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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100 100 100 年年年年     度度度度  單單單單  位位位位  預預預預  算算算算  表表表表  目目目目  次次次次  

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頁頁頁頁        次次次次 

1.預算案總說明預算案總說明預算案總說明預算案總說明．．．．．．．．．．．．．．．．．．．．．．．．．．．．．．．．．．．．．．．．．．．．．．．．．．．．．．．．．．．．．．．．．．．．．．．．．．．．．．．．．．．．．．．．．．．．．．．． 001 －－－－ 161 

2.主要表主要表主要表主要表．．．．．．．．．．．．．．．．．．．．．．．．．．．．．．．．．．．．．．．．．．．．．．．．．．．．．．．．．．．．．．．．．．．．．．．．．．．．．．．．．．．．．．．．．．．．．．．．．．．．．．．．  162 －－－－ 168 

    歲入來源別歲入來源別歲入來源別歲入來源別預預預預算表算表算表算表．．．．．．．．．．．．．．．．．．．．．．．．．．．．．．．．．．．．．．．．．．．．．．．．．．．．．．．．．．．．．．．．．．．．．．．．．．．．．．．．  162 －－－－ 163 

    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歲出機關別預算表．．．．．．．．．．．．．．．．．．．．．．．．．．．．．．．．．．．．．．．．．．．．．．．．．．．．．．．．．．．．．．．．．．．．．．．．．．．．．．．．  164 －－－－ 168 

3.附屬表附屬表附屬表附屬表．．．．．．．．．．．．．．．．．．．．．．．．．．．．．．．．．．．．．．．．．．．．．．．．．．．．．．．．．．．．．．．．．．．．．．．．．．．．．．．．．．．．．．．．．．．．．．．．．．．．．．．．  169 －－－－ 458 

    歲入項目說明提要歲入項目說明提要歲入項目說明提要歲入項目說明提要表表表表．．．．．．．．．．．．．．．．．．．．．．．．．．．．．．．．．．．．．．．．．．．．．．．．．．．．．．．．．．．．．．．．．．．．．．．．．．．．  169 －－－－ 180 

    一般一般一般一般賠償收入賠償收入賠償收入賠償收入．．．．．．．．．．．．．．．．．．．．．．．．．．．．．．．．．．．．．．．．．．．．．．．．．．．．．．．．．．．．．．．．．．．．．．．．．．．．．．．．．．．．    169 －－－－ 169 

        資料資料資料資料使用費使用費使用費使用費．．．．．．．．．．．．．．．．．．．．．．．．．．．．．．．．．．．．．．．．．．．．．．．．．．．．．．．．．．．．．．．．．．．．．．．．．．．．．．．．．．．．．．．．．．．．．．．．  170 －－－－ 172 

        供應供應供應供應費費費費．．．．．．．．．．．．．．．．．．．．．．．．．．．．．．．．．．．．．．．．．．．．．．．．．．．．．．．．．．．．．．．．．．．．．．．．．．．．．．．．．．．．．．．．．．．．．．．．  173 －－－－ 173 

        場地設施使用場地設施使用場地設施使用場地設施使用費費費費．．．．．．．．．．．．．．．．．．．．．．．．．．．．．．．．．．．．．．．．．．．．．．．．．．．．．．．．．．．．．．．．．．．．．．．．．．．．．．．．．．．．．．．．．．．．．．．． 174 －－－－ 175 

    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服務費．．．．．．．．．．．．．．．．．．．．．．．．．．．．．．．．．．．．．．．．．．．．．．．．．．．．．．．．．．．．．．．．．．．．．．．．．．．．．．．．．．．．．．．．．．．．．．．．    176 －－－－ 176 

    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租金收入．．．．．．．．．．．．．．．．．．．．．．．．．．．．．．．．．．．．．．．．．．．．．．．．．．．．．．．．．．．．．．．．．．．．．．．．．．．．．．．．．．．．．．．．．．．．  177 －－－－ 177 

    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廢舊物資售價．．．．．．．．．．．．．．．．．．．．．．．．．．．．．．．．．．．．．．．．．．．．．．．．．．．．．．．．．．．．．．．．．．．．．．．．．．．．．．．．．．．．  178 －－－－ 178 

    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收回以前年度歲出收回以前年度歲出．．．．．．．．．．．．．．．．．．．．．．．．．．．．．．．．．．．．．．．．．．．．．．．．．．．．．．．．．．．．．．．．．．．．．．．．．．．．．．．．．．．．．．．．．．．．．．．．    179 －－－－ 179 

    其他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其他雜項收入．．．．．．．．．．．．．．．．．．．．．．．．．．．．．．．．．．．．．．．．．．．．．．．．．．．．．．．．．．．．．．．．．．．．．．．．．．．．．．．．．．．．  180    －－－－ 180 

    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1 －－－－ 331 

    一般行政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一般行政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一般行政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一般行政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1 －－－－ 185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86 －－－－ 197 

    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主題研究與與與與人才培育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人才培育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人才培育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人才培育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198 －－－－ 242 

    數理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數理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數理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數理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表表表．．．．．．．．．．．．．．．．．．．．．．．．．．．．  243 －－－－ 271 



中中中中     央央央央     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     院院院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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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名名名                                                                                稱稱稱稱     頁頁頁頁        次次次次 

    生命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生命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生命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生命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272 －－－－ 298 

    人文人文人文人文及及及及社會社會社會社會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科學研究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299 －－－－ 324 

    營建工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營建工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營建工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營建工程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25 －－－－ 329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及及及及運輸設備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運輸設備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運輸設備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運輸設備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0 －－－－ 330 

    第一預備金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第一預備金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第一預備金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第一預備金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  331 －－－－ 331 

 各項費用彙計表各項費用彙計表各項費用彙計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332 －－－－ 335 

 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歲出用途別科目分析表．．．．．．．．．．．．．．．．．．．．．．．．．．．．．．．．．．．．．．．．．．．．．．．．．．．．．．．．．．．．．．．．．．．．．．．．．．．． 336 －－－－ 337 

 資本支出分析表資本支出分析表資本支出分析表資本支出分析表．．．．．．．．．．．．．．．．．．．．．．．．．．．．．．．．．．．．．．．．．．．．．．．．．．．．．．．．．．．．．．．．．．．．．．．．．．．．．．．．．．．．．．．． 338 －－－－ 339 

 人事費分析表人事費分析表人事費分析表人事費分析表．．．．．．．．．．．．．．．．．．．．．．．．．．．．．．．．．．．．．．．．．．．．．．．．．．．．．．．．．．．．．．．．．．．．．．．．．．．．．．．．．．．．．．．．．．．． 340 －－－－ 340 

 預算員額明細表預算員額明細表預算員額明細表預算員額明細表．．．．．．．．．．．．．．．．．．．．．．．．．．．．．．．．．．．．．．．．．．．．．．．．．．．．．．．．．．．．．．．．．．．．．．．．．．．．．．．．．．．．．．．． 341 －－－－ 343 

 公務車輛明細表公務車輛明細表公務車輛明細表公務車輛明細表．．．．．．．．．．．．．．．．．．．．．．．．．．．．．．．．．．．．．．．．．．．．．．．．．．．．．．．．．．．．．．．．．．．．．．．．．．．．．．．．．．．．．．．． 344 －－－－ 347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辦公房舍明細表辦公房舍明細表辦公房舍明細表辦公房舍明細表．．．．．．．．．．．．．．．．．．．．．．．．．．．．．．．．．．．．．．．．．．．．．．．．．．．．．．．．．．．．．．．．．．．．．．．．．．．．．．．．．．．．．．．． 348 －－－－ 349 

轉帳收支對照表轉帳收支對照表轉帳收支對照表轉帳收支對照表．．．．．．．．．．．．．．．．．．．．．．．．．．．．．．．．．．．．．．．．．．．．．．．．．．．．．．．．．．．．．．．．．．．．．．．．．．．．．．．．．．．．．．．．    350 －－－－ 350 

捐助經費分析表捐助經費分析表捐助經費分析表捐助經費分析表．．．．．．．．．．．．．．．．．．．．．．．．．．．．．．．．．．．．．．．．．．．．．．．．．．．．．．．．．．．．．．．．．．．．．．．．．．．．．．．．．．．．．．．． 351 －－－－ 361 

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及類別表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及類別表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及類別表派員出國計畫預算總表及類別表．．．．．．．．．．．．．．．．．．．．．．．．．．．．．．．．．．．．．．．．．．．．．．．．．．．．．．．．．．．． 362 －－－－ 415 

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類別表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類別表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類別表派員赴大陸計畫預算類別表．．．．．．．．．．．．．．．．．．．．．．．．．．．．．．．．．．．．．．．．．．．．．．．．．．．．．．．．．．．．．．．．．．．．．．．．．．．． 416 －－－－ 433 

    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歲出按職能及經濟性綜合分類表．．．．．．．．．．．．．．．．．．．．．．．．．．．．．．．．．．．．．．．．．．．．．．．．．．．．．．．．．．．． 434 －－－－ 435 

    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立法院審議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所提決議、、、、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附帶決議及注意辦理事項            

辦理情形報告表辦理情形報告表辦理情形報告表辦理情形報告表．．．．．．．．．．．．．．．．．．．．．．．．．．．．．．．．．．．．．．．．．．．．．．．．．．．．．．．．．．．．．．．．．．．．．．．．．．．．．．．．．．．．．．．．    

436 －－－－ 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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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100 年度重要施政計畫及預算配合情形：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一般行政 行政管理 1.直接或間接配合各研究所、處、中心加強研究發展，

提高研究成果，發揮行政管理效率。 

2.支援研究需要之一般行政管理工作。 

3.辦公房舍及宿舍之消防、機電、空調、電梯與電話交

換機等設施養護更新。 

4.辦理環境保護及全院實驗室安全衛生事務。 

5.院區道路、公共空間及設施清潔養護。 

6.一般廢棄物、實驗廢液、實驗廢棄物清理。 

7.執行院區安全、汽機車停管控制等警衛勤務。 

8.美術館業務運作、公共空間景觀工程之管理與維護。 

9.公務用車輛養護暨公有財物之新增、減損、移轉等管

理業務。 

10.本院經管宿舍分配、管理及養護。 

11.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持續院區資訊網路維運及都會型光纖網路 Taipei 

GigaPoP 維運管理。維持各單位雙迴路網路備援架

構，以及障礙自動通報機制，維持每日 24 小時網

路運作之穩定。持續建置下一代網際網路(IPv6)環

境，並持續提升院區使用者端網路連線速度到 1000 

Mbps。配合本院業務成長，提供南部科學園區中研

院南科中心、宜蘭礁溪臨海研究站及南港生技園區

網路建置及服務。 

負責本院之國內外網際網路維運管理，提供同仁更

快速完整的跨國連線服務。 

持續維護與擴充時空資訊整合系統架構，更新基礎

地理圖資資料庫，以輔助本院各學科領域相關研究

運用；並導入三維地理資訊相關技術資源，提昇時

空資訊應用效能。 

持續引進及發展穩定的高效能計算環境與技術，支

援及維護院內研究用計算應用。 

因應會計新制，導入新 GBA 並與本院會計系統介

接。導入人事行政局 PEMIS2K 系統，取代本院部份

人事相關系統，配套增設或改良其他系統，與

PEMIS2K 介接。評估導入國有財產局財產系統。維

護文書管理系統、因公出國系統、會計系統、所處

預算管理系統、財物系統、差勤系統、國際研究生

學程線上申請系統、學術服務系統、研究成果系統

等，擴充單一簽入服務。 

支援本院數位典藏工作，持續更新 OCR 校對工具，

並發展資料庫應用系統，如：台灣民族誌影音系

統、語言所語言典藏計畫、漢籍電子文獻 Web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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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加值應用、植物所台灣本土植物數位典藏計畫、藝

術與建築中文索引典(AAT)等。 

管理及維護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與相關訓練課程，採

購與推廣本院共用資料庫，提供本院國內外圖書館

單位的文獻傳遞服務，提供學術全文資料庫的數位

資訊保存以服務全國學術教育機構，另提供數位典

藏 Metadata 技術服務，及建立本院圖書館資源與服

務的入口網站。 

持續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教育訓練課程，並加強

諮詢服務品質。 
支援全院各所處資料之輸入及影像處理工作，與中

心出版品、技術文件之發行。 

12.學術活動中心、綜合體育館之正常運作維持。 

13.推動院區車輛停放之運作維持。 

14.幼兒教育及保育之運作維持。 

一般學術研究及

評議 

學術審議及研究獎助 

 

1.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提供院內便利之連網環境及網路加值應用服務。持

續提供遠端接取服務,如:ADSL、FTTX、VPN 連網服

務。各項網路加值應用，如:視訊會議、電話會議等

服務。持續推動全院各單位共同建置公共區域無線

網路服務。 

協助院內各單位區域網路規劃與建置服務，如資創

中心及學人宿舍等新大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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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改善高效能計算、資料交換環境並支援、維護

計算軟體工具及院內計算應用。 

持續維運各項公用服務，包含電子郵件服務、單一

帳號服務、病毒與垃圾郵件過濾服務、計劃網站寄

存服務及個人網站服務，並維護上述服務所需伺服

主機及系統管理。另維護與擴充院內行政自動化服

務、圖書館自動化服務及電子期刊服務等所需伺服

主機及系統管理。 

持續汰除老舊的實體電腦，移轉到虛擬電腦，節省

機房空間與電力的使用，達成集中管理的目標，節

省管理成本。積極建構重要服務之異地備援，利用

虛擬化與儲存設備技術，於備援機房複製虛擬電腦

與資料，降低服務中斷時間。 

持續維運總辦事處個人電腦服務，辦理個人電腦採

購與汰換更新，辦理全院微軟教育版軟體、Acrobat

等授權，統計用軟體聯合採購、防毒軟體採購等，

維持行政工作推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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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建置擴充本院研究用各類型資料庫、行政服務、電

