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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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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行政、文書、出納、事務管理等一

般性行政管理。 

2.管理及維護總辦事處辦公房舍、宿舍之

機電、消防等公共設施，及院區環境、

道路景觀。辦理院區環境保護及全院實

驗室安全衛生事務，執行一般廢棄物、

實驗廢液及實驗廢棄物清理，並賡續辦

理實驗室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承辦本院國際網路連線建置，並負責

本院連外網路與院內資訊網路維運

管理。另提供國內都會型光纖網路維

運及網路備援機制，以及院內遠端接

取服務，如：ADSL、FTTX 及 VPN 等各

項服務。 

(2)院內各類研究所需計算與儲存環境

之維運等。 

(3)開發及維護行政管理系統，建構單一

簽入服務。 

(4)支援本院數位典藏工作，發展資料庫

應用系統、OCR 校對工具、詞彙蒐集

介面。維護學術研究用資料庫系統。 

(5)更新及維護學術研究用資料庫系統。 

(6)管理及維護圖書自動化系統與各所

館員訓練，持續提供本院國內外圖書

館單位的文件傳遞服務，採購與推廣

本院共用資料庫，建置中西文參考性

與全文資料庫的 Mirror Site 以服務

全國學術教育機構，並提供數位典藏

Metadata 技術服務，建立院內圖書館

資源與服務的入口網站。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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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提昇研究

成果與發揮行政管理效能。 

2.有效整合資源分享與利用，對於生活環境

維護、空間美化等均極具效益，有效提昇

行政服務效能，協助學術研究發展。 

 

 

3.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持續逐年汰換各單位老舊網路交換

器，並更新為 1000BaseT 高速網路交

換器。 

(2)持續遠端接取服務,如:ADSL、FTTX 及

VPN 連網等各項服務。 

(3)建立各單位網路雙路由備援架構，以

及障礙自動通報機制，維持每日 24

小時穩定運作與服務。 

(4)延續辦理本院亞洲地區及國際網路專

線建置，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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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持續發展時空整合資訊處理技術，維

護歷年支援數位典藏計畫開發之網路

地理資訊系統，並整合基礎地理圖資

資料庫，建立共享平台架構。  

(6)持續維護高效能計算及資料交換環

境，提昇資源使用效能。 

(7)持續維護大量資料儲存系統，滿足各

類研究應用、數位化典藏資料、資訊

系統等存取需求。 

(8)提供全院安全及穩定的行政業務應用

環境。 

(9)完成文書管理系統建置與上線。繼續

建置單一簽入服務，擴充簡易單一帳

號機制，為此服務打底。完成醫學研

究倫理審查系統，改良院士選舉計票

作業系統、學術服務系統、研究成果

系統、因公出國系統、智財權系統、

一般代收款系統；完成通用報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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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系統初版、獎助(牙)醫學士進修申請

系統、數種專屬報名系統；維護人事

薪資整合系統、所處中心人事管理系

統、會計系統、國際研究生學程線上

申請系統。因應民國百年年序問題。 

(10)更新 OCR 校對工具。發展數位典藏資

料庫系統，包含台灣民族誌影音系

統、語言所語言典藏計畫、漢籍電子

文獻 Web 2.0 加值應用、藝術與建築

中文索引典(AAT)、故宮器物系統等。

更新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維運

日治時期戶籍及資料庫。 

(11)辦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升級與相關

資源的連結查詢(如 google、Amazon

等)，持續管理及維護圖書館自動化系

統並提供相關訓練課程與文件。 

(12)持續提供本院圖書館資源入口網

站，結合紙本與電子式網路資源，以

RSS 提供最新訊息。 

(13)持續進行並加強與國外數位圖書館

技術經驗交流，及參與合作計畫。 

(14)進行數位典藏 Metadata 國際標準中

文化規範與合作，以及協助相關國家

標準的研擬。 

(15) 5 項本院共用資料庫採購與推廣訓

練。 

(16)連結、管理、維護及協詢本院各單位

之 WWW、E-mail 等系統運作。 

(17)整體性、系統性的規劃教育訓練課

程，除加強研究人員之資訊課程外，

一般行政人員之課程亦涵蓋於內，並

分期實施。 

(18)持續支援全院各所處資料之輸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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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開設資訊推廣課程計25門課，211 授

課時，1,083 人次，公務人員終身學

習認証 29 人次，ADSL 服務上線總數

達 1,541 門號，申請數為 51 人次，

FTTX 服務上線總數達 140 門號，申請

數為 163 人次，中英文院網頁改版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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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上網訊息 282 則。 

 4.場地設施管理。 4.(1)提供場地設施辦理本院各項學術活動

事宜，使學術研究工作順利進行。 

(2)提供員工健身運動之體育場地設施。 

 5.車輛通行停放運作維持。 5.院內交通管理相關業務。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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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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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結合社區資源、時令季節等，並以幼兒

的生活經驗為主軸，由全體老師共同設計

課程，藉由完整的課程規劃，親師共同合

作，幫助孩子全方位發展人格與個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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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續建置院區骨幹網路，以及國內外網

際網路之維運管理。擴展各單位網路基

礎建設，並協助院內各單位規劃、建置

與維護內部區域網路。 

2.配合院內各類研究所需，規劃建置彈

性、安全、穩定的資料應用環境與資源，

包括高效能平行計算環境、網路資訊與

資料庫服務電腦主機、大量資料儲存伺

服系統、數位資訊庫伺服系統、資訊安

全檢測與防護設備，以及科學計算軟體

等。 

3.維持公用電腦服務運作，汰換總辦事處

個人電腦及印表機。 

4.本院國際研究生宿舍提供國際研究生安

全便利的居住環境和交流互動的場所，

宿舍可提供約 130 位學生居住。本計畫

主要是提供宿舍日常營運與各項設備維

護之需求，確保住宿學生之安全與居住

品質。 

5.本院國際研究生教學研究大樓結合行政

及教學空間，提供國際研究生良好的上

課環境及優質的行政服務。本計畫經費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研究需

要，積極延攬人才，迄 99 年 8 月 1 日為止，

已進用行政技術人員 1 人，研究人員 25 人。 

 

1.持續維持全院骨幹網路順暢運作，提供高

速穩定網路架構。持續擴展網路基礎建

設，更新 TaipeiGigaPop 光纖網路纜線。

提供院內各單位區域網路規劃與建置服

務，以及各項網路加值應用，建立網路備

援機制，維持每日 24 小時穩定運作與服

務。 

2.持續擴充高效能計算系統，提昇資源使用

效能，調整儲存系統基礎架構，並擴充建

置高效能大量資料儲存應用環境。 

3.建置本院研究用所需各類型資料庫、電子

期刊數位典藏等多重應用平台所需的伺

服系統，擴充該既有之伺服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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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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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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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主要是維持教研大樓軟、硬體與學程各

項相關行政支出。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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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擴大視訊會議服務範圍，建立人文館及活

動中心訊訊會議設施。 

7.更新院區公共區域無線網路設備，提高連

線服務效能。 

8.提供院內乙太網路連線虛擬電路，擴充本

院虛擬私有區域網路系統服務範圍。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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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持續擴充各項資訊安全服務能量，包含

各項弱點檢測工具之更新、維護與擴充、

建置網頁應用程式防火牆、導入日誌客製

化工具、建置新的資安事件通報系統等；

並以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為核心，整合上開

工具及系統，大幅改善資安服務流程。 

11.國際研究生宿舍：為使學生能專注課

業，本院提供舒適便利之學生宿舍給就讀

國際研究生學程之博士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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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並聘有專

職管理員提供住宿相關服務，另外有清潔

與保全人員負責維護建物清潔與安全。 

99 年度除修繕調度用之保留房外，宿舍

房間出租率約為 91%。 

12.教學研究大樓：改善與更新教學區及辦

公區之各項軟、硬體設施，提升教學與服

務品質。目前大樓除提供行政與教學等功

能外，已增加學生會辦公室，可提供學生

開會、社團活動與討論互動之空間。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1.評議會之召開： 

99 年 4 月 17 日召開評議會。 

 

1.評議會之召開： 

議決本院研究組織及工作興革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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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2.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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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1)已核定補助繳交 31 個國際組織會

費，支出費用達 5,897,752 元。  

(2)推薦 10 位本院院士參選 TWAS 院士，

提名 8 位國內優秀科學家參選 TWAS

相關科學獎。 

(3)核定捐助 TWAS 895,000 元。 

(4)已核定補助國內學會12人出席7場國

際會議，補助 1 位院士出席 2 場國際

會議。 

(5)已核定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 2 場國

際會議。 

 3.學術交流合作： 

(1)延聘國外顧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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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捐助亞太國際分子生物網絡研究新

聞網站（A-IMBN Research News）。 

(3)執行本院與英國國家學術院、法國高

等社會科學院、越南國立胡志明自然

科學大學學者互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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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中央研究院講座及持別講座。 

(8)辦理國際獎項提名。 

(9)執行本院人文組年輕學者赴國外進修

計畫。 

(10)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位學程。 

(11)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計

畫。 

3.學術交流合作： 

(1)99 年度 1-6 月共計 18 位顧問、專家

及學者(特聘講座 11 位、教授級學者

5 位、副教授級學者 1 位、助理教授

級學者 0 位、客座專家 1 位)應聘，協

助各所(處)、研究中心擴展新的研究

領域。 

(2)核定捐助亞太國際分子生物網絡研究

新聞網站 955,800 元。 

(3)本院今年已派遣 3 位學者赴英訪問 4

個月；法國今年將派遣 1 名學者來院

訪問 1 個月；英方今年將派遣 4 名學

者來台訪問共計 4 個月。 

(4)16 件學術交流合作協議經本院學術

及交流合作委員會審議通過。 

(5)執行本院與清大合辦中國研究、近世

中國與多元文化、南島語言學、結構

生物、生物資訊等 5 項學程。 

(6)接待國際訪賓共計 39 團，參訪人數達

119 人。 

(7)辦理 1 場中央研究院講座及 3 場特別

講座，出席人數總計達 2830 人。 

(8)推薦院士及研究人員參加各國際獎項

競賽，計有 6 個推薦案。 

(9)本院人社中心助研究員及民族所副研

究員共 2 位獲院方核准通過將赴美國

進修 1 年。 

(10)辦理癌症生物與藥物研發、海洋生物

科技學位學程，目前共 10 名博士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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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上半年度共核發獎學金 1,440,000

元；於 99 學年度即將開辦學位學程包

括：轉譯醫學、基因體與系統生物學、

微生物基因體學學位學程；洽商籌備

中學位學程包括：前瞻生物科技、醫

學資通訊工程等學程。 

(11) 執 行 與 START （ Global Change 

System for Analysis, Research and 

Training）國際科學組織於本年 3 月

11 日至 13 日共同舉辦國際研討會，

邀請國外16位學者及國內6位學者針

對全球環境議題進行討論，支出費用

總計為 1,484,348 元。 

(12)製作 2010 年本院中、英文簡介及多

媒體影片。 

(13)出版「知識饗宴系列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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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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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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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院學術著作出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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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本院學術著作出版計劃： 

(1)參加第 17 屆 (2010 年)台北國際書

展，圖書銷售 535 冊。 

(2)出版中央研究院叢書 《中國史新論–

科技與中國社會分冊》、《中國史新

論–美術與考古分冊》。 

(3)新簽訂合作合約。 

(4) 1 本中文專書審查中。 

(5) 2 本中文專書出版中。 

(6) 2 本英文專書出版中。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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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年度截至六月止， 

(1)專利：已申請國內外專利計 37 件並已

獲得 25 件專利權。 

(2)授權：已完成授權案 27 件，累計簽約

金額約 3 千 8 佰 77 萬元、股數作價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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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研究的經費。 

 

股。 

(3)合作：已完成案 8 件，累計合作金額

約 2216 萬。 

 【召開第 29 次院士會議】 

1.99年2月8日召開第29次院士會議召集人

暨第28屆院士選舉籌備委員聯席會第4

次會議。 

2.99年2月26日召開第29次院士會議會前

分組討論會。 

3.99 年 7 月 5-8 日召開第 29 次院士會議。 

 

 

召開第 29 次院士會議，會中提出 13 項提案

建言，並選出 18 位院士及 5 位名譽院士。 

 

 【儀器整合管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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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

全院 100-101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 

3.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制定

貴重儀器使用效益評估作業要點，加強

考核貴重儀器設備的使用效益。 

4.有效規劃現有公用設施，提高其服務品

質及使用效能。 

5.持續順暢化設施服務流程、改善使用者

界面。 

 

 

