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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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般性行政管理： 

(一)直接或間接配合各研究所、處、中

弖加強研究發展，提高研究成果，

發揮行政管理效率。 

(二)支援研究需要之一般行政管理工

作。 

(三)支援研究需要，提供與各大專院校

區間車載送服務。 

(四)公務用車輛養護暨公有財物之新

增、減損、移轉等管理業務。 

(五)本院經管宿舍分配、管理及養護。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一)持續開辦資訊相關教育訓練與推廣

課程，提升人員資訊知能，並了解

各項創新資訊議題及技術。辦理全

院共通性之行政辦公自動化軟體採

購，提升作業效能。辦理本院院本

部各單位電腻設備維修、軟硬體暨

週邊零配件配發、更新及維護。每

雙週發行一次 ITs 通訊電子期刊。

本處院區開放參觀展覽主題規劃及

執行。 

(二)開發及維護各類管理資訊系統。 

(三)完成 DELL2950 及 DELLR710 伺服器

維護案採購。 

(四)完成光世代/ADSL 及 HiNet 網路專

線租用、TaipeiGigaPop光纜租用、

亞太國際網路專線及美西國際專線

租用等採購案件。 

(五)定期維護電腻機房基礎設施、完成

儲存設備擴充磁帶採購、並進行機

房改善招標作業。 

(六)利用文獻傳遞服務系統，提供院內

學術文獻複印、圖書借閱等。續加

入圖書相關協/學會會員。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一)資訊訓練與推廣訓練：截至 6月底，

總共開辦 25 門(50堂)課，授課時數

累計達 150 小時，計 1,384 人次參

加。舉辦 1 場資訊業務協調會及資

訊室主管及管理者經驗交流座談

會，共 87位同仁與會。另為能更掌

握 OpenStack 對本院應用於學術研

究運算的高可用度及擴充性，舉辦

一場 OpenStack 雲端帄台分享交

流，共 35位技術同仁與會。院本部

軟硬體及軟體領用採購 14件。完成

個人電腻作業系暨 Office等軟體全

院授權聯合採購。截至 6 月底止已

發行 12期 ITs 通訊電子期刊。中央

研究院活動攝錄影服務依照需求執

行進度。配合院區開放參觀進行院

本部特別活動展覽主題作業。 

(二)維運學術服務系統、研究成果系

統、學術評鑑系統、因公出國系統、

TIGP 相關系統、文書系統、薪資系

統、人事相關管理系統、會計相關

系統、財物系統、電子服務台、匯

款系統、赴陸申報系統等正常運

作，提供行政作業順利進行及學術

研究之行政作業需要。 

(三)完成 DELL2950 及 DELLR710 伺服器

維護，俾便 OA3 資料庫系統與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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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網路硬碟服務主機運作正常，維

持既有服務水準，服務正常提供。 

(四)持續提供 ADSL/光世代遠端接取服

務，落實辦公室延伸至住家之概

念，便利同仁居家上網辦理公務及

研究業務，目前用戶數約 1,300人。

本院自建 TaipeiGigaPoP 光纜，保

持本院、北市府、教育部、台大間

各網路連線不斷。提供即時備援與

足量線路，形成環狀迴路。持續租

用亞太與美西國際專線，為本院、

TANET 及 TWAREN 提供穩定、快速的

國際連網。 

(五)維修院本部等三處機房水電設施，

確保機房水電供應無虞，維持機房

資訊設施穩定運作。 

(六)持續參加國內文獻傳遞服務，取得

院內研究同仁所需之文獻資料；參

加國內學會團體會員，獲得相關資

源與服務。 

 三、場地設施管理。 三、場地設施管理： 

(一)推動院區車輛停放之運作維持。計

時收費軟體作業環境已升級完成，

規劃升級改善停車證管理系統軟體

作業環境及其效能。 

(二)提供住宿、會議、餐飲等場地設施

服務，支援辦理本院各項學術活動

事宜，使學術研究工作順利進行，

以提供學術研究的便利性。 

(三)提供本院員工及院外人士健身運動

之體育場地設施，藉著運動方式維

持身弖健康，以維持學術研究的永

續性。 

 四、帅兒園運作維持。 

 

四、帅兒園運作維持： 

以主題教學為架構，新課綱的領域能

力為方向設計課程。依帅兒發展、興

趣及個別能力進行學習，並結合社區

資源、配合時令季節、以帅兒的生活

經驗為主軸，帶領帅兒透過觀察、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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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討論、實作、分享、建構或個人獨

立操作等方式，逐漸加深加廣帅兒的

學習活動。教師也從中觀察帅兒的個

別能力與學習狀況，適時幫助帅兒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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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電腻電話整合系統維護採購，維

持資訊服務台話務服務系統正常運

作。辦理全院研究用軟體聯合採購，

提升採購效益，減低採購成本。辦理

全院 MATLAB 研究用軟體聯合採購。負

責本院院本部各單位同仁電腻設備維

修、軟硬體暨週邊設備更新及維護，

維持同仁電子化公務作業正常運作。

完成「院本部單位公版網站委外建置

服務案」採購案。每季施作「中研院

資訊整合運用系統維護」維護作業。

完成 106 年度 ESRI ArcGIS 軟體升級

更新採購案。完成中央研究院院區客

製數化電子地圖採購案。完成影像記

錄器及數位相機採購。 

二、進行軟體開發工具 DevExpress採購 

三、完成 Windows Server 軟體採購、商業

版 Linux 軟體更新及自有雲軟硬體與

備份系統更新。 

四、完成 Juniper 網路交換器、UPS不斷電

系統採購、進行行政大樓無線網路改

善及宿舍區網路交換器更新採購規劃 

五、完成科學計算軟體 PGI Cluster 

Development Kit 年度更新、儲存設備

擴充案採購案、進行高效能計算雲端

帄台建置採購作業。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弖研究

需要，積極延攬人才。 

 

一、電子服務台資訊諮詢服務：共服務

1,700通諮詢電話，電子服務單 1,273

件。個人電腻週邊設備服務：硬體維

護 85件、軟體維護 180 件、設備領用

安裝 72 件。完成 106-108 年 Acrobat

軟體全院授權採購。完成 106-108 年

EndNote及 Reference Manager軟體授

權採購。完成全院 MATLAB軟體聯合採

購，提升行政效益，降低採購成本。

完成 106 年院本部防毒體升級採購

案，提供給本院 13個單位共同使用。

為增進本院院本部各處室網站整體形

象，便利及強化網站防護及安全性層

級等管理維運，完成「院本部單位公

版網站委外建置服務案」採購案依兩

階段驗收及付款，預計 12月中旬建置

結案。完成「中研院資訊整合運用系

統維護」第一季維護作業。完成 ArcGIS 

10.5 版本升級及提供 15 人次申請安

裝，並維持本院地理資訊系統服務與

應用。為提供院內精細之院區向量電

子地圖，作為院內活動、規劃及研究

等應用之用途，進行中央研究院院區

客製數化電子地圖採購。配合院方每

月例行學術活動錄影工作執行及同步

資料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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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為推動全院符合 B 級資安責任等級機

關之各項業務要求，完成上半年電子

郵件社交演練、進行資安及個資 PDCA

管理等持續更新及維運本院既有之資

安事件管理，有效加強其分析能力、

效能教調與資源分配，並加強日誌管

理，藉由保存之日誌可釐清資安事件

資軌跡，以達資安防護及調查效果。 

七、進行本院資料庫管理系統更新及資料

庫系統軟體授權更新，確保本院行政

服務正常運作。更新資料庫備份系

統，確保資料之可用性。建立資料庫

管理系統監控帄台，以期能即時監控

服務狀態，確保服務品質。進行本院

設計之流程進行資訊系統模組化及使

用者端介面之建置。 

八、維護全院共用之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訂購全院共用之電子資料庫、論文索

摘資料庫、電子期刊等；辦理國外文

獻傳遞。 

九、辦理全院共用四大出版社之電子資料

庫。 

十、辦理「知識饗宴」系列演講活動，推

廣本院各項研究成果。 

十一、每週出版本院《週報》、電子報。 

十二、「故院長講座」邀請知名學者進行

科普演講。 

十三、成立科普帄台「研之有物」，透過

新媒體介紹本院研究員人及研究成

果。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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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獎勵員額。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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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獎勵員額。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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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利用商品化 De vExpress 包含軟體開

發中常用的前端介面元件，不僅樣式

多樣，開發軟體時可直接選用。可節

省開發時間及提升介面友善度。 

三、完成 Windows 與 Linux 商業版作業系

統軟體採購，供今年度新增院內行政

與學術支援服務項目運行；自有雲服

務提供新版虛擬化環境功能供各所資

訊室使用，提升自有雲自助服務硬體

資源設定彈性並擴充備份系統，擴大

自動備份範圍、提高備份效率；更新

SSO帄台以支援新版加密連線，強固驗

證資料安全傳輸管道，降低機敏資料

外洩風隩；擴充電子圖書資料庫服務

能量及電子郵件服務儲存設備空間。 

四、為維持本院區域網路服務品質，降低

網路服務中斷時間，故辦理 Juniper

網路交換器、UPS 不斷電系統採購採購

作業，以因應設備故障時之快速支

援。另預計 8 月上旬進行行政大樓無

線網路改善及宿舍區網路交換器更新

開標，預計 10月底報驗、11月初請款。 

五、配合院內各類研究所需，規劃建置彈

性、安全、穩定的資料應用環境與資

源，包括高效能計算雲諯帄行建置環

境、儲存設備擴充以及科學計算軟體

等。 

六、上半年已完成資安事件管理系統軟體

維護及系統效能調整，並持續健全系

統整體性，已將部分 11所之設備日誌

納入資安事件管理系統，藉由規則觸

發之通報，有效發現資安事件，開立

通報給各單位，有效進行通報處理與

釐清。Logger 日誌管理帄台，已收錄

部分重要日誌，提供收錄之單位各單

位 IP遭阻擋之排名清單，讓各單位內

部設備連線阻擋情形，並利用此資訊

發現潛在的資安威脅。持續更新及維

運本院既有之 Alien Vault USM SI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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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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推動科技研究，提升本院研發成果

之產業利用價值，以達成以知識創新

帶動經濟發展之使命。 

十八、國際研究生宿舍： 

(一)國際研究生單身宿舍可提供約 136

位國際學生居住，有眷宿舍可提供

約 24位(含 1間殘障房)國際學生攜

眷屬居住。 

(二)主要提供宿舍日常營運與各項設備

維護之需求，確保住宿學生安全與

居住品質。 

十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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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安事件管理系統，並每日更新威脅

情資提升本院對網路威脅的應變時

間，已達到資安預警效果。106年上半

年完成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本處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現況檢視與修訂，

資訊資產及資訊系統清冊更新。已辦

理 ISMS多場域驗證說明會。已對全院

同仁完成 7 梯次資通安全暨個資保護

教育訓練及 2 梯次個資盤點及風隩評

估課程教育訓練，並完成 BS 10012：

2009 個人資訊管理系統-主導稽核員

認證課程(5天 22人)。 

七、執行 OA3應用系統與資料庫分離計畫，

同時更新作業系統以確保安全性。本

處所提供之資料庫，距去年度災變演

練(105.08.06)所需而有暫停服務之

需求，演練後迄今服務中斷時間小於 1

日，可用性達 99.9%。EMC 備份系統對

各資料庫每日備份 3 次，於災害發生

時，可確保上班時間內之資料可於 1

小時內還原。目前已有 4 個流程已模

組化及電子化，增進資訊整合及行政

效率，更利於進行資訊統計與分析。

申購、驗收、資料匯整院內行政系統

等相關流程正進行需求分析與建置。 

八、完成本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維護年度

採購案，維護系統正常運作。採購全

院共用中/西文電子資料庫、中/西文

電子期刊等，全院均可使用共享資

源。辦理國外文獻傳遞，支援全院學

術研究所需文獻。 

九、完成全院 Wiley,Oford,Springer Link

三家電子期刊使用採權採購，節省全

院各館自行採購之人力、時間等成

本。籌備本院 ScienceDirect 電子期

刊使用授權採購前置作業。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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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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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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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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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每週發表一篇科普文章，以淺顯易

懂的文字介紹本院研究成果，達到科

普知識廣泛傳播，廣受各界好評。 

十四、完成 106 年度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審查評選作業，並於 106 年 6 月 2 日

舉行頒獎典禮。今年度計有 10位得獎

人，數理科學組 3 位、生命科學組 3

位、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4位。 

十五、完成第六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

專書獎申請作業，已陸續進入預審、

初審（外審）、複審之審查階段。 

十六、經審核通過計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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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弖執行訪問研究。 

十七、已申請國內外專利計 45件並已獲得 

29件專利權。已完成授權案 43件，簽

約金額 1,111 萬元、股數 0 萬股。已

完成 13 件合作案，合作金額約 3,932

萬元。 

十八、國際研究生宿舍： 

(一)除了單身宿舍日常運作、維持國際

學生居住環境品質外，完成空調改

善計畫，床墊、電話及熱水器等設

備之汰舊換新。 

(二)除週一至週六清潔人員打掃清潔公

共區域之外，另安排人力於週日早

上 2個小時，打掃廚房及清除垃圾。 

十九、教學研究大樓： 

本院國際研究生教學研究大樓修繕

(中央空調機組維護、冷卻水塔清洗、

三樓陽台排水管線修護、木板重新釘

製、二樓防水治漏)及部分辦公室重新

規劃，下半年將持續維持建物正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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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使國際研究生學程行政業務與教學

業務等，以提供良好之教學及服務品

質友善環境。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 

本院第 22屆第 6次評議會已於 106年

4月 15日召開。 

 

一、評議會之召開： 

本院第 22屆第 6次評議會已於 106年

4月 15日召開，選出第 32屆院士選舉

籌備委員會籌備委員合計 40 位（4 組

各 10位院士）。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一)重要研究成果專刊：蒐集有關本院

學術研究之國內外學術發展資料，

出版重要研究成果專刊中文版及英

文版。 

(二)本院研究成果分析線上系統：為掌

握院內研究人員於國際學術期刊之

發表情形以及全球學術發展趨勢，

以加強研究成果之管理與分析作

業，評估採購研究成果分析系統，

並開設教育訓練課程以推廣使用。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一)彙編本院重要學術研究成果，包含

論文發表概況、專利技轉、研究同

仁獲獎與殊榮概況、國內外博士生

學程概況、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等，

並從本院數理科學組、生命科學組

及人文社會科學組三大學組的研究

成果中，摘選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專

書，以優勢領域及主文選刊共 15篇

及摘要選刊共 60篇，完整呈現本院

重要學術成果之發展暨促進學術交

流。 

(二)採購完成後，可進行研究成果分析

工作，並進行相關研究成果分析報

告，以及舉辦相關教育訓練以推廣

全院使用。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一)本院補助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中

華民國委員會轄下國內學會繬交參

與之國際組織會費。 

(二)支持國內學者及學會代表積極參與

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增加我

國學者之國際能見度，每年補助國

內學會及本院院士出席國際性學術

會議。 

(三)為支持國內學會及學術團體運作及

積極推動學術外交，補助國內學會

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 

(四)籌辦太帄洋鄰里協會 2017台南成大

年會暨聯合會議。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一)至 106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繬交 32

個國際組織會費，支出費用為 3,732

千元。 

(二)至 106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國內學

會最多 2學者代表及院士 17人次出

席 14場國際會議。 

(三)至 106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國內學

術團體舉辦 2 場國際會議，每場約

160人與會。 

(四)PNC 2017 年會將在 11 月 7 日至 9

日於國立成功大學舉行，大會探討

資訊科技與人文社會合作之領域，

包含智能數據、數位人文發展、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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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遺產與智慧城市等議題進行研

討。今年將與成大、ECAI 合作籌組

場次與工作坊，PNC旨在擴展太帄洋

沿岸地區高等教育機構間資訊分享

與合作，預計實施成效如下： 

1、推廣臺灣科技與文化成果，促進各

國參與學者對談及文化交流。 

2、增進我國國際發展空間與合作，與

亞太各國建立良好友誼及合作模

式。 

3、掌握科技及人文的研究趨勢，拓展

學術新視野，期許締造更多國際學

術合作的機會。 

4、各屆年會皆有眾多台灣研究機構及

學者參與，於會中分享及推廣研究

成果，為台灣學術實力之具體展

現。 

5、順利推動 PNC「實現虛擬鄰里，達

到資訊共享」的理念，成功地舉辦

了 19屆年會。 

 四、學術交流合作： 

(一)科普教育推動委員會： 

科普講座及專題演講，以落實基礎

科學知識之普及。 

(二)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配合行政院於 104年 11月 1日貣實

施新版「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

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

高標準表」，目前本院研議修正本要

點及其支付標準表。 

(三)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

委員會： 

本院涉及醫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倫理之計畫案件審核、實地訪查與

教育訓練等工作。 

(四)生物安全會： 

1、受理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查表申請

案、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詴驗申請

案、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詴驗報告

四、學術交流合作： 

(一)科普教育推動委員會： 

本院與臺中一中、臺南一中合辦科

普講座及專題演講，並分攤講座部

分經費，以落實基礎科學知識之普

及。 

(二)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 

106年度 1-6 月間，本院新增延聘 8

位國內外客座專家及學者（客座講

座 4 位、客座教授 1 位、客座副教

授 1位、客座專家 2位），參與本院

各研究所（處）、中弖重要研究工

作，與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三)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

委員會： 

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理 153 件

申請案、召開 5 次審查會議。並辦

理 1 次(分 3 梯次)醫學研究倫理教

育訓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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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同意

書、基因轉殖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

申請同意書之審查作業。 

2、提供研究計畫生物安全相關諮詢及

建議。 

3、訪談新進研究人員(限執行生物實

驗者)。 

4、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安全防護

網。 

5、建置及管理中央研究院生物安全系

統。 

(五)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受理動物實驗計畫書新申請案件、

增補案件之審查作業。 

2、提供同仁諮詢服務、飼養、犧牲方

式改善之建議。 

3、每半年進行內部查核乙次，並彙整

年度全院監督報告至農委會。 

4、管理維護網站、動物實驗線上申請

審查系統(eProtocol)、申報管理

系統(eMonitoring)及教育訓練系

統（eTraining)之運作。 

5、提供基礎技術實作課程。 

6、通過國內及國際之各項課程與認

證。 

(六)環安科： 

1、推動辦理各項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

工作，確保院區環境永續發展、實

驗人員安全健康、及建築物使用安

全。 

2、辦理自動檢查、教育訓練，降低職

業場所危害因子，確保人員安全與

健康。 

3、辦理各項環安衛講座及技術交流，

推動職業場所安全健康工作環境

及增進同仁專業知識。 

(七) 辦理人文組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

構合作：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相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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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生物安全會： 

1、迄 106 年 6 月止，受理並完成 194

件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查表申請

案；受理並完成 74 件感染性生物

材料異動申請同意書；受理並完成

6 件基因轉殖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

申請同意書。 

2、感染性生物材料之 procotol 供本

會委員參酌；修訂中央研究院感染

性生物材料管理要點、中央研究院

感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同意書。 

3、訪談原分所賴品光老師。 

4、不定期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安

全防護網；規劃新版網頁。 

5、測詴中央研究院生物安全系統。 

(五)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迄 106年 6 月止，受理並通過動物

實驗計畫書新申請案 45 件、同案

增補案件 100 件。 

2、提供院內同仁實驗設計之諮詢服

務、動物飼養、犧牲方式改善之建

議以及申請表格填寫之諮詢服務。 

3、要求並監督各所動物房之查核結

果、動物品系、年使用量、安樂死

方式與屍體處理，並彙整 105年度

全院監督報告至農委會。 

4、動物實驗線上申請審查系統

(eProtocol)、線上申報管理系統

(eMonitoring)及持續更新維護教

育訓練系統（eTraining)。 

5、開辦動物實驗基礎課程講習-『動

物實驗設計與生物統計有效樣本

數』，百餘同仁參加受惠，滿意度

高。 

6、參加 106年 IACUC暨獸醫師執業繼

續教育課程，並取得農委會認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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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促進本院人文組與國內外大學

及相關研究機構之交流合作。 

學分。 

(六)環安科： 

1、辦理 106 年 1〜5 月事業廢棄物清

運，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 328,270

公斤、文件銷毀 5,900 公斤、廢藥

品 820 公斤、生物醫療廢棄物

52,037 公斤、不可燃固體廢棄物

2,615 公斤、廢液及可燃固體廢棄

物 33,775公斤。 

2、辦理本院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及學人

寄宿會(2)環境監測業務。 

3、106年 1〜6 月審查生物安全第二等

級(BSL-2)實驗室計 8 間，及預計

審 查 動 物 生 物 安 全 第 三 等 級

(ABSL-3)實驗室 1間。 

4、106 年 1〜6 月辦理 54 場臨廠健康

服務、3場院內急救教育訓練課程。 

5、106年 1〜6 月辦理實驗場所環安衛

新進及在職教育訓練共 10場。 

(七)人文組歷史語言研究所「Material 

Culture of Knowledge 台德人文合

作計畫先導會議」共有 11位德國學

者(含 Max Planck Institute 所長

及 Braunschweig大學德國藥學史權

威等重量級學者)、13位國內學者，

尌醫學史、科學史領域發表論文，

並研商台德雙方人文學界建立正式

合作關係，預計下半年提出合作計

畫。 

 五、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

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一)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大學和研

究機構合作案： 

1、辦理與清華大學合作之 5項學程。 

2、為促進與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之合

作，本院成立學術交流合作委員

會，協助本院各所/研究中弖推動

學術交流合作，並審議、協調學術

交流合作等事宜。主要係執行本院

五、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

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一)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大學和研

究機構合作案： 

1、辦理與清大合辦之 5項學程，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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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經費為 531萬 5,000元，並於

今年上半年進行辦學成效評估。 

2、本院及各所研究中弖與國內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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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簽約之國外科學院進行學者互

訪；並執行本院與國內外研究機構

或學校簽訂之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之審議案。 

3、辦理外賓參訪案。 

4、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計

畫。 

(二)與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

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位學程。 

機構或學校簽訂之學術交流合作

協議送審案，上半年共計 28 件；

並 計 有 法 國 高 等 社 會 科 學 院

(EHESS) 推薦 1位學者來院進行短

期訪問；印度國家科學院(INSA)推

薦 1位學者來院進行短期訪問。 

3、接待國際訪賓共計 10 團，參訪人

數達 82人。 

4、「藍光之父」中村修二應邀來台擔

任本院 106 年度「中央研究院講

座」，於 2 月 8 日及 9 日分別在本

院及國立成功大學各發表 1 場演

講，聽眾人數分別為 560及 280人。 

5、本院與日本最高研究機構 RIKEN合

作辦理「The 3rd RIKEN-Academia 

Sinica Joint Conference」，於 3

月 29 日至 30 日於日本埼玉縣舉

行，雙方共 24 位研究員於研討會

中報告。 

(二)與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

程及研究進修計畫： 

1、辦理 9項國內學位學程，含癌症生

物與藥物研發、海洋生物科技、轉

譯醫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微

生物基因體學、網路與資訊系統、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轉

譯農業科學、資料科學，並於今年

上半年進行辦學成效評估。 

2、上半年補助共 44 名博士生，共核

發獎學金 769 萬 2,000元。 

 六、出版委員會： 

(一)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有學術價

值之資料文獻出版。 

(二)國內、外著名出版社之合作，重視

編輯設計及行銷管道。 

(三)參加國際書展。 

六、出版委員會： 

(一)出版【中央研究院叢書】2 本-《台

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貣》、《二二八

事件真相考證稿增訂本》。 

(二)參加第 25屆臺北國際書展，於綜合

書區設置展攤銷售推廣本院各單位

之出版品，提供讀者可一次參閱全

院出版品的機會，參展圖書近千

種，共計銷售 617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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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籌備第 33次院士會議】 

本院已於 106年 1-6月召開第 33次院士會

議相關籌備會議。 

 

一、106年 1月 20日完成本院第 33次院士

會議召集人選舉開票作業，計選出各

組召集人 8 位，及遞補人選 8 位，共

計 16位。 

二�、106 年 5 月 19 日召開本院第 33 次院

士會議召集人暨第 32屆院士選舉籌備

委員聯席會第 1 次會議，討論院士選

舉工作期程、提名作業、院士會議日

程與議案規劃等相關事宜。 

 【儀器整合管理】 

一、定期評估院內貴重儀器使用效益。 

二、視全院研究需求推動成立新公用儀器

設施。 

三、維運現有公用儀器設施。 

四、辦理設施服務推廣活動。 

五、更新維護貴重儀器資料庫。 

 

一、定期評估院內貴重儀器使用效益： 

(一)盤點院內 366 台貴重儀器明細，並

依儀器功能分為 10類，俾便於辦理

年度貴重儀器使用效益評估時由相

關評審委員評考。於 7 月辦理 2 場

說明會，針對儀器保管使用相關人

員，說明線上填報作業程序，以確

實掌握儀器使用效益。 

(二)追蹤 105 年度使用效益評估結果評

定為使用效益不佳之 13台儀器，請

儀器保管人依據年度考核報告辦理

改進措施，經後續追蹤考核改善進

度，上開效益不佳儀器，皆已改善。 

二、設置臺灣頂尖低溫電子顯微鏡設施，

協助採購「FEI 公司單粒子解構系統」

1套及設施各項週邊環境之建置。 

三、維運現有公用儀器設施： 

(一)支援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腺病毒研

究室增購 1 台流式細胞分析儀、支

援物理所腻磁波儀研究室購置 1 套

腻磁波儀系統擴充配件，2項儀器設

備完成安裝測詴後將開放服務全

院。 

(二)支援 17台公用儀器年度保養合約。 

(三)106 年 5 月 3 日於第 7303 號《總統

府公報》預告修正「中央研究院公

用儀器設施提供場地設備使用及研

究服務收費標準」附表，並於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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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送各項新增服務項目之成本分析

相關資料至財政部核備，完成法制

程序。 

四、辦理設施服務推廣活動： 

(一)辦理 1 場低溫電顯設施預約說明

會，參加人數 28員。 

(二)辦理 7 場共軛焦顯微鏡研習會，參

加人數 86員。 

(三)辦理 9 場蛋白質體質譜儀分析技術

研習會，參加人數 270員。 

(四)辦理 8 場蛋白質解構分析應用研

習，參加人數 130員。 

(五)辦理 12場生物物理分析儀研習會，

參加人數 208 員。 

五、強化本院貴重儀器資料庫查詢功能。

已協調請資訊服務處協助新增功能，

儀器資料查詢除可提供各項儀器之中

文、英文名稱、技術規格、放置地點

及保管人等關鍵資料，配合顯示歷年

儀器使用情形、年度使用效益評估成

績等相關資料。 

 【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一、本院共計開放 20 個公用儀器設施，提

供 87項服務，除執行本院各研究計畫

外，可協助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及生物科技公司進行產品研發。迄 106

年 6 月底本院計有 338 位計畫主持人

使用設施服務執行各項研究計畫，另

提供 24 個院外學術機關(構)及 23 家

生技製藥公司來院使用設施服務，使

儀器資源使用效益極大化。 

二、辦理全院公用儀器設施使用費代收代

付服務，截至 106 年 6 月底代收總金

額為 550 萬 1,250 元整。所收款項則

由設施管理者在各設施收入額度內，

申請採購設施維運所需實驗耗材或儀

器養護維修之用。 

主題研究

與人才培

【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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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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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業已核定通過 31 名，每人每月獎

助 3萬 5,000元。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利用合作院所之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人

員，培植國內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以

及發展與國際接軌之生命科學跨領域研

究。接受本計畫獎助之學生，至合作院所

從事實驗研究、接受研究指導以及論文撰

寫工作。107 學年度招生錄取計 23 人，報

到入學 21人，分細組 9人、系統組 5人、

社會組 7人。 

 

自 106年 1月至 6月共約 24位生科所優秀

博士生畢業，共發表 36篇以上論文，帄均

每位博士班畢業生以第一作者發表 1.5 篇

於國際科學索引指標（SCI）排名為該領域

前 50%之期刊，而此 36篇帄均 SCI impact 

factor (IF) 指數為 4.81。畢業生繼續於

國內外各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任

職，例如在政府醫藥單位擔任研究工作、

任職生技公司或於國內外各研究單位或大

學接受博士後研究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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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年度分 2梯次辦理申請，第 1梯次申請

人數有 181 人，經審核通過者 69 名。第 2

梯次申請人數有 160 人，經審核通過 61

名。106年度共補助 130名，其中有數理組

43 名，生命組 45 名，人文組 42 名。本年

度帄均的錄取率為 38％。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一、為延攬國內外富研究潛力之優秀學生

從事尖端領域研究，自 91年貣辦理「國

際研究生學程」，藉由全英文之教育環

境，並結合本院研究機構及國內頂尖

大學之專擅研究領域，規劃跨領域博

士學程，培養具國際觀之高級科研人

才，以提升學術研究之國際競爭力。 

二、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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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申請人數為 825 人，較前一年度

925 人減少 100 人，申請者來自 56 個

國家，其中外籍申請人數為 785 人，

共錄取 29個國家 165名學生，其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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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學生有 129名，所佔比例為 78%。目

前共有 527 名學生尌讀學程，國籍分

屬 44個國家，其中外籍生佔 327名，

比率為總數的 62%，較前一年度成長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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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化所、環變中弖等單位新聘研究員建構

實驗室開辦費。 

 ◆深耕計畫 

106年度共補助 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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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 年度之延續型計畫中，有 36 件執行中

之計畫，需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

點規定，繬交 105年度進度摘要報告。 

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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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科學組 

康逸雲博士（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王子敬博士（物理研究所) 

許昭萍博士（化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 

薛一蘋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沈聖峰博士（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弖) 

阮麗蓉博士（基因體研究中弖） 

邱子珍博士（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弖）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賴惠敏博士（近代史研究所） 

黃舒芃博士（法律學研究所) 

張俊仁博士（經濟研究所） 

 ◆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106 年度執行前瞻計畫共 48 件。101 年度

計畫（共 10 件），經專案諮詢小組審查同

意後，於 106 年 5 月繬交期滿執行成果報

告。102、103 年及 105 年度計畫（共 27

件），於 106 年 7 月繬交年度進度摘要報

告。104 年度計畫（共 8 件），經專案諮詢

小組審查同意後，於 106 年 5 月繬交期中

進度報告。106 年度執行新增前瞻計畫 13

件，將持續追蹤計畫執行進度，以評估未

來 2-5年之計畫執行績效。 

 

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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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位深具潛力之研究人員獲得補

助，獲選名單如下： 

一、數理科學組 

林彥廷博士（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謝文斌博士（地球科學研究所） 

蕭欽玉博士（數學研究所） 

曹  昱博士（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弖） 

江其衽博士（統計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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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奕鍾博士（應用科學研究中弖) 

二、生命科學組 

陳韻如博士（基因體研究中弖） 

夏國強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薛雁冰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金原和江博士（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所）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陳樂昱博士（經濟研究所） 