子期刊、數位典藏、單一簽入等多重應用平台所需

的伺服系統，提供整體系統資源之優質效能，並配

合大量資料儲存系統及院區網路的發展，使得整體

系統資源發揮至最大效能。 

擴充既有之高效能平行計算系統，以提升本院未來

於科學計算、研究用資料庫及資訊服務之需求成

長。 

製作 2012 年本院中、英文簡介及多媒體影片。 

出版「知識饗宴系列 7」科普專書及文章，分送國

內高中以上學校及圖書館，推廣本院各項研究成

果，加強社會大眾科學知識。 

2.國際研究生宿舍：宿舍共有 130 間單人房，內含個人

全套衛浴設備和傢俱等；一樓之公共設施可提供休

閒、會客、烹調、用餐、洗衣等功能。本計劃經費提

供大樓建物正常運作所需基本經費，例如：水電費、

保養維修費、人事經費、耗材費等。另外，因宿舍於

94 年度開放住宿，各房間與公共區域設備已漸老舊，

需逐年更新，例如：空調零組件、衛浴設備、床具、

桌椅等。 

3.教學研究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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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行政業務與教學所需經費，例如辦公室耗材、

教學耗材、教學設備、學生活動、業務所需之通訊

與郵寄費用等。 

本年度除上述基本支出外，為提升教學品質， 並促進

與合作大學間之教學資源共享，擬擴充現有遠距教學

設備，增加麥克風發言定位系統。 

4.評議會及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之召開：召開評議會，

議決本院研究組織及工作興革事宜。 

5.參加國際組織：本院代表我國參加國際科學理事會

(ICSU)為國家會員，設有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負責推動本院與國內各學會參加相關國際科學

組織，目前支持及補助國內 41 個學會參加 ICSU 轄下

53 個國際組織及繳交會費；另外，捐助發展中世界科

學院(TWAS)以協助落後地區國家科學能力建構；捐助 

  ICSU 以與本院合作設立災害風險整合研究中心；捐助

國際分子生物網絡新聞網站，以積極參與區域性科學

活動。 

6.出席並舉辦國際會議：為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並積極

參與國際科學組織活動，本院每年補助院士及 IC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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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轄下國內學會派員出席國際會議、以及本院院士出席

TWAS 會員會議；為進行兩岸科技交流，每年與大陸中

國科學院合辦兩岸三院資訊技術交流與數位資源共

享研討會；補助舉辦太平洋鄰里協會年會；以及，補

助 ICSU 轄下國內學會舉辦國際會議。 

7.學術交流合作： 

延聘顧問、專家及學者：為因應當前國際學術競爭

情勢，本院於 97 年 6 月 16 日新訂定「延聘顧問、

專家及學者作業要點」，依據原「延聘國外顧問、

專家及學者作業注意事項」之規定，增加國內傑出

學者專家延聘條件與方式。法規訂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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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聘人員等級分為 5 級：特聘講座、教授級、副教

授級、助理教授級，及客座專家。延聘人員如具公

教人員身分，或為國內私立機關（構）、學校現職

（或客座）兼職者，需依現行法規辦理或以合約另

訂之。 

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合作

案：本院設有學術交流暨合作委員會負責推動與國

內外各學術機構之交流與合作，包括簽訂學術合作

協定、派遣學者交流互訪並合作進行國際研究計

畫、舉辦雙邊研討會、交換出版品等；與國內大學

合辦一般研究生學程及進行合作計畫；以及，邀請

國際級大師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及特別講座講者。 

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程及研究進

修計畫：設立人文組年輕學者進修計畫，鼓勵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年輕研究人員與國外相關研究領域

接軌；設立博士學位學程，與國內研究型大學合作

在尖端研究領域共同培育優秀研究人才。 

與吳大猷基金會合辦高中生科學營隊；協助高中辦

理科學講座，介紹各領域之科學新知及研究成果，

期吸引年輕學子投入科研工作。 

協助台中一中、台南一中辦理科普講座及專題演

講，以推動基礎科學知識普及化工作。 

8.出版委員會： 

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有學術價值之資料文獻出

版。 

國內、外著名出版社之合作，改進編輯設計及行銷

管道。 

參加國際書展。 

9.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推動院內的科技移轉，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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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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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籌開第 30 次院士會議：選舉國內外召集人，決定議

事日程。籌組第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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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儀器整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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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心支援管理，提高技術支援能力，

服務全院，取代各所(處)儀器自行運作與管理模

式。100 年度計畫成立蛋白質晶體成長暨解構分析

實驗室。 

每六個月一次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

召開年度貴重儀器績效評估會議，並協助編寫年度

貴重儀器使用效益考核報告。 

有效支援既有貴重儀器公用設施，並擴大規模或提

昇服務品質。100 年度計畫強化低溫電顯設施、擴

大一般電顯實驗室服務項目、並進一步整合質譜儀

核心設施。 

為院內貴重儀器設置線上登錄系統，裨利定期追蹤

儀器使用情形。 

為院內貴重儀器設置線上儀器使用效益評估表，每

六個月一次請儀器管理人具實填寫各該儀器之使

用時數、研究成果、人才培養、及服務收入等績效

指標，裨利院方督導考核。  

12.公用儀器管理：持續承辦全院「場地設施使用費」

代收代付業務，俾便收取院外專題項下經費。 

 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

計畫 

1.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本計畫為培育人

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100 年度編列 36 名員額，預

計如數核定通過。 

2.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生醫所、分生所、生化所、

植微所、細生所、生農所、生物多樣性中心及基因體

遺究中心 8所與國防醫學院為培養國內基礎生命科學

研究人才，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究所，利用本院的硬

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人員予以培訓。一方面可為國內

培養高級研究人才，對提升國家科技水準；另一方

面，使本院現有設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及研究人員有

博士班學生執行推動各研究計畫。 

3.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本制度於 100 年將編列延

聘 240 名博士後研究人員，100 年度預計如數核定聘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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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除學程既有之各項學、教務業務外，亦將持續辦理
前一年度推動之下列業務： 
評鑑機制：建立學程執行成效指標，檢視學程相

關事務推動績效，以提升際研究生學程之國際競
爭力。 

整合共課並規劃研究倫理 (research 
integrity) 教育課程。 

招募國外暑期實習生：每年暑期提供國外年輕學
人至本院實習機會，接觸本院研究教育環境，以
提升國際研究生學程之國際知名度，同時提高學
程之國際化程度。  

與國外學術機構合作辦理國際會議與活動，以提
升國際研究生學程之國際知名度。 

 100 年度新增業務： 
國際研究生學程「化學生物學與分子生物物理學

分項學程」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CD) 合
作，將於 100 年度 3 月～6 月，於本院開設「藥
物化學」課程，授課方式含演講、實驗操作、電
腦教學及遠距教學等，課程將開放本院與 UCD 學
生選修。本項新規劃，預期可促進與本院與 UCD
的合作，並帶動學程之國際化。 

5.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積極延攬傑出學者歸國參與本

院研究計畫，提升本院研究水準，推動本院學術研究

領域之開發。 

6.深耕計畫：依 99 年度審查通過之 100 年度獲選人員名

單，進行預算規劃，執行進度管考等相關作業。 

獲得本計畫補助之研究人員，可得到院方充分經費

資助其研究工作，連續5年。透過此計畫長期培育院

內傑出且具潛能的研究人員，日後在生命科學、數

理科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等領域中重要的課題研

究，期可達世界級的水準。 

100年度之實施內容包括對新增計畫進行預算規劃

、對延續型計畫持續補助並加以管考；對計畫執行

期滿者收取執行成果報告，並安排於本院舉行公開

演講，分享研究成果。 

7.前瞻計畫：為延攬、拔擢研究成果優異並深具發展潛

力的年輕學者，特給予 5 年穩定研究經費支持，以進

行具國際競爭力之前瞻性研究課題，期培植成為世界

頂尖學術研究人才。被推薦人資格為本院專任副研究

員、助研究員或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擬新聘之副

研究員、助研究員，已進入本院學組聘審程序者。100

年度 1 月 1 日預計將執行之計畫將於 99 年 11 月底完

成審查核定作業。同時將規劃新計畫的徵求及審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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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目前預定 2 月~5 月底公開受理推薦，6 月~8 月進

行初審，8 月~10 月進入複審，預計 10 月~11 月公告

審議結果。此外另對於正在執行中計畫進行妥適之進

度管考。 

 二、跨所（處）新領

域之開發及研究

環境之改善 

 

 

 

 

 

 

 

 

 

 

 

 

 

 

 

 

 

 

 

 

 

 

 

 

 

 

 

 

 

 

 

 

1.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推動

與亞太區域有關研究，整合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改

善學術研究環境。 

2.創新性研究計畫：整合及支援創新性科學新領域研究

計畫。 

3.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推動及支援本院生

物技術研發、基因研究等跨領域整合，改善研究環境。 

4.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支援數理

研究領域之整合工作，資源共享，改善研究環境。 

5.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配合奈米國家型科技計畫，以及本院研究團隊的專

長，積極推動本院奈米科技的研究，進行的研究可分

為三類：節能、生醫和新材料及技術開發。 

與能源相關之奈米材料研究： 

 (a)研發合成新的熱電材料。 

 (b)發展高效率的太陽能電池。 

 (c)開發新的儲氫材料或系統。 

 (d)探討原子尺度的磨擦。 

 (e)探討以自我組裝形成的孔洞材料儲存CO2。 

與奈米生醫相關之研究： 

    (a)發展高靈敏度的生物晶片偵測病毒。 

    (b)探討細胞之間的作用力。 

    (c)探討細胞在微米尺寸環境下的行為。 

(d)以GaN場效應電晶體做生物偵測。 

(e)發展多功能奈米探針。 

開發新技術及新材料的製程: 

    (a)新的光學技術檢測奈米結構。 

    (b)製作奈米點及奈米圈之大型陣列。 

(c)發展新的單光子光源。 

(d)奈米尺寸薄的石墨層的生長機制。 

(e)GaSb量子點的製程與測量。 

成立數個特定研究主題之 study groups，藉由邀集院

內同仁與院外專家不定期聚會，激發研究火花，提出

未來新的研究計畫。此外並積極建立以色列 Hebrew 

Univ.及本院雙邊合作平台，藉由合作，增強我方國際

能見度及獲得重要的研發技術。 

6.登峰科技計畫： 

  登峰計畫-基因體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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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人力整合及集中資源，本計畫重點進行關鍵技

術的開發及重大疾病之新藥研發(如金黃色葡萄球

菌、結核病、不動桿菌、肺炎雙球菌、流感病毒、C

型肝炎病毒，及重大癌症，如乳癌、肺癌等，以及

癌症幹細胞研究)，進一步瞭解基因體的功能與疾病

之關係以及致病基因之功能和機制，開發病毒的檢

測平台技術、研發抗病毒藥劑與疫苗及轉移醫學研

究的基礎架構，找出新的標的分子與研發新的檢測

及治療的方法，並發展新的細胞療法及小分子新藥

。藉此建立國內新藥或疫苗研究成果的轉移機制，

銜接由實驗室、臨床試驗到生技研發間過渡時期之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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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台灣成為亞洲最大藥物

研發中心，並將研究成果經由技轉產業化，促進生

技製藥產業之發展提升藥品轉譯研究及醫材雛型品

開發能量，推出高利潤新生醫產品，並進入國際市

場。此外，並建立我國完整防範新興突發傳染病的

設備與能力，減少如SARS引起的社會成本的損失。 

登峰計畫-植微所: 

目前執行中之農業登峰計畫 [95至99年] 目前或已

達成階段性任務、或改由國家型農業計畫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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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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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以新世代定序改進水稻的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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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值的目的。 

(b)白蟻與共生真菌之產業利用: 了解白蟻與共生

真菌分解木質纖維的特性與微生物生態，以進行

產業利用。 

(c)訊息與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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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植物與微生物之交感: 研究雙生病毒致病機制

及感染植物早期的生理、進一步降低微生物對農

業之危害。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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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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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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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P3實驗室： 

 P3 實驗室-生醫所： 

(a)維持 P3 實驗室軟、硬體設備正常運作。 

(b)提供學者進行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的相關作

業。 

(c)提供危險性病原微生物研究的相關服務。 

(d)提供養成 P3 實驗室相關人員的場所。 

 P3 實驗室-基因體中心： 

(a)執行基因體中心研發之去醣疫苗、化學合成藥物

及高效篩選平台篩選藥物等對 RG-3 及以下流感

病毒於實驗細胞與小鼠模式之保護效力評估。 

(b)完成雪貂專用飼養籠俱、生物安全隔離操作箱之

設計及委商製造，並完成研究人員之雪貂實驗操

作教育訓練。 

(c)完成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

驗室認證，並持續加強實驗室硬體設施及軟體控

制等安全考量之改善。 

(d)新進人員參加衛生署疾病管制局之 P3 教育訓練

以符合 P3 操作人員資格。 

(e)派員參加台灣生物安全協會舉辦之生物實驗

室種子查核委員陪訓課程。 

9.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整合院內神經科學研發，協助並提供神經科學研究所

需資源。開設神經科學相關課程，與國際頂尖神經科

學研究單位或團隊建立互動合作管道，推動神經科學

研究，藉以一窺腦的心智運作，提供對神經疾病在醫

療技術上的發展資訊。 

10.綠島建設： 

綠島珊瑚礁生態變遷研究，長期監測氣候變遷對於

綠島珊瑚礁生態系的影響。 

研究綠島周邊海域受黑海綿病影響範圍，及黑海綿

對珊瑚礁生態系之影響。 

冷水珊瑚生態系調查，探查綠島周邊海域冷水珊瑚

生態系涵蓋範圍、物種組成及受人類活動影響程度

。 

環境變遷影響下，珊瑚與藻類交互競爭群聚動態研

究。 

長期監測周邊海洋環境，以及推廣海洋保育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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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育成中心： 

生技育成中心是為妥善運用院內生命科學及相關領

域之研究發展成果，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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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設立。本中心

