驗證問題之可計算

性、2.發展基於程式碼改寫，整合不同

程式驗證技術的技巧，開發可直接驗證

C程式語言的工具、3.最大密度區段問

題近三千行之形式化證明，已由電腦驗

證完畢、4.將函數語言中之副作用以模

組化方式管理，並允許使用不同副作用

的程式能輕易地結合。 

八、網路系統與服務：1.研發一個開放式災

害管理資訊架構，建立在此架構上的災

害管理資訊系統，能支援提供決策與救

災資訊所需的各類型服務、2.支援國家

公園旅客遊憩、追蹤與搜救的任務型感

測系統、3.深入資料分析、管理和加

值；發展進階的感測技術，對周圍的環

境有更低的侵擾、更有效率的使用能源

與更多的回應。 

 【統計科學研究】 

一、持續發展各類基礎統計研究及應用研

究。 

二、 數理統計：變數與模型選取、低秩及

正則化方法、實驗設計、可靠度分析、

測量誤差模型、類別資料分析、函數

型主成分分析、抽樣方法、及缺失資

料問題。 

三、 機率及隨機過程：對數多項式、單位

根多項式、天際線與閾值、廣義極大

點、二元順序統計、隨機樹狀結構與

隨機分析、多維空間點支配數、時空

獨立成份、局部最佳馬可夫鏈蒙地卡

羅法。 

四、 生物統計：癌症分子變異、健保資料

分析。 

五、 生物資訊及基因統計：1.繼續發展

Mathematics in Biology 研究領域，

針對所有基因蛋白體生物數據，整體

探討並解決疾病遺傳與醫學上統計問

題；2.繼續對臺灣肺癌生物資訊作整

合，以數理統計方法分析，找出可作

病人預後參考的重要基因印記。 

六、 統計方法及統計應用：時間序列、長

 

一、至 6月止共發表 31篇國際期刊論文。 

二、 數理統計：1.連續型變數選取之統計

推論；2.張量方法及低秩近似之研

究；3.超飽和實驗分析方法與多重反

應方法；4.部分重複二變級因子設

計；5.高可靠度產品之最佳分類策

略；6.函數主成分分析之成分個數估

計；7.測量誤差模型之校正；8.類別

資料線性訊息模型之發展；9.抽樣方

法之探討；10.缺失資料之統計推論。 

三、 機率及隨機過程：1.對數多項式在級

數、非線性微分方程之應用；2.單位

根的多項式之係數分布問題；3.空間

上的天際線、隨機樣本點與閾值現

象；4.廣義極大點理論與應用；5.建

構排隊理論之對偶關係；6.二元順序

統計量之相關性結構及其應用。 

四、 生物統計：1.癌症分子變異之綜合分

析；2.健保給付重大傷病診療成本效

果評估之統計分析。 

五、 生物資訊及基因統計：1.預測大腸直

腸癌的合成致死的基因對；2.TTC試驗

設計之數量性狀基因座定位之統計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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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追蹤資料、腦影像統計研究、功能

性核磁共振分析、功能連通性疾病檢

測、臺灣虛擬社會分析、低溫電子顯

微鏡影像分析方法、矩陣視覺化方法。 

七、 Statistica Sinica期刊之發行，建立

在國際學界之地位。 

八、 舉辦國內外會議、專題研討會、研習

會及科學營等。 

 

究；3.臺灣現代與古代人基因體變異

之研究；4.癌症轉錄調控路徑與訊息

傳導路徑之預測。 

六、 統計方法及統計應用：1.時間序列預

測方法之開發與應用；2.長期資料之

函數估計方法；3.無母數反映函數之

估計與動態正子影像資料之應用；4.

以函數主成分分析探究大腦功能性反

應區域之連結關係；5.腦神經網絡活

動與血清素轉運蛋白基因機制之研

究；6.臺灣虛擬社會網路之分析；7.

廣義相關圖於巨量資料之推廣及其與

相依、階層、象徵性等資料矩陣視覺

化關係之探討。 

七、 Statistica Sinica 發行(24 卷 1-3

期)。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新興研究計畫或方案： 

一、熱電材料作為永續能源的研究。 

二、利用奈米與新穎光學科技探討生物物

理現象。 

三、二維奈米材料的研究。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1.利用交叉分子束研究化學反應中各

量子態的變化，在化學反應動態學上

獲得重要成果。 

2.利用高解析紫外光譜分析大氣中

Criegee intermediate CH2OO 的成

分，對大氣反應與氣候變遷有進一步

了解。 

3.研究介質輔助雷射脫附質譜分析的

機制，對新一代質譜分析的靈敏度可

有效提升。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1.將碳-60分子放置在矽基板表面，組

成奇異分子團，可探討其獨特結構、

電子能階、光學性質。該成果發表於

Nature Communication上，獲各界

重視。 

2.研究石墨烯的電磁特性，利用化學氣

相沉積法成長高品質石墨烯做電性

研究，同時透過電腦模擬第一原理方

法推測其電子結構，除了密度泛函理

論的廣泛應用，亦推展第一原理計算

的精確度及效率，建立一整合軟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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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體的理論平臺，進而與實驗做分析

比較。 

3.利用氧化石墨烯與孔洞材料等進行

光觸媒的研究，透過陽光的照射將二

氧化碳與水轉換成有用的碳氫燃

料，一方面可以擷取太陽能，另一方

面能降低二氧化碳濃度。 

4.將石墨烯與銅鋅錫硫等新材料作為

鋰離子電池的電極材料，可做為下一

代電池的開發方向。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1.利用奈米生物技術，著重於高亮度螢

光奈米鑽石的開發及其在生物顯影

方面的應用，可以有效追蹤幹細胞在

肝內部的表現。 

2.研發新的生物分析技術，探討癌細胞

中的染色體端粒與端粒酶的作用。設

計並合成新型具抗癌性及螢光探針

的化合物，利用螢光探針研究染色體

端粒之結構變異。 

3.利用超高解析度顯微影像技術、核磁

共振光譜學、非線性奈米光學等探討

細胞奈米結構及膜蛋白、脂雙層等奈

米尺度的動態相變化。 

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發展分子冷卻與捕捉的方法，研究進

一步將分子冷卻至超低溫(mK)的方

法。以探討氣體研究凝態物與超低溫

分子的碰撞與反應。 

2.研究原子捕捉與冷卻, 進而探討超

低溫碰撞，與雷射光晶格下的冷原子

行為。 

3.利用非線性光學、非線性光譜學研究

超快雷射與埃秒雷射的現象。 

新興研究計畫或方案： 

一、熱電材料作為永續能源的研究：以物理

第一原理電腦模擬探討熱電材料的特

性，作為材料開發的參考，並透過合

金、摻雜、高壓、淬鍊等方法開發新熱

電材料，以期廉價民生用途。 

二、利用奈米與新穎光學科技探討生物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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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象：我們開發新的光學方法，分析奈

米尺度下的細胞結構，並利用奈米粒子

來標定生物分子，追蹤該生物分子的運

動軌跡與生物分子能在三度空間中定

位。已經與院內生醫研究所同仁合作，

探討生命科學上重要的議題。 

三、二維奈米材料的研究：開發二硫化鉬、

二硒化鎢等二維材料的大面積成長，研

究其光電與電磁特性，作為高性能偵測

與反應的應用。 

 【天文科學研究】 

一、電波天文學(Radio Astronomy)。 

二、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Array, 

SMA)的運轉與接收機實驗室的運作。 

三、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陣列計畫(The Yuan 

Tseh Lee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 

四、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 

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五、中美彗星掩星計畫(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TAOS)及海王星

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 

TAOS-2)。 

六、可見光與紅外線天文學與儀器研發

(OIR Astronomy and Instrumentation 

Development)。 

七 、 高 等 理 論 天 文 物 理 研 究 中 心

(Theoretic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Astrophysics, 

TIARA)。 

八、次毫米波特長基線干涉儀計畫(Submm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 

VLBI)/格陵蘭望遠鏡計畫(GreenLand 

Telescope, GLT)。 

九 、 奈 米 級 二 次 離 子 質 譜 儀  (Nano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NanoSIMS)。 

十、宇宙學與天文物理學太空紅外線望遠

鏡 (SPace Infrared telescope for 

 

