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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2）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一、辦理行政、採購、出納、事務管理等

一般性行政管理。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維運本院院網站、本院資訊訓練與

推廣課程，提升同仁工作技能與創

新資訊技術的掌握；辦理資訊出版

品、技術文件之發行、支援全院各

所處影像處理及設計等工作及行政

辦公自動化軟體採購，提升同仁辦

公作業效能。 

2.維護服務卡印卡機、門禁管理系統

及文書管理系統、新版因公出國系

統、文書系統、人事薪資整合系統、

所處人事管理系統、會計系統、一

般代收款系統、出納系統、財物系

統、機械設備概算審核系統、學術

服務系統、研究成果系統、TIGP相

關系統、電子服務台等。改版資訊

設備概算審核系統。調整院士選舉

開計票作業分工架構，並修改開計

票系統。更新所處預算管理系統、

生物實驗安全審查系統、赴陸申報

系統。 

3.辦理微軟虛擬化環境(Mcloud)建置

及單一簽入平台維護案。 

4.維護院區骨幹網路與各單位雙迴路

網路備援架構，強化障礙自動通報

機制，亦持續維護都會型光纖網路

Taipei GigaPoP，確保本院對內與

對外網路全時暢通。提供遠端接取

服務，包含 ADSL、FTTX及 VPN連網。

租用亞太與美西國際專線，以支援

本院學術研究工作，並供 TANET分

享與國外連網。 

5.每月進行全院 IBM伺服器及儲存設

備維護，並辦理行政大樓機房定期

維護，及規劃建置模組化配電盤。 

6.維運跨圖書館間的自動化系統及資

料供應等相關服務，及電子資料庫

一、符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之學

術研究及行政管理工作需要，促進提升

研究成果與發揮行政管理效能。 

二、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開設資訊推廣課程計至 102年 6月底

總共舉辦 15門(24堂)資訊推廣課

程，授課時數 120個小時，計 576人

次參加。持續支援全院各所處資料之

影像處理工作，並主辦中心通訊(電

子版)、出版品、技術文件之發行。

連結、管理、維護本院院網內各單位

之網址、連絡資料等運作。中英文院

網頁維運及 205則訊息上網更新。 

2.執行電子郵件系統維護案，排除個別

用戶異常狀況與系統運作障礙，維持

正常服務。 

3.維持網路電話平穩運作，並推廣藉

Skype撥打桌機功能。完成「跨領域

大樓光纖纜線及溫室大樓 UTP網路

布線 」採購案，協助規劃各單位網

路基礎設施。推動遠端接取自 ADSL

升級為光世代，改善傳輸效率。發展

單位專屬 VPN連線功能。維持臨海研

究站與南科生技中心的 VPN連線。維

運本院各單位網路雙路由備援架構

及障礙自動通報機制，維持 7x24小

時穩定網路運作與服務。完成本院美

西與亞洲地區國際網路專線新採購

案，美西及日本專線維持 2.5Gbps

頻寬，香港專線頻寬由 2.5Gbps擴充

為 5Gbps。 

4.就 IBM設備聯合維護案參加單位，定

期實施設備維護，及早發現潛在問

題，更換料件，提高設備可靠度。行

政大樓機房建設保固期將屆，規劃接

續的定期維護採購案。模組化配電盤

建置採購案亦在規畫之中。 

5.維護圖書館系統與本院圖書館入口

網站，及提供國內外文獻傳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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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鏡錄站。 

7.完成總辦個人資訊管理系統第一期

建置專案及完善本院計算中心之資

訊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專案期

間:101.9.25-102.3.23)；持續推動

PIMS、CISSP業、ISO/IEC 27001 LA

等培訓作業。 

支援院內學術研究所需的圖書館資

源；提供電子期刊與學位論文長期保

存機制，以服務全國大學與學術機

構。 

6.完成總辦個資第一期建置專案之推

動(101.9.25-102.3.23)。PIMS培訓

作業：3人有證照，將續派員培訓。

CISSP培訓作業：1人已受訓，將續

派員培訓。ISO/IEC 27001 培訓作

業：27人有證照，將續派員培訓。 

 三、學術活動中心暨綜合體育館場地設施

管理。 

三、1.提供會議、住宿等場地設施服務支援

辦理本院各項學術活動事宜，使學術

研究工作進行順利。 

2.提供員工健身運動之體育場地設施。 

 四、車輛通行停放運作維持。 四、院內交通管理相關業務。 

 五、幼稚園運作維持：健全與充實本院員

工眷屬之幼兒保育及教學活動，使園

務工作順利進行。 

五、幼稚園運作維持：以主題教學為架構，

多元智能精神設計課程。依幼兒發展、

興趣及個別能力進行學習，並結合社區

資源、配合時令季節、以幼兒的生活經

驗為主軸，帶領幼兒透過觀察、團體討

論、實作、分享、建構或個人獨力操作

等方式，逐漸加深加廣幼兒的學習活

動。教師也從中觀察幼兒的個別能力與

學習狀況，適時幫助幼兒成長。 

藉由完整的課程規劃，及親師共同合

作，幫助孩子全方位發展人格與特質，

成為健康有活力、擁有創意自主能力、

懂得感恩惜福的孩子，培育出優秀的下

一代。 

一般學術研究及評議  

學術審議

及研究獎

助 

 

【人員維持】 

延攬回國學人、研究人員及職員等從事研

究或協助研究工作，以增進學術研究。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辦理總辦事處個人電腦、印表機等週

邊設備採購與汰換更新、全院共通性

之行政辦公用軟體與防毒軟體等採

購、辦數理學術研究用軟體聯合採

購；辦理生命科學計算軟體及資料庫

維護更新採購。 

二、辦理 SDOS期刊全文資料庫系統硬體汰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研究需

要，積極延攬人才。 

 

一、辦理總辦事處個人電腦採購與汰換更

新，並邀請所方聯合辦理，擴大採購效

益及節省所方行政人力，初次試辦有 2

個所參加。完成 Acrobat、ERDAR軟體

聯合採購，提升採購效益，減低採購成

本。 

二、完成 SDOS期刊全文檢索資料庫系統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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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換及本院圖書館管理系統軟硬體更

新。及本院電子郵件服務空間及使用

者授權擴充及垃圾及病毒郵件阻絕服

務設備升級。及辦理私有雲環境及模

式建置及既有虛擬化基礎環境資源管

理採購。 

三、提供院內各單位網路支援，建立網路

雙路由及備援機制，維持每日24小時

穩定運作與服務。規劃、建置骨幹網

路設備更新，提高網路應用彈性，以

因應各項網路加值服務應用。規劃、

更新電腦機房網路架構，並於網路端

增加資訊安全防護，以促進其本院資

訊服務高可用性、穩定性及安全性。 

四、辦理高效能計算主機暨虛擬機伺服器

採購案，及儲存階層伺服器與磁碟陣

列更新。 

五、維護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及本院共用

電子資料庫的評估與訂購。 

六、為強化本院整體資安防護與本院資安

事件處理小組軟硬體設備所需，相關

資安防禦機制宜整體建置，故原規劃 

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惡意郵件檢測

設備規劃與建置、日誌儲存設備將併

102年7月建置案執行；另考量節省採

購成本，部分維護案資料庫稽核系統

軟體升級Guardium、辦理網頁弱點掃

描系統軟體升級(WebBinspect)) 訂於

102年9月統一辦理軟硬體更新授權與

維護採購案。 

七、本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為鼓勵國

內年輕學者從事深入研究，並提出重

要學術貢獻，102年編列獎勵員額15

名。 

八、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為落實獎勵學術研究之法定任務，鼓

勵我國人文社會科學學者積極出版專

書，102年編列獎勵員額5名。 

九、為加強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

構之學術交流、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

技之研發，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

體更新，惟巨量資料暫時儲存於原儲存

設備，完成服務效能評估後訂於 102

年 9月執行專屬儲存設備採購。完成本

院圖書館管理系統(LAS)軟硬體更新；

完成垃圾及病毒郵件阻絕服務之採購

規劃，訂於 102年 8 月執行。完成單一

簽入平台硬體環境及作業系統更新，將

依序導入上線服務。完成私有雲環境及

服務模式建置案所需之硬體設備採

購，訂於 102年 7月進行驗收(併同高

效能計算節點採購案執行)。私有雲環

境使用之軟體系統採購已完成上網公

告，訂於 102年 9月底建置完成。 

三、協助院內各單位區域網路規劃及更新服

務，並進行 Gigabit等級 1000BaseT

網路設備更新及院區骨幹路由器模組

擴充等。完成 VPLS設備介面擴充，供

服務全院各單位延伸網路、跨領域大樓

單位使用及建置本院道路監視系統建

置專屬區域網路。.規劃本院計算中

心、人文館及台大天數館電腦機房網路

架構更新、架構轉移步驟及設備採購事

宜。建置高可用之資料中心基礎網路架

構，以因應雲端應用服務及節能減碳，

並滿足資料中心對速度、擴充性、安全

及效率成長的需求。 

四、完成採購規劃、招標及交貨，計購買

80台 HP刀鋒伺服器，訂於 102年 8月

驗收。完成儲存階層伺服器招標與更新

建置，用戶移轉作業規劃進行中。磁碟

陣列更新正在規劃採購方案，訂於 102

年 8月實施。 

五、辦理圖書館系統年度維護與升級，及

Web of Science & Journal Citation 

Report、EBSCO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OCLC WorldCat、Elsevier 

SDOL & SDOS 與聯合知識庫等 6種資料

庫的評估與續訂，供全院使用。 

六、完成 Gigamon網路流量數據管理軟體更

新及資安事件管理系統軟體升級採購

案，以進行資安事件的管理及發掘潛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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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十、國際研究生宿舍： 

本院國際研究生宿舍可提供約 136 位

國際學生居住，本計畫主要是提供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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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教學研究大樓： 

本院教學研究大樓結合行政及教學空

間，提供國際研究生良好的上課環境

及優質的行政服務，以提升學習品質。 

 

的資安威脅。 

七、完成102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審查評

選作業，並舉行頒獎典禮，計15位得獎

人。 

八、完成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預審

階段，進入初審（外審）、複審階段。 

九、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事短期訪問研究：

經審核通過計96名來院學者，分別依其

約定於本院各所、處、研究中心執行訪

問研究。 

十、國際研究生宿舍： 

除了宿舍日常運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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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教學研究大樓： 

本計畫經費主要用於：提供教研大樓

建物正常運作所需基本經費，例如：

水電費、保養維修費、人事費、耗材

費等。 

已完成新購除濕機, 改善辦公室空調

設備等。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 

102年 4月 20日召開評議會。 

 

一、評議會之召開： 

評議本院研究組織及工作興革事宜。 

 二、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補助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中華民

國委員會轄下國內學會繳交國際組

織會費。 

2.提名本院院士參選發展中世界科學

院(TWAS)院士及科學獎。 

3.補助國內學會及本院院士出席國際

性學術會議。 

4.補助國內學會及學術團體舉辦國際

性學術會議。 

 

二、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已核定補助繳交 24 個國際組織會

費，支出費用達 1,041 萬 8,000 元。  

2.推薦 7位本院院士參選 TWAS院士，

提名 12位國內優秀科學家參選 TWAS

相關科學獎。 

3.已核定補助國內學會 20 人出席 9 場

國際會議，補助 6位院士出席 4場國

際會議。 

4.已核定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 3 場

國際會議。 

 三、學術交流合作： 

1.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 

從本院 81年通過本院「延聘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作業注意事項，

至 97 年 6 月新訂定本院「延聘顧

三、學術交流合作： 

1.102 年度 1-6 月本院延聘有 30 位顧

問、專家及學者(特聘講座 19位、教

授級學者 3位、副教授級學者 4位、

客座專家 4 位)，參與本院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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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問、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以來，

因本工作計畫，本院得以延聘國內

外產、官、學、研具特殊成就之優

秀學者來院合作研究與交流，意義

非凡。 

2.人文社會科學及醫學研究倫理委員

會:本院涉及人文社會科學以及醫

學研究倫理之計畫案件審核、實地

訪查與教育訓練等工作。 

3.執行本院與簽約之國外科學院進行

學者互訪。 

4.執行本院學術及交流合作委員會審

議本院與國內外研究機構或學校簽

訂之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5.執行本院與清華大學合作辦理一般

研究生學程。 

6.辦理外賓參訪案。 

7.辦理國際獎項提名。 

8.執行本院人文組年輕學者赴國外進

修計畫。  

9.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位學程。 

10.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計

畫。 

（處）、研究中心重要的研究工作，

與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流。 

2.已舉辦 6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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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舉辦 3 場「故院長講座」紀念活

動，邀請知名學者演講，推廣科普教

育。並邀請故院長家屬出席，與現場

民眾一同緬懷故院長事蹟。 

4.每週出版本院《週報》，分送本院各

單位及國內大學圖書館，促進民眾對

本院事務之瞭解，並以寄送電子報為

主，達到節能減碳之功效；每 2週開

闢 1次知識天地專欄，分享院內研究

成果，並推廣科普知識。 

5.本院與臺中一中及臺南一中合辦科

普教育講座活動，除推薦本院研究人

員南下主講外，並分攤活動經費，落

實南北教育資源之平衡及普及基礎

科學知識。 

6.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理 56 件申

請案、召開 7次審查會議。 

7.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

理 25件申請案、召開 3 次審查會議。 

8.上半年有捷克科學院派遣 1 位學者

來院進行短期訪問；本院派遣 2位學

者赴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EHESS）

訪問。 

9.23 件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經本院學術

及交流合作委員會審議通過。 

10.執行本院與清大合辦中國研究、近

世中國與多元文化、南島語言學、結

構生物、生物資訊等 5項學程。 

11.接待國際訪賓共計 15團，參訪人數

達 97人。 

12.推薦院士及研究人員參加各國際獎

項競賽，計有 7個推薦案。 

13.本院法律研究人員 1 名獲院方核定

補助赴美國進修，另 1 名至德國進

修；政治所研究員 1名赴美國進修。 

14.本院已派遣 2 位博士後研究人員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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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柏克萊大學進行研究。 

15.辦理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海洋生

物科技、轉譯醫學、基因體與系統生

物學、微生物基因體學等 5個國內學

位學程，補助共 64 名博士生，上半

年共核發獎學金 1,164萬 8,000元。 

16.中國科學院白春禮院長一行來院舉

行雙邊學術討論會，邀請院內所長主

任及相關單位共約50人出席。 

17.RIKEN-Academia Sinica Joint 

Conference on Chemical Biology 

受邀來台的日本學者包括 Dr. 

Tomoya Ogawa 等8位，此次研討會共

有24位學者於會議中報告,聽眾約90

人。 

18.舉辦本院特別講座3月11日諾貝爾

獎得主Dr. Sydney Brenner至院演

講，約400人參加。 

19.2006年巴仁獎得主Prof. Quentin 

Skinner於本年5月 11日至19日訪

台，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講者，

發表三場演講，聽眾人數分別為

300、200、200人。 

20.曾經帶領世界衛生組織人員執行滅

絕天花計畫的美國匹茲堡大學醫學

與公共衛生教授暨巴爾的摩生物安

全中心傑出學者唐諾德˙韓德森博

士(Dr. Donald A. Henderson )受邀

訪問臺灣於2013年7月4日(星期四)

蒞臨本院發表演講，約100多人參加。 

 四、環安衛小組： 

1.辦理環安衛教育訓練：推動安全健

康工作環境及增進同仁專業素養。 

2.參加國際會議及國內研討會：吸取

國際最新環安衛新知，應用於本院

環安衛工作並加強專業能力。 

3.確認相關儀器設施功能完善：包含

執行生物安全櫃確效檢測及儀器年

度校正。 

四、環安衛小組： 

1.102年1-7月已辦理環安衛教育訓練

共15場，參加人數達1,041人。 

2.已派遣2位同仁參加國際會議，吸取

國際最新環安衛新知，應用於本院環

安衛工作並加強專業能力。 

3.已完成 130 台生物安全櫃確效檢測

及 6項儀器（包括熱風速計、風罩式

風速計、照度計、紫外光度計、噪音

計等）年度校正，確認相關儀器設施

功能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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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出版委員會： 

1.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有學術價

值之資料文獻出版。 

2.國內、外著名出版社之合作，改進

編輯設計及行銷管道。 

3.參加國際書展。 

五、出版委員會： 

1.參加第 21 屆 (民國 102 年) 台北國

際書展，圖書銷售 472 冊，銷售金額

新台幣 14萬 1,310元。 

2.出版院士叢書 1 本(《何炳棣思想史

論》。 

3. 2本中文專書編印中。 

4. 2本英文專書編印中。 

 六、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 

主要目標是推動院內的科技移轉，將其

研究成果公諸於世，開發智慧財產權以

增進社會福祉；並將科技移轉所得的收

入，作為獎勵院內各所（處）研究人員，

從事學術研究的經費。 

 

六、本年度截至 6月止， 

1、專利：已申請國內外專利計 34件

並已獲得 45件專利權。 

2、授權：已完成授權案 28件，簽約

金額約 640萬元、股數作價 6,004

萬股。 

3、合作：已完成案 3件，合作金額約

116萬元。 

 【召開第 30次院士會議】 

102年6月6日召開第31次院士會議召集人

暨第30屆院士選舉籌備委員聯席會第1次

會議。 

 

籌開第 31 次院士會議，選舉國內外召集

人，並決定議事日程；且籌組第 30 屆院士

選舉籌備委員會，展開提名及資格審查等各

項前置作業。 

 【儀器整合管理】 

一、加強考核貴重儀器設備的使用效益。 

二、有效規劃現有公用設施，提高其服務

品質及使用效能。 

三、推動各單位開放其經管公用設施中有

高需求性但未滿載之儀器，整合全院

貴重儀器資源。 

四、建置「貴重儀器資料檢索系統」。 

 

 

一、已奉院方指示清查各研究單位以院外專

題計畫如國科會、農委會等計畫經費輔

助購置貴重儀器資料，將於本年度使用

效益考核時加強查核是類儀器使用效

能。 

二、為使各單位相關同仁能熟習貴重儀器使

用效益評估作業流程，7月將辦理三場

系統操作說明會。此為年度貴重儀器使

用效益評估作業之前置作業，使各單位

儀器保管人熟悉系統新增功能與操作

方式，以利院內稽核業務之順行。 

三、有效支援現有全院性公用儀器設施，並

提升服務品質。已完成採購由核磁共振

儀小組委員會所推薦採購之NMR自動送

樣裝置，及共軛焦顯微鏡小組委員會所

推薦採購之共軛焦顯微鏡升級配件。另

微矩陣分析儀小組委員會推薦採購有3

項儀器已完成簽約，俟跨領域大樓工程

完成驗收程序後即可交機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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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評估本院未來研究發展需求，選擇性新

設重點技術公用設施，由本中心協調開

放服務全院，取代各所(中心)儀器設施

自行運作與管理模式。本（102）年度

地球科學研究所已同意開放其所屬電

子微探儀實驗室及古地磁實驗室。 

五、協調請計算中心設置「貴重儀器資料檢

索系統」系統，裨利院內研究人員檢

索、瀏覽儀器相關資料，若有需求，可

借用相關儀器或進行跨單位合作研

究。前述系統已於 5月 24 日開放使用，

本中心計畫 7月將辦理三場系統操作

說明會。 

 【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推動院內公用儀器設施開放院外學術研究

或民間生技產業研發。 

 

一、推動院內公用儀器設施開放院外服務，

102年度前半年有學術研究或民間生技

產業研發人員共49個實驗室來院使用

服務，合計使用176人次。儀器中心代

收公用設施場地使用費總計新台幣163

萬1,260元整。 

二、協助微矩陣分析儀、腦磁波儀及低溫電

顯等 5個公用儀器設施辦理新增收款

服務項目計 35項，已於於 7月 3日辦

理行政規則修正公告程序，計畫 7月

19日前陳送修正草案至財政部核備。 

主題研究

與人才培

育 

【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人才，協助博

士候選人完成其博士論文，並做為本院各

所人才儲備。 

 

 
本計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

102 年度業已核定通過 33 名，每人每月獎

助 3萬 5,000元。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生醫所、分生所、生化所、植微所、細生

所、生農所、生物多樣性中心及基因體遺

究中心 8 所與國防醫學院為培養國內基礎

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

究所，利用本院的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

人員予以培訓。 

 

與國防醫學院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究所，利

用本院的軟硬體設備及研究人員培植國內

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本院基於提升研究水準，厚植博士後研究

人力，特建立博士後研究人才培育制度，

為國內、外博士級人才提供更上一層的學

 

102年度分 2梯次辦理申請，第 1梯次申請

人數有 196 人，經審核通過者 73 名。第 2

梯次申請人數有 207人，經審核通過 7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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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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度共補助 143 名，其中有數理組 52

名，生命組 49名，人文組 42名。本年度平

均的錄取率為 35％。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一、提升學程國際競爭力，提供更多元且

先進的研究環境，以吸引更廣大之國

際優秀學生來本院就讀。 

二、「國際研究生學程暑期實習計畫」： 每

年暑期提供國外年輕學人至本院實習

機會，以提升本學程國際化程度。 

三、繼續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UCD)分校

合作開設為期10周的製藥化學課程，

課程並開放院內院外學生與UCD學生

選修。 

四、1月及4月分別參訪泰國及印度並合作

辦理國際會議與活動，以提升國際研

究生學程知名度。 

五、辦理文化交流活動。 

 

一、新增「跨領域神經科學」學程，今年共

有 10個學程招收，預計 9月再招收 100

名新生，提供其一至三年級每月 3 萬

4,000元之獎學金。累計至 6月底已給

付獎補助 3,602萬元。 

二、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暑期生實習計畫，

提供 57 名學生，5-8 月生活費及機票

補助合計 175萬元。 

三、辦理 UCD合作案，提供 UCD教授及助教

生活費及相關活動和儀器維修、藥品支

出，合計約 160萬元。 

四、TIGP宣傳招生，支出約 90萬元。 

五、辦理元宵節聚餐聯誼、平溪文化之旅及

端午節划龍舟友誼賽。 

 ◆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支援本院新聘所長（主任）及研究員等實

驗室相關費用及研究計畫所需經費。 

 
植微所、原分所、生醫所、生化所、地球所、

環變中心等單位新聘研究員建構實驗室開

辦費。 

 ◆深耕計畫 

102 年度共補助 22 件延續型計畫，9 件新

增計畫，辦理計畫執行及預算規劃等相關

作業。另有 7 件計畫執行至 101 年底執行

期滿，辦理結案作業並於繳交成果報告。 

 
102 年度之延續型計畫中，有 22 件執行中

之計畫，需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

規定，繳交 101年度進度摘要報告。 

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102年度

經過嚴格的初、複審作業，計有 9位新增計

畫之研究人員獲得補助，獲選名單如下：  

一、數理組： 

數學所劉太平博士、地球所李憲忠博

士、原分所張煥正博士。 

二、生命組： 

分生所賴明宗博士、生醫所林小喬博  

士、生化所陳瑞華博士、植微所吳素

幸博士。 

三、人文組： 

文哲所李奭學博士、法律所林子儀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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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前瞻計畫 

102 年度執行延續性前瞻計畫共 42 件，皆

於 102 年上半年完成期中進度摘要報告之

繳交。100 年度通過之前瞻計畫共 7件，依

計畫執行要點規定，此 7 件計畫需於 102

年度邀集國際專家學者召開專案諮詢小組

會議，以給予獲選研究人員適當之協助與

指導，善盡輔導之責。另，102年度執行新

增前瞻計畫 9 件，持續追蹤計畫經費執行

率，以評估並規劃未來 2～5年之計畫經費

預算。 

 

依據本院前瞻計畫執行要點，102年度共徵

得 22件推薦案，經審慎嚴謹之初、複審程

序，計有 9位深具潛力之研究人員獲得補

助，名單如下： 

一、數理科學組: 

李景輝副研究員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

究所) 

林育如助研究員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

究所) 

楊奕軒助研究員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中心) 

戴夏飛助研究員 (地球科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 

王中茹助研究員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

究所) 

周雅惠助研究員 (細胞與個體生物研

究所) 

馬徹  副研究員 (基因體研究中心)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廖福特副研究員 (法律學研究所) 

劉斐玟副研究員 (民族學研究所) 

 【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

之改善： 

推動亞洲社會科學研究、原住民人才培育

及社區服務、文化及風俗研究計畫，提供

學界與社會大眾利用。 

 

 

 

 