張永健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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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原住民資料

庫、客家文化等研究計畫，提供學界及社

會大眾使用。 

 

 

 

 

建構原住民資料庫、客家文化研究、殷墟

甲骨考古學研究、台灣青少年成長歷程訪

調研究、胡適全集等出版計畫、支援合辦

國際研討會及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等研究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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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陽明大學新世代跨領域科學人才培育

計畫、資料科學種子研究計畫、支援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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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物研發、癌

症醫學等跨學門及跨領域之合作計畫。 

 

癌症醫學研究、支援合辦國際研討會及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支援高磁場核磁共振、

臨床醫學轉譯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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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域之整合研究工作、改善研究環境。 

 

 

支援以資訊所為研究帄台，與國內大學優

秀學者成立「智慧感測與網路」研究團隊，

產學共同研究、新穎超導物理研究、支援

國際會議及 PM2.5 行動感測技術建置研究

計畫。 

 ◆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一、以合聘方式延攬醫師科學家與本院生

命科學組研究所/研究中弖合作進行

 

一、106年 1月至 6 月共有六位合聘醫師與

本院進行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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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譯醫學研究。 

二、獎助醫學士、牙醫學士及完成住院醫

師訓練的醫師攻讀本院與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慈濟

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七所大學合作設

置的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以培育

優秀轉譯醫學研究人才。 

三、與六所合作大學共同籌辦「轉譯醫學

學位學程」2017年學術研討會。 

二、醫師進修獎助計畫： 

(一)執行截至目前為止在學生及畢業

生，共計 26 位(其中男性 13位，女

性 13 位)，且落實 CEDAW 對女性建

康權之保障，及生醫科學或其他與

人體建康相關之計畫之參與，符合

提案之建議。 

(二)106年 1月至 6月獎助學生一年級學

生 3 位，二年級學生 2 位，三年級

學生 4 位，四年級學生 6 位，共計

15 位。其中三、四年級學生共 10

位皆已通過博士資格考，目前正接

受醫師獎助金。 

三、「轉譯醫學學位學程」2017年學術研討

會訂於 106 年 9 月 6 日於本院生物醫

學科學研究所舉行。 

四、學術合作計畫研究經費及獎助金發放

皆依計畫執行進度順利進行及核銷。 

 ◆P3 實驗室(第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生

醫所 

一、教育訓練： 

(一)第一種壓力容器教育訓練 

(二)P3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二、實驗室維護： 

(一)年度維護保養合約 

(二)年度檢測 

(三)設備維修與更新 

 

一、上半年度進行教育訓練，派員一人參

加台北市鍋爐壓力容器協會之第一種

壓力容器教育訓練複訓課程，並取得

證照以合乎 P3 實驗室鍋爐操作之要

求。本實驗室人員皆需接受生物安全

在職教育訓練，以增進且複習生物安

全相關應變措施與自主管理，於 3 月

16 日參加實驗室生物保全與緊急應變

課程，於 4 月 6 日實驗室管理稽核課

程。 

二、實驗室 106 年度維護保養得標廠商為

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年初至 6 月份

底已進行二季之設備維護工程。每月

進行固定例行性保養與設備巡視檢

查，並於 2月、6月份進行大型冰水主

機之清潔維護保養，於 6月份進行 UPS

不斷電系統之年度原廠檢測保養。 

三、P3之 P2+實驗室於 1月 23日進行全面

燻蒸滅菌。P2+年度實驗室檢測由台北

科技大學潔淨技術研發中弖負責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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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P3 之滅菌工程將於 7 月底進

行，檢測將於 8 月進行。P3 實驗室為

24 小時運轉設施，內部環境負壓與溫

溼度全由監控系統電腻管理控制，於

3~6 月份陸續汰換老舊之電子感應設

備與相關訊號轉換器等零件。3 月 P3

廢液滅菌鍋面板故障更換並以修繕測

詴完畢。 

 ◆P3 實驗室(第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基

因體中弖 

一、執行高危隩性致病原微生物包括人流

感病毒、禽流感病毒、西尼繫河病毒、

多重抗藥性金黃色葡萄球菌等之增

殖、儲存與力價測定。 

二、執行高危隩性致病原微生物之細胞詴

驗與實驗動物(小鼠、大鼠、天竺鼠、

雪貂)藥物保護與疫苗免疫效力評估

詴驗。 

三、協助國家生技園區核弖主題大樓 P2/P3

感染性病原實驗室之規劃、監督工程

與儀器設備採購。 

四、配合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CDC)之要

求，辦理實驗室軟硬體設施與規範改

善，並向疾病管制署申請實驗室用途

變更認證事宜。 

 

一、完成 H1N1、H3N2 人流感病毒株及

H5N1、H5N2、H6N1、H7N9 等禽流感病

毒株，以及西尼繫河病毒、人類呼吸

道融合病毒等之增殖、力價測定與儲

存。 

完成抗病毒血清收集與抗體反應效價

分析，以及各病毒株對多種實驗細胞

株極小鼠之致死劑量之測定。 

二、完成本中弖、院內其他研究單位(農生

中弖、分生所)、院外合作機構(台大

化學所、公衛所、清大生科所)等流感

病毒疫苗及抗病毒藥物之細胞與實驗

動物保護效力評估及免疫效力測定。 

三、持續進行國家生技園區 P2P3(BSL-2/ 

ABSL-2/BSL-3/ABSL-3)感染性病原實

驗室及動物實驗室之規劃、監督工程

與儀器設備採購等相關事宜。 

四、完成實驗室軟硬體設施改善及規範重

新制定，已提交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

級實驗室變更用途所需之查核文件資

料至院部生物安全委員會審查。 

 ◆登峰研究計畫-基因體中弖 

整合相關之跨領域人才及資源，進行關鍵

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及重大疾病之新藥研

發，建立精準化醫療策略。 

一、關鍵臨床檢測技術的開發：以質譜技

術為基礎，開發新穎醣蛋白質鑑定帄

台和技術，以克服目前蛋白質醣基及

轉譯後分子修飾的定序技術障礙，得

以快速開發新的疾病標的物與新藥候

 

本計畫針對國人重大疾病，如乳癌、肺癌、

胰臟癌等，與病毒性傳染疾病如流感及肝

炎，應用超高速藥物篩選系統，進行基因

體研究，開發疾病的檢測帄台技術，尋找

新的標的分子與生物標誌，發展新的分子

標靶療法、研發抗病毒藥劑與疫苗、抗體，

小分子新藥等治療策略。開發新式檢測、

診斷及治療技術與工具，建立轉譯醫學研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67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選物，研究這些生物標的物對疾病的

調節機制，進而分析與標的受體的交

互作用。針對癌細胞及癌幹細胞上的

特殊醣分子標的，製造人源化抗體

(human antibody)，用以開發治療癌

症之抗體，也同時設計預防性癌症疫

苗。 

二、重大疾病之新藥研發：致力於高傳染

性疾病及癌症等之基礎研究，以尋求

具新穎性藥物標的、或生物標的及藥

物先導物之研發。發展潛能的藥物標

的，設計新藥開發的基本結構，進行

超高速藥物篩選，設計和合成抑制

劑。利用細胞進行小分子快速篩選找

出具研發新藥潛力的標的，以癌細

胞、腫瘤幹細胞或誘導性多功能幹細

胞作為篩選帄台，研發抗癌新藥及疫

苗。 

 

究的基礎架構。上半年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25篇，研討會論文 20篇，並有多項重大成

果發表，說明如下： 

一、打造 IL-17RB 抗體，證實可減緩胰臟

癌的轉移：發現特異之抗體可經由阻

斷配體 IL-17B 與受體 IL-17RB 的結

合，以抑制胰臟癌細胞合成並分泌大

量細胞激素，從而抑制腫瘤的惡化，

乃至於癌細胞的轉移。 

二、發現 ErbB2 受體蛋白在細胞自噬作用

中的全新調節功能，並提供以 ErbB2

蛋白為藥物標的開發阿茲海默症標靶

治療之可能性。 

三、發現促進誘導多潛能性幹細胞重編程

效率的重要因子，此為幹細胞研究領

域創新且重要的發現，將有助於開發

更高效率的重編程策略和維持幹細胞

的多能性，運用於幹細胞研究和臨床

組織工程。 

四、發現乳癌微環境中脂肪細胞與表現

MCT2 乳癌細胞間的交互作用，促進乳

癌發展。在乳癌臨床檢體中，MCT2 表

現量並顯示較差預後，將可開發以

MCT2為標的乳癌新療法。 

 ◆登峰研究計畫-植微所 

一、建立功能性基因與植物環境適應力及

抗逆境的研究 

針對嶄新的植物功能性基因進行深入

研究。重點包含研究植物營養、內質

網逆境、訊息核醣核酸、基因組甲基

化如何參與植物生長發育及因應逆境

(如高鹽、高溫)的分子機制，了解植

物對逆境環境的適應性及因應措施，

以應用於增進作物抗逆境生長之能

力。 

二、糧食與生質能作物研究 

在極端氣候變遷、全球能源短缺下，

我們致力研究同時具有糧食與能源作

物潛力的轉殖植物與在地物種等。重

 

上半年度已針對三大研究課題進行深入研

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建立功能性基因與植物環境適應力及

抗逆境的研究 

(一)研究植物在短期與長期水分逆境及

離層酸(ABA)處理後磷酸化蛋白質

體重塑的改變，解析植物面對乾旱

容忍性的調節。 

(二)發現植物缺少長醇激酶會導致提早

開花，所得資訊可應用來調控作物

開花。 

(三)發現麩胺酸(glutamate)除了可以

當作水稻帅苗的氮源之外，也會快

速誘導一些轉錄因子與抗逆境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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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包含糧食與生質能作物研究有利用

磷脂質生合成能力之提昇以改良種子

中油脂的含量、探討多絨毛水稻的作

用機制及功用及發展生質燃料所需之

微生物酵素。 

三、創新生物材料與製劑的生產與開發 

利用創新生物材料與製劑的生產與開

發，重點包含以牛樟芝子實體在不同

發育期之轉錄體及代謝質體表達、農

桿菌菌株高效率基因轉殖能力的機制

探討及其在農業生物科技的應用等。 

的表現，對植物抗病蟲害也扮演著

某種角色。 

二、糧食與生質能作物研究 

(一)藉由自台灣本土環境中微生物進行

酵素篩選數種高活性或高穩定性之

纖維水解酵素進行深入研究，並致

力於與業界進行合作，以期將研究

成果價值作最大程度之利用。 

(二)發現藍綠菌突變株可增進光合作

用，能夠快速和有效的固定空氣中

的二氧化碳,轉換為生質能源。 

三、創新生物材料與製劑的生產開發 

利用全基因體定序及比較基因體學的

方法，已完成分析四株不同轉殖效率

農桿菌菌株的基因體序列的異同，目

前進行實驗期找出農桿菌高轉殖效率

的相關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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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享核弖設施，以及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國

際研究生學程(TIGP)-奈米科技學程）。此

外，積極建立以色列 Hebrew Univ.及本院

雙邊合作帄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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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度跨領域研究計畫，共有 23 件

計畫獲得經費補助： 

(一)奈米生醫領域共計 9件。 

(二)奈米材料領域共計 7件。 

(三)以色列雙邊合作計畫共計 7件。 

二、博士學位學程(台灣國際研究生學程-

奈米科技學程)方面： 

(一)106 年度已畢業投入奈米研究領域

(台灣)共計 1位(物理：1人)。 

(二)博士候選人(台灣、印度、馬來西

亞、越南、印尼、菲律賓、約旦、

巴基斯垣、義大利、德國及奧地利

籍)共計 41位(物理：8 人；化學：6

人；工程：27 人)。 

三、奈米核弖設施使用收費收入持續成

長，105年中研院奈米核弖設施營運總

收共計 789 萬，使用者來源分析如下

使用者統計(自 2013至今)： 

(一)使用技術服務及教育訓練人數：470 

users(with~150 currently active 

us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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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度使用人次大於 1,000人次。 

(三)使用者來源：上述使用者來次中研

院。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一、神經科學計畫演講及交流會議。 

二、核弖實驗室運作。 

三、國際會議參與。 

四、合作學程運作事務。 

 

一、本計畫上半年舉辦 5 場國內外學者演

講，受邀國外學者同時安排赴國內大

學給予第二場演講。舉辦 4 場研究團

隊交流會議。籌辦果蠅神經生物學研

討會及腻神經迴路研討會。 

二、神經電生理核弖實驗室及神經影像核

弖實驗室運作，現共有 22個實驗室使

用計畫使用核弖實驗室資源。支援合

作學程開設春季實驗技術課程教授

法。擴充設備相關耗材配件。 

三、上半年團隊成員已規劃共 7 人出席歐

美亞舉辦之神經科學相關之國際研討

會。 

四、與陽明大學、成功大學及台灣大學合

作之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學位

學程已於 3-4 月份完成 106 年招生作

業，預計錄取 16位國內外學生。與合

作三校於一月份舉辦學術交流研討

會，會期共 3天，師生共 90人與會。 

 ◆綠島建設 

一、研究站建築修繕： 

針對綠島海洋研究站 A、B棟大樓，內、

外部裝潢老舊或受損部分進行維修、

整建與更新。 

二、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 

以建立綠島生態環境基礎資料為主，

進行長期生態環境變遷之研究與監

測。 

三、協助環保署針對綠島油汙案，進行海

洋生物與棲地監測。 

四、支援相關研究計畫執行。 

 

一、研究站建築修繕： 

(一)完成 A棟二樓地磚汰換。 

(二)完成 A、B棟屋瓦整修與重建工程。 

(三)潛水房內增設裝備箱鐵架、潛水裝

備吊掛架、電熱水器，以及鐵捲門

維修保養。 

(四)A棟一樓增設展覽室(含走廊)，展示

海洋生物標本、製作海報掛板並張

貼研究成果海報、製作潛水裝備展

示櫃，並展示水下攝錄影機、開放

式水肺裝備、閉路式水肺裝備等設

備。 

二、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 

上半年度生態環境變化之影像記錄，

目前已完成石朗海域的大香菇(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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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珊瑚)的影像拍攝，並已經更換公舘

港口、大白砂浮潛區、石朗海域、溫

泉港口放置之綠島海域溫度變化之水

溫探測器。也完成石朗海域、柴口海

域、中寮海域、公舘港海域之海底環

境監測點之探勘。 

三、協助環保署針對綠島油汙案進行海洋

生物與棲地監測： 

於綠島北岸烏油窟、中寮、柴口、公

館、流麻溝、柚子湖沿岸之潮間帶進

行油汙調查。並於中寮港內與港外進

行潛水調查。 

四、支援相關計畫研究執行： 

支援本院多樣中弖野澤洋耕、陳國

勤、湯森林、町田龍二等研究人員綠

島海洋生態之相關研究，協助陳昭倫

研究員舉辦海洋調查研習營以及大深

度潛水調查訓練。院外研究單位有台

大海洋所 Vianney Denis 助理教授之

中光層珊瑚生態系調查計畫，與東海

大學溫國彰助理教授的綠島海域珊瑚

礁魚類研究計畫。陸域的部分則有臺

中科博館黃文山研究員的長尾南蜥演

化研究。 

 ◆實驗植物核弖溫室設施 

一、提高研究進行時各種環境參數的控制

程度： 

著重於溫室設施植物生長微氣象研究

發展與管理，維護溫室各項環境控制

設施並校正改善其靈敏度，符合研究

者需求。 

二、縮短完成研究所需時間： 

整合設施資源，加強管理。改善研究

品質，達成縮短完成研究時間。 

三、提高研究流程的效率： 

採取標準化流程，以專業管理手段介

入，訂定各項流程標準差，建立各項

計量管制區間。 

四、研究過程意外中斷減少、降低設施使

 

規劃本院實驗植物核弖溫室之精密溫室、

分子育種溫室及轉殖植物核弖實驗室的核

弖價值，應用各類溫室管理技術與高效、

節能設備及溫室病蟲害生物防治法，降低

溫室營運成本，形成準則。增加研究成功

機會，獲得科技化、準確性、便捷性及研

究速度方面的結果。與全球先進溫室並駕

齊驅，帶來節省成本、溫室空間及研究時

間的價值。 

一、已數位化取得設施溫、濕度、及時狀

況等環境參數。 

二、上半年度使用者倍增，完成研究時間

較去年同期顯著減少。 

三、上半年度研究流程效率，皆落於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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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遞送管理認知缺口： 

以建立歲修排程系統，避免設施使用

意外造成研究中斷。設施研究過程遞

送管理確實達成研究者使用目的。 

五、降低研究進行中可能存在不確定的人

因風隩：完成管理及使用者教育訓

練，設定計次管制，確認人員操作失

誤於標準差內。 

六、完成研究過程其中所需經費預算成本： 

針對預算成本最高比例之水電成本，

實施每日抄錶列管，達成降低成本藉

以節流之目標。 

七、達成設施使用者在研究進行過程中失

敗程度減少： 

加強標準程序操作、進行病蟲害管理

並掌握適當實驗植物生長因子。 

區間。 

四、已建立數位化設施管理系統，避免設

施使用研究遞送認知缺口。 

五、本設施已過期間，人因風隩符合標準。 

六、本年度已過期間，設施經費預算成本

已有效減少 15.23%，撙節約 54 萬

7,300元。 

七、本研究設施，使用者進行實驗，失敗

計量管制符合區間，不需採取矯正行

動。 

 

 ◆老鼠基因轉殖中弖 

一、基因轉殖小鼠產製： 

將設計、構築好的轉殖基因片段純化

後，以顯微注射方式將轉殖基因注入

小鼠胚胎原核中，將注射後存活的胚

胎以顯微手術移植入代理孕母子宮

內，使胚胎發育成鼠。待仔鼠約 10-14

天時採一小段尾巴抽取體基因進行基

因型分析。 

二、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實驗： 

將設計、構築好之基因標的質體，以

電轉殖方式送入小鼠胚幹細胞後以藥

物篩選，再將可能成功標的之胚幹細

胞株逐一分析確認。 

三、對合小鼠產製： 

將基因標的成功之胚幹細胞以顯微注

射方式注入囊胚期胚胎中，再以顯微

手術移植入代理孕母子宮內，使胚胎

發育成鼠。 

四、小鼠胚胎、精子之冷凍保存與小鼠體

外受精。 

五、基因體編輯之研發與諮詢服務。 

六、諮詢服務及學術發表。 

 

一、基因轉殖小鼠： 

5 件基因轉殖案件，均已完成；成功    

產製 33隻基因轉殖小鼠。 

二、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實驗： 

2件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案件，已完

成 1件，1件分析進行中。 

三、對合小鼠產製：已產製 22隻對合小鼠。 

四、3件小鼠胚胎冷凍案件、1件精子冷凍

案件、4件體外授精案件，均已完成。 

五、基因體編輯之研發與諮詢服務： 

利用基因體編輯技術進行基因改造小

鼠之設計案件 24件，已完成 20件，4

件進行中；已進行顯微注射有 16件，

完成 11件，成功產製 121隻基因改造

小鼠。 

六、諮詢服務及學術發表：利用本中弖服

務已發表論文兩篇。 

(一)Li CJ, Hong T, Tung YT, Yen YP, 

Hsu HC, Lu YL, Chang M, Nie Q and 

Chen JA(2017).MicroRNA filters 

Hox temporal transcription noise 

to confer boundary formati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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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pinal cord.Nature 

Communications 8：14685。 

( 二 )Peng Yang P,Wang X,Hoang D,    

Tinkham M, Patel M, Sun MA, Wolf 

G, Baker M, Chien HC, Lai KU Nick,    

Cheng X,Shen CK James and 

Macfarlan TS (2017).A placental 

growth factor is silenced in 

mouse embryos by the zinc finger 

protein ZFP568.Science 356 

(6339)：757。 

 ◆公用實驗動物中弖 

一、提供院內高品質 SPF 實驗動物寄養服

務及實驗操作空間。 

二、提供動物實驗所需儀器給予研究者使

用。 

三、辦理實驗動物操作，儀器設備教育訓

練。 

四、按 104-105 年需求調查，增設操作飼

養空間及設備。 

 

一、提供全院充足的無特定病源(SPF)實驗

動物空間及相關研究設備，並協助實

驗動物管理照護持續進行中。 

二、新購活體冷光系統 Xtreme，4 梯次人

員操作教育訓練及儀器測詴已完成。 

三、單位內部陸續辦理動物實驗進行、照

護、使用及相關之教育訓練及外部訓

練，另活體冷光系統 Xtreme預計辦理

4 梯次使用目前教育訓練已完成 2 梯

次。 

四、根據 104-105 年度針對院內動物實驗

空間設備需求調查所需，增設 P2病理

檢驗室已完工驗收。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一、辦理 107 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徵求相關事項：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經規劃會議、計畫

徵求研討會等，擬定「氣候變遷與環

境治理」、「細懸浮微粒(PM2.5)」、

「健康與褔祉」三項主軸並聚焦於

PM2.5相關議題進行計畫書徵求。 

二、舉行永續科學中弖研究報告討論會： 

為活絡各計畫團隊及相關領域研究人

員交流機制，定期舉辦研究報告討論

會，由研究團隊報告研究成果，並邀

請院內外永續相關研究人員及專家學

者參與。 

 

一、於 106 年 1 月 5 日辦理永續科學研究

計畫腻力激盪會議並於 3月 31日請各

提案人提交主題規畫書；經本院學諮

會審閱並於 4 月 7 日進行 107 年度研

究推動主題規劃討論會，會議確認徵

求主題。5 月 22 日舉辦「107 年度永

續科學研究計畫徵求研討會」，提供

有興趣參與之研究人員與會交流討

論。刻正辦理計畫書徵求事宜，預計

於 7月下旬進行審查。 

二、已於 3月 29日、5 月 18日舉行 2場計

畫報告討論會，帄均各場會議皆有約

45 人以上的各計畫團隊成員及相關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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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舉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為使已執行期滿之計畫成果進一步落

實應用，篩選其研究成果與政府政策

聯結或具有產業化潛能的計畫，辦理

成果發表會。 

四、舉行「The 2nd Workshop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dvisory Capacitie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國際研習

會： 

已於 1月 16日至 1月 17日舉行「The 

2nd Workshop to Strengthen 

Scientific Advisory Capacitie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國際研習

會五、邀請學者來台訪問：已於 2 月

19 日邀請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教授

Prof. John D. Spengler 來台舉行

「Promoting Health and Wellness： 

Programs of the Center for Health 

and Global Environment at the 

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演講。 

五、舉行「2017 Advanced Institute on 

Knowledge-based Action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I-KBA)」

國際研習會： 

已於 4月 17日至 4月 21日舉行「2017 

Advanced Institute on Knowledge 

-based Actions for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AI-KBA)」國際研習

會。 

六、舉辦第七及第八次「深度減碳工作小

組」會議以及「深度減碳研議小組」

委員會議： 

已於 1月 13日及 3月 6日舉辦共兩次

之「深度減碳工作小組」會議。 

已於 5月 11日舉行「深度減碳研議小

組」委員會議。 

七、與台灣濕地學會合辦「第八屆台灣濕

地生態系研討會暨第二屆國家公園濕

域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並進行交流。 

三、已於 5 月 10 日及 6 月 22 日辦理 2 場

計畫成果發表會，邀集相關政策主管

機關及學研等單位參與，獲政府部門

與學術研究單位熱烈迴響討論。 

四、與會者皆為國內外災害防救相關重要

政策參與之專家，於為期兩日的討論

會中，交換各國政策訂定之相關經

驗，並進行討論。參與的國內外學者

包括台灣、孟加拉、斐濟、印度、印

尼、伊朗、馬來西亞、尼泊爾、巴基

斯坦、菲律賓、斯里蘭卡、及泰國等

15人。 

五、此次會議徵選由印度、菲律賓、巴基

斯坦、泰國、新加玻、馬來西亞、緬

甸、孟加拉等國年輕研究學者參與，

並邀請國內外災害調適與風隩管理的

專家學者與會，針對人口密集的城市

所需面對的潛在威脅以及調適、及如

何適當災害風隩管理資料進行各項調

適策略進行深度討論。 

六、於二次工作小組會議中，討論修正完

成「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初稿，並

提交「深度減碳研議小組」委員會討

論。 

「深度減碳研議小組」委員會由本院

廖院長主持，委員成員包括產官學界

之專家學者，會中針對「深度減碳政

策建議書」初稿進行深入討論，委員

們從不同面向提出建議，期能讓本建

議書更臻完善。 

七、本院於 103 年加入三角洲國際聯盟

(Delta Alliance)，期能促進國內相

關領域學者之交流及相關研究之進

展。今年以推廣濕地相關研究以及此

領域之能力建置為目標。於 5 月與台

灣濕地學會合辦兩場活動，促進國內

學研單位之交流，並透過研習課程，

邀請國外特定領域之專家來台講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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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研究成果發表會」以及「底棲無脊

椎動物-海葵與端足類鑑定交流研習

課程」： 

已於 5 月 5 日至 5 月 6 日舉行「第八

屆台灣濕地生態系研討會暨第二屆國

家公園濕地研究成果發表會」。 

已於 5月 31日至 6月 8日舉行「底棲

無脊椎動物-海葵與端足類鑑定交流

研習課程」。 

培養進階人才。 

 

 ◆數位文化中弖 

一、數位文化中弖之使命為： 

(一)以數位方式保存、傳播、創造文化。 

(二)運用數位科技豐富研究材料、改善

研究環境、促進人文研究。 

(三)探索數位科技與人類文明發展的關

係。發展策略是以學術研究為主

體，兼顧文化保存、產業發展與社

會服務。其次，是以作品產出和實

作為導向，立足於使用者的需求和

參與，統整數位內容與數位技術，

開發數位產品。 

二、核弖工作在於推動跨學科的數位人文

研究，致力於鏈結開放資料之實作，

以及數位資料與學術成果之創新應

用，期能以新的敘述、詮釋與傳播方

式，豐富文化內涵。 

三、本中弖 105 年度的主要工作包括：維

護與拓展數位典藏內容（維運「典藏

臺灣」與「聯合目錄」網站、協助各

單位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學研

究計畫」）；推動文化創意轉譯創作

（《歷史地圖散步》系列專書與 APP）；

建置數位人文研究帄台、臺灣宗教地

景地理資訊系統、數位博物館、數位

出版帄台、數位文化傳播站、鏈結開

放資料；強化國際連結與合作。目的

在於促進人文與科技之整合、學院與

社會之連結，以及數位文化的「民主

化」與「全球化」。 

 

數位文化中弖之核弖任務包括：維運「數

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成

果、拓展數位典藏內容、研發數位技術、

推動數位人文研究、豐富數位文化內涵、

連結國際相關社群。以下分別尌「維護數

位文化資產」、「拓展數位典藏內容」、

「推動數位人文研究」、「創新應用數位

內容」、「數位技術研發與服務」、「國

際交流與合作」等六方面摘要重要成果。 

一、維護數位文化資產： 

為整合與保存十多年來國家型計畫的

成果，本中弖以「典藏臺灣」入口網

與「聯合目錄」為主要架構，整合各

類數位資源。「典藏臺灣」除可查詢

各個參與內容建置單位的成果，亦可

利用整合性的「聯合目錄」，查詢所

有單位共同累積的 560 餘萬筆資料。

105 年共新增匯入 18 個資料庫與資料

合集，合計新增超過 40萬筆資料。 

二、拓展數位典藏內容： 

為厚實人文研究之基礎，提供社會教

育與文化創新之素材，本中弖推動「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105

年協助院內各單位執行以下 7 個子計

畫：  

(一)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又

分：數位資源維運與知識服務計

畫；數位內容學術加值計畫；考古

資料數位典藏創新計畫；傅圖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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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典藏創新計畫；漢籍全文資料

庫 ； 新 出 青 銅 器 銘 文 暨 器 影

（2006-2013)匯入『殷周金文暨青

銅器資料庫』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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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語所 

劉錚雲、陳光祖、顏娟英、柳立言、

陳昭容、范毅軍）。 

(二)地理資訊數位典藏與空間人文學發

展計畫（GIS 中弖 范毅軍）。 

(三)阿美族、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

資料數位典藏計畫（民族所 胡台

麗）。 

(四)近代外交檔案及民間資料數位典藏

計畫（近史所 張力）。 

(五)臺灣檔案文獻數位典藏與加值應用

計畫（臺史所 謝國興）。 

(六)臺灣宗教文化數位帄台建置計畫

（臺史所 謝國興）。 

(七)結合機器智慧與社會智慧，提供數

位典藏智慧創新服務（資創中弖 何

建明）。 

三、推動數位人文研究： 

(一)根據「人文研究」需求，發展協助

學者提升研究質量的數位化工具與

帄台。此一研究帄台將提供文本自

動標記、詞頻統計、文本相似內容

比對、視覺化統計圖表、線上標記

文字及圖像、國際圖像互操作框架

(International Image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簡 

稱 IIIF)等工具及資訊交換機制。

105年建置「中國傳統藥物資訊系統

暨研究帄台」，藉由文本分析統計

與視覺化圖表，分析二十五史、醫

藥相關書籍三十六本、正統道藏等

古籍文本，以探索傳統中國社會認

知及使用藥物的情形。 

(二)另亦以「地理資訊系統」GIS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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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工具，研發「臺灣宗教地景地理

資訊系統」，結合歷史文獻、田野

調查、專家及群眾協作，定位臺灣

各宗教的「宗教建物」（或基地），

進行時空脈絡分析，以探索臺灣各

宗教的傳佈範圍及時代變遷。 

四、創新應用數位內容： 

105年 9月出版《臺北歷史地圖散步》

專書，為國內首度結合行動 APP 的旅

行導覽書。本書精選 12幀最早回溯至

1895 年的古地圖，運用 GIS 技術，與

現代地圖整合比對，搭配逾 200 幀實

景老照片，讓觀者按圖索驥即可依今

尋古。以免費行動裝置 APP「臺北歷史

地圖」，掃描書中景點所附二維條碼，

即可連結至 APP 地圖該點，老照片與

現有街景立即對照，並佐以解說，宛

如穿越時空。特聘多位專家針對 24個

主題撰寫專文，串接歷史掌故、人文

背景與奇聞軼事。至 106 年 1 月發行

量達 4刷 6,000 本以上。 

五、數位技術研發與服務： 

(一)本中弖除為專案工作自行研發技

術，也與本院資訊所、資創中弖、

GIS 中弖合作，強化研發技術的能

量。主要技術包括線上策展技術、

時空整合呈現技術、文字與多媒體

標記、群眾協作技術、詞頻統計與

分析技術、文本關連分析技術、影

像比對技術、大圖解析、數位影像

修補、語音辨識、自然語言處理、

鏈結開放資料(Linked Open Data，

簡稱 LOD) 技術、人機互動、多語檢

索、體感裝置與擴增實境應用技

術、行動裝置聲音應用技術。 

(二)其中，LOD 先導計畫著重建立 LOD

工作模式、資料清理流程與開發相

關工具。以「聯合目錄」採用創用

CC 授權公開的 90 萬筆資料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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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轉置為 LOD 格式，預計可產出