之任務係提供場所、設施、及相關服務，促使本院資

源與業者之研發工作相結合，以降低個人或企業創業

初期之門檻，協助其新產品、新事業、新技術之孕育，

以促成企業之轉型或升級。本中心亦提供相關諮詢服

務，促使院內新創技術或產品進行轉譯或臨床相關研

發，以提升落實業界、開發上市之契機。 

12.多功能基因轉殖植物專用溫室： 

進行植物基因轉殖是研究基因功能及發展農業生物科

技不可或缺的方法。為因應本院研究人員對基因轉殖

植物種植之迫切需求；興建此一具多功能用途之基轉

植物專用溫室，溫室所需年度預算由分生所代為編列

，設施則由院方聘任分生所、植微所、農生中心、生

多中心的代表所組成的委員會共同管理，並訂定空間

申請、分配、使用、付費及管理的規則。其宗旨在提

供一個全院可共同使用的基轉植物栽培繁殖及進行實

驗所需的核心空間與設備，以及技術上的支援。 

13.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基因轉殖小鼠之製造與培育： 

(a)基因轉殖載體之製作。 

(b)小鼠胚原核之顯微注射。 

(c)假孕母鼠之胚胎移植。 

(d)基因轉殖鼠之鑑定。 

基因標的小鼠之製造與培育： 

(a)小鼠胚幹細胞之培育。 

(b)基因標的載體之製作。 

(c)小鼠胚幹細胞之基因標的。 

(d)小鼠囊胚之顯微注射暨嵌合鼠之製造。 

(e)基因型之鑑定。 

小鼠胚胎之冷凍保存。 

小鼠之復育。 

諮詢服務： 

(a)基因轉殖/基因標的載體設計。 

(b)基因修飾鼠之交配繁殖。 

以器官電穿孔（in vivo electroporation）技術改

良基因轉殖鼠產製技術。 

14.轉殖植物實驗室： 

  本轉殖室為提供院內同仁進行轉殖植物的誘導、繁殖

等研究工作之所需。具備了包括培養基製備、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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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菌操作、顯微鏡觀察及照相、無菌培養及轉殖植物

栽培用生長箱、進行植物轉殖（基因槍等）及組織培

養等相關設備。同時提供菸草、阿拉伯芥、水稻及番

茄四種模式植物之農桿菌轉殖服務。主要實施內容為： 

提供院內轉殖植物之培養與繁殖，收集轉殖相關之

實驗材料。 

協助菸草、阿拉伯芥水稻及番茄以農桿菌為媒介導

入外來基因工作之進行。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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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新興專題研究計畫：為配合推動國家科技產業政策及

發展，本院具有國際競爭潛力之研究領域，特別選定

「能源」、「環境」、「生醫」及「大型社會網絡」之跨

領域整合型研究計畫進行補助，業經徵求全院申請

案，並送專家審核。期藉由跨領域研究團隊之組成，

相互交流、深化研究，進而強化本院國際競爭優勢、

促進國民福祉。 

 

 

三、數理科學跨所（

處）主題研究計

畫 

 

 

 1.自旋電子學中高電

子自旋極化材料與

良好介面注入性質

之研究 

在 Gd2O3, MgO 等材料中參雜 鈷、錳、鉻等成分，製作

稀釋磁性半導體、稀釋磁性氧化物、半金屬材料，完成

導電電子或電洞極化率之測量分析，比較不同介面、不

同方式測量的差異性，以確定各種材料電路中適合的材

料與介面關係。得到自旋霍爾效應是否適合做為自旋極

化來源的初步結論。以超導點探針測量傳導電子自旋極

化率。 

本計畫的研究成果對幾個不同的方向有貢獻。包括稀釋

磁性半導體、氧化物，半金屬材料，自旋電子注入半導

體界面引發的偏極光，測量導電電流極化率並建立新模

型，和電流驅動的磁區壁翻轉等等。 

在稀釋磁性材料方面，我們研究了微量鈷摻入氧化釔的

材料性質與磁性質的成因。在半金屬材料方面，單晶鐵

矽合金的磁性、電性，還有將此材料磊晶成長在砷化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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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導體上形成的偏極光二極體都有很好的成果。以傳統

差分螺絲為核心的點接觸測量能夠得到導電電子在彈道

碰撞轉換到擴散散射時的行為，我們測量了不同的材料

並提出修正理論模型以解釋數據。在微小磁性結構方

面，我們設計了高精密度的幾何形狀樣品以研究磁區在

外加磁場與外加電流等情況下，磁場與電流推動磁區翻

轉或是磁區壁的移動行為。 

 2.BMVC相關衍生物與

G 四股結構與癌症

之研究 

1.發展新的方法，分離不同 G-四股結構，進而研究 G-

四股結構的差異與型變。 

2.探討 BMVC 對 G-四股結構型變之影響，進而與相關蛋

白質的交互作用。 

3.研究 BMVC 進入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胞器之不同，探討

癌細胞與正常細胞中胞器之異同，提供藥物分子的設

計之資訊。進而研發新的探針分子，提升簡易型癌細

胞檢測方法之準確度，同時研發新的抗癌藥物。 

4.評估BMVC與其衍生物的抗癌潛力與其機制。研究BMVC

與其衍生物在細胞內的作用對象與分佈、對端粒長度

的作用效益與癌細胞的增殖能力的評估、對不同細胞

的急性和慢性毒性分析。 

 3.光電化學分解水產

氫之研究 

1.繼續本實驗室在氮化物奈米結構的研究，加強混入銦

降低能隙提升光吸收效率的研究。 

2.繼續開發 ZnO 奈米結構材料在光水解應用的研究。 

3.繼續開拓劉如熹教授結合量子點與半導體加球光水解

的探討。 

4.繼續AFM與電解質方面的研究，以期高效率、穩定的

系統出現。 

 

 

 

 

4.奈米解析度即時相

位成像之 X 光成像

技術 

 

1.全視場之 X 光顯微鏡解析度可達到 10 奈米。 

2.掃描式 X 光微探針解析度可達到 50 奈米。 

3.全視場之 X 光螢光顯微鏡解析度可達到 50 奈米。 

4.以上三種 X 光顯微成像系統之整合。 

5.細胞中蛋白質首次以X光顯微鏡成像。 

 

 

 

5.邁向次飛秒與埃秒

科技 

1.製造次飛秒與埃秒脈衝光源。 

2.產生相位可控載波封單週期埃秒脈衝。 

3.設計次飛秒與埃秒脈衝實驗。    

4.訓練助理，學生在光電及原分子科技領域的學識及技

巧。 

 6.以金字塔型單原子

針為場發射電子元

及離子元之應用  

 

1.建立金字塔形單原子針之電子鎗，量測各項基本特

性，並應用於電子束繞射、電子束聚焦實驗。 

2.量測發射的離子各項基本特性，包括發射面積，張角，

亮度，及能量分佈。 

 7.靜電式電鏡相位板

結合濕室及低溫環 

1.對各種設計的相位板做最佳化的調製，並從原理與設

計上克服因電子束連續照射所引發的帶電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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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境於生物分子顯像

之研究 

2.結合最佳的相位板設計，利用低溫電子顯微鏡實現對

單一蛋白質分子結構的確定。 

 

 

 

 

8.電荷量子位元與固

態量子共振腔的耦

合 

 

1.以超導干涉元件作為量子微波共振腔，並以傳輸線線

路量測共振的頻率特性。 

2.量測線路設計將配合 50 歐姆阻抗之高頻低雜訊放大

器使用。 

3.預計能觀測到兩個不同震盪頻率的超導干涉元件知交

互作用。外加磁場可調控個別共振頻率，並在頻率交

叉點觀測量子重疊狀態。 

4.傳輸線線路要配合共振頻率設計。整體實驗將在<50mK

環境下進行。 

 9.強場雷射電漿裝置

在尖端科學研究領

域之應用發展 

1.應用量子同調控制技術，最佳化雷射與原子/原子團的

交互作用，來達成「高階諧波產生」與「內層電子硬

X 光雷射」的效率提升，並且將其輸出波長推進到更

短的波段，成為可以做為尖端下游應用的工具。 

2.建造一個以十兆瓦雷射系統為主要光源的高變化性、

高速率、低顆粒污染的脈衝雷射沉積實驗站，進行超

快磁性材料與量子點的尖端製程、診斷、與應用研究。 

3.以自行研發之桌上型 X 光雷射，建構一套具有數十奈

米空間解析度與數百飛秒時間解析能力之 X 光數位全

像顯微鏡。 

4.發展正子束源，建立電子正子電漿實驗平台，以電

磁感應來偵測電子正子電漿的振盪模式，藉以提升對

天文物理現象的了解。以變頻光學參量放大器來提

升 100 兆瓦雷射的對比，使其適用於研究強場雷射與

凝態靶材的交互作用，例如質子加速器。 

 10.開發標的導向策

略進行 B 淋巴球

活化之醣基化蛋

白質體及磷酸化

蛋白質體的解碼 

    

1.硼酸奈米探針用於集中B細胞表面的醣蛋白，為了讓磁

性奈米粒子表面之硼酸與/醣脂質形成穩定之硼脂，將

在奈米粒子上裝配不同結構之寡硼酸並測試其與醣蛋

白之鍵結親合。 

2.藉由功能性修飾奈米探針和蛋白質質譜鑑定的優勢，

共同建立標的蛋白質體法，針對細胞表面醣蛋白質體

及細胞內醣-及磷酸蛋白質體做高效能純化及修飾點

位鑑定。 

3.發展以多維生物資訊程式輔助質譜法，建立一個新的

定量策略，可同時比較多重樣品中磷酸化和醣基化修

飾程度的差異。 

4.製備帶有硫酸根的寡醣分子，特別是開發一鍋化的製

程以加速合成進度，用來研究B細胞表面的各種半乳糖

結合家族蛋白對醣類結合的專一性，並期望找到更高

結合強度的分子，以活化/阻斷以半乳糖結合家族蛋白

為主的B細胞的活化/分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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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研究半乳糖結合家族蛋白於B淋巴球活化的重要性、以

及找出受半乳糖結合家族蛋白調節的磷酸蛋白譜。 

6.探討葡萄糖胺修飾蛋白在B淋巴球活化過程的重要性。 

 11.整合單分子生物

物理與化學生物

方法探討泛素在

真核轉錄系統的

機轉 

1.應用奈秒解析單分子交叉激發共軛焦顯微術觀察核醣

核酸聚合酶 II 泛素鏈延長之即時行為。 

2.測試核醣核酸聚合脢的泛素化反應時泛素上那個離胺

酸的參與。 

3.核糖核酸聚合酶延展複合體的泛素及共軛酶之聯合反

應。 

4.構成自動化處理分析雙色非遷徙單分子 FRET 實驗數

據之 Web。 

 12.建立果蠅腦中嗅

覺計算線路的圖

譜 

1.子計畫一：(a)將二維影像的貼合技術拓展成適用於三

維影像堆疊的技術。(b)利用training或learning的方

式改進嗅小球的影像切割技術。(c)修正果蠅嗅覺葉的

模型原型，並建立座標系。(d)將結果送交子計畫三進

行確認，並提供給子計畫二、三、四進行後續實驗。 

2.子計畫二：(a)建立神經細胞的統計特徵，已進行3D

影像分類。(b)以非監督(unsupervised)的方式建立以

核心為基礎的學習方法(kernel-based learning 

method)。(c)針對前項所找出的統計特徵，發展降低

維度(dimension reduction)的特徵分析技術。(d)與

子計畫三共同進行確認實體的神經鏈結網路與所建立

之機率地圖間的關係，並與子計畫一、四之結果展開

整合。 

3.子計畫三：(a)完成單一對神經細胞的全解析度取像。

(b)將神經細胞資料整合進子計畫一所提供的座標系

統內。(c)分析神經細胞在型態學與生理意義上的可能

參數，本步驟或許可在子計畫二輔助下，以統計方式

完成。(d)標定出特定的區域神經傳導網絡。 

4.子計畫四：(a)將半規律網格點資料轉換成多重解析度

表示法。(b)建立可進行漸進(progressive)傳輸/視覺

化的系統。(c)研究如何將三維浮水印資訊均勻地散佈

在各座標軸上。(d)將所獲得的階段性成果交付子計畫

三進行確認，並交由子計畫一、二進行系統整合。 

 13.應用腦磁波儀探

討語言與音樂的

神經動態處理機

制 

 

本計畫將發展功能性磁振造影和腦磁波儀資料的時間—

頻率分析方式，檢視反映不同腦區域互相有因果影響的

方法。此外，也將結合功能性磁振影像定位腦磁圖來源

分析與擴散磁振影像神經追蹤技術，探討語言與音樂處

理相關的腦功能與腦神經機制。透過跨平台語跨領域的

整合，能提升MEG 的技術發展，以應用於整合性的腦功

能分析上。 

 14.鐵基超導體之結 1.建立製作高品質鐵基超導體單晶及薄膜之製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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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構與物性研究 2.深入研究這些單晶及薄膜的物理性質與結構，以進一