建置營運認知神經科學實驗室經費、珍貴動

產維護計畫、出版蔣中正日記、臺灣原住民

人才培育及購置拉曼光譜儀等。 

 ◆創新性研究計畫： 

加強國際學術及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計

畫、推動中長期具有發展潛力、前瞻性、

突破性之跨領域創新研究計畫。 

 

支援化學生物專題中心計畫，出席國際會議

及商討學術研究等創新合作計畫經費。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 

推動及支援本院生物科技及藥物研發、基

因轉殖研究、精密溫室計畫等跨學門及跨

領域之合作計畫。 

 

推動癌症醫學研究、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實

驗室整修經費及生物技術之研發計畫。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增強基礎研究成果之應用發展，並支援跨

 

 

購置智慧型感測與網路系統、層析質譜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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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之整合研究工作，改善研究環境。 辦理數理新領域計畫等。 

 ◆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本計畫目標在於促進本院奈米科技的

研究，提升跨領域研究、教育與培養此領

域的未來科學家。為達成這些目標，本計

畫整合三大元素：跨領域研究計畫、共享

核心設施，以及博士學位學程（臺灣國際

研究生學程(TIGP)-奈米科技學程）。此

外，積極建立以色列 Hebrew Univ.及本院

雙邊合作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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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科技學程：截至目前，已畢業投入

奈米研究領域共計4位;博士候選人共

計24位。 

二、102年度共有32件計畫獲得經費補助，

1.開發新科學及技術：共7件。 

2.與奈米生技相關之研究：共13件。 

3.與能源相關之奈米材料研究:共8件

另有4件以色列雙邊合作計畫獲得補

助。 

三、研究成果列舉：周家復研究員團隊利用

一種稱為分子壩的新方法，藉由奈米級

無電極式介電泳提升蛋白質在生理緩

衝液中的樣品輸送，使蛋白質於奈米流

體通道中快速濃縮。30奈米大小、嵌入

至奈米流體裝置的絕緣介質奈米隘

口，可作為電場聚焦透鏡，當與微奈米

流道介面相結合時能將外加電場放大

100,000倍以上。這種在奈米隘口發生

的強大電場及電場梯度，可使蛋白質藉

由分子壩效應快速地輸送並大量提升

局域之樣品濃度，於20秒內濃縮達

100,000倍以上，比現有技術快數十數

百倍。由於目前並沒有可用於蛋白質的

化學複製方法。對於低濃度蛋白質分

析，待測樣品濃度之提升往往被視為高

解析度生化分析的第一個先決條件。我

們的方法，提供了一種微型感測平台，

可快速進行樣品富集及濃縮，並可進一

步進行快速及靈敏的蛋白質分析，檢測

和生物標的分子的發現（如搭配質譜

儀）也可應用於蛋白質結晶及沉澱分

析，並可能擴展到小分子的濃縮或篩

選。 

 ◆登峰研究計畫-基因中心 

藉由人力整合及集中資源，本計畫重點進

行關鍵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及重要疾病之

新藥研發，建立個人化醫療策略。 

 

 

基因登峰計畫結合生命科學、化學及相關領

域院內外之專業人才，並與國內相關研究機

構進行合作，提升國內研究水準及國際競爭

力，發展新的方法與策略，開發新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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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癌症如乳癌、肺癌、胰臟癌，與病毒性傳染

疾病如流感及肝炎，進行全基因體定序，並

尋找新的標的分子與生物標誌，對能合成抗

發炎或抑制腫瘤之藥物的細菌進行基因體

研究，開發病毒的檢測平台技術、研發抗病

毒藥劑與疫苗，與研發新的檢測及治療的方

法，發展新的細胞療法及配合超高速新藥篩

選系統以開發重要生物小分子的抗體等新

藥。其他重大成果如下: 

一、發展人源化抗體，製造出超過 20 株對

抗登革病毒之全人類抗體。 

二、確認數個胰腺癌的生物標的物。 

三、創新質譜技術對多醣體及醣蛋白的分

析。 

四、建立 B 肝病毒在細胞培養下的感染系

統，升級預測分析系統來預測分析

HBsAg 的清除以及肝硬化和肝細胞癌

的風險。 

五、進行早發性乳癌病患後天突變與先天變

異的分析。 

六、成功的分離出乳癌幹細胞，了解 miRNA 

對癌幹細胞的重要性，找尋到治療癌症

的新標的。 

七、建立細菌轉醣酶高速活性分析系統。 

八、提升 GLP-1八步驟人工合成法的總產率

由 10%至 15%。 

九、建立以蛋白質結構為主的抗原-抗體複

合體研究平台。 

十、使用微流體平台進行癌細胞計數及分子

分析。 

 ◆登峰研究計畫-植微所 

在二十一世紀的初期，由於人口爆炸、可

耕地縮小，再加上環境變遷、全球暖化、

能源危機等等，植物學家們面臨嚴苛的挑

戰，包括需要增加作物品質與產量，降低

農藥用量以配合環保意識，研發生質能

源，研究與利用植物對環境逆境之反應等

等。針對這些挑戰，在本登峰計畫中，我

們將從事下列三項分支計畫：  

一、以新世代定序改進水稻與玉米的產值； 

 

在未來的兩年、我們將以目前已有初步基礎

的四個課題，進行深入研究。預期於兩年

內： 

一、以新世代定序方式找出更多與產量相關

的基因、達到改進水稻與玉米產值的目

的。 

二、了解植物在各式之光線、營養、基因組

成等條件下之反應、訊息及其機制，並

進一步改進農業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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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訊息與農業； 

三、植物幹細胞的抗病機制。 

三、研究植物幹細胞抗病的基因，了解幹細

胞的發育和防衛監測系統建立的相關

性，找出未來可廣泛運用於農作物的抗

病防治方法。 

 ◆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政府預定在不久的將來，釋出 202 兵工廠

的土地建立生技中心，其中成立的轉譯醫

學中心，將需要有臨床知識的醫師，將實

驗室得到的結果應用在疾病的預防、診斷

及治療，生醫所在轉譯醫學中心的成立上

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針對院方未來對轉譯醫學方面發展的規

劃，我們預定在近幾年來提供醫師獎助金，

以鼓勵年輕醫師在院內PI的指導下攻讀博

士學位，及以合聘的方式延攬醫學院裡的醫

師，加入本院與生醫所及其他生命科學組的

PI合作進行轉譯方面的研究。等到轉譯醫學

中心成立時，這些醫師可立刻在轉譯醫學領

域做出更大的貢獻。 

 ◆P3實驗室-生醫所 

以下列四項為核心工作： 

一、維持 P3 實驗室軟、硬體設備正常運作。 

二、提供學者進行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

的相關作業。 

三、提供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的相關服

務。 

四、提供養成 P3 實驗室相關人員的場所。 

 

◆P3實驗室-基因中心 

一、流感疫苗效力評估動物實驗。 

二、抗流感病毒藥物效力評估動物實驗。 

三、增殖並純化流感病毒株，及測定各病

毒株對細胞與小鼠之致死劑量。 

四、進行流感病毒基因突變與病毒傳染力  

及毒力關聯性之研究。 

五、實驗室硬體設施持續改善。 

六、研究人員持續性教育訓練。 

七、支援本院內其他研究單位，執行病毒

相關研究工作。 

八、支援本院外其他研究機構，執行病毒

相關研究工作。 

 

 

 

P3 實驗室在本院人力、物力、財力充分的

支持下，已通過疾病管制局的審查得以啟

用，並將成為教育、訓練和能在 P3 實驗室

操作之專業人員的搖籃；除能提供研究人員

符合國際標準的場所進行研究，甚至能提供

代為操作的服務。成為提升臺灣危險性病原

微生物的研究、防治及生物安全防護能力的

核心。 

 

一、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發之流感病毒廣

效性疫苗免疫效力評估之小鼠、天竺

鼠、雪貂等試驗。 

二、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發之抗流感病毒

藥物保護效力評估之小鼠試驗。 

三、完成 H1N1、H3N2、H5N1、H6N1等減毒

株與野生株流感病毒之增殖及細胞與

小鼠毒力測定。 

四、協助農生科技中心執行 VLP流感疫苗免

疫效力評估之小鼠試驗。 

五、與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合作，進

行臺灣地區 H5N2鴨流感病毒及 H6N1

禽流感病毒研究工作。 

六、與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合作，進行

流感病毒疫苗研究工作。 

七、與國家生命科學研究所合作，進行西尼

羅病毒藥物研究工作。 

八、建立人類呼吸道融合病毒之細胞研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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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一、NPAS月會議及演講。 

 

 

 

 

 

二、核心實驗室運作。 

 

 

 

 

 

三、交流會議及國際會議參與。 

 

 

 

 

四、合作學程運作相關會議。 

 

 

 

 

 

五、聘用人員。 

 

 

 

一、NPAS 至今舉辦2場國內學者之月會議及

5場國外學者演講。並安排國外學者赴

國內各大學及研究單位給予第二場演

講。 

協辦”神經退化疾病:基礎與轉譯醫學

新知國際研討會”。 

二、核心實驗室增購一台電生理設備，擴充

電生理擷取之服務。支援相關實驗室的

研究工作並協助數據擷取、分析及實驗

諮詢功能。已有 15個以上實驗室使用

或計畫使用核心實驗室資源。皆需預

約。 

三、1.本團隊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合

辦雙邊神經科學會議，共三天團隊共

12人參加。 

2.派遣成員之學生兩人參與美日神經

科學相關會議。 

四、1.與陽明大學辦理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

研究生學位學程已完成102年招生工

作，另召開各學程委員會底定學程各

項運作規定。2.籌辦與成功大學之

103年招生及學程運作事務。 

2.與成功大學舉辦學術交流研討會。 

五、本計畫共聘用約聘僱人員4人，分別負

責行政及活動統籌之行政助理1名、學

程助理1名、核心實驗室管理及操作之

研究助理2名。 

 ◆綠島建設 

一、改善綠島海洋研究站 A、B棟大樓細部，

已完成部分內部設置。 

二、綠島海洋研究站周邊陸蟹族群普查：

已掌握綠島陸蟹族群種類分布狀況。

發現綠島高密度招潮蟹棲地。 

三、囊舌海蛞蝓與松藻增生相關研究：綠

島因為觀光發展造成海域營養鹽的增

加，而其中的囊舌海蛞蝓與松藻增生

的關係與控制，有其研究與持續監測

的價值與需要。 

四、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本計畫

 

一、綠島海洋研究站B棟實驗住宿大樓等，

目前已完成項目如下： 

1.B棟學生房加裝窗簾完成。 

2.A棟省電燈具更新。 

3.A棟公共區域地板更新。 

4.A 棟行政研究大樓屋頂漏水結構補

強。 

5.研究站周圍綠地整理。 

6.研究站面北窗戶加裝防颱窗。 

二、綠島海洋研究站周邊陸蟹族群普查：完

成綠島陸蟹族群分佈口訪調查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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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建立綠島環境生態基礎資料為主，

進行長期性環境生態變遷研究。 

五、臺灣寶石珊瑚研究：臺灣寶石珊瑚漁

業已有數十年歷史，幾經興衰後目前

已經進行嚴格的控管，在生態與學術

的研究上十分缺乏，綠島周邊海域為

傳統的寶石珊瑚漁區，目前公布控管

的漁區並未涵蓋綠島周邊海域，預計

將有開放該漁區的動作，屆時有更詳

細的基礎的調查研究，作為是否開放

該漁區的依據。 

六、服務及支援綠島其他相關計畫執行。 

田野調查工作。針對高密度族群隻招潮

蟹棲地，將持續後續觀察研究。 

三、囊舌海蛞蝓與宿主松藻共演化與生態關

係之研究，相關的研究仍持續進行中，

未來可將去年及今年遊客數量因子導

入觀察結果中，比對遊客數量與營養鹽

及松藻海蛞蝓間的對應關係並持續觀

察研究。 

四、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目前已完

成多處觀測點上半年度生態環境變化

之影像記錄，及完成石朗海域、柴口海

域、中寮海域、公館港海域之海底環境

監測點畫設，並於公館港口、大白砂浮

潛區、石朗海域、溫泉港口置放觀測綠

島海域溫度變化之水溫探測器。 

五、臺灣寶石珊瑚研究：已利用 ROV進行海

底探勘，目前仍於較淺水域進行測試，

已完成 ROV深水作業性能之提升，測試

後將直接往深水域寶石珊瑚棲地進行

探勘作業。 

六、服務支援國科會綠島黑病海綿相關研究

（中山大學宋克義教授主持），還有本

中心野澤洋耕等 3位研究人員與環境

變遷中心何東垣等 2位研究人員關於

綠島海洋生態相關研究。 

 ◆育成中心 

本中心協助運用本院基因體及相關領域之

研究發展成果，進行新技術或新藥的開

發，加速新創事業及科技業者營運之發

展。本中心提供場地、儀器設備、代檢測

服務及其他行政服務，以降低創業初期之

門檻。促使進駐廠商之研發工作結合本院

資源，協助新產品、新事業及新技術的孕

育，以促成企業之轉型或升級。本中心亦

提供相關諮詢服務，促使本院新創技術及

產品先期研發，以提高創業之契機。 

 

本育成中心自成立至今已有 11 家廠商進駐

本中心，廠商﹝含離駐廠商﹞共技轉 39 項

本院技術，與本院簽署 23 項研究合作計

畫，目前掌握了 71 項產品，多數仍在開發

中，新藥類產品佔總產品的 59%，且約有一

半產品已在國內外執行臨床試驗。 

截至今年6月底，仍有7家廠商留駐本中心，

有一家預計9月離駐，目前的進駐率為76%，

正積極審核4件新申請案，預計103年初進駐

率會達到滿額。 

 ◆實驗植物核心溫室設施 

一、轉殖植物實驗室 

本實驗室為實驗植物核心溫室之轉殖

植物實驗室；主要提供院內各所(處、

中心)轉殖植物等服務項目，服務項目

 

一、1.102年度上半年轉殖植物相關設備使

用人次約為100人次。 

2.102年度上半年已完成阿拉伯芥、蘭

花、水稻、番茄等模式之植物基因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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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1.提供轉殖植物相關設備，如基因槍

及電穿孔儀等。 

2.提供水稻、番茄、蘭花、阿拉伯芥

等模式之植物基因轉殖服務。 

3.建立新模式之植物基因轉殖。 

二、精密溫室及植物基因(分子育種)溫室 

本核心溫室設施提供院內研究人員實

驗植物生長空間、植物性狀調查分析

研究、生物多樣性物種保存、實驗植

物生理生化等實驗，以及保存珍貴的

各式基因植物種子等。 

殖服務。 

3.已建立開放服務申請的新模式植物

基因轉殖有青花菜、馬鈴薯、矮牽牛

等。 

二、精密溫室主要提供控溫控濕良好的生長

空間予一般實驗植物、而分子育種溫室

則提供植物基因相關研究。現已提升建

立各項植物基因研究的栽培空間及設

施作業規範標準、實驗辯證建立相關植

物 基 因 栽 培 研 究 的 安 全 條 件

(condition)。本核心溫室各項設施，

包含走入式植物生長箱、其他單雙門植

物生長箱、玻璃溫室、隔離網室等4大

項均已集中整備完成。集中管理、方便

使用者資源共享並不斷改進，已進行各

種植物實驗作物栽培(種類有: 阿拉伯

芥、水稻、玉米、番茄、蘭花、菸草、

海棠、青花菜、大麥等)。各項核心設

施平均使用率已達90%以上。經統計已

超越營運水電、耗材、資材5成涵蓋率

之預期效益。 

 ◆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一、基因轉殖小鼠產製：基因轉殖小鼠產

製需先將設計好之轉殖基因去氧核醣

核酸純化製備，後將純化好之轉殖基

因去氧核醣核酸以顯微注射方式送入

小鼠胚胎中，再將經顯微注射後存活

的小鼠胚胎，以顯微手術移植至代理

孕母小鼠子宮中，使之將小鼠產出，

新生小鼠再以基因型鑑定方式確定基

因轉殖小鼠。 

二、基因標的小鼠產製：基因標的小鼠產

製需要兩個步驟—小鼠胚幹細胞基因

標的實驗及嵌合鼠生產；基因標的小

鼠之產製製需先將設計好之基因標的

基因去氧核醣核酸純化製備，將製備

好之基因標的基因去氧核醣核酸椅墊

穿孔方式送入過小鼠胚幹細胞，經適

當抗生素之藥物篩檢後，於顯微鏡下

將具有抗藥性之胚幹細胞株挑出進一

步培養，抽取挑選出之胚幹細胞之之

 

一、共有 2 件基因轉殖小鼠申請案件，已完

成 1件，1件進行中；目前成功產製 17

隻以上之基因轉殖小鼠。 

 

 

 

 

 

 

二、1.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共有 4件申  

請案件，目前已完成 3件。 

2.嵌合鼠生產：共有7件申請案，目前

已完成3件，4件進行中，計進行了7

株胚幹細胞之顯微注射，已產出39

隻嵌合度50%以上之嵌合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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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氧核醣核酸後，以基因型分析確認

正確基因標之細胞株後， 

    再將正確之小鼠胚幹細胞以顯微注射

方式送入小鼠囊胚期胚胎，後以顯微

手術移植至代理孕母小鼠子宮，使代

理孕母產出嵌合鼠。後再將嵌合鼠與

野生型小鼠交配以獲得基因標的小

鼠。 

三、小鼠胚胎之冷凍保存與小鼠體外受精。 

 

 

 

四、赴大陸廣州參加國際基因轉殖技術會

議。 

五、諮詢服務。 

 

 

 

 

 

 

六、研發項目 

 

 

 

 

 

 

 

 

 

三、1.6件胚胎冷凍申請案件，已完成5件。 

2.以本中心100年度建立完成小鼠體外

受精之系統，已成功進行4件體外授

精案例。 

四、於2/25-2/27參加國際基因轉殖技術會

議，並張貼論文海報。 

五、1.本中心提供針對申請案件會於最初的

規劃乃至於基因改造小鼠後續配種

分析等，提供專業上的建議。 

2.提供如EIIa-Cre、Protamine-Cre、

Actin-Flpe等基因轉殖工具小鼠，以

利條件式基因剔除小鼠之配種及產

製。 

六、1.本中心上半年度以合作方式，已完成

2 個以 BAC recombineering 重組方

式進行之轉殖基因構築。 

2.進行TALEN系統之建立，預期建立成

功後，可加速基因標的小鼠產製時

程。 

 ◆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生物及醫學相關研究為本院重點發展領

域，而實驗動物設施為生物及醫學研究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設施。隨著研究的發展，

目前各所的實驗動物房普遍產生空間不足

的現象，嚴重的阻礙了相關研究的進展。

因此，本院為協助各所解決此一問題，乃

設立【中央研究院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本設施目前位於【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新大樓十樓，提供 SPF 小鼠寄養服務，並

與【台灣小鼠診所】共用一個檢疫區，服

務對象為本院生命科學組五所及三中心之

所有研究人員。 

 

實驗動物為人類探討生命現象及醫藥科學

而犧牲;因此無論在飼養、管理、環境、實

驗過程之步驟，都應以人道精神、觀念與處

理方式對待，使實驗動物之保護與福祉符合

現代科學研究的規範。本設施除了例行性飼

養環境之提供與維持，將落實 3R觀念

(Replacement、Reduction、Refinement)

作為研究人員、飼養管理人員在實驗動物操

作及使用的指引。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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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 103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相關事項： 

103年度「永續科學計畫」經召開規劃

會議，並參酌執行中之計畫類別，擬

定「糧食安全」、「高齡化社會」、

「新型態治理模式對民主政治及永續

發展」及「新穎材料在能源上的應用」

四大課題，對外徵求計畫構想書。 

二、舉行永續科學中心研究報告討論會： 

為加強各計畫研究同仁之間的交流，

自 102年 4月份起，定期舉辦研究報

告討論會，由研究團隊報告研究成

果，並邀請院內不同領域研究人員以

及其他單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參

與。 

三、舉辦「Brainstorming Session on 

“Future Earth”」永續科學國際座

談會： 

已於 4月 8日至 9日舉行會議，邀請

國內外永續科學領域專家學者參與，

就天然與人為災害影響、新興永續能

源、人口分布及都市規劃等議題進行

深度討論。 

四、召開「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

(IRDR)科學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第一次委員會議： 

已於 6月 26日召開第一次委員會議，

討論本院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中心

(IRDR-ICoE)已執行之國際交流活動

成果，以及未來執行環境永續與災害

防治等國際合作規劃。 

一、4月 30日及 5月 2日舉行構想書審查

會議，通過審查計畫共計 8件，於 5

月初通知通過審查的計畫，並於 6月

底收到詳細計畫書；現正辦理各計畫

書提送專業初審等相關事宜。 

二、已於 4月 16日、5月 22日及 6月 11

日舉行 3場討論會，平均每場討論會，

皆有超過60人以上的各計畫團隊成員

及相關領域專家學者參與並進行交

流。 

三、聚集國內、外推動永續發展之重要專家

學者一同討論及交流，可增進本院國

際能見度，亦可促進本院推動「永續

科學」相關領域的整合，期能提升國

際競爭力。 

四、於本(102)年度 1月 3日奉 院長核可成

立委員會，邀集國內氣象、洪旱、坡

地、地質、災防等領域的資深專家學

者擔任委員。於會議中交流臺灣在永

續與災害風險研究領域的發展現況，

並討論整合各領域的規畫及未來與國

際合作的可能發展。 

 

 【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智慧型手機應用育成平台:開發平台，社

群資料探勘，及感測技術 

本主題計畫為一具有感測與社群概

念之行動應用開發平台，本計畫的主軸為

提供下一世代手機應用支援創新的感測

元件技術、社群網路服務及行動應用驗證

測試；透過所開發之平台，使用者可以迅

速的開發下一世代的行動應用程式。本計

畫開發之平台將研發前瞻的關鍵技術，包

 

 

在開發平台方面，我們將和工研院

co-work 建立具有感測技術及社群資料探

堪的服務平台。在平台上，我們將實作認

證、授權、計帳及索價等協定。此協定包

含使用者註冊函式庫、使用者計帳協定及

使用者和應用伺服器之間的認證和授權協

定。而索價協定則包含現金流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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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感測技術、社群網路探勘及彈性化開發

平台與行動應用驗證等技術，所開發的技

術將透過應用程式開發介面(API)的方

式，提供開發者使用。如此，開發者僅需

使用“呼叫（invoke）"的方式，便能執

行及操控這些技術服務，以便實現更具吸

引力、更具原創性的應用程式。此外，該

平台還提供應用程式的測試和驗證，以確

保程式的穩定性及可靠性，使應用程式不

但能正確的運作外，更能大幅提高應用程

式的競爭力，同時有效降低開發的人力、

時間及門檻。 

在社群資料探堪方面，我們將著重研

究資料在時間-空間上的管理問題，這個問

題是目前新興於多樣性的行動應用，如:

基於定位的社群網路、基於定位的應用服

務及參與性的感測系統。具體而言，我們

將研究時間-空間的資料壓縮，並同時考量

壓縮比率及資訊的精確性。我們將設計一

套完整的函式庫以協助使用者形象化時間

-空間性的資料於不同的偏好設定。我們將

提供一套完整的基礎查詢功能，如:範圍查

詢、最近 k 鄰居的查詢於時間-空間性的

資料。此外，我們將著重在開發雲端資料

管理的索引結構。 

在感測技術方面，我們著重在實作軀

體感測網路、感測結點操控及感測資料處

理，包含：（1）感測器的校準、（2）3D感

測資料的解譯、（3）設計智慧型手機和體

感網路之間的通訊閘道、（4）透過智慧型

手機存取體感網路的基本存取技術、（5）

姿態辨識等。舉例來說，我們將實作行人

步伐識別軟體於智慧型手機上。 

 ◆發展高階生醫影像設備產業之技術及應

用。 

本計畫旨在發展高解析度 X光顯微鏡平

台，將結合 X光光源與 X光波帶片做即時

生醫影像，並推動到產業界應用。 

 

 

一、建造一有超高解析度的尖端 X光顯微技

術平臺，高於 20 奈米解析能力的 X光

顯微技術將可作為半導體元件分析或

生醫影像中極為需要之非侵入性非破

壞性的檢測工具，進而可有效影響奈米

科技之進展。 

二、整合在動物活體即時觀察及對細胞及蛋

白質層級的超高解析度顯微技術等先

進生物顯微技術。 

三、持續研發適用於高解析度 X光顯微技術

的奈米粒子顯影劑。 

四、持續研發對X光放射線治療有增益效果

之奈米粒子。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離子化機制、軟 X光

的光游離及光分解動力學、及其在生物分

子質譜學上的應用 

本計畫包含三個不同類型的實驗及量子化

學計算: 