一、涵蓋理論天文化學模擬、年輕形成中恆

星與鄰近星系的觀測、高紅移分子與原

子氣體等研究。同仁參與國內外會議發

表研究成果，並積極發表學術論文。 

二、今年本所已發表 14篇 SMA論文(含出版

中)，其中 6篇的第一作者為本所同

仁。持續與史密松天文臺合作進行 SMA

的運轉與升級，在超導混頻元件的升級

方面，已製作 200GHz頻寬及 400GHz

頻寬的中頻超導混頻元件。 

三、AMiBA持續進行星系團氣體分佈觀測，

2014年上半年已累積 11個星系團 600

多小時的觀測時數。我們分析取得之資

料，並積極參與國際合作，深入星系團

物理及宇宙學研究。本陣列亦是本所下

一代數位相關器等系統的測試平臺，在

技術創新上扮演重要角色。 

四、本所將繼續支援此陣列的運轉，正與加

拿大、智利、美國及日本合作，主導研

發 Band-1 接收機系統，設計工作已接

近定案，即將進行機匣的製造。臺灣在

ALMA cycle 2 共提出 73 份觀測計畫

書，佔總數的 5.3％。其中 21 份獲得

觀測時間，成功率在平均值以上。 

五、TAOS 將持續以每秒十次獲取新的觀測

數據，並作為訓練學生與測試 TAOS-2

軟體系統的重要設施，未來將被移往更

佳的觀測臺址。持續進行 TAOS-2 三座

1.3 米望遠鏡的興建與墨西哥聖多白

祿天文臺臺址的開發工作，進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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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mology and Astrophysics, 

SPICA)。 

十一、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培訓未來

人 才 (Collaborating with 

Universities in Taiwan)。 

 

預計 2015 年進行 TAOS-2 的望遠鏡安

裝，並利用原型相機進行試運轉。 

六、CFHT新型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

於 4月通過了最終設計審查(Final 

Design Review, FDR)，目前在最後的

製造階段。光學廣角相機 Subaru HSC

於今年 3月開始進行科學巡天觀測，已

開始進行科學分析，臺灣已取得部分資

料。主焦點光譜儀 (PFS)的研發工作已

開始。本所 OIR團隊今年發表 21篇論

文，與第四代史隆巡天計畫(SDSS4)的

合作亦在進行中。 

七、積極進行河外天文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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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ARA為理論天

文物理研究與教育提供整合計畫，今年

二月的冬季學校主題為宇宙學，吸引 6

個國家的 48位學生參加。五月份並舉

辦會議討論最新的 BICEP2結果。 

八、今年迄今已發表七篇論文，另有數篇在

準備中。為使格陵蘭望遠鏡能在極低溫

環境下發揮其高性能，正對它進行改

裝，大部分主要的修改與升級元件已在

歐洲修改升級驗收完成，目前等待運送

到組裝基地。現正撰寫與審查天線組裝

程序與必備安裝工具。格陵蘭峰頂站的

基礎建設也正進行中。 

九、利用 NanoSIMS 進行以下研究：宇宙化

學：搜尋大於 5 微米的恆星微塵；地球

化學：進行研究魚耳石的氧同位素測

量；生物醫學：透過影像追蹤碳-13與

氮-15 同位素在富集培養液中人體癌

細胞的集中區域，可提供癌症藥物開發

研究使用。半導體晶片：分析使用在望

遠鏡偵測器的感應元件。 

十、SPICA 紅外線太空望遠鏡計畫由日本

JAXA 與歐洲 ESA 主導，本所受邀參與

本計畫的科學團隊，並已參與相關國際

研討會。 

十一、持續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鼓勵本

地學生參與天文相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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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用科學研究】 

一、生醫科學應用。 

二、綠色科技。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 

 

 

 

一、中心內人員發表技術報告2篇、期刊論

文70篇、研討會論文50篇、學術活動57

次。 

二、本中心研發成果獲得3項中華民國專利

及1項美國專利。 

三、國內外進修2人次、國內外訓練13人次、

延攬國內外人才16人、出席國際會議及

訪問8人次。 

四、舉辦學術演講32場次及邀請外藉學人來

訪4人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

研究3人次。 

五、協辦「Advances in Microfluidics & 

Nanofluidics 2014 (AMN2014)會議」。 

六、與長庚大學工學院及國立陽明大學生物

醫學暨工程學院簽署合作備忘錄。 

 【環境變遷研究】 

102年度重要研究計畫實施項目包括: 

一、臺灣西部平原之熱島效應及其對區域

性氣候之影響。 

二、東亞區域背景大氣組成之觀測及空氣

污染對區域性氣候變遷之影響。 

三、亞洲特殊污染源對環境與社會之衝擊

評量。 

四、臺灣河流生地化系統整合研究。 

五、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影響。 

六、熱帶陸棚海之研究-北南海陸棚海。 

七、內波破碎帶之生物地球化學之研究：

內波在維持熱帶淺水珊瑚礁生態系統

上所扮演的角色。 

八、臺灣氣候變遷研究聯盟。 

九、極端天氣，水、旱災與全球暖化之關

係。 

 

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外參訪共 46 人

次。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2014 大氣學門研究

成果發表會」及學術專題討論演講共

19場次。 

三、發表 SCI 期刊論文 36 篇，研討會論文

22篇。 

四、國內及國外專家學者來訪進行學術交流

分別為 5 人次及 55 人次，延攬客座科

技人才 3人次。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一、支援各項行政業務。 

二、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三、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四、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五、其他跨領域研究。 

 

 

一、完成並持續進行支援業務。 

二、1.完成研發分散式雲端作業系統第1版

系統建置與科學應用之驗證。  

2.持續進行無風扇機櫃的研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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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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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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進

展。 

三、1.完成在智慧型手機上可經認證的金鑰

交換協定之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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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1.於多媒體、行動運算、智慧聯網等關

鍵核心技術皆有進展，並與工研院、

資策會及國內外業界建立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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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自由軟體：103年度已舉辦5場研討

會，借以凝聚國內與國際自由軟體社

群的經驗與知識、並持續與相關組織

合作。 

2.創用cc：103年度已發表5篇電子月

報，發表相關領域專家與行動者所撰

寫的專題文章，並繼續以基礎建設、

諮詢服務、合作推廣以及國際交流的

四大軸線運作，推廣自願分享以群力

建立內容豐富、權利清楚、且便於散

布的各式內容資源，嘉惠創作者與其

它眾多的使用者。 

生命科學

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103年度著重於跨領域多學科同時並進之

策略，故研究將以三個主題為核心：  

一、植物及微生物之生長與發育之研究； 

二、植物、微生物對環境之交互作用； 

三、植物及微生物資源探勘之研究。 

這三個主題不但要解決植物的挑戰性和獨

特的問題，而且允許基礎研究和具潛力之

生物科技兩者間的適當平衡。我們未來研

究的重心聚焦於『發現、利用和保留特殊

 

一、植物及微生物生長與發育之研究：從植

物老化之分子機制；植物荷爾蒙合成及

功能之分子機制；水稻功能基因體研

究；植物細胞之分化及訊息傳導；葉綠

體的合成機制；粒線體的合成機制；酵

母菌基因表達及細胞膜功能研究等目

標努力。預期研究結果對植物生長與發

育過程中這些重要機制將能提供一些

學理上之創見與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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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植物資源』。 

 

 

二、植物、微生物對環境之交互作用：植微

所有一群微生物學家，將持續專注於探

討植物對病毒之反應；植物對病原菌之

反應；真菌與植物降解之關係；植物對

缺水、乾旱及鹽份之反應；植物對光反

應之粉子機制。從這些研究中，新穎的

抗逆境基因之發現將可用來改良作物

之生長性狀。 

三、植物及微生物資原探勘之研究：依植微

所延攬的研究人員專長與興趣進行臺

灣特有植物及相關微生物之特性分

析、演化特質以為繁殖、保育與利用之

基礎。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一、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1.魚類適應低温的分子生理機制。 

2.顆粒蛋白前體促進魚類骨骼肌發育

與生長之調控機制。 

3.虹彩病毒、神經壞死病毒和魚類免

疫學之研究。 

4.文昌魚生殖細胞發育機制研究。 

二、細胞與個體功能性分析；   

1.稻田魚離子細胞的功能分析。 

2.幹細胞與腫瘤幹細胞之專一性標記

及其生物功能的研究。 

3.老化影響果蠅卵巢生殖幹細胞功能

的分子機制。 

4.轉錄因子 Lhx2 在大腦發育中的功

能。 

三、細胞作用以及功能障礙的分子基礎： 

1.以解旋酶研討基因穩定及細胞老

化。 

2.標的藥物傳輸系統運用於癌症的影

像醫學及治療。 

3.探討無機砷誘發分裂期異常的機

制。 

四、細胞結構分析： 

1.活體細胞顯影技術研究拓樸異構酶

之功用。 

2.VL2a食/色神經網路的建構。                                                                                        

3.區域中介神經元差異性對果蠅嗅覺

 

一、經由 cDNA晶片分析適應常温(28度 C)