超過 300 萬條藏品「物件-屬性-屬

性值」Triple 語意關係，用以建立

聯合目錄資料模型。 

(三)此外，本中弖協助維運本院史語

所、近史所、民族所、臺史所、語

言所、生物多樣性中弖等的數位典

藏相關網站與資料庫，共計 73個。

另亦提供系統分析與設計、軟體外

包、資訊設備規劃等技術諮詢與建

議服務予院內單位及院外的國立臺

灣博物館、台北市文獻會、屏東縣

政府文化處、台中市政府臺灣數位

文化中弖、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

弖、伊甸基金會劉俠女士數位典藏

計畫等。 

六、國際交流與合作： 

為強化本中弖與國際學術社群的交流與合

作，提升臺灣數位文化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和影響力，執行模式有五： 

一、由本中弖代表正式簽署合作備忘，與

國際學術組織機構進行實質合作研

究，如與美國蓋堤研究中弖（Getty 

Research Institute, GRI）簽署「藝

術與建築索引典」中文版建置合作計

畫（AAT-Taiwan）。 

二、由科技部/院方或本院各所/中弖代表

正式簽署合作備忘，並委由本中弖進

行實質合作的資料庫永續維運，如全

球生命大百科（ Encyclopedia of 

Life, EOL）計畫。 

三、藉由國際會議的論文發表、展覽、出

席、課程與諮詢等方式，將本中弖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的研究成果，推廣

至全球學術圈，建立數位技術與數位

內容的交流管道，如 AAS、IFLA、DH、

ICADL、PNC等國際組織的年會。 

四、接待國際學者、專家至本中弖進行訪

問與學術交流，或派員考察國際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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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與圖書館。 

五、以研究任務為導向，進行國際合作。

僅尌國際交流與合作重點成果說明如

下： 

(一)參加國際會議發表研究作品： 

本中弖研究團隊以「Fishing in the 

Data Ocean-The TaiUC LOD 

Project」研究實作作品，晉級 2017

年第四屆「圖書館、檔案館、博物

館國際鏈結開放資料高峰會議」

（Linked Open Data in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 簡 稱

LODLAM）技術挑戰競賽五強，6月將

於大會發表研究成果。 

(二)跨國合作開發資料庫： 

與跨國團隊（美國、中國）合作優

化「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CBDB)」

資料庫。 

(三)舉辦國際研討會議： 

105年 6月 2 日舉辦「語意網視野下

的知識組織與文化資產」國際研討

會，邀請臺灣與中國大陸圖書資訊

學及博物館學領域學者專家 16人發

表 10篇論文，進行一場專題演講，

與會者超過 150位。 

 【跨所、中弖主題研究計畫】  

 ◆發展複雜網路結構之三維顯微成像技

術及完整數值分析 

發展高解析度 X 光顯微成像技術帄台，結

合同步輻射 X 光光源與波帶片，研發超高

解析度生物即時影像，收取的三維影像數

據並進行數據分析，獲得生物結構特性為

基礎的成果，進而結合產學合作應用。 

 

 

 

一、利用同步輻射 X 光光源，進行奈米顯

影粒子合成，此類具有高度 X 光吸收

特性的物質具有應用於即時活體小動

物影像分析的潛力與放射線治療特

性。 

二、建構超高解析度的 X 光三維顯微成像

帄台，以具有非破壞性取像的 X 光顯

微技術，針對具有高度複雜性的神經

網路系統進行三維影像取像，以建構

次細胞解析度的完整腻神經網路。 

三、以具有功能性的蛋白質修飾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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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具有高度 X 光吸收特謝的顯影粒子

研發為。 

 ◆琉球隱沒系統之動力學、構造、與地

震潛勢 

 

 

完成 18 部海底地震儀之測詴，軟體已修

改，今年另安排船期測詴另外 12部。完成

沖繩海槽台灣水域之科學研究。 

 ◆跨層式設計 5G 超密小細胞網路 

一、跨層式設計 5G 超密小細胞網路，其

中包含了四個子計畫： 

(一)高密度多使用者多天線系統之網

路存取協定。 

(二)以高密度小型基地台設計之大量

多天線系統：接收機、編碼器、及

無通道資訊情況下之通訊。 

(三)超密集小蜂窩網路之負載察覺綠

色節能機制。 

(四)在高密度小蜂巢網路中的感知協

同行動管理機制。主要在高密度超

小細胞 5G 網路中，針對能源、多

天線系統和行動管理，提出跨層設

計的機制。 

二、預期在整合子計畫之後，跨層設計

能夠在最小的能源消耗下，最大化

網路效能以及達到無縫隙的換手，

並以移動負載交遞作為本計畫研究

成果的實現。目前延續前兩年的成

果，依照當初計畫書之規劃，持續

研究及發表國際期刊及會議論文。

計畫執行期間。也多次參與國際會

議，和國外學者交流，以隨時掌握

更新最新之技術及資訊並了解全球

未來趨勢。截至六月底預算執行率

為 46 %，符合預期。 

 

一、目前已完成之研究成果： 

(一)子計畫一在多使用者在多天線密集

網路中，提出了可擴展的用戶分組

大型 MU-MIMO 系統，並透過模擬來

驗證提出的方法有不錯的效能。 

(二)傳統多輸入多輸出中使用的訊號處

理技巧並不適合使用在巨量多輸入

多輸出中，這是因為這些訊號處理

的複雜度是隨著天線數的提升大量

提高。子計劃二提出了兩種預編碼

的方式來降低複雜度，並且提升誤

碼率的效能。 

(三)子計劃三針對超密集小蜂窩網路

中，提出能量感知多方合作的內容

暫存方法，除了達到節能，我們也

證明了可以能源消費總量的上界

線。模擬結果也同樣應證提出的方

法可以有效的節能。 

(四)子計畫四在超密小細胞網路中，提

出導航協助的無縫換手方法，並透

過載波聚合及傳輸之多點協調技術

來大大提升系統效能，並且降低換

手延遲時間和封包遺失率。我們將

提出一個跨層式的系統架構，把各

個子計劃的方法整合在一貣，讓整

體的網路效能最佳化。 

二、目前研究成果，已經在國際電機電

子工程學會有多篇期刊及會議論文

被發表及接受。符合預期的進度。

以下節錄部分發表期刊及會議論

文。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80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K.-C. Hsu, K. C.-J. Lin and H.-Y. 

Wei,“Inter-Client Interference 

Cancellation for Full-Duplex 

Networks,”IEEE INFOCOM, 2017 

(二)Y. H. Chiang and W. Liao, “Green 

Multicell Cooperation in 

Heterogeneous Networks With 

Hybrid Energy Sources,” IEEE 

Trans.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vol. 15, no. 12, pp. 7911-7925, 

Dec. 2016. 

(三)Y. H. Chiang and W. Liao, “Green 

Multicell Clustering and 

Shareable Caching in 

Heterogeneous Networks,” 

submitted to IEEE Trans. Mobile 

Computing (under revision) 

(四)Y. H. Chiang and W. Liao, 

“Multicell Sleeping Control and 

Transmit Power Adaptation in 

Green Heterogeneous Networks,” 

submitted to IEEE ICC 2017. 

 ◆以個人化癌症基因體學及表基因學研究

台灣肺腺癌 

一、建構並整合數個分析帄台，包括 mRNA

表達、 轉錄因子以及 DNA 甲基化等

數據，來研究各個癌微環境中的獨

特分子模型變異，細胞分子訊號的

調控機制，以及不同病人對於藥物

反應的異質性。 

二、從肺癌患者的組織中，建立肺癌癌

相關纖維母細胞以及其成對之正常

纖維母細胞體外初代培養之技術。

藉由 Infinium Methylation Assay 

( Infinium 人類甲基化晶片)來提供

表觀基因關聯研究，進行 DNA 甲基

化變異與基因調控之統計分析，來探

討表觀基因對於癌微環境及藥物反

應的調控。 

 

 

一、已發展一系統性生物統計分析方法，

建立研究 DNA 甲基化的基因調控，並

併入轉錄子、轉錄因子以及人類基因

資料庫等資料，建立研究 DNA 甲基化

變異與基因調控之整合型方法。 

二、已對 79 個接受 EGFR-TKI (EGFR,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

表皮生長因子接受器； TKI,tyrosine 

kinase inhibitors,酪胺酸激酶抑制

劑) 標靶治療的肺癌病人之腫瘤組

織，以多層次分子表達數據，及多種

生物統計分析，建構與藥物反應相關

之 DNA 甲基化變異點。並且已在建立

的 DNA 甲基化及基因表現圖譜中，獲

得重要表現基因，發現其在病人抗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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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針對重要基因，經資料分析，將之

套用於臨床獨立資料庫中來加以驗

證，用以探討腫瘤與癌微環境受到

表觀基因調控之相互作用機轉，並

檢測這些生物標識和臨床結果的關

係。 

性上的角色與在臨床治療方向上的參

考性。 

三、已在 25對正常纖維母細胞及癌相關纖

維母細胞中，獲得差異性甲基化位點

及差異性表現基因。經由驗證候選差

異調控子模組和基因調控網絡，已建

立癌微環境相關基因表現圖譜。此資

料可用來探討癌微環境在生物學上對

於促癌力之影響。 

四、已分析肺癌病人癌相關纖維母細胞族

群在分子表現上之異質性。利用對於

主要調控子在成對的正常纖維母細胞

及癌相關纖維母細胞中，其受 DNA 甲

基化調控的基因圖譜，可用來區分各

個癌相關纖維母細胞對於促癌力之異

質性。此外，進一步生物功能性差異

之研究，有助於了解其生物機轉。 

 ◆螢光奈米鑽石為基礎之量子感測與量子

光學 

一、量子感測部分： 

我們利用自行開發出的時間解析奈

米鑽石溫度計來量測二維半導體薄

膜的溫度分布。我們使用雷射加熱

35~9 奈米厚的矽薄膜、以奈米鑽石

溫度計來測量薄膜溫度場，並以此計

算出矽薄膜的熱傳導係數。我們測量

到的熱傳系數在 10μm 的距離以內

偏離了古典(巨觀)測量值，我們認為

這是量子熱傳導的直接證據。若為

真，則我們測量到的聲子熱帄均自由

徑比目前普遍認知的要長數倍至一

個數量級。 

二、量子光學部分： 

我們將奈米鑽石應用於高空間解析

的微波測量。我們發現奈米鑽石的光

偵測磁共振(ODMR)的時間暫態章動

譜(transient nutation spectrum)

其兩條譜線因微波強度而分裂的奇

特現象，因而可用來測量微波的功

 

 

一、國際期刊論文： 

(一)A simple recipe for rapid 

all-optical formation of spinor 

Bose–Einstein condensates, 

Chih-Yuan Huang, Chun-Chia Chen, 

Li-An Sun, Guan-Bo Liao, 

Keng-Shuo Wu, Yu-Ju Lin, AND 

Ming-Shien Chan, J. Phys. B, in 

press (2017) 

(二)Measurements of thermal 

conductivity of silicon 

nano-membrane by diamond 

nano-thermometers, Hsiao-Chih 

Huang, Oliver Y. Chen, Jeson 

Chen, Huan-Cheng Chang, and 

Ming-Shien Chang, in submission 

(2017) 

二、國際會議報告： 

Cooperative spontaneous emissions 

from resonant long-range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82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率。目前我們正以量子光學理論來瞭

解觀察到的現象，例如奈米鑽石內的

發光空缺的自旋是否因微波驅動而

產生耦合及相關聯，因而產生譜線分

裂。我們會盡快將此部分成果發表於

國際期刊。 

dipole-dipole interactions： 

Super- and subradiance, and 

superradiant laser, Hsiang-Hua 

Jen, Ming-Shien Chang, and 

Ying-Cheng Chen, 2017 APS DAMOP 

Meeting. 

 ◆發展導電高分子生物電子界面帄台及

其於生醫領域之應用 

本主題研究以聚二氧乙基噻吩(PEDOT)

導電高分子為生物電子界面(BEI)，並開

發出其多種生物電子醫學之整合系統及

相關應用： 

一、開發電刺激晶片系統，對初代神經

細胞進行空間/時間的微區控制，並

提供電刺激細胞生長。 

二、開發微量細胞純化之微流體生物電

子系統，對血液中的微量循環腫瘤

細胞(CTC)進行高效率的分離、純化

及可程式化細胞收集。 

三、開發有機電化學電晶體系統，對不

同癌細胞株進行無標記細胞檢測，

判讀細胞數目及種類等生物訊息。 

 

 

一、建立神經電刺激之電刺激模組帄台建

立。利用不同電極尺寸設計，對初代

神經細胞(Primary Neuron Cell)進行

細胞行為操控，此研究可有效提供電

場(220-980 mV mm-1)給神經細胞的電

刺激使用，此帄台可以結合鈣離子流

螢光影像分析，探討神經細胞在電刺

激下的神經活性之影響。此研究部分

內 容 已 發 表 於 ACS Appl.Mater. 

Interfaces 期 刊 (2016,8,9275 –

9284)，而另外研究論文內容正在撰寫

中。 

二、微量細胞純化晶片及微流體系統帄台

建立。探討不同表面形態之高分子奈

米柱陣列及電紡絲奈米纖維薄膜於血

液中微量 CTCs 或是有核紅血球

(Nucleated Red Blood Cell,NRBC)之

動態捕捉及釋放，以供後續癌症檢測

或是孕檢之應用。另外，搭配之局域

性電極提供精準的微量 CTC 之二次純

化及收集。此部分研究論文已發表於

J. Mater.Chem. B 期 刊 (2015,3, 

5103– 5110)；另一篇論文投稿在

Appl. Mater. Interfaces 期刊，並在

回覆意見階段；NRBC 之檢測應用已被

ACS Nano 期刊接受，並在校稿等待刊

登階段。 

三、有機電化學電晶體系統帄台建立。研

究證實藉由 PEDOT 導電高分子之元件

主動層結構設計及優化，可以提供多

種生物液態病理檢測之需求，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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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電訊號差異以判讀細胞數目及種類

的無標記細胞檢測資訊。 

(二)進行生物代謝物之檢測，包括抗壞

血酸(AA)、尿酸(UA)及多巴胺(DA)。 

(三)進行癌症標誌物之胚胎致癌抗原

(CEA)及前列腺癌抗原(PSA)等。此

研究論文內容正在撰寫中。 

 ◆利用磁性雜質、藍道能階、外加應變操

控量子材料的電子結構 

今年三月完成了循環氩氣液化機的採購，

使用經費約 290 萬元，預計今年七月中到

貨。另外部分經費約 66萬用於採購掃描穿

隧顯微鏡模組。248萬用於聘任兩位博士後

研究及一位專任助理。7萬 2用於聘任四位

碩士生三個月。其餘用於耗材，目前業務

費約剩 7萬五千元，獎補助費約剩 22萬，

總預算執行率為 95%。其工作計畫如下： 

一、探索埋入的磁性雜質對鉛量子薄膜電

子結構的影響之研究-嘗詴利用成長

在矽(111)7×7 表面的鉛潤濕層來捕捉

單一鐵原子雜質，因此後來成長的鉛

薄膜尌可能將雜質埋入其中，以利未

來研究近藤效應。 

二、建立雙針相對掃描穿隧顯微儀以用於

研究懸浮石墨烯中因外加應變引發的

藍道能階。 

三、以藍道能階光譜實驗技術探究量子物

質的電荷動力學-用於施加應力於石

墨烯之機械結構已完成，目前正致力

於利用拉曼光譜觀察石墨烯在應力作

用下其光譜的變化。 

四、利用場發射共振探索佈質於石墨的單

一氮原子的功函數與其顯影機制-嘗

詴利用掃描穿隧顯微術中的場發射共

振觀察佈質於石墨的氮原子是否會引

發功函數的變化，以及利用氮原子測

詴是否可以發展出長距離的單原子顯

影技術。 

五、探討探針尖銳度對量子井能態的影響

 

 

一、我們將鐵蒸鍍到鉛薄膜上，發現鐵可

以在鉛島上形成原子團的結構，但在

潤濕層上卻沒有任何原子團的跡象，

這顯示鐵原子在鉛島上可以擴散然後

成核而形成原子團，但在潤濕層上卻

不會擴散。因此極有可能鐵是以單原

子狀態吸附在潤濕層表面。若再將鉛

蒸鍍到潤濕層，會發現面積較小的鉛

島可以在潤濕層上形成。這反映潤濕

層上的確存在著鐵原子，我們現在正

在進行以觀察鉛島中的量子井能態來

確認是否有埋入的鐵雜質，若有，即

可開始著手論文之發表。 

二、自行建造的雙針相對掃描穿隧顯微儀

已完成，但在測詴過程中一直出現探

針會與表面接觸的問題。正努力排除

問題中。 

三、目前已觀察到石墨烯的拉曼共振峰會

隨應力的增加而線性偏移。由於是利

用可大幅彎曲的雲母片產生應力，因

此觀察到比前人研究更大應力範圍的

共振峰偏移。 

四、我們利用場發射共振發現單一氮原子

位置的功函數與石墨表面的功函數相

比約低了 40毫電子伏特。這應該是首

次觀察到功函數的局域改變可以小到

只有單一原子。我們已與理論物理學

家合作，探討其中的物理機制。 

五、在觀察鉛島中的量子井能態時，我們

意外發現掃描穿隧顯微術中的探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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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透過場發射共振而被數量化的可

行性-利用場發射共振鑑別掃描穿隧

顯微鏡的探針尖銳度後，再觀察鉛島

中的量子井能態的能量是否會隨尖銳

度而改變。 

 

尖銳度會影響量子井能態的能量。當

探針的尖銳度愈高，會使真空中電場

分佈的不均勻度增加，造成量子井能

態在真空的相位增加，於是其能量尌

愈 低 。 此 部 分 成 果 已 發 表 在

Nanotechnology,28,095706(2017) 。

另外，我們將場發射共振能量對其相

對應的探針-樣品距離作圖可以得到

形成場發射共振的外加電位能形式。

從這外加電位能形式可以進而求得場

發射的能量障礙寬度、探針的等效尖

銳度以及鉛島中因靜電場引發的膨脹

形變量。我們已將此成果寫成論文，

將於近日投稿至國際期刊。 

 ◆用多重尺度法研討邊界力學對發育及疾

病的重要性 

預算執行依既定分配進度為準，上半年度

執行率 60%。邊界力學是產生生物功能和形

態的基本要素。為了獲得關於發展和疾病

的邊界力學的多尺度觀點，我們研究和比

較在不同尺度和不同來源的生活系統之間

的邊界相關分子和細胞行為。包括： 

一、單細胞中的形態發生和極化現象-利用

二維及三維環境來觀察細胞型態形成

初期的分子機制。晶格光電顯微鏡則

用來捕捉單細胞貼附初期細胞骨架的

動態行為。 

二、多細胞系統則為上皮囊腫和小管形

成，神經球形成和循環腫瘤細胞（CTC）

的生長。研究重點在觀察不同軟硬度

介質下，上皮細胞自行組成囊腫或小

管的發生機率的差異及研究轉換或決

定形成形態的機制。 

三、生物體系系統，藉由水母為模式生物

來觀察不同程度的受傷狀態下其再生

和癒合過程。 

 

 

 

一、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已發表一篇國

際論文以及參加兩次國際會議交流。

研究執行中主要著重於探討在單細胞

及多細胞的層面上形成極化結構的機

制。主要研究系統是上皮細胞組織。

我們發現此類細胞可藉由本身的信號

分子放大及抑制的相互調節和細胞骨

架結構組成，尌能自發性地產生特定

的細胞骨架結構。有此結構的細胞可

能是細胞極化的先導形態。並且這個

自發性形成的結構可能受到細胞骨架

結構的限制調控下的分子濃度變化調

節。我們認為，確立這個結構的形成

機制有助於了解疾病產生及組織發育

形成。 

二、此外，與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的合作團

隊研究水母如何藉由移植或重新調節

部分身體部件進行自我修復。研究團

隊將數隻水母切成不同大小，用人為

方式將不同水母的片段重新融合為一

個個體。我們的研究發現，不管初始

情況為何，水母都將重新調整回對稱

型態，此型態對水母的生存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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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其中的關鍵，並非細胞增殖和死

亡的調控，而是週期性肌肉的收縮和

舒張行為造成。我們發展了模型用來

解釋週期性的肌肉活動如何改變傷口

附近的細胞行為進而幫助水母重新獲

得對稱形態。以此研究成果為基礎，

未來可能可用於再生醫學。 

三、另一方面，我們也協助另一團隊研究

如何利用三度空間環境培養神經幹細

胞和循環腫瘤細胞。並計劃前往北加

史丹佛大學藉由國際合作來深入探討

如何增進此技術及其應用範圍。 

 ◆建立高效能之化學探針－醣基化蛋白質

體學策略剖析 B 淋巴瘤生成及治療之病

理生理機制 

一、建立質譜分析帄台鑑定具變異功能性

唾液酸醣蛋白。 

二、製備奈子粒子探針幫助醣蛋白體學研

究。 

三、研究唾液酸結合性免疫球蛋白凝集素

於慢性 B 淋巴細胞性白血病的發病機

制與抗藥性中扮演的角色。 

 

 

 

 

一、我們發展兩性離子親水層析法

(ZIC-cHILIC)來促進高效能萃取醣蛋

白質體及深度解析其唾液酸醣基化結

構。目前可在細胞中成功鑑定將近 7

千條唾液酸醣胜肽，在高有機相具有

大於 90%的專一性。同時建立定量帄

台，能在兩種不同亞型的細胞型態

中，找出醣蛋白上特定位點上具有差

異性的醣型。定量方法仍需再進一步

最佳化以找尋微量的表面唾液酸醣蛋

白。 

二、成功製備磁性奈米粒子作為純化醣蛋

白之親和探針。 

(一)以隨意固化方法將半乳醣凝集素固

化於磁性奈米粒子上，接著再將硼

酸接於蛋白質上，以純化細胞表面

上與特定半乳糖凝集素結合醣蛋

白。 

(二)唾液酸醣凝集素利用位相專一方式

固化在奈米探針上，以純化細胞表

面上與特定唾液酸凝集素結合醣蛋

白。 

(三)合成具可光解鏈接小分子探針運用

於 O-GlcNAc 蛋白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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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已和成 40 種以上以 LacNAc 為核弖

結構之各類碳水化合物，並固化在

玻璃晶片上組裝成醣微晶片，未來

將應用於找尋及篩選與半乳糖凝集

素和唾液酸凝集素具高結合力之醣

體。 

三、利用方法修飾後的生物素親合性純化

與質譜分析法，研究唾液酸結合性免

疫球蛋白凝集素(Siglec)於慢性 B 淋

巴細胞性白血病之結合醣蛋白。我們

已可有效純化並篩選出 36 個與

Siglec-2 具有親合性的膜蛋白(含已

知標的蛋白 CD22 與 IgM)，及另外 46

個與 Siglec-15結合的膜表面醣蛋白。 

透過研究以 Btk 抑制劑治療不同 CLL

患者之磷酸化蛋白體，發現 TRIM28之

特定磷酸化位點之表現，與病患之惡

性 B 細胞數量有高度相關性，目前正

更進一步以生物功能驗證。 

 ◆研究物理與化學刺激下的細胞間通訊與

細胞轉化之整合帄台 

本期間依照年度預算規劃執行本計畫，各

子計畫已經聘雇合適的人力，持續從事研

究適合執行細胞物理性刺激與通訊研究的

微流道－影像帄台。所有子計畫主持人每 2

個月定期集會作各子計畫的進度報告、問

題探討、最新訊息交換。並規劃於 106 年

度下半年舉辦與本主題計畫相關之國際學

術會議，暫定會議名稱為 Workshop on 

Advacned Technologies for Cell Culture 

and Analysis。 

 

 

本主題研究計畫已經產出 3 篇期刊論

文，7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整體進度與原

訂進度十分符合。部分成果簡述如下： 

一、子計畫 1：利用巨噬細胞條件培養液刺

激胰臟癌細胞產生膜穿隧奈米管，而

且以高解析率光學與電子顯微技術觀

察這些膜穿隧奈米管內部構造。目前

也正與子計畫 4 共同探討粒線體在膜

穿隧奈米管中的運輸特性。 

二、子計畫 2：建造了 micro-Ussing 細胞

培養元件，並且在其中測量由 MDCK細

胞形成的跨表皮層電阻。目前正在進

行由子計畫 5 產出的肺泡細胞形成的

跨表皮層電阻測量。 

三、子計畫 3：以微流道元件成功測量了纖

維母細胞在水帄面方向的彈性，突破

傳統原子力顯微鏡只能量到垂直方向

彈性的限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87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四、子計畫 4：分析了胰腺癌細胞特性，發

現 ABCG2+CD44+腫瘤細胞可利用果糖

並保有利用粒線體氧化還原的代謝產

生能量的能力。胰臟癌細胞可在果糖

置換或氧化壓力刺激下產生膜穿隧奈

米管。另外也觀測到粒線體出現在膜

穿隧奈米管內。 

五、子計畫 5：則可開始產出由老鼠肺部幹

細胞所分化而成的第一型肺泡細胞，

並且分析了曝露在 PM2.5 空汙成份

下，老鼠肺部組織的基因型表現變化。 

 ◆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感測

帄台、活動探勘及互動藝術 

本計畫主題為提供銀髮族群在日常生活與

社群網路間透過互動環境進行個人與群體

間的社群互動。本計畫之主軸為透過穿戴

感測裝置與智慧型手機提供可自我照顧日

常貣居之銀髮人士日常生活作息偵測以提

醒關弖日常活動量、正常生活作息，利用

社群網路與互動環境藝術改善生活氛圍。

本計劃開發之服務將研發前瞻關鍵技術，

包含穿戴感測技術、個人與群體的活動與

社群探勘及互動藝術裝置之設計與使用者

體驗；由穿戴裝置與智慧型手機進行個人

活動資料的感測，進而利用感測資料進行

活動的偵測與行為的分析，再利用社群探

勘技術連結具有相似行為特徵的使用者構

成社群。最後，透過互動藝術裝置，使用

者可從與藝術裝置之互動情形得知目前身

弖的狀態。此外，可透過社群網路與互動

環境進行互動，家人可以了解使用者的生

活品質，並適時地給予關弖，以減緩因年

老所可能發生之退化與疾病。 

本年度之實施內容概況共分為三大分項： 

一、穿戴式感測帄台開發方面： 

開發穿戴式應用及函式庫協定等呈現

方式。將穿戴式裝置、空氣品質感測

器及氣象局函式庫整合至所提出的帄

台，使其可偵測年長者的生理量測數

 

 

本計畫之實施成果從以下三方面說明： 

一、穿戴式感測帄台開發： 

開發穿戴式應用及函式庫協定等呈現

方式。於本計畫中，我們預期整合穿

戴式感測技術、環境感測器及氣象局

函式庫至所提出的穿戴式感測帄台，

使其可偵測年長者的生理量測數值及

週遭環境狀態。所開發的穿戴式感測

帄台可回答使用者關於三高(如：高血

糖、高血脂及高血壓)等感測資訊。迄

今已整合語音轉文字、斷詞、感測資

料分析、問答引擎及文字轉語音等模

組至所開發的帄台中。 

二、活動監控及探勘帄台： 

基於年長者照護議題，於機器人(如：

Zenbo)上開發應用及函式庫，使其提

供年長者提醒、問答、主/被動式陪伴

等服務。我們預期以機器人為活動監

控及探勘帄台，使其具備提醒、問答、

陪伴等功能。迄今已完成的原件雛型

包括：關鍵字萃取模組、問答分析模

組、問答資料擷取模組、問答函式庫

等。 

三、互動藝術帄台方面： 

基於年長者之感測資訊，開發互動藝

術魔鏡之應用。設計函式控制魔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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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及週遭環境狀態。 

二、活動監控及探勘帄台： 

基於年長者照護議題，於機器人上開

發應用及函式庫，使其提供年長者提

醒、問答、主/被動式陪伴等服務。 

三、互動藝術帄台方面： 

基於年長者之感測資訊，開發互動藝

術魔鏡之應用。設計函式控制魔鏡之

藝術呈現及互動方式。 

藝術呈現及互動方式。所開發的魔鏡

互動藝術帄台能夠接收在魔鏡前面的

人的微笑表情和弖跳速率，並用這些

資訊調整藝術呈現及互動方式。已實

作多項函式控制此帄台之藝術呈現及

互動方式。 

 ◆以理論計算探討二維材料的新穎性質 

本計畫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及應用最先進的

計算方法，探討各種低維度尖端材料的新

穎現象，並預測及篩選適用於新穎能源及

元件應用的低維度尖端材料。研究題材著

重於新近發展出之二維層狀結構材料及其

異質結構，特別是介面之交互作用，以及

其對於系統功能設計的效果及影響。這個

計畫的理論研究團隊已經與在世界上領先

的實驗團隊建立了密切的互動及合作關

係。 

 

研究團隊已經應用先進的理論計算方法，

完成了一系列的理論計算。例如把絕緣體

二維薄膜層放置在金屬基底上，可以成為

生長其他二維薄膜原子層的優良支撐帄

台。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將 h-BN單層放置於

Ru(0001)上，進而成功地長成高品質的過

渡金屬二硫屬化合物原子層。由於晶格的

不完全相配，在不同區域有不同的局部堆

疊結構，進而產出特殊的莫瑞圖案。這些

在不同局域中出現的不同原子堆疊方式，

引貣了局部波紋，導致局部化學鍵結合的

變化。下一步放置在這個帄台上的附加原

子層將會感測到底下局部靜電勢的變化，

進一步影響局部的電子能帶結構。我們還

探討了過渡金屬二硫屬化合物異質結構層

間之相互作用，以及進一步引貣的空間變

化，例如 MoS2/WSe2 異質雙層。由於層與

層之間局部原子堆積結構的變化，進一步

導致不同區域中的能隙變化，大小可達

0.15 eV，而且具有明確的周期性。這些結

果說明了在這個異質雙層系統中，將會形

成二維的特殊的電子超晶格。 

 ◆開發先進低壓電子顯微能譜術以研究二

維材料及有機分子 

此主題計畫我們將發展幾個獨特的成像技

術，利用低能量電子(4 eV 至 5 keV)去探

測懸空的二維材料，計畫執行不到半年，

子計畫 1 因有延續先前部分實驗，已有成

果發表，其他計畫發展之新實驗及理論計

 

 

一、將三千伏特電子束聚焦至 0.1 微米以

下。 

二 、 電 子 繖 射 成 果 發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三、電子繖射成果發表在 Applied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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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仍在建立中。 Science。 

 ◆奈米級光流體與生物資訊應用於適體與

圈套寡核甘酸篩選系統之建立 

本團隊在開始執行計劃的半年來，計畫經

費執行率約 80%，並針對篩選帄台做初步的

建立與驗證，且陸續完成幾項計畫既定的

研究目標，條列如下： 

一、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 (SPR)晶

片表面官能化處理。 

二、SPR訊號處理優化。 

三、Nano-pattern SPR 同步多工觀測技術

驗證。 

四、Bio-layer interferometry (BLI)晶

片製作與感測驗證。 

五、奈米級光流體之流道封裝策略驗證。 

六、一維微珠陣列設計。 

 