 

 

 

一、完成 2 篇論文,己發表。另兩篇手稿己

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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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個實驗是基質輔助雷射脫附離子

化的反應機制研究。 

二、第二個實驗是關於分子內層電子激發

與歐傑衰變所造成分子選擇性斷鍵的

光分解反應。 

三、第三個實驗是關於上述兩個實驗的應

用，將研究由間質輔助雷射脫附與軟

X光游離產生之生物質譜，特別是醣

分子，期能應用在醣分子之結構鑑定。 

四、量子化學計算: 

二、完成機器設計,目前建造中。 

三、己完成機器建造,並完成第一篇論文手

稿。 

四、己完戍 phenol 分子之 X 光吸收光譜計

算。 

 ◆低維系統中之新穎熱電性質研究與應

用。 

當材料縮小到奈米尺度時，量子尺寸與非

量子尺寸的效應逐漸顯現出來，原有的物

理性質發生變化，甚而出現一些前所未見

的新穎物理現象。奈米尺度下的低維系統

包含二維的薄膜 ,一維的奈米線及零維的

奈米微粒三大類。迄今，很多奈米微粒、

薄膜、與線，已被成功合成與研究。其電

性，磁性與光學性質，如何隨維度變化的

機制亦逐漸被理解。惟其中的熱力學性

質，如電動勢、熱傳導等之研究則相對較

少，對其機制的瞭解亦較為陌生。惟這些

熱電性質域牽涉到。 

 

 

一、熱電材料於再生能源的應用 

鉍(Bi)與碲化鉍(Bi2Te3)的奈米熱電

複合材料之優質係數提升利用水熱法

(Hydrothermal)將碲化鉍奈米級薄膜

包覆於微米級的鉍上面，再利用熱壓法

將上述準備好的粉末燒結成塊材。在接

下來的熱電性質量測上此複合材料都

有著顯著的提升。熱電性質更隨著核心

中鉍的尺寸逐漸變小，而提升效果越

好。其中熱傳導率的更是由於聲子被鉍

與碲化鉍兩者間新產生的介面散射明

顯的降低。比起傳統的鉍優質細數在室

溫下約為 0.094，其中以核心為 28微

米大小的鉍備製而成的複合材料效果

最好，大幅將優質細數提升至 0.28。 

二、癌症醫學上光熱效應的標靶治療。 

三、新一代電子元件熱整流器的開發 

對新世代的能源、醫學與電子科技的發

展與開發。 

 ◆大屯火山群:整合分析地球物理、地球化

學、測地學之觀測 

一、整合大屯火山群之地殼變形監測。 

二、在大屯火山群研究基礎上評估流體/氣

體之地球化學和火山氣體排放造成潛

在的岩漿活動。 

三、利用高精密度連續觀測超導重力儀、

絕對重力儀並配合相對重力儀以監測

大屯火山群之時空重力變化。 

四、利用原有空載光達數據再分析大屯火

 

 

已建立好地球物理、地球化學和測地學之連

續且長期的觀測資料。超導重力儀已於大屯

山擎天崗觀測站做連續測量、全域相對重力

儀測量、全域磁場測量，各水井水位測量都

已運作，持續蒐集數據分析中。研究工作賴

地球所及各學校單位通力合作，並培養一批

研究生及博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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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群之地貌。 

五、氣候變化對大屯火山群的影響，以研

判最近的火山噴發時期。 

 ◆開發進階醣基化蛋白質分析策略進行全

面性惡性 B淋巴球細胞訊息傳遞 

一 、 利 用 電 子 轉 移 鑽 撞 擊 (Electron 

transfer dissociation, 簡稱ETD)斷

鍵法鑑定O位N-乙醯胺基葡糖胺化位

點鑑定LSP1蛋白上會參與在B細胞活

化所誘使的細胞凋亡過程中的磷酸化

位點與O位N-乙醯胺基葡糖胺化位點。 

二、透過蛋白表現與點位突變找出O位N-乙

醯胺基葡糖胺化與磷酸化修飾調控的

功能因子，了解兩種修飾在LSP1 蛋白

上的相互作用關係。 

三、開發一包含酵素標定 (enzymatic 

labeling) 、 點 擊 化 學 (click 

reaction) 、 螢 光 斷 鍵 探 針

(photocleavable probe)、 電子轉移

鑽 撞 擊 (Electron transfer 

dissociation, 簡稱ETD)斷鍵的分析

方法來純化O位N-乙醯胺基葡糖胺化

胜肽，並可鑑定O位N-乙醯胺基葡糖胺

化位點。 

四、藉由分析表面膜蛋白的醣基結構探討

在 B 淋 巴 細 胞 接 受 器 (B cell 

receptor)所調控的B淋巴細胞活化過

程中半乳糖結合蛋白1辨認細胞表面

醣化蛋白的機制。 

五、建立極性化螢光的方法，以定量的方

式測量不同的醣分子與半乳糖結合蛋

白之間的結合關係。 

六、發展新方法製備高表面硼酸密度之磁

性奈米粒子及不可逆且共價方式固化

具位向性之抗體於表面上。 

 

 

一、利用免疫沉澱法與質譜分析鑑定到

LSP1蛋白質上的 S209有 O位 N-乙醯胺

基葡糖胺化(O-GlcNAcylation)修飾，

透過 S209位點突變(site mutation)，

發現 S243 上的磷酸化程度受到此位點

突變而呈現下降趨勢，表示此兩個位點

上的轉譯後修飾會相互作用。 

二、透過位點突變與蛋白表現，發現 S209

位點突變之後 B 細胞活化所誘使的細

胞凋亡程度降低，推測此位點的 O 位

N-乙醯胺基葡糖胺化修飾可能參與在

此過程。 

三、在活化的 B淋巴細胞鑑定到 742個有 O

位 N-乙醯胺基葡糖胺化修飾的蛋白

質，其中，122個具有 O位 N-乙醯胺基

葡糖胺化修飾位點的訊息。這些蛋白質

多半位在細胞質與細胞核中，且參與的

訊息傳遞路徑多與 B 淋巴細胞接受器

訊息 (B Cell Receptor Signaling)

有關。這些修飾位點目前尚未被文獻報

導，為此領域提供了更多的資訊。 

四、利用質譜鑑定解析出 B淋巴細胞接受器

在膜蛋白上的醣基結構，用來探討其在

B細胞活化過程中扮演的功能，並進一

步解析出其控制的下游磷酸化酶及其

訊息傳遞機制。 

五、透過極性化螢光的方法，解析出醣分子

與半乳糖結合蛋白之間的結合程度，用

來進一步探討半乳糖結合蛋白影響到

B淋巴細胞活化的機制。 

六、利用高表面硼酸密度之磁性奈米粒子及

不可逆且共價方式固化具位向性之抗

體探針，純化出與 B淋巴細胞活化相關

的醣蛋白。 
 ◆太陽電池：材料、元件及其相關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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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發新型有機光敏染料，並進行敏化

染料型太陽能電池之製作與光電轉換

效率之量測。我們也配合光物理量

測、電化學量測，以及理論計算，來

探討分子結構與元件效率的關聯性；

同時進行電極之改質。也進行半導體

型有機太陽能電池之材料開發與元件

製作。 

二、專題生、研究生與助理可以從參與計

畫中學習材料之開發或元件製作技

術，達成人才培育之目標。 

三、每季舉辦討論會，除了報告研究成果，

也彼此交換研究心得與新知。 

一、成功開發含 benzotriazole的 D-π-A

型有機太陽能電池染料，其光電效率為

6.2%，可達標準元件(N719)的 85%，此

paper發表於 Chem. Asian J. 2013, 8, 

809-816。 

二、成功開發 ternary solar cell中的有

機層染料，並整理近幾年相關文獻做一

統整比較，此 review paper發表於

ChemSusChem 2013, 6, 20-35。 

三、成功開發側鏈含不同拉電子基的共軛高

分子並用於有機光伏打電池，其最好光

電轉換效率可達 1.78%，此 paper發表

於 Organic Electronics 2013, 14, 

2290-2298. 

四、研究調查六種不同奈米粒子混摻在

P3HT與 PCBM中的粒子聚集等行為，最

後探討不同型態的奈米粒子在元件效

率上的表現，此 paper發表於 Solar 

Energy Materials & Solar Cells 

2013, 116, 153-170. 

五、成功開發在光伏打電池中利用不同電子

給與體的沉積速率，進而控制開環電壓

Voc的大小，其光電效率最高可達

2.3%，此 paper發表於 Solar Energy 

Materials & Solar Cells 2013, 109, 

280-287. 

六、探討 ZnS對 CdS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的

保護效應，並利用不同技術研究光電極

的表面形貌，其最佳光電轉換效率為

1.84%，此 paper發表於 Journal of 

Power Sources 2013, 233, 236-243. 

七、成功利用空心奈米球陣列模板結構應用

於有機太陽能電池，其效果可增加光收

成量，進而增加光電流，研究中發現相

較於傳統平版型的結構，此類太陽能電

池可增加 90%的光電流，且光電轉換效

率可從 0.966%到 2.469%，此 paper發

表於 Energy Environ.Sci. 2013, 6, 

1192-1198. 

八、利用兩性高分子稠化離子液體且用於太

陽能電池中的半固態電解質，報告中指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66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出其光電轉換效率可達 6.28%，且穩定

保持 1000小時，此 paper發表於 J. 

Mater. Chem. A 2013, 1, 3055-3060. 

九、開發出以 quinoxaline作為共軛片段之

染料，用於染敏太陽能電池，其效率可

達到 N719標準元件效率 95%以上。 

manuscript is under preparation. 

十、開發出以醣類為主體之有機凝膠，用於

半固態染敏太陽能電池，效率與傳統液

態電池相當，長時間光照測試進行中。 

 ◆以單原子針為發射源之先進電子及離子

顯微能譜儀 

一、以單原子針為發射源之先進電子顯微

儀。 

二、以單原子針為發射源之先進離子顯微

能譜儀。 

 

 

 

一、將建造組裝一低能量聚焦電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精

密壓電步進系統；並發展樣品製備方

法。 

二、將建造組裝一聚焦的氣相離子束系統，

包含靜電透鏡、單原子針、多組多軸精

密壓電步進系統；並量測不同氣相離子

束之特性。 

 ◆仿細胞系統的動力學研究 

一、利用仿細胞系統探討細菌細胞分裂機

制。 

二、仿細胞系統力學特性的光學量測。 

三、細胞與仿細胞系統之奈米尺度影像。 

四、仿細胞系統的多尺度分子動力學模擬。 

 

於此三年計畫的第一年中將可分析細菌細

胞膜流動性與相分離，將探討 FtsZ 蛋白分

子結合至細胞膜的機制，及其如何影響細胞

膜局部彎曲模組；將建立差動共聚焦光學鉗

及多域微脂體；將建立光學與電子相關性顯

微鏡，並運用原子力顯微鏡與石英支持之油

脂雙層膜探討 FtsZ 蛋白之作用力與結合模

式；將建立出 FtsZ assembly 之分子模型，

並進行與細胞膜作用之分子動力學模擬。 

 ◆光學探討細胞對小分子之反應 

我們計畫利用光學技術，探測小分子

在不同細胞中的相對位置與作用反應，進

行癌症相關的研究。利用光學影像的方

式，追蹤藥物作用於細胞的過程，根據其

結構變化結合生物功能之變化，將提供許

多細胞反應的資訊，以及在設計藥物的重

要回饋。利用螢光探針分子而得之光學影

像就是一個正在茁壯的醫學檢查方法。在

分子結構上具有非區域性電子的藥物，有

機會成為適用的螢光探針；經由具藥性功

 

成果論文發表： 

一、Liu, S. W., Chu, J. F., Tsai, C. T., 

Fang, H. C., Chang, T. C. & Li, H. 

W. “Assaying the binding strength 

of G-quadruplex ligands using 

single-molecule TPM experiments.” 

Anal Biochem 436, 101-108. 

二、Pei-Chi Wei, Zi-Fu Wang, Wen-Ting 

Lo, Mei-I Su, Jin-Yuh Shew,* 

Ta-Chau Chang,* Wen-Hwa Le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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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螢光探針分子得以直接地觀察在細胞

內，藥物與目標的物作用之過程，進而與

其生物功能做對比，不僅在分子生物學提

供重要資訊，同時將在藥物分子的研發，

開啟一個嶄新的模式。 

    我們實驗室設計並合成的 BMVC小分

子，不但能穩定 DNA四股結構，可做為一

個抗癌的藥劑；甚至可以在癌症檢測，做

為一個螢光探針。其中最為特殊的是 BMVC

在癌細胞與正常細胞內的不同反應：在癌

細胞中，BMVC會在其細胞核內散發出明亮

的螢光，然而在正常細胞裡，BMVC只在細

胞質有微弱的螢光。因此，我們計劃利用

化學修飾 BMVC，經由其特質與功能之相關

性探討不同細胞之胞器異同性，例如正常

細胞、癌細胞、轉移癌細胞、循環腫瘤細

胞、等。 

    另外，李教授在本合作計畫，將聚焦

在利用光學技術 (如單分子量測與光鉗技

術)，觀測 G-rich oligonucleotide (GRO) 

結構上的變化以及功能上的反應，特別是

在活細胞內；或是將 GRO與四股結構穩定

分子作用，或是與一些特定相關之蛋白質

的作用，做深入探討。 

我們也計畫研究在不同狀況下，藥物影響

粒線體而引發細胞凋亡這個過程與非定域

化、親脂性的離子(BMVC相關衍生物)累積

之相關性，並探討相關之生物功能。 

cis-element with mixed 

G-quadruplex structure of NPGPx 

promoter is essential for 

nucleolin-mediated 

transactivation on non-targeting 

siRNA stress.”, 2013, Nucleic 

Acids Res., 41(3), 1533-1543. 

三、Ting-Yuan Tseng, Cheng-Hao Chien, 

Jen-Fei Chu, Wei-Chun Huang, 

Mei-Ying Lin, Cheng-Chung Chang, 

Ta-Chau Chang,* “Fluorescent 

probe for visualizing 

guanine-quadruplex DNA by 

fluorescence lifetime imaging 

microscopy.’’, 2013, J Biomed 

Opt. (accepted). 

四、Ting-Yuan Tseng, Zi-Fu Wang, 

Cheng-Hao Chien, Ta-Chau Chang,* 

“In-cell optical imaging of 

exogenous G-quadruplex DNA by 

fluorogenic ligands.”, 2013, 

Nucleic Acids Res.(submitted) 

五、Chi-Chih Kang, Wei-Chun Huang, 

Chiung-Wen Kouh, Zi-Fu Wang, 

Chih-Chien Cho, Cheng-Chung Chang, 

Chiung-Lin Wang, Ta-Chau Chang,* 

Joachim Seemann, Lily Jun-shen 

Huang, “Chemical principles for a 

novel fluorescent probe with high 

cancer-targeting selectivity and 

sensitivity.”, 2013, Integr. 

Biol.  (submitted) 

 ◆鐵基超導體之結構與物性研究 

針對新發現之鐵硒超導體的物性及結構變

化等進行深入探討。將試圖製作鐵硒化合

物的奈米粒子及奈米線。初步實驗已證實

可用化學製程製作鐵硒奈米微粒，目前在

檢測其物性。此研究將提供重要資訊來更

深入了解鐵基超導機制、發展鐵基超導奈

米結構及在超導態的物性行為；並希望以

這些研究成果為基礎，探索以鐵硒超導體

 

將已建立之鐵基超導體單晶及薄膜之製程

技術創新及提升。 

一、發展奈米尺度鐵硒超導體的量測技術，

與應用鐵基超導薄膜製作新穎的超導

元件。 

二、研究及歸納不同系統之鐵基超導體單

晶、薄膜及奈米微粒的物理性質與結

構，以進一步深入了解鐵基超導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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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新型超導元件，包括天文觀測所需之

高靈敏度次毫米波探測器。 

機制與行為。 

三、歸納整體研究結果，提供做重要資訊為

探索新穎超導材料的指引。 

 ◆無線網格網路上之編碼認知性路由技術

研究 

本年度的工作項目如下: 

一、針對多重速率多頻道無線網狀網路，

研發一個非對稱編碼結構以達最佳效

率。 

二、改進我們已研發編碼認知路程方法以

應用於多重速率多頻道無線網狀網

路。 

三、研發端點對端點延遲品質保證網路編

碼方法。 

 

 

本計畫除延續第一年及第二年的研究成果

外，並透過密集討論與研發，目前已有多篇

論文發表，並於下半年度整理實驗數據以達

成研究之完整度。 

 ◆臺灣非小細胞肺癌資料整合與統計分析 

一、建立線上肺癌臨床及分子資料之儲存

與分析呈現系統。 

二、運用肺癌細胞株之表現型與分子資料

進行病人檢體資料結合之整合分析。 

 

一、肺癌線上資料儲存與分析成果能運作，

可輸入各類別肺癌臨床資料，呈現系統

目前已包含基因拷貝變異數全基因體

呈現。 

二、利用 NCI60癌細胞株之細胞侵襲力資料

與基因表現資料找出一組與輔助化療

成效相關之基因表現標誌，共 8個基

因，成果在 BMC Medicine發表。 

 【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環境變遷對黑潮流區及臺灣週邊海域珊

瑚礁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一、針對之前研究成果持續深入分析。探

討面向為海水增溫及海洋酸化對珊瑚

生殖及在不同精子濃度受精成功率之

影響，目標物種為各式軸孔珊瑚屬及

菊珊瑚屬。 

二、研究由澎湖海洋生物研究中心所採集

的 Acropora muricata 珊瑚精子的基

因組，利用 NGS 次世代的 Roche 454 

FLX+ (讀長 700-1000 鹼基 )以及

Illumina MiSeq 和 HiSeq2000，進行

高通量的技術進行基因組的定序，搭

配應用 Illumina定序結果以期增加組

裝(assembly)的完整性。 

三、於澎湖、墾丁、日本四國進行美麗軸

孔珊瑚對溫度的逆境實驗，比較冬季

 

 

一、得到 2種軸孔珊瑚與 5種菊珊瑚的受精

成功率曲線。 

二、珊瑚精子樣本送至本院高速定序核心實

驗室，從 1ml 珊瑚精子萃取 2400 微克

高完整性 DNA(>40Mb)。完成次世代

library製備，累積高通量定序資料，

含 shotgun library 及 long-distance 

paired-end library 2 種不同樣品製

備；為改善序列長度及連續性，採用新

機型及試劑進行 454 長定序及多種

Illumina 跨接定序，完成 454 組裝，

持續分析 Illumina 資料，進行改正及

跨接，近期可完成組裝。 

三、進行夏季軸孔珊瑚溫度耐受性，共生藻

數目，葉綠素含量及蛋白質測量，和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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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夏季珊瑚之耐受性及菌相變化。 

四、針對日本四國、韓國濟州島及臺灣周

邊海域底棲結構及生物多樣性調查，

探討氣候變遷黑潮流域區周邊海域珊

瑚礁生物多樣性之影響。 

五、為了解環境變遷對黑潮流域珊瑚共生

藤壺及其寄主專一性之影響，設計採

集不同經緯度之珊瑚藤壺，並記錄其

寄主珊瑚品種。 

六、以分子遺傳角度分析珊瑚藤壺之多樣

性。 

七、與日本沖繩和四國的合作團隊同步進

行一年期採樣，分析不同溫度和酸鹼

度梯度變化區域之珊瑚菌相變化。 

八、進行美麗軸孔珊瑚對溫度的逆境實

驗，分析日本四國、臺灣墾丁和澎湖

珊瑚之菌相變化。 

 

季結果相比較；完成臺灣：25 個、韓

國濟州島：9個樣點周邊海域低棲結構

及生物多樣性調查；臺灣周邊海域石珊

瑚覆蓋率平均占 25.9%。北部樣區石珊

瑚覆蓋率有 18.8%、綠島樣區為

39.5%、墾丁樣區共 24.1%及澎湖樣區

有 21.1%；韓國濟州島周邊海域低棲覆

蓋率最高是大型藻類，其次是殼狀珊瑚

藻，石珊瑚覆蓋率僅 5%。 

四、針對黑潮流區墾丁、日本四國及韓國濟

州島底棲結構與珊瑚礁生物多樣性調

查已發表 3篇 SCI文章；完成所有地點

珊瑚藤壺之採集；完成所有標本 DNA

萃取，正進行分析 COI 及 12S之排序。

完成分析臺灣採獲之珊瑚藤壺標本，初

步結果顯示Darwinella及Nobia2屬的

珊 瑚 藤 壺 具 極 高 寄 主 專 一 性 ，

Cantellius 屬之藤壺有較廣的珊瑚寄

主。其它樣點之標本仍分析中。 

五、完成整年採樣，取得珊瑚樣本 186個及

水質樣本 21個。完成樣本全 DNA抽取、

擴增、純化和 454測序等。序列數不足

者將陸續補上；取得墾丁、澎湖和日本

四國夏、冬季溫度逆境研究之珊瑚與水

質 321個樣本。並完成 58個樣本全 DNA

抽取。 

 ◆提高水稻轉殖系統的效率與品質 

一、利用基因體學探究水稻轉殖株中的變

異。由邢禹依博士及匡麟芸共同執

行。利用次世代定序技術，自不同轉

殖方法生產之水稻轉殖株中，分析體

細胞變異發生的機率以及位置。藉此

評估轉殖方法。 

二、找出並修飾與農桿菌感染效率相關的

基因，以改進轉殖效率的目的。由 Stan 

Gelvin博士、李蘭瑛博士及匡麟芸共

同執行。將會利用正向遺傳學或反向

遺傳學的策略，從水稻突變族群中，

找出相關基因並加以修改，並分析修

改過的水稻轉殖株是否會有較高的轉

殖效率。 

 

一、擴大農桿菌轉殖技術的應用範圍、縮短

產生轉殖植物的時間。 

二、降低轉殖過程中產生的變異，達到提高

轉殖植物的品質與數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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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創新性抗體技術及抗體藥物 

一、細胞表面同時表現膜 IgD (mIgD)及膜

IgM (mIgM) 的細胞是人體內免疫系統

主要的 B 細胞群。製備對人體 migis-

具結合特異性的小鼠單株抗體。 

二、確認鋅離子誘發的乙形類澱粉蛋白質

多倍體，同莫爾濃度的乙形類澱粉蛋

白質 40 與 42 的混合物，以及在額顳

葉失憶症(FTLD-U)及肌萎縮側索硬化

症(ALS)中的 TDP-43 多倍體蛋白。確

認這些物種在體內或體外的神經毒

性。成功製備具轉譯後修飾的幾種乙

形類澱粉蛋白質，包括硝化、磷酸化、

和轉麩氨醯胺化。 

三、已製備出含有單醣及雙醣結構之均相

化 Rituxan。 

四、高創意陣列雷射脫出質譜儀的模型機

預期不久會對此儀器提出專利申請。 

五、將實驗小鼠施打帶有單醣的流感血凝

集素疫苗，並已誘發廣效型中和流感

抗體。從小鼠的免疫細胞抽取抗體的

基因並表達成抗體庫，以 scFv的型式

表達在噬菌體的表面。 

抗體-抗原交互作用的互補性決定位

置的理性設計,進而得到已知的抗原

決定部位的診斷與治療用抗體。以蛋

白質結構為基礎的抗體電腦設計方法

將提供有別於現有抗體產業利用動物

免疫系統得到抗體的另一種方法選

擇。未來的重點放在抗體-抗原交互作

用的理性設計。 

六、協助發展建立超過十個大於十億種抗

體的抗體庫。從動物或人類的免疫細

胞抽取抗體的基因並表達成抗體庫。

這些抗體是 scFv 或 Fab 的型式表達

在噬菌體的表面。運用高通量的篩選,

這些抗體可以運用抗原加以驗証。運

用計算資訊的方法設計自然界不易形

成的抗體庫。這些抗體庫也已經運用

噬菌體表達平台生產可用的抗體。 

 