和低温(12-18度 C)斑馬魚腦基因表現

的差異，暗示低溫會促進 isotocin分

化,探討低溫對其受体基因表現及標的

細胞分化之影響。 

二、已知顆粒蛋白前體 A（GrnA）對斑馬魚

肌肉衛星細胞具增生作用，為釐清基因

調控機制，利用高通量定序之數位化基

因表現，以全面性探討 GrnA基因調控

肌肉衛星細胞生長之機制。 

三、研究虹彩病毒基因體中參與細胞凋亡作

用之基因群，並確認其在細胞凋亡作用

上扮演的角色。 

四、觀察文昌魚生殖細胞發育相關基因的胚

胎表現方式，以及在文昌胚胎上的實

驗，頭索動物文昌魚生殖細胞的發育應

是受到早期不對稱分布的母源訊息核

糖核酸與蛋白質的調控。 

五、以廣鹽性稻田魚為模式,選殖各種離子

運輸蛋白基因,以 mRNA或蛋白多重定

位方法,確認不同型離子細胞。 

六、將幹細胞的特殊標記從事生物學的鑑

定，用來監測幹細胞的行為和分化的狀

態。另醣蛋白在不同細胞中將具有的獨

特醣結構，以利於更加了解幹細胞。 

七、分子生物的技術改變卵巢生殖幹細胞分

裂的速度或是細胞週期特定時期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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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迴路和行為的影響。 

 

 

間以了解幹細胞細胞週期及老化的關

聯，以分析幹細胞的細胞分裂的調控。 

八、利用基因剔除和基因轉殖小鼠研究轉錄

因子 Lhx2 在大腦發育中的功能,我們

將更進一步生產 Lhx2 基因轉殖小鼠, 

以瞭解 Lhx2 的表現量與其功能之間的

關係。 

九、 繼續進行研究，人體中的解旋酶對基

因傳續與穩定性的功用。將運用分子生

物方式來表現解旋酶的突變種。此項結

果能提供解旋酶在人體細胞中之基因

遺傳的基本功能。 

十、將研究標的微脂體抗癌的最佳化、藥物

在活體內各組織分佈情形、標的微脂體

之藥物動力學及從癌症病人的病理切

片中研究此腫瘤抗原的表現情形。 

十一、無機砷會干擾紡綞體功能，造成細胞

分裂時染色體分離異常，導致細胞凋

亡；但若細胞免於死亡時，則可能增加

異倍體發生的機率和致癌性。以干擾型

核醣核酸試劑庫(shRNA library)搜尋

可能參與無機砷導致細胞分裂期異常

的基因，發現減少磷酸肌醇磷酸酶

IIγ (PIP4KIIγ)的基因表現，有效的

減少無機砷所造成的分裂期異常細胞

的比例，並增加細胞存活率。以釐清無

機砷的致癌機轉。  

十二、將運用果蠅及人體細胞來研究拓樸異

構酶之功用。建立用基因突變以改變拓

樸酶之表現及其在細胞之位置。此種突

變種能提供拓樸酶在細胞內的重要生

物功能。突變種酵素的生化功能也將加

以研討。 

十三、利用可控制這些神經元的 GAL4, 

splite-GAL4, LexA and splite-LexA 

drivers來表現鈣離子指示劑

(GCamP)，進一步了解與 VL2a嗅葉小球

連結的不同種類神經元的神經活性及

彼此間是如何運作。 

十四、利用系統性遺傳篩檢、來找出導致區

域中介神經元差異性的分子機制及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4年度 

 98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對果蠅行為影響的因果關係。 

 【生物化學研究】 

本年度生化所之研究重點核心研究計畫為

下列三項： 

一、蛋白質轉譯後修飾及訊息網路研究以

發現藥物靶標： 針對一系列的去磷酵

化酵素的功能與結構作探討。使用本

所長久以來所建立的質譜分析，鑑定

出那一類的去磷酸化酵素的受質以及

其修飾的位置。另外以蛋白質及 X-ray

結構解析進一步證實結構與功能的關

聯性。 

二、整合生化所已建立的三核心技術；包

括高速蛋白質結晶，X-ray 結構解析，

及核磷共振光譜，目標是針對重大挑

戰的蛋白質結構，例如細胞表面的膜

蛋白或細胞受器，醣蛋白。同時並整

合院區內低溫電子顯微鏡技術，在結

構解析上有所突破。 

三、醣之轉譯醫學，整合所內的質譜分析，

生物物理核心設施，藥物研發等技

術，針對下列目標作研究。1.各個重

要疾病(例如肺癌、直腸癌、前列腺癌) 

的病人檢體分析，希望系統化找出與

醣相關的生物標記(Biomarker) ，2.

感染性細菌表面醣分子的疫苗研究。

3.腸胃道黏膜醣分子的結構與細菌分

泌的醣酵素間的關聯性。 

 

一、成功解析出牛痘病毒上膜蛋白 A27的六

聚體晶體結構。由結構資訊明瞭這個蛋

白質如何協助病毒附著到細胞表面的

醣分子，以帶領病毒進入細胞，並且成

功解釋這個蛋白質如何協助病毒的運

送，並促使膜蛋白組裝到病毒表面。 

二、去氧核醣核酸(DNA)以四個鹼基 A、T、

C、G組合，並且依 Watson-Crick原則

來配對(也就是說 A搭配 T，C配 G) ，

本所團隊發現非洲豬瘟病毒 DNA聚合酶

X(PolX) 並不遵循一般認知的結合順

序，(聚合酶先結合 DNA，再依照

Waston-Crick原則選擇單位的

dNTP) 。這個病毒聚合酶(PolX) 先與

MgdNTP結合，再與 DNA結合，這個特性

允許酵素催光 dG:dGTP的錯誤配對。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一、繼續研究人員的延續性重點計畫。 

生醫所研究人員分為 7個研究組群，

從事疾病相關的研究工作：流行病學

與遺傳學、細胞生物與訊息傳遞、感

染疾病與免疫學、神經科學、心臟血

管、癌症研究以及結構生物學 等研究

組。並與國內醫學院或醫學中心或其

他研究機構合作，發展群體研究計畫。 

二、繼續多中心合作型基因醫藥研究計畫。 

本計畫繼續搜尋多種單一基因遺傳疾

病及家族型疾病的致病基因，以及多

基因遺傳變異疾病的易感性基因，並

 

一、生物醫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著我們對

疾病的基本瞭解來改善臨床上的診

斷、治療及預防的方法與技能。生醫所

PI過去在他們的研究領域都有很傑出

的表現，論文與評論大部分皆出版在國

際著名的期刊上，有幾篇論文還得到國

內外媒體特別報導。有些實驗發現，例

如某些基因型與藥物不良反應或用藥

的適當劑量之間的密切關係，已開始成

為在臨床上醫師開藥時的考量。 

二、我們在 103 年有同樣傑出的表現，在基

因體研究方面，我們將找出更多引起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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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藥物基因體及轉譯醫學的研究。

此外也繼續預防藥物過敏等國際合

作。 

三、繼續與大學合辦學程。 

與陽明大學合辦國際及本地分子醫學

學程，與臺大合辦感染症基因體學

程。這些學程使本所研究人員有機會

指導博碩士班學生進行生醫方面的研

究，培養未來的研究人才。 

四、與各大學、醫學中心合作。 

本所為了加強轉譯醫學的研究與各大

學、醫學中心合作開發轉譯醫學研究

課題，建立轉譯醫學學程，為基礎與

臨床研究合作建立基石。 

五、人才延攬的配合。 

生醫所目前在基因醫藥及醣質醫學兩

大研究方向的驅動下，全力朝向轉譯

醫學的目標進行。在此過程中，找出

新的研究方向，延攬新血，投入更具

挑戰性的研究。 

六、新興計畫。 

計劃經由推動醣質和醣結合蛋白的研

究以促進炎症的研究，希望在生物醫

學的方面也能得到國際上的傑出聲

望。我們打算在中研院内與其他所的

醣科學家共同進行開發合作計畫。 

七、提昇生醫所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我們將繼續以發表重要論文，參與國

際間的研究合作聯盟，邀請外國人士

來訪，及參加國際會議來提昇本所在

國際間的知名度。 

病及易感性的基因，並製造老鼠模型來

瞭解致病機制，並發展治療方法及個人

化醫療。在細胞生物與訊息傳遞方面的

研究，將找出不同的訊息傳遞路線在細

胞內引發不同的生理及病理現象。癌症

方面的研究，將繼續在癌症生物標誌

(Biomarkers)、癌症治療標的

(Targets)之鑑定，以及癌症治療的藥

物發展項目上做出貢獻。在心臟血管方

面的研究成果，將有助於瞭解疾病發生

之病理機制，以期能改善心臟血管疾病

的預防、診斷與治療的效果。對病毒及

寄生蟲感染過程中的分子、生化、細

胞、免疫及發炎等變化的分析，將幫助

我們未來對肝炎、登革熱、腸病毒及其

他傳染疾病的預防及治療。本所對腦神

經疾病，包括漢丁頓舞蹈症、阿茲海默

症及中風方面的研究，將使我們對它們

的致病機轉有更深的瞭解，進而達到診

斷及預防的目的。我們利用磁核共振、

磁振造影及電腦計算所決定出來的生

物活體及蛋白質的構造，將幫助我們從

事藥物的設計。此外，「醣質醫學」研

究的主題，將帶動新一波的研究潮流，

把基礎研究應用於臨床上，以改善對疾

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的效果，造福國

人。 

三、除了以上在學術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們

預計在 103年中，將有多位博碩士班學

生在本所 PI指導下拿到學位，這些博

碩士們將進入產業界從事生技方面的

發展，或進入學術界從事下一代的科學

教育，而有另一部份會在不同研究機構

/單位繼續從事生醫方面的研究，他們

對未來臺灣的生技、科學教育和生醫方

面的研究將有很大的貢獻。 

 【分子生物研究】 

一、牛痘病毒蛋白 A27 在成熟的病毒特別

是與硫酸乙酰肝素對細胞表面附著交

互。另外，A27 聯繫人與病毒膜蛋白

A17至錨定到病毒膜;然而，A27 和 A17

 