1.己協助成立 3 個全院性公用核心設施，開

放全院服務：即代謝質體核心設施(植微

所及農生中心)、植物細胞流式分選儀設

施(植微所)、及蛋白質結構分析設施(分

生所)。 

2.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

全院 100-101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並提供

相關行政支援。 

3.協助彙整 100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中單價

超過新臺幣 500 萬元之預算資料，送行政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審查。 

4.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擬定

本院貴重儀器使用效益評估作業要點，預

計將於七月中公布施行。 

5.99 年度共同需要的儀器的年度購置業

務。由 3 個儀器使用者委員所規劃 99 年

度全院性公用貴重儀器的採購需求，總計

有 Affymetrix 基因晶片掃描分析儀、串

聯式質譜分析儀、固態核磁共振儀之控制

模組升級等 3 項公用儀器，已陸續完成採

購。 

6.線上設施預約系統已建置完成並順利運

作，99 年度 4 月起增加英文介面，為不

識中文的院內同仁及院外合作研究單位

提供友善使用者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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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人文社會科學之博士候選人完成其博

士論文，並為各所儲備人才。 

 

 

本計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99

年度業已核定通過 36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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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生醫所、分生所、生化所、植微所、細生

所、生農所、生物多樣性中心及基因體遺

究中心 8 所與國防醫學院為培養國內基礎

生命科學研究人才，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

究所，利用本院的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

人員予以培訓。一方面可為國內培養高級

研究人才，對提升國家科技水準；另一方

面，使本院現有設備得到更充分的利用及

研究人員有博士班學生執行推動各研究計

畫。 

 

與國防醫學院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究所，利

用本院的軟硬體設備及研究人員培植國內

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本院基於厚植研究人力、提升研究水準，

特擬訂博士後研究制度，為國內、外博士

級人才開拓高深學術研究的歷練，並從國

外延攬研究成績傑出或特殊學門的博士後

研究人員至本院作二年之研究，達到學術

交流之目的。 

 

99 年度分 2 梯次辦理申請，第 1 梯次經審

核通過者 59 名，第 2 梯次經審核通過 80

名，99 年度共補助 139 名，聘期為 2 年。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本院與國內研究型大學合作，針對尖端創
新研究領域，共同規劃跨領域博士學程， 
設立「國際研究生學程」，提供全英文的教
學研究環境與行政服務，旨在延攬國內、
外富研究潛力的優秀學生，藉由學程國際
化之教育環境，培養具國際觀之高級科研
人才，以提昇我國在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
之競爭力。學程目前與包含國立台灣大
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中央大學、國立
交通大學、國立陽明大學、國立中興大學
以及國防醫學院等 7 所國內研究型大學合
作，共設立 9 個分項跨領域博士班學程。
為加強國際研究生學程教學與學生服務品
質，同時提升國際競爭力與知名度，吸引
國際學生就讀，近年來，學程致力於規劃
與推動下列各項業務： 
1.規劃評鑑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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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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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成立專職辦公室規劃與執行教務相關業
務。 

4.成立專職辦公室提供國際化之學生服務
與輔導。 

 

1.國際研究生學程共計 9 項跨領域博士班

學程。學程 99 年度共有 428 人申請，審

查後，錄取 113 名學生，外籍生錄取人數

超越本國生人數（本國：外籍＝54: 59)，

錄取學生國籍分佈遍及歐、美、亞、非、

大洋洲等 22 個國家，顯見學程國際知名

度已漸提升。截至 99 年度 6 月底，國際

研究生學程已培育出 20 名畢業生，發表

超過 55 篇學術論文於 Cell, Nature, 

PNAS, JCB…等國際知名期刊。畢業生陸

續接受包括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史

丹佛大學、史克利普斯研究院、加州勞倫

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美商布魯克道爾頓

股份有限公司、瑞士聯邦技術學院、德國

馬克斯普朗克、日本慶應大學、中國科學

院等知名研究機構延攬，繼續從事研究工

作。 

2.本年度首次執行『國際研究生學程國外暑

期實習生計畫』，共有國外學生 67 人申

請，審查後，錄取來自歐、美、亞洲 9

個國家之 31 名實習生，其中 23 名實習生

確定於 7~8 月至本院報到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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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招募國外暑期實習生：自 99 年度起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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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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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截至 6 月底止，本年度計有 14 名學生辦

理休、退學，因此，約有 270 萬獎助金未

能發放，目前上半年度（1~6 月）計畫經

費執行達分配金額之 79%。 

 ◆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支援本院回國學者等實驗室相關費用及研

究計畫所需經費。 

 

植微所、生醫所、生化所、細生所等單位新

聘研究員建構實驗室開辦費。 

 ◆深耕計畫 

99 年度共補助 14 件新增計畫及 22 件延續

型計畫，辦理計畫核定、執行及預算規劃

等相關作業。另有 6 件計畫執行至 98 年底

執行期滿，辦理結案作業並繳交成果報告。 

 

依據本院「深耕計畫」執行要點，99 年度

經過嚴格的初、複審作業，計有 14 位研究

人員獲得補助，獲選名單如下：  

1.數理組： 

原分所王玉麟博士、統計所丘政民博士、 

資訊所廖弘源博士。 

2.生命組： 

分生所沈哲鯤博士、基因體中心洪上程博

士、生醫所唐堂博士、基因體中心陳建仁

博士、生物多樣性中心趙淑妙博士、農生

中心楊寧蓀博士、分生所鄭淑珍博士、分

生所簡正鼎博士、生醫所譚婉玉博士。 

3.人文組： 

近史所康豹博士、社會所蕭阿勤博士。 

 ◆前瞻計畫 

延 續 性 整 合 型 前 瞻 計 畫 (Foresight 

Project)於 99年度有 10件計畫持續執行; 

延續性前瞻計畫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於 99 年度計有 14 件計畫持續執

行。上述計畫皆已於 99 年度上半年陸續進

行期中成果報告之繳交及管考。99 年度新

增前瞻計畫共有11位優秀年輕研究人員獲

得經費補助。本年度亦持續對前瞻計畫未

來2~5年之經費預算進行整體評估及規劃。 

 

依據本院「前瞻計畫」執行要點，99 年度

經過嚴格的初、複審作業，計有 11 位研究

人員獲得補助，名單如下： 

1.數理科學組:  

王嵩銘博士(物理研究所)。 

李連忠博士(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梁茂昌博士(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楊柏因博士(資訊科學研究所)。  

楊得年博士(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劉維中博士(統計科學研究所)。 

2.生命科學組:  

金之彥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林國儀博士(基因體研究中心)。 

涂世隆博士(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楊文欽博士(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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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葉俊顯博士(經濟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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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原住民社會、文化及風俗研究計畫。 

2.推動亞洲社會科學研究、台灣島研究及

人類學研究。 

 

 

 

 

1.支援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研究計畫。 

2.支援原住民社區服務研究計畫。 

3.支援巨大災變對家戶成員健康影響探討

研究計畫。 

 ◆創新性研究計畫： 

1.推動跨領域創新性研究計畫。 

2.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發

展互動。 

 

1.支援化學生物專題研究。 

2.支援跨領域合作計畫。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 

1.支援生命科學跨學科研究計畫。  

2.推動本院動物轉殖基因及病毒研究。 

 

1.支援第 7 屆華人藥物研討會。 

2.加強實驗室生物安全業務。 

3.支援人類外顯基因發展研究計畫。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推展研究領域之整合工作，資源共享，改

善研究環境。  

 

 

1.支援跨學科研究計畫。 

2.支援物理、統計、資訊等研究計畫。 

 ◆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本計畫的目標在於促進中央研究院奈米科

技的研究；提升跨領域研究、教育與培養

此領域的未來科學家。要達成這些目標，

本計畫整合三大元素：跨領域研究計畫、

共享核心設施，以及博士學位學程（台灣

國際研究生學程奈米科技學程）。針對研

究計畫，我們鼓勵不同專長的研究人員合

作，共同解決他們無法各自完成的問題。

目前參與本計畫的研究人員超過 70 位，分

別來自物理研究所、化學研究所、原子與

分子研究所、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以及基

因體研究中心，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等生命科學領域人員，其他大學的研究人

員也參與其中。 

 

除了共享核心設施，以及博士學位學程（台

灣國際研究生學程奈米科技學程）的固定補

助外，經過討論與審查後共有17項計畫獲得

經費，可分為三大類：節能、生技和新材料

及技術開發。以奈米知識與技術幫助節能的

研究，從最基礎的瞭解磨擦到發展高效率的

太陽能電池共有7項計畫。在奈米生技方面

的5項計畫利用奈米技術偵測細胞膜及其與

蛋白質的作用、發展奈米級的光學檢測技

術，及偵測病毒等。有5項計畫發展新的光

學檢測奈米結構技術及製作大型陣列。主要

成果之一為發展出奈米鑽石螢光技術，可追

蹤蛋白質石細胞中之運動過程，並發展出測

量單根奈米線的熱傳與熱電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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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關鍵技術的開發及重大疾病之新藥研

發。  

 

結合生命科學、化學及相關領域院內外之專

業人才，發展新的方法與策略，開發新的工

具及新藥，更進一步瞭解基因體的功能與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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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研究計畫-植微所 

科技研發項目規劃 

1.突變種庫之建立及在農業生技上之應

用。 

2.生物資訊庫之建立及在農業生技上之應

用。 

3.功能基因之篩選及在農業應用潛力之分

析。 

4.基因產物(蛋白質)功能之探討及在農業

生技上之應用。 

5.特殊啟動子之研發設計及在農業生技上

之應用。 

6.基因功能之高效( high throughput )分

析技術。 

7.創新性基因轉殖技術之研發。 

8.創新性及特殊性農業生物技術之研發。 

9.配合其它農業生技研究以促進特殊新產

品之開發。 

10.生物反應器生產特用產品相關技術之

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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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苗及轉譯醫學研究的基礎架構，針對國人的

重大疾病，包括乳癌、與病毒性傳染疾病如

流感及肝炎，尋找癌症幹細胞表面生物標

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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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登峰計劃是以中央研究院的研發能力配

合國家農業科技之推動，旨在提昇我國農業

科技的國際競爭力。本計畫之內容主要將針

對國內農業生技發展之需要，一方面建立發

展本土性農業生技產品相關科技與資源，使

農業生技產業在台灣得以生根並茁壯發

展，另一方面則建立研發與應用體系，以確

保台灣農業生技產業之永續發展，並儘速提

昇發展為亞太地區生技產業研發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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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附近醫

學院裡的醫師，加入本院與本所及其他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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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進人員參加第一種壓力容器教育訓練

課程，取得證照以合乎 P3 實驗室鍋爐操

 

P3 實驗室希望能在本院人力、物力、財力

充分的支持下，不僅能通過疾病管制局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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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要求。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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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派員參加第 53 屆美國生物安全年會，學

習 P3 實驗室相關課程與新知。 

4.由本 P3實驗室管理相關人員教導申請操

作者須遵守之 SOP 與相關使用規定。 

◆P3 實驗室-基因中心 

1.流感疫苗效力評估動物實驗。 

2.抗流感病毒藥物效力評估實驗。 

3.增殖並純化流感病毒。 

4.雪貂研究用儀器設計與監造。 

5.申請實驗室啟用之核可。 

6.實驗室人員教育訓練。 

 

 

 

 

 

 

查，得以啟用，並能成為教育、訓練、養成

P3 實驗室相關人員的搖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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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提升台灣危險性

病原微生物的研究、防治、應用及生物安全

防護能力的核心。 

 

 

1.執行基因體研究中心研發之流感病毒萬

用疫苗免疫效力評估之小鼠試驗。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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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完成新型流感病毒之增殖及細胞與小鼠

毒力測定。 

4.增殖並純化多種亞型流感病毒，提供研發

診斷試劑使用。 

5.自行設計雪貂專用飼養籠具及實驗操作

用隔離箱，委託廠商製造，並負責監工及

修正。儀器設備已於六月底製造完成。 

6.已於 6 月下旬通過衛生署疾病管制局審

查並獲正式公文。 

7.派員參加台灣環境測試驗證協會舉辦之

生物安全官教育訓練及台灣生物安全協

會舉辦之生物安全實驗室種子查核委員

培訓。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1.協辦台日神經科學研討會。 

 

 

 

 

 

2.NPAS 月會議及演講。 

 

 

 

 

 

 

 

3.研究神經細胞功能與型態之分子機制。 

 

1.假 99年 1月 22日-23日與日本東北大學

及國科會合辦台日研討會，共由來自台灣

各地 57 人及日方 28 人與會。藉由日本團

隊不同領域的專長，加上台灣研究人員的

成果發表，建立起良好的台日互動橋樑，

活動相當成功。 

2.共舉行 5 場 NPAS 月會議，分別由生醫所

陳儀莊研究員、黃怡萱助研究員、生化所

陳瑞華研究員、陽明神經研究所陳正章博

士、成大藥理所許桂森博士給予學術研究

報告。另 2 場由美國 Cincinnati 

Children’s Hospital Research 

Foundation 的 Dr. Chiou-Fen Chuang 與

Dr. Chieh Chang 受邀演講。 

3.培養出大鼠細胞、購置神經細胞特有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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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化試劑及神經突觸活化與抑制之藥

品，以供進一步瞭解神經細胞發育及突觸

功能之調控。 

 ◆綠島建設 

文建會已於 98年 8月將台灣綠島技能訓練

所實際管理權先移交予本院，供本院設立

海洋研究站使用。目前已完成綠島海洋研

究站（原技訓所）之空間規劃配置作業，

並進行相關預算編列中，由於園區整體面

積廣達 4.6 公頃，先期規劃使用房舍總樓

地板面積達 1,000 多坪，今年規劃修繕行

政大樓 1/4 空間，其餘部分將分年整修。 

 