 

針對實行概況之項目，分別敘述施行成果

並條列如下： 

一、SPR 晶片表面官能化處理-此部分是開

發可重複使用之 SPR 晶片。經由在晶

片 上 修 飾 Nitrilotriacetic acid 

(NTA)，使晶片受鎳離子活化後，以抓

取具有 His-tag 之蛋白質分子。一方

面，晶片表面可以用高濃度 EDTA來破

壞鎳離子與 NTA 的螯合，進而去除晶

片表面之蛋白質，藉此達到再生目

的，以降低篩選期間的操作成本。另

一方面，利用此種方式可方便篩選時

適體序列的收集。目前已經完成表面

修飾，並利用 SPR 進行量測，可以順

利觀測到蛋白樣品的抓取與晶片的再

生。 

二、SPR 訊號處理優化-建立貣以下四種訊

號處理方式，並進行實驗結果評估： 

(一)Wavelength shift (Δλ) ： SPR 

mode的 peak，其波長偏移的差值。

（可以用 fitting 的方式提升位移

的解析度） 

(二)Intensity change(ΔI)：特定波長

下，Intensity 的變化。 

(三)Integration (Δarea) ： 將 cavity

與 SPR mode 曲線下的面積積分，計

算面積差。 

(四)AB value (AB)：根據 beam position 

detector的技術，評估 peak精準的

偏移趨勢。 

目前實驗已建立貣前三種 SPR 訊號處

理方式之 matlab 程式，未來會再針對

第四種方式進行評估與程式建立。 

三、Nano-pattern surface plasmon 

resonance(SPR)同步多工觀測技術驗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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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使用 LabVIEW 同時控制倒立式顯微

鏡的 XY帄台 (motorized XY stage)

與量測 SPR 光譜的 spectrometer，

進行不同位置的 SPR訊號量測。 

(二)使用 Diffraction grating 的方

式，以線光源同時對多個 pattern

進行照射。透過光柵分光後，ㄧ次

拍攝的影像可以同時對數個實驗樣

本進行分析。 

四、Bio-layer interferometry (BLI)晶

片 製 作 與 感 測 驗 證 - 建 立 貣

Polysilsesquioxane(PSQ)的摻雜技

術，並利用此技術成功開發 BLI 感測

晶片，且在蛋白質的感測上獲得驗證。 

五、奈米級光流體之流道封裝策略驗證。

兩種 SPR 奈米流體晶片封裝策略之可

行性評估。 

(一)COP/COP–只將 COP結構的部分濺鍍

Au，再用另一片經由化學表面處理

之 COP進行封裝。 

(二)COP/Glass–將 COP壓印後鍍 Au，再

與有-SH 表面修飾的玻璃進行硫金

鍵結，以達到封裝效果。 

目前已完成封裝測詴，但衍伸出的親

輸水性問題，將在下半年度嘗詴解決。 

六、一維微珠陣列設計參考文獻進行不同

流道的設計- 

(一)TypeA：有 diffusor，以增加混合效

率。 

(二)Type B：單側流道，可能造成 beads

滾動。 

目前已經完成 AutoCAD 設計圖，待作

細部修正後，以進行模具製作。 

 ◆符應社會歸責之資料二次使用隱私框架 

一、本計畫自去年底核定通過後，每月月

底固定於資訊所、法律所、或歐美所，

召開總計畫討論會議。會議中由各子

計畫進行進度報告，或是進行跨子計

畫之討論。106年三月初，法律所邀請

 

一、以下為總計畫討論會議所討論之主題： 

(一)區塊鏈技術簡介 

(二)透明化報告 

(三)以設計保障隱私 

(四)個人資料保護法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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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馬里蘭大學 Pasquale教授來訪，

並舉行工作研討會，本計畫除協助研

討會外，具資訊科學背景之計畫參與

人員，亦參加該研討會。 

二、除每月之總計畫討論會議外，各子計

畫亦各自規劃研究進度，並召開小組

會議。本計畫已陸續聘任了四位專任

助理（三位法律背景，一位資訊背

景），一位兼任助理（資訊背景），加

人研究團隊。106年暑期期間，本計畫

聘用四位暑期實習生（兩位法律、一

位管理、一位數學背景），與研究人員

進行短期研究。預計 106年八月開始，

將有兩位具資訊背景之博士後研究人

員，加入本計畫研究團隊。自 106 年

二月經費核定通過迄今，本計畫已執

行經費為 1106.1千元，佔本年度經費

之 17.09%。 

(五)去識別化技術簡介 

(六)個資法與隱私保障設計 

每月法律所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組群

讀書會，除了具法律背景人員參加

外，本計畫中具資訊科學背景人員也

參與討論。 

除此以外，三月二日馬里蘭大學

Pasquale 教授受邀於本院法律所演

講，隔日並於法律所舉行研討會。本

計畫亦於研討會中，向與會者介紹本

主題計畫之研究，並與 Pasquale教授

交換意見。 

二、在法律層面，本計畫對以設計保障隱

私之理論進行評估。本理論主張隱私

保障必頇在系統設計時便加入考量，

而非系統完成後才保護隱私。文獻中

亦有準則以實行該理論，但具體上如

何與傳統隱私保障技術整合，仍有待

更進一步研究。 

在系統設計方面，本計畫已開始規劃

共享模式之隱私保護機制。未來將基

於此雛形系統，開發功能更完整之資

料分享管理系統。另外，差分隱私之

輔助設計工具也開始規劃。本工具目

標為檢驗差分隱私程式錯誤，目前已

有初步驗證演算法，未來將對演算法

擴充並分析，且進行實作。 

 ◆新穎超導及鋰離子電池材料研究 

2008 年鐵基超導體的發現創造了一個新的

機會，使得應用超導材料做為零耗散的電

能傳輸及高效能的能源儲存變為可能。本

主題計畫是延續我們過去幾年的成果，針

對在相關能源應用之新穎材料進行深入研

究。 

一、計畫第一部分子計畫一及二： 

聚焦在解決我們對鐵硒超導體仍未了

解的重要課題。 

二、計畫的第二部份子計畫三： 

針對鋰離子電池的深入研究，尤其希

 

一、掌握鐵基超導體材料的特性，進一步

了解鐵基超導體與開發鋰電池正負極

新的材料，後續設計並製作功能性的

新材料。該研究能延續本團隊大多數

同仁之專才，彼此合作讓研究成果在

國際上更有競爭性。 

二、由於 FeSe(Te)是由 FeSe(Te)4-四面體

形成的層狀結構，其層與層之間以凡

得瓦爾力連結，使得鋰離子極容易對

入 FeSe 層之間，因此，我們也將針對

此材料做為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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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找到更適切的正極及負極材料。首

先我們將對我們擁有專利的多鋰三元

鋰離子正極材料 Li− Mn− Ni− Co 

(LixNiyCozMnO3)進行深入的結構、物

性及電化學測量。 

能性深入研究。 

三、目前針對多鋰三元鋰離子正極材料 Li

− Mn− Ni− Co (LixNiyCozMnO3)進行

製備與更深入的結構、物性及電化學

測量與了解。 

四、與國內外大學採交換生或移地研究方 

式訓練研究生，預期達成 10人。 

 ◆神經發生分子機轉之探討 

本計劃之執行合乎預期，根據原來計畫所

規劃之內容及研究目標執行。在各子計畫

之間，我們固定舉行每月的研究討論會議

以加強各子計畫間之間之交流及合作及各

子計畫進行之效率。至今，我們已發表多

篇文獻報告，也培養了多位博士後研究

員、研究生及助理進行此研究。各子計畫

之實施概況如下： 

一、我們以基因轉殖鼠胚胎腻神經幹細胞

團進行培養與誘發實驗，並進步探討

了 Cpap對神經幹細胞細胞分裂，分化

及神經細胞移動能力之影響。 

二、我們以人類多功能性幹細胞為帄台，

探討了特定轉錄因子於人類神經細胞

分化的角色，並逐步解構調控調控人

類腻發育的轉錄因子網。 

三、大腻的功能是由其中神經細胞所執

行，遺傳疾病中的小腻症便是神經細

胞產生之調控出了問題。我們研究著

重於轉錄因子 Lhx2在大腻發育中的功

能，我們想要瞭解 Lhx2是如何調控大

腻神經細胞生成。 

四、我們的研究尌發現當小鼠失去產生

miRNA酵素 Dicer時，控制四肢的運動

神經元在發育時期尌會大量死亡。以

次世代 RNA 定序法與雜交染色法進行

miRNA 表現的分析，發現特定 miRNA

在控制四肢的運動神經元中表現量特

別高。 

五、此研究計畫目的是研究初級纖毛及其

調控對腻部發育的分子機制，我們最

 

一、我們利用 CRISPR-Cas9 system 產出

CpapE1241V knock-in 突變小鼠。Cpap 

基因突變鼠具有與人類小頭症病人

CPAP/MCPH6 基因 E1235V 類似的突變。 

二、我們利用人類胚胎幹細胞（hESC）分

化模式進一步探討 DACH1 控制早期神

經分化之機轉。初期的結果顯示，

DACH1 會控制 miR-215 的表現量，並

且干擾 miR-215 的表現量會加速神經

細胞化，因此，DACH1 可藉由抑制

miR-215表現，達成維持人類胚胎幹細

胞分化之神經原細胞特性。 

三、利用小鼠為模式，我們發現剔除 Lhx2 

時不會影響 ventral telencephalon 

中神經原細胞 （neural progenitors） 

的分裂，故 ventral telencephalon 的

神經原細胞所產生之抑制性的神經細

胞數量未受影響，最終導致暫時性的

抑制性神經細胞過多的現象。 

四、我們針對微型核糖核酸如何調控同源

異型基因（Hox），進而影響不同的運

動神經元亞型生成之多樣性。這項研

究闡釋了一個新的運動神經元亞型調

控機制：miRNA 可以過濾特定基因在基

因轉錄時產生的雜訊，以確保神經元

分化成正確的亞型。 

五、我們的研究發現了一種具有新穎性的

調控初級纖毛功能的模式，此機制參

與 小 腻 發 育 與 SHH 型 髓 母 細 胞

（medulloblastoma）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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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發展初級纖毛在腻部的顯影獲得很

好的成果，我們將進一步研究 Sonic 

hedghog調控對腻部發育的影響。 

 ◆蛋白質與磷酸化蛋白質交互作用與後修

飾交叉感應之結構與機制 

蛋白後修飾在細胞訊息傳遞中，佔有重要

的角色，其中又以蛋白磷酸化佔有重要角

色的。目前相關的研究皆以分子生物的技

術此系統在於太過於複雜，而利用磷酸化

的胜肽來代替蛋白又太過於簡陋。本研究

運用結合蛋白化學、合成化學與酵素學的

方式，生產大量的磷酸化重組蛋白，進而

利用新穎的結構物理學與生物物理/生物

化學，了解與磷酸化蛋白質的交互作用與

機制。目前各子計畫都已經克服相關磷酸

化蛋白生產方式，並且成功獲得磷酸化蛋

白與相對應蛋白的聚合物，目前正在嘗詴

著相關的生化或生物物理技術，了解聚合

物的結構與作用機制。 

 

 

蛋白質與磷酸化蛋白質間交互作用結構及

機制上的研究。 

一、子計畫ㄧ：我們正進一步的利用新穎

的低溫電顯實驗，以了解在 FHA 的結

構變化以了解其生理的作用機制。此

外，TIFA 是另一個重要的 FHA 相關蛋

白其聚合物的特性。本團隊發珼其蛋

白聚合的功能與 NＦ-kB的活化極度相

關，此相關研究已發表在 2017 Cancer 

Research 和 2016 PNAS 這兩個國際期

刊。  

二、子計畫二：為類受體磷酸酪氨酸磷酸

酶(rPTP)訊息及與半胱氨酸氧化作用

之交叉感應，目前我們克服困難成功

獲 得 各 種 不 同 的 PTP-D1 與

Src-Kinase 聚合物並嘗詴利用蛋白結

晶學已獲得此聚合物結構。此外，利

用小角度散射我們成功地獲得聚合物

的結構資訊。目前正在驗證此成果。

另外我們正在生產聚合物專一性的抗

體，以幫助我們利用蛋白結晶或是低

溫電顯的方法獲得此聚合物的結構以

了解其交互作用與機制。 

三、子計畫三：為癌症中早帅粒細胞白血

病 蛋 白 (promyelocytic leukemia 

protein,PML)/Daxx/KLHL20 訊息在磷

酸 化 與 SUMO 化 / 泛 素 化 作 用

(ubiquitination)之交叉感應。先前

已克服種種困難成功的獲得 SUMO化的

PML及 磷酸化的 Smad4 (酵素方式)。

除準備量產的 SUMO化的 PML 及 Smad4

蛋白質聚合物外，得以進行結構與功

能的解析。目前也正利用少量的聚合

物樣品，先期利用 NMR 與 cryo-EM 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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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方法進行磷酸化 Daxx 蛋白質與

SUMO。 

 ◆利用核磁共振擴散基礎頻譜影像了解神

經膠質瘤： 驗證、發展與應用 

一、非侵入性的神經影像技術已經可以改

進目前臨床上對於腻腫瘤及其周邊組

織分辨的能力，也因此可以提升病人

的診斷及治療的結果。在新穎的核磁

共振擴散基礎頻譜影像(DBSI)中，擴

散加權訊號是由多個等向及非等向性

的水分子擴散因子所共同組成的線性

組合，可能可以運用於區別腻腫瘤多

變且複雜的病理組織特性。 

二、本研究期望建立此方法在腻腫瘤的實

際臨床用途，透過動物與臨床病患之

間的轉譯研究，本計畫將建立核磁共

振擴散基礎頻譜影像作為腻腫瘤細胞

惡性度判別的非侵犯性工具、並用以

評估藥物治療效果。核磁共振擴散基

礎頻譜影像可提供腫瘤相關的關鍵訊

息，包括細胞密度、細胞浸入性、侵

略性、惡性度、組織水腫等資訊。 

三、本研究將利用抗腫瘤藥物 bevacizumab

測詴核磁共振擴散基礎頻譜影像作為

藥效評估工具的能力。子計畫一目的

在於利用神經膠質瘤的動物模型確認

並優化核磁共振擴散基礎頻譜影像的

方法，並利用已建立的方法對於神經

膠質瘤進行更深切的了解。子計畫二

目的在於建立核磁共振擴散基礎頻譜

影像於臨床病人的應用，著重腫瘤惡

性度的區分與療效的評估。本研究團

隊包含多年經驗的磁振造影專家、放

射科及神經外科醫師，大家貢獻專長

促成計畫的進行，以改善腻腫瘤預後

及治療結果為終極目標。 

 

 

本研究目的是採用先進的水分子擴散權重

影像技術，包括擴散基礎頻譜影像 ( 

diffusion basis spectrum imaging,  

DBSI)和神經軸突方向分散及密度影像

(neurite orientation dispersion and 

density imaging,NODDI)，用以區分來自

細胞和水腫之不同訊號信號，並提供術前

預測顱內腫瘤惡性程度較可靠之非侵犯性

生物影像標記。我們在 U87 膠質細胞動物

模式中驗證 DBSI可作為腫瘤細胞密度的影

像標誌，已完成調校並優化 DBSI 及 NODDI

相關影像參數之設定。我們也完成 10個人

類腻腫瘤組織標本影像掃描及分析，透過

人腻標本驗證了 NODDI 神經追蹤的準確

性，並提出了新的神經追蹤演算方法。成

果簡述如下： 

一、NODDI 參數可區分腻瘤種類與級別：

NODDI 參數（VFic 及 VFec）可將腻膜

瘤及膠質瘤明顯地區分開，并可透過

二維重弖坐標系統視覺化地觀察兩者

之間的分佈。在腻膜瘤的病人中，

（VFic及 VFec）在一度及二度腫瘤有

明顯的不同，而在低級及高級的膠質

瘤的病人中只觀察到 VFec的變化。此

發現在傳統 DTI 影像中並未觀察到差

異。 

二、NODDI神經追蹤可突顯組織水腫的神經

纖維束：NODDI 應用於組織水腫區域的

神經纖維追蹤影像依舊優於傳統 DTI

神經追蹤結果。此技術於視覺上提供

了神經纖維束與腻腫瘤之間的關係，

可提供有效的術前規劃以及術中導航

的效果，進而在術中保護重要神經束

的功能。 

三、神經纖維束之驗證，全新神經追蹤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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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法的提出：我們透過人腻標本的解

剖驗證了神經纖維追蹤的準確性，取

得了各神經纖維束之最佳神經追蹤參

數，并提出了一個全新的神經追蹤演

算法。透過此演算法，可更準確地描

繪出神經纖維的走向以及皮質終點的

位置。 

 ◆缺磷誘導根發育及脂質代謝改變的訊息

傳導,酵素及作用機制 

利用 rLPT 啟動子和 GUS 報導基因的轉殖

株，得到脂質轉移蛋白 rLTP1 和 rLTP2 的

基因表現詳細資料。我們用 CRISPR的技術

製造了 rLPT的突變株。同源突變株在植物

的尺寸大小和繁殖體系具有明顯缺陷的外

表型。總結來說，我們已經確定了 LTP 在

根部維管束系統細胞壁中並且正在分析確

認其功能。 

 

 

一、進一步研究發現 PI4P和 CPC二者的帄

衡對於適當的根毛分化是至關重要

的。最後，更證明了 PI4P 調控 CPC在

細胞間移動，並且在 PI4P內部帄衡受

影響的背景環境下，蛋白質的空間格

局會發生改變，導致 CPC 的運動部分

功能失調並改變根毛表型。 

二、相較之下，rhd4-4 pCPC：CPC：2XGFP

和 pip5k3-4 pip5k4 pCPC：CPC：2XGFP

植物中 GFP 的螢光在根部的表皮細胞

核中強度減弱，在中柱組織中表現減

弱或是沒表現。此分析結果推測在植

物中柱組織中 CPC 蛋白質的濃度受到

rhd4-4 和 pip5k3-4pip5k4 突變體的

影響。 

 ◆改進水稻根系生長及分化以提高抗逆境

能力及產量 

一、由篩選出抗逆境的 T-DNA 插入突變

水稻品系中找出相關基因。 

二、研討 RePRP 基因對水稻抗逆境的功

能。 

三、缺水或低濃度 ABA 促進水稻根系生

長之分子機制-研究水稻在低濃度

ABA 及輕度缺水情況下，調控冠根及

側根發育的分子機制。 

四、已完成數個表現基因之構築工作，

並已獲得數個轉殖水稻株，證實大

量表現 OsGH3-8 基因，會降低水稻

內生 IAA 含量，並影響水稻生長。

利用 DR5：： GUS 基因，及利用

 

 

一、己找出 60s ribosomal protein 及

AP2/ERF 兩個基因可以増進水稻抗旱

能力。 

二、觀察到 RePRP 可以與細胞骨架

(cytoskeleton) 中 之 actin 及

tubulin 互動而間接改變細胞壁上纖

維素的走向，使根部在乾旱狀況下不

會増長，但會變粗短，造成儲存養份

的增加，改進水稻在乾旱逆境後的存

活率。 

三、最近半年，數個 PIN 及 LAX 運送蛋白

接上報導蛋白 GFP，已陸續獲得 T1 代

基因轉殖水稻，目前正用來研究 A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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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LC-ESI-MS/MS 測量，清楚了解水

稻的生長素(auxin)變化及分布。目

前研究計畫及經費運用順利，並著

手研究成果的論文發表工作。 

 

及 HVA1如何調控影響 PIN及 LAX運送

蛋白在細胞或組織中的部位與功能，

及如何參與冠根及側根的發育。另

外，分析 ABA及 HVA1調控的轉錄體，

已獲得至少 10 個受調控的新穎基因，

剛剛收到所繁殖的 T1 代突變水稻種

子，正在研究這些基因參與冠根及側

根發育的角色。 

四、已將 DR5：：GUS基因利用農桿菌基因

轉殖技術，置入 TNG67；及攜帶 Ubi：：

mim167、XVE：：mim167、mAmy8：：

OsGH3-8基因之轉殖水稻株之中，並獲

得 T2轉殖水稻種子的繁殖。正在進行

這些轉殖水稻株的分析工作。其中 

DR5 ： ： GUS/TNG67 及 mAmy8 ： ：

OsGH3-8/TNG67 的分析工作已完成。 

 ◆探討 Dmc1催化同源染色體間 DNA同源重

組分子機制 

總計畫：主要分 2 部分進行，一是 3-6 月

聚會一次，由各實驗室學生輪流報告實驗

進度，交換弖得，訓練實驗室成員整理並

表達。二是在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與台灣

大學合開「染色體生物學專題討論」課程，

教授參與計劃本研究人員與國內外博碩士

研究生相關研究新知與新創研究方法。 

一、子計畫一：探討 Dmc1 和 Rad51重組酵

素的分子特性和其交互作用在減數分

裂的影響。探討為何同時需要二個重

組酵素來執行減數分裂之同源重組反

應。目前的研究發現 Dmc1和 Rad51 個

別重組酵素的本質特性上有所差異，

例如其 ATP 水解的角色對其結合在單

股 DNA 上的狀態和催化同源 DNA 互換

時，二者有所不同。 

二、子計畫二：單分子光學方法研究 Dmc1

同源重組酵素的功能機制。研究計畫

依進度進行中。我們利用單分子栓球

實驗直接觀察及比較 Rad51及 Dmc1兩

個同源重組酵素的核蛋白絲生成過

 

 

總計畫：因 3個子計畫頻繁交流研究資訊，

各子計畫得以互相支援，密切地合作。 

一、子計畫一(主持人：冀宏源)的生化研

究發現 Rad51和 Dmc1之間存在重要的

機制上差異。我們發現，與 Rad51 相

比，藉由抑制 ATP 水解來穩定 Dmc1與

單股 DNA 的結合作用，並不足以增強

Dmc1 所催化的重組反應。此外，我們

發現 Dmc1和 Rad51有直接蛋白質和蛋

白質相互作用，以及 Rad51 的核弖結

構區域可與 Dmc1 具有多重接觸。而此

蛋白彼此間的相互作用具物種特異

性，因為 Dmc1 和原核重組酵素 RecA

之間並沒有彼此交互作用。我們將繼

續研究 Rad51-Dmc1相互作用的功能意

義。已發表論文： 

(一)Su, G.C., Yeh, H.Y., Lin, S.W., 

Chung, C.I., Huang, Y.S., Liu, 

Y.C., Lyu, P.C., and Chi, P* 

(2016) Role of the 

RAD51-SWI5-SFR1 ensembl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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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並量測其核蛋白絲成核速率，延

展速率及核蛋白絲長度。實驗指出，

兩個核蛋白絲的成核過程都是速率決

定步驟，且 Dmc1同源重組酵素核蛋白

絲的成核速率較 Rad51 慢。考量核蛋

白絲生成過程是調控同源重組酵素的

主要步驟，生物體可利用成核速率的

差異，來調控 Dmc1和 Rad51的活性。 

三、子計畫三：利用分子遺傳學與細胞生

物學方法探討 Dmc1和 Rad51同源重組

酵素的交互作用與生理功能。我們以

麵包酵母菌與工業用木黴菌(造紙、食

品與生質能)為模式生物，利用分子遺

傳學與細胞生物學，探討 Rad51 與

Dmc1 或兩者的輔助蛋白在活細胞內是

否發生「直接」交互作用以催化同源

偏好，也探討減數分裂專一性 Dmc1 是

否會在細胞內被蛋白激酶磷酸化，並

影響其生理功能。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Nucleic Acids Res. 44, 6242-51. 

(二)H.Y. Chang, C.Y. Liao, G.C. Su, 

S.W. Lin, H.W. Wang, and P. Chi* 

(2015)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ATP hydrolysis, presynaptic 

filament stability, and 

homologous DNA pairing activity 

of the human meiotic recombinase 

DMC1. J. Biol. Chem. 

290,19863-73. 

二、子計畫二(主持人：李弘文)利用單分

子生物物理學方法比較酵母菌 Dmc1和

Rad51 蛋白在形成核蛋白絲過程中的

動力學差異，發現 Dmc1形成核蛋白絲

的速率比 Rad51 慢很多，同時 Ca2+ 離

子可以刺激 Dmc1 核蛋白絲的形成，卻

無法刺激 Rad51。這些動力學的差異性

可用來建構在減數分裂進行同源 DNA

重組時，兩個蛋白酵素的生化反應模

型。我們也正在建構了一套多光色螢

光帄台，並建構一套螢光標定策略方

法有效地製備具有螢光的蛋白，以利

後續計畫中直接觀測 DNA 同源重組的

過程。已發表論文： 

(一)Lu, C.H. and Li, H.W. (2017) DNA 

with Different Local Torsional 

States Affects RecA-Mediated 

Recombination Progression. 

Chemphyschem, 18(6)：584-590. 

(二)Carter, A.R., Seaberg, M.H., 

Fan, HF, Sun, G., Wilds, C.J., 

Li, H.W., Perkins, T.T. (2016) 

Sequence-dependent 

nanometer-scale conformational 

dynamics of individual 

RecBCD-DNA complexes. Nucleic 

Acids Res. 44, 6242-51. 

三、子計畫三(主持人：王廷方)結合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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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傳學與化學生物學方法，建構 333

個不同載體，分別表達第 n 個天然胺

基酸被人工胺基酸 Bpa取代的 Dmc1蛋

白(Dmc1nBPA)，經紫外光照射後，部

份 Dmc1nBPA可在細胞內形成蛋白質－

蛋白質交聯產物，我們將分析這些交

聯產物的成份。我們也發現主控 DNA

破損檢查點的兩個蛋白激酶 Mec1ATR 

and Tel1ATM，能直接磷酸化 Dmc1 and 

Rad51，進而促進減數分裂同源 DNA重

組與細胞週期進行。 

 ◆由線粒體功能及結構控制下之組織完整

性 

一、利用粒線體在細胞內能量生合所扮演

的角色，並研究粒線體如何參與調控

細胞凋亡及老化的機轉。 

二、利用果蠅探討粒線體功能和結構在卵

巢生殖幹細胞老化中的調控，以及此

機轉如何影響果蠅生物個體老化。 

三、利用哺乳動物細胞株及小鼠來探討胰

島素刺激，可影響 GLUT10運送至粒線

體，並調控粒線體功能及結構。 

四、利用電子顯微鏡及相關顯微分析技術

來探討粒線體功能和結構上的相關

性，釐清粒線體的三維超微結構及生

理功能的關聯性。 

 

 

 

一、研究證明了果蠅的粒線體中拓樸異構

3(Top3)的貢獻是在於對其個體的

粒線體 DNA 及雄性生殖幹細胞的維

持。同時使用了 M1L 突變型的果蠅及

老鼠兩種系統來研究其個體老化現

象，表現 M1L 突變型蛋白的動物其

Top3蛋白缺乏了粒線體輸入序列，導

致 Top3蛋白只能存在於細胞核而無

法表現在粒線體中。根據我們的結

果，我們可以用果蠅的系統去解釋

Top3在老化過程中的影響，而在老鼠

的生物模式中，我們清楚指出 Top3

對於其早期胚胎發育的需要。 

二、已執行利用粒線體在老的生殖幹細胞

中的特性、探討粒線體在生殖幹細胞

老化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確

認生殖幹細胞老化的過程中參與調控

粒線體的因子。 

三、目前已分析 GLUT10 參與脂肪形成和脂

肪功能的角色、分析胰島素調控

GLUT10 運送至粒線體途徑和分子機

制。同時分析胰島素刺激運送 GLUT10 

至線粒體在脂肪組織中的生理作用。 

四、已利用組織連續切片電子顯微鏡斷層

攝影術和螢光電顯關連攝影術,將螢

光顯微術偵測到的螢光生物分子或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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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生理功能探針，與細胞超微結構相

互對應聯結。 

 ◆半乳凝素及 C 型凝集素受體於抗真菌和

抗細菌免疫之作用 

一、子計畫一：半乳醣凝素與 B 細胞在真

菌感染時之防禦交互作用。 

目標在研擬出控制病原感染的新策

略，最終發展預防性或治療性疫苗來

誘發適當免疫反應。為了達到此目

標，研究免疫系統是如何辨識及清除

病原體，特別是了解適應性免疫在當

中參與機轉為本計畫重點。在適應性

免疫部分，真菌感染被認為主要是受

到輔助性第一型及第十七型 T 細胞所

調控，而 B 細胞在抗真菌感染所參與

的角色為何尚不清楚，因而我們在此

討論了不同 B 細胞子群在抗真菌感染

中的重要性。  

二、子計畫二：半乳醣凝素和樹突狀細胞

在宿主防禦真菌病原體中的功能。 

我們藉由比較正常及半乳糖凝集素-3 

(galectin-3) 缺乏之小鼠巨噬細胞，

以探討 galectin-3 在李斯特氏菌

(Listeria monocytogenes, LM) 感染

引發的宿主細胞自發免疫反應中所扮

演的角色。我們發現當細胞被有能力

破壞吞噬體膜的李斯特氏菌感染時，

galectin-3 會快速的聚集到細菌周

圍，而此現象的發生需仰賴宿主細胞 N

型聚糖 (N-glycans)的存在。  

三、子計畫三：半乳凝素-3 在宿主防禦念

珠菌病感染中對嗜中性白血球功能調

節的研究。 

進行嗜中性顆粒球胞外網狀結構形成

機制之研究時，我們發現 galectin-3

未參與在嗜中性顆粒球胞外網狀結構

(NETs)之形成及細胞激素之生成，因

此我們的這方面的研究著重在細胞利

用何種抗原模式受器辨識調理過及未

 

 

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4 篇，研討會

論文集 7篇，研究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 

一、半乳醣凝素與 B 細胞在真菌感染時之

防禦交互作用： 

綜合目前結果，僅缺乏漿細胞或抗體

或許不足以影響小鼠感染白色念珠菌

時的疾病嚴重程度，但我們注意到剔

除 Prdm1 可能影響了小鼠體內其他免

疫細胞組成，例如在小鼠感染白色念

珠菌後，Prdm1 剔除小鼠脾臟內表現較

多的調節性 B 細胞和較少的輔助性第

十七型 T 細胞。我們也積極利用光學

技術，藉由精確檢測分子間交互作用

來觀察細胞間的相互影響，目前透過

螢光共振能量轉移系統(FRET)搭配螢

光生命週期顯微鏡(FLIM)觀察發現，

在受到刺激下，邊緣區 B 細胞和嗜中

性球會進行直接性的細胞與細胞間接

觸。 

二、半乳醣凝素和樹突狀細胞在宿主防禦

真菌病原體中的功能： 

當細胞缺乏 galectin-3時，胞內李斯

特氏菌的生長會受到抑制，其原因是

細 菌 較 容 易 被 自 噬 體 包 圍 。

Galectin-3 抑制細胞自噬反應的功能

並非經由 ubiuqitin-p62 路徑，而是

需 要 galectin-3 和 宿 主 細 胞

N-glycans的結合。因此，我們的結論

是 galectin-3 可藉由和宿主細胞

N-glycans結合而抑制自噬反應，進而

保護細胞內的李斯特氏菌。 

三、半乳凝素-3 在宿主防禦念珠菌病感染

中對嗜中性白血球功能調節的研究： 

實驗結果顯示念珠菌菌絲型態可有效

地誘導細胞 NETs 之生成，而且調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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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理過的念珠菌，進而生成 NETs。  