一、我們表達和純化的 A17 N-和 C-末端片

段，它們分別表示 A17-N（18-50）和

A17-C（162-203）。通過 SPR，A27/A17-N

的結合親和力（KA=3.40×108 M-1）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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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特異性相互作用很大程度上仍

然不清楚。我們建立了一個計算機模

型來解釋具體的 A27-A17 約束機制，

說明牛痘病毒蛋白 A27 是通過與病毒

膜蛋白 A17一個合作互動錨定在病毒。 

二、TBR1 是在杏仁核神經軸突連接和認知

的調節非常重要，神經元特異性轉錄

因子 T-盒腦 1（TBR1）調控大腦發育。

在 TBR1基因突變的破壞性已經多次發

現患者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自閉

症）。TBR1單倍劑量不足削弱了杏仁核

的軸突預測和結果在認知異常。 

三、C-FLIP在 NLRP3和 AIM2炎性活化的參

與，細胞 FLICE 抑制蛋白（C-FLIP）

是胱天蛋白酶 8 抑製劑和所需的巨噬

細胞存活。最近的研究已經揭示的

caspase-8 的非規範的 IL-1β 生產

的，它是獨立胱天蛋白酶-1 或炎性體

的選擇性作用。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

C-FLIPL 在 NLRP3 和 AIM2 

inflammasomes 的最佳激活了突出的

作用，並建議 C-FLIP可能是治療造成

的過度激活 inflammasomes 的炎症性

疾病的一個有效的目標。 

四、腫瘤壞死因子抑制 NR5A2 活動和腸道

激素合成，以維持慢性結腸炎 。腸隱

窩上皮細胞合成糖皮質激素，即防止

發炎性腸道疾病類固醇激素。為了研

究小腸糖皮質激素是如何在慢性炎症

調控，我們讓他們接觸到的化學葡聚

醣硫酸鈉（DSS）誘導的慢性結腸炎的

小鼠。 

五、EKLF 的定時核進口波緊調控 PKCθ和

FOE臨-E期間保勝-E過渡  

紅細胞是在此期間，BFU-E 是通過

CFU-E，臨-E，PolyCh-E，OrthoCh-E

和網織紅細胞階段分化成紅細胞高度

管制的過程。與眾不同的是，最紅系

特異基因臨-E期間啟動，保勝-E過渡。 

這項研究揭示了 EKLF的核進口的監管

機制，也可以在其他因素的核進口使

確定為大約 3 個數量級比 A27/A17-C

更強（KA=3.40×105 M-1）， A27-A17

相互作用是由包含兩個活性結合位點， 

F 和 F2 。 F1 具有較強的親和力，並

且是在酸性條件更耐比 F2 是。此外， 

F1-F2 相互作用在生物體內具有重要

作用。 

二、我們表明，TBR1 單倍劑量不足導致杏

仁核神經元的軸突缺陷的預測和社會

交往，超聲波發聲，聯想記憶和小鼠認

知靈活性的減值。TBR1 基因的丟失塗

改 NTNG1，Cntn2和 Cdh8的表達，減少

雙方之間和內部 - 杏仁核的連接。杏

仁 - 在行為的刺激 。通過部分 NMDA

受體激動劑，D-環絲氨酸的局部輸注杏

仁核神經元活性的上調，可改善

TBR1+/的行為缺陷小鼠。 

三、我們證明了 C-FLIPL是一個意外的貢獻

者規範炎性活化的 caspase-1 和積極

的 IL-1β 的產生。 減少 IL-1β 的表

達 是 由 於 胱 天 蛋 白 酶 -1 的

C-FLIP-hemizygotic 細胞激活減少。 

C-FLIPL互動與NLRP3或前caspase-1。 

C-FLIP 是必需的全 NLRP3 炎性體組裝

和 NLRP3 線粒體定位和 c-FLIP 與

NLRP3炎性相關。 C-FLIP-下調也降低

了 AIM2 炎性激活。與此相反，C-FLIP

抑制的 SMAC模擬物 - ，FasL蛋白-或

樹狀細胞凝集素-1誘導的 IL-1β的產

生是胱天蛋白酶 8介導的。 

四、腸激素分泌和基因 CYP11A1和 CYP11B1

（其編碼的酶合成的糖皮質激素），與

最初的刺激，但在慢性期下降，而腫瘤

壞死因子（TNF）和炎性細胞因子分泌

的 T輔助細胞 1型（表達 TH1）和 Th17

細胞在不斷豐富的結腸發炎增加。這表

明，腸道糖皮質激素合成不足是慢性腸

道炎症的功能。 。因此，在慢性結腸

炎，腫瘤壞死因子抑制是通過抑制

NR5A2的活性，從而減少糖皮質激素的

合成和維持慢性炎症腸類固醇合成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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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六、結構洞察 DNA 修復在修復通路結構的

DNA RNA 酶的 T-核酸外切酶處理 3'端 

DNA修復依賴於各種酶，包括結合和修

剪的 DNA 在斷頭核酸外切酶。然而，

我們卻知之甚少如何核酸外切酶精確

選擇和修剪的 DNA 斷端在特定的修復

途徑。 這些發現推進我們的 DNA修復

核酸外切酶的確切功能的理解，並提

出數以千計的 DNA修復和複製 DnaQ核

酸外切酶超家族的成員可能發揮的作

用。 

 

因的表達。 

五、我們證明了一波紅系特異性轉錄因子

EKLF 的核進口的臨-E 期間發生到保勝

-E 過渡。我們還表明，該波的結果從

一系列微調事件，包括定時激活 PKCθ

的，磷酸化 EKLF 在 S68 中由 P-PKCθ

（S676），並 EKLF 的 SUMO 化在 K74。

後者 EKLF 修改調節其相互作用與細胞

質錨蛋白重複蛋白 FOE 和 importinβ

1，分別。 FOE 中的 EKLF 核進口的控

制作用是通過 EKLF 在 FOE 敲除小鼠的

亞細胞分佈格局的分析進一步。 

六、核糖核酸酶 T 是 DnaQ 狀外切核酸酶，

其特徵在這項工作中作為 exoDNase 負

責微調結構的DNA的3'末端以各種DNA

修復途徑。基於核糖核酸的 T-DNA複合

物的高分辨率晶體結構，有見地的工作

模式提供展示的 RNase T 如何處理墜

脹，泡沫，並在各種 DNA 修復途徑 Y

型結構的 DNA。核糖核酸酶 Ŧ因此代表

一種獨特的結構特異性核酸外切酶，具

有多種功能，不僅在處理 3'中的 RNA

的成熟雙鏈核糖核酸突出，而且在處理

3'氣泡隆起，並在 DNA修復 Y型結構的

DNA的末端。 

 【生物農業科學研究】 

一、植物環境逆境：探討植物如何與環境

互動，包括 1.植物細胞如何感受環境

變化。2.環境變化的訊號傳遞途徑。

3.訊息傳遞如何導致基因表現的變

化。4.基因表現造成的生理及生化調

控。另外，我們將利用高效能基因定

序的技術，同時加強生物資訊平臺的

發展，以系統生物學之方法比較植物

在不同環境逆境下的基因表現及蛋白

質表現網路。我們也從事蘭花基因資

料庫之建構與其生長發育之相關研

究。 

二、草藥科技：主要研究課題包括 藥用植

物之癌症化學預防及治療， 並深入了

解腫瘤所營造的慢性發炎微環境，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在各研究主題皆有

重要發現，包括生育期發生的高溫逆境

降低水稻的產量及品質之機制，闡明泛

素接合酶 PHOSPHATE2調控植物根部磷

酸吸收之機制以及阿拉伯芥微型核糖

核酸827目標基因NLA對磷酸運輸蛋白

降解之調控; 完成臺灣原生種白花蝴

蝶蘭表達基因組定序，並構築成表達基

因資料庫。我們又依據這一套資料，設

計蘭花專屬生物晶片，供蘭花研究學者

使用。 

二、草藥科技研究：發表數篇一流國際學術

文章；應用於開發臺灣草藥用於癌症預

防之健康食品、藥用食品、輔助或另類

藥品，提供候選標的活性化合物之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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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組織缺氧、細胞壞死、趨化骨髓