1.綠島海洋研究站周邊陸蟹族群普查：上半

年度已完成 A、B、C 三段之研究調查工

作，初步研究成果本區域目前發現有陸蟹

6 科 17 種，並進行兩處目標性物種時段

保護區之執行規劃設計。 

2.綠島環境生態長期影像監測：目前已完成

8處觀測點1~6月變化之環境生態影像記

錄，及完成石朗海域、樓門岩海域、柚子

湖海域之珊瑚體檢工作，並於公館港口、

中寮港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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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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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進

行調查後辦理修正缺失與改進中，未來希

望可以於漁區作業海域執行調查，並有機

會進行族群調查評估工作。 

 ◆育成中心 

育成中心是為妥善運用院內基因體及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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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亦提供相關咨

詢服務，促使院內新創技術或產品進行先期

研發，以提升創業之契機。 

 ◆多功能基因轉殖植物專用溫室 

相關設施均依植物基因轉殖委員會決議之

管理辦法，開放院內研究計畫使用，以及

多種基轉植物（水稻、大麥、蕃茄、青花

菜、蘭花、阿拉伯芥、煙草、竹子、中草

藥及其他）之栽培。 

 

植物基因轉殖溫室設施共二層樓，目前可提

供的設施有，可控制溫濕度的密閉溫室1

間、一般密閉溫室1間、半密閉溫室8間、網

室3間、種子儲存室2間、可控制光照和溫濕

度的無菌組織培養走入式生長箱2間、大型

走入式生長箱6間、小型走入式生長箱6間、

土壤工作室1間、組織培養室1間、特殊用途

實驗室1間、其他組織培養相關設備、加強

GMO安全之設施、機電設備、各種基轉植物

栽培、管理、繁殖、廢棄物處理所需的材料、

設備與工具等。 

依使用者付費的原則，目前的收費為每月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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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八萬左右；已能達到支付水電及雜項耗材

3成以上的預期效益。 

 ◆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1.基因轉殖小鼠產製：基因轉殖小鼠產製

包含了轉殖基因去氧核醣核酸之製備與

純化、小鼠超排卵、配種、胚胎收集及

顯微注射、小鼠胚胎移植顯微手術…等

相關流程。 

2.基因標的小鼠產製：基因標的小鼠之產

製過程包含小鼠胚幹細胞之培養與操

作、小鼠胚幹細胞之基因標的實驗、小

鼠囊胚期胚胎顯微注射、小鼠胚胎移植

手術…等相關流程。 

 

3.小鼠胚胎之冷凍保存與復育。 

 

4.諮詢服務。 

 

 

1.共有 11 件基因轉殖小鼠申請案件，均已

進入生產流程，並已成功產製 8 隻基因轉

殖小鼠。 

 

 

2.(1)小鼠胚幹細胞基因標的：共有 2 件申

請案件，目前均已完成。 

  (2)嵌合鼠生產：共有 4 件申請案，目前

已進行 3 件，共計進行了 5 株胚幹細

胞之顯微注射，已產出9隻嵌合度50%

以上之嵌合鼠。 

3.有 3 件胚胎冷凍與 2 件胚胎解凍申請，均

已完成。 

4.所有申請案件進行前後均進行實驗設計

諮詢，提供基因轉殖或基因標的載體設計

上之建議，成功產製基因轉殖或嵌合鼠

後，亦提供小鼠繁殖相關建議。 

 ◆轉殖植物實驗室 

本院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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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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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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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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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本設施之任務係提供場所及動物飼養管理

服務，協助生命科學組各所、處、中心解

決動物房空間不足而阻礙研究進展的問

題，預計 98 年度下半年開始逐步提供對外

服務，完成農委會實驗動物舍內部查核之

標準，規劃提供高品質 SPF 規格小鼠之寄

養服務。 

 

 

落實非常完善的獸醫巡房制度、送檢動物詳

實的病歷紀錄及動物房人員針對動物的控

管、環境監控、動物房進出控管，注意實驗

動物的運動空間和生理心理的照顧為主要

關鍵。 

 

 【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奈米超導線與奈米碳管之傳輸性質與磁

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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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針對奈米超導線研究計畫：將可發展新

的製程,以高溫超導單晶或薄膜製作奈

米線,此製程應對製作高溫超導電子元

件有極高助益。 

2.針對奈米碳管傳輸性質研究：將可以發

展一套製程,在奈米碳管上製作可控制

的電極(electrodes),以進行深入的傳

輸物性研究。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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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利用 X 光粉末繞射技術測試結果，發現

FeSe 在超導態下，晶體結構並不是屬於

室溫下的四方對稱性，而是正交對稱；在

這種對稱下才能誘發出超導的性質，這個

結果對於超導性質的來源有著實質重大

的意義。 

2.為了更精確顯示晶體中原子位子的相位

與溫度變化的關係，單晶系統的製備與合

成是必要的。嘗試以助溶劑法及高壓法製

作的 FeSe 晶體，發現 FeSe 與鐵基屬超導

體在高壓合成下，比較有利於晶體的成

長。未來將利用同步幅射所提供的 6 環繞

射儀與低溫冷凍幫浦，進一步確認低溫相

變後原子確實的相位與超導間的關係。 

 

 ◆複雜化合物的設計與合成及其尖端應用 

研究的主題為染敏化太陽能電池材料

(Dye-Sensitized Solar Cells)，此為新

興的替代能源。其基本原理是利用奈

米顆粒的二氧化矽(TiO2)多孔性薄膜

均勻塗佈在導電玻璃(FTO)上，再將

染料吸附在二氧化矽上，並配合碘離

子/碘三根離子(I-/ I3
-)的氧化還原電

解液做為電解質，夾於鉑電極與導電

玻璃之間而成。 

 

 

本實驗室目前所製得之太陽能電池的

光量子效率可達6~7 %，電子電流轉換率

（ optimal incident photon to current 
conversion efficiency，IPCE) 可達85%，其

最佳之光量子效率為7.1 %。此系列化合

物作更深入的探索，期間內已完成數篇學術

論文，並或准申請專利中。 

 ◆太陽電池：材料、元件及其相關之研究 

1.合成新穎有機光敏染料，包括釕系與非

金屬系化合物，並製成敏化染料型太陽

能電池，進行光電轉換效率之量測。也

利用光物理量測、電化學量測，以及理

論計算，來瞭解分子設計與元件效率的

關聯性。也進行半導體型有機太陽能電

池之材料開發與元件製作。 

藉由製程之改進，增進光敏型與半導體

型有機太陽能電池之效率。 

2.研究生與助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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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每季舉辦討論會，除了報告研究成果，

也交換研究心得與新知。 

 

1.開發以 dithieno[3,2-b:2´,3´-d] thiophene 
作為電子予體，2-cyanoacrylic acid 為電

子受體，oligothiophene 為共軛架橋之光

敏染料，並製成染敏太陽電池效率達

N719 染料元件的~ 80%；本論文發表於

Org. Lett. 2010, 12, 16-19。 

2.開發以 arylamine 為電子予體，共軛架橋

含 imidazole 之光敏染料，並製成染敏太

陽電池效率達 N719 染料元件的~ 87%；

本論文發表於 Chem. Asian J. 2010, 5, 
87-96。 

3.開發以 fluorene 與芳香雜環為共軛架橋

之光敏染料，並製成染敏太陽電池效率

可達 N719 染料元件的 96%；本論文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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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Chem. Eur. J. 2010, 16, 3184-3193。 
4.合成非對稱鋅紫質類與鋅酞青素類染料，並

製成敏化染料型太陽能電池，其染敏太陽

能電池效率可達 4.39%;電池之長波長 IPCE
值約30∼50%。 

5.經由研究一系列含有 1,3–環己二烯共軛

骨架之有機吸光材料之光物理性質及元

件參數，發現具有低能量之扭曲分子內

電荷轉移激發態之染料結構，對於提升

光電流密度有明顯助益；本論文已送發

表。 

6.開發利用聚噻吩作為吸光基團之釕金屬染

料，[Ru(dcbpy)(obtip)(NCS)2] (JF-5)，可

以得到優異的光電轉換效率(9.5%)，高於

N3 釕金屬錯合物之效率(8.8%)；本論文

已被 Chem. Mater.接受。 
7.由 polyaniline-loaded carbon black 

(PACB) 或 carbon black (CB) 搭配 1- 
buty-3-methylimidazolium iodide (BMII) 
或 1-methyl-3-propyl imidazolium iodide 
(PMII) 離子液體組成之不可燃、無揮發

性電解質，可將染敏太陽電池效率發揮

至 5.81%；本論文已發表於 J. Mater. 
Chem. 2010, 20, 2356-2361 及 J. Power 
Sources, 2010, 195, 3933-3938。 

8.以 poly(oxyethylene)-segmented imide 
(POEM)高分子分散多壁奈米碳管 
(MWCNT)及白金奈米粒子 (PtNP)於水

溶液中，並利用旋鍍的方式製備 PtNP/ 
MWCNT 複合物應用於染敏太陽電池之

對電極催化層，其效率可由 6.92% 提升

至 8.00%；本論文已發表於 J. Mater. 
Chem., 2010, 20, 4067-4073，並被選為當

期之期刊外封面。 
9.將 dibenzo[f,h]thieno[3,4- b]- quinoxaline

衍生物搭配 P3HT 達成互補式吸光，並混

掺 PC[70]BM 之 BHJ 型光伏電池，其效

率達 4.50%，超越僅混掺 P3HT 與

PC[70]BM 之電池效率(3.90%)；本論文

發表於 J. Mater. Chem. 2010, 20, 2810- 
2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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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利用液晶高分子在高溫下強烈的堆疊特

性，產生出有規則性奈米結構之表面，進

而達成規則異質接面有機太陽能電池，此

結構之元件轉換效率達3.40%；本論文已發

表 J. Phys. Chem. C 2010, 114, 2764- 
2768。 

 ◆單一奈米螢光鑽石的生物發展與應用 

1.建立螢光奈米鑽石表面處理的技術，並

檢驗之其生物與化學特性。 

2.發展雙光子螢光顯微鏡技術，以奈米螢

光鑽石作為生物系統內的標定物。 

3.以奈米螢光鑽石作為活體內與活體外的

長期細胞追蹤器，特別是以活體內的幹

細胞追蹤為終極目標。 

4.發展以奈米螢光鑽石為主的超高解析度

生物影像技術，如受激放射耗乏顯微鏡

（stimulated emission depletion 

microscopy）。 

 

 

已發表數篇論文如下:  

1. Y.-C. Chang, C.-N. Huang, C.-H. Lin, 

H.-C. Chang, and C.-C. Wu*, “Mapping 

protein cysteine sulfonic acid 

modifications with specific 

enrichment and mass spectrometry: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explore the 

cysteine oxidation,” Proteomics (in 

press)。  

2. C.-C. Wu*, C.-C. Han*, and H.-C. 

Chang*, “Applications of 

surface-functionalized diamond 

nanoparticles for 

mass-spectrometry- based 

proteomics,” J. Chin. Chem. Soc. (in 

press)。   

3. Y. Y. Hui, B. Zhang, Y.-C. Chang, 

C.-C. Chang, H.-C. Chang*, J.-H. Hsu, 

K. Chang, and F.-H. Chang, 

“Two-photon fluorescence 

correlation spectroscopy of 

lipid-encapsulated fluorescent 

nanodiamonds in living cells,” Opt. 

Express 18, 5896-5905 (2010)。    

4. N. Mohan, Y.-K. Tzeng, L. Yang, Y.-Y. 

Chen, Y. Y. Hui, C.-Y. Fang, and H.-C. 

Chang*, “Sub-20-nm fluorescent 

nanodiamonds as photostable 

biolabels and fluor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donors,” Adv. 