一、子計畫 1已經製備數株 anti-migis- 

單株抗體，能結合含 migis- 片段的

重組蛋白質。其中一株 29C11 具少許

結合表現 mIgA 的 B 細胞的能力。 

二、子計畫 2 成功地確認幾種新型的乙形

類澱粉蛋白質堆積物。已成功製備一株

認結構的 TDP-43 多倍體蛋白抗體，此

抗體已成功展現對額顳葉失憶症

(FTLD-U)病理切片的專一性。此外，對

乙形類澱粉蛋白質多倍體進行許多噬

菌體表現單鏈抗體庫的篩選。 

三、子計畫 3已成功地開發出建構均相抗體

的技術平台，利用市售的抗體

Rituximab 當作樣板抗體，來將其修飾

成均相的 Rituximab抗體。接著生物活

性測試顯示經修飾成均相化的

Rituximab保有根源抗體相當之結合

力及使細胞凋零力，但較原抗體有較高

的 CDC及 ADCC效力。目前此技術平台

已申請專利並已授權一家生技公司做

後續的發展。 

四、子計畫 4高創意陣列雷射脫出質譜儀的

模型機己組裝完成，初步的測試也己達

成，此儀器不但可以測量不同抗體的片

段，而且可以有能力測量完整抗體的分

子量。所設計的質譜儀是和離子阱連

結、體積小、使用方便、由於微陣列的

安排、有能力做快速及多樣品的分析、

特別是適用於噬菌體所導出的抗體分

析。 

五、子計畫 5已將實驗小鼠施打帶有單醣的

流感血凝集素疫苗，並已誘發廣效型中

和流感抗體。從小鼠的免疫細胞抽取抗

體的基因並表達成抗體庫，表現與純化

抗體並測試活性 。 

六、子計畫 7 擁有 13種蛋白質表面結合位

的預測工具，可用於蛋白質、醣類、金

屬離子、小分子和核酸等的結合位預測

(一項專利申請，三篇論文發表)。目前

已經將 ISMBLab系統與噬菌體表達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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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結合並用於發展合成抗體庫，而且在

考慮到現今次世代定序技術的發展可

以快速累積人類和實驗動物抗體可變

區的序列的情況。同時，實驗得知這些

抗體的序列和結構含有體液免疫如何

對抗疾病和接種的相關資訊，藉由利用

這些資訊可以提供我們發現治療用抗

體的知識並且對於抗體的設計和發展

有更深刻的見解。 

核心設施依據單一骨架合成的 scFv抗

體庫已經可以正常且有效地被表現在

噬菌體表面和可溶狀態下，為了挑出可

對抗多樣抗原的功能性 scFv抗體，這

些 scFv抗體庫已經過高通量實驗的篩

選，而來自於免疫小鼠的天然 scFv抗

體庫也已完成建立。 

 ◆研發漢丁頓舞蹈症的治療及診斷方式-

自基礎至臨床的策略研究 

一、漢丁頓舞蹈症和腦血管新生：一個監

測疾病進展的新指標。 

二、研發 Huntingtin 單株抗體與E3 

ligase對Htt 塊型aggregates)之影

響。 

三、發展新型胜肽/蛋白質藥物以防止或驅

散漢丁頓蛋白異常折疊來治療漢丁頓

氏舞蹈症。 

四、找出漢丁頓舞蹈症新的生物指標及建

立漢丁頓舞蹈症病人專一的誘導式多

能性幹細胞。 

 

 

一、瞭解 HD 小鼠腦血管增生是否肇因於發

炎反應。 

二、設計未來進行人體核磁共振造影技術

(MRA)探討 HD 病人腦血管增生實驗的

標準步驟，並送人體試驗委員會審查。 

三、篩檢 HD單株抗體。 

四、以 R6/2 小鼠來測試 25Q8R-based 

therapy。 

五、找出 R6/2小鼠和 HD有關的代謝生物標

記物。 

六、將 HD病人的 iPS細胞加以定性。 

 ◆皮質醇和其受體魚類環境適應之角色 

一、鰓、皮膚的離子細胞是否是皮質醇直

接作用的標的? 

二、皮質醇是經由醣皮質醇激素受器 

(glucocorticoid receptor, GR)、礦

物皮質醇激素(mineralocorticoid 

receptor, MR)或是此兩種受器來調控

斑馬魚的離子跟酸鹼平衡? 

 

一、再以斑馬魚為模式物種的研究中指出，

成體斑馬魚的鰓表皮離子細胞跟幼體

的皮膚離子細胞上皆有皮質醇受器的

表現，因此推斷皮質醇對於離子細胞

有直接作用功能。 

二、以斑馬魚 GR或 MR的 morpholino抑制

斑馬魚仔魚GR或MR轉譯功能的研究中

指出，只有 GR轉譯被抑制後會影響離

子及酸鹼平衡功能，但是抑制 MR轉譯

則無任何影響。因此推論皮質醇主要是

經由 GR影響離子及酸鹼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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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FK與癌症之關聯 

一、子計畫一與台北醫學大學合作，針對

肺癌及乳癌擴展檢體數量，擴大研究

NIFK在此兩種癌症不同階段之腫瘤生

長、轉移、臨床結果及預後之關聯性

之外，將進步分析與 NIFK相關之其他

癌症訊息傳遞分子在此兩種癌症上的

分布。並檢視 NIFK與其相關分子做為

腫瘤標記與癌症預後之功效。 

二、子計畫二在探討NIFK的生物功能，我

們將針對NIFK在核醣體生成途徑持續

研究，並以結構生物學研究NIFK及其

與特定RNA間的分子交互作用，期能由

分子層級闡述NIFK對細胞生長與癌症

訊息傳導之調控機制。 

 

一、於肺癌病人檢體中，已確立 NIFK 有高

表現量，此並與肺癌病人的較高復發與

較低存活率有正相關；並在細胞及小鼠

模式中驗證 NIFK 與癌細胞的轉移有

關。此外以微陣列分析法酪蛋白激酶

1(Casein kinase 1,CK1)為 NIFK 之下

游訊息傳遞分子，並於細胞模式中證實

此兩分子在癌細胞轉移的功能。 
二、已確立 NIFK的 RNA結合區域對於核醣

體 RNA的後製十分重要，並已發現 NIFK

所參與之調控步驟；其結合的 RNA亦在

釐清中。此外亦同時以核磁共振與蛋白

質結晶法分析 NIFK含 RNA結合區域之

N端片段。 

 ◆生殖幹細胞和乳癌幹細胞的控制 

一、斑馬魚性腺發育時生殖幹細胞的控制。  

二、果蠅雌性生殖幹細胞niche形成的控

制。  

三、演化基因體學研發調控生殖細胞發育

的兩個新基因。 

四、類胰島素生長因子-1受體(IGF1R)在人

類乳癌幹細胞內的角色。 

 

一、發現斑馬魚的性腺發育受到 IGF訊息傳

遞的影響。 

二、分析由 RNAi篩選到的 29個基因對雌果

蠅的生殖幹細胞 niche 在形成時 所扮

演的角色。 

三、發現 Yu 3 (Yulink)基因主要表現在睪

丸組織中的 Leydig 細胞，降低 Yu 3 

(Yulink)基因的表現造成 MA-10 細胞

類固醇生成下降，影響精子的合成。 

四、確定 IGF1R在癌幹細胞與非癌幹細胞間

的差異，並剔除或過度表現 IGF1R 基

因，來了解對乳癌幹細胞腫瘤特性的影

響。 

 ◆半乳糖凝集素和C型凝集素受體在抗真

菌免疫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 

研究糖結合蛋白在白色念珠菌感染時宿主

的防禦。針對白色念珠菌感染的免疫反應

包括先天與後天免疫反應。在後天免疫反

應上，Th1與Th17的角色已經被清楚證明。 

 

 

半乳糖凝集素與C型凝集素受體在宿主對抗

白色念珠菌的後天性及先天性免疫反應中

的角色，因為這兩種蛋白質已被發現在宿主

防禦中有重要的功能，對兩種蛋白也已有廣

泛的研究經驗。 

 ◆阿拉伯芥泛素系統重要組成因子之功能

與機制分析:蛋白分解與表觀遺傳調控因

子 

本整合計畫針對阿拉伯芥泛素系統之兩類

組成因子進行功能與機制之深入研究：第

 

 

 
預定探討之特定問題包括：RPN10剔除突變

株系其 26S蛋白酶體功能缺失特性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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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類係參與泛素化受質辨識之主要泛素受

體。第二類係一嶄新去泛素化 OTU-酵素族。 

與 RPN10負責該蛋白酶體功能之結構區與

胺基酸位置之辨識； RPN13及 RAD23泛素

受體之植物功能與負責結構區之分析。由於

初步研究結果顯示阿拉伯芥 OTU去泛素酵

素成員 OTU5可能利用表觀基因調控方式參

與開花、根與根毛發育及非生物逆境反應，

各子計畫將合作負責不同性狀，分析其調控

機制包括標的基因之分離、可能蛋白複體及

組成因子之分離分析及可能受質之分離。其

他OTU成員之功能(包括OTU2與胚發育之關

係)及作用機制亦將一併探討。 

 ◆研究於先天疫與細胞死亡中死亡結構域

之訊息傳遞複合體的形成 

一、分支計畫一：研究類鐸受體訊息傳遞

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目前已建立200個質體以進行大量

蛋白質表現，對其中數個質體有大

量純化出可用於結晶條件篩尋之

MyD88:IRAK4:IRAK3死亡結構域複

合體與MyD88:IRAK4:IRAK2:IRAK3

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2.對於含IKRAK3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已

赴新竹同步輻射中心進行小角度散

射實驗。 

3.對含IKRAK3死亡結構域複合體進行

大於一千結晶條件篩尋。 

4.建構約50個質體以表達IRAK1蛋白

質。 

5.目前已建立可表達IRAK之昆蟲細胞

表現系統，並有數個表現質體進行

試驗。 

二、分支計畫二： 研究腫瘤壞死因子受體

的訊息傳遞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

成。 

1.目前有6個質體可以大量產出用於

結晶條件篩尋之FADD:RIPK1死亡結

構域複合體。 

2.建構40個質體以表達含有TNFR死亡

結構域複合體之蛋白質。  

3.對於FADD:RIPK1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已進行小角度散射實驗。  

 

 

一、分支計畫一：研究類鐸受體訊息傳遞中

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目前已大量純化出

MyD88:IRAK4:IRAK3死亡結構域複

合體與 MyD88:IRAK4:IRAK2:IRAK3

死亡結構域複合體，並將這些蛋白質

用於結晶條件之篩尋。 

2.目前對於含 IKRAK3死亡結構域複合

體已取得小角度散射資料以用於低

解析度模型之建立。 

3.目前對含 IKRAK3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已進行結晶條件篩尋，但是需要更多

表現質體之建立已做出更適合結晶

之蛋白質。 

4.目前IRAK1之表現質體, 還不足以產

生大量之蛋白質，正進行更多表現質

體之建立。 

5.目前已建立可表達 IRAK之昆蟲細胞

表現系統，並已經取得數個蛋白質分

析中。 

二、分支計畫二：研究腫瘤壞死因子受體的

訊息傳遞中死亡結構域複合體形成。 

1.目前可大量產出用於結晶條件篩尋

之六種 FADD:RIPK1死亡結構域複合

體。 

2.目前有數個質體可表達含有 TNFR死

亡結構域複合體之蛋白質，並正進行

結晶條件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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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對FADD:RIPK1死亡結構域複合體進

行數百個結晶條件篩尋。 

3.對於 FADD:RIPK1死亡結構域複合體

已取得小角度散射資料並建立低解

析度模型。 

4.目前已經找到 FADD:RIPK1死亡結構

域複合體之結晶條件，正進行優化

中。 

 ◆黏膜的醣化現象如何影響到傳染及發炎

性疾病的醫療成本計畫 

一、籍由各子計畫間的詳細討論，已建立

起自醫院收集各種檢體，病理檢查分

類，運送各實驗室作後續分折處理。 

二、討論各子計畫及各實驗室間的整合研

究及合作。 

 

 

 
一、已成功自醫院收集細菌及細胞，可以在

實驗室培養並存取樣本。 

二、可建立各種胃部疾病模式(包括細菌及

細胞)。 

三、可自上述的樣本採集中，收取醣脂質，

醣水解酵素，凝集素等作後續研究。 

 ◆果蠅大腦嗅覺運算研究計畫 

總計畫：每季一次聚會，各實驗室輪流報

告實驗進度並交換心得。 

一、子計畫一：分析果蠅觸覺葉內嗅覺回

路的結構與功能網路。 

二、子計畫二:區域中介神經元差異性對果

蠅嗅覺神經迴路與行為的影響。 

三、子計畫三:研究 VL2a神經網路的建構-

從食物氣味感應到性別差異之嗅覺行

為。 

四、子計畫四:結合電生理、電位影像術與

光遺傳學來解析果蠅的嗅覺神經迴

路。 

五、子計畫五:數學建模:驗證嗅覺計算行

為模式。 

 

一、子計畫一:1.已取得足夠數量與品質的

實驗用影像；2.目前正在針對追蹤神經

纖維的程式進行最佳化。 

二、子計畫二:1.已收集並分析超過 1000 TC 

LNs的形態。2.確定 TC LN 神經纖維在

數個嗅小球的分佈具有雌雄差異而此

差異會進一步受到詞果蠅交配經驗的

影響。3.確定 TC LN以 glutamate為其

神經傳導物質，將進一步以鈣離子影像

及電生理(與子計畫四合作)以確定其

為興奮性或抑制性神經細胞。 

三、子計畫三:1.產生後續實驗所需運用

LexA系統標定 VL2a投射神經元的果

蠅。2.與江安世教授實驗室合作運用鈣

離子影像來確認 VL2a投射神經元對兩

種食物味道的反應。3.與連正章教授實

驗室合作建立運用電生理來記錄果蠅

大腦中嗅覺投射神經元活性的方法。4.

建立運用 courtship行為實驗來解析

VL2a投射神經元在其所在的神經網路

的功能。 

四、子計畫四:1.利用離體及活體果蠅大腦

進行電生理訊號紀錄。2.建立果蠅大腦

單一神經元染色及重建技術，以利日後

進行神經模擬實驗。3.協助子計畫三架

設電生理實驗儀器並且建立果蠅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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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訊號紀錄技術。 

五、子計畫五:1.建立果蠅標準腦模型的技

術以確定完成，目前已完成投稿準備，

預計向 IEEE TBME投稿。2.建立針對神

經影像與神經分布關係的三維對位與

變形技術(registration/ warping)。

3.目前正在處理對共焦顯微鏡影像的

deconvolution問題、與建立快速成像

時的所需的相關影像處理技術。 

 ◆以一新穎的顆粒溶解素毒殺途逕為標的

治療史帝文生強生症及移植研究 

史帝文生強生症(SJS)及類似疾病毒性上

皮壞死溶解症(TEN)乃由藥物引發的嚴重

之皮膚破壞性反應。移植物對抗宿主症

(GVHD)則為異體骨髄細胞移植所造成之類

似 SJS/TEN的皮膚及內部臟器的致命反應。 

 

 

針對這個新潁途逕，集合一組專精遺傳、免

疫蛋白生化及創新技術研發的研究人員，進

一步研究 SJS/TEN及 GVHD的致病作用機

轉，開發治療此兩疾病的新藥物。 

 

 ◆阿拉伯芥光訊息接收與訊息傳導之相關

機制研究 

為了對植物在光訊息的接受與訊號傳遞上

有更進一步的瞭解，我們希望藉由兩個具

高互補性的子計畫，緊密銜接研究植物如

何正確接收與傳遞光訊息。在第一個子計

畫中，我們計劃藉由改造植物體中載色體

生合成的機制，以生成不同的載色體異構

物來改變光敏素之光轉換型態，第二個子

計畫將探討一個新發現的光訊息傳導轉錄

因子 — AtbZIP16 在阿拉伯芥種子萌芽，

幼苗生長與躲避遮陰等光形態形成過程的

分子機制。 

 

 
本研究計畫將可達成以下目標： 

一、利用不同載色體異構物與光敏素蛋白

質的結合，來控制植物的生長及發育。 

二、瞭解AtbZIP16參與在植物受光調控躲

避遮陰現象的分子機制。 

研究成果將可以更加了解並應用植物在接

收與調控光訊息傳遞的分子機制。預計可有

數篇報告發表於重要國際學術期刊。 

 ◆蛋白質硫基亞硝酸基化之分子機制及其

抗衡厭氧性傷害之功能 

探討硫基亞硝酸化引發之活化酵素誘導缺

血性心肌損傷及缺氧性血管損傷之分子機

制。 

 

 
以小鼠的急性缺血性栓塞模式的研究中，我

們已經鑑定出一組硫基亞硝酸化之內生性

酵素在心肌損傷過程中扮演的關鍵角色。以

此發現為基礎，我們更運用酵素抑制劑的處

理，達到緩解缺血性傷害對心臟功能的衝

擊。相關研究成果已整理成論文並正在期刊

審查中。 

 ◆神經突觸的形成與塑性 

總計畫：每月一次聚會，各實驗室輪流報

告實驗進度並交換心得。已擴充相關的設

 

總計畫：因頻繁的資訊交流，各子計畫得以

互相支援，加速實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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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實驗得以順利進行。 

一、子計畫一：目前實驗重點在討論

CTTNBP2如何藉由調控microtubule而

影響突觸生成。實驗目前由一位研究

生進行。 

二、子計畫二：此計畫分兩部分探討：1.

關於後突觸的 beta-catenin如何傳遞

信息到前突觸的 bassoon。2.此一信息

傳遞對前突觸功能的影響。 

三、子計畫三：關於 CPEB3基因剔除老鼠

的研究，目前正在進行與杏仁核相關

的恐懼記憶研究。 

四、子計畫四：利用 Henji 突變果蠅株觀

察神經肌肉聯會系統發育型態。由博

士研究生一名、碩士研究生一名、碩

士助理一名協助實驗執行。 

一、子計畫一：之前已發表三篇論文。計畫

在年底前完成最後一部分的實驗，送審

於期刊，並在 11月的 SFN meeting發

表。 

二、子計畫二：關於後突觸 N-cadherin對

前突觸功能影響部分的成果，正準備送

出文稿審查。 

三、子計畫三：關於 CPEB3基因剔除老鼠的

研究，目前關於海馬體之研究成果以送

出文稿審查。 

四、子計畫四：使用突變株證實減少dPAK

或glutamate receptor IIA的量,足以

抑制缺乏Henji所引起的突觸生長異

常。另已發表兩篇相關之研究論文。 

 ◆寄主肝細胞和肝炎病毒的交互作用 

一、建立更有效的細胞培養系統與便利的

小動物模式。 

二、深入了解宿主肝細胞與 C型肝炎病毒

間之交互作用，包括宿主先天性免疫

反應以及細胞內微小 RNA之表現。 

 

建立更有效的細胞培養系統以利研究 C型

肝炎病毒的感染繁殖模式。 

 ◆研發抗癌之新穎性雙官能烷化劑 

一、具有抗癌藥潛力之雙功能 DNA 烷化劑

的化學合成。 

二、新穎性雙官能烷化劑之抗癌活性及作

用機制。 

三、研發肺癌之標的治療。 

四、抗癌雙官能烷化劑之藥物動力學研究。 

 

透過研究團隊之專長包括藥物合成、生物活

性評估、藥物標定輸送、及藥物動力學等密

切的合作預期可促進抗癌藥物的開發，臨床

前研究之推動，及未來之臨床應用。 

 【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醫學的物質文化──歷史的考察計畫 

一、研究資料蒐集及整理。 

二、舉辦討論月會及系列專題演講。 

三、購置計畫相關，具重要性研究圖書及

設備。 

四、主題網站建置及維護，資料蒐集與整

理。 

 

一、部分子計畫主持人已出國蒐集研究資料

及考察。 

二、截至六月底已舉辦四次討論月會（陳明

教授、王秀雲教授、呂紹理教授、皮國

立教授）、一次系列專題演講（平井浩

教授）及二次合辦演講（劉焱先生、

Lucia Candelise女士）。 

三、薦購研究相關中、西文圖書數種。 

四、購置研究相關設備、器材數種。 

五、建置及維護主題計畫網站。介紹計畫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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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刊登相關演講活動及定期更新出版

資料資訊。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

計畫 

（AS-102-TP-C03），執行期間為 102年 1

月 1日至 104年 12月 31日。 

 

 

一、本研究計畫以3年為期，第1年的工作重

點是建立參與研究成員之間的研究訊

息與資訊交換。第1年度學術研討會

議，於7月11日至12日召開，除本計畫

11位主持人外，大會共有國內外30位學

者出席，發表19篇研究構想，達到充分

討論，建構重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研究的

主體架構，奠定接下來2年計畫執行的

基礎方針。 

二、國內子計畫主持人陸續赴日本、中國等

地蒐集資料，進行學術交流；海外子計

畫主持人則赴日本、臺灣蒐集資料，進

行學術交流。計畫主持人出國進行學術

交流情形如下：1月北京大學王新生教

授赴日本。3月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

東教授來台。6月近史所陳慈玉研究員

赴日本。6月近史所賴毓芝助研究員赴

中國大陸。7月近史所黃自進研究員赴

日本。7月美國羅文大學王晴佳教授來

台及赴日。7月日本早稻田大學劉傑教

授來台。7月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東

教授來台。7月北京大學王新生教授來

台。7月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劉

建輝教授來台。 

三、重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基本史料庫，整

體史實部分已建檔65,000字；人物史料

部分已建檔504,114字；整理外交部

1920年代檔案17冊共643篇；蒐羅中日

關係期刊論文183篇。上項資料皆用以

支援同仁進行研究以及確保本研究計

畫的具體落實。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二）－第十一至

十八世紀間中日韓三地的藝文互動 

本計畫係為期三年的主題研究計畫，本

（102）年為第三年，工作重點： 

一、定期舉辦主題演講、讀書會及工作小

組會議。 

 

 

一、截至 7月 10日，已舉辦 1 次學術演講、

2次讀書會、2次工作小組會議。 

二、部分子計畫主持人已出國蒐集研究資

料。並安排 9月計畫主持人共同至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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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際學者之邀訪。 

三、出版會議論文集。 

四、各計畫主持人出國調查、蒐集研究資

料。 

五、主題網站資料的補充與維護，相關資

訊的蒐集與整理。 

六、購買具重要性之研究用書。 

七、摘譯重要韓文論文供國內學人參考。 

岡、長崎等博物館申請特別調件研究。 

三、編輯東亞論文集。目前已完成審查、作

者修改，進入二校階段。 

四、維護主題計畫網站，並持續補充相關資

料或資訊。整併圖象資料庫，完成約三

分之二。 

五、持續摘要翻譯韓文相關著作放置於網

站，並定期整理相關出版之研究資料與

資訊。 

六、正在薦購相關研究書籍。 

七、正在持續聯絡、邀請學者來計畫訪問。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

1600-1949 

本主題計畫於 102年上半年度已舉辦兩次

學術演講，下半年度則預計舉辦大型與小

型國際會議（workshop）、兩次學術演講。

以下為本年 1月至 6月已進行工作計畫： 

一、兩次學術演講。 

二、籌備大型國際會議： 

將與德國哥廷根（Goettingen）大學

合辦國際會議。 

三、籌備小型國際學術會議。 

四、籌備兩次學術演講。 

五、持續更新主題計畫網頁資訊：

http://proj3.sinica.edu.tw/~kenn

tnis/conf.html 

 

 

一、兩次學術演講： 

1. 時 間 ： 民 國 102 年 3 月 26 日

10:00-12:00 

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二樓會議室 

講題：「明清江南士大夫的宗教生活」 

演講者：李天綱教授（上海復旦大學

哲學系宗教研究所） 

2.時間：民國102年6月7日10:00-12:00 

地點：近史所研究大樓一樓會議室 

講題：「學科原罪的祛除與漢語新文

學的建立」 

演講者：朱壽桐教授（澳門大學中文

系主任） 

二、德國哥廷根大型國際學術會議事宜： 

1. 會 議 名 稱 ：「 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

籌備會議事宜及會務事項，預計於

11月 22-24日進行三天會期。 

2.該會議已榮獲蔣經國基金會獎助金。 
三、小型國際學術會議： 

主題：「翻譯與概念形成」，籌備會議事

宜及會務事項，預計於 10月 7日舉辦。 

 ◆重新探討所謂的鄒語系的內部關係 

主題計畫目標： 

一、從構詞語料的比較重新探討所謂的鄒

語系的內部關係。 

 

為了達到這兩個目標，我們在： 

一、描述這三種語言的文法。 

二、蒐集這三種語言之語料（包括詞彙及

http://proj3.sinica.edu.tw/~kenntnis/conf.html
http://proj3.sinica.edu.tw/~kenntnis/con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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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這個研究之過程中撰寫卡那卡那富