細胞、免疫發炎細胞浸潤組織，血管

新生，產生癌惡化轉移的病理，藉以

驗證抗發炎草藥成分如何能有效用於

輔助臨床癌症治療的藥效機制與藥理

基礎。 

三、分子疫苗科技：主要研究課題包括新

的類鐸受體-2增效劑的分子機制探討

及疫苗佐劑研發、抗腫瘤藥物造成腫

瘤組織微環境的改變。 

四、酵素科技：應用基因體學與合成生物

學的技術來轉化纖維素為生物原料，

並建構出合乎成本效益的生物反應程

序。 

證據，建立對抗癌保健功效所必需的新

藥研發技術平臺。 

三、分子疫苗科技研究：比較當用重組 VP1

蛋白與其它化療藥物治療癌症動物

時，癌症組織的微環境中免疫細胞如調

節抑制型Ｔ細胞，腫瘤相關巨噬細胞，

腫瘤相關嗜中性細胞與骨髓分化抑制

型樹突狀細胞的變化來測試這些免疫

細胞與抗癌相關的功能。 

四、酵素科技研究：應用合成生物學技術發

展出能高效轉化纖維素為生物原料的

微生物; 透過人工纖維素酶體提昇纖

維素分解效率並發展其共培養系統。 

五、本中心於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36篇，研討會論文集 11篇，舉辦或恊

辦學術活動 11次，獲得專利 5件，提

出專利申請 4件。 

 【生命科學圖書館】 

進行生命科學圖書館相關資訊之徵集與整

理。 

 

一、第6年年度加入臺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

購作業，將使得本館電子書大量成長約

1萬餘冊。 

二、積極推廣本館館藏及生命科學相關網路

資源之利用，以支援生物組六所暨2中

心之學術研究。 

三、生物組研究成果新增研究人員最新被引

用次數資訊,已提高論文能見度。 

四、主動蒐集免費公開取得之電子期刊以豐

富館藏。 

 【臨海研究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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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魚、蝦類抗菌胜肽抑制腫瘤之分子機

制探討。 

三、紅螢光或綠螢光海水觀賞魚之產出。 

四、魚類免疫辨識病原訊息傳導機制之調

控。 

五、魚類疫苗佐劑與抗病毒疫苗之研究。 

六、盲鰻軟骨相關基因的演化發育研究。 

七、金魚形態分子發育遺傳學。 

 

 

一、發現在海水狀況接受腎毒藥處理者，其

死亡率遠較淡水處理組為低。主因在於

因值海水滲透壓值高，可以被動方式將

新陳代謝產生的廢水，驅出體外，而減

少因水腫造成的氨中毒。二維電泳分析

發現腎毒主要是對細胞的結構蛋白，造

成不可逆的傷害。 

二、利用抗菌胜肽 pardaxin已知能抑制腫

瘤生長，並能夠抑制狗身上之腫瘤生

長。 

三、已產生多種螢光觀賞魚(九間波蘿)，有

紅色、綠色、紅綠相間之螢光觀賞魚(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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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波蘿)。 

四、瞭解類鐸受體 9(TLR9)異構物 TLR9B調

控訊息傳導的機制。 

五、瞭解 TLR9佐劑能調節石斑魚抗神經壞

死性病毒 DNA疫苗的細胞性免疫功能。 

六、盲鰻骨格生成基因之表現模式的觀察結

果。 

七、鑑定一種金魚型態變化之主要基因及其

功能分析。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一、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造礁珊瑚基因體多樣性與種化。 

2.微生體基因體多樣性及生物資訊分

析。 

3.臺灣本土經濟性及瀕危動植物遺傳

多樣性與演化研究。 

4.臺灣及本土野生物冷凍遺傳物質典

藏及基因條碼資料庫之建置。 

5.果蠅及酵母菌族群遺傳及分子演

化。 

6.入侵紅火蟻及其他蟻類之性別決定

機制及演化。 

二、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1.西印度洋珊瑚礁共棲生物多樣性與

珊瑚金三角演化機制研究。 

2.東亞秋海棠屬植物多樣性與系統分

類及演化研究。 

3.臺灣本土動植物之系統分類學之研

究。 

4.臺灣生物多樣性、生態與工程資料

庫、資訊網之整合及與國際接軌。 

5.推動臺灣生物多樣性量化指標-物

種數指標之建立。 

6.持續建立屍食性昆蟲在不同海拔與

棲地的棲地利用與物種分布資料。 

三、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1.全球變遷下之珊瑚礁生態系抵抗力

與恢復力之研究。 

2.南中國海、臺灣各離島、墾丁及西

海岸溼地生態系功能之研究。 

3.臺灣植物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分布類

 

一、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完成美麗軸孔珊瑚之線粒體基因體

完全定序，提供研究珊瑚種化機制探

討的工具。 

2.完成與珊瑚共棲微生物的多樣性研

究，提供珊瑚共生體生態研究之重要

參考探討。 

3.臺灣重要植物及魚類之地理親緣及

族群結構。 

4.完成 400 種臺灣本土動物組織標本

蒐藏及生命條碼資料庫之繼續建置。 

5.了解動植物相之形成及演化機制，可

應用在生物多樣性之維護及經營管

理；其中無脊椎動物族群遺傳及分子

演化之研究成果為：脂肪酸去飽和酶

在果蠅基因體裡的複製與消失，在表

皮碳氫化合物的多態性上扮演重要

角色，進而與果蠅的種化有著密切關

係。又完成了微核苷酸(microRNAs)

在高等靈長類之演化研究。 

6.已選殖出入侵紅火蟻性別決定基

因，並利用微注射進行功能性測試。 

7.完成低中高海拔各一處森林的土壤

微生物基因多樣性研究。 

二、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1.解析印度太平洋產萼形柱珊瑚物種

界定為四種隱藏種。 

2.發表特產於喀斯特石灰岩地區之秋

海棠新種。 

3.發表臺灣新紀錄及新種之動植物，完

成若干科或屬之分類整理，重建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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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及其形成機制之比較研究及人為

及自然因素之影響。 

4.全球變遷下之高山湖泊生態系抵抗

力與恢復力之研究。 

四、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1.旗艦物種生活史、行為、棲地需求

研究及其資源之經營管理。 

2.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復育與社區營

造及外來入侵種之防治。 

3.沿岸海域人工棲地生態系演替研

究。 

五、生態與氣候變遷對動物社會衝突演化

的影響： 

1.尼泊爾埋葬蟲社會組織與生態環境

研究。 

2.尼泊爾埋葬蟲與冠羽畫眉社會衝突

與生態環境研究。 

演化之分類系統。 

4.充實國家網站有關生物多樣性及生

態工法之資訊，並與國際接軌，對研

究、教育、立法及保育上均為重要。 

5.大規模修訂臺灣物種名錄，提供本土

種、外來種、瀕危種之鑑識特徵及種

數資料，並充實資料庫。 

6.完成收集不同海拔與不同棲地尼泊

爾埋葬蟲的分布與資源利用資料。 

三、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1.揭櫫在全球氣候變遷下，珊瑚礁生態

系的抵抗性與生態彈性。 

2.闡明各離島及南海海洋生物多樣性

之維繫機制，建立長期研究計畫之推

動模式，建議劃設及管理保護區之方

法。 

3.闡明高山湖泊生態之維繫機制，評估

颱風對湖泊生態之影響。建立長期陸

域生態研究計畫之推動模式。 

四、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1.發表旗艦物種之生態、生活史、棲地

需求之研究報告，並研議其資源經營

管理策略與方案。 

2.實際協助推動生物多樣性復育、外來

入侵種之防治、海洋保護區之劃設、

及攸關永續利用之社區營造。 

3.臺灣沿岸海域人工棲地生態系內的

生物群聚以異營性結構為主，所培育

出的漁業資源主要為攝食底棲動物

的魚種。 

五、生態與氣候變遷對動物社會衝突演化的

影響： 

1.發表生態環境對合作生殖鳥類社會

衝突的影響。 

2.提出同舟共濟的演化學基礎。 

 【基因體研究計畫】 

近期針對國人重要癌症及傳染病的防治，

整合跨領域的研究平臺，進行人類疾病與

微生物基因體、蛋白質體、醣體學結構與

功能、與流行病學等分析，以增進對疾病

的瞭解，開發新的技術平臺，進而發展新

 

一、截至 103年 6 月已延聘研究人員、研究

技術人員 40名，增加研究團隊之研究

人力。 

二、邀請 15人次國外專家學者至本中心演

講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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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藥劑、疫苗、抗生素和新的檢測儀器