Mater. 22, 843-847 (2010)。 

  另有兩篇投稿中。 

 ◆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影響 

1.以大氣數值模式研究沙塵暴對海洋生地

 

1.大氣過程與海洋的生物地球化學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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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循環之影響。 

2.氣膠沉降與光分解之產物對海洋植物性

浮游生物的影響。 

3.西太平洋與南海表層海洋的氮循環研究。

4.大氣懸浮微粒和雨水之特性研究及南海

大氣中金屬元素和營養鹽之沉降通量。 

5.利用多重遙測在颱風與海洋物，生地化

交互作用的研究。 

6.大氣沉降‚固氮作用及光化學對海洋中生

物自營及異營作用之影響研究。 

7.南海海域汞的大氣循環及海氣交換研究。

8.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影響。 

9.人才培育: 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大學合辦

「國際研究生學程」。 

動，發表 17 篇論文, 29 篇研討會論文。 

2.在 2010 年六月臺北 WPGM(Western 

Pacific Geophysical Meeting)會議中主

辦 專屬主題發表會(special session) 。 

3.有7篇文章在2010年六月臺北WPGM會議

中發表。 

4.在新加坡 AOGS 專屬主題發表會。 

5.有 9 篇文章在新加坡 AOGS 會議中發表。 

6.一篇文章在印度 IAHS 會議中發表。 

7.一篇文章在兩岸沙塵會議中發表。 

8.一篇文章在 Portland, Oregon, AGU 

Ocean Sciences 會議中發表。 

9.人才培育: 中央研究院與中央大學合辦

「國際研究生學程」之地球系統科學學

程: 3 博士學生; 國際研究生學程招收暑

期生: 4 學生。 

 ◆新世代超音波乳癌診斷技術 

發展新世代超音波乳癌診斷的方法與技術

來提升診斷的正確率。 

 

1.已完成採購徒手三維超音波影像重建模

組。 

2.派員參加國內人體試驗課程3人次、出席

國際會議1人次、國內會議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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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發新穎高電子自旋極化材料的製程。究

竟在金屬、半導體與氧化物材料間如何尋

找方向，以及在材料結構與電性磁性的分

析上都將會配合理論的分析，利用電子的

傳輸理論導出電導值並研究不同的結構的

不同物理行為，嚐試最適當的調整，以尋

找產生極化電流之適當材料。將自旋電流

注入所需電子電路至少要通過一個介面，

必須依照此電路材料的導電率與介面性質

來選擇高自旋極化材料，或是以氧化層取

代原本的單一介面，才能真正達到高效率

自旋注入。自旋電流的特殊偵測技術也是

重要的研究方向，以光學方式，超導材料，

或是穿隧效應最為適合，其間的相同與差

異處等，我們也會對此方向深入研究。 

 

 

 

製作稀釋磁性半導體、稀釋磁性氧化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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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理論模型，修正以往處理點探針測量數

據未列入正常態時的類粒子貢獻項，更完整

地描述電子自旋極化的行為。 

 

 ◆BMVC 相關衍生物於 G 四股結構與癌症之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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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據我們所研發的掌上型癌症檢測系統 

[Analyst 132, 745 (2007)，134, 708 

(2009)；美國專利 US 6,979,738 B2 

(2005)，US 7,691,624 B2 (2010)；台

灣專利第 I 260320 號 (2006)]，這項方

法結合醫院現行檢測方法，不但可提升

癌症檢測的準確率，同時可降低醫療成

本；目前已有單位表達高度意願，希望

技轉合作。 

2.由於 BMVC可以分辨出癌症細胞與正常細

胞，我們發現癌細胞與正常細胞的溶酶

體膜通透之差異。利用小分子的結構與

功能，探討癌症細胞與正常細胞的反應

差異，經由這些差異特質，可作為日後

選擇性抗癌藥物分子設計的依據。目前

在從事研究 HSP70 對小分子在癌細胞與

正常細胞之差異。 

3.研發出分離平行 (parallel) 與反平行 

(antiparallel) G-四股結構的方法，有

助於染色體端粒與啟動基因中的 G-四股

結構的多型態與型變之研究。 

4.發展新的方法，並結合理論模擬計算與

單分子 TPM 的量測，探討端粒四股結構

在鈉離子與鉀離子中之結構轉變之機

制，特別是比較熱力學與動力學。 

5.研發新的螢光探針分子。 

6.設計與合成BMVC與現行抗癌藥物分子的

複合物抗癌試劑。 

1.“Cancer cell detecting device”, US 

patent 7,691,624 B2, 04/2010。 

2.“Single-Molecule TPM Studies on the 

Conversion of Human Telomeric DNA”, 

Biophys. J. 98, 1608-1616, 2010。 

3.“A chemical approach for achieving 

intracellular selectivity of 

fluorescence tumor markers for cancer 

diagnosis”, revised, 2010。 

4.“A simple method to screen a new 

novel G-quadruplex binder to human 

telomeres”, revised, 2010。 

5.“Inhibition of telomerase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by a novel 

G-quadruplex。 

6.“Inhibition of telomerase activity 

and expression by a novel 

G-quadruplex stabilizer BMVC-4 in 

cancer cells”, to be submitted, 

2010。 

7.“Structural diversity and 

conversion of G-quadruplexes: 

potassium concentration effect”, to 

be submitted, 2010。 

8.“Separation of antiparallel and 

parallel G-quadruplexes by 

emulsified BMVC derivative”, to be 

submitted, 2010。 

 ◆光電化學分解水產氫之研究 

1.林麗瓊教授繼續與其他單位合作，取得

各種成分的InGaN材料，以改變能隙，以

提升供吸收的效率。 

2.博班生Tony Basilio已經畢業回菲律

賓，其研究工作由陳新鎰接續。 

3.薛特教授利用陽明的人力，在不同電解

質對於光水解的影響的研究上已經有初

步成果。 

4.劉如熹教授在量子點與半導體材料結合

擴大光吸收方面有相當進展。 

 

1.Tony Basilio利用化學蝕刻來提升光水

解產氫效率獲得具體結果，論文已經發表

在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上。 

2.劉如熹教授利用CdS量子點結合ZnO來提

升光水解產氫效率獲得具體結果，論文已

經被Angrew. Chem. Int. Ed.接受。 

3.黃智賢教授碩士生劉泰延已經通過論文

口試，其成果撰寫論文中。 

4.薛特教授助理王信傑已經完成電解質對

光水解的研究，論文撰寫中。 

5.黃智賢教授利用 AFM 研究裝水解表面的

現象，有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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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奈米解析度即時相位成像之 X 光成像技

術 

1.利用先進奈米製程所製造出之優異的 X

光光學元件，例如極高深寬比(>25)極小

線寬(<20 nm)之 X 光波帶片(x-ray zone 

plate)及複合式 X 光折射透鏡，建造一

具有超高解析度的尖端 X 光顯微技術平

台。 

2.高於 10nm解析能力之非侵入性非破壞性

檢測的 X 光顯微技術，可作為半導體元

件分析或生醫影像中極為重要之工具，

進而可有效促進奈米科技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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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邁向次飛秒與埃秒科技 

本計劃研究重點在於發展次飛秒與埃秒相

關雷射技術與應用。 

 

1.成功示範產生次飛秒任意光波脈衝。 

2.訓練學生助理完成以上研究。 

 ◆發展金字塔形單原子針為場發射離子及

電子源之研究 

1.以單原子針電子源對奈米結構成像及。 

2.發展單原子針氣體離子源並量測各項離

子源基本特性。 

 

 

 

1.金字塔型單原子針產生的電子束同調性

比傳統場發射電子源高很多，達到全同調

性。 

2.以一低能量電子點發射源顯微鏡，用全同

調性電子束對奈米結構成像，結合理論瞭

解低能量電子點發射源顯微鏡成像機制。 

3.開發出銥金字塔型單原子針，並對不同數

種不同元素之離子源量測各項基本特性。 

 ◆靜電式電鏡相位板結合濕室及低溫環境

於生物分子顯像之研究。 

1.利用微機電的技術，製造適用於電子顯

微鏡之靜電式透鏡(Zernike 相位板)。 

2.突破低原子序材料和生物樣品在電鏡中

低對比之障礙。 

 

 

1.已利用微機電系統製程與透射電鏡整合,

發展出不同結構的相位版，並嘗試與環境

透射電子顯微鏡結合，並已初步得到影像

對比增強效果。 

2.已針對低溫電顯在蛋白質上的應用對靜

電式的相位板作出最佳設計，實現可調相

位改變相位板的低溫電顯。 

 ◆電荷量子位元與固態量子共振腔的耦

合。 

1.量子位元是目前數位位元的量子版本，

經由量子操作機制，可達到混合態運算

的功能。 

2.本計畫將以超導單電荷電晶體為架構製

作固態量子位元器件。 

 

 

1.已經設計定製了量測用的低溫設備。預計

今年底到達，就可以開始進行微波相關實

驗。 

2.目前先使用舊的低溫量測系統量測鄰近

共振腔對超導的單電子電晶體的影響。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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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將超導量子位元器件置於電磁波共振腔

中，在共振狀態下達到量子位元與共振

腔光子混合態，並藉由共振腔頻譜讀取

量子位元狀態。 

經有些初步的成果。 

3.配合超導元件與低溫系統的微波量測線

路也正在設計製作中，有必要會先去中興

大學合作者那邊做量測。 

 ◆強場雷射電漿裝置在尖端科學研究領域

之應用發展 

1.持續優化 100 兆瓦雷射，並用以推動發

展電子加速器和 X 光雷射。 

2.以電漿非線性光學進行兆赫茲光源的發

展。 

3.建造液態氦低溫量測系統，可用來量測

高溫超導薄膜的特徵曲線及進行量子點

實驗。 

4.建造超高真空量測實驗站，其中結合低

能量電子繞射儀、歐傑電子能譜儀、離

子槍與加熱溫控系統，可用來量測薄膜

的晶格結構與元素組成。 

5.以計算機模擬驗證電漿非線性光學相對

論性雙折射理論。 

6.發展電漿非線性光學相對論性旋光理

論。 

7.以計算機模擬研究強場雷射與原子團的

交互作用。 

 

 

 

1.持續優化 100 兆瓦雷射的規格，以擴束的

方式降低空氣的非線性效應，使-50 ps

～-10 ps 的脈衝對比提升至 2×10
7
。 

2.在雷射電漿波電子加速器的發展方面：電

漿波導式雷射電漿波加速器產生的單能

電子束達 300 MeV，指向性≦5 mrad。 

3.在軟 X 光雷射的發展方面：以 100 兆瓦雷

射驅動波長 32.8 nm 的 X 光雷射，輸出脈

衝的光子數達 6×10
11
，比過去使用 10 兆

瓦雷射驅動所產生的光子數增加了 6 倍。 

4.在兆赫茲光源發展方面：達成使用 ZnTe

晶體產生兆赫茲電磁波脈衝以及建造掃

瞄式兆赫茲時間波形診斷系統。 

5.建造超短脈衝雷射沉積實驗站，並以其成

功地製造超快磁性材料薄膜－

Gd22Fe74.6Co3.4、YBa2Cu3O7-x薄膜、以及具有

六角形網孔的網狀碳薄膜，其網孔直徑為

5-10 微米。 

6.成功以超短脈衝雷射沉積製作FeBO3單晶

薄膜，厚度只有幾十奈米，薄膜晶格的指

向可由基板的晶格指向來控制，過去未曾

有此類薄膜製作成功的報告。 

7.以計算機模擬驗證電漿非線性光學相對

論性雙折射理論，所有理論的特徵都得到

驗證，模擬結果與理論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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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篩選在BCR訊息傳遞中會連接在成熟B細

胞表面的半乳糖結合家族蛋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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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ectin 對醣

類結合的專一性，並期望找到高結合強

度的分子。 

3. 利用在鹼性條件下共沉澱FeCl2及FeCl3

合成奈米粒子(Fe3O4)(MNP)。奈米粒子

  

  

1.表現出半乳糖結合家族蛋白並從C57/BL6 

mice中確認會與成熟B細胞表面半乳糖結

合家族蛋白。 

2.建立一鍋化的製程可用來準備大量帶有

硫酸根, 雙醣類, 三醣類及四糖類並包含

有type 1 (Gal-β1,3-GlcNAc), type 2 

(Gal-β1,4-GlcNAc), or 混和態的骨架。 

3.製備硼酸功能化之磁性奈米粒子並與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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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面會使用tetraethyl 

orthosilicate (TEOS) and 

3-aminopropyltrimethoxysilane (APS) 

藉由溶膠凝膠法被轉成具胺基功能。利

用TEOS/APS比例調整在MNP表面的胺基

密度。再接著與DSS反應使得MNP表面轉

成活化的ester可與amide bond輕易作

用。 

4.利用硼酸功能化及TiO2之磁性奈米粒子

來純化磷酸化蛋白質體與醣蛋白質體。

此外，利用與子計劃發展能夠標定

O-GlcNAc-修飾醣蛋白質體的代謝性標

定法 (metabolic labeling tags)。  

體Fc 區之碳水化合物形成硼脂，達到共

價位向專一性固化目的。 

4.建立由 NTA-, TiO2, 及硼酸功能化之磁性

奈米粒子來純化磷酸化胜肽與醣胜肽的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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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可 PEG 之微流體通道石英微反應器之

實現�製做流程與應用發表於中國化學會誌

◦ 建構有微秒解析度之單分子螢光顯微鏡�

採購 APD 和白光超快雷射◦  
建立用核醣體胞外轉譯系統之螢光雙標記

細統◦  
研究泛素中七個離胺酸那一個離胺酸參與

泛素化 正在製造泛素離胺酸的變異(K6R, 
K11R, K27R, K29R, K33R, K48R, and 
K63R)◦ 
為了研究核醣核酸聚合酶與 Spt4-Spt5 and 
E1, E2 (Ubc5), and E3 (Rsp5)之作用� 我們

把 Spt4-Spt5 克隆到雙表現之質體◦  
發展新的改變點偵測算則並比較它們在分

析單分子時序之優劣◦ 
 

 
 