語的構詞研究，因為這個語言面臨消

失，同時紀錄較少。 

 

 

◆1898-1948: 改變了中國宗教的 50年 

100年度新增本院主題研究計畫

（AS-100-TP-C03），執行時間為 100年 1

月至 102年 12月。 

傳說比較）。 

三、進行討論（語料、文獻）。 

四、建立和比較這三種語言的動詞系統。 

五、培養助理。 
六、進行田野工作。 

 

近年來，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探討近代中

國宗教傳統的變遷。本計畫擬從宗教社會史

的視角來研究浙江省以及其時和它有密切

互動關係的上海地區，說明公元 1898 至

1948 年間的中國宗教傳統如何轉變成今日

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自本年度元月以來，研究團隊的重大執

行成果如下： 

一、實地訪查方面，康豹教授已於 3、4 月

間會同祁剛博士赴溫州，並與《溫州通

史》研究團隊成員—當地文史專家討論

「民間信仰專題」，同時也親見了若干

民俗祭典。此外，在 5、6 月間，吳亞

魁博士前往上海，於上海圖書館查找資

料，並赴上海浦東太清宮、上海城隍廟

拜訪有關人士。7月下旬，康豹教授與

劉文星博士將到湖州進行研究工作；高

萬桑教授的田野調查將於 10 月中旬在

上海與蘇州進行。 

二、學術著作方面，康豹與高萬桑於第四屆

漢學會議所發表的論文已經通過審

查，將於今年年底前出版。此外，康豹

Menahem Stern 教授系列講座演講的書

稿也通過審查，將於明年上半年出版。 

三、網站建構方面，劉文星除了持續於計畫

網站上公佈研究團隊的工作成績外，為

了 11 月成果發表會的需要，也建立了

會議專屬網站，凡受邀參與研討的海內

外學人，皆可憑密碼登錄「成員專區」，

下載論文摘要。 

四、成果發表會方面，規劃 11 月 21、22

日兩天，安排海內外學者 13 位（包含

5位主題計畫成員）發表論文，而在會

議的最後一場，則有 5位研究生報告其

學位論文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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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臺灣歷史多元鑲嵌及主體創造 

本計畫為三年期，目前進入第三年度。總

計畫內有政治組、法律組、文化組及經濟

組，共有 13個分支計畫，由本院台史所、

台大、政大、師大、交大之專家學者主持。 

 

102年 1月至 6月，本計畫完成的工作如下： 

一、定期會議 

本主題計畫每二個月開會，會中請各子

計畫主持人與會報告進度並討論其他

相關事項。今年度已於 1 月 16 日、3

月 20日與 5月 15日召開三次會議。會

議內容主要為： 

1.計畫報告。請各子計畫主持人簡要說

明目前進度、蒐集資料與下次預期目

標。 

2. 8月 30、31日舉辦研討會之相關事

宜。 

3.論文集出版計畫。 

二、蒐集資料 

1.目前蒐集、著手整理有 1.考試院院

會紀錄中的高普考資料，2.國史館檔

案中司法人事資料，3.總督府公文類

纂中信用組合之檔案，4.《臺灣日日

新報》等報章雜誌尋找關於主題計畫

的相關報導。其他利用的還有臺灣各

地農會、水利會的人事資料、《三井

物產報告書》、《臺灣協會會報》等

資料。 

2.102 年 3 月鍾淑敏教授，5 月陳培豐

教授赴日蒐集資料；下半年許雪姬教

授、黃美娥教授、黃紹恆教授、曾文

亮教授將赴日本、中國大陸尋找計畫

所需史料。 

三、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資料庫已開放使

用；目前仍持續人物傳資料庫，以及日

治時期臺灣人旅券資料庫的建置。 

 ◆大型社會網絡之模型建構：臺灣實證資

料的探索與分析 

總計畫： 

主要協調各分支計畫的研究資源、協助各

分支計畫在跨領域合作的對話，統合各分

支計畫進行對國內與國際交流。定期召開

會議，並聯絡國外學者來訪；以及處理各

行政業務事項。 

各子計畫均撰寫研究論文並嘗試發表。 

 

 

總計畫整合各研究者過去以來的經驗

與知識，並將回答過去傳統社會網絡或社會

科學各次領域的研究議題。協助各分支計畫

在跨領域合作的對話，進行對國內與國際交

流。總計畫至年國 102 年七月底止，已召開

11 次定期會議，已邀請相關領域學者演講

共 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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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計畫一： 

1.大學生友誼網絡問卷調查完成第二

年樣本收集及資料處理。 

2.年長者友誼網絡問卷收集及資料處

理完成。 

二、子計畫二： 

1.延續並完成為期 100 天的個人日常

生活接觸日誌的資料整理、檢誤及

電話複查等工作。 

2.整理不同年度貫時限資料並彙整成

多層次資料結構。 

三、子計畫三： 

1.探討此社群的子社群們的大小多樣

性與變異性。 

2.建立了 Hidden attribute-truncated 

power law model來解釋 PTT的資料。 

四、子計畫四： 

1.企業網絡的動態演變與市場後果分

析。 

2.社會網絡與風險投資行為研究。 

3.臺灣企業集團的組織網絡研究。 

4.企業網絡的跨國比較與市場制度研

究。 

五、子計畫五： 

1.支援其他四個分支計畫執行中所需

有關設計、資料分析與統計推論的

方法。 

2.針對大型網絡的分群、重抽樣與結

構探測，建立有效的統計模型與視

覺化方法。 

一、子計畫一在本年度進一步擴充網絡資料

收集及研究的向度。除進行擴充第二波

的大學生友誼網絡問卷樣本數與受試

學校外，子計畫一於本年度也至數個成

人教育機構及宗教團體收集年長者的

網絡資料。資料皆收集處理完畢，目前

在資料分析的階段，子計畫一企圖透過

第二波的擴充資料建構不同生命階段

的網絡模型。 

二、子計畫二執行重點包括資料收集、資料

分析與論著兩大方向。在比較前兩波的

接觸日誌資料後，更發現受試者的性

別、年齡、婚姻狀況、職業個人基本特

性上的差異顯著的影響其總接觸次數

和每日平均接觸次數。目前已發表五篇

相關論文。 

三、子計畫三發現此社會網絡的確有傳統社

會學經常發現的 transitive closure

的構造。較重大發現是 diamond-shape 

motif (4-node with non-transitive 

closure)也經常出現。 

四、子計畫四主要研究四個議題：企業網絡

的動態演變與市場後果、社會網絡與風

險投資行為、臺灣企業集團的組織網絡

研究及社會網絡理論。研究成果包括企

業網絡的動態演變四篇相關論文書寫

進行、風險投資行為研究一篇相關論文

發表、社會網絡理論研究一篇相關論文

發表。 

五、子計畫五針對大型網絡資料分析的方法

論，目前研究成果包括應用網絡拓樸結

構計算法分析網絡資料、二位元網絡的

潛在結構模型分析、動態網路上的重疊

社群探測、熟悉的陌生人的三元結構

（triad）分析，以及政治獻金資料分

析。子計畫五目前已有三篇相關論文發

表，另有三篇論文正在進行中。 

 ◆臺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健康研究 

一、臺灣原住民的社區脆弱性與健康研究。 

二、臺灣原住民自殺行為的特徵、原因和

預防。 

 

一、分支計畫一： 

1.建立在地網絡、在地關鍵人士資料

（村長、頭目、長老、牧者、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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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屏東南排灣族群的社區健康初探：青

年的生活及其影響。 

四、屏東潮州斷層帶排灣族之社區韌性：

以大社與來義為例。 

五、脆弱性與調適-陳有蘭溪布農族部落的

土地利用。 

六、從社區脆弱性到永續經營：以新竹縣

泰雅部落為例。 

七、達悟族精神失序者的服藥、病痛敘事

與國家公共衛生。 

 

員、醫護人員等） 

2.完成 10名自我傷害個案收案。 

3.農戶調查進度完成 3/4。 

二、分支計畫二： 

1.蒐集與整理牡丹水庫及社會福利資

料。 

2.調整計畫方向，原擬研究之國中生

部分，因研究進入障礙過高，修改

著重社區生活、農業及青年社會網

絡面向。 

3.社會網路的問卷設計與討論。 

三、分支計畫三： 

1.田野訪視：(1)大社及來義村(含新

舊部落)民族誌研究; (2)訪問頭目

耆老。 

2.問卷調查：(1)完成問卷編製(2)函

請原住民委員會同意問卷調查；申

請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

會審核。(3)拜訪百合及來義國小校

長，說明問卷調查內容，召募部落

訪員約二十名。 

四、分支計畫四： 

1.陳有蘭溪布農族部落 14 次田野調

查，訪談約 30人次。 

2.完成各時期土地利用圖，釐出部落

農業變遷情況；初步分析各階段行

動者，及相互支持與轉譯的網絡關

係。 

3.博士生助理將於八月在日本京都｢

2013 國際地理學會｣發表兩篇論

文。 

五、分支計畫五： 

1.新竹縣尖石鄉梅嘎浪有機共耕農場

田野調查與訪談。 

2.尖石鄉新樂村水田部落與梅花部落

土地買賣、開發利用的問題觀察。 

3.尖石鄉水田部落與梅花部落有機農

業技術交流情況觀察。 

六、分支計畫六： 

1.完成 62 份精神疾病患者問卷、54

份主要照顧者問卷，將採用 SP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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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分析。 

2.發表會議論文一篇，"Breaking and 

Making the Humanitari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3.4.25~26. 

3.完成期刊論文一篇，預計 2013 年 9

月於臺灣社會學研究季刊（TSSCI）

刊出。 

 ◆閱讀習得的關鍵要素：結合行為，發展

與神經生物取向的整合研究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主題研究計畫，計

畫包含五個分支計畫。分支計畫一以縱貫

性的研究，探討統計學習能力和基礎聽

覺、短期記憶、音素覺識能力在以漢語為

第一與第二語學習歷程中的影響力。分支

計畫二到四，則分別藉由聽覺與視覺兩種

管道的語言作業（分支計畫二），詞彙知識

建議與情節記憶的形成與提取作業（分支

計畫三），以及自然句子閱讀與口語理解中

眼動測量（分支計畫四），探討從中文字音

到字形的統計對應原則及其效應。分支計

畫五探討書寫與打字經驗對於閱讀神經網

絡的影響。 

 

 

 

一、分支計畫一：目前已按計畫進度收集

60位大專生之智力、工作記憶、統計

學習能力等指標的分數，並開始著手

準備收集小學二年級學生在這些指標

上的表現，以進行進一步的相關分析。 

二、分支計畫二：建立 5888個中文字音形

對應一致性的計算，並與先前形音對

應資料庫完成整合。音形對應一直性

同音字密度與音形對應對應一致性的

口語辨識實驗正在進行中。 

三、分支計畫三：已配合分支計畫一，探討

「同音密度高低」以及「語音-字型對

應高低」兩個變項對於語音記憶的影

響。目前已完成兩個行為實驗，正在

進行腦電波實驗。行為實驗發現對於

語音密度較低的語音有較佳的記憶，

語音-字型對應高低則無顯著效果。另

有一篇計畫相關文章被接受，另一篇

正接受審查中。 

四、分支計畫四：本年度上半年依進度完成

了二個中文單字口語辨識的眼動實

驗，共收集了 72位受試的眼動數據。

目前初步分析已完成，準備投稿中，

亦在準備下半年的閱讀文句的眼動實

驗材料。 

五、分支計畫五：目前以功能性腦造影實驗

觀察與書寫相關的手部動作，實驗結

果發現與簡單的動作學習有關的大腦

區域包括了動作皮質、前運動區皮

質、內頂葉溝及小腦。正在進行後續

之實驗以探討這些區域的如何受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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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打字經驗的影響。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 

按 101年度科技發展產業化創新研究計畫

之規劃，執行計畫徵求、管考及預算審查

三大作業。 

公開進行本院同仁申請具創新性、前瞻

性、獨創性及學理驗證性之計畫，並以畜

禽產業、水產產業、植物產業、微生物相

關產業、跨領域生技產業等五大重點產業

項目做為主要徵求重點，藉以聚焦資源讓

研究能量更為扎實，另外計畫型態採整合

單一型，使績效產出能更完整。 

 

一、產學合作績效： 

98至 102年度由本院創新計畫，藉由

推動辦公室的媒合進入產學合作之計

畫包含：紫草和山藥植物萃取物在皮膚

傷口癒合及相關疾病治療上的應用（楊

寧蓀特聘研究員）、魚類抗菌胜肽

Pardaxin抗惡性纖維肉瘤之研發應用

（陳志毅副研究員）、提升石斑魚苗生

產技術（張繼堯研究員）、利用生物晶

片檢測平台建立一試多效之 SPF 動物

疾病與環境監控技術（梁佑全研究助技

師）、蝦類抗脂多醣因子在免疫及癌症

上的研發應用（許祖法研究員）、中大

型螢光觀賞魚之開發（陳志毅副研究

員）、評估臺灣產中草藥抗發炎及免疫

調節活性技術平台之建立（楊寧蓀特聘

研究員）、抗軟腐病及褐斑病之蝴蝶蘭

轉殖與應用評估（詹明才研究員）、以

低價農產品為原料生產海藻糖及其相

關保健產品之開發（蕭介夫講座教授兼

校長）。 

二、成果量化績效： 

102年度共有 14件整合型計畫執行，

其中畜禽領域共 3件、植物領域共 9

件（含蘭花、水稻、中草藥）、水產領

域共計 2件、跨領域為 1件。 

論文發表：發表國內外期刊論文共 6

篇，包含 SCI論文 6篇，另發表 2篇學

位論文。 

人才培育：培育博士生 20位、碩士生

20位及其他 2人，共 42人。 

智財權：申請中專利 2 件、已獲得專利

2件。可技轉技術 3件。 

社會影響：促成就業人數（博士後及專

任助理）44人。 

自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數理科學研究】 

◆數學研究 

一、數學分析。 

 

 

一、 In kinetic theory of gas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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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數論與代數。 

三、幾何。 

四、機率論。 

五、組合數學及其應用。 

六、流體力學與計算數學。 

七、數學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八、理論科學中心北區子計畫。 

non-linear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e have studied the 

quantitative aspect of  Boltzmann 

equations. e.g. the study of 

boundary singularity. 

二、於“quantum potential”有進一步結

果 造 更 多 non-zero boundary 

condition 的解及了解其相互作用行

為。 

三、we have studied interesting knotted 

solutions of natural PDE in the 

ambient space connected to  

variants in higher linkings. 

四、給出充分或必要條件使得一個圖的著色

數等於其列表著色數。 

五、對隨機矩陣理論有更深一步的理解。 

六 、 We constructed 56 cases in 

Schellekens’ list and established 

the uniqueness for most cases. 

 ◆物理研究 

一、奈米科學研究：  

1.發展研究奈米科學之尖端儀器。 

2.發展與能源相關之奈米結構與奈米

材料之物性研究。 

3.單一原子與分子之檢測與操控。 

4.利用微/奈米流體元件研究生物分

子間的作用。 

5.奈米系統之理論研究：利用模型與

模擬，以詳細了解實驗之結果。 

二、複雜系統研究： 

1.非線性現象之研究。 

2.統計與計算物理研究。 

3.生物物理。 

4.紊流之基礎與應用研究。 

三、中高能物理： 

1.理論研究： 

(1)粒子現象學。 

(2)粒子天文物理和宇宙學。 

(3)理論核物理。 

2.實驗研究： 

(1)原子核物理實驗。 

 

一、執行左列各專題研究計畫下之項目，102

年上半年度已完成多篇重要論文，發表

於國際學術期刊上。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以及推動研究人員互訪，通過與國內外

學者專家之學術交流，提升研究水準。 

三、在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ERN)的 LHC

對撞機進行高能物理實驗，實驗團隊在

大強子對撞機實驗 ATLAS搜尋希格斯

粒子，已有初步成果。位於物理所地下

室之本院「網格與科學計算中心」，處

理了ATLAS及CMS兩個實驗超過十分之

一的數據，供全球的實驗組成員分析，

以搜尋新物理。大規模分散式的計算，

首度成功的支援大量的科學數據即時

處理。 

四、參與阿爾伐磁譜儀(AMS)國際合作計

畫，AMS是至今安置於太空中最強力、

最靈敏的粒子譜儀，AMS位於國際太空

站(ISS)外部，自 2011年 5月 19日安

裝至今，已觀測到超過三百億個宇宙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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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能粒子物理實驗。 

(3)網格計算。 

 

線，其能量可高達數兆電子伏特。AMS

實驗組的第一個物理結果，已發表於

「物理評論通訊」[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110, 141102(2013)]。 

五、在美國費米實驗室 Fermilab研究原子

核內部的夸克結構。 

六、推動奈米科學及生物物理的跨領域研

究，其中的重要項目包括水介面之研

究，發展具高解析能力之儀器，探討水

在固體表面及生物結構中所產生的作

用。 

七、發展三維框架以研究生物細胞在三維空

間的生長形態。 

八、推動物理所與國內外大學之合作，其中

包括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物理學系合

作培育碩博士生及學術合作、與國立中

央大學共同建立「天文粒子物理中

心」、與國立東華大學物理系簽訂學術

交流備忘錄、與中國浙江大學物理系簽

訂學術合作備忘錄、與雲南大學物理科

學技術學院 與簽訂合作協定、與土耳

其 ITAP簽訂合作、與日本 RIKEN簽訂

合作。 

九、培育國內及國際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

員、及碩士學士級助理。 

十、以大學生為對象，推動暑期學生研究計

畫。 

十一、進行週末高中學生培訓計畫。 

十二、提升物理所行政效率、整合各支援部

門，以確保研究工作順利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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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化學所27個實驗團隊分別針對1.太陽能電

池材料開發；2.有機電子材料與元件；3.

奈米科技與奈米材料；4.新穎觸媒系統開

發與應用；5.蛋白質結構研究；6.癌症、

病毒之機制、檢測與抑制劑之研發；7.有

機合成方法開發及天然物合成化學；8.有

機染料偵測劑;9.建立共軛焦顯微鏡電控

系統; 10.探討各種 TDP-43胜肽片段在漸凍

 

本期間化學所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

學術期刊論文52篇，會議論文10篇，定期刊

物33種。其中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開發出一系列新穎之含金如-镧双核金

屬之錯合物，以銣為吸光染料進行能量

轉移，成為有效之近紅外染料，可作染

敏太陽能電池之用。 

二、開發出以 CdS 敏化主垂直排列 TiO2奈

米棒為光陽極，用於太陽能電池，最佳

效率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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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疾病中扮演的角色等子題，執行研究。 三、開發以陽極氧化、旅轉塗佈方法製備的

光電極薄膜適合作為染敏太陽電池之

電極。 

四、製備出以水溶性 BODIPY 為螢光探針，

可用於偵測生物細胞中之氧化氮。 

五、以純化之非血紅素鐵氧化酵素，成功進

行有位置選擇性之烷類氫氧化反應。 

六、以重組之 cytochrome P450 BM3變株進

行氟化基質之位置與立體選擇性氧化

反應。 

七、發現開發之金屬氧化物架構(MOF)通道

中的醯胺基具有協助吸附 CO2之功能，

理論計算顯示 CONH2基與 CO2可達1:1之

比例。 

八、開發出含有 D-pi-A 的 Benzotriazole

共軛有機染料之染敏太陽能電池。 

九、以矽土為 擔體 之奈米鈀可作為

Suzuki,Heck及 Sonogashira偶合反應

之催化劑。 

十、以 tetrazolate配基為單位合成出新的

多孔金屬有機架構，具有氣體吸附性

質。 

十一、從可溶前驅物合成出1,2,3,4-四氟伍

環素，發現可為双性半導體分子。 

十二、解析含硝酸根之鐵錯合物 DNIC 催化

硝酸根-亞硝酸根一氧化氮之反應途

徑。 

十三、以三銅團簇催化甲烷被氧氣氧化之反

應。 

 ◆地球科學研究 

一、地震成因與震源機制。 

二、台北盆地的三維構造。 

三、大屯火山觀測所之建置。 

四、臺灣的造山運動、岩漿活動及變質作

用。 

五、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孕震過程。 

六、深部地殼及地幔超高壓變質作用。 

七、海底地震觀測。 

八、臺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環境。 

九、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 

十、地球系統的質量變遷。 

 

綜合各種研究成果，今年度已經發表專業論

文 49篇，還有 52 篇文章已接受，正在印刷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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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太陽系的形式、演化及早期的地球

歷史。 

 ◆資訊科學研究 

一、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 (a)廣義知網更

新維護與語義合成研究、(b)生物文獻

探勘、(c)模式為本的知識表達與自然

語言理解研究、(d)音訊與文件之內涵

處理及檢索、(e)自英文文本做個人化

自動出題研究。 

二、資料處理與探勘 (a) PLASH: A Platform 

for Location Aware Service -- with 

human computation、(b)時間與地理空

間資料探勘與社群網路分析、(c)動態

社群網路資料探勘。 

三、電腦系統 (a)雲端計算研究：系統、

儲存與資料、 (b) Dynamic Binary 

Translation and Optimization for 

Virtualization on Multi-cores、(c)

眾核心階層式拓撲與作業系統架構設

計。 

四、生物資訊 (a)生物體學(omics)上的生

物資訊研究及系統開發、(b)結構生物

資訊研究、(c)應用於基因體與環境基

因體高通量定序之功能性解析與序列

重組平台架構的建立。 

五、多媒體技術 (a)物件的自動化分割、

偵測與辨識、(b) Video Forensics for 

Crime Investigation、(c) 壓縮感測

與安全。 

六、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a) Online 

learning, game theory, and 

complexity、(b)資料密集計算之邏輯

基 礎 、 (c) Privacy enhancing 

technologies 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massive data applications、(d)高

效能的密碼學。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 (a) Software 

Modularity and Safety、(b)模型檢

驗與資訊安全協定分析、(c) C程式語

言的模型驗證研究。 

 

一、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 (a)發展利用廣

義知網的語義合成機制來自動推導中

文複合詞的語義及其表達式的雛型系

統、(b) 完成新的 Biomedical 

proposition bank corpus、(c)完成一

知識為本之 Textual entailment 

recognition 系統、(d)發展適應性語

言模型與自動歌聲分離技術、(e)建立

tag-based的英文閱讀支援系統與個

人化出題系統。 

二、資料處理與探勘：(a)強化 PLASH平台

的 Reliability and Scalability、(b)

在位置感知社群分析與推薦中，發展偵

測人類互相影響移動位置的關係，並設

計出良好與適性的推薦系統、(c)發展

地理資料庫之社群群組查詢技術。 

三、電腦系統：(a)發展 Scalable 分散式

檔案系統的資料管理與 QoS支援技

術、(b) Developing retargetable 

dynamic binary translation for 

multi-threaded parallel 

applications on multi-cores、(c)

研究眾核心系統的網路拓樸與其

Cache與記憶體設計。 

四、生物資訊：(a)Developing software for 

post- 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analysis: modification-specific 

ions detection and glycopeptide 

identification by MSE technique、

(b) Developing softwares for 

structure prediction of membrane 

proteins and accessible surface 

area prediction of membrane protein 

structures、(c)發展快速且節省記憶

體的基因體重組方法和工具。 

五、多媒體技術：(a) Developing a 

scalable framework for image 

co-segmentation and a new 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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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網路系統與服務 (a) 群眾外包核心技

術研究、(b) 群體感測系統之節能與

佈建研究、(c) Media Summarization 

and Re- representation。 

 

minimization model for Salient 

object detection、(b) 完成初步大型

資料庫搜尋之特徵選取、簡單人數計算

演算法，及異質相機間物體辨識、(c) 

Developing a fast and feasible 

compressive sensing reconstruction 

algorithm based on L2-norm。 

六、計算理論與演算法：(a) Study the 

online learning problem in which 

the loss vectors have small 

deviation through time、(b) 發展支

援隱私保護法規與現有隱私保護技術

的對映技術、 (c) Developing 

diagrammatic logic for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d) 發展有限體

（Finite field）程式碼生成器之雛形

與發展 provably secure stream 

cipher at reasonable speed。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a) 對於結構化