和方法。研究重點包括以膜蛋白結構研究

為基礎的新藥開發、醣化學與其生物功

能、生物分子修飾與疾病關係的探討、高

速檢測與新藥研發技術、傳染病之新藥與

疫苗的研發、免疫機能的瞭解、演化生物

資訊、癌症幹細胞研究、高創意生物質譜

的研發、以及找尋生物標的物等。 

一、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心：瞭解癌症與傳

染疾病之主要標的物的功能及致病原

因，蛋白質錯誤摺疊所衍生的疾病，

並開發新的方法與策略來研究這些標

的物在分子層次的作用機制。 

二、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心：進行再生醫學、

影像醫學、轉譯醫學等研究，分析癌

症與傳染疾病相關的基因及分子機

制，以研發標靶療法及進行相關臨床

前研究。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中心：研發

新式質譜儀、疾病生物標的物分析平

臺、跨物種分析比較人類和其他靈長

類動物間的基因體和蛋白質體的研

究、蛋白體學與轉錄體學研究。 

三、邀請 6 人次國外專家學者至中心訪問，

從事研究並與本中心研究人員進行學

術交流。 

四、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17 人在本中心進

行研究。 

五、派員參加出席國際性會議 63 人次。 

六、於知名科學期刊發表論文103 篇。 

七、陸續進行本中心重要儀器設備購置，（例

如肝纖維化掃描儀、活體紅外線影像旋

轉式共軛焦顯微系統、共軛焦顯微鏡白

光雷射升級、即時電子式細胞偵測分析

系統、恆溫滴定微量熱系統等貴重儀

器）以供中心專題研究，核心設施正常

運作。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一、蘭花生長與發育調控之分子機制：探

討原生種蝴蝶蘭臺灣阿嬤及扇型文心

蘭開花調控機制，開發藍光促進蝴蝶

蘭抽雙梗之技術和探討其調控機制。 

二、植物於體細胞胚胎發生及生長調節之

探討：探討蝴蝶蘭體細胞胚胎發生基

因調控網絡。利用綠藻探討細胞週期

及硫生元素代謝之探討，篩選與有助

於體細胞胚胎的調控基因並作功能性

分析。 

三、水稻開花時間及花粉管發育調控之研

究：進行水稻及阿拉伯芥開花調控基

因與蛋白的分離與功能性鑑定。 

四、探討葉綠體的生成機制：以模式植物

阿拉伯芥為材料，利用斑葉突變株

var2與 cphsc70-1建立兩者的遺傳關

係作用圖譜。 

 

一、已成功找到 LED藍光促進蝴蝶蘭抽雙梗

之技術和處理條件。藍光處理後不單只

對中型花有效，對於大型花品種亦有好

的結果。正申請 know-how 保護此技

術，並與蘭花生技廠商商討技術轉移，

以應當用於量產雙梗之花苗。 

二、建立蝴蝶蘭細胞週期相關基因序略及註

解。證實 SMT15 mRNA 受細胞週期調控。

SMT15 影響硫馴化反應。SMT15 調控細

胞內穀胱甘肽進而調控細胞週期。 

三、探討 bHLH 基因在水稻花粉發育之分子

調控機制。發現一個 T-DNA 插入 bHLH

轉錄因子造成雄不稔的突變系，實驗證

明目標基因是參與水稻花粉發育很重

要的基因，研究成果發表於頂尖國際期

刊 Plant Cell。 

四、建立 var2 與 cphsc70-1 間的遺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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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術活動。 

 

 

作用圖譜。結果顯示葉綠體 Hsp70的表

現量高低，會決定 var2 斑葉的形成與

否。已建立分子關聯網絡，此成果將應

用於開發”斑葉”蝴蝶蘭等園藝作物

的分子育種基礎。 

五、與中央研院前瞻轉譯農學辦公室共同辦

理「生物產業關鍵技術商談媒合會」。 

舉辦學術演講，已邀請一位國際，三位

國內知名學者至中心演講。 

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

究 

【史學及考文研究】 

一、進行傳統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究；

臺灣及週邊地區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商周考古資料整理出版及科學分析研

究；醫療文化研究；生活禮俗；宗教

與圖像；甲骨文、金文及簡牘研究；

古文字與古代史研究。 

二、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計

畫，包括：典章與制度；From Philology 

to Linguistic；佈建於地方的國家祀

典—以明清祀郊祭壇為中心；史語所

藏殷墟出土遺物科學分析計畫；臺灣

舊石器時代考古研究；醫學的物質文

化；中國中古女性史新研；甲骨整理

研究等。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史語所集刊、

古今論衡、法制史研究、Asia Major。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漢籍電

子文獻建置，珍貴書籍、考古標本、

金石拓片、明清檔案及其他重要檔案

整理。 

五、執行「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

畫」。 

六、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四期防震設施改

善方案。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習營：4 場（次）。 

二、計約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51 篇、專書

7 種、會議論文 36 篇、考古調查研究

報告 3篇。 

1.歷史學門：進行傳統中國史之研究，

包括軍事、政治、法律、社會、經濟、

文化思想等，以及歐洲近代思想文化

史、科學史。 

2.考古學門：進行臺灣地區考古遺址調

查研究及考古標本建檔、商周考古資

料整理、中古佛教美術考古。 

3.人類學門：進行醫療文化、生活禮

俗、宗教與圖像、古代文明研究。 

4.文字學門：進行古文字與古代史研

究；甲骨、金文及簡牘基本資料解讀

及考釋；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比較研

究；商周青銅器器形資料數位化工

作。 

三、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分、法制史研究

1期、Asia Major 1 期。不定期刊物：

文物館特展圖錄 2種。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上線書籍有

《問經堂叢書》等 3種，約 902萬字；

輸入完成《大清會典事例》等 4 種，

約 1,153萬字；校對《聖濟總錄》共

22種，約 2,525萬字。 

2.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84件又 9,100

頁，著錄鈐印 173件，著錄摘要 6,290

筆，掃描校驗 58,955頁；人名權威

資料查詢使用 15,551人次，內閣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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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檔案資料庫查詢使用 18,705人

次。 

3.臺灣考古標本：完成標本建檔 52箱

又 461筆、檢核 238箱又 6,850 筆，

標本提借、調閱，共 481件。 

4.善本古籍及拓片等掃描及拍攝共387

種 32,990頁；圖書刊物編目 3,395

種 7,055冊；杜希德檔案整理 2,257

件。 

五、「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新增

人名檔及地名檔 319筆、殷墟文物拓片

影像 644張、館藏善本古籍 11,800頁；

舉辦展覽推廣數位典藏成果。 

六、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四期防震設施改善

方案刻正研擬執行中。 

 【民族學研究】 

一、每人皆分別有其個人性研究計畫共 26 

個。 

二、集體性研究主要有研究群在運作推動

研究計畫：  

1.身體經驗研究群。 

2.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3.音聲發微。 

4.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群。 

5.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 

6.行動人類學研究群。 

7.比較南島研究群。 

三、籌辦研討會： 

    1.香港社會與文化在理論的交叉。 

2.2014年臺灣原住民族國際研討會。 

3.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Indigenous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四、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研究報告會及

研究群演講活動。 

五、數位典藏計畫： 

1.所屬行政單位支援人力及設備 

《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靜

態影像篇》由民族所研究員胡臺麗主

持。胡臺麗為此批靜態影像資料的主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約 14篇。 

二、人員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10 人

次，提報論文 10篇。 

三、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7人。 

四、協助國內研究生 3位從事研究工作。 

五、協助 1位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從事研

究工作。 

六、博士後研究者 2人在所內進行研究。 

七、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9 次，研究報告

會 13次，此外各研究群亦分別舉辦演

講活動。 

八、103年度上半年續建 1個影音及靜照資

料庫〈2,000筆數位影音資料〉之網

站，提供 2,000筆之靜態影像內容∕

年。 

九、102 年度增加《原住民族祭儀歌舞》靜

態影像 2,492筆，包含「阿美」、「魯

凱」、「賽夏」、「排灣」、「鄒」、「卑南」、

「布農」七個項目，已達年度目標。 

十、103 年度 1至 6月新增《排灣族祭儀與

傳說》靜態影像 663筆，包含「排灣古

樓」、「排灣其他」兩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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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採集者與研究計畫主持人，將投入

時間督導工作人員進行靜態影像的

選取與內容的詮釋，以確保數位化資

料的正確性，並減低人力的成本。 

(1)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同意

協助本計畫之執行。 

(2)本計畫為《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

藏計畫》之延續性計畫。 

(3)本計畫所需的設備例如靜態影像

掃描器、電腦等，民族所將部分配

合，並提供本計畫運作所需的空間

與相關配備。 

2.聘請專業人才進行數位化典藏之執

行 

(1)擬延攬具有人類學與民族學訓練

的專職工作人員 2名。 

(2)具靜態影像處理專才的勞務外包

人員 1名，執行本數位化計畫。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近史所自 103年 1至 6月已進行下列計畫：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政