 
石英表面PEG部分已完成� 應用於  RNA 
polymerase II 與DNA/RNA的結構上  用
FRET證明在沒有 RNA polymerase II 時 
DNA/RNA 的構形有不均質性  而在與

RNA polymerase II結合後 DNA/RNA 的構

形有唯一構形  (發表於  Lin, Y-C; Lin, 
Bo-lin; Tommy Setiawan; Chia-chi Chang; 
Wei-hau Chang*, A Single Molecule FRET 
Study of Forma tion of RNA Polymerase II 
Elongation Complex on Passivated Surface, 
JCCS 57, 3B, 1-8 (2010)) 產生雙色標記的

RNC: 利用大腸菌之細胞萃取物產生胞外

胜肽螢光標記法其特色是利用核醣體把螢

光標記的tRNA 代入◦ 
七個離胺酸變異之泛素已經被表達與純化 
我們正探討這些變異的穩定與結構這些泛

素變異蛋白會放到試管內核醣核酸聚合酶

泛素活性分析以探討那一個離胺酸用於泛

素化◦ 
克隆為核醣核酸聚合酶的活性分析�要找適

當的大腸菌株� 以獲得可溶的 Spt4-Spt5 蛋

白◦ 我們也同時克隆 Ubc5  � and E3 Rsp5� 
以及缺乏高保守性之 CTD 的核醣核酸聚合

酶◦ 核醣核酸聚合酶的 CTD 在核醣核酸聚

合酶的過程十分重要� 然而需要 CTD 的長

度並不知道◦ 我們計畫用 intein 策略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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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D 可被切斷的核醣核酸聚合酶� 這樣的

核醣核酸聚合酶可以再用化學接合法接上

已經轉譯後修飾的 CTD 以進一步探討

CTD 磷酸化在核醣核酸聚合酶泛素化的確

切角色◦ 
 我們比較四種方法◦ 它們是門檻法�去噪音

法� 隱藏馬可夫法� 和改良BIC法◦ 我們測

試模擬和真實數據: 模擬數據讓我們可以

設計不同的躍遷頻率和噪音成分◦ 我們也

撰寫以使用Matlab計算界面以供大家使用◦ 
 ◆建立果蠅腦中嗅覺計算線路的圖譜

（S-99-TP-AB6） 

 

1.子計畫一：(1)建立二維影像的貼合技

術，以作為原型。(2)建立針對嗅小球的

影像切割技術。(3)建立果蠅嗅覺葉的概

略標準模型。 

2.子計畫二：(1)建立cross-validation的

方法來決定後續影像處理分析的重要參

數。(2)針對嗅覺葉、嗅小球的重要功能

單元建立機率地圖。(3)將結果交由子計

畫三進行確認。 

3.子計畫三：(1)培養後續實驗所需的果

蠅。(2)收集單一神經影像。(3)建立利用

PaGFP的神經追溯程序。(4)產生雌雄各30

組的果蠅腦影像，協助子計畫一建立自動

切割與自動對位演算法。 

4.子計畫四：(1)建立將3D神經影像轉換為

半規律網格點資料的系統原型。(2)收集

關於網格點資料的壓縮、傳輸、版權保護

等相關文獻。 

 ◆應用腦磁波儀探討語言與音樂的神經動

態處理機制 

本主題計畫以語言與音樂的大腦神經機制

為研究主軸。語言是人類特有的能力，語

言的處理從早期的知覺分析到晚期的語意

理解，包含許多在時間上連續，在大腦活

動區域上相互重疊的處理階段，由於MEG 同

時具有時間與空間的解析度，因此語言的

處理歷程也成為在 MEG 的研究中最適合被

應用的研究課題。而音樂也是人類相互溝

通的方式之一，探討音樂與語言處理神經

機制的異同也成為從演化的觀點瞭解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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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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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大腦的關係的重要論述之一。六個子計

畫網羅物理學，心理學，語言學，電機工

程與醫學背景的研究人員，分別從語音知

覺，音色與音韻處理，文字辨識，語言理

解等不同向度探討語言與音樂的神經生理

機制。 

 【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珊瑚共生體生物多樣性 

本研究團隊將以三年的時間，就共生藻多

樣性、光合生理差異與逆境蛋白表現的時

空變化、珊瑚宿主與共生藻認知與脫離的

可能生化機制以及微生物多樣性（包括不

可培養與可培養）等方向，以台灣產籬枝

軸孔珊瑚與萼柱珊瑚為模式生物，探討珊

瑚共生體多樣性模式與功能。 

 

1.同一宿主珊瑚在不同的背景環境（熱帶與

亞熱帶珊瑚群聚）及漸變的環境下，發現

其共生藻的組合改變，可能是因為不同共

生藻在逆境下成長分裂速度不同所致。而

其共生藻在時空上的變化是否與光合生

理差異及逆境蛋白表現有關正在進行分

析中。 

2.由營養的觀點建立共生藻與其宿主成功

建立共生關係的過程與機制，初步結果顯

示宿主可能利用不同氨基酸組成來調控

不同親緣型的共生藻。 

3.臺灣熱帶與亞熱帶珊瑚礁群與造礁珊瑚

『可培養』與『不可培養』的共棲微生物

的多樣性，在『不可培養』的共棲微生物

發現籬枝軸孔珊瑚上的微生物相相當多

樣且具專一性，還有明顯的季節性的變

動；而『可培養』的共棲微生物中，分別

從野柳、墾丁、綠島分離純化出之 390

株純菌株中，發現疑似為新菌屬的細菌 2

株，另有 9 株純菌株發現疑似為新菌種，

將陸續完成此新菌屬與新菌種的分析工

作並正式發表。 

 ◆研發漢丁頓舞蹈症的治療及診斷方式-

自基礎置臨床的策略研究 

本年度將以分子生物學及生物化學方法，

深入探討AMPK及能量失調在漢丁頓舞蹈症

發病過程及由Htt塊狀聚集所造成的細胞

毒性調節上的功能。也將利用漢丁頓老鼠

模型及細胞模式研究粒腺體功能失調與氧

化壓力導致紋狀體神經元病變的病理機

轉。有關BC1對Htt塊狀聚集的探討，我們 

將建立 BC1 轉殖鼠，研究 BC1 是否有助於

舞蹈症動物模式R6/2運動功能與壽命之改

 

 

目前已建立多個漢丁頓舞蹈症病人細胞

株，並完成漢丁頓小鼠模型在發病過程中血

糖及其他血液成分的測定。BC1 蛋白質已由

細胞顯影方式驗證，發現可存在於漢丁頓蛋

白質塊狀上，可進一步測試其功能機轉。移

殖入大腦紋狀體的神經幹細胞可存活，並分

化成神經細胞及膠細胞。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72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善。我們也將著手將神經幹細胞移植至漢

丁頓老鼠的腦中，研發可能的舞蹈症治療

模式。 

 ◆阿拉伯芥宇元(ubiquitin)-仲介蛋白分

解調控之功能與機制探討 

本計畫主要以阿拉伯芥為模式植物，探討

該研究領域之重要問題，特別係主要宇元

受體之機制與功能差異；蒐尋嶄新之黏合

酵素，受質蛋白及調控因子，探討受質專

一性之決定因子。 

 

 

 

本計畫探討宇元(ubiquitin)仲介蛋白分解

之主要關鍵步驟，包括受質辨識、轉運等，

年度預期可以達成的主要目標: (1)分析主

要宇元受體的生化與結構特性、生体內功

能。(2)發掘參與光訊號與乙烯訊號傳遞中

受宇元系統調控之轉錄因子及相對宇元黏

合酵素 (E3)與受質。 

 ◆T-DNA 插入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的利用  

1.製造 10,000 個 T-DNA 插入或活化基因的

T1 水稻變種品系，以擴增此變種庫。 

2.水稻突變種 T1 種子移入國家種原庫儲

存，T2 種子分送國內使用者。 

3.分析 10,000 個被 T-DNA 插入之水稻基

因，以擴增突變基因資料庫。 

4.鑑定重要基因發生突變之水稻突變種。 

 

 

1.水稻的基因體組比其他穀類小，易於進行

基因轉殖，以及具經濟重要性，因此被當

作研究單子葉植物的模式植物。最近水稻

基因體組已完全解碼，因此已經普遍成為

進行基礎及應用相關功能性基因體研究

的最佳材料。接著下一波的挑戰是研究利

用生物資訊學預測出來基因的功能。利用

T-DNA插入法我們製造了80,000個基因缺

失或活化的突變株。這些突變株提供非常

重要資源，可利用正向及反向遺傳方法研

究穀類基因的功能。正向遺傳方法可篩選

出性狀不正常的突變株，反向遺傳方法則

可利用T-DNA插入點序列標記（FST）的資

訊來選擇突變株。在本研究計畫中，我們

以FST資料庫的資訊鑑定出對生長發育及

逆境反應改變的突變株，以及分離出他們

被T-DNA插入的基因。基因突變與突變性

狀之間的相關性正在或已被確定。接著基

因功能的確定，將藉由在基因缺失突變株

中大量表現野生型基因，以及利用基因靜

默法製造突變性狀的策略。最後，具有特

殊功能的基因將用來進行作物基因轉

殖，以改良作物品種。 

2.目前培育人才有專任碩士助理3位，學士

助理5位，博士生4位，碩士生1位。 

3.發表 SCI 論文期刊 14 篇。專利申請 5 項。

可移轉技術 3 件。已技轉授權 2 項。 

 
◆生長因子訊息途徑參與斑馬魚肝癌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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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肝臟發育的分子機制之功能性研究 
1. 計畫ㄧ，IGF 訊息在斑馬魚肝癌形成的

分子機制之功能性研究 (Dr. Jen-Leih 
Wu)。 

2. 計畫二，KLF6 及 KLF8 在肝臟發育過程

的功能性分析以及評估在肝癌的發生過

程中間可能的角色 (Dr. Sheng-Ping L. 
Hwang)。 

3. 計畫三，Wnt/beta-catenin 訊息傳遞在斑

馬魚肝癌形成中之功能性分析(Dr. Guor 
Mour Her)。 

 
 
1. 目前已經建立了三種不同的轉基因斑馬

魚(Tg (LF2.9:tTA, TRE:IMP1/ HcRed); 
Tg(LF2.9:tTA,TRE:IMP2/AcGFP); 
Tg(LF2.8-GFP:: Gankyrin ))。 

2. 過量表現 IMP2 的轉基因斑馬魚發展出

嚴重的膽管癌，兩個月時的病徵為明顯

的腫瘤細胞並在肝臟中侵略發展。 
3. 過量表現 gankurin 轉基因斑馬魚其肝臟

有類似脂肪肝、非酒精性脂漏性肝炎與

膽管淤塞的現象。 
4. 發現一一 PPTTEENN 訊訊息息傳傳遞遞途途徑徑中中重重要要轉轉錄錄

因因子子 NNeedddd44aa 與與 AAMMPPKK 對對於於此此品品系系轉轉基

因斑馬魚的肝肝脂脂肪肪生生成成基基因因具具有有重重要要之之

調調控控作作用用。。  
5. KLF8 會調控  sfrp1a 的表現來抗衡 

Wnt 訊息的傳遞進而維持腦及肝正常的

形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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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菲律賓方面的採集仍未協調完成，故本

年度（2010 年）已經在 4-5 月間至馬達加

斯加採集，預計 8-9 月到新幾內亞參與由

法國巴黎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籌辦的海洋

生物多樣性採集調查，12 月參與由新加玻

大學的 Raffles Museum 等籌辦至印尼鄰近

的聖誕島進行海洋生物調查。 

 

 

1.本計畫已經發表之新種文章數篇，另外預

計發表物種名錄、新種或分類 revision

等至少 14 篇於國際期刊。可解決許多海

洋生物系統分類及地理分布的問題。同

時準備整理出版相關之名錄及圖鑑等。 

2.將派遣博士班學生或助理至國外博物館

及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以培養並提

升分類學之學術能力。藉此可促使台灣

成為若干海洋生物類群系統分類學研究

的重鎮，亞洲地區的研究中心。 

3.持續透過此計畫之採樣工作，可增加數百

件珍稀之海洋生物標本（包括冷凍遺傳

及 DNA 定序生命條碼所需之組織標本）。

並藉由參與此國際合作計畫(CMoL, 

GBIF, BoL, ToL, MoL 等)，了解菲律賓

週遭海域的物種組成、地理分布、生態、

習性、地理親緣及演化，並與臺灣海洋

生物多樣性研究成果相互比較，探討海

洋生物多樣性的形成、維持、擴散與分

布之機制。 

4.2009 年 11 月於琉球久美嶼採集，已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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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新種，包括幾種蝦虎魚及一種