文件，以「圖同態」為基礎發展確保結

構正確的文件轉換方式、(b) 完成資訊

安全協定中之 Nonce的數據自動機形

式化模型與理論基礎之建立、(c) 發展

處理具有「字串」資料型態的程式驗證

方法。 

八、網路系統與服務：(a) 建構與驗證群眾

外包系統之問題困難度及回答又因等

變數之數學理論模型、(b) 繼續發展與

建立自調式感測排程演算法之嚴謹數

學模型，以順遂未來進行各項研究與比

對的基礎、(c) 設計使用者介面讓使用

者可以輕易地將依或多份的 Video 

clips做摘要，作為平面化的連環圖形

式，達成低成本的 Video remix.。 

 ◆統計科學研究 

一、持續統計科學各種基礎研究。 

二、繼續發展 Mathematics in Biology 研

究領域，針對所有基因蛋白體生物數

據，整體探討並解決疾病遺傳與醫學

上統計數理問題。 

三、繼續對臺灣肺癌生物資訊作整合，以

 

一、至 6月止發表 32篇國際期刊論文。 

二、機率論:(a)演算法分析隨機樹狀結構

(b)二元順序統計量(c)多維空間點總

支配數(d)局部最佳馬可夫鏈蒙地卡羅

法(e) FCFS G/G/s 排隊系統工作負載

與已達到等待時間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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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理統計方法分析，找出可作病人預

後參考的重要基因印記。 

四、新世代肺腺癌基因體分析與應用，高

血壓基因體與代謝體研究，發展先進

生物統計和生物資訊工具，建立大量

生物訊息萃取系統，以動態及資料視

覺化研究複雜生物網路。 

五、機率論相關研究上建構排隊理論對偶

關係，廣義的極大點理論，演算法分

析相關的隨機樹狀結構。 

六、長記憶因子模型方法、半參數混合廻

歸模型、長期資料之函數預測方法，

及選模推論。改進傳統動能策略-利用

殘差分析與價格風險調整。長相關時

間數列之漸進有效性選模。 

七、地理統計選模大樣本理論。 

八、功能性腦影像研究，建立非配對腦電

大腦網絡活動與血清素轉運蛋白基因

機制模型。函數型主成份分析下，無

母數反映函數估計與動態正子影像。 

九、以機器學習理論來發展分類方法及評

估方法。 

十、探討不同資料型態實驗設計方法，解

決實務問題。四元代數碼設計理論、

建構和應用。  

十一、以統計計量分析、數學模型及電腦

視覺化，探討不同層級的臺灣社會網

路構造。 

十二、GAP 資料圖示法，在巨型資料視覺

化，開發更多系統與程式、演算法設

計，模組開發。 

十三、Statistica Sinica 期刊之發行，建

立在國際學界的地位。 

十四、舉辦國際國內會議、專題研討會、

研習會及科學營等。 

 

三、數理統計:(a)規則化方法廣義選模(b)

空間迴歸選模(c)高維資料穩健逐步廻

歸(d)raking method 可用性與線性近

似(e)缺失資料(f)序貫性資料統計(g)

多維度函數資料線性流形模型。 

四、實驗設計與可靠度分析: (a)以部分重

複二變級因子設計搜尋位置與分散效

應(b)四元代數碼設計: 理論、建構和

應用(c)衰退模型之分析。 

五、時間序列預測：(a)長相關時間數列漸

進有效選模(b)長記憶因子模型。 

六、數理生物：(a)使用 de novo assembler 

研究肺結核病毒基因(b)肺腺癌基因體

分析(c)肝癌細胞蛋白質交互作用(d)

乳癌轉錄因子與 microRNAs(e) 純化選

擇下 motif序列功能。 

七、轉譯醫學與生物統計:(a)競爭風險下事

件時間資料之高維度遺傳/基因體分析

(b)以半參數混合迴歸模型分析病例對

照研究設計(c)高血壓基因體與代謝體

(d)癌症轉錄調控與訊息傳導路徑預測

(e)存活分析設限模型(f)臺灣漢族精

神分裂致病基因(g)可能前期精神症狀

篩選量表 (h)以全基因體資料研究

homozygosity 不平衡(i)臺灣婦女骨

質密度(j)鎳調控心率變異與氧化壓力

及發炎。 

八、腦影像:(a)大腦訊息系統功能性聯結

(b)定點演算法及再現性分析與時空獨

立成份(c)影像分析電子顯微鏡數據應

用(d)阿茲海默症群集因素分析(e)亞

斯伯格症語法與腦部電流。 

九、複雜網路:(a)社群網路(b)基因網

路:(c)財務系統網路。 

十、以機器學習協助分類方法。 

十一、開發更多 GAP演算法與模組。 

十二、延續性學術計畫:(a) Statistica 

Sinica發行(b)國內外會議、研討會、

研習營。 

十三、102 年 1~6月 Statistica Sinica(23

卷 1期、23卷 2期及、23卷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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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1.利用『交叉分子束』結合紅外雷射

研究多原子化學反應與單一分子與

光子反應的現象。開發都普勒

time-of-flight 方法分析小分子產

物，對於較大分子則利用時域三維

離子速度分析法，探討選鍵化學反

應動態學與單一分子反應過程的量

子現象。 

2.開發新功能介質輔助雷射脫附離子

化(MALDI)質譜分析儀，提升其生物

質譜分析的能力。 

3.研究大氣中重要化學反應分子的行

為，探討其對地球溫室效應的影響。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1.利用表面增強拉曼光譜技術，應用於

基礎研究與生物醫學上。結合所開發

「捕捉與偵測細菌雙功能快速檢驗

晶片」與表面增強拉曼光譜技術，提

升其偵測的靈敏度，進而應用於細胞

偵測、細菌篩檢等重要工作上。 

2.研究石墨烯成長、摻雜、與能隙等基

礎特性，並將石墨烯與其他材料結合

成複合材料，探討其能源相關應用的

潛力。 

3.成長各種奈米碳材包括奈米碳管、片

狀石墨烯、孔洞奈米碳材等，並結合

奈米白金觸媒等，研究其提升觸媒反

應的應用。 

4.第一原理方法之發展與開發尖端材

料之應用：發展第一原理的計算方

法，並結合高速電腦應用於開發尖端

材料。利用量子蒙地卡羅法、激發態

計算、與人工智慧方法應用於新穎材

料之開發。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1.利用奈米生物技術，研發高亮度螢光

奈米鑽石在生物顯影方面的應用。 

2.研究染色體中的端粒與端粒酶

 

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1.研究 Cl + CHD3 的化學反應過程，利

用時域三維離子速度分析法探討反

應過程的量子狀態，發現其產物 HCl 

+ CD3 與一般教科書的描述吻合，但

是在隨後的反應則出現了高振動態

的產物，有別於傳統對化學反應的認

知。本結果發表於 Nature Chemistry

上，獲得學術界的重視。 

2.將樣品的溫度降低至絕對溫度 100

度，發現所得到介質輔助雷射脫附離

子化(MALDI)質譜分析結果大為提

升，其離子產生效率提高 20-30倍，

且維持較長的時間。 

3.研究 CD2CD2OH 在紫外線照射之下的

分解路徑，針對 OH 離子在大氣反應

中所扮演的角色做進一步了解。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1.成功開發表面增強拉曼光譜所需基

板，除了在化學偵測上有極大提升之

外，也推廣至細胞、細菌的檢測，可

以不須細菌培養，在短時間內檢驗出

不同細菌的種類，有效應用到醫學用

途。本技術正進行技轉給國內廠商，

以期早日應用到實際醫療檢測上。 

2.有效利用化學氣相沉積法在銅箔表

面成長石墨烯並將之轉印到其他材

料表面，作為不同應用的新材料。例

如將石墨烯與 LiFePO4結合，可得到

極高容量的鋰電池材料 (發表於

Nature Communication, 2013)，利

用二硫化鉬可以得到極佳而廉價的

水電解電極。氧化石墨烯(GO)可子做

為光觸媒將二氧化碳還原成甲醇等

物質，在能源、環境上都有其貢獻潛

力。 

3.將奈米碳材作為燃料電池的電極，並

有效將奈米白金等觸媒分布在奈米

碳材上，利用其高導電性與高比表面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92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Telomere and Telomerase) 的 作

用，探討癌細胞初期的偵測，並研發

相對抗癌試劑。 

3.以質譜為核心技術，開發蛋白質體的

質譜研究，利用質量解析臨界游離光

譜儀分析生化相關分子之高解析度

離子光譜。 

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利用光子晶體與非線性聲光操控，建

立各種超短波形光波。 

2.發展分子冷卻與捕捉的方法：先建造

玻色愛因斯坦凝結之實驗設備，進而

研究將分子冷卻至超低溫(mK)的方

法。 

3.玻色原子之量子控制: 利用已建造

玻色愛因斯坦凝結之實驗設備與一

維離子阱探討帶自旋玻色凝結與離

子陣列之量子計算。 

新興研究計畫或方案： 

一、熱電材料作為永續能源的研究：研究

熱能轉換成電能的機制，開發新熱電

材料，以期將工業廢熱、地熱、汽車

排熱再利用，作為新能源以緩和氣候

變遷問題。 

二、利用奈米與新穎光學科技探討生物物

理現象：透過奈米操控與非線性光

學、光學晶體學、電漿子光學等工具

探討細胞細胞膜與脂雙層等生物物理

現象。 

三、二維奈米材料的研究：開發石墨烯、

二硫化鉬、二硒化鎢等二維材料，探

討其基礎特性，並研究其能源應用之

潛力。 

 

積，可以有效提升氫氣與甲醇燃料電

池的效率，對未來清淨能源的開發有

相當助益。 

4.第一原理方法之發展與開發尖端材

料之應用：發展第一原理的計算方

法，除了密度泛函理論的廣泛應用，

亦推展第一原理計算的精確度及效

率，建立一整合軟體與硬體的理論平

台，以期能與相關實驗團隊緊密結

合。未來將更進一步提升第一原理計

算套件的精確度及效率。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1.有效將螢光奈米鑽石選擇性附著於

蛋白質等生物體上，再將之置入細胞

內，以觀察生物體內的各種現象。由

於螢光奈米鑽石可提供極高解析

度，所以可解析前所未見的細微結

構。 

2.設計並合成新型具抗癌性及螢光探

針的化合物，利用螢光探針研究染色

體端粒之結構變異。開發 BMVC 等抗

癌試劑，並且研究其結構與活性的相

互關係。研發新的生物分析技術，探

討癌細胞中的染色體端粒與端粒酶

的作用。 

3.透過快速、多功能將蛋白質與奈米鑽

石結合，有效提升質譜在膜蛋白質的

分析能力，可作為藥物篩檢、醫學偵

測等用途。 

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飛秒、次飛秒光波是基礎物理研究的

利器。我們透過光子晶體與非線性聲

光操控可產生各種不同波形的光

波，其長度達飛秒以下，且做成可攜

式的儀器，對基礎科學研究是一佳

音。 

2.利用協同式冷卻及蒸發式冷卻方法

將分子冷卻至超低溫(mK)，以研究超

低溫分子的碰撞與反應，利用超冷極

化分子氣體研究凝態物。 

3.已經完成玻色愛因斯坦凝結設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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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可以捕捉數個帶電單原子(離

子)，並利用雷射冷卻以產生超冷原

子(離子)一維陣列。目前正進一步實

現粒子間的量子糾結，以探索基礎量

子物理，並在離子阱上再建構中性冷

原子阱，以探究超冷量子化學。 

新興研究計畫或方案： 

一、熱電材料作為永續能源的研究：透過新

材料的合成，利用奈米材料、層狀結構

材料、與奈米複合材料等開發新的熱電

材料，並針對地球含量豐富的廉價材料

探討其熱電特性，以期將熱電推廣至民

生用途。同時，我們也透過理論計算與

模擬，推測各種材料的熱電特性，作為

材料開發的方向。 

二、利用奈米與新穎光學科技探討生物物理

現象：我們利用奈米粒子來標定生物分

子，進而追蹤該生物分子的運動軌跡。

透過特殊的光學顯微鏡設計，生物分子

能在三度空間中被精準且快速的定

位。已經發展的高速奈米光學顯微系

統，提供了全新研究生物物理的方式，

目前研究重點為細胞膜上脂質的動態

行為。同時將致力發展新的奈米材料，

例如具有非線性光學特性的奈米粒

子。透過這些奈米材料獨特的光學特

性，我們有機會一窺細胞內部三度空間

的複雜運作行為。 

三、二維奈米材料的研究：繼續石墨烯的研

究並合成二硫化鉬、二硒化鎢等二維材

料，利用其能隙之不同作為各種電子、

光電元件，進而應用至能源科技上。 

 ◆天文科學研究 

一、次毫米波陣列(SMA)的運轉與接收機實

驗室的運作。 

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陣列(AMiBA)計畫。 

三、Atacama 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 

四、中美彗星掩星計畫 (TAOS)及海王星外

自動掩星普查計畫(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 

 

一、SMA 自 2003年起至 2013年 6月，共發

表 503篇 SCI論文(含出版中)，其中天

文所同仁參與 213 篇，並為其中 101

篇的第一作者。 

二、天文所研究團隊持續使用 AMiBA透過

SZ效應取得遠方星系團暗物質分佈的

影像。自 2008年以來，藉 AMiBA計畫

已產生論文 25篇(其中 24篇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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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OS-2)。 

五、可見光與紅外線(OIR)天文學。 

六、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IARA)。 

七 、 格 陵 蘭 望 遠 鏡 計 畫 (GreenLand 

Telescope, GLT)。 

八、奈米級二次離子質譜儀(NanoSIMS)。 

九、宇宙學與天文物理學太空紅外線望遠

鏡(SPICA)。 

十、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培訓未來人

才(Collaborating with Universities 

in Taiwan)。 

 

另外 1篇已投稿)。 

三、ALMA 啟用典禮於 2013年 3月舉行。在

ALMA早期科學觀測中，308份獲得觀測

時間的計畫書有 24份由臺灣提出。天

文所已完成 ALMA-J的軟體研發計畫以

及高頻超導混頻偵測元件的合作研發。 

四、TAOS 持續累積觀測數據，並用來訓練

學生及測試新儀器。天文所已發表 SCI 

TAOS 論文 16 篇。TAOS-2 於 2013 年 5

月舉行了破土典禮。正在興建三座 1.3

米 TAOS-2望遠鏡。 

五、透過參與 CFHT與 Subaru 的儀器研發，

臺灣取得CFHT與Subaru望遠鏡的觀測

時間供臺灣天文學家使用。天文所參與

的 Subaru HSC 是天文界興建的最大型

光學廣角相機，已於 2013 年開始試運

轉。 

六、TIARA 上半年與北京清華大學合辦國際

研討會，提供學術交流機會。 

七、正對北美興建的 12米 ALMA原型機望遠

鏡進行改裝，使它可在極低溫環境下發

揮其高性能，再重新部署為格陵蘭望遠

鏡。 

八、已收到由法國巴黎的 Cameca公司特製

的 Nano50L型 SIMS機，並安置於本院

南港院區溫溼度控制均符合要求的實

驗室內，預計七月完成驗收。 

九、天文所受邀參與中紅外線相機及攝譜儀

(MCS)的研發。已開始 MCS 的偵測器及

濾鏡系統的設計與開發。 

十、持續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鼓勵本地

學生參與天文相關研究。 

 ◆應用科學研究 

一、生醫科學應用。 

二、綠色科技。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 

 

 

 

一、中心內人員發表技術報告3篇、期刊論

文92篇、研討會論文47篇、學術活動53

次。 

二、舉辦「International Workshop of 

Frontiers of Plasmonics 2013」、協

助亞東技術學院舉辦「2013國際電磁研

究發展研討會(PIERS 2013) 」、協助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舉辦「臺灣之夜」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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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協助國立清華大學舉辦「IEEE會

議」、協辦「第四屆台日奈米醫學會

議」。 

三、舉辦學術演講29場次及邀請外藉學人來

訪6人次。 

四、國內進修1人次、國內訓練17人次、國

外研習1人次、國際合作2人次、校際合

作、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14人次。 

五、與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生醫影像研究中心

簽署合作備忘錄。 

 ◆環境變遷研究 

102年度重要研究計畫實施項目包括: 

一、氣候變化研究。 

二、臺灣地區大氣氣膠物理化學特徵觀測

分析。 

三、臺灣高臭氧成因分析及控制方。 

四、臺灣集水區生地化研究。 

五、研究海洋生地化學。 

六、海洋酸化研究。 

七、研究行星大氣化學。 

八、研究温室氣體生地化學。 

九、臺灣區域氣候變化研究。 

十、研究臺灣極端天氣變化。 

十一、研究臺灣水、旱災之風險。 

 

一、發表 SCI 期刊論文 26 篇，研討會論文

25篇。 

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外參訪共 66 人

次。 

三、邀請國內學人短期來訪 3人次。 

四、國內及國外專家學者來訪進行學術交流

分別為 5人次及 31人次。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一、支援各項行政業務。 

二、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 

三、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四、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五、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六、其他跨領域研究。 

七、數位文化中心。 

 

一、持續配合各項行政支援工作。 

二、與「臺灣數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團隊

合作建置整合成果維運平台、協助本院

單位管理數位資產，並提供數位人文學

研究所需的技術支援或諮詢、「數位典

藏知識組織系統」(KOSDA) 系統維護與

持續開發並持續應用加值與推廣工作。 

三、在高能物理大強子對撞機計畫中，讓分

散全世界的五千位物理學家可以在很

短時間擷取到位於日內瓦的加速器所

產生大量資料，並得以利用所整合資源

進行高效能的科學分析計算；持續簡化

全球網格系統架構、提升效能與自動化

程度、並整合新的資通訊技術研發新的

分散式計算技術；與陽明大學、本院環

境變遷研究中心合作皆有成果，並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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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泰國、越南及馬來西亞等國，利

用 GVSS 系統，並合作禽流感與登革熱

等藥物模擬研究。 

四、在雲端運算安全（包含：雲端社群網路

的使用者互動安全研究以及針對惡意

網路流量、惡意程式，以及惡意文件三

個常見的雲端網路攻擊進行偵測與防

護的研究）、可攜式裝置資訊安全（包

含：可攜式裝置惡意程式對個人資料之

竊取分析以及非接觸式晶片卡安全研

究）的研究上皆有成果。 

五、資源驅動式動態電壓頻率調節技術的研

發，已技轉系統晶片廠商並申請臺灣專

利；儲存系統的研究，可延長記憶體使

用壽命2倍以上；引進訊號強度資訊至

適地性應用服務，以期減少裝置的傳輸

耗能；提出一嶄新之機率化模型，並應

用於音樂與影片的情緒內涵的自動分

析與匹配，可用於居家或是Youtube等

多媒體社群網站使用；發展了一套霍夫

轉換(Hough Transforms)與逆霍夫轉

換(Inverted Hough Transforms)疊代

機制。相較於傳統解特徵值方法，它可

大幅提升比對速度，並在相同的精準度

下，大幅提升檢出率，或在相同的檢出

率下，明顯提高精準度。 

六、1.自由軟體：舉辦並代表政府參與重要

的國際交流活動、成立中文資訊處

理、嵌入式軟體、資訊安全防衛，以

及企業運算等不同應用主題的特用

鑄造場。持續強化營運，讓自由軟體

鑄造場成為一個匯聚特定主題專

案、開發者以及所需相關資源的入口

網站。 

2.創用cc：積極至各級學校以及研考

會、公共電視、新聞局等公部門進行

推廣講習，並透過提供講師的方式，

與民間團體合作動態性的活動。 

七、1.與「臺灣數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團

隊合作建置整合成果維運平台。 

2.協助本院單位管理數位資產，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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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人文學研究所需的技術支援或

諮詢。 

3.「數位典藏知識組織系統」(KOSDA) 

系統維護與持續開發。 

4.「數位典藏雲端系統管理及內容分類

檢索技術研究」計畫。 

5.應用加值與推廣工作- 

(1)桃園機場第二航廈義美銘品館特

展。 

(2)數位成果校園推廣。 

(3)編纂出版《皇輿搜覽》及資料庫

建置。 

(4)陳澄波數位人文系統（網站）建

置。 

(5)數位文化展示中心舉辦「愛上數

位課」特展。 

 【生命科學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102年度生命科學研究著重於跨領域多學

科同時並進之策略，故植微所之研究將以

三個主題為核心： 

一、植物及微生物之生長與發育之研究； 

二、植物、微生物對環境之交互作用； 

三、植物及微生物資源探勘之研究。 

這三個主題不但要解決植物的挑戰性和獨

特的問題，而且允許基礎研究和具潛力之

生物科技兩者間的適當平衡。我們未來研

究的重心聚焦於『發現、利用和保留特殊

的植物資源』。 

 

 

 

 

一、植物及微生物生長與發育之研究：從植

物老化之分子機制；植物荷爾蒙合成及

功能之分子機制；水稻功能基因體研

究；植物細胞之分化及訊息傳導；葉綠

體的合成機制；粒線體的合成機制；酵

母菌基因表達及細胞膜功能研究等目

標努力。預期研究所得結果對植物生長

與發育過程中這些重要機制將能提供

一些學理上之創見與突破。 

二、植物、微生物對環境之交互作用：植微

所有一群微生物學家，將持續專注於探

討植物對病毒之反應；植物對病原菌之

反應；真菌與植物降解之關係；植物對

缺水、乾旱及鹽份之反應；植物對光反

應之粉子機制。從這些研究中，新穎的

抗逆境基因之發現將可用來改良作物

之生長性狀。 

三、植物及微生物資原探勘之研究：依植微

所延攬的研究人員專長與興趣進行臺

灣特有植物及相關微生物之特性分

析、演化特質以為繁殖、保育與利用之

基礎。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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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1.顆粒蛋白前體促進魚類骨骼肌發育

與生長之調控機制。 

2.虹彩病毒、神經壞死病毒和魚類免

疫學之研究。 

3.KLF4a 在斑馬魚表皮離子細胞分化

的功能性研究。 

4.文昌魚神經細胞發育機制研究。 

5.訊息傳遞路徑在海膽發育過程的研

究。 

二、細胞與個體功能性分析；   

1.稻田魚斑馬魚離子細胞的功能分

析。 

2.幹細胞與腫瘤幹細胞之專一性標記

及其生物功能的研究。 

3.無脊椎動物攻擊行為之相關研究。 

4.老化影響果蠅卵巢生殖幹細胞功能

的分子機制轉錄因子 Lhx2 在大腦

發育中的功能。 

5.轉錄因子 Lhx2 在大腦發育中的功

能。 

三、細胞作用以及功能障礙的分子基礎： 

1.以解旋酶研討基因穩定及細胞老

化。 

2.標的微脂體於癌症治療之研究。 

3.從中草藥篩選 gamma-secretase之

高專一性抑制劑以開發治療老年癡

呆症的新藥。 

4.探討熱休克轉錄因子如何被無機砷

活化及其生理意義。 

5.分析組蛋白修飾作用調節 RNA剪接

的機制。 

四、細胞結構分析： 

1.以活體細胞顯影技術研究拓樸異構

酶之功用。 

2.果蠅卵巢生殖幹細胞的 niche建構

的分子機制。 

3.VL2a食/色神經網路的建構及功能。 

4.區域中介神經元差異性對果蠅嗅覺

神經迴路和行為的影響。 

5.大腦發育過程中細胞分裂與移動之

一、顆粒蛋白前體 A（GrnA）可促進斑馬魚

肝臟母細胞增生，藉由斑馬魚活體試

驗，進行抑制或肌肉專一過度表現

GrnA基因，分別觀察與分析。 

二、利用微陣列分析和即時聚合酶鏈反應法

研究虹彩病毒與神經壞死病毒感染石

斑魚寄主，病毒與寄主之間的交互作

用。 

三、利用基因弱化及過度表現的方法來研究

KLF4a在表皮離子細胞分化的那個時

期擔任重要的功能。 

四、擬利用包括 Hu/elav, Coe, Delta等標

定基因的表現來追蹤文昌魚表皮神經

細胞的發育過程，以了解這些表皮神經

細胞早期分化之基因調控。 

五、將針對胚胎體軸與背腹軸與左右軸有關

的訊息路徑做深入的研究。 

六、以相關分子生物學、細胞學及生理學等

方法，探討環境因子對運輸蛋白基因表

現及離子細胞分化及功能之影響。 

七、將研發一種新的醣蛋白質體方法，可找

到一些新的細胞表面標記。這些被標定

的醣蛋白可以使用串聯質譜儀鑑定水

解液中蛋白質種類。 

八、以灰色蟑螂 Nauphoeta cinerea 為研

究材料，探討青春激素於雄性血液中的

含量是否為引起攻擊行為之原因，是否

為決勝負之決定因子，此外青春激素在

雄性血液中的相對含量及位階高低是

否影響雌性擇偶亦為研究重點。 

九、年齡影響幹細胞的數目及功能，老的卵

巢生殖幹細胞的細胞分裂週期是在哪

一個時期被延遲。並將利用微陣列

(microarray)的技術對於年輕及老化

的卵巢生殖幹細胞的基因表現進行分

析。 

十、利用基因剔除和基因轉殖小鼠研究轉錄

因子 Lhx2 在大腦發育中的功能,嗅腦

(Olfactory cortex) 取代了大腦

(neocortex)的一部分，以瞭解前腦神

經原細胞(neural progenitor )分化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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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嗅腦與大腦的分子機制。 

十一、解旋酶能解開基因結構，促使其表現

及複製，將用人體細胞來探討在去除此

類解旋酶後對細胞功能之影響，並將純

化此一蛋白質，與其他相關蛋白質之間

互動關係。 

十二、運用噬菌體顯現法(Phage display)

來尋找可專一性與癌細胞結合的標的

胜肽及人類單鏈抗體。運用標的胜肽及

人類單鏈抗體與帶藥的微脂體結合形

成的標的微脂體，發現具有極佳的癌症

治療效果。 

十三、從中草藥萃取物中篩檢到具有調節

γ-secretase活性的專一性更高的新

式化合物。從而引導我們發展出更有效

治療或預防 AD的方案。 

十四、三氧化二砷被證明可以有效的治癒急

性前骨髓性白血病，其應用於其他腫瘤

治療的臨床試驗目前也正進行中。 

十五、探討組織蛋白 H2B泛素修飾標定基因

中 exon 與 intron 如何參酵母菌細胞

RNA剪接的控制及組織蛋白 H2B泛素修

飾是否會連結 mRNA 編輯機制調節小鼠

幹細胞分化過程中 RNA的選擇性剪接。 

十六、將運用人體細胞及果蠅胚胎來進行活

體顯影之研究。將特殊基因工程之蛋白

酵素表現於細胞之內，藉螢光特性來追

蹤蛋白酵素在細胞之位置及其重要功

能。 

十七、將繼續利用影像分析的技術找尋

niche開始被建構的時間點。同時我們

也將逐步分析這 40 個基因在 niche 建

構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十八、描繪在果蠅大腦內 VL2a 神經網路的

各類神經元及建構各種可控制這些神

經元的工具(GAL4, splite-GAL4, LexA 

and splite-LexA drivers)。 

十九、擬以果蠅大腦為研究模式、利用我們

剛建立的標定單一特定區域中介神經

元的獨特技術、來探討區域中介神經元

差異性的起源及其對果蠅嗅覺神經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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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和行為的影響。 

二十、利用 in utero electroporation 的

方 法 , 以 螢 光 蛋 白  (fluorescent 

proteins, e.g. GFP, RFP) 標記少數

大腦神經原細胞, 並使用 time-lapse 

imaging 的方法來記錄這些細胞於發

育過程中分裂,分化,與移動的情形. 