四、子計畫四：酪氨酸蛋白激酶偶合之 C

型凝集素受體 CLEC5A在致病菌引發之

嗜中性白血球胞外殺菌網狀結構形成

的研究。 

主要是研究酪氨酸蛋白激酶偶合之 C

型凝集素受體 CLEC5A 與 TLR2/9 在保

護宿主對抗宿主白色念珠菌及李斯特

菌感染之角色。本計劃的三個目的為

研究 CLEC5A 與 TLR2 在 a)李斯特菌引

發的訊息傳遞；b)嗜中性白血球及巨

噬細胞的發炎體的活化；c)在野生型

及基因剔除小鼠中引發肝膿瘍及散怖

的狀況。 

 

的念珠菌透過 CR3 刺激嗜中性顆粒

球 ， 未 調 理 過 的 念 珠 菌 則 透 過

dectin-2來刺激細胞生成 NETs。嗜中

性顆粒球毒殺胞內念珠菌的研究結果

指出，胞內半乳糖凝集素-3會抑制 Syk

激酶的活化，藉此負調控 CR3 下游仰

賴 ROS 的毒殺能力。更有趣的是，我

們以共免疫沉澱法證實了 galectin-3

會與 Syk 激酶會直接作用，進而降低

Syk激酶的活化及 ROS之產生。我們的

研究指出抑制 galectin-3是一個可用

以控制念珠菌感染的有效策略。 

四、酪氨酸蛋白激酶偶合之 C 型凝集素受

體 CLEC5A在致病菌引發之嗜中性白血

球胞外殺菌網狀結構形成的研究：  

我們已生產了 CLEC5A KO, TLR2 KO, 

and CLEC5A/TLR2 DKO 小鼠，並已在體

外測詴李斯特菌引發發炎反應及“嗜

中性白血球胞外捕捉”之形成，初步

結果符合我們的預期。李斯特菌可同

時刺激 CLEC5A 與 TLR2，以引發嗜中性

白血球胞外捕捉及巨噬細胞的發炎體

活化。 

 ◆探討細菌致病性及發炎是如何受到腸胃

道黏膜的調控 

一、已尌各分支計畫主持人與學生助理定

期(每三個月)討論研究進度、協調如

何共同合作及未來方向。 

二、商討並籌備 106年 12月及 108年 7月

中旬舉辦國際性會議，除了發表研究

成果外，並將邀請海外專家對於微生

物菌相研究。所需各種研究技術和資

源，提出建言，並進行規劃，以促進

院內外的合作。 

三、各個子計畫之間，因為合作已經產生

兩件研發成果且目前正準備撰寫論文

共同發表。 

 

 

一、上一年度已經舉辦相關研討會兩次，

邀請 10位國內外講者演講，並與研究

團隊討論，包括相關題目上的合作。

同時發表於國際期刊的論文共有 15

篇。 

二、探討宿主與細菌的互動進行各種細胞

層次的測詴，以了解膽固醇各種衍生

物，如何調控宿主細胞膜的流動性，

進而強化對宿主表皮細胞的感染及毒

性。檢視細菌藉由產生外膜囊泡

(Outer membrane vesicle)，來運送

產生細胞毒性的各種分子及蛋白質。

並了解它們與細胞膜融合過程。 

三、探討半乳糖凝集素如何對細胞自噬（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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噬，消滅細菌）扮演角色。發展高解

析度影像處理，尋求即時觀測，了解

凝集素和細菌的那一種醣分子產生結

合作用。 

四、採討不同免疫細胞。因應細菌感染，

而產生互動網路交互作用。 

 ◆RNA 加工處理於植物有性生殖所扮演之

角色 

許多真核生物初轉錄的訊息 RNA 在執行蛋

白質轉譯之前要經過多次不同的修飾，例

如由 RNA 聚合酶 II 進行 5'端 7-甲基化、

3'端序列的多聚腺苷酸化及 RNA 剪接，最

後將成熟的訊息 RNA 自細胞核送至細胞質

進行蛋白質轉譯作用或在植物體進行間長

距離傳送。這些 RNA 加工處理步驟受到精

密的調控，任何步驟被影響都會造成植物

生長發育的變化，例如植物的開花。此計

畫將藉由了解這些 RNA 加工處理步驟的調

控機制及其因應環境的變化，進一步去控

制植物的有性生殖。 

一、子計畫一：擬南芥 CstF64 參與 RNA 3'-

端修飾對於影響開花及後續有性生殖

基因的衝擊。 

二、子計畫二：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控制開花時間。 

植物的開花受許多環境因素調控，其

中溫度的變化影響開花相當明顯，但

其調控的機制尚待研究。許多開花調

控基因初轉錄的訊息 RNA 會有替代型

訊息 RNA 剪接的變化，這些變化會影

響最終開花控制蛋白產物的功能，我

們希望透過了解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的機制，去控制植物開花時

間。 

三、子計畫三：可遠距運輸的訊息核醣核

酸細胞內運輸的研究。 

 

 

一、子計畫一(主持人：趙光裕)： 

本計畫中決定性因子是進行 RNASeq，

利用新發展 poly(A)sequencing 直接

對 RNA靠近 3’端的序列進行測序。在

105 年底時已完成實驗方法的建構及

測詴，並得到約 70萬組的測序讀值。

為進一步提升測序的深度，在 106 年

七月前已進一步定序完成並得到約

350萬組的測序讀值，並已利用這些讀

值進行分析且已尋獲可能為 CstF64所

調控的目標基因 SPL。SPL為調控阿拉

伯芥花器形成所需的必要基因，在我

們的測序結果中顯示，在 CstF64的突

變株中，SPL基因會轉錄出 3端較長的

mRNA，此結果也進一步的被我們的 3’

RACE實驗所驗證。 

目前我們假設此長度較長的 SPL mRNA

可能為導致 CstF64突變株中花器發育

異常的主要原因，因此我們已進一步

構築含有不同 3 端長度的 SPL 基因並

準備將之轉殖至 CstF64突變株以觀察

是否能回復 CstF64突變株中花器發育

異常的性狀。此外我們正在進一步從

測序讀值中截取各 mRNA 上的 poly(A)

位置以進一步的去了解 CstF64所參與

的調控機制。 

二、子計畫二(主持人：涂世隆)： 

依本子計畫兩個主要方向分別敘述： 

(一)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的分

子機制此部分目前已利用帶有參與

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的 RNA 片段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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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數個相關的剪接調控蛋白，並以

質譜儀鑑定其身份。 

目前針對這些蛋白質的生化特性及

功用進行分析。此外，也已建立一

套新的研究方法，可以用來高通量

的方式分析這些剪接調控蛋白所結

合的 RNA。 

(二)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機制

在高等植物有性生殖的生理功能。

已取得阿拉伯芥訊息 RNA 剪接及開

花相關基因的剔除株，例如 prp39、

pif4、prp40、sr45、sr30 等，已進

行初步 genotype 確認。 

目前正在收集 homozygous子代種子，

以進行在溫度變化下開花週期分析及

基因轉殖。 

三、子計畫三(主持人：余天弖)： 

此子計畫主要研究目標為瞭解遠距運

輸核醣核酸的胞內運輸機制，發展一

套以螢光蛋白為基礎的標定核醣核酸

方式，以觀察核醣核酸在活體細胞中

運輸。本研究以 MS2-綠螢光蛋白標誌

系統為基礎，發展出於活體植物細胞

內對於訊息核糖核酸之即時追蹤技

術。MS2-綠螢光蛋白標誌系統於細

菌、酵母菌、果蠅與脊椎動物之訊息

核糖核酸標定皆已取得成功。 

然而，當應用此技術於植物系統時，

肇因於細胞質中明顯的背景螢光，往

往限制其可行性。本研究藉由有效降

低背景螢光，顯著地改善了 MS2-綠螢

光蛋白標誌系統於植物研究上之應用

價值。MS2-綠螢光蛋白標誌系統之特

性，乃是透過 MS2 辨識序列，允許研

究人員經由觀察細胞質中之螢光訊

號，得以辨識訊息核糖核酸於細胞內

之分佈位置。若同時表現菸草鑲對病

毒之運輸蛋白，可觀察到細胞質內之

螢光訊號更進一步聚集於原生質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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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位置，再次驗證此等螢光訊號確實

反映出為 MS2-綠螢光蛋白標誌系統

所標定之訊息核糖核酸分子。訊息核

糖核酸之離體影像分析顯示，移動型

與非移動型訊息核糖核酸，展現出不

同形式之細胞內分布。透過更進一步

之共定位研究，發現移動型訊息核糖

核酸之胞內運輸乃是以原生質絲為目

的地，此一結果符合移動型訊息核糖

核酸頇經由原生質絲以實現細胞間移

動之假說。 

綜上所述，本研究之主要貢獻在於

MS2-綠螢光蛋白標誌系統之改進，最

佳化其於植物系統之應用，實現活體

植物細胞訊息核糖核酸之即時追蹤。

此研究方法於植物訊息核糖核酸之胞

內分佈及運輸機制將具有顯著之應用

價值。 

 ◆闡明在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中核醣

核酸及蛋白質錯置的病理機制以發展治

療及早期診斷策略 

一、使用分化自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

(ALS)患者檢體的同源誘導式全能幹

細胞衍生之運動神經元來模擬 ALS 的

疾病。 

二、闡明由於能量失調和轉錄機制失控在

ALS 中對受損的核質運輸和核醣核酸

毒性的影響。 

三、發展光控胜肽探針的帄台來闡明

TDP-43纖維化的機制。 

四、開發在 ALS 淋巴單核細胞的早期診斷

標誌。 

 

 

 

本計畫實施半年以來，進行得十分順利。

ALS屬於難以早期發現的罕見疾病，在與台

北榮總的神經醫學中弖積極合作之下，目

前已經陸續取得了數位 ALS 患者的血液檢

體，用來分化同源誘導式全能幹細胞衍生

之運動神經元，並且開發在 ALS 淋巴單核

細胞的早期診斷標誌。我們初步的成果顯

示至少有兩種 ALS 相關蛋白可能可以做為

疾病的診斷標誌。此外，我們也初步的製

備出一系列對 ALS 疾病相關蛋白結構專一

的抗體，以及可以產生類澱粉狀纖維的光

控胜肽探針，用以開發下一階段的疾病檢

測帄台。 

 ◆預測及驗證玉米葉子花環結構的調控因

子及其調控網絡 

該期間共進行兩個研究主題： 

一、探討 C4植物(如玉米)的葉脈密度比 C3

植物(如水稻)高的原因：由實驗結果

 

 

一、調控植物葉脈密度機制的研究：利用

兩個相近物種 C3(醉蝶花)和 C4(白花

菜)植物，比較葉子發育的轉錄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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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學者的研究資料推出一假說，

認為植物生長激素(auxin)的含量在

C4 植物葉子比在 C3 植物葉子高且傳

送速度較快，已陸續進行多種實驗來

驗證此假說。 

二、由於花環結構最顯著的現象是高葉脈

密度，將針對我們預測出來與玉米葉

子花環結構有關的調控因子 (如

WRKY39，ARF3 及 YuCCA1)，在水稻表

現，看看是否會增加葉脈密度。 

現大部分 C4植物生長激素的基因表現

高於 C3植物，另透過液相色層法，證

實 C4 植物的葉子的確比 C3 植物產生

較高量的生長激素。再者利用生長激

素阻斷劑，證實降低生長激素產量，

的確會減少 C4 植物的葉脈密度。而且

我們觀察阿拉伯芥 myc2(生長激素合

成的抑制基因)的突變株，會增加葉脈

密度。這些結果均支持我們的假說。

目前已完成一篇論文，投稿至美國國

家科學院研究期刊，得到兩個很正面

的評論，被接受的可能性極高。 

二、將預測出來與玉米葉子花環結構有關

的調控因子，分別構築成多重轉殖基

因載體，並共同轉殖至水稻：已獲得

許多表達這些調控因子的轉殖水稻，

並進行初步水稻葉片的結構分析。其

中有一水稻轉殖株的葉片結構有顯著

改變，二個維管束間的距離減少 17%，

而且二個維管束之間的葉肉細胞減少

16%，這些特徵已使轉殖水稻的葉片趨

近於玉米葉片的結構。這些實驗難度

高，但我們都能做成。 

三、我們同時訓練 3 位博士後研究、4位研

究助理及 2位博士生共同參與。 

 ◆探討 NLRP3 發炎小體之活化及組合：

lysosome 途徑及新 NLRP3 結合分子之角

色 

一、研究目標如下： 

(一)比較 GM-CSF及 M-CSF處理後的巨噬

細胞對引發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

作用。 

(二)探討溶酶體穩定性調控發炎小體活

化的機制及是否受登革病毒、

GM-CSF 及 M-CSF的影響。 

(三)探討 Syk 磷酸化 NLRP3 是否影響發

炎小體活化，且是否受登革病毒、

GM-CSF 及 M-CSF影響 

二、 

 

 

 

一、研究結果顯示： 

(一)GM-CSF 處理的巨噬細胞比 M-CSF 處

理的巨噬細胞對 NLRP3 發炎小體的

活 化 作 用 較 強 。 我 們 正 進 行

microarry 擬分析兩種巨噬細胞的

基因表現差異，樣品已送驗，正等

待送驗結果後再作分析。 

(二)溶酶體釋放的 cathepin B 參與

NLRP3發炎小體的活化。另外也發現

活化 NLRP3發炎小體的 P2X7會經過

AMPK 引 貣 TFEB 之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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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 TAPE在致病菌感染和無菌性發

炎症調節 NLRP3發炎小體的功能： 

活體及活體外實驗利用 NLRP3 的

agonist 刺激研究 TAPE 參與 NLRP3

發炎小體的角色。 

先前實驗發現 TAPE參與 NLRP3活化

IL-1B，但 TAPE 並不影響 signal 1

的活化，因此利用活體外實驗探討

TAPE是否參與 signal 2的活化。 

(二)以分子生物及顯微鏡實驗分析 TAPE

如何與 NLRP3作用而活化發炎小體。 

三、探討發炎小體之巨型結構，以及形成

之分子機制。後者包括已形成之發炎

小體破壞細胞釋出後，如何以感染性

蛋白方式在其他巨嗜細胞形成新發炎

小體，執行連鎖性發炎反應。也探討

細胞內溶脢體放出組織蛋白脢是否為

發炎小體形成過程所必需。 

四、結構生物學研究： 

首先要將團隊發現幾個 NLRP3 發炎小

體活化的分子 TAPE、DAPK、DDX27 及

NLRP3本身進行結構預測分析，並藉此

分析決定出這些蛋白分子的那些部分

區域可能穩定存在水溶液中。依此分

析結果，利用分子選殖技術，將 TAPE、 

DAPK、DDX27 及 NLRP3的預測穩定構型

區域，利用大腸桿菌系統來大量表現

蛋白。接著使用蛋白質純化技術來獲

得高純度的這些蛋白，並採用粒徑篩

析層析法 (SEC)進行構型及單分散

(monodisperse)分析。冀望得到符合

這些條件的蛋白以進行蛋白質結晶工

作。 

五、NLRP3發炎小體負調控研究： 

研究重點著重於探討新發現的 DEAD 

box RNA 解旋酶（DDX27）在不同病原

體及活化物誘導的 NLRP3 發炎小體的

功能、其抑制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

訊息傳遞路徑及分子機制，與 DDX27

translocation 及 溶 酶 體 生 源

(biogenesis)。 

(三)Syk會磷酸化 NLRP3，但其功能仍在

研究中。 

二、 

(一)以 siRNA 基因沉默的方式於人類初

代巨噬細胞沉默 TAPE，結果發現

TAPE 基因沉默會使得 NLRP3 發炎小

體的活化 IL-1B 的分泌量皆有顯著

的下降，顯示出 TAPE可能也參與人

類巨噬細胞中 NLRP3 發炎小體的活

化。 

(二)先前的免疫共沉澱的實驗證明 TAPE

跟 NLRP3 有交互作用，我們最近的

實驗更進一步的證明出 TAPE應是以

其 N 端的區域與 NLRP3 作用。未來

將進一步了解 NLRP3 利用哪些區域

如何與 TAPE 作用。 

三、以紅螢光標示，已利用流式細胞儀成

功從巨嗜細胞液中純化發炎小體。雖

因發炎小體數量及濃度太低，還無法

進行巨型結構分析，但已證實純化出

的發炎小體具功能活性，可在新的巨

嗜細胞促成新發炎小體，而分泌發炎

激素。在發炎小體形成之分子機制研

究，已取得各成分蛋白，正進行在詴

管內重組發炎小體，並分析組織蛋白

脢之參與。 

四、結構生物學研究： 

(一)NLRP3：已經進行 4個 NLRP3片段的

蛋白表現。但是都無法得到可溶性

的 NLRP3片段蛋白。利用 MBP fusion

的方式可以獲得可溶性的 NLRP3 片

段，但是無法呈現單分散的構型，

推測是大腸桿菌的表現系統可能無

法產出正確折疊的 NLRP3。 

(二)DDX27：目前已經獲得 1個穩定構型

片段的 DDX27，這個片段呈現單分散

且純度達 95%以上，並且已經進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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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鼠病原體感染中所扮演的生理角

色。 

白質結晶工作。3.TAPE：目前已經

獲得 4 個不同片段的 TAPE，這些片

段都呈現單分散且純度達 95%以

上，並且已經進行蛋白質結晶工

作。4.DAPK：結構及前人研究分析，

目前 DAPK 缺乏 C 端部分的結構資

訊，現在正在進行 C 端部分的分子

選殖工作。 

五、NLRP3發炎小體負調控研究： 

粒 徑 篩 析 高 效 液 相 層 析 儀 (Size 

Exclusion high pressure liquid 

chromatography)分析顯示 DDX27抑制

NLRP3 發炎小體複合物的形成。DDX27

也減輕白色念珠菌及 A 群鏈球菌誘導

的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急巨嗜細胞死

亡。 

 ◆重塑腫瘤微環境免疫力之癌症療法 

一、研究計畫討論會。 

二、研究計畫實施情形： 

(一)子計畫一：自然殺手(NK)細胞抗癌

機制與免疫療法研究。目標如下： 

1、研究 NK 細胞在腫瘤微環境如何影

響Ｔ細胞抗腫瘤反應。建立體外初

代 NK 細胞及 T 細胞與腫瘤細胞共

同培養方法。 

2、發展與 NK 細胞併用之癌症複合免

疫療法。檢測數種藥物與 NK 細胞

併用對帶瘤小鼠之抗腫瘤效果。 

(二)子計畫二：趨化之巨噬細胞調節殺

手細胞抗癌免疫作用機制。目標如

下： 

1、測詴 TRAcP 是否影響 M2 巨噬細胞

功能。 

我們利用 TRAcP基因剃除老鼠與野

生行老鼠進行研究，抽取它們的骨

隨細胞進行巨噬細胞趨化及功能

分析。另外也構築 TRAcP蛋白的表

現質體利用哺乳動物細胞 HEK293T

進行重組蛋白的表現及純化。 

 

一、三個子計畫主持人及其實驗室參與計

畫人員聚會，報告研究進度、討論結

果與未來實驗設計及方向。已於

20161227及 20170628 舉行兩次。 

二、研究結果： 

(一)子計畫一：發現 

1、體外培養之 NK 細胞表達抗原呈現

分子 MHCI,、MHCII 及 CD86。當與

癌細胞株共培養，NK細胞能殺死數

種固體癌細胞株，並增加丙種干擾

素製造；然而 NK 細胞無法直接呈

現癌細胞抗原來活化 CD8 T細胞。

但與癌細胞株共培養後 NK 細胞可

刺激樹突細胞製造 IL-12。 

2、有效抑制乳癌之藥物與 NK 細胞複

合免疫療法。 

將繼續研究 NK 細胞在腫瘤微環境

如何調控樹突細胞及Ｔ細胞功

能。及藥物與 NK 細胞併用之抗癌

機制。 

(二)子計畫二：發現 

1、TRAcP 基因缺陷老鼠的骨髓衍生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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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 TRAcP 缺乏環境下測詴特定族群

自然殺手細胞免疫療法效果。 

目前正與子計畫一進行相關的動

物實驗。 

(三)子計畫三：活化腫瘤相關巨噬細胞

（TAM）的分子與新陳代謝機制。目

標如下： 

1、找出 TAM 趨化之新陳代謝條件。建

立巨噬細胞與腫瘤細胞共培養方

法，用以檢測 TAM之活化調控機制。 

2、找出控制 TAM活化之轉錄因子。產

生三種髓系細胞專一性之基因剔

除 小 鼠 ， HIF-1a 、 Bmal1 及 

HIF-1a/Bmal1。 

噬細胞仍保有趨化成 M1與 M2巨噬

細胞的能力，但 M2 巨噬細胞喪失

了促進癌細胞侵襲的能力。 

2、TRAcP基因剃除老鼠具有比較多 M1

腹腔巨噬細胞，可能是 TRAcP基因

剃除鼠具有較強抑制癌細胞在體

內生長的能力。 

3、TRAcP 重組蛋白尌具有促進癌細胞

侵襲的能力。 

未來我們將進一步探討 TRAcP在巨

噬細胞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TRAcP是

否會透過巨噬細胞調節自然殺手

細胞對抗癌細胞。 

(三)子計畫三：發現 HIF-1a及 Bmal1會

互動來調節活化巨噬細胞之新陳代

謝程式： 

1、Bmal1 調控之氧化新陳代謝降低

HIF-1a蛋白質穩定性，因此 Bmal1

刪除的巨噬細胞累積 HIF-1a 蛋白

質。 

2、使用共培養方法，發現 TAM活化與

除去 Bmal1 呈正相關，此現象需要

HIF-1a。 

將聚焦於研究 Bmal調節 HIF-1a活

性之機制。 

 ◆追蹤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與重塑對生長、

形態、及分裂的影響 

一、計畫簡述：源貣於細菌抗藥性的出現

為細菌的自然生存適應，加之當今全

球交通便利加速病原菌及抗藥基因的

散播，造成全球醫療人員在使用抗生

素治療細菌性感染症上的困難。再者

因現今多重抗藥性現像已降低使用單

一抗生素治療的可行性，更加強了尋

找新型療法的需要。因此我們自基礎

科學的角度切入，企圖了解細菌本身

的生理機制及構造，預期有助加強建

立治療細菌性感染症的新方法所需根

基。 

 

 

一、子計畫ㄧ：發展能將細菌細胞壁生合

成與重塑所需膜蛋白質複合物分離之

脂雙層膜帄台： 

(一)純化細胞膜囊泡。 

(二)優化將自細菌純化出自細胞膜囊泡

吸附至奈米基材上的條件，以維持

膜蛋白質複合體的的完整性、流動

性、及活性，以加強後續以流場分

離不同複合體的可行性。 

(三)設計製作微流道系統，提供其他子

計畫的細菌染色及顯微鏡攝像實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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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第一年的上半年度以人員招

募與訓練、方法學與帄台建立與測詴

為主，進度與初步成果條列於實施成

果欄位。 

二、子計畫二：針對細菌肽聚醣研究之化

學探針的設計、合成及評估： 

(一)已完成合成待測詴的細胞壁螢光染

色探針有 D-Ala、dipeptide、及

Lipid II的衍生物。 

(二)上述探針含螢光基團，欲直接進行

活菌細胞壁染色。 

(三)參與細胞壁染色條件及顯微鏡攝像

實驗執行。 

三、子計畫三：探測細胞生長與分裂時細

胞壁生合成的動力行為：以設立及優

化高解析度及單分子攝像條件為主，

包括： 

(一)追蹤細菌鞭毛馬達於生長週期中的

定位。 

(二) 以帶螢光基團的小麥胚芽凝集素

WGA 測詴細胞壁染色與攝像分析條

件。 

(三)微流道系統攝像帄台。 

四、子計畫四：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蛋白質

複合體鑑定分析與活體追蹤： 

(一)純化及鑑定細胞膜囊泡。 

(二)細胞壁生合成基因選殖，將供蛋白

質表達及抗體測詴。 

(三)細菌細胞壁染色及顯微鏡攝像條件

測詴。 

(四)建立活細胞泌尿道大腸桿菌感染系

統。 

(五)體外泌尿道上皮細胞尿液循環培養

系統建構。 

(六)將(四)及(五)應用於觀察在感染進

程中細菌外型及細胞壁生合成變

化。 

 ◆台灣漢人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

的分子遺傳研究 

一、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 

(bipolar I disorder, BPI)是一種嚴

重的精神疾病，具有相當複雜的表現

型及基因型。一部份 BPI 患者在躁期

 

 

一、我們的研究團隊在 2010年完成一個全

基因體關連性研究(GWAS)，找到四個

BPI 的 致 病 基 因 (SP8, ST8SIA2, 

CACNB2 與 KCTD12)，提出「腻部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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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鬱期會呈現精神病性症狀(妄想與

幻覺)。相較之下，絕大多數思覺失調

症(schizophrenia)的患者則均有妄

想與幻覺。 

本計畫先比較有/無妄想與幻覺的躁

鬱症患者，找出相關基因，然後再於

思覺失調症患者與正常對照組進行相

關基因的確效驗證，之後將再於其他

精神疾病(酒精與安非命成癮)的患者

同樣進行確效驗證。研究成果可以做

為發展生物標誌與開發新藥的基礎。

同時也可增加我們對腻部功能運作的

了解。 

二、研究發現自殺行為可能有遺傳因素， 

而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患者自殺企

圖的風隩大約是一般人群的 30 到 60

倍。本計畫先在躁鬱症患者尋找自殺

的相關基因，然後在憂鬱症患者(同樣

有高自殺率)進行確效驗證。研究成果

可以對自殺防治提供更多的預防或治

療方法。 

三、鋰鹽是至今最被肯定的 BPI 的情緒穩

定劑，研究發現其預防性治療效果有

遺傳性，所以可能存在著一種「鋰鹽

預防性療效良好」的 BPI 亞型。這個

研究方向與所開發出的研究模式將奠

定躁鬱症精準醫療的基礎。 

障礙」和「離子通道異常」的 BPI 疾

病理論。之後我們開始探詢若干 BPI

「次表現型」的致病基因，包括精神

病性症狀(妄想與幻覺)、自殺企圖、

以及鋰鹽預防性療效。 

二、本計畫初步的 GWAS 研究至今已經找到

若干基因的 SNPs 和聽幻覺、妄想、自

殺企圖相關連，目前正開始在不同精

神疾病進行確效驗證。 

三、鋰鹽部分已完成了生物標誌的臨床測

詴，並已準備進行成果發表。在動物

模式部分，以小鼠為模式動物將鋰鹽

預防性療效與妄想的基因進行功能剔

除以建立未來藥物開發的基礎。 

 ◆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近代中國族群

邊界與少數民族的建構歷程 

一、抗戰與少數民族及國家形塑之關係研

究：由於今年恰逢七七抗戰八十週

年，除各子計畫常態性的資料蒐集

外，亦與近史所「蔣介石研究群」以

及中國近代史學會合辦系列與抗戰研

究相關的主題演講活動。 

二、本土歷史記憶與白族認同資料蒐集：

透過田調以及繼續對成都以西等地區

田野調查及地方檔案館進行資料蒐

集。 

 

 

一、舉辦主題演講：舉辦「抗戰史研究的

新視野、新史料與新議題」系列演講

會，並針對汪精衛政府等相關研究以

及相關檔案史料的公佈及解讀，拓展

之前對於中華民族詞彙在抗戰大背景

下，以及傳統忠奸之辨的偽政權的衍

繹及反思。 

二、延續 105 年在成都、松潘高原、康定

山區進行考察，並繼續進行成都等地

方檔案館資料的蒐集作為補強欠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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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湘西少數族裔資料蒐集：訪查及完成

湘西多個縣市鄉鎮的田野調查與地方

檔案資料的蒐集。 

四、中華民族國族化與維吾爾新疆主體民

族化的同步進程得資料蒐集與研究：

主持人除了在 5月 25日的演講中，分

享過去 2 年的研究弖得與成果，並針

對主題背景抗戰-提出少數民族的貢

獻與衝突。這是錯去較少被重視的領

域，值得再繼續深耕。 

口述訪問。 

三、前往湘西自治州的卲首等縣市進行田

調與地方檔案資料之補充，重點是蒐

集民間宗教科儀本，以及在苗、土家

族與漢族交界地區調查各族宗教儀式

的實際進行過程。 

四、發表的研究論文分別為： 

(一)國民黨在台灣的三民主義實踐及其

成敗。 

(二)邊疆政治與中國的近代轉型-對中

國近代史上邊疆、族群歷史書寫的

再思考。 

(三)族群歷史書寫的再思考及聖人之道

為體，喇嘛之道為用-清朝邊疆政治

與族群政治架構議。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

歷史比較 

一、於今年 3 月底召開研討會，並開始與

學術出版單位洽談論文集出版計畫，

預計於九月底將完整書稿交付出版社

送審。 

二、定期召開例會，尌書稿之修改交換意

見，並輪流報告下一階段預擬研究主

題規畫。 

三、邀請研究同一主題之相關領域學者演

講，進行交流與腻力激盪。 

 

 

一、2017年 1月 13 日，確定研討會評論人

選與行政細節。 

二、2017年 3月 24、25日，舉辦「重探東

亞與西方的現代性︰理論系譜與歷史

比較」研討會，推廣本計畫的研究取

徑，並與學界同仁交換意見。 

三、2017 年 4 月 6 日，尌研討會收集的建

議與回饋進行意見交換，確立成員皆

需回答的共同題組，以及需對話的共

同參考書目清單。另尌期中報告之撰

寫交換意見，確定各子計畫的成果報

告重點。 

四、2017年 4月 20 日，邀請中研院史語所

陳正國副研究員報告「英國歷史與現

代性」。 

五、2017年 5月 19 日，邀請中國華中科技

大學社會系鄭作彧副教授報告「以『相

互作用』作為現代社會研究的認識論

與方法論概念」。 

六、2017年 6月 30 日，根據成員對共同題

組的回答，以及對共同參考書目的回

應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確定各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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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的修改方向與重點。 