Percophidae，已準備發表中。 

 ◆水稻花藥絨氈層：構造與功能 

水稻花藥絨氈層：構造與功能。花藥絨氈

層在花粉成熟過程扮演重要腳色，故基礎

研究成農業應用方面均很重要，它主要的

功能在供應花粉的生長與發育。 

在本計畫中、我們將研究水稻絨氈層細胞

於花粉發育過程的分子機制，本計劃網羅

三位對於花部發育深具研究且各有專精的

研究員，將對絨氈層細胞研究有更深入的

探討及突破。計畫將分為三大部分，分別

為（1）以基因體學研究水稻花藥之發育，

利用基因組學及生物資訊的方式釐清絨氈

層細胞基因之間的交互作用、並提供更進

一步的研究方向。（2）花藥絨氈層控制花

粉成熟，企圖找出絨氈層細胞所分泌和花

粉發育的相關物質，並釐清這些物質的可

能功能。(3)絨氈層與小孢子間運輸系統的

探討，將找出這些絨氈層細胞分泌物質是

如何運送至花粉的機制。 

 

於 99 年度計可完成下列數項工作內容： 

1.利用已獲得各時期水稻花藥之

trascriptome 與 small RNA 的 MPSS 資

料，找出各時期絨氈層之重要基因並深入

研究。 

2.利用 TRIM 水稻突變資源、找出在絨氈層

之重要基因有突變之植株、包括基因踢除

或活化、研究當這些基因受引響下之生理

現象。 

3.利用水稻花藥 trascriptome 與 small 

RNA 的 MPSS 資料、找出並研究絨氈層之

分泌性蛋白質，預期這些蛋白質和花粉發

育高度相關。 

4.由發育早期水稻花藥抽取花藥腔物質並

了解其成分。 

5.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各時期水稻花藥、花藥

腔之微細構造，重點將放在細胞外之管狀

構造，是否有由絨氈層分泌到花藥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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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生態網格(eco-grid)的監測網絡

(sensor network)技術，不但可幫助生

態研究 5202401023 主題研究及人才培育

者在長期觀測計畫中獲取更密集的觀測

資料，更可以收集到傳統採樣方式無法

提供的新資料類型。釐清自然環境中生

態系的基礎代謝過程，得以掌握生態系

運行的核心。生態系中初級生產量

(GPP)、呼吸量(ER)是有機質主要的代謝

途徑，且足以量測湖泊生態系的整體生

物活動。這些機制對於建立完整的生態

系代謝模式甚為重要。   

2.得以辨析代謝訊號的季節性特徵，例如初

級生產力、呼吸率與淨生產力的季節性

動態變化以及造成變化的影響因子等

等。 

3.釐清春季和颱風季節的分層和擾動形態

現象對於溶氧變化、微生物和藻類族群的

消長關係。颱風的干擾作用對於湖泊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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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將有助於確立完整的亞熱帶湖泊

生態系代謝作用。 

 ◆一個新模式(稻田魚)來研究適應鹽度的

機制 

在稻田魚的受精卵上,以顯微注射方式，分

別 打 有 NHE 及 proton-ATPase 的

mopholino，以觀察其對酸排除及鈉吸收的

影響。 

 

 

以 NHE及proton-ATPase的mopholino發現

兩個運輸蛋白在魚類酸排除及鈉吸收機制

中的角色。 

 ◆研發可局部活化於腫瘤的前驅分子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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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合了化學藥物合成、抗體癌症治療、腫瘤

分子照影等不同領域的努力，並期望能增進

與改善目前腫瘤治療的成效與選擇性。 

 ◆阿拉伯芥響應缺鐵的根表皮專化性反應

之研究 

本研究項目擬採用雷色捕獲正常和缺鐵的

根表皮細胞，通過 RNA-seq 技術獲得根表

皮細胞的轉錄組數據。同時利用螢光激活

的細包分流(FACS)，來分離根表皮細胞並

分析其蛋白質豐度的變化，這兩項數據綜

合分析的結果會使我們對細胞分化信號轉

導及植物對外部刺激的響應過程有更深入

的理解。 

 

 

1.在正常和缺鐵的條件下，植物生長根尖的

蛋白質表現之分析。 

2.單一細胞型樣品的制備方法以及其優化。 

3.各種濃度以及時間點缺鐵處理後的表型

觀察。 

4.正常以及缺鐵條件下，col-O 根尖樣品的

交通與 RNA 定序分析。 

 ◆Isotocin 和 vasotocin 在魚類環境適應

之角色 

1.建立分析離子吸收平台，以釐清神經性

內分泌以調控魚類體液平衡的機制。 

2.構築過量表達載體，以過量表現神經性

內分泌。 

 

 

1.已建立分析離子吸收平台，可以研究神經

性內分泌以調控魚類體液平衡的機制。 

2.已構築過量表達載體，可以探討過量表現

神經性內分泌對魚類體液平衡機制之作

用。 

 ◆以斑馬魚為模式生物來研究左右不對稱

的分子機制 

1.子計畫一，利用注射cdx1b-MO抑制cdx1b

表現，不會影響 pkd2、lrd1 此二個基因

在 Kupffer’s vesicle 中的表現程度及

分布；但是表現在 Kupffer’s vesicle

周圍的charon基因分布的範圍與控制組

胚胎比較起來範圍變小；而抑制 cdx1b

 

 

1.子計畫一，為了瞭解 cdx1b 影響建立左右

不對稱過程中的哪些階段，首先我們檢視

會影響 Kupffer’s vesicle 功能的幾個

基因和蛋白質表現。抑制 cdx1b 表現所造

成的胚胎左右不對稱缺陷可能是經由影

響 Kupffer’s vesicle 鞭毛長度使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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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會造成 Kupffer’s vesicle 中的鞭

毛長度縮短但不會影響鞭毛數量變化；

另外胚胎左側基因 spaw、lefty1、lefty2

及 pitx2 分佈被擾亂了。抑制 cdx1b 表

現所造成的胚胎左右不對稱缺陷可能是

經由影響 Kupffer’s vesicle 鞭毛長度

使其功能有缺失，進而影響左側基因的

分布與表現。 

2.子計畫二，利用基因轉殖螢光斑馬魚之

製作，使用表現於斑馬魚左右兩側的韁

核之不同基因啟動子，成功建立多種綠

螢光基因轉殖斑馬魚如 Tg(zSyn-γ

1:GFP)，Tg(Lov:GFP) 和

Tg(cpd2:GFP) ，這些魚之綠螢光基因表

現於斑馬魚左右兩側的韁核和其投射的

軸突。利用生物資訊與資料搜索，比對

以上三個基因啟動子，發現存在高度保

守之序列，這些序列可能與綠螢光基因

表現於韁核有關，正進一步分析與測試

中。 

3.子計畫三，利用斑馬魚間腦的 habenula 

nuclei (HA) 及其連結至中腦

interpeduncular nucleus (IPN) 之迴

路為脊椎動物的模式，以研究神經元在

胚胎發育過程中如何創生及如何與其他

神經元作正確的連結。結果顯示有表現

Neuropilin 1a (Nrp1a) 的 HA 神經元，

其軸突在發育過程中會隨著 Semaphorin 

3D (Sema3D) 分子的引導而伸入 IPN 的

背部區塊與其中的神經元產生連結。使

用化學物誘導突變及原位雜交篩選等實

驗策略，結果顯示一個高爾基體蛋白

Wntless (Wls) 透過控制 neurogenin1 

(ngn1) 的表現來影響 HA 神經元的創生。 

能有缺失，進而影響左側基因的分布與表

現。 

2.子計畫二，利用表現於斑馬魚左右兩側的

韁核之不同基因啟動子，建立多種綠螢光

基因轉殖斑馬魚如 Tg(zSyn-γ1:GFP)，

Tg(Lov:GFP) 和 Tg(cpd2:GFP) ，這些魚

之綠螢光基因表現於斑馬魚左右兩側的

韁核和其投射的軸突。我們利用生物資訊

與資料搜索，比對以上三個基因啟動子，

發現存在高度保守之序列，這些序列可能

與綠螢光基因表現於韁核有關，正進一步

分析與測試中。 

3.子計畫三，有表現 Neuropilin 1a 

(Nrp1a) 的 HA 神經元其軸突在發育過程

中會隨著 Semaphorin 3D (Sema3D) 分子

的引導而伸入 IPN 的背部區塊與其中的

神經元產生連結。另外位在 Golgi 上的蛋

白質 Wntless (Wls) 透過控制 

neurogenin1 (ngn1) 的表現來影響 HA

神經元的創生。 

 

 

 

 

 

 

 

 

 

 

 

 

 

 ◆誘發細胞自噬作用之機制與功能探討 

1.子計畫一：初步結果發現 DAPK 抑癌基因

和數個誘發細胞自噬因子關係，例如內

質網壓力(ER stress)、干擾素

(interferon)刺激。 

2.子計畫二:發現 Atg1 磷酸激酶與肌動凝

蛋白的結合位置。 

 

本研究計畫藉由領域的整合，並提出四個子

計畫來瞭解引發細胞自噬的調控和分子調

控機制。我們將完成子計畫中各項年度目

標，就 DAPK 在誘發細胞自噬與腫瘤抑制之

調控，Atg1 磷酸激酶複合體之組成分子及

其調控作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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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子計畫三:以螢光顯微鏡分析數個細胞

自噬蛋白在細胞內之移動。 

4.子計畫四:已由 yip3Δ 酵母菌突變株純

化 Atg1 磷酸激酶複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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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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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傳訊息傳遞途徑的整合 

本計劃主要探討細胞如何對於遺傳訊息的

傳遞途徑——從儲存於染色質中的訊息直

到最後的蛋白產物生合成——之間進行整

合與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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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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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透過生化方法來檢測各個階段的酵母菌

剪接體蛋白，我們發現 Ded1p 的確參與在

細胞核內的剪接過程。在遺傳實驗測試中

也發現， Ded1p 與負責將訊息核糖核酸

的運送出細胞核的運輸蛋白有相當的關

聯性。 

2.我們發現組織蛋白的泛素化可能是會直

接影響去氧核糖核酸的高級結構，進而調

控下游基因的表現。 

 【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 

本計畫係為期三年的主題研究計畫，本年

度為第三年。 

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舉行「醫療與視覺文化」國際學術研討

會。 

2.定期舉行討論月會。 

3.計畫網站建置與維護。 

4.國內外資料蒐集。 

5.發行電子報。 

 

1.已舉辦 3 次討論月會及 Éric MARIÉ 教授

來台系列演講。 

2.子計畫主持人赴日本考察、蒐集資料、進

行學術交流。 

3.「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網頁之製作及

更新。 

4.資料庫建置所需之圖片及影像資料之蒐

集及整理中。 

5.出版電子報。 

 ◆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十一至十七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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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

度為第三年。 

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定期舉辦主題演講、讀書會及工作小組

會議。 

2.國際學者之邀訪。 

3.出版論文集。 

 

 

1.已舉辦 5 次學術演講、3 次讀書會、3 次

工作小組會議。預計於 99/7/26 舉辦第 6

次學術演講、99/9/1 舉行第 4 次讀書會

與工作小組會議。 

2.已邀請國際學者－日本京都大學木津祐

子教授，訂於 99/10 月下旬來訪並舉行演

講。子計畫四（深耕計畫）則邀請東京大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78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4.建立主題網站，相關研究資料之蒐集整

理等。 

5.購買具重要性之研究用書。 

6.籌畫下一階段計畫工作。 

 

學佐藤康弘教授，訂於 11 月下旬來訪並

舉行演講。 

3.預訂於今年底前出版去年所舉行之「東亞

文化意象之形塑」學術討論會結集之論文

集。 

4.已完成建立主題網站，相關資料則持續補

充及更新中。書目資料庫亦持續建立中。 

5.已購買《新修日本繪卷物全集》（一套

32 冊）。 

6.籌畫明年度「東亞文化意象之形塑—第十

一至十七世紀間中日韓三地的藝文互動

（二）」主題計畫相關工作。 

 ◆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來

發展： 

本計畫係為三年之計畫，本年度為第三

年，本計畫除總計畫外，尚有四個子計畫，

實施方式係由各子計畫主持人進行田野工

作及資料蒐集。 

 

 

 

1.邀請美國華盛頓大學人類學者 Stevan 

Harrell 來台參與計畫工作，並與本計畫

人員進行學術交流。期間於 6 月 21 日舉

行學術演講：「應用人類學的方法與倫

理：以涼山小學為例」，會中亦邀請國內

相關專家學者共同參與討論。 

2.由四川丹巴地區的土地利用、水資源利

用、傳統（砌石、水土保持）技術調查等

議題出發，逐步聚焦至內含之在地知識與

社會慣俗。 

3.綜攝民族混雜的行動力來看區域經濟分

工和生態棲境互補的實際歷史脈絡，特別

是歷史偶發事件機遇後，如回變、喇嘛之

亂、土司的進駐與衰微等，不同人群如何

能在突出他者性的邊界運作生態地景上

的儀式化行動，藉以磋商互動。 

4.持續與從事痲瘋病防治與救助工作的醫

院、醫療衛生人員，以及民間組織，進行

聯繫與訪談工作。 

5.前往康藏區域（青海西寧、四川、貴州）

進行田野調查與資料蒐集，探索其近代變

遷過程，包括外來研究者對本地族群的觀

察、地方政教領袖威權變遷，以及本地知

識菁英對外來知識與政治威權的回應。 

6.蒐集雲南昆明 NGO 資料及實地訪談，同時

進行紅河流域的一個傣族村落民族誌田

野調查。四川方面已物色到好的研究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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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此甚為順利，預計在 8 月前往田野