步了解鐵基超導的形成機制。 

3.發展技術，應用鐵基超導薄膜製作新穎的超導元件，

如天文觀測所需的次毫米波探測器。 

 15.太陽能電池：材
料、元件及其相關
之研究 

1.開發新穎的有機光敏染料，包括非金屬系雙極性化合

物、釕系金屬配位化合物以及紫質化合物等，著重於

吸光性強且涵蓋頻譜寬廣特性。這些染料將利用於染

料敏化型太陽能電池之研究。將輔以物理量測、與理

論計算等，深入探討分子結構與太陽能電池效率之關

連性，並求電池光電轉換率之最佳化。 

2.新穎膠態與固態電解質或電洞傳輸材料之研發，以及

陽極材料，特別是二氧化鈦奈米管之開發，配合新穎

材料以提高光電轉換率。 

3.新穎半導體型太陽能電池之材料(p-型與n-型)之開發。 

4.改良製程，以求提升半導體型太陽能電池電子與電洞

之傳導，並降低其再結合率。 

 16.無線網格網路上
之編碼認知性路
由技術研究 

探討研究在網路通量與編碼認知下，封包傳送路徑選

擇。尤其在多次傳送無線網路干擾的情形下，網路編碼

的時機與方式更是重要。本研究將深入探討以上問題，

並提出最佳化以及可行的解決方式。 

 17.台灣非小細胞肺
癌資料整合與統
計分析 

肺癌無論在台灣或是世界上均為癌症死因第一位，早期
肺癌不容易被診斷發現而且有 80%的病人會再五年內復
發。因此，研究與發展可以預測肺癌病人存活或是復發
機率的生物標記，為目前相當急迫且重要的課題。現今
已有相當好的高通量分析系統像是單核苷酸態多型性探
針的基因晶片、比較基因體雜合技術晶片、基因表現晶
片、微核醣核酸高通量鑑定系統以及新世代定序儀，可
以讓研究者尋找與病人臨床資訊有關的新穎基因體組與
轉錄體組變異。目前新的研究策略模式為藉由分子生物
學層次連結到臨床醫學研究，加上導入新穎的且強大的
數學模式、統計以及資訊計算等分析方法，能為複雜性
疾病研究提供相當好的研究方法，此種研究策略稱為整
合性癌症生物學。在肺癌病人中，若表皮因子生長受體
為突變狀態，則其對於表皮因子生長受體抑制劑相關的
治療藥物如 gefitinib 反應較佳，然而其相關生物學上
的機轉至今仍不清楚且患者後期仍有抗藥性的情形發生
。藉由像是 SNP 晶片與基因表現晶片等高通量分析系統
可以幫助我們找出與 EGFR 突變或是病人預後有關的基
因體組與轉錄體組變異。在本研究中，將利用台大醫院
與台中榮總兩大醫學中心肺癌病人組織檢體，鑑定肺癌
病人的 EGFR 突變情形，再利用微陣列晶片方法獲得肺癌
組織在基因體組變異、基因表現以及微核醣核酸表現的
資訊。上述大量資料將經由生物資訊與系統生物方法分
析，期望藉由不同分子層次的變異加上強大的數學運算
系統，能連結 EGFR 突變與病人臨床資訊。藉著我們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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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的知識與此研究，我們或許有機會建立起台灣個人
化醫療的分子導引模式。 

 四、生命科學跨所（

處）主題研究計

畫 

 

 1.全球海洋生物多樣

性熱點區(菲律賓

海域)之魚類與甲

殼類多樣性研究 

本計畫擬持續參與目前由法國自然史博物館、美國史密

松研究院、新加坡大學所主導，在菲律賓海域進行中之

生物多樣性探勘的跨國合作計畫；亦即租用菲律賓政府

漁業及水生資源局(BFAR)之研究船，在菲律賓周圍海域

進行有系統之調查研究。並分成三項子計畫，依生物類

群，分別由中研院邵廣昭及陳國勤負責魚類及甲殼類蔓

足綱，海大陳天任負責甲殼類之蝦類的研究。 

 2.水稻花藥絨氈層：

構造與功能 

1.我們已找到黃金米穀粒突變候選基因，是一個

aldehyde dehydrogenase。我們將研究此基因之作用

模式，並進行互補實驗，已確定此基因之正確性。 

2.了解數個 GA 合成或 GA 訊息傳導上的水稻突變株其絨

氈層表現的基因的功能與變異。 

3.了解水稻絨氈層與花粉生長發育的角色、及絨氈層與

花粉之間的關係。 

 3.亞熱帶高山湖泊動

態之探討 

本研究計畫的主要目標，是希望釐清亞熱帶高山湖泊在

不同時間尺度下的代謝變化型態以及反應機制。為了得

到一個通則化的研究結果，我們將強化過去在鴛鴦湖的

研究基礎，增加一處高山湖泊──宜蘭縣太平山的翠峰

湖，藉以進行比較。在臺美國際合作的架構下，我們將

以一個跨領域的整合觀點及嶄新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討

亞熱帶高山湖泊生態系的代謝模式。 

 4.一個新模式(稻田

魚)來研究適應鹽

度的機制 

1.降低稻田魚運輸蛋白表現及後續功能分析。 

2.過度表現稻田魚運輸蛋白及後續功能分析。 

 5.研發可局部活化於

腫瘤的前驅分子以

進行癌症照影與治

療 

發展新一代的前驅抗癌藥物與前驅腫瘤照影探，而其能

被具專一追蹤腫瘤能力的抗體連結酵素，於腫瘤區域專

一的被轉換為有活性的抗癌藥物與腫瘤照影探針，來提

升標靶抗癌藥物與標靶腫瘤照影的應用價值。 

 6.阿拉伯芥響應缺鐵

的根表皮專化性反

應之研究 

缺鐵會導致額外的根毛形成，從而提高鐵的吸收效率。

缺鐵造成的根毛模式改變可作為模式來闡明環境與遺傳

因子如何共同決定發育程序。通過比較對照和缺鐵條件

下根表皮細胞的轉錄組和蛋白組，可以對缺鐵誘導的變

化有綜合的認知，並為本實驗室及其他同行的後續實驗

奠定基礎。改良植物以形成更多根毛應降低環境對農業

的影響並提高低投入系統中作物生產的可持續性。 

 7.Isotocin 和

vasotocin 在魚類 

1.降低或過度表現神經性內分泌(或受體)對轉錄因子

表現、離子細胞形態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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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適應之角色 2.降低或過度表現神經性內分泌對受體表現影響。 

 8.以斑馬魚為模式生

物來研究左右不對

稱的分子機制 

 

本計畫將利用斑馬魚在左右不對稱性相關研究上所具

有之優點，來探討斑馬魚胚胎左右不對稱形態形成的調

控機制及可能的遺傳訊息傳遞。主要左右不對稱性研究

包括腹部器官及由松果體和韁核所形成的上視丘。 

 9.誘發細胞自噬作用

之機制與功能探討 

本研究計畫整合了四個不同領域及學門的研究團隊，目

前子計畫(1)正進行 DAPK 抑癌基因和數個誘發細胞自噬

因子關係，以及 DAPK 在細胞自噬中所扮演的功能及角

色。子計畫(2)正探討 Atg1 磷酸激酶與肌動凝蛋白的關

係，以及 Atg1 磷酸激酶活化肌動凝蛋白之氨基酸位置。

子計畫(3)正建構以光學顯微鏡解析細胞自噬平台。子計

畫(4)正分析Atg1磷酸激酶複合體在 yip3Δ酵母菌突變

株的活性與功能。     

 10.以一新穎的顆粒

溶解素毒殺途徑

為標的治療史蒂

文生強生症及移

植物對抗宿主疾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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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遺傳訊息傳遞途

徑的整合 

1.「經由一個具有高度保留性的Ded1p蛋白來研究剪接與

轉譯過程的整合」。  

將檢測Ded1p是否從轉錄過程中就同時被納入剪接

體，並檢驗Ded1p是否直接參與剪接作用。 

2.「透過組織蛋白的泛素化來解析酵母菌對於核糖體蛋

白基因的調控」。 

將研究組織蛋白H2B的泛素化對染色質高級結構重整

的影響，進而推斷下游調控核糖體及其訊息核糖核酸

處理的機制。 

 12.阿拉伯芥光訊息

接收與訊息傳導

之相關機制研究 

 

 

1.光敏素在結構與功能上的相互關係。 

2.經由調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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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釐清AtbZIP16參與在植物受光調控的去白化。 

(de-etiolation) 與躲避遮陰 (shade avoidance) 的

生理反應機制。 

研究成果將可以更加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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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蛋白質硫基亞硝

酸基化之分子機

制及其抗衡厭氧

性傷害之功能 

在具體研究工作上，我們將以血管內皮細胞，血管壁平

滑肌細胞及心肌細胞為模式，再以生物物理，化學及質

譜學的方式探討一氧化氮保護這些細胞而免於缺氧傷

害的機制。此外，我們也將釐清一氧化氮如何影響心血

管系統的訊息傳遞方向與強度，並藉以導引細胞存活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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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利的缺氧環境中。當這些分子層次的問題界定清楚

後，該系統即可用於藥物測試的平台上，判斷外來藥物

是否能產生足量的一氧化氮以使心血管細胞及組織在

缺氧之病理環境中亦能存活較長的時間。 

 14.神經突觸的形成

與塑性 

研究影響調控神經突觸的組織結構與活性的分子與細胞

機制。利用分子細胞生物學、電生理測量等方法來定義

這些功能，藉以協助我們對於人類大腦的功能有更多的

基礎了解。表現之技術，並研究其對於淡海水適應能力

之影響。 

 15.寄主肝細胞和肝

炎病毒的交互作

用 

病毒性肝炎在台灣及世界各地皆為一重要的疾病。現今

仍無 C 型肝炎疫苗可供使用，治療 C 型肝炎病毒基因型

-1 時，更僅有約百分之五十之有效性。 

本主題計畫旨在研究宿主肝細胞與 C 型肝炎病毒間之交

互關係。整體目標主要有兩項： 

1.建立更有效的細胞培養系統與便利的小動物模式。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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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嘉和博士擔任該主題計畫之總主持人，負責協調

各部分子計畫。 

 16.研發抗癌之新穎

性雙官能烷化劑 

 

1.具有抗癌藥潛力之雙功能 DNA 烷化劑的化學合成。 

2.新穎性雙官能烷化劑之抗癌活性及作用機制。 

3.研發肺癌之標的治療。 

（4.抗癌雙官能烷化劑之藥物動力學研究。 

 五、人文社會科學跨

所（處）主題研

究計畫 

 1.影像與醫療的歷史 

 

1.赴華盛頓等地蒐集戰後美國所拍有關台灣之婦女衛生

與健康教育等紀錄影片。 

2.國內各地區蒐集資料及田野調查。 

3.撰寫研究成果。 

 2.史語所未刊甲骨研

究 

1.計畫擬整理十三次發掘未刊甲骨，製作摹本、墨拓、

照相，編排索引，更全面性的公布這批史語所所藏甲

骨。 

2.總計畫側重在史語所未刊甲骨的拓片製作，並以子計

畫整理綴合成果為依據，描繪摹本、拍照、撰寫釋文、

索引。子計畫將進行未刊甲骨的綴合研究，包括：核

對甲骨綴合、從事未刊甲骨綴合等。 

3.建立甲骨的分類、甲骨內容、甲骨綴合資料庫。 

4.本計畫完成時預計會有四十組綴合成果，這些新的綴

合成果將刊布發行。 

5.研究助理透過本計畫訓練，不但可熟稔《殷虛文字甲

編》、《殷虛文字乙編》、《殷虛文字乙編補遺》、《殷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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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丙編補遺》等材料，且可習得對甲骨實物的觀察

目力，以及甲骨釋文的判讀，進由從甲骨材料的嫻熟，

掌握殷代史研究的史料。 

6.此計畫完成之後估計可出版《殷虛文字乙編》綴合補

正、《殷虛文字丙編》綴合補正，並以拓片、相片、摹

本，三位一體的方式呈現各片甲骨。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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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主題計畫在「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一個三年期

的階段中即由使臣、僧侶等中介者的軸線始，從意象

之紀寫、其形象之傳習創造等層次來掌握這個形塑過

程。第二階段仍循此架構，但特別加強了對「中介」

角色的強調，故以子計劃一來集中討論文化傳播媒介

的重要作用。第二個層次則由四個有關文學書寫的子

計劃組成，繼續分別探討東亞世界中儒學學者的理想

空間、使節及其文化書寫的相互關係、國與國間使節

交流時的文化競爭、僧侶在文化交流中所形塑的詩人

意象等課題。第三個層次則由四個藝術史子計劃組成

，利用視覺性的圖象資料分別探討東亞山水畫中理想

意象與特殊地景之互動關係、中日間信仰圖象交流中

的道教角色，以及與佛教密切相關的高僧、居士意象

在中日之間的衍變等議題。 

此期九個子計劃之設計，可視為第一期工作之必要延

續與補充，使之能對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產生一個較

為完整的理解。結合中研院史語所、人社中心、文哲

所及台大日文系、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交通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與國立故

宮博物院書畫處之相關學者，從文學、美術、貿易、

使節與文化交流、宗教等方面探討其互動之過程，以

重新評估「東亞」概念的歷史意義。 

2.主題網站維護—除分別介紹各子計畫之構想、執行進

度、階段成果報告；刊登演講與學術活動消息、國內

外新書或相關研究成果外，亦持續建立與國外相關網

站，如東京大學小島毅教授所領導之〈青波：寧波與

東亞交流〉主題計畫、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的〈

東亞經典與文化〉研究計畫、以及本院人社中心劉序

楓研究員的〈海洋史工作室〉等連結，以建立學術交

流平台，推動國內外研究者對此主題之投入。 

3.國際學者之邀訪—預計邀請兩名，其中一名將由總主

持人之深耕計畫負責，目標為繪畫史專家；另外一名

由本總計畫安排，對象設定在文學、宗教與思想史之

重要學者。現暫時規劃人選有洪善杓 (梨花大學，繪

畫史)、田中淡 (東京大學，建築史)、淺見洋二（大

阪大學，文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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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舉辦學術座談會—預定於七～九月舉行，將邀請兩位