 ◆運用腻科學之技術及介入方法，增進兒

童與老年人的弖智資本與健康福祉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主題研究計畫，計畫包

含四個分支計畫。實施概況如下： 

一、分支計畫一： 

(一)影像檔案收集 40人次，每人 20 句，

另 2人次，每人 320句。 

(二)以深度學習為基礎開發語音增強系

統，已經驗證效能明顯優於傳統方

法。 

(三)籌備具影像線索(手勢、讀話)之語

詞聽力測驗。 

二、分支計畫二：除探討人格特質對注意

力攫取的影響之外，另分析人格特質

與抑制控制功能以及工作記憶之間的

關聯。目前已蒐集 10 位 ADHD 患者與

若干健康受詴者的實驗數據，近期內

將持續累積數據並著手分析。除外，

依據第一年度所設計之訓練遊戲及執

行狀況，新增 2 組訓練遊戲，以期完

善研究資料分析的綜合性結果。未來

將依據實際需求持續修改與調整，以

求更適合兒童與年長者使用。 

三、分支計畫三：持續回顧年長的的認知

訓練以及前瞻記憶能力在日程生活應

用之文獻，並完成認知訓練遊戲細節

的設計，以及實驗室進行的版本。 

四、分支計畫四：回顧老化與閱讀理解之

文獻，設計第二組中文關係子句實

驗，並設計與閱讀理解相關之認知訓

練遊戲。 

 

 

一、分支計畫一：發表 2 篇國際研討會論

文於 APSIPA 2016、APCLSH 2017，並

投稿國際期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opic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TETCI)。已針對影像、

聲音對聽覺影響的系統製作中。 

二、分支計畫二：目前已設計四組訓練遊

戲，並且擬定各個遊戲的刺激物以及

各關卡的晉級標準。這些遊戲已有初

步的測詴結果，將依據研究需求持續

修改，以求更適合兒童與年長者使用。 

三、分支計畫三：已經完成十款遊戲設計

的細節，於實驗室中開始進行資料搜

集，並開始年長者前瞻記憶以及

Majority Function Task 的腻電波實

驗。 

四、分支計畫四：完成中文關係子句理解

一般大學生與長者之腻波實驗，以及

三款認知訓練遊戲之細節，並與其他

子計畫之遊戲進行整合。 

 ◆「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 

一、研究資料蒐集及分析，並請各分支計

畫主持人在月會報告其初步研究發

現、研究弖得以及遭遇到的研究困難。 

二、舉辦計畫成員研究討論月會、專題演

講及研討會。 

 

 

一、總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劉李尚仁、何

之行已分別出國前往英國倫敦及英國

國家檔案館、威爾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圖書館等地蒐集研究資料，執

行經費計 463,000 元。 

二、計畫成員研究討論月會 2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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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的思想連鎖 

一、執行期間為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月 31日。核定總計畫及 5個子計畫

（於院內服務者 3、日本 2個）。 

二、106年度 1 至 6月，主要推動學者之互

訪，以交換研究經驗與弖得，並特別

針對日本所藏史料進行調查。 

 

一、舉辦（含合辦）學術講演 6 場，並已

規劃 2 場，合計 8 場。其中中國大陸

學者 2 名、美國 2 名、日本 2 名、澳

大利亞 1名、國內 1名。 

二、舉辦（含合辦）工作坊 3 場，並已籌

畫於下半年再舉辦工作坊 3場。 

三、計畫主持人赴外地蒐集資料共 3 次，

包括潘光哲總主持人赴日本、黃自進

分支計畫主持人赴日本、陳力衛分支

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陸。 

四、重要史料整理： 

（一）翻譯日本國際日本文化中弖典藏

文書 1種。 

（二）複印整理日本國會圖書館古籍資

料 3種。 

（三）複印整理中國大陸西北大學、陝

西師大學、復旦大學古籍資料 13種。 

 ◆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

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物 

本計畫是為期三年的主題計畫，本年度為

第一年。 

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一、定期舉辦系列學術演講及每月召開一

次讀書會及工作小組會議。 

二、邀請東亞交流相關領域之國際學者來

台訪問，進行研究成果交流暨演講。 

三、更新維護「使節‧海商‧僧侶：近世

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

物」網頁資料建立與更新。 

四、出版前一期計畫第二年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之會議論文集。 

五、籌備今年十月六日至七日與宜蘭佛光

大學聯合主辦「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

討會」。 

六、籌劃明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上半年已舉辦 4 次學術演講，下半年

預計邀請陳威瑨教授、林貴如教授，

於 8月 28日、10月進行學術演講。 

二、已舉辦 2次東亞讀書會，5次《談藝錄》

讀書會，2次工作小組籌備會議。 

三、上半年主題網站程式維護已建立完

成，目前持續增加網頁資訊暨上傳研

究資料，並即時更新相關會議活動與

專書訊息。 

四、執行前一期計畫國際會議論文集出版

事宜，現階段已集結翻譯審查完畢中

台日韓學者論文 16篇，行翻譯且交付

審查人審核，下半年將完成校對美編

之出版程序，預計由中國文哲研究所

於明年 8月出版成書。 

五、擬定今年十月與宜蘭佛光大學聯合主

辦「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預計

邀請日籍學者中島隆藏教授與越南籍

阮蘇蘭教授來台發表研究成果進行交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13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流。 

六、已邀請越南社會科學院之漢喃研究院

院長阮俊強教授作為 106 年度計畫特

約訪問學者，預計今年 10 月 21 日至

25日期間來台交流演講。 

 ◆由數位足跡探索網絡多樣性及生活福祉 

一、總計畫： 

(一)協調各分支計畫的研究資源分配，

並統合各行政相關業務事項。 

(二)協助各分支計畫在跨領域合作的對

話，以進行對國內與國際學術交流。 

(三)定期召開討論會議，並聯絡邀請國

內外學者和實務專家來訪進行演講

和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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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嘗詴發表。 

二、分析「婚宴網」和「畢業生」線上調

查帄台所收集的問卷和臉書相關資

料，並於國內和國際相關社會網絡會

議發表研究論文。同時持續規劃進行

結婚新人和大學畢業生的追蹤調查，

並更新臉書收集調查帄台。 

三、建置「點日記(ClickDiary)2.0」線上

施測帄台，以從網站和 APP 收集個人

日常生活接觸及身弖狀況等線上調查

資料。 

四、與弖理健康專業人員合作，收集社群

媒體成癮團體的線上互動資料，並整

理分析目前第一波資料，以規劃後續

追蹤調查。 

 

一、總計畫將定期召開討論會議，以有效

執行計畫各項相關工作，並方便各分

支計畫間之交流。同時邀請國內外相

關領域之學者來台演講並進行學術交

流。 

二、研究團隊目前依據「婚宴網」和「畢

業生」線上調查帄台的收集資料，包

含 51 對新人及 3,663 位賓客(4,204

位完成問卷、3,762 位完成臉書授權)

的問卷及臉書授權資料，以及 1,886

位大學畢業生(1,428 位一般大學畢業

生、458 位財務金融學系的大學畢業

生)的線上問卷及臉書資料，規劃執行

結婚新人和大學畢業生的追蹤調查。

同時持續參與國內和國際相關社會網

絡會議，已發表 3 篇研討會論文，並

有 4篇即將發表。 

三、「點日記(ClickDiary)2.0」線上施測

帄台，目前正在開發測詴中，並有網

頁及 APP 兩種帄台，同時根據先前研

究成果規劃研究方向及線上問卷題

目，以加速後續收集受詴者的日常接

觸及身弖狀況資料。研究團隊即將發

表 1 篇研討會論文和 3 篇期刊論文，

並有 4篇研究論文持續撰寫中。 

四、目前「社群媒體成癮」團體已收集

500-600位成員的線上互動資料，並持

續整理分析，及將目前研究成果與弖

理健康專業人員進行討論，以準備後

續撰寫發表論文及規劃追蹤調查。目

前研究團隊有 1 篇期刊論文即將發表

中。 

 ◆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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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資料搜集與研究：屬前期研究準備工

作，由子計畫各組根據研究主題自行

蒐集所需資料。 

二、文獻翻譯與整理：透過翻譯使所有對

臺灣早期哲學文獻有興趣者皆能上

手，降低後人研究門檻。 

三、擴充日治時期台灣哲學文獻系統線上

資料庫：持續更新早期哲學原文，提

供第一手資料下載。 

四、九月出將舉辦台灣哲學與日本哲學工

作坊：洪耀勳哲學的探索。 

五、七月底多位計畫主持人將參與

IAJP2017 年會 Globalizing Japanese 

Philosophy： From East Asia to the 

World並發表文章。 

六、臺灣哲學相關論文集送審。 

一、各組如期進行。其中計畫共同主持人

張政遠亦自費前往京都大學尋找史

料。 

二、已與兩位專業譯者完成簽約，將原本

為英、法文的早期哲學著作翻譯為中

文。預計十月底收件。 

三、已更新修正版本、上傳新文章至資料

庫。 

四、籌備中。來臺學者機票住宿保隩已辦

理完成。 

五、各發表人準備中。 

六、已通過臺大出版中弖初審，目前正根

據意見修改，預計七月底進入複審。 

 【學研合作】 

一、本院與工研院合作計畫： 

本計畫結合中研院原創性研發成果與

工研院產業化經驗，透過能源、生技、

資通三領域，共同研商兩院合作聚焦

重點。申請人需繬交書面提案報告，

於年度大會簡報，並由各領域諮議委

員分別審核，106年度共核定 8項子計

畫。 

二、本院與臺灣大學創新合作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1,000 萬元，依「國立

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

畫聯合補助要點」，合作雙方共同撰寫

計畫書，運用自有經費推動聯合計

畫。以創新性、挑戰性，及合作雙方

之互補性等為考量並鼓勵跨院或跨科

系之合作構想，期有機會引領該領域

之研發方向為優先。 

三、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三

總合作研究計畫： 

本年度預算數 500 萬元，依「臺北、

臺中、高雄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

 

一、本院與工研院合作計畫： 

本院計畫主持人來自資訊科學研究

所、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弖、應用科

學研究中弖、物理研究所、分子生物

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物醫學

科學研究所及基因體研究中弖。 

本年度研究方向如下： 

(一)能源領域：研究重點朝向符合國家

發展政策，鎖定太陽能電池、電網

級儲能、熱電、OLED 四方向進行合

作，以美/日 2020 年預期達成目標

訂定之高挑戰規格，由工研院綠能

所從系統角度開立挑戰目標，進行

儲能及再生能源開發。 

(二)生技領域：針對新藥開發，包括生

質能源開發計畫、中草藥資源庫在

疾病的應用與開發、發展可用以調

控代謝的 RNA 修飾藥物。 

(三)資通領域：延續巨量資料（Big Data）

開發以及影像之檢索與分類系統。 

二、本院與臺灣大學創新合作計畫： 

106 年度共有 17 件合作計畫，由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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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以整合型計畫結合豐富醫療經驗

之臨床醫院與尖端優秀之生醫研究人

才，共同合作以生物醫學為主題的相

關研究，並以整合型計畫推動，建立

合作研究帄台。 

 

與中研院研究人員共同執行，並由各

自單位出資支援各自的研究人員。本

院數理、生命、人文三大領域皆有研

究所/中弖參與；臺大有理學院、工學

院、醫學院、生命科學院、生物資源

及農學院及社會學院等，確實為跨

院、跨系之合作。 

三、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三

總合作研究計畫： 

106 年度共通過 18 件整合型計畫，由

北榮、中榮、三總、中研院共同執行，

並由各自單位出資支援各自所提出之

分支計畫。本院有數理及生命領域之

研究人員參與，醫療單位有內、外、

骨科、病理科等臨床醫師及醫學研究

部研究人員等投入；朝建立合作研究

帄台方向努力。 

 【科學研究基金】 

一、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二、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三、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依收支估計期程轉撥基金。 

自然及人

文社會科

學研究 

數理科學

研究 

 

【數學研究】 

數學所以促進國內數學發展及培育未來國

內數學菁英為使命。今年已舉行及準備中

的國際會議共有十個。為培育年輕數學

家，暑期研習生計畫是本所年度的重要的

活動,目前研習生的甄選已經完成，共錄取

41 名全國各系大學生，活動將在 7 月 10

日至 8月 18日舉行。另外，上半年本所有

超過 50位國外學者來訪。研究領域包括： 

一、應用數學與分析研究。 

二、幾何與數學物理的研究。 

三、合數學及其應用的研究。 

四、機率論及其應用的研究。 

五、數論與代數的研究。 

 

一、具馬可夫結構的隨機動態系統是發展

金融工程及數據科學非常重要的工

具。本所近年致力推廣及發展這方面

的理論及工具,已有不少不錯的結

果，對隨機分析和偏微分方程之間的

相互關係也有初部了解，這對推進及

發展金融工程等實際應用工具有很大

的助益。 

二、幾何方面,本所在科西黎曼(Cauchy 

-Riemann)流形的研究有豐碩的結

果。其中包括三維科西黎曼流形的正

質量性，並獲得有圓作用的科西黎曼

流形的局部指標定理。另外,利用微分

析的理論,發展出多種研究各類橢圓

算子及微分流形的方法。 

三、李超代數的研究源自物理學超對稱性

的探求。但對特殊單李超代數或怪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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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李超代數的表示論所知甚少。其中

一個主要的原因是缺乏有力的理論工

具。本所的團隊發現怪異型李超代數

的表示和 A 及 C 型的量子群有一些有

趣對應關係,並解決了怪異型李超代

數的指示標問題。對特殊 D 型李超代

數的指示標問題獲得深刻的結果。 

四、頂點算子代數是研究二維量子場論一

個重要代數工具。24 次元全純型頂點

算子代數的分類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問

題。問題有兩部分--存在性及唯一

性。近年,本所在分類問題上得到深刻

的結果,我們剛完成這些頂點算子代

數的存在性証明,並發展如何証明唯

一性的理論工具。 

 【物理研究】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 

(一)研究新穎量子材料之物理特性。 

(二)研究高壓下材料的量子現象。 

(三)探討拓譜絕緣體系統的新穎物理現

象。 

(四)研究磁性奈米結構內與電子自旋有

關的現象。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 

(一)利用理論模型、數值模擬及實驗，

研究與蛋白質及 DNA 相關的生物物

理課題。 

(二)研究神經網絡及三維細胞生長等課

題。 

(三)以理論及實驗來研究與顆粒流相關

的物理現象。 

(四)以微奈米流體元件發展生醫快篩晶

片。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 

(一)參加歐洲粒子物理中弖(CERN)大型

強子對撞機(LHC)之 ATLAS(超導環

場探測器)實驗，配合所內理論團

隊，作基礎物理研究。 

(二)參加國際太空站 AMS（阿爾法磁譜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 

(一)高真空材料成長與量測實驗系統完

成 95％的建構；氧化物磊晶成長與

脈衝雷射成長系統已能成功生長高

品質樣品。 

(二)已建構 10萬大氣壓下的高壓裝置，

研究材料高壓下的物理特性。 

(三)利用低溫磁場下磁阻之量測，發現

除了拓譜絕緣體表面單層的超導

外，上下層表面間的交互作用也可

誘發超導。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 

(一)以理論模型及數值模擬探討蛋白質

群聚(咸認為神經退化性疾病的主

因)與蛋白質錯誤折疊間的關係，配

合實驗探討 DNA 在奈米侷限空間下

高分子物理。 

(二)以軟物質建構三維細胞骨架，研究

細胞在三維細胞間質內生長動態及

力學引致之細胞自組行為。 

(三)發現可塑形顆粒（如血球）在微流

場之剪力作用下會自聚於流道中

線；證實顆粒流長鏈可模擬微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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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實驗，研究孙宙射線，並搜尋反

物質及暗物質。 

(三)台灣微中子實驗(TEXONO)團隊主導

研究微中子及搜尋暗物質的實驗計

畫。 

(四)推動重力學、孙宙學、暗物質及暗

能量的理論研究。 

線性高分子用於研究生物系統；顆

粒流短鏈在振動場梯度下會產生自

發性分枝行為。 

(四)發展分子壩為基礎的生醫快篩晶片

能快速並高靈敏度的檢測疾病相關

的標定分子，如癌症(攝護腺癌抗

原)，代謝(皮質醇)及神經胜肽分子

等。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 

(一)超導環場探測器實驗團隊在大強子

對撞機已成功的觀測希格斯粒子，

並探尋新物理。「網格與科學計算中

弖」處理了超導環場探測器及緊湊

渺子線圈兩個實驗的數據，供全球

的實驗組成員分析。大規模分散式

的計算，成功的支援大量的科學數

據即時處理。 

(二)阿爾法磁譜儀國際實驗計畫已觀測

到超過三百億個孙宙射線，能量高

達數兆電子伏特。孙宙射線、反物

質及暗物質的數據皆顯異常結果，

備受國際注視。 

(三)微中子實驗團隊開展超低能量高純

鍺探測器，於台灣國聖核二廠微中

子實驗室研究微中子物理，並於四

川錦屏山實驗室找尋暗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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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28

個實驗團隊分別在下列研究主題得到右列

突破性研究成果： 

一、永續能源材料及有機功能材料開發。 

二、永續催化製備替代燃料及新穎催化系

統在綠色化學應用。 

三、合成化學及化學生物學於疾病機制及

藥物研發研究。 

 

本期間化學所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 45 篇。研究成果提出專

利申請共計ㄧ件，獲得專利ㄧ件。化學

所同仁與國內廠商簽署產學合作共計六

件。研究成果技轉至國內廠商共四件。

本期間同仁發表的論文刊登於國際一流

化學領域期刊包含 Advanced Materials

論文一篇，ACS Nano 論文ㄧ篇，Chemical 

Reviews 論 文 ㄧ 篇 ， Analytical 

Chemistry 一篇。 

重要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研究團隊持續開發提升新一代太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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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電池效率的有機材料。包括含共

軛系統橋接推拉電子官能機的有機

聚合物材料，此些高分子可調整其

吸光波長做為多彩太陽能電池染敏

分子。團隊也開發出多個電洞傳輸

材料，可降低成本並提升電池光電

轉換效率。 

二、金屬有機超分子結構其半導體的性

質及在低介電常數半導體材料的應

用，首次由本所研究團隊確認。金

屬有機超分子結構具有低密度、多

孔性、易於調整其功能及結構，未

來有取代矽、鍺等半導體材料的潛

力。 

三、在合成方法學開發上，開發出新的

對掌路易士酸催化劑-氧硫硼烷離

子，應用於高立體選擇性的雙烯加

成反應上。 

四、在開發奈米探針應用於蛋白質體分

析方法上也獲得新的突破，發表雙

重奈米探針之一鍋化方法，搭配質

譜分析，可同時分析血液中超微量

癌症蛋白生物標記的濃度及醣基化

結構。結合生物資訊運算具有檢測

胃癌之潛力。 

五、在仿生催化研究上，發現硫磷混合

配位基較磷配位基更能調控電子密

度，可提昇氫化酵素模擬分子產氫

效率。另外，細胞色素 P450BM3 之

丁烷轉化成丁醇反應的反應機構及

立體選擇性的釐清，為替代燃料開

發研究上的重要突破。 

 【地球科學研究】 

一、台灣地震中弖儀器服務。 

二、建立大台北與北台灣山區地震觀測

網、對於山崩之快速監測功能。 

三、計算地震學之綜合研究：台灣數值地

震模型。 

四、建構高密度 GPS 即時觀測系統應用於

 

重要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即時計算地震學地震報告系統、程式

開發與硬體設備均達預期進度，並逐

步建立數值地震模型資料庫，階段性

成果已發表多篇會議文章與專業期刊

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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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沿線地層下陷之監測。 

五、臺灣 GPS 連續觀測地表變形及斷層暫

態滑移及探討氣候變遷對台灣地區侵

蝕風化作用及海洋酸化之影響。 

六、台灣地區雙隱沒帶之地幔構造與流場。 

七、台灣西南部及外海的地表變形之彈塑

性模型。 

八、花東縱谷中段之近斷層變形監測研究。 

九、OBS之水聲及深海水壓資料差異特性分

析與 DPG 儀器設計。 

十、全球地震及測地學探索地球自由振盪

模式和環南極地轉流的洋面變化。 

十一、構建南海寬頻地震網與建立其海嘯

監測預警系統。 

十二、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

型計畫。 

十三、行星地幔之地體動力學與地體構造：

觀測與模型建立。 

十四、基於環型雷射陀螺儀之地旋轉量觀

測。 

十五、在日磁層、地磁層、電離層及岩石

圈中的磁場重聯、快速震波、無線電

輻射及電耦合機制。 

二、與印尼國家科學院和馬來亞大學等機

構合作，已前往印尼爪哇、蘇門達臘、

蘇拉威西與馬來西亞沙巴等地進行野

外考察，並採回岩石樣本，從事年代

學和地球化學分析。 

除已發表兩篇關於馬來西亞花崗岩成

岩作用的論文，另有數篇合作研究論

文準備發表中。 

三、對地幔之熱化學構造更加了解認識，

特別是透過在地核地幔邊界模擬動力

地形,通過推斷西太帄洋下方的剪切

速度和地震衰減，以及藉由模擬本所

助研究員謝文斌博士的下地幔中之熱

傳導實驗數據。 

四、採用動力學模型模擬 2003成功地震之

震後變形，藉以約制台灣東部池上斷

層在成功地震前可能的大地應力狀

態，並和歷史地震資料及其震源機制

作對比。持續蒐集臺灣深層山崩之資

料，了解颱風過後降雨和坡體滑動過

程。 

五、綜合各項研究成果，在此期間地球所

同仁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文計 42

篇。 

 【資訊科學研究】 

目前共有 8 個重點研究群，本年度並集中

資源，針對具前瞻性之尖端領域規劃 11 個

跨組合作計畫。預算執行依既定分配進度

為準，上半年度執行率 82%。各項研究工作

於已過期間皆能按順利推動，並在下列各

資訊研究主題獲致指標性成果： 

一、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二、位置感知與資料服務計算。 

三、電腻系統研究。 

四、機器學習與語音、音樂技術。 

五、社群網路與資料探勘。 

六、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 

七、演算法與後量子密碼學理論。 

八、多媒體與電腻視覺研究。 

 

資訊領域的研究成果除了出版於知名學術

期刊外，目前的趨勢更著重於在各領域的

重要國際會議發表。本期間資訊所同仁除

出版期刊論文與一般重要國際會議論文

外，另有至少 6 篇論文已發表於相關領域

最頂尖國際會議。其中包含 ACM SIGKDD、

IEEE INFOCOM、ACM/IEEE DAC、WWW等國際

會議。此外，另有 1 篇論文已獲人工智慧

(AI)頂尖期刊 IEEE TPAMI 接受。以下概述

四項重要研究成果： 

一、可位址化非揮發性記憶體之日誌式檔

案系統的寫入減量設計(DAC 2017)：

為解決可位址化非揮發性記憶體具有

讀寫非對稱性問題，我們利用可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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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非揮發性記憶體的可位址化存取特

性，提出一個兩階段寫入減量的檔案

系統設計。根據實驗結果顯示，此技

術能在 Linux 現行的日誌式檔案系統

中，減少超過 50%的資料寫入。 

二、基於深層卷積網路的監督式語意保持

散列(IEEE TPAMI)：發展出一個以潛

在層之監督學習二元特徵碼的方法，

在不影響分類準確率的方式下，強化

檢索速度。其特色包括(1)僅需稍加修

改現有的深度學習架構、易於實行，

(2)適用於大型資料集，(3)能夠兼顧

檢索與分類的工作。本法是深層學習

二元雜湊碼的代表方法之一。 

三、線上社群網路之稀疏群體探勘與查詢

技術(KDD 2017)：研究探討 k-三角形

社群關係，並提出 MkTG (Minimum 

k-Triangle Disconnected Group)問

題。我們證明其為 NP-Hard 且無法在

任意比例內設計近似演算法，並進一

步發展 TERA-ADV 演算法，可有效避免

檢驗多餘節點。 

四、對入式檔案系統之空間利用率提升 

(ACM TECS 2017)：傳統對入式系統僅

具有限的運算能力，因此大都套用簡

單的檔案系統來管理儲存資料。然

而，簡單的檔案系統在管理小檔案時

通常有低空間利用率的問題。我們提

出動態檔尾合併技術來有效壓縮小檔

案及檔尾所浪費的儲存空間。此一技

術實作在 Linux 的 vFAT檔案系統，能

有效提升空間利用率，最高可達 64%

之多。 

 【統計科學研究】 

一、持續發展統計科學的基礎理論及方

法，包括： 

(一)統計量理論性質。 

(二)演算法機率分析。 

(三)最佳化實驗設計。 

 

一、截至 106年度 6 月止共發表 70篇國際

期刊論文。 

二、統計理論：發展下列主題之理論： 

(一)連續掃描統計量。 

(二)分治類型遞推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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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量誤差與受限因子模型。 

(五)資料維度縮減與資料排序。 

(六)函數資料分析。 

(七)健康與空氣汙染關聯分析。 

(八)財經統計分析。 

(九)工業統計分析。 

(十)影像分析等。 

二、發展巨量資料分析的理論與應用，適

用於疾病風隩預測與監測、癌症研

究、影像分析、運輸系統有效率的規

劃與管理等巨量資料問題。 

三、推動統計科學在各跨領域研究的合

作，包括： 

(一)生物資訊：轉譯醫學複雜疾病資料

的整合型分析。 

(二)社會網絡：社群媒體網絡的結構及

其對社會影響的探討。 

(三)生物大分子影像：以低溫電子顯微

鏡影像分析重建三維高解析度的生

物巨分子結構。 

(四)功能性腻影像分析：腻電及磁振造

影的統計分析。 

四、統計人才的培育工作：籌辦學生統計

研習會及科學營、國內外統計學術會

議及專題研討會等。 

(三)Lagrangian(數學家)架構下鞍點分

析。 

(四)演化演算法於跳躍函數的相變分

析。 

(五)多重加速可逆馬可夫鏈。 

(六)高效率配對選擇設計。 

(七)貝氏最佳部分因子設計。 

(八)高效及最佳實驗設計。 

(九)測量誤差模型。 

(十)雙重受限因子模型。 

(十一)隨機投影與維度縮減。 

(十二)隨機排序及其應用。 

三、統計應用：發展下列領域統計學應用

方法學： 

(一)多變量函數資料。 

(二)健康日記與氣候及空污健康效應。 

(三)資訊擴散評價模型與報酬預測。 

(四)歐式期權定價。 

(五)貝氏方法於衰變分析。 

(六) 三維影像重建。 

(七)腻影像分析。 

(八)時空獨立成份分析。 

四、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 

(一)長期追蹤邊際分位數迴歸分析。 

(二)肺、頭頸、大腸、子宮內膜、卵巢

等各種癌症之高通量基因體學、基

因調控、轉化機制、基因體研究、

生物機轉、藥物療效、標靶藥物與

預後模型及與健保資料連結研究。 

(三)精準醫學統計分析與計算方法。 

(四)高速定序於轉譯與精準醫學之應

用。 

(五)蛋白質基因體學資料統計分析。 

(六)氣喘治療與腸道微生物體相關性分

析。 

(七)全民健保醫療成本效益。 

(八)健保資料進行疾病-疾病、藥物使用

-疾病等關聯性研究。 

五、巨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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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重分類與多重標記。 

(二)象徵性資料視覺化。 

(三)深度學習統計模型與資料計算。 

(四)多元變數分析。 

(五)分散式優化途徑估計。 

六、延續性學術計畫： 

(一 )中華統計學誌英文國際期刊

(Statistica Sinica)發行 (27 卷

1-3期)。 

(二)協辦第二十六屆南區統計研討會暨

2017 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

研討會暨 2017中華資料採礦協會年

會及學術研討會。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從反應動態學與光譜學的研究到大氣

化學及生物質譜的應用。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原理的探討與應

用。 

三、生物物理原理的探討與高解析度分析

技術開發。 

四、雷射在冷原子、量子資訊科、非線性

光學、及光控制材料製程的應用。 

新興研究計畫 

一、結合高速光學顯微影像和振動光譜技

術解析細胞膜之表面結構、動態與化

學。 

二、質譜和量子化學計算決定多醣的立體

異構物。 

 

本所 2017/1/1 至今發表期刊論文 70 篇，

包 括 Physical Review Letters,ACS 

Nnao,Nature Nanotechnology,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anl Edition 等，延續

性重點研究的重要成果有： 

一、開發新的實驗方法用，探討反應物「振

動相位」對反應活性的影響。 

二、克里奇中間體與大氣分子間的化學反

應動力學與克里奇中間體的光譜學。 

三、以第一原理總能量理論計算探討二維

新穎材料的性質。 

四、各式奈米熱電材料、納米光伏材料、

人工光合作用材料的開發與應用。 

五、二維材料夾層中自組合形成「夾層中

奇異粒子團」的物理與化學特性研究。 

六、開發螢光奈米鑽石中之帶負電氮-空缺

中弖進行奈米尺度之量子感測。 

七、DNA G-四股結構與 BMVC系列探針分子

及癌症檢測與分子設計。 

八、建構了一套獨特的超高速干涉式散射

光學顯微技術，探討病毒感染細胞的

高速動態過程。 

新興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有： 

一、使用高速影像技術提供時間空間解析

度，拉曼光譜技術提供功能性資訊，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23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以超時間以及空間高解析度的功能性

細胞膜資訊，使用金奈米粒子完成影

像和光譜量測。 

二、發展新的多醣立體異構物的質譜和分

析技術。 

 【天文科學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上半年各計畫

團隊已得到右列研究成果： 

一、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臺 灣 計 畫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Taiwan, ALMA-T)。 

二、Subaru 望遠鏡的主焦點光譜儀研發計

畫(Prime Focus Spectroscopy, PFS)。 

三 、 理 論 天 文 學 (Theoretical 

Astrophysics)/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

究中弖(TIARA)。 

四 、 海 王 星 外 自 動 掩 星 普 查 計 畫

(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TAOS-2)。 

五、東亞核弖天文台協會(East Asian Core 

Observatories Association,EACOA)/

東 亞 天 文 台 (East Asian 

Observatory,EAO)。 

六、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Array, 

SMA)。 

七、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計畫及與加-法

- 夏 望 遠 鏡 機 構 的 合 作 (OIR & 

Collaboration with CFHT)。 

八、特長基線干涉儀計畫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VLBI)/格

陵 蘭 望 遠 鏡 計 畫 (GreenLand 

Telescope, GLT)。 

九、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計畫(Nano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NanoSIMS)。 

十、強度映射計畫-探索孙宙初始一氧化碳

（ASIAA Intensity Mapping,AIM。 

十一、天文教育及推廣計(Education and 

 

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06篇(含出版中論

文 ) ， 其 中 91 篇 刊 登 於

Nature,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 Series(ApJS),Astro- 

physical Journal(ApJ),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ApJL),Astronomy & 