調查。 

 ◆史語所未刊甲骨研究計畫 

本計畫係為期二年的主題研究計畫，本年

度為第一年。 

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整理最新最完整的綴合成果。 

2.製作甲骨摹本。 

3.製作甲骨拓片。 

4.綴合甲骨。 

5.黏合綴合圖版。 

 

1.預計可完成《殷虛文字甲編》綴合成果整

理，《殷虛文字乙編》、《殷虛文字乙編

補遺》兩書最新的綴合成果目前整理中。 

2.預計可描繪《殷虛文字甲編》，以及《殷

虛文字甲編》未刊甲骨摹本約一千五百

片。 

3.預計可製作《殷虛文字甲編》未刊甲骨拓

片約八十片。 

4.預計可完成黏合《殷虛文字甲編》綴合圖

版，《殷虛文字乙編》、《殷虛文字乙編

補遺》兩書最新的綴合圖版目前整理中。 

5.預計可綴合約三十組甲骨。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 

農業生物技術產業化發展方案按98年度科

技發展綱要計畫書執行計畫徵求、管考及

預算審查。98 年度依五大重點規劃項目，

包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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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

進行本院同仁申請具創新性、前瞻性、獨

創性及學理驗證為主要徵求重點，以期成

果加速產學合作與國際交流。 

 

研究目標與成果包括生物技術在畜禽產業

之創新研發、生物技術在水產產業之創新研

發、植物產業之創新研發、生物技術在微生

物相關產業之創新研發及生物技術在跨領

域生技產業之創新研發，建立五大研發重點

領域，並進行技術轉移與商業化以建構官產

學研間有效互動的機制。通過研提計畫包

括： 

1.99年度計畫徵求審查推薦通過共23件創

新生技研究計畫題目，包括：新的類鐸受

體-2 增效劑的分子機制探討及疫苗佐劑

研發、MicroRNA 在魚類免疫學上之功能

性研發、微核醣核酸調控吳郭魚生長與水

產養殖應用上之研究、餌料生物橈足類作

為病毒傳播媒介感染石斑魚苗之關聯性

研究、以 cre-loxP 技術調控魚類生殖生

理之基礎研究與應用(II)、建立免疫缺損

的轉殖基因斑馬魚作為觀賞魚養殖之健

康監測系統、Functional study on 

Phalaenopsis FT and analyses of its 

promoter activity、台灣蝴蝶蘭表達基

因資料庫建構與基因表達圖譜研究、育成

無低溫處理即可開花的轉殖蝴蝶蘭、 授

粉過程中花粉管與雌蕊參與細胞間相互

作用分子之選殖及功能性研究 II、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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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穎有效之農用化合物作為花卉採收後

熟之保鮮應用、利用標誌水稻突變族群改

造作物、發現、分析及應用水稻根部表現

基因之功能，以育成抗逆境及高肥料利用

率之優良作物、Development of 

biotechnology platform for 

investigation of candidate 

anti-inflammatory phytomedicines for 

skin care and disease protection 

(II)、研發抗發炎植物化合物於皮膚發炎

或黑色素腫瘤之化學預防、研發虎杖為免

疫調節的保健食品單子葉植物，黑豆及山

藥萃取物之化學、免疫活性與作用機制之

研究(II)多醣及其他有效成分的分離、純

化與結構分析、單子葉植物、黑豆及山藥

萃取物之化學、調節免疫活性與作用機制

研究、芒果採後相關問題之改善：體胚再

生選拔與基因轉殖之應用、利用化學遺傳

分析方式研究黴菌菌絲發育原理以利植

物病害防治之研發、利用鐵和鋅恆定關係

之平衡創造對鋅/鎘高抗性植物作為重金

屬植生復育材料、改進桿狀病毒系統蛋白

表現量以及使用家蠶桿狀病毒表現系統

提升豬瘟及腸病毒疫苗之產量、建構以小

立碗蘚為生物反應器之蛋白質生產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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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以嚴格數學分析解決一個尖端的飛行物

體加速至超音速時，有強弱兩種的截波，

這是多維截波和固體邊界作用的首次突

破。 

2.無界區間函數具有無界的雜亂集，已初步

瞭解雜亂集的產生機制。 

3.用Hirota Bilinear Method，Backlund

變換等等方法得到各類方程之Exact 

Solutions更精簡之公式。至於高維具

Quantum Potential之方程，例如KP，

modified KP等，亦獲得新的了解角度。 

4.得到 Hénon 映射的奇異吸子與 b 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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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的 attracting set 有關。將有助於明

瞭 Milnor, Carleson 等人關於 Hénon 映
射的工作。 

5.推廣 Villarroel, Fokas, Ioannidou,   

Dai, Terng and Uhlenbeck 的結果，對

(一般)有界且僅具連續逆散射data的位

能，解決其初始值問題。 

6.對於圖是否為完全可定向得到更多的判

斷準則，並找出更多不可完全定向圖的例

子。 

7.初步了解正規基及其乘法矩陣的關係，並

以乘法矩陣的性質來表示正規基的某些

性質。 

8.當玩家座落在二維的格子點上時，演化賽

局變得非常複雜，根據我們在一維的心

得，已在在二維情況得到一些結果。 

9.考慮更一般的股價變動模型,其股票價格

滿足由Levy過程驅動的隨機微分方程,已

應用Levy過程的相關理論及積分-微分方

程式理論，於定價問題及投資組合問題。 

10.在對稱與超對稱的直接關連性，證明了

一般線性李代數與一般線性超李代數皆

有某種在表現理論上相當重要不變量，即

Kazhdan-Lusztig 多項式。  

 

 ◆物理研究 

1.奈米科學研究：本所奈米研究主要針對

下列作重點發展：  

  (1)發展奈米科學研究所需之最新研究

工具。 

  (2)奈米結構與奈米材料之物性研究。 

  (3)單原子與單分子的操作與控制。 

  (4)奈米系統之理論模型與模擬 。 

2.複雜系統研究：本所主要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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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高能物理： 

  (1)理論研究： 

     ◎粒子現象學。 

 

1.改善研究環境並添購與物理相關最新之

圖書期刊以利實驗物理研究工作之進行。 

2.在國內舉辦學術研討會並至國外參加國

際學術會議，以與國內外學者專家從事學

術交流提升研究水準。 

3.專心致力於擬定之專題研究計劃，99 上

半年度研究計劃之下已完成多篇重要論

文，發表於國外之學術刊物。 

4.人才培育方面，多位博士後研究員及助理

被延攬至學術界或產業界繼續服務。 

5.推動本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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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與師大物理系，進

行學術合作交流。 

6.整合本所奈米及生物物理相關之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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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粒子天文物理和宇宙學。 

     ◎理論核物理。 

  (2)實驗研究： 

     ◎原子核物理實驗。 

     ◎粒子物理實驗。 

◎網格計算。 

畫以提升研究水準及成果。 

7.整合及提升本所支援部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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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加強對一般民眾之科普教育。 

 

 ◆化學研究 

本期完成多項大型設備採購及安裝試車運

轉，包括拉曼光譜儀完成裝機測試、真空

蒸鍍系統及原子層蒸鍍系統的採構完成建

置中。多功能影像分析系統完成採購。對

提高研究效率與研究能量，有甚大助益。

預算執行進度符合預期。新聘人員實驗室

整修完成。本期並針對以下項目，持續進

行研究。 

1.效率穩定之藍光、紅光有機發光二極體

元件開發。 

2.提升有機染料敏化太陽能電池效率的新

材料與新結構。 

3.介面修飾對有機各類有機電子元件效率

之影響。 

4.金屬有機架構（MOF）之設計合成。 

5.蛋白質結構研究。 

6.生物檢測、病毒相關機制與抗病毒、抗

癌藥物或疫苗之研發。 

7.有機全合成與有機合成方法開發。 

8.快速醣類分子合成方法研究。 

 

已發表 51 篇 SCI 論文，包括 Angew. 

Chemie., JACS，Adv. Func. Mater.Appl. 

Phys. Lett. J. Mater. Chem. 等高水準國

際期刊。另外有 19 篇研討會論文，專書的

一章，同仁為公開及發表研究成果，也參加

國際會議等學術活動 22 人次。研究成果內

容涵蓋材料化學與奈米科技、觸媒與合成、

化學生物學等領域。要點包括： 

1.發展多個含雙極性分子之染料，成功製成

染敏太陽能電池。 

2.發展出在蛋白質上任一次單元上接上螢

光探針的方法。並直接應用於研究 RNA

的出口通道。 

3.開發出含有呋喃官能基、fluorene、雙

苯、三芳香基等基團之多種高效能染料敏

化太陽能電池材料。 

4.開發出效率穩定之非摻雜型藍光有機發

光元件。 

5.以有彈性的四角配基建構金屬大環分

子，成為製備新穎金屬環的有力方法。 

6.開發出全自動化免標誌的定量分析系統

IDEAL-Q。 

7.成功合成並鑑定漸凍人病理特徵堆積物

主成分的 TDP-43，發現其中高度失序結

構序列，且含有形成類澱粉類纖維

(Amyloid fiber)的能力。對瞭解漸凍人

病理機制有所貢獻。 

8.發展出以聚雙炔高分子儲存電荷的有機

場效電晶體/記憶體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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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發展出 Boersche 靜電相位版調控 TEM 相

位之理論與實務，可應用於生物呈像。 

 

 ◆地球科學研究 

1.延續性之研究 

(1)地球的架構、動力與組成。 

(2)宇宙化學。 

(3)地震成因和動力、地震活動與強地

動。 

(4)大陸地殼之成長及演化。 

(5)大陸地殼深俯衝和折返及超高壓變

質作用。 

(6)亞洲大陸岩石圈地函之演化。 

(7)隱沒帶之整合研究。 

(8)台灣及東亞地區古氣候及古環境變

遷。 

(9)海底地震儀觀測研究。 

(10)礦物之彈性性質。 

2.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學之應用性研究 

(1)大台北地區地下結構之波形逆推及

大震後強地面運動之預測。 

(2)台灣造山帶現今地殼變形觀測與模

式研究。 

(3)台灣花東縱谷縫合帶斷層特性及活

動行為監測及研究。 

(4)東亞陸塊之地球化學與地震活動研

究。 

(5)火山地區微震活動與地殼變形監測。 

(6)高精度空載雷射掃描地形測制與活

動斷層分析。 

(7)水文環境研究。 

(8)地表土壤侵蝕。 

(9)火山化學研究。 

(10)微量金屬元素在海水中的演化。 

 

 

基礎及應用的研究計畫並重： 

1.最近全球地震頻傳，致力於地震學應用於

地球動力學及自然災害的預防與減輕研

究。 

2.電腦模擬台北盆地地震波之傳播，以了解

可能潛在的災害來源。 

3.監測大屯山區域內之地震活動與氣體、岩

樣分析，瞭解大屯火山在此區域的活動

性。 

4.利用 GPS 站以及井下應變儀，監測台灣地

形變的狀況。 

5.探討台灣附近的隱沒板塊構造和上方地

幔楔及地表火山、弧後擴張之間的關係。 

6.寬頻海底地震儀放於東部外海，接收海底

地震資料。已自行研發儀器，進展不錯。 

7.運用地球物理以及地球化學之研究大陸

地殼之演化，包括其增生與循環，超大陸

之聚合及裂解。 

8.用放射成因的同位素及地球化學方法探

討亞洲大陸地殼的成長機制與速率。 

9.大陸地殼深俯衝造成超高壓變質帶。在深

俯衝的條件下，地殼與地幔之相互作用及

衍生的岩漿活動均用地球化學及同位素

示踪方法研究。 

10.岩石與礦物在高壓下之物理性質及其應

用於地震波傳導與大陸動力學的研究。 

11.研究地球表面之各種侵蝕作用與環境問

題之關係。 

12.以同位素數據建立區域水文模型，瞭解

全球暖化，對台灣區域的降雨量的影響與

水災的防治。 

13.發展紫外光雷射游離二次中性氣體的技

術，建立飛行質譜儀實驗室。 

 

 ◆資訊科學研究 

持續進行多項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1.語言與知識處理(1)中文知識自動擷取      

 

1.語言與知識處理 

(1)研究發展未知詞詞義推測及詞義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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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剖析方法(2)語音與音樂處理研究(3)