以瞭解 Lhx2 在大腦神經原細胞中調

節對稱分裂 (symmetric division) 與

非對稱分裂 (asymmetric division) 

之機制。 

 ◆生物化學研究 

本年度生化所之研究重點核心研究計畫為

下列三項： 

一、蛋白質轉譯後修飾及訊息網路研究以

發現藥物靶標：將使用新穎的質譜分

析與定量之技術平台，針對生物標本

中各種蛋白質轉譯後修飾作系統性分

析，此外亦可對特定蛋白質之轉譯後

修飾作專一性分析。而質譜分析所得

之數據資料，則需藉由果蠅、斑馬魚、

小鼠等生物模型測試其生理病理功

能，包括癌細胞生長、轉移、癌組織

微環境之研究、細胞自噬及蛋白質不

正常堆疊於神經退化研究及心肌缺血

之心血管疾病模式研究。 

二、以蛋白質結構為基礎之藥物設計與研

發：將使用己建立的高效率蛋白質結

晶及 X-光結構解析技術及核磁共振光

譜，從事葯物靶標蛋白質的結構解析

工作，主要研究對象包括：致病微生

物標的蛋白、重要疾病之葯物標的蛋

白、及膜蛋白與蛋白複合體之結構解

析。 

三、醣科學－從系統生物學至醫藥應用：

研究重點包括(1)醣質體質譜分析新

技術研發(2)醣基化酵素 Glycosidase

之小分子抑制物之開發及改良。(3)幽

門螺旋菌引發宿主蛋白醣修飾之生物

功能。(4)細胞表面醣抗原在癌症轉移

之功能與機制。(5)細胞膜醣蛋白做為

 

一、發現 miR-103/107促進大腸癌腫瘤轉移

之機制：癌症轉移是造成大腸癌病人不

良癒後的主要原因。微小核醣核酸 103

與 107抑制 DAPK與 KLF4抑癌基因，而

微小核醣核酸 103與 107大量表現和大

腸癌細胞株的轉移能力以及臨床病人

的不良癒後有高度相關性。此發現不僅

深入了解大腸癌癌症轉移的作用機

制，更提供了臨床醫藥應用價值。 

二、以 ß-葡萄糖苷酶多種突變蛋白之高解

析度結構闡述該酵素催化與合成複合

糖之機制：根據 NkBgl野生株及 E193D

突變株蛋白的結構，發現纖維雙醣或水

楊苷的醣苷鍵被水解後，其釋出的葡萄

糖會藉由 NkBgl E193D突變株蛋白的轉

醣反應與 HEPES/EPPS/opipramol間形

成新的鍵結，進而合成出新的葡萄糖苷

產物。此發現突顯出可進一步改良 ß-

葡萄糖苷酶作為創新的酵素法用於各

種寡醣化合物之合成。 

三、發展以化學暨酵素方法將活體細胞內蛋

白質的穀胱甘肽化修飾化作標示及鑑

定之技術:將穀胱甘肽精胺質合成酶以

及生物素－精胺質引進人體細胞中，可

以特定地將細胞內的穀胱甘肽作標

示，使得帶有特殊後修飾作用的蛋白質

容易作快速純化，並可以免疫點墨法作

偵測，此外可作蛋白質體分析，進一步

鑑定出穀胱甘肽化修飾的序列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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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生物標記之可能性。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一、繼續研究人員的延續性重點計畫。 

生醫所 57位研究人員分為 7個研究組

群，從事疾病相關的研究工作，並與

國內醫學院或醫學中心或其他研究機

構合作，發展群體研究計畫。 

二、繼續多中心合作型基因醫藥研究計畫。 

此計畫已進行多年，有很卓越的結

果。未來 2 年中，將繼續搜尋多種單

一基因遺傳疾病及家族型疾病的致病

基因，以及多基因遺傳變異疾病的易

感性基因，並進行藥物基因體及轉譯

醫學的研究。 

三、繼續與大學合辦學程。 

生醫所多年來與陽明大學、台大醫學

院，及國防醫學院合辦學程，其使生

醫所研究人員有機會指導博碩士班學

生進行生醫方面的研究，培養未來的

研究人才。 

四、人才延攬的配合。 

生醫所全力在基因醫藥及醣質醫學兩

大研究方向努力，以達到改善人類疾

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的目標。延攬

新血，投入更具挑戰性的研究。 

五、新興計畫。 

由生醫所與院內專家合作共同參與醣

質與發炎之相關研究， 希望在生物醫

學上能建立國際聲望。 

六、提升生醫所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我們將繼續以發表重要論文，參與國

際間的研究合作聯盟，邀請外國人士

來訪，及參加國際會議來提升生醫所

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生醫所 57位研究人員在本年度都有很

傑出表現，論文與評論大部分出版在國際著

名期刊。 

    在基因體研究方面，我們找出引起疾病

及易感性的基因，藉由老鼠模型來瞭解致病

機制，並發展治療方法及個人化醫療。在細

胞生物與訊息傳遞方面，找出不同的訊息傳

遞路線，引發細胞不同的生理及病理現象。

在癌症生物標(Biomarkers)、癌症治療標的

(Targets)之鑑定，以及癌症治療的藥物發

展項目上做出具體的貢獻。在心臟血管方面

的研究，揭示疾病發生之病理機制，改善心

臟血管疾病的預防、診斷與治療的效果。在

感染疾病部分的成果，將幫助我們未來對肝

炎、登革熱、腸病毒及其他傳染疾病的預防

及治療。在腦神經疾病，包括漢丁頓舞蹈

症、阿茲海默症及中風方面的研究，使我們

對致病機轉有更深一層的瞭解，進而達到診

斷及預防的目的。我們利用磁核共振、磁振

造影及電腦計算所決定出來的生物活體及

蛋白質的構造，幫助我們在藥物的設計。此

外，「醣質醫學」研究的主題，已帶動新一

波的研究潮流，把基礎研究應用於臨床上，

以改善對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的效果，

造福國人。 

    除了在學術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多位博

碩士班學生在生醫所 PI 指導下拿到學位，

這些博 碩士們將對未來臺灣的生技、科學

教育和生醫方面的研究有很大的貢獻。 

 ◆分子生物研究 

一、非遺傳變異性研究。 

二、大腦神經可塑性研究。 

三、蛋白質結構研究。 

四、免疫與發炎研究。 

五、神經退化疾病研究。 

六、賀爾蒙對器官分化的調控。 

 

一、細胞與細胞之間的非遺傳變異經常波動

的環境中在面對無性系種群的生存起

著重要的作用。我們的研究結果表明，

熱休克蛋白 90 提供了一個進化上保守

的機制，連接環境應力誘導形態多樣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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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這項研究確定 miRNA 抑制蛋白轉譯、

樹突狀蛋白增加，以及突觸傳遞的下降

導致的 AMPA受體的內化。 總體來看， 

miRNA調控代謝型谷氨酸受體活性。 

三、1.葉綠體蛋白 Tic110 結構解決。 

Tic110有兩個功能，導致兩種相互

排斥的結構。本研究提出了其Ｃ端

的結構特質，解決此一爭議。 

2.TDP-43 疾病蛋白在不同的神經退行

性疾病的聚集形式。本研究發現截

斷 TDP-43 蛋白 C-末端的 RNA 識別

基序中起著關鍵作用，形成蛋白質

聚集。 

四、在本研究中，作者發現了一個意想不到

的作用細胞質 PML NLRP3 活性的激發。

此研究可以用來治療 NLRP3 炎性相關

性疾病。 

五、近端脊髓性肌萎縮症（SMA）因缺乏運

動神經元生存蛋白（SMN），造成神經退

行性疾病，在本研究連結 SMN顆粒與高

爾基網絡，揭示了高爾基體介導的 SMN

顆粒運輸。 

六、在類固醇細胞中心體中，SF-1（NR5A1）

複合物防止 DNA-PK 激活，避免中心粒

過度重複。 

 ◆生物農業科學研究 

一、植物環境逆境：以水稻及阿拉伯芥為

材料，以系統生物學方法來探討植物

對對數種環境逆境的反應與基因調

控，包括高溫，乾旱，鹽份，淹水、

病害、養分元素缺乏及重金屬污染。

建構蝴蝶蘭基因體資料庫，並探討蘭

花光合作用、養份吸收及生長發育調

控之分子機制。 

二、草藥科技：以系統化與標準化的植物

天然物之化學分析技術，研究具抗發

炎活性之藥用植物。以生物活性引導

草藥純化的分析策略，並整合所建立

的臨床前癌症模式，利用細胞與分子

生物學方法對腫瘤在小鼠身上的生長

與轉移進行活體影像造影追蹤，模擬

 

    本中心之四大具主題(thematic)研究

組計畫、包括植物環境逆境研究、草藥科技

研究、分子疫苗研發與酵素科技研究組，皆

有重要之成果。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在期刊/專書論文

目前已發表計有 10篇；舉辦一大型國

際研討會；並發表 6篇研討會論文。 

二、草藥科技研究：目前累計已有 12篇期

刊/專書研究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為 4篇，並執行多項產學合作計畫。 

三、分子疫苗科技研究：目前期刊/專書論

文發表了 6篇論文，獲得兩項專利(美

國及中國大陸)，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

5篇。 

四、酵素科技研究：在期刊/專書論文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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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小鼠體內對應臨床癌症病患接受手

術治療或化療後的癌症復發和轉移，

研究證明抗發炎草藥及其有效成分對

抗或預防癌轉移、降低術後復發、提

高癌症化療的藥效、降低毒副作用或

延長動物存活壽命的功效。 

三、分子疫苗科技：用口蹄疫病毒的重組

類病毒顆粒開發口蹄疫疫苗; H1N1新

流感之類病毒顆粒（VLPs）疫苗研究

與改進; 新的類鐸受體-2增效劑的分

子機制探討及疫苗佐劑研發。 

四、酵素科技：纖維素水解相關酵素之遺

傳及功能性基因體學研究；從生質物

質到可再生生物原料關鍵技術之開

發；利用蛋白質工程策略提升木質素

分解酵素的活性與功能以增進其在工

業之應用性。 

已發表計有 7篇，並獲得 1項專利(美

國)。 

 ◆生命科學圖書館 

進行生命科學圖書館相關資訊之徵集與整

理。 

 

一、第5年度加入臺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購

作業，使得本館電子書大量成長約1萬

冊。 

二、推廣本館館藏及生命科學相關網路資源

之利用，以支援生物組六所暨中心之學

術研究。 

三、生物組研究成果新增研究人員最新被引

用次數資訊，已提高論文能見度。 

 ◆臨海研究站 

一、利用魚類抗菌胜肽援救得到敗血症之

斑馬魚 石斑魚、老鼠與其援救之機制

探討。 

二、利用魚類抗菌胜肽抑制腫瘤細胞生長

之機制探討。 

三、魚類先天性免疫辨識病原訊息傳導與

病毒感染相關性之研究。 

四、魚類疫苗佐劑機制之研究。 

五、以松毬魚為模式動物研究其視覺光譜

與發光  器中發光菌釋放光譜的共演

化機制。 

六、早期脊椎動物軟骨相關基因的演化發

育研究。 

七、金魚分子發育遺傳學。 

 

一、瞭解魚類抗菌胜肽 epinecidin-1與宿

主先天性免疫中之交互作用與機制探

討。 

二、抗菌胜肽 pardaxin抑制腫瘤之藥物開

發與技轉。 

三、石斑魚神經壞死性病毒感染誘導

TLR3,TLR9及 Mda8的反應。 

四、發展一種能增進石斑魚類病毒疫苗抗體

力價的 TLR9佐劑。 

五、本實驗已成功的分離出兩株發光菌；並

經基因定序確認為過去未發現的新品

系。其螢光光譜與松毬魚的視覺光譜相

吻合，證明二者間有共演化關係。 

六、盲鰻軟骨生成基因之表現模式的觀察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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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 

七、鑑定一種金魚型態變化之主要基因。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一、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二、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三、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四、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五、生態與氣候變遷對動物社會衝突演化

的影響。 

六、配合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推動

「數位典藏永續經營」，進行臺灣魚

類、貝類等資料庫及生物多樣性資訊

平台等各項作業及研究。 

 

一、1.完成美麗軸孔珊瑚之線粒體基因體完

全定序，提供研究珊瑚種化機制探討

的工具。 

2.完成與珊瑚共棲微生物的多樣性研

究，提供珊瑚共生體生態研究之重要

參考探討。 

3.臺灣重要植物及魚類之地理親緣及

族群結構。 

4.已選殖出入侵紅火蟻性別決定基

因，並利用微注射進行功能性測試。 

二、1.發表特產於喀斯特石灰岩地區之秋海

棠新種。 

2.發表臺灣新紀錄及新種之動植物，完

成若干科或屬之分類整理，重建符合

演化之分類系統。 

3.修訂臺灣物種名錄，提供本土種、外

來種、瀕危種之鑑識特徵及種數資

料，並充實資料庫。 

三、1.揭櫫在全球氣候變遷下，珊瑚礁生態

系對海水升溫與酸化的衝擊。 

2.闡明各離島及南海海洋生物多樣性

之維繫機制，建立長期研究計畫之推

動模式，建議劃設及管理保護區之方

法。 

四、1.發表旗艦物種之生態、生活史、棲地

需求之研究報告，並研議其資源經營

管理策略與方案。 

2.實際協助推動生物多樣性復育、外來

入侵種之防治、海洋保護區之劃設、

及攸關永續利用之社區營造。 

五、1.發表生態環境對合作生殖鳥類社會衝

突的影響。 

2.提出同舟共濟的演化學基礎。 

六、1.持續進行數位典藏資料建置：包含經  

濟性魚類名錄等整理比對、數位植物

誌之資料收集及臺灣貝類相關古文

獻等數位化作業。 

2.臺灣生物多樣性資訊平台（TaiB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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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累積豐富之全國性生物多樣性分

布資料，共 32 個資料集，163 萬筆。 

 ◆基因體研究計畫 

一、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心:合成化學與新藥

開發、快速生物活性檢測發展及組合

化學、生物分子構造與小分子設計功

能研究、微生物化學與生物、奈米技

術、醣化學與生物、新影像技術、基

因體學與蛋白質體學、標的物的尋找

及證實、生物分子結構與機制研究、

免疫與癌細胞分子細胞學、微生物基

因體學。 

二、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心:致病基因及蛋白

的研究、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細

胞醫學、臨床前基礎研究、疾病模型、

藥理研究、基礎/臨床研究轉移。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中心:計算與

演化基因體學、酵母遺傳學、計算生

物學、蛋白的互動網路的研究、分子

模擬與設計新的生物分子檢驗及分析

方法、生物分子質譜儀的發展、微陣

與奈米技術的開發及其在基因體與蛋

白體之研究、生物光子學在單細胞之

研究、生物與生機材料的設計與結構

製造、功能性的超分子結構發展。 

 

一、截至 102年 6 月已延聘研究人員、研究

技術人員 38名，增加研究團隊之研究

人力。 

二、邀請 3位國外專家學者至基因中心演講

交流。 

三、邀請 12位國外專家學者至中心訪問，

從事研究並與基因中心研究人員進行

學術交流。 

四、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123人在基因中心

進行研究。 

五、派員參加出席國際性會議 71人。 

六、於知名科學期刊發表論文80篇。 

七、陸續進行本中心重要儀器設備購置，（例

如多功能冷光螢光影像分析系統乙

套、高解析度多功能影像分析系統、快

速型同步定量偵測系統、系統化多樣性

分析儀附樣本選擇模組、流式細胞分析

儀、正立式電動化螢光顯微鏡等貴重儀

器）以供中心專題研究，核心設施正常

運作。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一、加速組織培養效率，積極增加蘭花生

技研發能量，並結合產業力量，推動

整合性研究。 

二、利用模式植物於體細胞胚胎發生及生

長調節之探討。 

三、利用綠藻探討細胞週期及硫生元素代

謝之探討。 

四、學術活動。 

五、水稻開花時間調控之研究。 

六、蝴蝶蘭開花機制及過程發展之研究。 

七、基因影響水稻構造之研究。 

八、探討葉綠體的生成機制，做為”斑葉”

蝴蝶蘭等園藝作物的分子育種基礎。 

九、核苷酸交換因子 CGEs的功能性研究。 

十、蝴蝶蘭 In-situ hybridzation (ISH)

 

一、已分離及鑑定核心細胞週期調控子並完

成其表現圖譜、蛋白質定位及部分功能

性的分析。目前正在投稿論文。 

二、篩選出有助於體細胞胚胎發生的調控基

因並作功能性分析。 

三、我們證實 SMT15影響硫馴化反應並調控

細胞內穀胱甘肽進而調控細胞週期。目

前正在整理資料撰寫論文。 

四、已邀請國內外學者至本中心演講，已舉

辦四場演講。一場邀請到國外學者。 

五、進行水稻及阿拉伯芥開花調控基因與蛋

白的分離與功能性鑑定。 

六、進行蝴蝶蘭 PaFT1基因及其交互作用蛋

白的分離與功能性研究。 

七、分離鑑定影響水稻構造的相關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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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平台的建立。 

十一、GMO基因漂流之探討。 

十二、藍光促進蝴蝶蘭抽雙梗之技術和其

調控機制探討。 

十三、控制水稻花粉發育之基因功能性研

究。 

 

八、已利用阿拉伯芥斑葉突變株 var2 與

cphsc70-1 建立兩者的遺傳關係作用

圖譜，未來將進一步建立其分子網絡。 

九、已篩選出 CGE1及 CGE2的基因缺陷突變

株，並分析其生物功能。 

十、逐步建立蝴蝶蘭各組織部位的 ISH技術

平台，提供核心實驗服務。 

十一、逐步建立蝴蝶蘭各組織部位的 ISH

技術平台，提供核心實驗服務。 

十二、我們已成功找到促進蝴蝶蘭抽雙梗之

技術和處理條件。將申請技術保護。 

十三、實驗證明 bHLH 轉錄因子是參與水稻

花粉發育的重要基因，該基因缺失會造

成雄不稔。目前正準備發表論文中。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史學及考文研究 

一、進行傳統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究；

臺灣及週邊地區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商周考古資料整理出版及科學分析研

究；醫療文化研究；生活禮俗；宗教

與圖像；甲骨文、金文及簡牘研究；

古文字與古代史研究。 

二、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計

畫，包括：史語所藏敦煌遺書整理出

版計畫；中國傳統法律文化；中國美

術史中的變革—以魏晉與唐宋變革為

中心；從考古學看臺灣的域外交流；

史語所藏殷墟出土遺物科學分析計

畫；醫學與身體觀的歷史—新議題、

新媒體與比較醫學；古文字與古代史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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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出版「史料叢刊」系列、「內閣大庫

檔案選編」系列。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漢籍電

子文獻建置，珍貴書籍、考古標本、

金石拓片、明清檔案及其他重要檔案

整理。 

五、執行「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

畫」。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研習營：2 場（次）。 

二、計約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93 篇、專書

4 種、會議論文 24 篇、考古調查研究

報告 3篇。 

1.歷史學門：進行傳統中國史之研究，

包括軍事、政治、法律、社會、經濟、

文化思想等，以及歐洲近代思想文化

史、科學史。 

2.考古學門：進行臺灣地區考古遺址調

查及考古標本建檔、商周考古資料整

理、中古佛教美術考古。 

3.人類學門：進行醫療文化、生活禮

俗、宗教與圖像、古代文明研究。 

4.文字學門：進行古文字與古代史研

究；甲骨、金文及簡牘基本資料解讀

及考釋；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比較研

究；商周青銅器器形資料數位化工

作。 

三、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分、古今論衡 1

期、法制史研究 1 期、Asia Major 1

期。不定期刊物：專書 1種。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1.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上線書籍有

《籌辦夷務始末補遺》等 8種，約

260萬字；輸入完成《皇明詔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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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三期防震設施改

善方案。 

 

6種，約 88萬字；校對《盛京典制

備考》共 91種，約 2千 4百萬字。 

2.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308件又 8,387

頁，著錄鈐印 472件，著錄摘要 6,528

筆；人名權威資料查詢使用 18,782

人次，內閣大庫檔案資料庫查詢使用

19,260人次。 

3.臺灣考古標本：完成標本建檔 50箱

又 461筆、檢核 5,022 筆，標本提借、

調閱，共約 75箱又 766件。 

4.善本古籍及拓片等掃描及拍攝共393

種 38,297頁；圖書刊物編目 4,755

種 6,458冊；杜希德檔案整理 6,756

件。 

五、「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完成

考古文物及田野記錄 1,029 件、館藏

善本古籍 5,000頁、唐代紀年佛教拓片

265張數位化工作。 

六、完成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三期防震設施

改善方案。 

 ◆民族學研究 

一、每人皆分別有其個人性研究計畫共 28

個。 

二、集體性研究主要有研究群在運作推動

研究計畫： 

1.身體經驗研究群。 

    2.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3.音聲發微。 

    4.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群。 

    5.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 

    6.宗教研究群。 

三、籌辦研討會： 

    1.Lagal Ground:Land and Law in 

Contemporary。 

2.The Agency of Things。 

3.中國西南的公民社會發展。 

4.第十屆人類學營。 

四、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研究報告會及

研究群演講活動。 

五、數位典藏計畫。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約 38篇。 

二、人員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9 人次，

提報論文 9篇。 

三、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7人。 

四、協助國內研究生 3位從事研究工作。 

五、協助 3位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從事研

究工作。 

六、博士後研究者 5人在所內進行研究。 

七、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9 次，研究報告

會 10次，此外各研究群亦分別舉辦演

講活動。 

八、續建 1個影音及靜照資料庫。 

九、增加512筆《原住民族祭儀歌舞》靜態

影像，包含阿美、魯凱、賽夏、排灣四

個項目。 

十、增加 614 筆《原住民族祭儀歌舞》靜態

影像，包含排灣、鄒族、其他三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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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近史所自 102年 1至 6月已進行下列計畫：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政