相關領域之國際學者及國內研究學者十至二十人參加

，討論與此東亞課題相關之研究進展現況、未來之遠

景，及預定於 101 年舉行之國際學術會議辦理方向與

內容，除為本計畫提供後續參考支援外，亦期能達到

若干之研究成效。 

5.每兩個月不定期舉辦演講、工作小組會議與讀書會。 

6.籌備國際學術討論會—預定於2012年7-9月間舉行為

期兩天之國際學術討論會。 

 4.近代中國知識轉型

與知識傳播，

1600-1949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傳播」（Constructing 

Modern Knowledge inChina, 1600-1949）是一個龐大且

具特殊意義的課題。 

欲探討這個近代史上中西學術交會、互滲、裂變、與再

造的複雜過程，至少得從兩大面向展開：一是探討中國

傳統學術自身的分化，一是梳理西方科學式知識在中國

的建構與實踐。無後者，固不足以知中國近代性的全面

發展；無前者，亦無以知傳統學術之體系與特質，遑論

建立中國學術本位，重啟中西對話。 

基本上，中西知識交會經歷了幾個階段：1.晚明西學輸

入，傳統學術面臨內部分化，正統論受到嚴肅挑戰，工

具性知識、實用知識大量產生；2.鴉片戰爭，經世文編

編纂是知識型態轉變的關鍵，到自強運動，船堅炮利式

技術的引進；3. 甲午戰敗，知識界覺醒，全面引進西方

整體學術文化；4.新中國建立，知識論述與國族建構激

切結合；到五四新文化運動，全盤西化，中國走向近代，

傳統漸行漸遠。其間各種知識的引進與運用，歐美日本

都作了重要的媒介，傳譯、稼接、再生展，令中國近代

知識建構成為多元次空間的透視。 

本研究計畫結合九位對此議題已有多年研究經驗與成果

的學者，把時段設在十八世紀到二十世紀前期，每位學

者都以自己專長的「知識」為主軸，通過較長時段的觀

察，來說明近代中國的知識轉型、實踐、與再創造。 

我們希望解決以下幾個問題：1.傳統學術的分類與近代

轉型；2.西學與中學的交會：出版、消費與知識再生產；

3.知識與政權；4.新型態知識與專業人士的出現。 

九位子計畫者分別研究：傳統經學的知識分化，實用性

法律知識在的轉型，傳統驗屍如何轉化為近代法醫學，

地理知識國際公法與中國走向世界舞台，晚清「彙編」

形式下的西學二度創造，教科書的「社會知識」傳播與

國族建構，靈學與傳統宗教觀，人種西來說與人種競爭

論述再建構。這是一個跨領域的結合，雖然多數人是歷

史學訓練，但每人的角度都不同，我們最大的關連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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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基層的關連就是「轉型」二字，每個子計畫都扣緊轉

型：探討從傳統到近代。我們相信觀察不同領域知識的

「轉型樣態」，將有助瞭解歷史發展事實與理論建構之

可能。 

 5.1898-1948：改變了

中國宗教的 50 年 

 

 

 

 

 

 

 

 

 

 

 

 

 

 

 

 

 

 

 

 

 

 

 

 

 

 

 

6.戰後臺灣歷史的多

元鑲嵌與主體創造 

本計畫擬從宗教的視角以透視中國的現代化與現代性，

聚焦在浙江省以及其時和它有密切互動關係的上海地

區，探討公元 1898 至 1948 年間傳統的中國宗教如何轉

變成現代全球文化的一部分。 

本計畫集中在先前學界較少重視的三個問題之討論：1.

地方民間信仰的轉型。2.宗教知識的產生。3.菁英份子

的宗教信仰與實踐，以三個主題呈現： 

1.「1898-1948 年間的『廟產辦學』運動」，一方面就

相關政策進行整體評估，另一方面透過溫州府的個案

研究以檢視此一運動對於地方民間信仰的影響。 

2.「1898-1948 年間上海宗教知識的性質與轉型──以

宗教書籍為中心的討論」，預計透過一個「1898-1948

年間上海市宗教書籍資料庫」的建立，並在此基礎上

進行討論。 

3.「湖州菁英份子的宗教生活（1898-1948）」，從湖州

菁英份子（包括旅旅滬湖州人）所參與宗教團體和慈

善活動的性質和內涵，探討其如何在傳統與現代化之

間找到一個平衡點。 

就研究方法而言，本計畫的兩位共同主持人與三為博士

後研究人員將運用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地方

志、檔案、報章雜誌、宗教書籍（含宗教刊物）、民俗調

查、民族誌，並且結合口述歷史，和田野調查以進行研

究；預期研究成果則以期刊論文、專書論文與專書為主。 

本計畫不僅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年來的研究方

向相當吻合，同時也和近史所的幾個研究群（包括城市

史研究群、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中國近代知識建構與

知識傳播研究群）的主題有關，在執行本計畫時，我們

將和上述研究群成員積極的連絡，相互激勵，以期達到

相乘的研究成果。 

本計畫的目的在從不同的學門中，探究戰後臺灣歷史結

構性傳承與自主性創造的過程，亦即由政治人脈網絡、

社會文化、法律、經濟等面相來探討繼受自日治、傳承

自民國政府的各種制度、政策，如何形塑今天臺灣多元

性的歷史舞台。研究時段上溯自日本統治時期，下迄九

０年代近百年時間臺灣歷史的變動，用來了解臺灣人如

何在不同政權所設下的考試制度、法律制度、經濟制度、

文化政策、族群政策的演變下力求突破，使之本土化，

並建立屬於自己的文化和社會樣態，故以「戰後臺灣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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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為題，主要由日治及戰後的

中華民國法制，這些多元的傳承，鑲嵌在臺灣的各個層

面，尤其到 1950 年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後，又如何在原有

的傳承上吸納歐美的制度，加上本土的要求，而形成今

日主體創造下的臺灣。 

 六、農業生物技術產

業化發展方案 

1.因中研院研究人員所從事之研究題目常具有前瞻性及

創新性，當其基礎理論及技術成熟時，只要改變為產

業應用性的研發主題，常可以帶動農業生技之重點領

域特定研發題目的快速發展，即兼具本土性及利基性。 

2.再者中研院也是從事國際合作交流繁密的機構，過去

有植微所與世界各國從事水稻染色體組的定序，至後

續其功能性基因體之研究皆是很好的實例，另亦可藉

由各計畫主持人出國的機會，委請其從事國際合作的

聯絡或實際的共同研發。 

3.創新生技基礎研究計畫方面，為主導創新但有市場需

求或產業界需要之學理驗證及技術突破計畫；產品化

先導性計畫方面，則為評估已完成學理驗證及技術可

行性，並進行階段性或跨領域研發使成果產品化之產

業化整合型研究。 

自然及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 

數理科學研究 

 

 

 

 數學研究 1.數學分析。 

2.數論與代數。 

3.幾何。 

4.機率論。 

5.組合數學及其應用。 

6.流體力學與計算數學。 

7.數學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8.理論科學中心北區子計畫。 

 物理研究 1.推動奈米生技專題中心並與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及加

強與本院其他生命科學相關研究所合作。 

2.整合奈米及生物物理相關之研究計畫以提升研究水準

及成果。 

3.整合大型強子對撞機物理實驗及理論之研究。 

4.推動與本院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宇宙學方面

的研究。 

5.推動與中央大學物理系生物物理方面的研究。 

6.推動與師大物理系的學術合作交流。 

7.加強與北京中科院物理所學術交流合作。 

8.整合及提升支援部門(包括精工室，機電安全部門、

電子工作室，無塵室及核心設施，資訊設施及加速器

等部門)以支援本所以及本院各所之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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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加強對一般民眾之科普教育。 

 化學研究 1.太陽能電池材料之開發。 

2.軟性電子材料與元件 

3.奈米科技與奈米材料。 

4.新穎觸媒系統的開發與應用。 

5.蛋白質結構研究。 

6.癌症、病毒之機制、檢測與抑制劑之研發。 

7.有機合成合成方法開發及天然物合成化學。 

 地球科學研究 1.地震成因與理論。 

2.台北盆地的三維構造。 

3.大屯火山活動的監測。 

4. 台灣造山帶之地殼變形。 

5.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 

6.海底地震觀測。 

7.隱沒帶之結構及岩漿活動。  

8.台灣的造山運動。 

9.太陽系的形式、演化及早期的地球歷史。 

10.大陸地殼的成長、演化及毀滅。 

11.超高壓變質作用及深部地殼及地幔岩石之剝露。 

12.大陸岩石圈地幔之演化。 

13.台灣的岩漿活動及變質作用。 

14.台灣島的大地構造演化。 

15.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第四紀）。 

16.台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環境。 

 資訊科學研究 1.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a)強建中文文句剖析系統研究

(b) 廣義知網與語義合成研究(c)文字學知識的整合

及應用平台(d)個人化輸入平台(e)音訊處理及檢索

(f)台語語音與台語華語平行語料庫之建立(g)模擬人

腦機制的自然語言研究(h)Auto-quiz generation 

from English text。 

2.資料處理與探勘 (a) 資料流之資料探勘(b) Massive 

data computation and management。 

3.電腦系統(a)Virtualization on Multi-cores(b)分散

式競標模型之格網資源管理服務研究。 

4.生物資訊(a)Assessing the Impact of Nucleotide 

Variants at Degenerate Positions in 

Transcription Factor Binding Sites on Gene 

Regulation(b)Study of miRNA Evolution in Gene 

Regulation (c)Phylogenetic reconstruction in 

best substitution model with parallel 

computing(d)蛋白質體上的生物計算研究及系統開

發(e)Deciphering the mechanism of pathogen 

infection in Systems Biology(f)High-through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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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al annotation and assembly 

infrastructure for functional Genomics and 

Metagenomics。 

5.多媒體技術(a)影像去模糊模型(b)Integrate 

Wavelet Transform and Bayesian Network Model for 

Data Analysis(c)機器學習應用於物件辨識技術之研

究(d)多媒體與無線感測網路安全(e)Operator-based 

Signal and Image Separations(f)Video Forensics 

for Crime Investigation。 

6.高效率計算理論研究(a)Graph algorithms with 

application to bioinformatics(b)Online 

learning, game theory, and 

complexity(c)Multi-criteria Geometric Network 

Design and Related(d)密碼學的理論與實作。 

7.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a)Dependent Type in 

Practical Programming(b)Model checking for 

concurrent software under multi-core 

architecture。 

8.網路系統與服務(a)End-to-end QoS Provisioning in 

Integrated 802.16/802.11 Wireless Mesh 

Network(b)Query processing in a distributed 

streaming environment(c)異質行動搜尋平台研究與

實作(d)Studies on Prediction Market(e)Quality of 

Experience Management(f)Research 2.0(g)臨機運算

在間歇性網路中之應用研究(h)網路系統 

(Netsys)(i)Application of Open Geospatial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j)資訊網際合作實驗室

之研究與開發。 

未來仍將透過多重管道未來仍將透過多重管道，積極持

續爭取優秀人才加入研究行列，其中包括多媒體技術、

電腦系統與網路、網際網路、計算理論、生物資訊等，

與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符合之領域的優秀學者，將是我

們爭取的重點。 

 統計科學研究 1.繼續發展 Mathematics in Biology 新興領域研究計

畫，針對全球基因蛋白體相關研究生物數據，總體性

探討並解決疾病遺傳與醫學上之統計數理問題。 

2.對台灣肺癌的生物資訊作整合，以數理統計方法分

析，找出可作病人預後參考的重要基因印記。 

3.針對龐大新世代定序基因體資料，發展高效率的資料

處理、統計分析方法，並運用於台灣肺癌的研究。 

4.推導離散隨機結構之數理性質。 

5.發展新的生物資訊分析工具；利用動態及資料視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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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討基因網路關係。 

6.繼續功能性腦影像之研究，建立參與電腦遊戲時的腦

波模型。 

7.選擇權定價研究非線性時間序列分析。 

8.發展高維度下的變數選取方法。 

9.發展教育統計及環境與空間統計技術及分析方法。 

10.探討實驗設計的理論性質及建構之演算法，並且發展

與實際應用相互結合之最佳設計。 

11.應用統計分析及建立數學模型來探討大型社會網路

之構造、演化及多樣性。 

12.建立大量生物資料的訊息萃取計算系統，以研究複雜

生物網路。 

13.繼續統計科學之基礎研究。 

14.發展機器學習理論處理分類問題的新方法，並應用到

生物資訊學上。 

15.針對全球科研和工業界對最佳化大型實驗的龐大需

求,以理論和計算來建立非正規因子實驗的最佳化建

構系統和研發高效精準的變數選擇方法。 

16.癌症分子變異資料之整合分析、分子重複序列之演化

分析、煙草鑲嵌病毒 RNA 之分析。 

17.中華統計學誌英文國際期刊之編輯與發行，建立本所

在國際統計學界的地位。 

18.舉辦國內、國際會議、專題研討會、研習會及統計科

學營等。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1.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2.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4.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5.能源科學研究。 

6.物理化學與化學物理之理論與計算。 

 天文科學研究 1.延伸新的觸角，研發次毫米波超長基線干涉儀

(submillimeter Very Long Baseline 

Inteferometer，簡稱 submm VLBI)，作為繼 SMA 與

ALMA 之後的延伸計畫。此舉將改進角分辨率達 1000

倍。我們希望能取得 ALMA-北美計畫的原型機天線，

並重新安置於高海拔的台址，作為我們 submm VLBI 的

第三座基地。我們預定將台址設在格陵蘭頂峰站

（Greenland Summit Station）。 

2.將與史密松天文台合作，藉再次拓寬接收機的波段寬

度，改進次毫米波陣列的靈敏度，並增加每座望遠鏡

的接收機數量，我們將致力於研發焦平面陣列偵測

器，也將致力於建造下一代的相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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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我們擬向美國 DFM 公司採購 3 座 1.3 米的第二代中美

掩星計畫望遠鏡，預計建造工程需時 2 至 3 年，預期

於 2012 年開始架設。TAOS-2 靈敏度較第一代提升 100

倍。我們亦將確認 TAOS-2 的台址，同時會持續累積

TAOS-1 的觀測數據，一面使用新的影像暫存技術相

機，並研發支援 TAOS-2 系統所需之新技術、新工具、

新軟體。TAOS-1 將持續留在臺灣，除了為取得科學進

展外，亦作為訓練與測試的重要設施。 

4.TIARA 為各項觀測研究計畫提供關鍵的理論支援。我

們將持續發展與清華大學及其他位於臺灣或亞洲之大

學團體及研究機構的合作，並持續舉辦學術研討會及

冬季學校。 

5.將持續致力於規畫科學計畫，為未來 ALMA 落成後能善

用 ALMA 進行科學觀測作準備。我們使用 SMA 訓練學

生，並參與 ALMA 的運轉與科學驗證工作（Commissiong 

and Science Verification, CSV）及早期科學研究。

在工程技術方面，將持續完成並運送接收機前段次系

統(Front End Assemblies)，預計每月一組。此外，

前段整合中心的第二條線亦將開始運作，雷射頻率產

生器（Alternative Laser Synthesizer）亦將完工交

付。 

6.根據與 CFHT 的協定，新年度本所將繼續參與 CFHT 的

研究計畫，並取得每年 10 夜的觀測時間。這提供臺灣

天文學家 4 米級可見光紅外線望遠鏡的使用權。我們

也將參與 CFHT 的工程計畫以持續發展先進的儀器，如

極化光譜儀 SPIROU。 

7.我們預計每年測偵 500 到 100 個星系團。更進一步，

AMiBA 與 Subaru/HSC 獨特的結合將大大有助於加深對

星系團物理及宇宙學的理解。進行中的工作尚包括結

合 AMiBA 的 SZE 資料與其他波段之星團觀測資料（如

X-ray 及光學的重力透鏡資料）。另一方面，AMiBA 的

資料也可以和其他望遠鏡取得的 SZE 資料結合，研究

較大尺度下的 SZ 訊號。 

8.在 HSC 計畫方面，將完成濾鏡交換系統，並大致完成

CCD 與透鏡的測試工作。我們將儘快開始 HSC 裝置到

Subaru 望遠鏡上並進行測試，也會致力於透過主焦攝

譜儀(PFS)拓展 HSC 的多目標分光性能。 

9.研究人員將持續在中央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大學、

臺灣師範大學等校任教，我們將致力於整合同仁於各

大學的教學工作，期能參與本院之國際研究生學程。

天文數學館的落成，預期與大學之合作將更加密切。 

 應用科學研究 1.奈米生醫光電科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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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多尺度力學研究。 