治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除個人研

究計畫外，另有 2個研究群分別為：

蔣介石研究群及東亞研究群。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社

會經濟史為主要研究領域，除個人研

究計畫外，另有 2個研究群分別為：

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及城市史研究

群。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思

想、學術、文化、科技史為研究領域，

除個人研究計畫外，另有 2個研究群

分別為：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

播研究群及胡適研究群。 

四、1.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期刊、專

書，與史料之出版。 

    2.學術交流計畫：學人交換訪問、同

仁出席國內外學術會議。 

五、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持續

增購圖書資料，建立圖書資料交換與

贈送，並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3篇。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20篇、

專書 3種。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21篇。 

四、出版集刊 2期及婦女史研究 1期；邀請

國外學者來訪及同仁赴國外訪問暨出

席會議。 

五、依計畫完成圖書編目、上架、防潮、防

霉及修補工作並進行圖書資料交換與

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六、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復、編

目、檔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七、依計畫完成館藏文物、檔案之編目、製

夾、篩選及檔案複本製作。 

八、依計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整理記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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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積極

徵集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資料型態

從傳統紙質文件擴及影音多媒體，進

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七、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保存、陳

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得之胡

適遺著、遺墨、藏書、生活照片及其

他遺物等。 

八、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配合同仁研究專

題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重要建設

等，繼續就關鍵人物進行專題訪問。 

 【經濟研究】 

配合預算依照預定進度進行各項學術研

究。 

一、研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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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 
5.經濟計量方法。 
6.國際貿易與產業經濟。 
7.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8.家庭與人口動態之經濟分析。 
9.公共經濟：理論、實證和政策。 
10.經濟預測。 
11.公共政策研究等。 

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邀請國際傑出經

濟學者來訪及短期客座研究、出席國

際會議、研究人員出國短期研究訪

問、及每週舉辦學術討論會等。 

三、出版「經濟論文」及「臺灣經濟預測

與政策」期刊等。 

 

 

一、本年度進行之研究子計畫包括：1.快樂

幸福經濟評估指標與決策支援系統之

建構，2.快樂幸福經濟政策之建構與評

估，3.因應氣候變遷成本效益分析模式

之建構：溫室氣體減量成本與氣候變遷

調適成本之估計，4.房屋市場、金融交

易成本與房屋搜尋理論，5.透過房屋搜

尋理論建立房價動態模型，6.最適房屋

稅率與內生經濟成長，7.房價與內生經

濟成長，8.人口密度、房價與經濟聚集

效應，9.房價、區域經濟與社會住宅的

必要性，10.房價、房屋交易所得稅與

所得重分配，11.國際資本移動與房價

動態調整，12.探討房價波動與景氣循

環之因果關係，13.開放經濟體系的房

價與所得不均程度，14.臺灣護士勞動

供給的研究，15.全民健保支付制度改

革對醫師所得的影響，16.全民健保支

付制度設計對醫師執業科別選擇的影

響，17.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18.經濟

計量方法，19.國際貿易與產業經濟，

20.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21.家庭

與人口動態之經濟分析，22.公共經

濟：理論、實證和政策，23.經濟預測，

24.公共政策研究等；並已發表 20篇研

究成果。 

二、出席國際會議及出國訪問研究32人次；

所內每週舉辦小型研討會共36場次；邀

請國外學者來訪21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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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出版：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44 卷第

2 期（2014 年 3 月)、經濟論文第 42

卷第 1-2期（2014年 3月及 6月)。 

 

 

【歐美研究】 

一、依中長程學術發展，列有5個重點研究

計畫： 

1.文化研究。 

2.美臺中關係專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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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

講。 

三、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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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以

加強學術交流；補助博士後研究於所

內進行研究，並補助博士候選人於所

內完成博士論文，以培育人才。 

六、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料、微捲

及光碟資料，供研究參考，並充實館

藏。 

七、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備，提升研

究效能。 

 

一、發表論文共26篇、專著3冊、出版定期

刊物1種2期。 

二、舉辦學術討論會(演講)與座談會12次；

舉辦國內學術研討會2次。 

三、派員出席國際會議共21人次。 

四、補助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2人次、博士

後研究3人次。 

五、增加西文書767冊、中文書181冊、光碟

19片（文字型）、光碟7片(聲音型)、

DVD 61件、電子書67冊、西文資料庫新

訂10種、中西文資料庫續訂15種、西文

期刊新訂1種、西文期刊續訂647種、中

文期刊續訂27種，西文報紙續訂2種。 

六、採購與更新軟體9種248套、個人電腦26

臺、筆記型電腦5臺、多方會議電話1

臺。 

 

 【中國文哲研究】 

一、重點計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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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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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活動： 

一、來訪學者共24人（特約訪問學人2人、

訪問學人15人、訪問學員5人、國內短

期來院訪問2人）。 

二、舉辦演講共18場（專題演講1場，學術      

討論會6場，座談會11場）。 

三、舉辦學術會議計有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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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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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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新興研究計畫： 

1.華語電影研究。 

2.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 

篇。 

4.「東亞的感性與公共性(II)ー日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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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與亞洲」國際研討

會ー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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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出版品： 

一、《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3期。 

二、《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91-92期。 

三、《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論與 

內在超越性》，林維杰、黃雅嫺主編。 

四、《落照堂集存國人信札手跡》(上下)，

聞廣、蔣秋華主編。 

五、《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

義論述探析》，廖肇亨著。 

 【臺灣史研究】 

臺灣史研究所的工作包括兩部分：一部分

是由研究人員針對臺灣社會經濟史、政治

變遷與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

史等方面進行專題研究：另一部分是檔案

館檔案史料徵集、館藏公私檔案整編與數

位化、資料庫開發、檔案流通、推廣服務

及圖書設備之購置等有關資料蒐集整理之

工作。 

 

一、自 1月至 6 月，本所舉辦週二例行學術

討論會及各研究群的講論會計 22場

次、工作坊計 2場次，共計 24場次。 

二、檔案、舊籍整理及典藏開放服務：1.

新入藏檔案：1-6 月徵集入藏檔案約

21,000件/冊、35萬頁，其中包含個人

及家族文書、機關團體檔案等。2.「臺

灣歷史檔案資源系統」新增著錄 5,512

筆資料，約計 51 萬頁影像。3.1-6 月

電子資源使用統計：「臺灣史研究所檔

案館網站」造訪人次計 15,651 人、瀏

覽量計 49,611頁；「臺灣史檔案資源系

統」造訪人次計 9,188 人、瀏覽量計

123,175 頁；「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

造訪人次計 6,446人、瀏覽量計 36,364

頁；「日記知識庫」造訪人次計 4,362

人、瀏覽量計 71,657 頁；「臺灣總督府

職員錄系統」造訪人次計 14,994 人、

瀏覽量計 146,23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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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月至 6月 30

日止共購入：圖書資料 786冊/件，索

贈 567冊/件；期刊採購 67種，交換贈

送 192種；線上資料庫續訂 4種，新購

3種。 

四、曹永和文庫回溯編目共製作線上目錄

8,880筆。圖書資料整編 2,519冊/件。 

五、已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21卷第 1期

與第 21卷第 2期，《堤林數衛關係文書

選輯》、《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

經驗》，計 3種，共 4冊。 

六、口述歷史計畫進行「從臺灣史田野研究

室到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86-1993）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譚維義醫生(Dr. 

Frank Dennis)口述歷史訪問計畫」、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之訪問、記錄與整

稿；並持續進行「楊寶發先生訪問計

畫」、「林瑞明教授訪問計畫」之補訪、

記錄與整理文稿資料等工作，也進行出

版《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

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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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專書。 

 【社會學研究】 

計畫內容： 

一、家庭與生命歷程研究。 

二、社會與企業研究。 

三、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研究。 

二、中國效應研究。 

五、社會網絡研究。 

六、亞洲社會轉型 

 

 

已完成部分：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數十篇。 

1.專書及專著等：1本。 

2.論文發表 39篇。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 

舉辦 2次研討會及 1次工作坊，與會人

數約 290人，發表 6篇論文。 

三、舉辦學術演講：本年度共舉辦 15 次演

講。 

四、本年度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者 29

人次，並提報論文 29篇。  

五、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者共 27人。 

六、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計 3人，並

舉辦演講 3次。 

七、協助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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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人 

八、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1,509冊。 

2.東方語文圖書：985冊。 

3.現期期刊：252種。 

4.資料庫：10種。 

未完成之說明： 

一、西元 2013西文現期期刊，已驗收  

99.47％。 

二、西元 2014西文現 期期刊，已驗收  

47.01％。 

 【語言學研究】 

一、開發尖端議題。 

二、爭取議題主導權。 

三、驗證並建立人類認知處理模式的解釋

理論。 

 

 

 

 

 

 

 

 

 

 

 

 

 