治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除個人研

究計畫外，另有 3個研究群分別為：

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發展比較研究群、

蔣介石研究群及東亞研究群。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社

會經濟史為主要研究領域，除個人研

究計畫外，另有 2個研究群分別為：

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及城市史研究

群。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以近代中國思

想、學術、文化、科技史為研究領域，

除個人研究計畫外，另有 2個研究群

分別為：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知識傳

播研究群及胡適研究群。 

四、1.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史料搜集

整編出版計畫：期刊、 專書，與史

料之出版。 

    2.學術交流計畫：學人交換訪問、同

仁出席國內外學術會議。 

五、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持續

增購圖書資料，建立圖書資料交換與

贈送，並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六、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積極

徵集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資料型態

從傳統紙質文件擴及影音多媒體，進

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七、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保存、陳

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得之胡

適遺著、遺墨、藏書、生活照片及其

他遺物等。 

八、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配合同仁研究專

題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重要建設

等，繼續就關鍵人物進行專題訪問。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5篇。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9篇、

專書 1種及專書論文 1種。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9篇及

專書 2種。 

四、出版集刊 2期、專刊 1種、專書論文集

1種及婦女史研究 1期；邀請國外學者

來訪及同仁赴國外訪問暨出席會議。 

五、依計畫完成圖書編目、上架、防潮、防

霉及修補工作並進行圖書資料交換與

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六、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復、編

目、檔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七、依計畫完成館藏文物、檔案之編目、製

夾、篩選及檔案複本製作。 

八、依計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整理記

錄。 

 ◆經濟研究 

配合預算依照預定進度進行各項學術研

究。 

一、年度研究重點： 

1.延攬研究人力。 

 

一、本年度進行之研究計畫包括：(1)經濟

「成長」或「去成長」，(2)快樂、環境

與經濟的關係，(3)能源危機、經濟危

機與氣候變遷之長期風險評估，(4)房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3年度 

 109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2.推動公共政策及跨學門研究。 

3.提升研究環境。 

4.重點研究計畫案包括：資源與永續

發展、房價波動、國際資金流動、

景氣循環、及勞動與健康經濟等。 

二、延續性研究計畫： 

1.總體經濟與計量方法。 

2.產業、貿易與個體理論。 

3.人口、公共經濟。 

4.經濟預測與公共政策等。 

三、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邀請國際傑出經

濟學者來訪及短期客座研究、出席國

際會議、研究人員出國短期研究訪

問、及每週舉辦學術討論會等。 

四、出版「經濟論文」及「臺灣經濟預測

與政策」期刊等。 

 

價波動與景氣循環：一般隨機動態均衡

模型，(5)房屋市場、抵押限制與景氣

循環：開放與封閉經濟的比較，(6)勞

動外部性可否造成信念驅動的房價波

動，(7)小型閞放體系的自我兌現與房

價波動，(8)小型開放體系的房價、浮

動利率抵押貸款與貨幣政策，(9)貨幣

政策與資產泡沬化，(10)物價、房價與

泰勒法則，(11)房價、景氣循環與穩定

的租稅政策，(12)健康對勞動供給的影

響：高血壓與糖尿病人的實證研究， 

(13) 幼兒與老人照護對勞動供給行為

的影響，(14)臺灣醫師勞動供給的研

究，(15)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16)

經濟計量方法，(17)國際貿易與產業經

濟，(18)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19)家庭與人口動態之經濟分析，(20)

公共經濟：理論、實證和政策，(21)

經濟預測，(22)公共政策研究等；並已

發表 32篇研究成果。 

二、出席國際會議及出國訪問研究29人

次；所內每週舉辦小型研討會共28場

次；邀請國外學者來訪18人次。 

三、出版：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43 卷第

2 期（2013 年 3 月)、經濟論文第 44

卷第 1-2期（2013年 3月及 6月)。 

 

 ◆歐美研究 

一、依中長程學術發展，列有5個重點研究

計畫： 

1.文化研究。 

2.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 

3.歐美公共政策與性別平權研究。 

4.歐洲聯盟研究。 

5.新實用主義研究。 

二、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及學術演

講。 

三、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四、遴選研究人員至歐美學術機構作短期

研究，邀請歐美學人來所進行合作研究

並交換心得，鼓勵研究人員出席國際會

 

一、發表論文共22篇、專著6冊、出版定期

刊物1種2期。 

二、舉辦學術討論會(演講)與座談會17次；

舉辦國內學術研討會1次。 

三、派員出國短期研究共2人次；出席國際

會議共12人次。 

四、補助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2人次、博士

後研究3人次。 

五、增加西文書1,422冊、中文書239冊、光

碟43片（文字型）、光碟7片(聲音型)、

DVD 67件、中西文資料庫續訂16種、西

文期刊續訂660種、中文期刊續訂28

種，西文報紙續訂2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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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並提出研究論文。 

五、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以

加強學術交流；補助博士後研究於所內

進行研究，並補助博士候選人於所內完

成博士論文，以培育人才。 

六、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料、微捲

及光碟資料，供研究參考，並充實館

藏。 

七、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備，提升研

究效能。 

六、採購與更新軟體6種188套、個人電腦28

台、筆記型電腦8台、掃描機1台。 

 

 

 

◆中國文哲研究 

一、重點計畫研究： 

1.明清文學經典中的知識建構與文化

思維─文本‧理論‧文化交流。 

2.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 

3.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華

文文學文化。 

二、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明清文學經典中的知識建構與文

化思維─文本‧理論‧文化交流」。 

2.「苦、劫、惡、魔：中國宗教與文

學中的試煉書寫」。 

3.「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

華文文學文化」。 

4.「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交流中的跨

文化現象」。 

5.「臺灣經學研究─明鄭時期─日治

時期」。 

三、新興研究計畫： 

1.華語電影研究。 

2.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 

    3.「前瞻計畫」補助(漢詩與外交：十

四至十九世紀 的東亞使節文化書

寫)。 

 

學術活動： 

一、來訪學者共15人（特約訪問學人2人、

訪問學人10人、訪問學員3人）。 

二、舉辦演講共19場（專題演講3場，學術

討論會5場，座談會11場）。 

三、舉辦學術會議計有 7場： 

    1.「試煉與苦難：中國宗教與文學的 對

話」國際學術研討會-合辦，發表論

文 15篇。 

    2.「莊子與氣的哲學」工作坊，發表論

文 13篇。 

    3.現代中國的左翼國際主義研討會發 

      表論文 38篇。 

    4.博士論文工作坊，發表論文 17篇。 

    5.東亞歷史文化的感性動力以及共感

地帶的形成與分化研討會-合辦，發

表論文 6篇。 

      6.博士後暨博士候選人研究成果發表

會，發表論文 10篇。 

    7.「近代東西思想交流中的傳播者」學

術研討會，發表論文8篇。 

學術出版品： 

一、《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個案 

探討篇》  鍾振宇、廖欽彬 主編。 

二、《袁鈞集》  陳惠美 點校、蔣秋華 校

訂。 

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41期》 文哲所集

刊編委會(周大興主編)。 

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8期》 文哲所通

訊編委會(蔣秋華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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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 

一、《詮釋與工夫：宋明理學的超越蘄嚮與

內在辯證》(增訂版)   林月惠  著。 

二、《當代儒學之自我轉化》(修訂版)  李

明輝 著。 

三、《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72期》 文哲所

通訊編委會。 

四、《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87期》 文哲所通

訊編委會。 

 ◆臺灣史研究 

臺灣史研究所的工作包括兩部分：一部分

是由研究人員針對臺灣社會經濟史、政治

變遷與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

史等方面進行專題研究：另一部分是檔案

館檔案史料徵集、館藏公私檔案整編與數

位化、資料庫開發、檔案流通、推廣服務

及圖書設備之購置等有關資料蒐集整理之

工作。 

 

 

一、自 1月至 6月，臺史所舉辦週二例行學

術討論會及各研究群的講論會計 21場

次、工作坊計 3場次，共計 24場次。 

二、檔案及舊籍整理：1.新入藏檔案：約

4,300件，其中包含楊肇嘉六然居典

藏、三角湧秦氏家族文書、手島兵次郎

文書等。2.檔案閱覽服務:4月 1日起

增加中午服務時段，實體調閱與複製共

311人次，電子資源使用共 38,664人

次。3.「臺灣歷史檔案資源系統」新增

著錄 7,500筆資料，累計著錄 86,499

筆。4.因應擴大收錄範圍，原「日治時

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更名為「臺灣

研究古籍資料庫」，已累積近 4,000冊

圖書、100多種期刊的數位成果，計有

100萬頁影幅。5.「臺灣總督府職員錄

系統」收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歷年發

行的官職員名錄，共 95萬筆資料，於

5月開始免申請帳號、全面開放海內外

人士連線使用。 

三、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月至 6月 30

日止共購入：圖書資料 1,810冊/件，

索贈 622冊/件；期刊採購 63種，交換

贈送 184種；線上資料庫續訂 4種。 

四、濱下武志文庫回溯編目共製作線上目錄

26,285筆。圖書資料整編 2,171冊/

件，贈書整編 4,675冊/件。 

五、已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18卷第 1期

與第 18卷第 2期，《灌園先生日記(廿

五)一九五三年》、《黃旺成先生日記(十

一)一九二四年》，計 3種，共 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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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口述歷史計畫進行「從臺灣史田野研究

室到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86-1993）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譚維義醫生(Dr. 

Frank Dennis)口述歷史訪問計畫」、

「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者女性家屬

口述歷史訪問計畫」之訪問、記錄與整

稿；並持續進行「施素筠女士口述歷史

訪問紀錄」、「楊寶發先生訪問計畫」、

「林瑞明教授訪問計畫」之補訪、記錄

與整理文稿資料等工作外，也進行委託

出版《「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成員口

述訪談記錄─光復臺灣與戰後警政》、

《日治時期臺灣人在滿洲的生活經驗》

之書。 

 ◆社會學研究 

計畫內容： 

一、組織與網絡研究。 

二、族群與階級研究。 

三、家庭與青少年研究。 

四、臺灣社會變遷。 

五、經濟與社會研究。 

六、歷史與社會研究。 

七、區域比較研究。 

 

 

已完成部分： 

一、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數十篇。 

1.專書及專著等：14本。 

2.論文發表 16篇。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 

舉辦 3次研討會及 1次工作坊，與會人

數約 746人，發表 113篇論文。 

三、舉辦學術演講：102 年度共舉辦 16 次

演講。 

四、102 年度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者 32

人次，並提報論文 32篇。  

五、102 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者共 22

人。 

六、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計 4人，並

舉辦演講 4次。 

七、協助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計

15人。 

八、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 1,445 冊。 

2.東方語文圖書： 1,162 冊。 

3.現期期刊： 249 種。 

4.資料庫： 5 種。 

未完成之說明： 

1.西元 2012西文現期期刊，已驗收 

99.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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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元 2013 西文現期期刊，已驗收 

42.45 ％。 

 ◆語言學研究 

一、開發尖端議題。 

二、進行重大議題。 

三、驗證並建立人類認知處理模式的解釋

理論。 

四、語言典藏永續經營計畫計四個子計畫： 

    1.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庫。 

    2.漢語歷史文獻標記語料庫。 

    3.臺灣社會語音資料庫。 

    4.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 

 

 

 

 

 

 

 

 

 

 

 

 

 

 

 

 

 

 

 

 

至 6月底為止，在各重點領域之下述各項目

上，分別獲致預期進度約 45%-50%之成果： 

一、「語言調查、分析、理論」研究計畫，

進度 60%：進行語音、音韻、語法、及

語意研究，對象包括臺灣本土語言及南

島語、漢語、藏緬語及阿爾泰語。 

二、「語言類型學」研究計畫，進度 45%：

進行跨語言之比較或對比研究，研究對

象包括臺灣本土語言及南島語、漢語、

藏緬語、阿爾泰語、英語等。 

三、「語言與大腦認知歷程」研究計畫，進

度 50%：與腦神經科學結合，進行對語

言與大腦之間關係的探討，驗證並建立

人類認知處理模式的解釋理論。 

「語言計算模擬」研究計畫，進度 40%：

與資訊科學結合，進行與語音工程、知

識本體、多語詞網等的研發。 

四、語言典藏永續經營計畫執行：各分支計

畫進度及成果如下： 

1.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庫 

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詞彙資料庫：《新

收》金文詞彙完成 3 詞類（介詞、助

詞、副詞）。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

庫：2005~2010出土有銘文青銅器所

需之器影、拓片、墓葬平面圖已收集

50%。 

2.漢語歷史文獻標記語料庫 

取得《世說新語》、《百喻經》、《中本

起經》電子檔案，並完成《世說新語》、

《百喻經》斷詞標註，共得 66,954

詞。 

3.臺灣社會語音資料庫 

台北市 201 筆錄音與後設資料處理

完成。 

4.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 

目前繼續數位化 Li,(2011) 1 筆(共

有 42 個長篇語料)，已經完成數位

10個語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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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治學研究 

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1.半總統制國家運作次類型轉變之研

究。 

2.從全球選舉制度的變遷看臺灣的選

制改革：全球觀點與日本比較。 

3.臺灣政黨的持續與變遷研究。 

4.政體對糧食及能源之價格補貼政策

之影響。 

5.臺灣立法院選區重劃過程與政黨衝

突。 

6.區域與不分區國會議員表決的政黨

凝聚力之研究。 

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1.兩岸比較視野下的中國政治發展： 

臺灣與中國大陸發展型國家的持續

與轉型。 

2.中國地方治理過程中的國家社會關

係研究。 

3.維權行動的制度化：中國城市社區

房產業主之集體行動。 

4.天地圖誕生之政治與社會意涵。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1.層級式國際關係理論在東亞地區的

適用。 

2.環中國大陸各國「避險」策略之比

較研究。 

3.兩岸互動的雙重賽局。 

四、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1.執行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2.執行全球民主動態調查。 

3.制度信任與民主鞏固之比較研究。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1.立法院黨團協商制度分析。 

2.選舉與民主：臺灣調查經驗的啟

示—擬似定群分析：臺灣選舉與民

主化調查資料應用計畫。 

3.負面競選資訊與投票行為之因果關

係：實驗法的應用。 

 

政治所 102 年上半年計 13 名研究人員，研

究成果包括： 

一、刊登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 12篇。 

二、出版國內外專書論文 3篇。 

三、主編國外專書 1本。 

四、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4

篇。 

五、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演說 1次。 

六、舉辦學術研討會 6場。 

七、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14場。 

八、訪問國際學術機構 3次。 

九、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12 個（含共

同執行 1 個），臺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

院計畫 1 個，陸委會委託研究計畫 4

個（含共同執行 1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本研究中心下轄 5 個專題中心，推動

 

一、跨領域研究計畫已舉行 43 場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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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跨領域研究項目： 

1.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2.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3.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4.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5.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座談活動。 

二、被國內外期刊接受之論文計 20篇。 

三、已舉辦 8 場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13

場次工作坊，共計發表論文 140篇。 

四、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5 卷

第 1、2期、「亞太研究論壇」第 58期、

「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第 29期。 

五、發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季

刊)第 44、45 期、電子報雙週刊第

208-219期。 

六、「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至 102

年 6月底止，有效會員人數為 1367人，

下載資料檔 6963 次。並通過英國標準

協會(BSI)驗證第四年重審，符合 ISO 

27001：2005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

準。 

七、「華人家庭研究計畫」2007 年至 2009

年調查資料，已完成透過「學術調查研

究資料庫」釋出，供各界下載使用。 

八、完成「統計地理資訊系統」及「台灣百

年歷史地圖 APP 」。本中心所開發「台

灣百年歷史地圖系統」榮獲 2013 年臺

灣地理資訊學會金圖獎。 

九、完成 20,278 幅歷史圖資數位化，並接

受機關及民眾申請圖資使用。 

十、完成臺灣日治時期「關西 V」及屏東縣

瑪家鄉之戶籍資料庫輸入。 

十一、購置中西文期刊 306 種、圖書 2621

冊。 

十二、購置個人電腦 27台、伺服器 3台。 

 ◆法律學研究 

依據法律所設所規劃，102年度仍繼續籌組

「研究組群」，並積極推動六項重點研究領

域所屬計畫，102年尚正進行之研究計畫有

30項： 

一、憲法體制與人權保障 

執行 7項計畫，含本院深耕計畫 1項；

本院前瞻計畫 1 項；法律所研究組群

計畫 2項，國科會研究計畫 3項。 

二、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執行 7項計畫，含本院主題計畫 1項；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 

1.102年6月21、22日已舉辦第九屆「憲

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之移植與深

耕，與會人員計250人。 

2.102年07月08、09日已舉辦第二屆「亞

洲青年學者比較行政法工作坊」計邀

請11個國家學者共同參與，進行閉門

式會議討論與交流 

3.102年已舉辦個人學術年度演講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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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所研究組群計畫 1 項，國科會研

究計畫 5項。 

三、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 

執行 4 項計畫，含法律所研究組群計

畫 2 件；國科會研究計畫 1 件；行政

院衛生署中央健康保險局委託研究計

畫 1件。 

四、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執行 6 項計畫，含法律所研究組群計

畫 2件；國科會研究計畫 4件。 

五、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 

刻正配合籌辦 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

學術研討會進行相關研究。 

六、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執行 6 項計畫，含法律所研究組群計

畫 4件；國科會研究計畫 2件。 

次；各研究組群計畫及國科會研究計

畫亦個別進行多次學術活動。 

二、出版本院法學期刊 1種。 

三、研究人員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13 次，

發表論文 13篇。 

四、大陸學者及國內外學者到所短期研究目

前計 8人次，充份進行國際學術交流。 

五、至 102年 06月 30 日止，人文社會科學

館館藏圖書計 35,245 冊，中、西文期

刊 241 種、電子資源及視聽資料計 73

種、資料庫 8種。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本工作計畫提供人文館 3~4F會議廳設施運

作、大樓各項機電設備保養修護與行政管

理之經費，使人文館公共事務委員會及聯

合圖書館之行政庶務管理得正常營運，進

而提供人文館各入駐單位及本院單位完善

之行政與學術研究辦公空間。 

 

一、完成人文館一般性行政管理及大樓機電

設備日常維護工作。 

二、配合環境教育認證，辦理人文館全館單

位本院自然環境文化健行活動。 

三、改善本館大樓電梯起降設定，使人員進

出電梯更為省時便利。 

四、改換省電照明燈具，節約電費： 

1.本館 3、4F公共區域廁所更換節能燈

具。 

2.大樓各層逃生梯照明，改設為感應燈

具。 

3.前廣場路燈改裝 LED 燈夜間省電照

明燈，加強照明度提升進出本館人員

安全性，並節約電費。 

一般建築及設備  

土地購置 為取得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位於本院院

區內所有土地，整併周邊土地規劃興建研

究大樓，徵收中南段三小段 136地號土地，

面積 92平方公尺。 

分 2年編列，101年度編列 580萬元，102

年度編列 1,620萬元。  

其執行情形如下： 

一、依土地徵收條例規定，申請徵收前應

以市價與土地所有權人協議價購，又

整併院區內臺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有之

機關用地，規劃興建研究大樓，提供研究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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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協議價購會前應至少舉行 2次以

上公聽會。 

二、由於本土地購置案，分 2年編列，考

量辦理徵收前置作業與法定程序，以

及 撥付徵收補償費需一次到位(土徵

條例第 20條)。爰於 101年召開 2次

公聽會，並保留 101年度編列 580萬

元至 102年度，併該年度已編列 1,620

萬元，合計為 2,200萬元，配合徵收

程序及規定，一次撥付。 

三、茲因臺電公司就地上物拆遷時程協調

之需要，本院於 102年 2月 4日召開

第 3次公聽會，並於 102年 3月 8日

召開協議價購會議，依台北市政府查

估之市價與台電公司達成協議並簽訂

買賣契約(買賣價金 1,886萬元)。臺

電公司囿於其內部陳報程序等因素，

於 102年 5月 30日提供土地所有權狀

及已用印相關書表交本院。本院並已

完成申報土地增值稅及查核有無欠稅

等相關事宜，將產權移轉登記等相關

書表送請臺北市松山地政事務所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審查中，俟完成所有

權移轉予本院後將支付價款。 

四、預計 102年 8月 10日前完成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及付款。 

營建工程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本院為配合國家生技產業之發展，計劃於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廠區

內，開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藉由本院

充沛的研發動能，配套規劃生技產業育成

中心，在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之間建立優

良的生技產業研發環境。其中，「研究中心」

提供生物科技產業相關政府單位及研究機

構所需的空間與軟體設施，以強化基礎研

究與產業銜接的轉譯醫學研究；「育成中

心」主要著重於將生命科學研究成果的重

要發明，透過輔導新創公司與研究成果技

術移轉之方式，將其產業化，達到技術及

產業升級的目的。 

 

一、完成環境影響評估，100年 6月 29日

有條件通過。 

二、完成開發計畫修正，101年 5月 30日

原則同意。 

三、完成用水計畫審議，101年 3月 30日

原則同意及備查。 

四、完成都市設計暨土地使用開發許可第一

階段，102年 7月 10日原則同意。 

五、完成水土保持計畫，102年 4月 8日核

定。 

六、101年 7月 6日完成專案管理招標，園

區興建採統包最有利標方式辦理。 

七、委託國防部第 202廠續辦該廠搬遷釋地

作業，包括：建物代拆代建（含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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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藥庫、圍牆、兵舍及 150噸地下水池

等）、機具設備採購及防爆系統重置。 

八、辦理緩衝區土地徵收取得事宜。 

九、辦理統包商招標事宜。 

 【四分溪周邊改善工程】 

本計畫係配合院區入口意象改善工程，重

塑生命大道端點之視覺景觀節點。主要工

作內容為擴大生態池面積及增加動物覓

食、棲息空間，以串聯院區整體的生態綠

帶。 

 

本工程分二階段執行：第一階段辦理生態池

擴建工程，於 101年 5 月施作完竣；第二階

段辦理家驊橋拓寬取直工程，於 101年 8

月施作完竣。 

 【分子、生命暨生態展示館新建工程】 

於本院區內之中南段三小段 128 及 131 地

號，新建地上二層之建築，面積約 1500平

方公尺，提供本院生命科學研究成果及本

院生態保護宣導與教育之展示空間。 

 

本工程已設計完成，並取得建造執照，預計

102年 8月上網招商施工。 

 【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自民國 88年起歷經

籌備、成立迄今，均借用院內既有研究設

施，並分置於不同研究大樓，為整合該中

心之研究環境，建置本院數理組跨領域研

究平台，以因應全球環境變遷相關議題、

培育臺灣專業研究人才、保育臺灣生活環

境及全球永續發展，規劃興建本研究大樓

。 

 

本工程已設計完成，並於 102 年 6 月 24 日

至7月3日間完成工程招標文件公開閱覽程

序，預計 102年 8月上網招商施工。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於本院院區內之中南段二小段 372 地號等

29筆土地，新建總樓地板面積約 31,070平

方公尺之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l 棟，提供

生物多樣性、數理與生命科技所需研究空

間。 

 

本工程於 99 年 11 月 19 日開工，主體工程

已如期於 101 年 12 月底完工，並取得使用

執照。 

 【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 

本案係於院區內南港區中南段三小段 84地

號新建學人寄宿舍，擬建地下 3 層、地上

15 層鋼筋混凝土建物 1 棟，總樓地板面積

約 17,657平方公尺。 

 

本案已於101年11月30日通過都市設計審

議，於101年12月28日取得建築執照，刻正

順利施工中，預計103年底完工取得使用執

照。 

交通及運

輸設備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已於 102 年 3 月依行

政院核定，購置國瑞 INNOVA(豐田汽車

)1998c.c五人座客貨兩用車。 

提供公共流行病學研究實驗屬性需要，依研

究計畫需至全省各縣市醫院及鄉鎮進行家

庭訪視及抽血工作，併將實驗器材及相關儀

器設備隨車運送，以利採集之樣品即刻處理

，以利爾後研究之延續進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