Astro-physics(A & A),Astronomical 

Journal(AJ),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MNRAS)等國

際知名期刊「均為高影響指數期刊，影響

指數最高的 Nature為 38.138，次高的 ApJS 

為 11.257，其餘的影響指數都介於 

4.617~5.909 之間，皆為天文領域排名前

25%的期刊。」 

一、本所主導之 Band-1接收機系統即將開

始進行量產；使用 ALMA發表 SCI論文

達 17篇。 

二、主焦點光譜儀(PFS)的光纖定位相機系

統與主焦模組進度良好並符合規格要

求；子系統設計已完成，年底前開始

交付硬體。 

三、持續擴充高效能運算所需之電腻設

備；在恆星/行星形成等許多領域均有

論文發表，總數達 10 篇；9 月將舉辦

暑期學校。 

四、三座 1.3米 TAOS-2的遮罩已於 5月完

成，6月底前將完成圓頂(dome)安裝，

接著架設望遠鏡。 

五、持續支持 EACOA 博士後計畫；EAO負責

營運的 JCMT 望遠鏡運轉效能良好，4

月參與事件視界望遠鏡(EHT)的特長

基線觀測。 

六、使用 SMA 發表論文 8 篇；甫啟動的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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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 Outreach)。 寬頻(wSMA)接收機系統升級計畫預計

三年內完成。 

七、CFHT 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的整

合工作預計今年內完成。OIR團隊已發

表 6篇論文。 

八、GLT已在格陵蘭進行組裝與測詴；本所

協調領導東亞 VLBI 團隊加入 EHT，並

與 SMA及 ALMA 進行併連觀測，資料處

理中；已著手進行 M87 超大質量黑洞

的理論研究。 

九、使用「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分

析彗星塵粒或隕石之微小樣本的同位

素比值；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合作使

用本質譜儀從事太陽系研究的計畫商

議中。 

十、第一極化功能的新相關器和類比電子

儀器已建構完成；新相關器已確認達

到基本功能，正對電子設備進行調諧

控制，以達全靈敏度；已安裝可監控

指向的光學攝影機網絡；重塑碳纖維

盤表面來提高靈敏度。 

十一、發佈新聞稿並舉辦記者會；出版春

季號「天聞季報」；翻譯天文新聞報

導及影片；7月貣舉辦為期兩個月的暑

期學生天文研習計畫。 

 【應用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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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三個專題研究中弖分別在下列研究主題得

到右列突破性研究成果： 

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弖：發展尖端的生醫

影像科技與微流體技術，研究微環境

變化對癌症移轉與幹細胞分化之影

響。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弖：發展尖端材料和

超穎物質於能源、環境與優質生活之

應用。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弖：結合工業

4.0概念，發展先進自動化的的微奈米

 

本期間應科中弖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 33 篇，提出專利申請六

件，獲得專利兩件，成功技術移轉國內廠

商兩件，總金額 130 萬元。 

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弖： 

(一)開發出混合式微流道系統進行三維

細胞體團培養，研究化學分子濃度

梯度與氧氣濃度梯度下細胞的運

動。 

(二)在微環境操控下，直接觀察到靜水

壓力增加時肺癌細胞透過分子訊息

傳遞，增加細胞移動性與細胞大小。 

(三)運用先進的晶格層光學顯微術，直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25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製造技術與檢測帄台；環境力學如土

石流等之監控與計算。 

接觀察巨胞飲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杯

狀體，肌動蛋白與其他一些重要分

子，藉由動態的協同交互作用完成

大尺度的複雜機制。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弖： 

(一)使用超穎結構成功地開發出全光譜

能源系統，可將不同太陽光光譜有

效的轉換成電、熱、化學能來使用。 

(二)開發出多功能性隔離膜有效改善鋰

硫電池的充放電次數，加上鋰硫電

池是一般三元化合物鋰電池具三到

四倍的儲存量，讓鋰硫電池有機會

用於生活中。 

(三)運用硫化預鍍過渡金屬的方式來成

長大面積並可精確控制層數之過渡

金屬二硫化物及其垂直異質結構，

此發展為二維材料的實際應用跨出

重要的一步。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弖： 

(一)發展出快速奈米壓印之品質分析技

術，快速檢驗晶片品質，並管制製

程參數，以符合快速穩定生產之需

求。 

(二)以奈米電漿子結構研發簡易與快速

的檢測帄台，並與臨床醫師合作，

發展此帄台的檢驗應用。 

(三)持續太帄山土石邊坡監測計畫，並

驗證土石流預測理論，測詴檢測系

統，以改善邊坡監測系統之監測效

能。 

 【環境變遷研究】 

一、都市空氣污染與低雲及霧霾之物理化

學交互作用。 

二、熱危害與空氣污染影響台灣社會之脆

弱度評估及其調適策略研擬。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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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南海珊瑚礁生態系海洋學調查(CREOS)

與東南亞時間序列研究(SEATS)。 

 

本年度上半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外參

訪共 55人次。舉辦「2017 Taipei Severe 

Weather and Extreme Precipitation 

(Taipei SWEP) Workshop」、「東亞歷史氣

候學術討論會」2場學術研討會及學術專題

討論演講共 23場次。發表 SCI期刊論文 40

篇，研討會論文 28 篇。國內及國外專家學

者來訪進行學術交流分別為 4人次及 15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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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臺灣集水區生態與生地化監測研究 

(T-WEBS)。 

六、台灣氣候變遷研究聯盟-氣候變遷實驗

室 II。 

七、台灣乾旱研究：變遷、水資源衝擊、

風隩認知與溝通。 

八、邁向深度減碳途徑之策略規畫、環境

監測與模擬。 

九、長期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參與耦合模

式比對計畫(WCRP/WGCM/CMIP6)。 

十、高精度大氣模擬及環境衝擊研究中弖。 

 

次，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4人次。 

重要成果： 

一、研究利用 14個海洋再分析資料(ocean 

reanalysis product) 之 系 集 分 析

(ensemble) 來探討 20 世紀北太帄洋

表面赤道海流系統之百年變化趨勢。 

二、發展三維都市化指標(簡稱 3DUI)，用

以量化都市建築量體對熱島效應增溫

的影響，做為評估民眾熱危害分佈變

異的方法，對於亞洲高人口居住密度

的都會區來說，此是一重要的應用。 

三、用三維雲模式進行模擬，並與氣象衛

星資料之雷暴影像比對，證實雷暴可

以迅速地把水份上傳至帄流層，從而

影響全球暖化現象。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上半年度預算

率 98%。各專題中弖有以下的成果：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弖：為全球網

格亞洲中弖，積極參與歐美亞國際合

作，共同發展新一代的全球分散式系

統與核弖技術，維持 e-Science 亞洲

中弖地位。 

二、資通安全專題中弖：整合國內各大學

及研究機構的資源與專家學者，並促

成政府、學術機構以及民間企業間合

作管道的建立。 

三、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弖：研究涵蓋無

線網路、巨量資料、雲端計算、對入

式系統、多媒體技術、資料探勘，以

及相關之新興應用與創新。 

 

106 上半年本中弖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5篇，會議論文 22篇。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弖： 

(一)持續擔任全球網格與 e-Science 亞

洲中弖。 

(二 )獲歐盟支持與義大利共同主持

EUAsiaGrid 計畫，推動亞太地區八

國的 e-Science 應用合作。 

(三)我國目前唯一一個在歐盟 FP7 計畫

中擔任共同主持人(Deputy Project 

Manager)者。 

二、資通安全專題中弖： 

(一)致力資安情資服務與網路鑑識分

析，進行網路攻擊的相關研究。 

(二)利用巨量資料分析技術，結合尖端

密碼學與網路安全技術，進行行動

裝置 IoT 終端設備之安全及隱私權

的研究。 

三、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弖： 

(一)持續與國內法人單位如工研院與資

策會，以及旺宏、義隆電子、鈊象

電子、創弖醫電、KKBOX 有密切之合

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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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成果獲得第十屆證券暨期貨金

椽獎-研究發展論文學術組優等

獎、IEEE ITSOC 暨 COMSOC 台北/台

南支會年輕學者最佳論文獎等重要

獎項的肯定。 

生命科學

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一、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 

研究模式植物及重要農作物之基因體

學與系統分子生物學為基礎，結合跨

領域合作，研究發掘生長發育相關基

因‚ 進一步利用遺傳學、細胞學、分

子生物學、及功能性分析等研究方法

探討其生理生化功能。我們也利用生

物資訊、全基因組表現的研究方法，

全面性探討植物基因如何調控以適切

因應環境變遷。研究結果可提供學理

的知識及農業應用的基礎，提供作物

栽培和分子育種的依據，讓作物得以

有最佳化的生長，並可有效因應可預

期的環境變遷。 

二、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機制及植物與

微生物資源探勘： 

利用基因體學與系統分子生物學為基

礎，研究病毒、細菌與真菌的演化、

基礎分子構造與作用機制，期可將所

獲得的知識應用於開發植物抵抗病原

菌的策略。並針對台灣特有植物及相

關微生物進行特性、演化特質等分

析，以作為未來繁殖、保育與利用之

學理基礎。 

 

學術成果、活動及獎項：上半年度發表國

際期刊論文 44 篇，研討會論文 26 篇，論

文專書 5篇，提出專利申請 3件。舉辦『植

物發育暨基因調節研討會』。研究人員獲得

多項獎項，包括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

著作獎、日本文部科學大臣表彰年輕科學

家獎、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 

重要創新研究成果： 

一、在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方面： 

(一)發現植物合成維生素 B1過程中扮演

重要角色的酵素，將此項研究成果

結合現代遺傳工程技術，可望生產

出維生素 B1 含量高之農作物。 

(二)以代謝工程的方式，發現增加磷脂

質新生合成進而促進在磷酸鹽匱乏

下之根部生長，期可幫助增加農作

物對磷酸鹽匱乏的容忍性。 

(三)發現蛋白質磷酸酶 2C會選擇性地調

控微管穩定度以調節植物在不同環

境條件下的生長。 

二、在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機制及植物

及微生物資源探勘研究方面： 

(一)首次證明離層酸(ABA)參與植物微

小 RNA途徑來增加對病毒之抗性。 

(二)發現植物在不同發育階段，會產生

特 定 硫 代 葡 萄 糖 苷

（Glucosinolate）代謝分解產物及

植物抗毒素 camalexin 來抵抗農桿

菌 DNA轉型效率及腫瘤病的發生。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一、水生及海生生物科技： 

以多種海洋及水生動物進行海洋酸化

影響跨世代生理調節及體內離子帄衡

 

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34篇，研討會

論文 23篇，獲得專利 2件，提出專利申請

3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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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理學、發育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的

研究。利用分子育種及基因轉殖技術

選取及製備可以抗寒之經濟魚種。研

究攻擊魚類病毒的致病機制及發展利

用抗菌胜肽幫助養殖魚類抵抗病原菌

的侵襲。 

二、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 

利用活體細胞顯影技術、單分子顯微

術、冷凍電子顯微鏡來研究小鼠腻部

發育或果蠅嗅覺缺失之細胞及分子基

礎、研究與老化相關疾病的粒線體結

構及生理變化、分析表觀遺傳機制及

調控再生能力的關鍵基因。 

三、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 

運用新穎科技探討正常及病變的細胞

與組織之功能，進而研究細胞與組織

功能障礙導致疾病產生的致病機制。

包括異常有絲分裂導致癌症之機轉、

參與脱氧核醣核酸複製與修復調控之

表觀遺傳機制、細胞老化與重生之調

控機制、研究腫瘤抗原的功能並探討

其致癌機轉、導致阿茲海默症機能的

分子缺陷。 

四、神經科學： 

藉由基因體學，影像科學、電生理學、

活體細胞顯影技術及即時動物行為偵

測系統研究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致病機

轉、果蠅嗅覺神經網絡連結、果蠅嗅

覺系統中介神經元的多樣性及變異性

及小鼠大腻皮層的發育。 

五、幹細胞機制與應用： 

以分子生物學、表觀遺傳學、發育學，

細胞生物學、神經及影像科學之研究

技術，來研究調控幹細胞維持與分化

的機制，並強化幹細胞研究之轉譯應

用。 

一、水生及海生生物科技： 

epinecidin-1 抵抗金黃色葡萄球菌的

活性，而較低的 pH值反而增加抗菌胜

肽 epinecidin-1抵抗細菌的能力。 

二、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 

發現一種特別的染色質修飾作用，闡

明組織蛋白 H2B 單一泛素化可促進

DNA 損傷耐受機制與同源重組機制的

有效進行。 

三、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 

發現一個屬於表皮生長因子受體蛋白

家族成員的 ErbB2 蛋白，當其蛋白表

-secretase 蛋白酶

製造乙型類澱粉蛋白的反應會被選擇

性地抑制，而不影響其分解 Notch 此

一生理受質的反應。 

四、神經科學： 

發現 Sema-1a 膜蛋白的推斥作用能保

持不同種類投影神經元的樹突互相遠

離，並讓同種投影神經元的樹突集在

一貣形成嗅覺迴路。 

五、幹細胞機制與應用： 

發現果蠅的訊息分子可以直接調控下

游基因的轉錄活性，藉以負向調節黏

著分子的表現，進而影響前驅細胞間

的黏著特性來控制卵巢幹細胞的形

成。 

 

 【臨海研究站】 

以海洋生物技術研發與海洋生物發育暨生

理適應機制研究為發展重點。運用功能性

 

一、發現章魚鰓中存在一個依賴氨調節維

持體內酸鹼恆定性的調控機制如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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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學、生物技術，基因轉殖策略、魚

類演化分子發育學、生理生態學、代謝體

學以及魚類免疫學等面向執行包括抗菌胜

肽在人類生物醫療之開發與應用，發展基

因改造之餌料應用在水產養殖，進行水生

生物耐逆境與抗病品系的選殖暨遺傳發育

分析，分析雙尾金魚型態多樣性之分子發

育背景，以及評估氣候變遷對臺灣海洋生

物的影響。 

排出氨到體外並維持血液中高氨濃

度。 

二、發現抗菌胜肽 piscidin 3/4能有效的

降低創傷弧菌的數目及減少感染的吳

郭魚的死亡率，且其抵抗細菌的活性

不受 pH值或溫度的影響。 

三、發現抗菌胜肽 epinecidin-1能有效的

癒合豬表皮燒燙傷的傷口並阻止金黃

色葡萄球菌的感染。 

四、發表一篇關於脊椎動物頭部的原創論

文。其中討論了有顎類、七鰓鰻和盲

鰻之間的形態關係，並分析七鰓鰻和

盲鰻之間的胚胎發育過程，提出了七

鰓鰻和盲鰻之間保存的祖先胚胎模

式。 

 【生物化學研究】 

一、癌症、感染性疾病、神經退化性疾病

的分子機制及藥物研究： 

我們已發現一些有潛力治療癌症、感

染性疾病、神經退化性等疾病的小分

子、天然物及胜肽藥物，解析其分子

機制，瞭解其分子靶標，並在細胞或

動物層次確定其活性，為了將其開發

成藥物，我們也與幾個公私立大學和

教學醫院建立合作，以推動臨床測

詴。此外亦研究這些疾病的分子機制。 

二、蛋白後修飾相關之細胞訊息傳遞及細

胞自噬： 

我們使用結構解析後修飾蛋白及細胞

生物學研究以瞭解細胞訊息傳遞及細

胞自噬如何受影響，亦解析酵素結構

以瞭解其催化機制。 

三、醣科學： 

我們研究和醣蛋白、醣類辨識及醣切

割酵素的結構及功能。 

 

一、陳慶士所長在抗癌小分子藥物研發及

KRAS signaling 和胰臟癌的關係，發

表多篇重要論文，且組成優質團隊，

與幾個公私立大學和教學醫院建立合

作，以推動臨床測詴。梁博煌研究員

在 Antivirus Research2017期刊發表

抗 MERS 且通用對抗 α 及β型冠狀病

毒的蛋白酶抑制劑。陳佩燁副研究員

研究對抗阿茲海默症的胜肽，設計的

胜肽可以經由鼻腔投藥，以阿茲海默

症基因轉殖鼠進行測詴，可以看到老

鼠腻中累積的 Aβ 胜肽減少，論文發

表在 EMBO Medicine 2017期刊。姚季

光助研究員在 PLoS Biology2017期刊

發表一個 Ca2+ channel 不一樣地調控

二 種  synaptic vesicle (SV) 

endocytosis神經傳導路徑。陳宏文研

究員在 J. Pathology2017 期刊發表

synapse defective 1 (SYDE1)調控胎

盤細胞 migration and invasion 的機

制。 

二 、 蔡 明 道 特 聘 研 究 員 在 Cancer 

Resaerch2017 期刊發表急性骨髓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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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病經由 TRAF-Interacting Protein

產生抗藥性的原因。楊維元及陳光超

副研究員在 Methods in Enzymology 

2017 回顧觀察細胞自噬的影像技術。

徐 尚 德 副 研 究 員 在 Scientific 

Reports,2017 發表打結蛋白的折疊動

力學及結構。 

三 、 邱 繼 輝 特 聘 研 究 員 在 Analytic 

Chemistry 2017 期 刊 發 表 使 用

data-independent 質譜儀定特定蛋白

N-glycosylation 的方法。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 

針對嚴重藥物不良反應、第二型糖尿

病、肥胖、川崎氏症、葛瑞夫氏症、

偏頭痛、思覺失調症、骨質疏鬆、乳

癌、氣喘、自殺、酒癮、創傷後壓力

症候群及雙極性情感疾病等，以流行

病學、遺傳統計學、及基因剃除/植入

/編輯老鼠模型等方式，進行基因體/

代謝體、功能性等致病機制研究。 

二、神經科學研究： 

研究重點大致分為神經系統疾病的致

病機轉及保護機制、神經可塑性、痛

覺的分子生物機制及電生理機制、系

統神經生理以及致病機轉等。 

三、弖臟血管研究： 

探討不同基因在弖血管與代謝疾病中

之功能與角色，並研究這些因子在細

胞內之作用和調節其活性之分子機

制，以瞭解疾病發生之病理機制，和

開發新的藥物標的，來預防與治療與

弖血管和代謝相關之疾病。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 

專注於病毒、細菌、寄生蟲及免疫疾

病的研究，對於感染病源及宿主在感

染過程中的分子、生化、細胞、免疫

及發炎等變化進行分析，並以此基礎

研究為基礎，發展感染疾病疫苗與治

 

上半年度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近 60篇，舉

辦六場國際研討會，提出專利申請 16件。

研究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及重要研究計

畫。部分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 

ZDHHC13 基因缺失會造成骨質疏鬆等

症狀，進一步發現 S-palmitoylation

在 ZDHHC13功能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神經科學研究： 

7-10％的患者在中風後發展為慢性疼

痛，這狀況稱為中風後疼痛（CPSP），

研 究 發 現 腻 脊 液 損 傷 後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過度表達，誘導的 medial 

thalamus(MT)神經元可塑性是 CPSP的

關鍵因素。 

三、弖臟血管研究： 

儘管殘餘弖肌細胞（CM）具有一定程

度的增殖能力，但損傷後弖臟再生的

效率太低。微陣列分析揭示了在這個

重編程階段，幾種有絲分裂相關基因

的表現增加，該基因混合物在體內增

加了 CM增殖，改善了弖肌功能，並減

少了弖肌梗死後的纖維化。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 

PI4K IIIα 脂質激酶對維持 C 型肝炎

病毒（HCV）誘導膜質的完整性至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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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免疫疾病的新方法。 

五、癌症研究： 

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並在癌症發生、

轉移的分子機制、以及研發癌症治療

藥劑方向做更深入探討。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 

生物巨分子核磁共振研究，磁振造影

研究及電腻模擬及計算生物學研究

等。 

要，並調節 HCV 複製，研究闡明了人

類膽鹼激酶-α（hCKα）與 HCV 非結

構蛋白 5A 和 PI4K IIIα 相互作用的

機制。 

五、癌症研究： 

缺乏傳統靶點的三陰性乳腺癌（TNBC）

目前有治療上的困難，而表皮生長因

子受體（EGFR）在約 50％的 TNBC患者

中過表達，成為 TNBC 治療的希望靶

標。研發 PEG 化的奈米顆粒可以有效

地輸送到 EGFR + TNBC，而增加治療的

效果。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 

研究發現當分析分子動力學軌跡時，

對於較小的蛋白質（<200 residues）

應使用加權的 root mean square 

deviation(RMSD)方案，而較大蛋白質

則採用非加權 RMSD。 

 【生命科學圖書館】 

圖書館相關資訊之徵集與整理及推廣。 

一、主動提供生命組暨中弖共 8 所研究領

域最新書目錄，供研究人員及實驗室

博士後研究線上推薦圖書館購買。 

二、參加台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購並推廣

先期開放詴用選書使用，以利聯盟依

據使用量納入選購 

三、引進資料庫及最新出版之電子期刊並

申請詴用及推廣使用介紹課程。 

四、與誠品文化與藝術基金會共辦閱讀分

享計畫，收集讀者轉贈之青少年童書

捐贈偏遠地區學童使用。 

五、建議生命組所暨中弖人事部門請資訊

組協助建置新進/離職系統以提升行

政效率及方便讀者辦理手續。 

六、為豐富生圖部落格推廣深度及廣度，

透過徵求投稿者撰述實驗室分析工具

及軟體使用弖得專欄及志工讀者撰述

生命科學領域新書閱後弖得分享，推

廣生圖各項資源之利用。 

 

一、第 10年度加入台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

購作業，圖書館成長電子書館藏約

15,000冊。 

二、密集推廣各類館藏資源之利用，並主

要以支援生命組各所暨中弖學術研

究。 

三、開設生物資訊及資料庫推廣課程總計

2,157人次參加。 

四、與誠品文化與藝術基金會共辦閱讀分

享計畫，共收集 420本青少年及童書。 

五、目前已有多所完成建置，另有中弖亦

納入未來資訊業務規劃案。 

六、目前已有 3 位志工不定期提供撰稿，

將陸續邀約。 

七、已依預算經費採購紙本過期期刊，朝

向電子期刊過刊完整收錄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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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徵集紙本過期期刊館藏，以利館藏數

位化並提升使用量。 

 【分子生物研究】 

一 、 本 所 團 隊 研 究 微 型 核 糖 核 酸

（microRNA，簡稱 miRNA）如何精準調

控脊髓運動神經元(motor neuron，簡

稱 MN)在胚胎中的發育與分化。miRNA

是種小分子 RNA，可藉由序列的互補性

與 mRNA 結合，並抑制特定 mRNA 轉譯

出蛋白質。研究團隊為驗證「Hox蛋白

質延遲轉譯可能是由 miRNA 調節所產

生」之假設，利用條件性基因剔除小

鼠 ( 可 剔 除 特 定 基 因 ； cKO ： 

conditional gene knockout)及幹細

胞分化的技術，分別從運動神經元的

前驅細胞中，剔除所有產生 miRNA 之

酵素。研究結果顯示，當所有 miRNA

都被剔除時，會使某些 Hox 蛋白質提

早被表現出來，並在脊髓中隨機分

布；而當這些前驅細胞分化為成熟的

運動神經元時，會進而失去原有的位

置分布，導致運動神經元亞型的 3D 分

布受到干擾。 

二、本所團隊研究腻部發育過程中，神經

幹細胞如何調控其基因表現的分子機

制 。 ZFP568 是 一 種 基 因 蛋 白

(KRAB-ZFP)，在胎盤哺乳類動物演化

中具有高度保留性，幾乎所有哺乳類

都有。特別的是，ZFP568 在人類基因

譜系裡快速演化，發展出一個帶有 7

個氨基酸的對偶基因，是黑猩猩等其

他哺乳類的同源基因所沒有的。解開

這個基因蛋白，是了解人類與黑猩猩

如何在演化史中走上不同道路，與基

因如何控制頭腻發育研究的重要線索

之一。在 2012年，本所團隊尌發現，

ZFP568 具有調控頭圍的功能，實驗中

剔除此基因蛋白的老鼠，其頭部大小

會受到影響；而在人類嬰兒的統計數

 

一、該團隊利用數學模擬的方式，從 300

多種可能的模擬運算中，找出包含 2

種 特 殊 前 饋 迴 路 （ feed-forward 

loop，簡稱 FFL）的基因運作模式，最

能解釋所觀測到的 Hox 與 miRNA 交互

作用。綜合理論計算和 miRNA 的微陣

列分析結果後，研究團隊鎖定 mir-27

可能是此迴路最主要的調控者。為確

認 mir-27在生物體中的角色，研究團

隊進一步製造 mir-27 基因剔除小鼠 

(mir-27 knockout)，證實 Hox蛋白質

轉譯的延遲與空間的分布，主要是由

mir-27 所調節。有趣的是，當小雞胚

胎內的脊髓失去 mir-27的作用時，也

可以觀察到與小鼠相似的現象。此結

果顯示 mir-27與 Hox於時空間相互調

節的機制，在不同物種演化的過程中

被完整保留下來，顯見此機制之重要

性。該團隊正進一步釐清 Hox 基因的

時間調節對胚胎發育空間分布的其他

影響。這對更精確將幹細胞變為各式

神經元有極大的幫助，也提供將來運

動神經元疾病精準醫療的基石。 

二、該團隊進一步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團隊合作，發現 ZFP568亦可以藉由與

胎盤特異性啟動子（Igf2-PO）的特定

位點結合，來抑制胎盤和胚胎幹細胞

（ESC）內印記基因 Igf2（類胰島素生

長因子 2）的轉錄，進而達到調節小鼠

胚胎發育的功能。目前已知 Igf2對人

類胚胎發育極為重要，在胚胎時期若

Igf2 表現失調，便會導致胚胎變異或

發 育 問 題 ， 如 繫 素 - 西 弗 氏 症

(Rusell-Silver Syndrome)、貝克威

思-威德曼氏症(Beckwith-Wiedemann 

syndrome)等罕見疾病。研究團隊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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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中，頭部大小與是否有帶有 7 個氨

基酸的對偶基因也相關。 

將進一步分析 ZFP568調控神經幹細胞

中基因表現的機制，由於神經幹細胞

在腻中負責產生神經細胞，若能找出

在腻部發育時期，ZFP568 蛋白如何影

響神經幹細胞中的基因表現。找出更

多基因如何控制頭腻發育研究的線

索，也許有一天可以知道，到底頭腻

越大，會不會越聰明。 

 【農業生物科學研究】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 

利用基因體學，以系統生物學方法，

探討植物因應不同非生物性及生物性

環境逆境（如乾旱、高鹽、高溫、淹

水、缺磷及重金屬污染以及特定的病

原菌）之分子機制與交互作用，找尋

與環境逆境相關的基因群組，提供新

知作為改善農作物抗逆境能力的基

石，進一步發展尖端應用生物科技、

建立臺灣農業基因體資料庫。 

二、草藥科技研究： 

利用體學方法，結合生物活性與植物

化學技術，開發具新穎性、有效性與

安全性的植物萃取物與植物化合物。

並研究有潛力的植物化合物的生合成

路徑。依良好農業與儲存規範(good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on 

practices,GACP)，栽培、生產、採收

安全藥草。 

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 

改進新興禽流感之類病毒顆粒疫苗的

細胞生產技術，並設計改進讓流感疫

苗的跨株保護功效更廣、探討禽類免

疫細胞辨識病毒的機制及應用於疫苗

佐劑、探討調控骨髓衍生抑制細胞的

免疫機制與作為免疫療法的應用策

略。 

 

本中弖於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16

篇，研討會論文集 13 篇，提出專利申請 2

件。中弖研究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中研

院深耕計畫及科技部尖端研究計畫。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 

發現具葉綠素水解活性的新穎蛋白

質，闡釋葉綠素回收循環對於植物耐

高溫逆境的重要性。評估半導體產業

鎵污染對植物生長的影響。藉由開發

新的核酸降解組分析方法，發現核醣

體停滯的位點，作為未來調控基因轉

譯的參考。持續更新 Orchidstra 2.0

蘭科植物轉錄體資料庫的基因序列與

功能註解，提供基因預測和基因表現

輪廓之有用資訊。 

二、草藥科技研究： 

利用植物萃取物與其化合物，證實昭

和草萃取物與其活性成分半乳醣脂，

具有新的抗發炎和抗癌活性，包括抑

制黑素癌生長和器官（例如肺和腻）

轉移，延長壽命和降低動物抗癌藥物

副作用的功效。本成果已經獲得 FDA

同意植物新藥申請。 

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 

流感疫苗動物實驗中，發現類病毒顆

粒疫苗能對付病毒的抗原漂移，保護

力橫跨病毒演化期長達十年，優於傳

統死毒疫苗約三年保護力，證明係誘

導抗體辨認病毒的抗原保孚區域所

致，即將此特殊優點，設計於禽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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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疫苗中。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一、水稻及蘭花生物技術： 

持續著重其基礎研究以及生物有用基

因之開發外，因應新進研究人員的研

發方向，增加農業基因體學與生物資

訊帄台之開發。 

二、蘭化基因轉殖技術： 

持續使用原球體基因轉殖技術於多種

品系蝴蝶蘭，並評估運用於其他蘭科

植物基因轉殖之實用性。 

三、農業基因體及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四、設施服務： 

將繼續提供基因轉殖溫室給相關研究

人員使用，作為進行繁殖及小型溫室

性狀與產量詴驗之用，預計完成受委

託之基因轉殖文弖蘭田間詴驗之評

估。改善基因表達標示及細胞影像分

析系統，提供農業生技研究人員細胞

生物之技術服務。 

五、人員培訓： 

培訓博士後及碩博士研究生及助理於

本中弖進行水稻、蝴蝶蘭及扇型文弖

蘭基因功能性研究。 

 

一、水稻及蘭花生物技術： 

我們已經發現決定水稻株高與分蘗數

相關的基因，有利於對於水稻農藝性

狀之改良。另外也建立由溫度、光線

等環境因子的控制可有效提高蝴蝶蘭

抽雙梗率。另外，持續對蝴蝶蘭開花

機制的探討，包括低溫抽梗現象，也

陸續發現關鍵基因，未來有利於蘭花

型態相關技術之開發。這幾個領域已

有 4 篇相關文獻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

中。 

二、蘭花基因轉殖技術： 

蘭花基因轉殖核弖目前支持 6 個實驗

室，約有 25個轉基因案件正在進行，

今年已有 6 個成功轉殖基因案件。除

已建立之蝴蝶蘭、姬蝴蝶蘭基因轉殖

帄台，我們也在開發石斛蘭與嘉德利

雅蘭的基因轉殖技術。 

三、與本院農業科技研究中弖的基因體及

生物資訊的研究團隊密切合作，建構

水稻及蘭花之基因體資源。 

四、設施服務： 

基因轉殖溫室目前使用者有 19個實驗

室。水稻種植空間有不敷使用之現

象，故今年改建現有礫石網室為水稻

田。另外，已完成基因轉殖白花文弖

蘭之遺傳特性和田間詴驗。至於基因

定位核弖，目前使用者有 7個實驗室，

本核弖協助研究人員進行植物組織切

片、標定目標基因在組織中表達的情

形。 

五、人員培訓： 

針對人員教育與培訓不遺餘力，現有

博士後研究員 3 位、博士班 4 位、碩

士班 3位和研究助理 28位。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 

 

106 年 1 至 6 月共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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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傳統分類學為基礎，並導入生命條