3.光電在能源、環境及生命醫學上的相關課題與應用。 

4.奈米光電元件之理論研究及設計軟體開發。 

 環境變遷研究 

 

1.研究氣候變化。 

2.研究台灣區域極端天氧變化。 

3.研究台灣水、旱災之風險。 

4.台灣地區大氣氣膠物理化學特徵觀測分析。 

5.研究長程傳輸(如沙塵暴)對空氣品質的影響。 

6.台灣地區高臭氧成因分析及控制方法。 

7.台灣集水區生地化研究。 

8.研究行星大氣化學。 

9.研究温室氣體生地化學。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1.配合各項行政執行。 

2.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促進亞太區域內與全球 e

化科學 (e-Science) 應用研發合作，以及網格教育訓練

與推廣。 

3.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呈現臺灣文化與自然

多樣性」、「促成典藏內容與技術融入產業、教育、研

究與社會發展」、及「推動典藏成果國際化」。 

4.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建立國內與國際資安合作交流平

台。強化我國資通安全之研究與發展，並建立政府、

學術機構、民間企業的合作管道。 

5.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致力以雲端計算、行動計算

相關之軟、硬體及應用之研究，促成本中心與國內外

業學界之合作。 

6.其他跨領域研究：提供各項研究諮詢及培訓跨領域人

才。 

 生命科學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1.植物及微生物生長與發育之研究：從植物地下部根系

生長分化與環境訊號互動、植物光調控及光合作用的

分子機制、光能合成碳水化合物(糖)在訊息傳遞路

徑，葉綠體的功能與發育相關基因、荷爾蒙對植物之

調控機制及其間交互反應乃至繁殖體系花粉管生長發

育相關基因及生長老化過程植物蛋白質分解機制等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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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植物、微生物與環境的反應研究：本所有一群微生物

學家，將持續專注於探討植物對病原微生物之相互反

應。應用上，可為將來防治病害之基礎。本所有極優

秀的光合作用反應專家，配合光受體的研究，及探討

植物受光刺激後一連串的基因變化感應環境中光之訊

息，以調控生理生化特性，進行生長發育，這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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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將是本所之強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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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植物及微生物生物化學及二次代謝之研究：本所以研

究植物及微生物之獨特現象或機能為範疇。由於生物

資訊學、生物統計學及分析關鍵技術之精進，代謝物

剖面分析及代謝組體學研究，逐漸被認為是系統性生

物學分析不可或缺之工具。經由該核心實驗室之設立

帶動本所在重要植物含模式植物阿拉伯芥、水稻、蔬

果作物、功能性真菌、藻類等其在各式環境中重要成

分之代謝變化途徑及成分含量之掌控以為改進重要代

謝物之基礎，以為未來利用之先河。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

究 

1.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魚類適應低温的分子生理機制。 

  以斑馬魚為模式研究肌肉成長之調控。 

  虹彩病毒、神經壞死病毒和魚類免疫學之研究。 

  臺灣文昌魚的研究資源及室內養殖系統。 

海膽基因體的訊息傳遞分子研究。    

2.動物模式：   

拓樸異構酶之功用及應用。 

  斑馬魚離子細胞的功能分析。 

用斑馬魚為研討肝臟癌症之模式動物。 

以斑馬魚作為人類疾病的基因和功能學研究的模

型。 

無脊椎動物攻擊行為之相關研究。 

農業害蟲費洛蒙的研究。 

應用免疫缺損的轉殖基因斑馬魚作為觀賞魚養殖之

健康監測系統。 

造血幹細胞的純化和體外增生。 

3.細胞作用以及功能障礙的分子基礎： 

以解旋酶研討基因穩定及人類老化。 

研究肺癌之標的分子及研發肺癌之標的治療。 

研發對 autophagy 上的 gamma-secretase 具高專一

性的抑制劑以減低老年癡呆症致病因子 Abeta 的產

生。 

探討熱休克轉錄因子如何被無機砷活化及其生理意

義。 

探討組織蛋白修飾與疾病形成的相關性。 

4.細胞結構分析：活體細胞顯影技術發展及應用。 

 生物化學研究 在結構生物學及分子生物物理學方面： 

1.我們會將已建立的高效率蛋白質養晶設備及結構解

析技術，和核磁共振技術，去解析重要蛋白之三度空

間結構，以研究酵素催化機制及開發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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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運用結構生物學以瞭解蝦白斑點病毒侵害宿主之毒

性機制並找出防治方法。 

3.研究蛋白折疊以尋求狂牛症及愛茲海默症等解救之

道。 

4.建立單一分子的高解析度影像技術，以研究複雜的生

物現象，如細胞自噬等。 

在蛋白體及基因體學方面： 

1.以精確的蛋白質體技術發現重要疾病藥物標的蛋白

質及其生理功能。  

2.建立整合性定量分析膜蛋白的醣化與磷酸化修飾的

質譜技術平台，並應用於幹細胞、肺癌與大腸癌等的

研究。 

3.利用斑馬魚組織專一性起動子以表現基因，產生與疾

病相關之基因轉殖斑馬魚，作為蛋白功能研究及藥物

篩選。 

4.應用質譜分析技術於蛋白體後修飾與醣質體學。 

在醣類科學方面： 

1.找出與感染性疾病如幽門螺旋桿菌感染相關醣類代

謝酵素作研究，設計與合成酵素抑制物，以開發藥物。 

2.以斑馬魚及老鼠胚胎發育作一實驗模型，探討特殊醣

質結構於不同發育階段的改變及其影嚮。 

3.蛇毒的醣質體學及醣蛋白結構及活性上的關係。 

4.研究克雷白氏菌表面醣質結構及功能。 

5.研究B4GALNT2醣轉化酶的角色。 

在化學生物學方面： 

1.從天然物中篩選抗病毒或具有生理活性的有效成

分，並研究其合成途徑及參與酵素。 

2.從表達及建立靶標酵素活性鑑定方法配合電腦模擬

及有機合成製造更有效抑制劑，以期開發成為有效藥

物。 

3.結合化學生物學與蛋白質體學以開發新的治療疾病

藥物。 

4.合成前趨藥物配合專一性載體，測試藥理及毒理特

性，並進行動物試驗。 

在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1.研究細胞分裂生長訊息傳導途徑及引發癌症之原

因。研究和癌症相關的DNA複製以及DNA破損之修補

上的功能。及研究蛋白質後修飾如何調控DAPK催化

及生物活性。 

2.子宮內膜細胞分泌蛋白24p3與子宮內膜異位病變的

關係。交配拴形成的共價鍵結機理。 

3.胎盤滋養葉細胞融合的分子機制及子癇先兆症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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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學。 

4.鑑定蛋白質酪氨酸去磷酸酶的亞硝基化，及利用果蠅

為模型來探討去磷酸酶的生理功能。 

5.探討細菌體內利用細胞骨架調控細胞分裂過程。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1.繼續研究人員的延續性重點計畫。 

共有 53 個實驗室，由不同職別的研究人員（包括 7 位

特聘研究員，23 位研究員，13 位副研究員，及 10 位

助研究員）主持，研究領域略分七大類，包括流行病

學與遺傳學、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細胞生物學與訊息

傳遞、神經科學、癌症、心臟血管疾病和結構生物學。

每位研究員各自擬定研發的方向與計畫。此外，本所

研究人員從 98 年開始進行四項前瞻性研究計畫，藉生

物資訊及基因體技術來發掘台灣人中致癌的 micro 

RNAs 及 ncRNAs，研究酒癮的遺傳流行病學，以顆粒

溶解毒毒殺途徑作為不良藥物反應及抗宿主植株的治

療標的，及發展磁振造影報導平台來觀測活體基因治

療中的分子以及細胞的活動。 

2.繼續多中心合作型基因醫藥研究計畫。 

此計畫已進行多年，有很卓越的成績與結果。在未來

2 年中，本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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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我們將繼續國際合作來預防藥物過敏，探討亞洲

人的基因多型性，及在漢人所發現的對某些疾病的易

感性基因在其他種族的再現性。 

3.繼續與大學合辦學程。 

多年來與陽明大學合辦國際及本地分子醫學學程以及

臨床醫學學程，與台大合辦感染症基因體學程，此外

生醫所研究人員皆為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所的成

員。這些學程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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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延攬新的人才。 

99 年將有新的所長到任。他將為本所帶來新的遠景及

方向，並延攬新的人才。 

5.新興計畫。 

為響應行政院推動六大新興產業的號召，研究人員將

從事六項新的研究計畫，其中五項與生技醫藥產業有

關，由本所與院內或院外研究人員合作來尋找肝炎致

病機制以及發展治療神經退化、肝病毒、癌症、和心

臟退化的新藥及方法。另一項研究計畫與開發個人化

醫療有關，由本所與院內資訊所及統計所合作，來發

展醫療資訊作為個人化醫療及預防醫療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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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提昇生醫所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我們將繼續以發表重要論文，邀請外國人士來訪，及

參加國際會議來提昇本所在國際間的知名度。 

 分子生物研究 1.細胞互動與訊息傳遞：研究病毒如桿狀病毒、牛痘病

毒、肝炎病毒與細胞間之互動，胞內外訊息之傳遞及

細胞凋亡之分子網路。 

2.細胞核結構與功能：研究細胞核內基因體的結構，基

因的調控，核醣核酸的剪接以及染色體配對分離等機

制。 

3.結構生物學：利用 X-光繞射及電子顯微鏡研究生物巨

分子，如蛋白質複合體或蛋白質核酸複合體，以及其

分子結構與功能的關係。 

4.遺傳學與發育生物學：利用遺傳、基因轉殖、基因剔

除或突變等技術，研究模型生物，如果蠅、阿拉伯芥，

發育及生長的各種調控機制。 

5.神經生物學：研究神經細胞之分化，功能及神經生理

功能，研發重要神經細胞功能之新基因。 

6.細胞凋亡之研究：由細胞生物分析探尋細胞分裂及增

生的調控機制。 

7.建立小鼠模式研究人類的疾病生長與治療方式。 

8.演化生物學：利用酵母菌研究物種化原理與粒腺體功

能。 

9.神經傳導之可塑性：研究神經激活之訊息傳導與細胞

連結之變化。 

10.植物分子生物學：以水稻及阿拉伯芥研究光合作用

產生之糖類及澱粉轉換之訊息傳遞，根部對無機塩類

的感應吸收、轉換及葉綠體生合成的研究。研究人類

的疾病生長與治療方式，如神經退化症等。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 1.植物環境逆境：以水稻、蘭花、番茄及模式植物阿拉

伯芥為材料來探討植物對環境逆境反應的分子機制。

我們將利用生化、分子生物、遺傳學、轉基因技術及

生物資訊等多學門工具，來探討植物細胞如何感受環

境變化，環境變化的訊號傳遞途徑，訊息傳遞如何導

致基因表現的變化及基因表現造成的生理及生化調控

。蝴蝶蘭及扇型文心蘭基因體定序。  

2.草藥科技：探討藥用植物、活性植物化合物在免疫調

節功能上的應用與分子機轉、藥用植物之癌症化學預

防及治療研究。研究何利用藥用植物作為生物反應器

，以製造更多有藥效的化合物或合成新的化合物。將

中/西草藥針對調節免疫功能及防/抗癌功效兩個方向

進行研究。  

3.分子疫苗科技：畜產動物健康及保健的研究，除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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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相關技術之研究 (例如疫苗佐劑、類病毒顆粒疫

苗) 外，更將涵括研發癌症疫苗及探討基礎免疫反應

機制。 將畜牧動物/人畜互通病毒（如禽流感）疫苗

研發工作，進行重點規劃及技術平台之創新工作。 

4.酵素科技：以植物及微生物基因體學研發纖維素水解

相關酵素。探索植物與微生物基因體組資料庫，以確

定纖維酵素的結構與功能間的關係，並鑑定高效率的

纖維酵素。 

 生命科學圖書館 1.生命科學相關中西文圖書及視聽資料採購,編目及典

藏。 

2.徵集、訂購與裝訂各式生命科學相關專業期刊。 

3.推廣各式圖書與生物資訊課程之利用。 

4.統計各項圖書館相關資料暨評估工作效益。 

 臨海研究站 1.使用<<嗅覺生理記錄法>>研究十五種台灣養殖魚種的

嗅覺靈敏曲線，發現各種類最敏感的前四種胺基酸組

成有顯著的差異。這意味著在開發魚類嗜好的人工飼

料時，應考慮種別性上的差異。 

2.大型螢光觀賞魚之開發計畫。 

3.延續魚、蝦類抗菌物質飼料填加劑之研發。 

4.吳郭魚及石斑魚先天性免疫辨識病原訊息傳導之研

究。 

5.魚類疫苗佐劑之研究。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1.「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造礁珊瑚基因體多樣性與種化。 