計畫內容： 

一、語言調查、分析、理論：將進行語言學

中有關語音、音韻、語法、及語意等基

礎領域之理論探討分析與建設。 

二、語言類型學：將進行跨語言之比較及對

比研究。 

三、跨學科研究：將結合資訊科學及腦神經

科學，進行與語音工程、語言計算模擬、

語言模型、語言與大腦之間關係的探

討。 

完成之目標包括： 

一、完成前述兩年所擬的各項研究工作。 
二、多元合作：將加強橫向的跨單位、跨國

際合作，以及縱向的跨上下游合作。 

三、國際參與：將參與各種國際性組織與國

際語言資源聯盟，及其相關活動。 

 【政治學研究】 

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1.臺灣選舉競爭主軸是否發生轉移。 

2.憲政體制如何影響有效政黨數。 

3.公務人員貪污案件判決的政治因素

分析。 

4.多數黨在黨團協商中的角色。 

5.政治獻金、選舉與立法參與：東亞

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經驗比較。 

6.探討政策擴散（policy diffusion）

與選舉誘因之間的關係。 

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1.文化治理的政治經濟學。 

 

政治所 103 年上半年計 13 名研究人員，研

究成果包括： 

一、刊登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 9篇。 

二、出版國內外專書論文 2篇。 

三、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6

篇。 

四、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演說 2次。 

五、舉辦學術研討會 3場。 

六、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23場。 

七、執行本院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1個，本院

深耕計畫 1 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2 個，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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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威權政體下的「治理吸納」。 

3.社會組織和法律的執行：以勞動領

域為例。 

4.中共政權的調適機制的微觀面向：

以學習系統與幹部制度改革為例。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1.發展戰略三角理論。 

2.兩岸關係中的中間選民。 

3.臺灣民眾「中國印象」調查研究。 

四、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1.進行制度信任與民主鞏固：一項跨

國的比較研究。 

2.執行第四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並

進行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資料第二版

共同問卷資料合併。 

3.民主價值的代間差異：東亞 11國的

比較。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理性抉擇專書計畫。 

計畫 1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本研究中心下轄 5 個專題中心，推動以下

跨領域研究項目： 

一、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結合政治、

歷史與哲學等相關領域學者，對於現

代政治的基本觀念進行研究。 

二、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進行三個

計畫： 

1.實證法律學計畫。 

2.網路經濟與電子商務計畫。 

3.客家文化研究計畫。 

三、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包含四個計

畫： 

1.海洋史研究。 

2.東南亞與東北亞研究。 

3.東亞經貿發展研究。 

4.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 

四、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進行各式調查方

法研究，建置與推廣學術調查研究資

料庫；協助辦理學術性調查及提供相

關諮詢服務。 

五、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從事人

 

一、跨領域研究計劃已舉行 43 場學術演講

座談活動。 

二、被國內外期刊接受之論文計 24 篇及已

發表專書(論文集)計 13篇。 

三、已舉辦 4 場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11

場次工作坊，共計發表論文 94 篇及 9

場次研習營。 

四、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6 卷

第 1、2期、「亞太研究論壇」第 58期、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31期及 2

本專書「公民社會基本觀念」、「印尼的

政治、族群、宗教與藝術」。 

五、發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季

刊)第 48期、電子報雙週刊第 232-244

期。 

六、「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至 103

年 6 月底止，有效會員人數為 1,434

人，下載資料檔 5,204 次。並通過英國

標準協會(BSI)驗證第五年，符合 ISO 

27001：2005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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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社會地理資訊科學基礎研究，進行

「衛生醫療與環境變遷」、「原住民族

與人地關係」、「社會經濟與歷史人

口」、「近代中國與帝國海關」、「文化

資源、宗教與地方社會」及「地理資

訊系統與科學」等跨領域研究。 

 

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執行「華人家庭

動態資料庫」第 15 次面對面追蹤調查

訪問，共完訪 5,661案。 

八、完成「統計地理資訊系統」改版及「臺

灣百年歷史地圖 for iOS APP 」。 

九、購置中、西文期刊 300 種、圖書 2609

冊及資料庫 2種。 

十、購置網路型及書本型掃描器個各 1臺、

個人電腦 3 臺及建置「整合型電腦 輔

助調查訪問系統」。 

 【法律學研究】 

依據設所規劃書，本所 103 年將繼續籌組

研究組群，持續推動六項重點研究領域所

屬計畫。103年上半年，本所刻自行進行中

之研究計畫如下（不含院內計畫、科技部

或其他機關【構】之委託研究計畫）： 

一、著作權法修法草案之檢討。 

二、建置《最高行政法院判決資料

庫:2008-2012》。 

三、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二）。 

四、2014 跨國行政法論壇：行政程序革新

與司法管制省思。 

五、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二）及法律史

工作坊。 

六、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Ⅱ）：大法官

意見的共識與分歧。 

 

 

一、舉辦全所性大型學術研討會： 

1.103 年 6 月 10、11 日已舉辦 2014         

跨國行政法論壇:行政程序革新與司

法管制省思，進行閉門式會議討論與

交流，各地學者及貴賓計約 80 人與

會。 

2.103 年 06 月 18、19 日已舉辦 2014        

「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        

會，進行閉門式會議討論與交流，        

計有臺陸港澳等地學者及貴賓計        

約 70人與會。 

3.103 年迄今已由所內研究人員或訪

問學人舉辦個人學術年度演講會計

18 次；並邀請國內外法律專家學者

到所舉辦專題演講 3場。 

二、出版中研院法學期刊第 14期。 

三、103 年上半年研究人員參加國際性學術

會議已計有 21次，發表論文 9篇。 

四、103 年上半年大陸學者及國內外學者到

所短期研究目前計有 7人次，充份進行

國際學術交流。 

五、至 103年 06月 30 日止，人文社會科學

館館藏圖書計 37,678 冊，中、西文期

刊 244 種、電子資源及視聽資料計 75

種、資料庫 10種。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本工作計畫提供人文館 3~4F會議廳設施運

作、大樓各項機電設備保養修護與行政管

理之經費，使人文館公共事務委員會及聯

合圖書館之行政庶務管理得正常營運，進

 

一、完成人文館一般性行政管理及大樓機電

設備日常維護工作。 

二、配合第 30 屆院士會議舉行，辦理本館

大樓外牆清洗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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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供人文館各入駐單位及本院單位完善

之行政與學術研究辦公空間。 

三、完成全館智慧型電錶安裝工程，電費分

攤採取使用者付費原則，以提昇節約能

源效能。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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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成環境影響評估，100年6月29日有條

件通過。變更內容對照表103年1月27

日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第255次會議

「審核修正通過」。 

二、完成用水計畫審議，101年3月30日原則

同意及備查。 

三、完成開發計畫修正，分別於101年5月30

日、102年9月27日原則同意。 

四、完成都市設計暨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第一

階段，102年7月10日原則同意。第二階

段個別建築物設計審議於103年3月申

請並審議中。 

五、完成水土保持計畫，102年4月8日核定。

第一次變更103年5月核定。 

六、101年7月6日完成專案管理招標，園區

興建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七、園區興建工程於102年8月9日決標；委

託監造服務於102年12月11日決標。 

八、緩衝區土地徵收102年9月25日內政部土

地徵收審議小組第39次會議審議符合

相關法令規定決議通過，准予辦理徵

收。 

九、國防部102年12月11日辦理火工區釋地

範圍土地及房建物點交，確認已完成搬

遷。 

十、依環境影響評估說明書分別自101年9

月起辦理「生態監測」、102年5月起辦

理「環境監測」。 

十一、完成拆除執照申請並已將園區內既有

房舍拆除完成。 

十二、完成雜項執照申請，並申請開工作

業。 

一般建築

及設備 

營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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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程已於 102年 12月 31日決標土建部分

工程予榮工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並預計於

103年底前徵得機電部分施工廠商。工程刻

正施作連續壁導溝及地下室主體結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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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究平臺，以因應全球環境變遷相關議題、

培育臺灣專業研究人才、保育臺灣生活環

境及全球永續發展，規劃興建本研究大樓

。 

，預計於 104年 3月起開始施作 1樓主體結

構，並於 104年底完成 10樓主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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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58.62平方公尺。 

 

本工程迄103年6月底已完成R1F樑版筋綁

紮，預計於104年2月12日竣工。 

交通及運

輸設備 

汰換副首長專用車 1輛、新購田野工作車 1

輛及機車 3輛。 

一、院本部： 

1.電動機車 2輛於 103年 3月採購，並

於 4 月交車提供院內巡邏勤務及傳

遞業務之用。 

2.副首長座車於 103年 5 月 27 日採購

，預計於 9月上旬交車使用。 

二、史語所：田野工作車 1 輛於 103 年 3

月採購，並於 4月 11日完成交車。 

三、文哲所：電動機車 1輛於 103年 6月辦

理採購，並於 7月 16日完成交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