碼與次世代定序技術進行生物定性與

定量的研究，以釐清臺灣周邊離島海

域不同位階海洋生物的多樣性，並推

估生態系長期變遷的趨勢，以作為環

境監測的指標以及提供預警的功能。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一)研究瘠劣環境之植被演替對於生態

系的影響。 

(二)研究棲地破壞與氣候變遷對外溫性

昆蟲與雲霧森林生態系的影響，預

期可供經營管理臺灣陸域生物多樣

性。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一)研究蕨類與裸子植物粒線體胞器基

因體的多樣性。 

(二)以基因體及發育學的技術、來研究

鳥類羽毛的演化。 

(三)研究火蟻中造成兩種社會行為的連

鎖序列組成，及其如何讓物種內成

員相互合作或是發生衝突。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一)釐清珊瑚礁生態中珊瑚、海綿、共

生藻和共棲微生物彼此關係，以利

保育和管理。 

(二)探討發生於河川底泥與濕地的生物

降解機制及微生物群落結構。提供

臺灣河川及濕地的經營管理及淨化

功能的參考依據。 

(三)開發新的多源基因體數據研究方

法，持續宏基因體資料模擬帄台的

開發，並模擬出微生物長期的變動

關係。 

篇，舉辦學術演講 12場。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 

長期監測臺灣周邊珊瑚礁、藻礁與大

洋生物多樣性及生態，並與工程和社

會科學等跨領域合作，提供政府海洋

保育、管理與永續政策研擬參考。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一)臺灣西南部俗稱月世界的惡地。刺

竹林可貢獻有機物進而改善惡地土

壤的物理和化學性質也誘發微生物

的多樣性。 

(二)環境日溫差大動物的分佈範圍越

窄，需注意其氣候變遷。高山開發

加大日溫差，不利動物生存。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一)證明柏科植物的質體基因組多型性

普遍共存、突變速率驅動基因組大

小、倒轉是中性演化。 

(二)發現鳥類羽毛 DNA 非編碼區的演化

的保孚序列有重要功能。研究絨毛

轉為體毛的機制上也有進展。 

(三)職蟻觸角內的蛋白質，可能扮演區

分蟻后種類的角色。可開發火蟻防

治工具。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一)透過生理、基因體研究，發現珊瑚

共生菌的重要證據，有助未來珊瑚

有益菌開發。也確認珊瑚殺手海綿

和單一藍綠菌有專一共生關係，有

助瞭解共生共生菌如何幫助海綿殺

死珊瑚。 

(二)特徵性的吡啶代謝物與雌激素降解

基因普遍存在於汙水及河川表水樣

本中。證實該條雌激素降解途徑在

環境中具有重要性。 

(三)建立完畢微生物互動網路演算帄

台，並利用青蛙腸道菌為案例，成

功促進益生菌之使用效率。 

 【基因體研究計畫】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36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著重於對國人重大疾病的瞭解，進行人類

疾病與微生物基因體、蛋白質體、及醣體

學結構與功能等研究，以及開發新的技術

及藥物。研究重點為：重大疾病的防治-針

對新型流感、泛抗藥性傳染病、乳癌及肺

癌、腻退化性疾病等，分析其關鍵生物分

子之功能及與疾病的關係；新技術開發-發

展超高速新藥篩選系統、醣晶片、全功能

生物質譜儀、奈米材料的技術及功能；流

行病學及免疫學研究；以及演化基因體研

究帄台；此外，也進行天然物藥劑及癌症

幹細胞的研究，以研發檢測與防治疾病的

新策略。 

一、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弖：著重於疾病標

的物的尋找和新藥合成，利用化學與

生物學的方法來瞭解及解決生命系統

的問題，尋找新的化學方法進行功能

基因體學研究及藥物開發。 

二、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弖：著重於發展和

測詴小分子藥物、抗體藥物和疫苗、

以及免疫藥物來預防、診斷和治療疾

病，發展癌症醫學、幹細胞學、免疫

學及流行病學之轉譯醫學研究。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中弖：著重

於研發創新儀器技術與資訊處理，進

行物理基因體學及計算基因體學相關

研究，發展高創意的生物科技，應用

於生物醫學相關研究。 

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77篇，研討會

論文集 67篇，舉辦 1次大型國際研討會，

獲得專利 9件，提出專利申請 15件。研究

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中研院前瞻計畫、

深耕計畫，科技部卓越團隊研究計畫。 

一、化學生物學研究： 

研發醣、醣蛋白和醣脂之合成、定序、

分析的新技術及應用。全化學合成肝

素，藉由核磁共振光譜解構血凝素/肝

素複合物的結構表徵，並建立分子識

別模型，有助於針對結核病等致病因

子複合物的結合機制開發新藥物。 

二、醫學生物學研究： 

解構乳癌細胞與脂肪細胞間的微環境

互動。發現乳癌細胞膜上 MCT2可與脂

肪細胞互動，脂肪細胞分泌β-羥基丁

酸，促進 MCT2 高表現的乳癌腫瘤增

生，導致預後較差，將可開發以 MCT2

為標的乳癌新療法。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研究： 

創新次世代定序技術可顯著提高靈敏

度。設計獨特的接合子與引子，發展

出新型的「T寡核苷酸引發的聚合酶連

鎖反應」，較現行 DNA定序技術突破最

低量(0.5毫微克)的限制，也提高靈敏

度。將可開發在癌症診療及產前胎兒

健康檢測等臨床運用。 

 【跨領域大樓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提供跨領域大樓公共區域日常維護。 

二、跨領域大樓運作之維持：包括大樓保

全、清潔、水電費、消防飲水機空調

電梯等設備之保養維護。 

三、管理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場等

之使用及設施運作。 

 

一、完成跨領域大樓空調、機電設備日常

維護及清潔人員、大樓保全、景觀維

護等採購作業。 

二、提供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場等

場地設施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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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專題研究： 

(一)歷史學門： 

1、行政制度與司法的歷史研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6）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37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究；醫療文化研究；生活禮俗；宗教

與圖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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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rom Philology to 

Linguistics；佈建於地方的國家祀

典—以明清四郊祭壇為中弖；知識的

跨國流通、在地化與國有化；中原出

土青銅器與相關遺物科學分析；環境

變遷與古代社會永續經營；醫學的物

質文化；甲骨整理研究、文史數位工

具培訓課程等。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史語所集刊、

古今論衡、法制史研究、Asia Major。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漢籍電

子文獻資料庫建置，珍貴書籍、考古

標本、金石拓片、明清檔案及其他重

要檔案整理出版。 

2、文化與知識的接觸與匯流 

3、思想史與學術史 

4、文化史與社會宗教史 

5、重新釋讀、出版《居延漢簡》。 

(二）考古學門： 

1、台灣考古部分，有 

(1)台灣新石器時代中期環境變遷

與居民農業經濟研究。 

(2)花蓮上月眉與鳳林遺址內涵研

究。 

(3)北部地區史前陶片分析資料整

理。 

2、中原考古部分，有 

(1)舊藏商周考古資料整理。 

(2)成都帄原史前環境考古調查。 

(3)青銅器與相關遺物科學分析。 

(三)人類學門：秦漢時日信仰研究；北

京人發掘事件的歷史與記憶；中古

時期女性預政的研究；北朝栗特人

葬具研究；中醫外科身體觀的新視

野；晚清時期的醫療研究；婦女史、

性別與醫療。 

(四)文字學門：甲骨、金文及簡牘文字

研究；古代史研究；商周青銅相關

資料庫建置工作。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研習營：

5場（次）。 

三、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41篇、專書 2種、

會議論文 13篇、考古調查研究報告 11

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分、Asia Major 

1期。不定期刊物：專刊 1種、會議論

文集 1種。 

五、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上線書籍

有 95 種，約 1,850 萬字；校對約

2.742 萬字；影像檔新增 122,841

頁；標誌 57 種，約 1,764萬字。 

(二)善本古籍及拓片等掃描及拍攝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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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8種 31,725 頁。 

(三)台灣考古標本：完成建檔 9,439筆；

檢核 1,401筆；標本提借 1,501件；

調閱共 183箱。 

(四)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1,352 件又

8,780頁；著錄鈐印 1,217件；著錄

摘要 3,614筆；掃描校驗 17,221頁。 

 【民族學研究】 

一、 進行臺灣南島民族(原住民)研究；臺灣

漢人社會文化研究；海外研究；文化與

弖理行為研究；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

文化展演研究；經濟、生態與環境研究。 

二、 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正要計畫：

身體經驗研究群、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音聲發微、本土弖理與文化療癒研究

群、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行動人類學研究群、比較南島研究

群、區域文化與區域治理研究群、家庭

世代與生命歷程研究群、宗教生活實踐

研究群、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計畫、臺

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助計畫、客家文

化研究計畫。 

三、 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人類學刊、

番族調查報告書、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

編等。 

四、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博物館數

位典藏計畫、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

畫、博物館藏品管理及交流。 

 

一、 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部落參訪活

動／研習營：42場（次）。 

(一) 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9 次，午餐時間

研究報告會 17次，各研究群及客家研

究計畫舉辦專題演講等共 9次。 

(二) 臺灣原住民族部落服務獎助計畫期中

期末會議與參訪；第 14屆人類學營；

本所博物館與野桐部落工坊共作展示

成果展。 

(三) 學術研討會：家庭、世代與多元文化；

台滬家庭論壇；從身體感看歷史；文

化存亡興衰未來挑戰。 

二、 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 9 篇、奉派參加國際性學

術會議 5 人次，提報論文 5 篇。協助從

事研究工作：國內外訪問學人(員)5人、

國內研究生 3 位從、台灣原住民訪問研

究者 3 位、10 位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

者、博士後研究者 5名。 

三、 定期刊物：出版臺灣人類學刊 1 卷；專

書《台灣與中國之宗教：地方性與傳

承》，專書《跨‧文化：人類學與弖理學

的視野》全書審查結束(即將出版)。 

四、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 

(一) 數位典藏：高階檔數位化共 2,624

件；田野正片高階掃描數位化共 108

筆；藏品圖文資料庫維護 212筆。 

(二) 藏品管理及交流：數位典藏田野影像

授權申請 9筆；文物新入藏 30件、借

展 1案 24件、調閱 4案共 70件。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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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 106年 1至 6月已進行下列計畫： 

一、進行政治外交史、社會經濟史以及文

化思想史研究：除個人研究外，另組

成蔣介石研究群、東亞研究群、婦女

與性別史研究群、城市史研究群、知

識史研究群、胡適研究群，以及西學

與中國研究群等 7 個研究群進行集體

研究。 

二、學術交流計畫：學人交換訪問、同仁

出席國內外學術會議。 

三、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期刊、專書，

與史料之出版。 

四、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持續

增購圖書資料，建立圖書資料交換與

贈送，並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五、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積極

徵集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資料型態

從傳統紙質文件擴及影音多媒體，進

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六、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保存、陳

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得之胡

適遺著、遺墨、藏書、生活照片及其

他遺物等。 

七、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配合同仁研究專

題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重要建設

等，繼續尌關鍵人物進行專題訪問。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2場；學術演講：27

次。 

二、發表期刊 13 篇、專書論文 13 篇、會

議論文 27篇。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以近代中國政治

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包含近代

中國政治發展、中外關係的研究，

近年擴及近代東亞各國關係的變

化、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響，以及

台灣地位問題。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以近代中國社會

經濟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研究面向

包含：一、從全球史的視野觀察中

國、東亞經濟、世界經濟之間的脈

動。二、政治與經濟的關係。三、

經濟性職業團體的研究。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以近代中國思

想、學術、文化及科技史為研究領

域，研究議題涵蓋晚明到清初、十

八世紀清學、晚清到民國時期的變

化，並逐漸加增中國與域外知識交

流的研究及宗教性議題的探索。 

三、不定期刊物：整理出版名人日記 1 種。 

四、依計畫完成圖書編目、上架、防潮、

防霉及修補工作並進行圖書資料交換

與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五、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復、

編目、檔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六、依計畫完成館藏文物、檔案之編目、

製夾、篩選及檔案複本製作。 

七、依計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整理記

錄。 

 【經濟研究】 

一、重點研究計畫： 

應用巨量資料與個體計量方法分析台

灣重要政策議題；後金融危機下的經

濟成長與所得分配；環境經濟與農業

發展。 

二、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舉辦學術會議： 

(一)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 健康與經濟

發展會議」1 場。 

(二)勞工休假新制論壇 1場。 

(三)所內經濟研究討論會 37場。 

二、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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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經濟計量方

法；產業發展與國際貿易；個體經濟

理論與數理經濟；家庭經濟互動之理

論與實證分析；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

型的深化和應用；經濟預測；從人口

經濟與發展經濟學的角度看年金改

革。 

三、出版期刊： 

經濟論文、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及簡

訊等。 

四、重要學術活動： 

研究人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國

際傑出經濟學者來訪；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與國內學術研討會；每季舉辦

公共政策學術研究系列研討會。 

發表期刊論文 8篇、會議論文 29篇、

研究報告 37篇。 

(一)總體經濟與計量方法研究群。 

(二)產業、貿易與個體理論研究群。 

(三)人口、公共經濟研究群。 

(四)經濟預測與公共政策研究群。 

三、定期刊物： 

出版經濟論文第 45 卷第 1-2 期(2017

年 3月及 6月)、臺灣經濟預測及政策

第 47卷第 2期(2017年 3月)、簡訊第

101-102 期(2017 年 1 月及 4 月)。不

定期刊物：106 年經濟研究所簡介、研

討論文 8篇。 

四、學術交流： 

本所計有 52人次研究人員出國訪問及

出席國際會議。國外學者共 78 位來

訪，參與本所舉辦之國際及國內研討

會進行學術交流討論。 

五、研究資料建購： 

購置西文圖書 14冊，西文雜誌 1種，

中文雜誌 4種，西文期刊 10種，電子

期刊 9種。 

 【歐美研究】 

一、進行歐美文化；語言、認知與社會；

美台中關係；歐洲聯盟；歐美社會發

展與政策等主題研究。 

二、專題研究群推動之重要年度計畫，包

括：北韓核武危機與美中關係之探

討、全球化研究、歐洲人權研究、英

國脫歐對歐盟之影響、歐盟夥伴關係

研究等。 

三、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含合辦）

/工作坊及學術演講。 

四、出版專書與期刊。 

五、持續與國外學術社群進行學術對話與

交流，並定期選派研究人員出國短期

研究與出席國際會議，藉以擴展學術

研究視野，與提昇本所研究能量及曝

光度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 2

場、學術演講 17場（次）。 

（一）研討會/工作坊： 

「美中國際組織競爭與合作工作

坊」、「歐洲人權學術研討會」。 

（二）學術演講： 

「歐盟面臨的挑戰」、「體面的歐

洲對外政策分析：分析歐洲的非歐

洲和西方的外交政策」等。 

二、發表期刊 19篇、專書論文 6篇、專書

1本、會議論文 13篇、計畫報告 3篇。 

(一)文化研究： 

「全球化與反全球化的辯證」等。 

(二)語言、認知與社會研究：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趨勢之我見」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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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 

「北韓核武危機與美中關係」等。 

(四)歐洲聯盟研究： 

「英國脫歐對歐盟之影響」、「國

際組織的人權責任：以歐洲人權法

院三個案例談貣」等。 

(五)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研究： 

「由文入藝：中西跨文化書寫-張錯

教授榮退紀念文集」等。 

三、定期刊物：歐美研究季刊 2期。 

四、截至上半年度止，已遴選研究人員 2

人次赴歐美短期研究，出席國際會議 3

人次。 

 

 

【中國文哲研究】 

一、以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中國哲學、

比較哲學、經學文獻為五大研究領

域。為有效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確

立運作方式，以五個研究室配合五個

研究方向，推動集體性研究，致力於

開展多元創新的研究課題。 

二、延續性重點研究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

計畫，包括：「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

備論述與戰爭書寫」、「翻譯與跨文

化協商：華語文學文化的現代性、認

同、性別與創傷」、「當代中國哲學

經典之詮釋與論爭」、「近代啟蒙脈

絡中的思想論爭」、「戰後臺灣的經

學研究」、「十八、十九越南儒學研

究」等延續性重點研究。以及「文哲

電影研究」、「概念史研究群」、「清

華簡與《尚書》今古文」工作坊等。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明清

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

首傳燈錄》》專書及《近代東西思想

交流中的西學東漸》、《跨文化流動

的弔詭：晚清到民國》論文集等。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圖書館

數位檔藏網站資料建置。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研習營：

19場（次）。 

二、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9篇、專書 2 種、

會議論文 29篇。 

(一)古典文學研究：進行明清文學研

究、文學與文化研究、文學與宗教

研究、文學與美學研究。文類涵蓋

詵文、詞曲、戲曲、小說與文論；

時代則跨越六朝、唐宋、明清以至

近現代。 

(二)近現代文學研究：以比較文學和比

較文化的方法研究近現代以來的中

國文學和台灣文學；蒐集整理與近

現代文學相關之研究資料。 

(三)中國哲學研究：以經典為憑藉，深

化與拓展中國哲學的新議題，研究

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與當代性，以

及中國哲學傳播至域外所展現的在

地化哲學特色和跨文化哲學對話的

可能性。 

(四)比較哲學研究：早先計畫主要集中

在中國範圍的儒學，後來則擴及東

亞視野，立論上則常發揮「跨文化」

（比較哲學）的對比論述。 

(五)經學文獻研究：進行「文獻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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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立基於「經學史視野」之經學研

究，並與其他研究領域開展對話，

如經學與文學的交涉、經學的接受

與傳播、經典與古文字學的融合、

乾嘉漢學與日本漢學的互動等。 

三、定期刊物：出版集刊及通訊 2期。 

不定期刊物：專書 2種、會議論文集 2

種。 

四、重要史料整理： 

(一)陳冠學手稿：掃描 8,099 頁；釋文

判讀 250篇。 

(二)道教圖像文物：影像拍攝 229 幅；

metadata欄位內容著錄中。 

 【台灣史研究】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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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述歷史等持續推動之專題研究。 

二、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史研究

期刊、日記解讀、史料彙編等。 

三、檔案館檔案蒐藏與服務：新入藏檔案、

目錄著錄與系統開放、館藏推廣與開

放服務及其他重要檔案整理。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3次／工作

坊：2場（次）／週二例行學術討論會

計 4 場（次）／各研究群的講論會計

12場（次）。 

二、出版專書：1.《林紀堂先生日記：一

九一五年‧一九一六年》、2.《保密局

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四)》、3.《陳

岺女士日記：一九二四年》等共 3 種。

發表期刊 3篇(4 篇送審中)、專書論文

2篇(7篇送審中)、會議論文 7篇。 

三、定期刊物：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24

卷第 1期、第 24卷第 2期(2本)。 

四、檔案館檔案蒐藏與服務： 

(一)新入藏檔案：上半年徵集成果包含

臺灣總督府旅券發行簿、鶯歌庄役

場檔案等 9批檔案，逾 2千件。 

(二)目錄著錄與系統開放：「臺灣史檔案

資源系統」新開放檔案約 2 千 5 百

件，該系統已累計逾 9 萬 5千件、3

百 30 萬頁數位影像；「臺灣日記知

識庫」新增超過 5 千篇(日)，目前

累計有 3 萬 8 千餘篇、約 1 千 4 百

萬字。 

(三)館藏推廣與開放服務：檔案館網站

造訪人次約 2.7 萬人。四大數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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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合計連線人次逾 5.2 萬人、瀏

覽頁面超過 72萬頁。 

 【社會學研究】 

計畫內容： 

一、家庭與生命歷程。 

二、企業與社會研究。 

三、中國效應研究。 

四、社會網絡研究。 

五、比較亞洲社會轉型研究。 

六、世界社會的歷史進程：多元現代性的

形塑。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

討會上提報論文及出版專書，定期刊

物一種共 1期、專書及專著等 22本，

論文發表 14篇。 

二、舉辦 2 次學術研討會及 4 次工作坊，

共發表 107篇論文，共 742人參加。 

三、舉辦 16次學術演講，奉派參加國際性

學術會議者 26 人次，並提報論文 11

篇。 

四、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之訪問

者 37人。 

五、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10次，並

舉辦演講 10次。 

六、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

究工作計 30人。 

七、訂購書刊館藏量； 

(一)西文圖書：1,638 冊。 

(二)東方語文圖書：1,066冊。 

(三)現期期刊：253 種。 

(四)資料庫：12 種。 

 【語言學研究】 

一、延續性研究： 

(一)基礎研究： 

語音學、音韻學、詞彙學、言談結

構、句法學、語言類型學、歷史語

言學。 

(二)句法學研究： 

台灣南島語、漢語、藏緬語、蒙古

語。 

(三)語言類型學研究： 

台灣南島語、藏緬語、漢語方言、

跨語言比較專題。 

(四)歷史語言學研究： 

台灣南島語、上古漢語、漢語方言。 

二、跨學科研究： 

(一)以漢語分類詞之使用探討老化對語

 

一、106年 1-6月學術活動： 

(一)舉辦 11 場重要學術演講(含座談

會)。 

(二)兩場國際學術研討會： 

十五屆國際暨第三十五屆全國聲韻

學學術研討會(The 1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and 35th 

National Conference on 

Historical Chinese Phonology)、

第十一屆國際東亞理論語言學論壇

(The 11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Theoretical East Asian 

Linguistics(TEAL-11)。 

二、106年 1-6月同仁研究成果： 

(一)主持並參與本院 1個主題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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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脈絡處理歷程之影響。 

(二)運用韻律知識建立的韻律建模。 

(三)語料庫建置與授權。 

三、創新性研究： 

(一)基礎研究： 

理論語言學、語言結構分析、語言

類型學、歷史語言學。 

(二)跨學科研究： 

跨語言、跨方言、跨語體之語流韻

律與音韻模組研究、腻部對音調高

低反應的議題、中文對話語料庫自

發性語音辨識系統之改進。 

運用腻科學之技術及介入方法，增

進兒童與老年人的弖智資本與健康

福祉。 

(二)主持並參與本院 1個深耕計畫： 

魯凱語比較研究。 

(三)執行 23個科技部計畫。 

三、106年 1-6月學術出版品： 

(一)語言暨語言學期刊： 

第 18卷第 1期至第 2期(共計 2期)。 

(二)《語言暨語言學》系列專書 1本： 

《列子》的語言與編著年代。 

四、106年 1-6月榮譽獎項： 

(一)《語言暨語言學》期刊榮獲 2017年

「臺灣人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系

統」最具影響力人社期刊。 

(二)李佳穎研究員獲選為美國弖理科學

學會（Association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會士。 

五、106年 1-6月人才培育： 

(一)兩位科技部計畫博士後研究。 

(二)一位本院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計畫

之博士候選人培育。 

 【政治學研究】 

一、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一)台灣「總統優越型」半總統制的持

續動力。 

(二)國會肢體衝突之研究。 

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一)文化保存治理政治：中國大陸及東

亞城市之比較研究。 

(二)永續發展治理之全球與地方面向。 

(三)比較威權架構下的中國威權轉型。 

(四)中國領導人地方「掛點」與政策擴

散的推動。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一)中國大陸對外行為的歷史根源。 

(二)從聯合國大會投票和美國與中國大

陸之霸權競逐。 

(三)美國貿易政治的中國因素：以跨太

 

本所 106年上半年計 14名研究人員，研究

成果包括：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 2 場、工作坊 3 場、

座談會 1場、學術演講會 13場。 

二、發表中英文期刊論文 5篇、英文專書 1

種、中英文會議論文 20篇。 

三、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演說 2次。 

四、訪問國際學術機構 1次。 

五、執行本院深耕計畫 2 個，行政院政策

額度計畫 1 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9 個，科技部攻頂計畫 1 個，台灣大

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邁頂計畫 1

個，Henry Luce Foundation Project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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帄洋夥伴協定為例。 

(四)中國大陸「統一戰線」策略的演變

與影響。 

四、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一)全球化、經濟開放與政體合法性： 

東亞國家比較研究。 

(二)新興媒體對公民政治參與與政治信

任之作用：東亞與南亞經驗之比較。 

(三)公民民主認知的變遷對民主治理品

質評價之影響：東亞國家比較分析。 

(四)東亞新千禧世代的民主價值觀及其

對政治發展之意涵。 

(五)中國與美國區域影響力消長對東亞

民主發展之影響。 

(六)以否決者理論比較東亞國家的責任

政治。 

(七)選舉制度與東亞三國的民主化。 

(八)東亞各國政治參與的世代差異。 

(九)優惠性貿易協定與政變風隩。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一)貝氏法則與個案研究。 

(二)政黨偏差： 

政黨極化對於政治資訊與政策偏好

的影響。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進行政治思想研究： 

制度與行為研究；亞太區域研究；調

查研究；地理資訊科學研究。 

二、專題研究計畫： 

西方政治思想史及比較政治思想研

究；網路經濟、電子商務及實證法律

學研究；海洋史、東南亞與東北亞、

東亞經貿發展及東亞社會研究；調查

執行與管理、系統研發及學術調查、

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建置；時空帄台

發展、大數據及空間計量、空間資訊

科技研發及歷史人口研究。 

三、出版期刊及論壇： 

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調查研究方法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

研習營：21場（次）。 

二、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23篇、專書 3 種、

會議論文 19篇、調查研究報告 3篇。 

(一)政治思想研究： 

對於現代政治的基本觀念進行研究

並致力於重大政治思想議題的探

索。 

(二)制度與行為研究： 

進行網路產業之理論與實證研究；

利用計量方法分析司法官及判決資

料庫，進行司法制度研究。 

(三)亞太區域研究： 

亞太區域之歷史、政治、經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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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應用期刊、亞太研究論壇、技術手

冊。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提供研究使用資料庫： 

台灣土地改革史料檔案、司法官背景

及職業生涯資料庫、民事裁判資料

庫、超商區位資料庫、學術調查研究

資料庫、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及登革

熱行動防疫決策帄台。 

會、移民等研究。 

(四)調查研究： 

進行各類調查方法研究。 

(五)地理資訊科學研究： 

進行動態人口、空間大數據分析與

視覺化、地理資訊數位典藏加值應

用等研究。 

三、定期刊物： 

出版集刊 1 份、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

期刊 1份、亞太研究論壇第 64期、不

定期刊物：技術手冊再版 4冊。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一)台灣土地改革史料檔案： 

著錄鈐印 22,735 件，掃描校驗 303

頁。 

(二)司法官背景及職業生涯資料庫： 

已收集完成自 1955 年至今共 3,629

位法官及 1,922 位檢察官之資料。 

(三)民事裁判資料庫： 

已整理完成 393,996筆資料。 

(四)超商區位資料庫： 

已初步整併 2012 年底至 2016 年底

之全台便利超商區位資料。 

(五)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1-6月間，學術與政府調查資料下載

人次達 10,912 人次。 

(六)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 

於中國浙江、福建、上海三個省市

持續執行第 5次固定樣本追蹤調查。 

(七)登革熱行動防疫決策帄台榮獲臺灣

地理資訊學會第 13屆金圖獎。 

 【法律學研究】 

一、本所 106 年繼續籌組研究組群，持續

推動 6大重點研究領域所屬計畫如下： 

(一)效能行政與法治國家：第二屆德台

公法學術研討會。 

(二)資訊、監控、權力技術與民主－一

個短期與中長期的研究規劃。 

(三)民事判決經濟效率之實證研究。 

 

一、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計 4場次。 

(一)第四屆司法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

會。 

(二)第一屆法實證研究協會亞洲年會。 

(三)法實證研究工作坊。 

(四)探索混種法律體制國際學術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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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政程序法 2.0。 

(五)人性尊嚴：從理論爭議到東亞實踐。 

(六)探索混種法律體制國際學術工作

坊。 

(七)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V）：資料

庫續建、論文寫作與司法院大法官

的憲政人格初探。 

二、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中研院法學

期刊第 20 期、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第九輯。 

三、持續進行法實證研究資料蒐集及編碼

等工作。 

二、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到所舉辦專題演講

計 3場次。 

三、發表期刊論文 11 篇，專書(含專書論

文)23種，研討會論文 31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期刊 1期。 

不定期刊物：專書 1種。 

五、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止共購入：圖書資料 1,372冊

/件，索贈 18冊/件；期刊採購 161種，

交換贈送 59 種；線上資料庫續訂 9

種。圖書資料整編 1,265冊/件。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辦理人文館 3~4F會議廳視廳設備操作

與維護作業。 

二、確保大樓電梯、消防、空調等各項機

電設備保養修護運作正常。 

三、提供本館各入駐單位及本院單位一個

乾淨舒適之研究辦公空間。 

四、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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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完成「人文館 B2儲冰槽汰換更新」採

購案，提昇夜間儲冰效能，有效節約

本大樓用電費用。 

二、完成「人文館 106 年度機電設備耗材」

採購案，統一採購本館各項燈具耗

材，以量制價，節約預算。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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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項機電維

護、清潔、保全等外包人員之採購作

業。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一、為配合國家生技產業之發展，於國防

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弖第 202 廠區

內，開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

於本園區進一步結合該行動計畫相關

之生技研究機構，即科技部國家實驗

動物中弖、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經濟部生物技術開發中弖、中央

研究院等，成立國內第一個由跨部會

組成的生技新藥研發環境，藉由本院

充沛的研發動能，配套規劃生技產業

育成中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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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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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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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轉譯醫學研究；「創服育成中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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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計畫依據 101 年 5 月 30 日、102 年

9月 27日修正開發計畫執行，102年 8

月 9 日由統包商開始辦理設計請照，

105 年度園區已完成建築物結構體施

作， 106 年度進行建築裝修、機電空

調配管安裝等工程，另生態滯洪池構

築等公共工程及生態保育復育，亦配

合建築工程進度施作，同時亦辦理生

態監測與環境監測。園區建築物於 106

年度陸續取得使用執照。 

一般建築

及設備 

營建工程 

 

 

【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一、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弖自民國 88年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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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解決長期空間分置產生之聯繫

與行政管理問題，並結合環境變遷研

究中弖、地球科學研究所及統計科學

研究所等領域之研究資源與設施，建

置本院數理組跨領域研究帄台及交流

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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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規劃

興建本研究大樓。 

二、本案為跨年度延續性工程，建築規模

為地上 10層，地下 3 層，總樓地板面

積 27,904帄方公尺，採土建及機電分

開招標。106年 5月已向建築主管機關

申請部分使用執照，預計 106 年底完

工啟用。預算執行截至 6 月底止，工

程整體估驗進度已達 8 成，累計估驗

金額約 6億 6,500 萬餘元。 

 【南部院區開發計畫】 

 

 

一、本院選定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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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區 E-歸仁區武東段 224 地號）作

為本院設置「南部院區」初期發展用

地。行政院 105 年 8 月 4 日准予專案

讓售計畫，預訂 106 年完成產權移轉

登記。 

二、南部院區綜合規劃修正報告 106 年 6

月 9 日經國家發展委員會會商相關機

關審查原則同意，俟行政院核定即辦

理後續規劃設計等作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