海洋微生物體基因體多樣性研究。 

台灣本土經濟性及瀕危動植物遺傳多樣性與演

化研究。 

台灣經濟性及本土魚類基因條碼資料庫之建置。 

果蠅及無脊椎動物族群遺傳及分子演化。 

2.「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西印度洋珊瑚礁共棲生物多樣性與珊瑚金三角

演化機制研究。 

東亞秋海棠屬植物多樣性與系統分類及演化研

究。 

台灣本土動植物之系統分類學之研究。 

台灣生物多樣性、生態與工程資料庫、資訊網之

整合及與國際接軌。 

推動台灣生物多樣性量化指標─物種數指標之

建立。 

3.「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全球變遷下之珊瑚礁生態系抵抗力與恢復力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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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中國海、台灣各離島、墾丁及西海岸溼地生態

系功能之研究。 

台灣植物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分布類型及其形成

機制之比較研究及人為及自然因素之影響。 

全球變遷下之高山湖泊生態系抵抗力與恢復力

之研究。 

4.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旗艦物種生活史、行為、棲地需求研究及其資源

之經營管理。 

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復育與社區營造及外來入

侵種之防治。 

海域人工棲地生態系演替研究。 

5.生物多樣性與人： 

比較東方蜂鷹留鳥與候鳥的遺傳組成。 

  建立台灣東方蜂鷹之親原關係樹。 

 基因體研究計畫 目前規劃主要研究領域將朝向蛋白體與結構生物、化學

生物與新藥研發、建立高速藥物篩選實驗室、高效能分

析發展與藥物篩選、抗 SARS 藥物研發、幹細胞/再生醫

學研究、疾病基因相關研究、癌細胞之訊息接受與調節

訊號的傳送、基礎臨床/轉移研究、建立生物三級生物安

全實驗室、質譜儀分子影像、生物資訊、基因預測及序

列對排方式的發展、創新技術發展。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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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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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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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開發可供植物基因轉殖篩選之新穎標示基因： 

從植物基因中篩選出新穎且對環境有利之篩選標示基

因群，將他們應用於植物基因轉殖工作中，以利於農業

生物科技的應用。研究 MsrB 基因家族在植物體於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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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病害逆境中，表現抗性的作用機制。 

蘭花生物技術：    

利用基因轉殖於蘭科植物，以研究其開花、抗病等基因

功能及生理機制。利用病毒載體基因靜默的方式探討關

鍵基因失去功能後，其所扮演的調節與生理功能。 

功能性基因體、蛋白體、代謝體運用於蘭花有性繁殖之

優良品系之篩選與分析： 

1.持續針對與改善蘭花生產相關功能性基因之轉殖研

究。 

2.利用蛋白質剖面及特異蛋白質體 LC/MS 分析探討蘭花

在不同低溫培養條件下，花梗及花芽分化之機制。 

3.蘭花低溫誘導開花誘致其蛋白質體與代謝組體之變異

分析。  

4.蘭花菌根菌共生後誘發蛋白之蛋白質體與代謝組體之

分析探討。 

5.試管苗馴化、健化與嫁接體系之建立。 

預期在蘭花之研究上可建立高效基因轉殖及體胚誘致篩

選系統來改善蘭花低溫處理性狀供增進農產價值或應用

於育種改良上提升產品競爭力。 

利用模式植物於開花機制與生長調節之探討與應用： 

以阿拉伯芥及水稻等模式植物，探討(1)莖頂分生組織處

關於花形成之誘導機制、(2)花部發育的調控。未來計畫

以「蘭花」為材料，探討類似於此主體之延伸研究。 

開花機制及花朵發育長久以來是植物科學中最具競爭性

的領域之ㄧ，其主要原因可區分為二：(1)以基礎研究而

言，開花是植物生命週期中變化最劇烈的時期之ㄧ，植

物由營養生長轉變為生殖生長的過程中具備了許多型態

與生理上的改變；經由一連串與花部發生相關之訊息傳

遞，逐步形成花的發育。目前對於開花相關機制之研究

依然有許多等待解決的問題。同時也因為對於莖頂分生

組織(SAM)裡能誘發開花機制的分子特別感到興趣、使我

們將研究進一步延伸至花部發育的過程。(2)基於應用科

學的觀點，闡明糧食作物開花時間的重要性不僅止於植

物性狀層面、更是與產量多寡息息相關。因此在植物科

學領域中，開花機制之研究除了是個有趣的主題外，更

將對全球糧食市場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由於植物界包

含許多不同種類的開花特性，因此逐步獲得多樣且完整

的遺傳資訊對於全面性地了解誘發開花機制是必須的，

並藉此達成實際上之應用。 

過去的研究結果顯示，利用環境誘使及比較發育階段所

篩選的誘發因子可以改變生物體的生長發育。其中某些

誘發因子甚至具有改善植物生長，促進開花，及增加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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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逆境的功能及濳力。蘭花功能性基因體、蛋白體、代謝

體的研究分析將為提供全新和多樣化的誘發因子資訊作

為研究植物生長發育的基礎。我們會先在模式植物中測

試篩選出來的新誘發因子並進一步探討其在生長發育上

的功能。研究植物植物的生長發育不只是探索有趣的基

礎生物問題，瞭解生長發育的機制在應用科學上有助於

加速植物生長速度，縮短植物生命週期，甚至有可能創

造第二個“綠色革命”解決未來糧食問題。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史學及考文研究 1.經常性研究計畫： 

包含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文字學四大領域。

預訂發表論文 100 餘篇，參加國際會議，邀請學者

來訪。 

預訂舉辦之研討會：「第三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學

術研討會」、「性別、宗教、種族、階級與中國傳統

司法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二屆台灣地區出土外來

陶瓷研究」、「中國歷代歷史人物傳記資料庫工作

坊」、「第 20 屆歷史研習營」等。 

出版品：預定出版集刊 4 分冊、專書 2 種、古今論

衡 2 期、Asia Major 2 期。 

2.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定期舉辦讀書會、專題演講，

配合主題計畫進行研究。 

3.預計完成 3 至 4 種之《中國史新論》、《臺灣史前史專

論》各分冊出版作業。 

4.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工作：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輸入、校對及新建標誌等

各 3 千萬字；進行《清實錄》人名權威檔著錄。「明

清檔案」整理：原件分類整理 7,000 件、metadata

著錄 12,000 件、完成掃描卷軸類檔案。持續進行考

古田野記錄及文物、拓片與古文書、檔案、民族學

調查標本之數位化。持續整理撰寫「傅斯年檔案」

內容提要。 

善本書審定，並出版善本書書目。善本書掃描 5 萬

頁。 

文物館擬舉行 1 次主題特展及通俗演講；「漢簡」、

「珍藏圖書」、「內閣大庫」、「西南文物」等展示區

文物換展。 

5.文物陳列館典藏櫃第一期防震設施改善方案。 

 民族學研究 1.文化史與族群記憶。此一文化史的取向包括了兩方

面。一是試圖從歷史發展過程，來瞭解文化現象本身

的意義及轉變。其次是反過來要從文化現象層面的分

析、分類，來重建民族遷徙或文化擴散的途徑。這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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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史的建構工作，包括從理論上探索的『歷史人類

學研究群』，和基於民族誌田野調查的『南島民族歷

史、文化與社會跨領域研究群』及『中國西南人群的

歷史與記憶研究群』。 

2.文化與心理介面的研究。這類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是

本土心理學的出發點，也是本所具理論貢獻的研究領

域之一，近年來其成就已受到國際學界的重視。研究

重點從探討華文漢人社會重要文化現象的深度層面入

手，進而探索其與心理層面的交界點，特別是身體感

與情緒等非意識的層面，及意識面中的自我、人際行

為、社會群體等，未來尤其關注在社會變遷下當代的

世代與家庭關係，並採「社會認知」研究取向，以瞭

解人類認知與社會之間複雜的互動關係。這方面的兩

個研究群是：『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和『全球化下

的台灣家庭與世代關係研究群』。 

3.當代社會發展的歷史與社會脈絡。特別是在全球化、

現代國家化等衝擊下，對當代人類社會（包括台灣與

大陸的漢人、原住民社會）的影響。如何將生態人類

學、發展人類學、文化心理學的研究成果，參與對當

代議題、公共政策的討論，是社會實踐的主要渠道。

此類應用取向的研究工作，包括『本土心理療癒』和

『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民族文化和未來發展』等二

項。 

4.文化展演與詮釋。文化展演包括宗教儀式（如歲時祭

儀、神明崇拜、生命禮俗等）和文娛演出（如說書、

歌唱、戲曲的演出，和其它表徵藝術）。人類學者可用

展演內容為切入點來理解文化，或從展演者的角度來

探索文化內涵。這方面的研究工作包括：『漢人民眾宗

教研究群』、『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展演研究群』和『表

意動量與文化脈流研究群』等三者。 

5.發展博物館數位典藏計畫與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

畫。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

集整編 

1.政治外交史研究。 

2.社會經濟史研究。 

3.文化思想史研究。 

4.一般行政工作。 

5.出版及學術交流。 

6.口述歷史訪問。 

7.圖書資料購置及管理。 

8.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 

9.胡適紀念館運作。 

 經濟研究 1.學術研究包括八大主題研究群：(1)總體經濟與經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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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2)計量模型及檢定方法，(3)人力資源的產生與

市場機制，(4)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5)公共經濟與

健康經濟，(6)環境、資源與農業經濟，(7)國際經濟

與產業，(8)家庭互動之經濟分析。另規劃了兩個主題

型政策研究計畫，分別為：(1)經濟預測與政策(2)公

共政策研究。 

2.政策研究部份已成立「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本所過去

已有許多同仁在政策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績，但

是缺少統合，因此對政府政策的形成無法發揮更大的

影響。有鑑於此，本所已規劃「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由從事政策研究的同仁共同組成，不僅統合個別議題

研究，也將藉由同仁之間的接觸與對話，形成對政策

的共識。 

3.舉辦「區域經濟整合與國際貿易研討會」、「2011生產

力與效率方法論學術研討會」、「勞動經濟研討會」、「

總體經濟研討會」、「產業與貿易工作坊」、「2011個體

計量經濟國際研討會」、「2011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討

會」。 

4.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包括邀請國際傑出經濟學者訪華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研究人員出國短期專題研究，

與邀請短期客座研究等。 

 歐美研究 1.依中長程學術發展，列有 5 個重點研究計畫： 

文化研究。 

中美關係。 

歐美公共政策、兩性平權研究。 

歐洲聯盟。 

新實用主義。 

2.除上述重點計畫外，亦持續進行部分個人研究計畫，

如移民企業對西式餐飲業的衝擊（一）、家庭背景與

學生數學表現等。 

3.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4.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5.遴選研究人員至歐美學術機構作短期研究，邀請歐美

學人來所進行合作研究並交換心得，鼓勵研究人員出

席國際會議並提出研究論文。 

6.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以加強學術交流。 

7.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料、微捲及光碟資料，供

研究參考，並充實館藏。 

8.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備，提昇研究效能。 

 中國文哲研究 1.重要研究計畫案： 

文學研究方向：文學研究方向一方面將延續並深化

原有的研究主題，一方面則將拓展新的領域，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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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朝跨學科與跨領域的方向發展，更嘗試與本所其

他研究方向進行主題性的對話。在延續性的領域方

面，「明清文學」、「近現代文學」、「文學與宗

教」仍將是研究人力最主要的投入方向，三者之間

並將出現有意義的互動。另外，廣義的「文化轉譯

與文化交流」問題乃近年浮現的新興發展領域，已

成為所內各研究方向的對話平台。 

哲學研究方向：計有「宋明理學研究」、「佛道哲學

研究」、「東亞儒學研究」、「比較哲學研究」。 

經學研究方向：計有「民國經學研究」、「歷代經學

研究」。 

2.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計有： 

「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 

「罪悔、療疾與宗教文化書寫」。 

「明清文學語境中之秩序與失序」。 

「集體意識與現代性：歐亞研究語境中的華文文學

文化批判（98-100）」。 

「跨文化現代性：歐亞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文

（101-103）」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 

「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 

3.新興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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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電影研究」（100 年~101 年）。 

「秦漢經學國際研討會」（100 年）。 

國際合作計畫（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等）：

「越南漢文獻研究計畫」。 

 臺灣史研究 1.臺灣史研究計畫：繼續推動五個研究群研究工作，並

積極規劃集體研究計畫。研究課題如下： 

社會經濟史研究群：以農墾社會研究及商業傳統研

究之研究為主。 

殖民地史研究群：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為主要對象

的基礎上繼續推廣。並及戰後的研究，與其他大學

院校如台大、政大、交大等合作進行相關主題研究，

如《戰後臺灣歷史的多元鑲嵌與主體創造》計畫，

共有十三人合作進行。 

族群史研究群：繼續以「族群、歷史與地域社會」

作為整合群組成員個別研究成果的討論框架與長期

發展方向，同時藉以辦理研討會、工作坊等，以與

國內外或學院內外學界同仁，交流研究資料、經驗

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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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史研究群：以 1.殖民統治與意識型態；2.殖民

論述與知識生產；3.殖民精英與文化政治；4.本土

社會與文明經驗等課題。預期將可從課題、資料、

方法及理論等各層面，為臺灣近代思想文化史提供

新的視野與方向；並藉此建立臺灣文化思想史研究

的國際學術網絡，作為主要研究範圍。 

環境史研究：過去研究著重在疾病史與生態環境

史，未來仍賡續此一研究領域。並籌辦東亞環境史

學會(EAEH)，召開首屆會員大會，持續與相關學者

及研究機構建立合作關係。 

2.史料整理計畫： 

檔案館正式設置，將擴展古文書與檔案蒐藏類型與

來源，特別是在民間檔案(個人和家族文書等)。 

積極進行蒐藏文書檔案之整編與數位內容加值工

作。 

發展檔案典藏系統和數位加值知識庫。 

遴選適當人物進行口述訪談。 

解讀林玉雕先生日記、林獻堂家族與黃旺成之日

記，及本所購藏相關史料。 

 社會學研究 1.組織與網絡研究。 

2.族群與階級研究。 

3.家庭與青少年研究。 

4.台灣社會變遷。 

5.經濟與社會研究。 

6.歷史與社會研究。 

7.區域比較研究。 

8.社會學史研究。 

 語言學研究 1.「語言結構分析」計畫：語音、語法、及語意結構之

理論分析。包括聲調與元音研究、聽損兒童與聽力正

常兒童語音習得之聲學研究、漢語影響圈語言空間語

意、台灣南島語修飾性動詞成分的句法結構研究、八

思巴蒙、漢語文獻語語言研究（完成「漢字、八思巴

字雙向字典」編輯；整理八思巴蒙語與漢語文獻，與

元代漢語文獻比較）、唐宋動詞組的組併句構研究（唐

宋動詞組補語、致使結構、「比」字比較句、正反問句

的使用狀況）。 

2.「語言類型與比較研究」計畫：針對台灣本土語言及

相關語言進行跨語言類型與對比研究；包括語篇規劃

的單位及認知意義（國語與英語韻律特徵與模版的比

較，包括音段、音域、音高配置、語流節奏配置等）、

台灣南島語語法類型（釐清樣貌和頻率的句法表徵）、

台灣南島語與日語格位標誌和修飾語的結構比較（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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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語和日語為主）、客家方言語法比較（客家方言動

趨結構比較研究）、閩東方言語法比較（分析、比較閩

東方言與閩南方言的構詞、句法及語法結構，找出異

同並加以探討）、卑南語方言比較（代名詞系統的比

較）、嘉戎語名物句跨方言比較、兩岸新聞語言比較、

台灣英語口音與台灣國語的韻律比較等。 

3.「跨學科研究」計畫：與資訊科學與腦神經科學結合，

進行知識本體與漢語語言處理（完成大規模中文語料

庫之詞義與概念標記、建立知識本體為基礎之概念結

構對比研究理論），及語言與大腦關係之探討，包括詞

彙語意關係與知識本體階層架構間之系統性、漢語語

料庫之詞義關係與概念歸屬之標記、漢字辨識中鄰項

效果之腦側化、聲符意符之功能角色與神經關聯、成

人音節縮讀ERP實驗與聽辨實驗比較分析、整合大腦事

件誘發電位與遠距眼球追蹤儀探討嬰幼兒的語言發展

（新興計畫）等。 

4.瀕危語言搶救調查研究」計畫：持續進行台灣瀕危語

言（如邵語、沙語、萬山魯凱語、賽夏語等）之搶救

調查。 

5.「語言典藏與語言調查研究」計畫：進行台灣本土語

言與相關語言之調查分析與典藏，包括台灣南島語線

上語法與詞典、台灣閩客語言地理資訊系統、閩南語

口語語料庫（完成閩南語口語語料庫臺北市地區 99 年

度蒐集語料之標記分析，並收錄新語料）、魯凱語詞典

與文本編纂等。 

 政治學研究 1.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半總統制研究的優勢典範是探詢制度設計與民主表

現之間的關係，但忽略了半總統制國家的集群性與

運作類型之間的關連，這是本研究的焦點。 

發展經驗上可以測量政治情緒的量表、以焦點團體

先行施測，然後再應用到調查訪問的資料收集；第

一階段以台灣的經驗研究為主，第二階段的目標，

則在於發展能夠跨國的比較研究。 

過去 20 年許多新興民主國家採取混合選制，但許多

國家已經發生制度變遷，本計畫希望解釋此一現象。 

以「政黨組織」視角切入，參照「跨國比較政黨研

究」的觀點，區分為「外部關係」與「內部組織」

等兩大主軸，將其運用於剖析 2000 年至 2012 年台

灣朝野主要政黨（包括國民黨、民進黨、新黨、親

民黨，以及台灣團結聯盟等）的發展脈絡。 

比較分析民主化之後台灣、南韓、匈牙利與波蘭市

民社會的抗爭性參與對政府決策所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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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瞭解不同選制下，賄選的誘因以及從事賄選對當選

機率的影響。 

理論模型探討分立政府對行政院提案通過的實證意

涵，推演出假設，並蒐集資料以驗證理論。 

從日本與台灣的經驗，分析單記非讓渡投票制度對

執政黨與反對黨內部凝聚或鬆散的動力。 

2.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中國模式之定性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基於

此，和中國可做有意義比較的案例為同為後極權的

俄羅斯、同為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亞洲四小龍，和

同為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的越南。本研究探討

比較發展模式的理論意涵。 

跨越珠三角與長三角的研究範疇，以渤海灣區作為

研究標的，研究該地之區域治理機制。針對不同城

市區域的知識經濟發展，進行有系統的跨國比較。

建立全球化下區域發展與治理的一般性理論，同時

希望能增加學界與實務界對中國產業動態與中國發

展模式的認識。進一步掌握整個東亞資本主義的發

展特點。建立中國大陸全球化因應模式之初步架

構，藉以分析及預測中國大陸之長程發展。 

研究中國各地方政府與公民社會之間如何互動，是

否產生公民社會參與公共政策的過程，以及產生具

有民主意涵的公共治理機制。 

研究中國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在

推動地方經濟發展時，採取哪些類似及不同的政策

措施，其造成的社會後果有何不同。 

3.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發展大小政治實體與不均衡戰略三角的理論，探測

霸權穩定論、權力轉移理論，和權力均衡典範對於

美中台三邊關係的解釋力，與利用現狀霸權與新興

強權之間的關係變動模式來分析美中關係。 

以台灣特殊的歷史、地理與文化背景為基礎，探討

「層級型國際關係體系」與「東亞式國際秩序」的

歷史面貌與當代適用性，特別是對於兩岸關係的理

論意涵，並持續與發展此一修正型理論途徑的國際

學者建立合作關係，在建立修正型的國際關係理論

範式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4.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完成馬來西亞、高棉、印尼、中國大陸，日本以及

南韓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利用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資料，完成對東亞民

主政體與非民主政體的正當性基礎比較的分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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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全球民主動態調查」計畫合作進行全球範圍的民

主政體支持者的社會與心理特徵分析。 

以東亞民主動態調查的第二、三波的資料，探討究

竟全球化的發展的趨勢之下會對個人政治態度與行

為，尤其是政治參與、政治疏離與投票行為等，發

生怎樣的效應。藉助第二、三波的民主動態資料，

進行比較東亞各國在民主化的程度、經濟社會條件

與國情的差異，個人政治心理與政治參與行為，究

竟會受到怎樣的衝擊與影響。 

以憲政體制為解釋變項，控制選舉制度，探討台日

韓三國憲政運作的差異性。 

協助東南亞各國進行第二波調查資料分析，並根據

分析結果撰寫並出版。協助東亞各國進行第三波調

查資料抽樣與調查進行。 

分析東南亞民主國家與非民主國家之間的差異，並

探究非民主國家高支持度的背後主要原因。分析東

南亞民主國家與東北亞國家之間的差異，主要著重

於二點：（a）差異是否存在？（b）差異存在的理由

為何？  

5.政治學研究方法： 

建構跨國選舉制度比較之客觀指標，並修正既有文

獻。 

以方法營提升國內外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究者之交

流，並促進國內對相關領域之研究風氣。 

舉辦政治學方法工作坊，以精進先端計量方法為目

的，邀請國外學者與所內外教研人員參與。 

蒐集立法院記名表決資料至第七屆（2008-2011）， 

估計偏好，分析國會全面改選以來黨紀變遷與決定

因素。 

將叛黨理論整理，目標將結合制度論與理性選擇理

論，從政黨領袖與國會議員的關係出發。並藉由與

日本學者的合作，將其應用於日本與台灣國會的比

較。 

將 TEDS 調查資料經由地緣與年齡兩個關係進行整合，建

構成為 pseudo-panel data，並利用貝氏統計的方式進

行分析，以擴展並豐富政治學行為研究課題。 

1.特定主題取向研究集群：  

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結合政治與哲學學者進行西

方現代性之研究及近代中西基本政治社會觀念之研

究。 

制度與行研究專題中心：結合社會科學各領域的學者

進行經濟政治、社會等方面之制度與行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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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生史研計畫：透過歷史學、社會學、及衛生學等學

者之合作，探討漢人社會的衛生議題。 

資料勘與學習研究計畫：進行四項研究：強健性文

字比對及其理論的考量，用自然語言的角色劇本來

表達心理影像之認知，機器學習方法的探討，如支

持向量機的加速，特徵抽取方法的創新設計，將機

器學習方法使用於各種資料探勘與文件分析的應用項

目。 

2.區域研究取向研究集群：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結合歷史相關領域學者進行航

運、貿易及港市研究, 海洋文化交流研究，及移民及

其移居地研究。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推動東南亞考古學研究、歷史

考古學研究與生態考古學研究。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推動與亞太區域有關之實用

性與政策性研究。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探討國際經貿相關議題及產

業政策相關研究。 

3.資料庫建置與應用研究集群：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進行抽樣方法相關研究，問卷設

計之答題效應相關研究。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進行基礎環境建置及整

合應用研究。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立臺灣歷史人口資料庫之雛

形，進行歷史人口之比較研究。 

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畫：以家庭為對象進行動態追蹤

訪問調查，以建立與華人或本土社會環境契合的新理

論架構。 

 法律學研究 1.研究組群計畫： 

本所 100 年預計將通過 6 個研究組群計畫，屆時研究

同仁於 99 年終擬具計畫書提出申請，經本所學諮委員

會審查核定者，即依計畫執行。 

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 

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 

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2.個人研究計畫： 

資訊權法研究。 

數位匯流時代資源管理法制之革新。 

比較商標法專書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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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遷的成因、問題與法律對策。 

氣候變遷的法律對策與規範模式。 

經濟分析與比較法。 

擔保法人團體基本權利保障之重要具體問題尋繹國

家概念之研究。 

批准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之後－隱私權之思考。 

日本實踐「公民與政治權公約」之研究。 

生物資料庫與既存檢體研究中自主權的保障。 

消費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一)—以訴訟外之紛

爭解決機制為中心。 

憲法解釋對整體法秩序之影響。 

公務員表現自由之界限。 

藥品專利與健康人權之衝突。 

兩岸四地法學教育之比較研究。 

兩岸間民事訴訟管轄權之研究。 

共有物分割之實證研究。 

行政裁量的司法審查標準。 

「法律授權原則」對於後轉型民主國家的影響：以

南非及波蘭為案例（The Non-delegation”Doctrine in 

post-transitional South Africa and Poland – Is it still a 

good thing?）。 

言論自由與民主發展的辯證--民主轉型中公共論域

與言論市場的緊張關係。 

 

 

 

 

 

一般建築及設備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

維持費 

 

 

 

營建工程 

各項公共事務費用集中編列於單一獨立分支畫，由當年

度輪值所(處)單位掌握全館公共事務經費支用情形，將

得以撙節經費支出；各所(處)中心之兼辦會計及總務人

員亦不須另行處理採購、經費核銷程序，可減少人力資

源重置浪費情形，增益行政效能。 

1.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工程已完工並取得使用執照，

本院使用單位均已進駐。本年度續編最後一年度經費

99,493千元，主要支付物價調整款、公共藝術品工程

費、外管線配合工程費、建築、水電工程費及配合台

大污水處理場整合規劃繳納代金等，總工程經費

1,543,396千元。 

2.第四迴路電力工程：本院供電迴路(第25、29、31等

三迴路)已滿載，尖峰用電已達極限，本工程計畫向

台電申請分戶供電，並針對現有主電力系統進行負載

檢討及改接，完成後將可解決現有供電能力不足問題

，並提升用電安全及可靠度，總工程經費12,000千元

。 

3.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本院為因應世界跨領

域科技研究之發展潮流，建立國內外生物、數理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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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交流平台，提供生物多樣性、數理與生命科技所

需研究空間，興建「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內含研究

室、實驗室、行政辦公室、公共服務空間及地下停車

場，總工程經費1,571,500千元。 

4.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本院為配合國家生技產業之發展

，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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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間與軟硬體設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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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總開發經費 27,020,000 千元。 

5.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透過本計畫將院區環境及入

口交通動線系統改造，且未來配合週邊區域、開放空

間改造規劃，將有效改善院區入口交通與治安死角問

題，重新塑造院區新風貌，並整合本院入口週邊區域

之各項開發構想，達到本院之空間需求與開發願景，

總工程經費40,000千元。 

6.環境變遷研究大樓新建工程：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自民國88年起歷經籌備、成立迄今，均借用院內既有

研究設施，並分置於不同研究大樓，為整合該中心之

研究環境，建置本院數理組跨領域研究平台，以因應

全球環境變遷相關議題、培育台灣專業研究人才、保

育台灣生活環境及全球永續發展，擬興建本研究大樓

，總工程經費986,304千元。 

7.核磁共振研究設施新建工程：為配合本院核磁共振相

關研究設施需求，預定興建為供核磁共振研究設施使

用之建築物，並提供所需相關行政及設備空間，總工

程經費29,493千元。 

8.臨海研究站聯外道路修繕工程：該道路為寬約6公尺

、長約280公尺，兩側緊鄰私人養殖池，第一段兩側

需先架設鋼板樁，開挖土方後以抽水馬達將水抽乾，

以鋼筋及混泥土施做擋土牆，再回填土方及天然級配

料；第二段道路僅一邊需做擋土牆，工法同上，道路

兩側增設排水暗溝並加蓋活動鍍鋅蓋板，路面以鋼筋

及3000psi混泥土鋪設，並於兩側加設矮護牆及警示

標示，維護行車安全，總工程經費9,860千元。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47 

業業業業    務務務務    別別別別    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重要施政計畫項目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交通及運輸設備 

9.學人寄宿舍（2）新建工程：解決研究人員短期住宿

問題，改善研究單位之住宿需求不足問題，於院區內 

  南港區中南段三小段84地號新建綜合型集合住宅之

學人寄宿舍1棟計約112戶(單房間職務宿舍28間、多

房間職務宿舍84間)，規劃為地下3層、地上15層鋼筋

混凝土建物1棟，樓地版面積約17,657平方公尺，總

工程經費569,000千元。 

新購及汰購野外工作車2輛，供研究調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