自然輸入法（英文版）(4)知識地圖之應

用(5)漢字構形資料庫與缺字處理(6)中

文詞知識庫及知網知識表達(7)機器學

習與資料探勘。 

2.巨量資料運算與管理(1)巨量資料的高

效率計算(2)顆粒計算與資訊處理(3)隱

私強化技術理論與實務。 

3.平行處理(1)Cluster and Grid 

Computing(2)Resource Management and 

Job Scheduling in Clusters and 

Grids(3)平行科學計算以及平行化編譯

技術。 

4.生物資訊(1)蛋白質體研究-蛋白質結

構、分類、交互作用(2)Study on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 of adjacent 

genes in yeast (3)生物資訊

(4)Deciphering Protein Interactome 

in Network Biology(5)流感病毒之演化

分析(6)Exploring the Yeast TF 

Regulatory Network Using Interactome 

and Systems Biology(7)利用質譜儀資

料的蛋白質體研究(8)生醫自動答詢系

統。 

5.多媒體技術 (1) Machine Learning 

Techniques for Object Categorization 

(2)多媒體信號處理、多媒體編碼與傳輸 

(3)多媒體處理與應用 (4)Computer 

vision-based user interface, 

surveillance and content 

understanding (5)多媒體資訊處理與安

全。 

6.高效率計算理論研究(1)計算中亂度與

難度的關係研究(2)演化樹及網路相關

問題之圖論研究(3)幾何計算與圖論演

算法之研究與開發。 

7.資訊與系統安全計畫(1)Software 

Modularity and Safety(2)嵌入式系統

之模型與驗證(3)自動組合式驗證。 

8.電腦系統與網路

(1)Netsys(2)WLAN/WiMax as Access 

自動產生模組。 

(2)發展一語音合成工具庫與音樂內涵分

析工具庫。 

(3)執行知識地圖之強化，使機器學習能

有效處理專有名詞以及語意角色辨

識。 

(4)研究新穎的隨機梯度探底法並擴充應

用在 SVM 等重要機器學習模型。 

2.巨量資料運算與管理 

(1)programs and systems that can 

compute the cluster coefficient of 

a very large small-world graph 

efficiently。 

(2)持續研究建構以形式邏輯為基礎的智

慧型代理人之理論模型。 

(3)Solve some problems which cannot 

be practically solved by 

multiparty private computation。 

3.平行處理 

(1)Reliable data transfer strategies 

in the presence of storage 

failure。  

(2)Distributed job assignment 

algorithms for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3)Algorithms for QoS-aware data 

placement in distributed systems。 

(4)Algorithms for policy-constraint 

data placement in distributed 

systems。 

(5)Task scheduling and load balancing 

algorithms for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4.生物資訊 

(1)研究蛋白質功能區塊交界點預測的基

本方法。  

(2)發展膜蛋白（Membrane Protein）上

螺旋之間的交互作用預測系統，設立

網站供生物學家提供膜蛋白的序列，

來預測穿膜蛋白螺旋中有形成交互作

用的胺基酸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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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3)無線隨意與臨機網路研究。 

9.網際網路與XML研發計畫 (1) KM知識管

理 (2)Internet Document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 (3) Internet 

Measurement and Management (4)網際

合作實驗室之研究與開發(5) Formal 

Models and Software Tools for XML 

Processing (6)Web技術在生醫資訊的應

用。 

 

(3)發展蛋白質間交互作用的機器學習之

預測系統。 

(4)完整分析酵母菌上鄰近基因之調控機

制的異同，並運用此分析方法於高等

生物。 

(5)Construct a framework to compare 

the networks to identify the 

conserved motifs。 

5.多媒體系統 

(1)研究基於圖機率模型的表情辨識演算

法。  

(2)建構一個可處理連續的影像串流的即

時表情辨識系統。 

(3)開發高效能多速率影像壓縮演算法，

提升網路傳輸影像之速率，並且提升

現有網路編碼演算法之效能。 

(4)建立一套多相機合作追蹤模式，並將

之實際運用於辦公室或開放空間。 

(5)發展一套新的以流形為基礎的頻譜式

的分群演算法，並應用在實際的問題

上。 

6.高效率計算理論研究 

(1)在某些較受限制的複雜度集合內，建

構非黑盒式的難度放大程序。 

(2)持續 Steiner root problem 的演算法

研究。 

(3)持續能見度表示問題與匹配控制問題

的演算法研究。 

7.資訊與系統安全計畫 

(1)Development of a prototype of 

Petri nets-based verification 

tool。 

(2)Development of a hybrid 

methodology of deductive and 

analytic reasoning。 

8.電腦系統與網路 

(1)發展與實做 P2P Data Dissemination 

System 與設計良好效能之 P2P Live 

Streaming。 

(2)發展 WLAN/WiMax as Access Network

的數學模型與理論效能分析，並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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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形系統與實際效能分析。 

(3)持續無線隨機與臨機網路之研究，協

助國家公園管理處在最不影響景觀, 

最低成本需求的前提下, 應用無線網

路技術, 收集山區各項遊憩分佈資

訊,與研究發展一套臨機網路參與動

機機制(Incentive Mechanism), 增加

網路使用者貢獻本身網路資源(傳輸

頻寬, 設備電力, 記憶體空間等), 減

少搭便車(free-riders)行為, 並促

進網路整體傳輸效能之提升。 

9.網際網路與 XML 研發計畫 

(1)研究知識圖建構上「關係判斷機制」

強化之問題與「意見衝突之解決機制」

問題。 

(2)發展資訊市場研究的數學模型與理

論，並以實際應用來驗證理論的正確

性。 

(3)研究基於極少輸入條件的網路品質異

常偵測技術，供網路服務提供者能在

不干擾網路的前提下即時偵測網路的

異常。 

(4)Implementation, and deployment of 

layered and reusable programming 

tools for XML document 

processing。 

 

 ◆統計科學研究 

1.數理生物研究。 

2.生物統計、生物資訊與統計遺傳學之研

究。 

3.數理統計研究。 

4.功能性腦影像統計分析之研究。 

5.機率論研究。 

6.財務統計研究。 

7.時間序列研究。 

8.環境與空間統計研究。 

9.教育統計研究。 

10.機器學習與統計計算研究。 

11.實驗設計研究。 

12.複雜社會網路研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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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導離散隨機結構之數理性質。 

4.發展新的生物資訊分析工具；利用動態及

資料視覺化探討基因網路關係。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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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選擇權定價研究非線性時間序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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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複雜系統生物研究。 

14.研究支援實驗室。 

15.人才培育。 

16.中華統計學誌期刊編輯與發行。 

17.短期統計方法研討會。 

 

 

7.發展高維度下的變數選取方法。 

8.發展教育統計及環境與空間統計技術及

分析方法。 

9.探討實驗設計的性質及建構，並發展新方

法。 

10.應用統計計量分析及數學模型，探討複

雜社會網路之形成、演化、滅亡及多樣

性。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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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繼續統計科學之基礎研究。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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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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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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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交叉分子束、雷射與質譜的技術，

研究化學反應動態，光化學與光譜學，

包括：探討振動激發分子之選鍵化學反

應行為，氨基酸分子的光化學及分解動

態，二個穩定分子間特殊的低活化能反

應，含金屬碳簇分子的高解析度光譜，

及測量「過氧化氯」分子在陽光波長下

的分解速率。 

2.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針對相關應用領域之需求，持續地利用

各類理論及實驗方法以求瞭解、預測、

製備並檢驗一維及多維奈米材料之特

性，進一步探索及發展其應用的可能

性。探討各種尖端材料之製程與其物理

化學特性，並針對材料表面的化學與物

理現象作深入之研究。 

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1)分子馬達及蛋白質氫鍵的理論研究。 

(2)開發螢光奈米鑽石在生物體系內的

追蹤應用及奈米鑽石在體液成分分

析方面的應用技術。 

 

1.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結合分子束、雷射與質譜的技術，精密

地測量「過氧化氯」分子在代表性波長

下的分解速率，以明確證據平息全球學

術界對於臭氧層被破壞方式的重大爭

議；所發表的精確實驗數據能提供大氣

科學家進行更深入研究的依據。研究振

動激發分子之選鍵化學反應行為，闡明

化學反應物之振動對化學反應速率的效

應。 

2.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開發並授權廠商「用於增強表面拉曼光

譜之基版，SERS感應器及其製造方法」

技術，本所同仁(王玉麟、王俊凱博士)

因此項成果榮獲行政院2009年傑出科技

貢獻獎。利用銅奈米顆粒包覆氧化鋅奈

米線結構形成觸媒有效提升甲醇重組產

氫的效率。合成具高分散度奈米金屬合

金(PtRu)顆粒之中孔碳材並研究其催化

與電化學特性及氫氣儲存效能。結合DFT

計算與STM測量，定出Ag/Ge(111)的表面

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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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發展雙色共振二光子質量選擇游離

光譜儀。 

(4)研究癌細胞中的染色體端粒與端粒

酶的作用。 

(5)開發掌上型癌症檢測系統並結合現

行醫院檢測方法，以提升癌症檢測的

準確率。 

4.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發展超強分子束以應用於分子冷卻

實驗。 

(2)發展世界一流規格之紅外線脈衝與X

光脈衝。 

(3)建造一量子模擬器並模擬最簡單之

量子自旋網路。 

(4)發展桌上型電子加速器和自由電子

雷射。 

(5)研究電漿影響下氦原子與氦原子之

交互作用。 

5.能源科學研究： 

開發奈米、薄膜等新功能材料，作為觸

煤、燃料電池、光分解水產氫等能源相

關應用；同時研究新世代太陽能電池的

方向，結合有機、無機、奈米金屬材料

作為提升能量轉換效率的方向。 

6.物理化學與化學物理之理論與計算： 

利用理論與計算方法探討基礎物理化學

與化學物理之相關重要課題，並與前五

項實驗主題互相配合、以進軍國際舞台。 

 

 

 

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利用銀奈米粒子陣列製作出具備空前微

小可調間隙之高敏感度表面拉曼光譜的

基底，並應用於生化檢測。分子馬達及蛋

白質氫鍵的初步理論研究。螢光奈米鑽石

在分子生物學應用的實踐。利用奈米鑽石

分析尿液蛋白質及代謝物的快速分析。完

成螢光奈米鑽石的量產及其動態顯影的

技術。設計並合成新型具抗癌性及螢光探

針的化合物。利用BMVC分子可分辨出癌症

細胞及正常細胞的特性，發現癌症細胞及

正常細胞的溶酶體膜通透之差異。建立

CARS顯微影像技術，追蹤偵測脂肪體在果

蠅幼蟲發展至成蟲的變化。 

4.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實現雙慢光進行超弱光之交錯相位調

制實驗。 

(2)建造完成超短脈衝雷射沈積薄膜製程

平台，已能產出超快轉換的磁性薄膜

及特殊奈米碳薄膜。 

(3)實驗證明反鐵磁物質因網路幾何造成

之挫折作用可引致量子糾結與量子相

干態。 

(4)以高階諧波注入電漿波導X光雷射，大

幅提升光譜亮度與同調性。 

(5)首次算出在電漿影響下類鋰原子之光

游離截面。 

5.能源科學研究： 

組成涵蓋本所，化學所，應科中心及台灣

大學與台灣科技大學多位研究人員的團

隊，研究與高分子太陽電池設計與製造相

關的課題。建構氫氣燃料電池與甲醇燃料

電池的測試平台。在太陽能電池研究上，

建立完成無塵室及蒸鍍、光罩、測試系

統，開始全部運轉，初步成果亦開始呈

現。 

6.物理化學與化學物理之理論與計算： 

積極促成所內理論與實驗同仁共同合作

研究。進一步發展理論計算方法與設計程

式：了解化學反應過程中的反應機制，並

預測與能源相關新穎材料之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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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文科學研究 

1.電波天文學及次毫米波超長基線干涉儀

(submm-VLBI)。 

2.次毫米波陣列天文台 (SMAO)的運轉與

接收機實驗室的運作。 

3.中美彗星掩星計畫(TAOS)及第二代中美

掩星計畫(TAOS-2)。 

4.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IARA)。 

5.Atacama 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 

6.可見光與紅外線(OIR) 天文學。 

7.「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陣列」（AMiBA）計

畫。 

8. 「 Subaru Hyper Suprime 相 機 」

（Subaru/HSC）計畫。 

9.與國內各大學合作研究並培訓未來人

才。 

 

 

1.本所正在發展次毫米波超長基線干涉儀

計畫，將聯合 SMA 及 ALMA，並加上第三

個站，產生跨洲際的基線，大幅改進在次

毫米波段的角分辨率。 

2.本所 2010 年迄今，藉次毫米波陣列已在

SCI 期刊上發表了 14 篇論文（含出版中

者），另投稿了 5 篇論文，我們將持續使

用次毫米波陣列進行最佳科學研究。 

3.中美掩星計畫的 4 座望遠鏡從 2006 年起

全面運轉，目前已累積了 4 年的觀測資

料，第一批科學論文發表於 2008 年。今

年上半年藉 TAOS 已發表 3 篇 SCI 論文。 

4.TIARA 目前是全亞洲最積極的理論天文

物理機構之一。本所於 2010 年藉 TIARA

已發表了 7 篇 SCI 論文（含出版中），另

投稿了 3 篇論文。2010 年上半年我們已

舉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和一期冬季學

校，將尖端的科學介紹給臺灣的學生和青

年研究人員。 

5.ALMA-臺灣計畫的主要成果包括: 

(1)交付第二、第三套接收機前段次系統。 

(2)研發雷射頻率產生器(ALS) 。 

(3)採購一座 ALMA-北美計畫的 12 米天

線。 

(4)與 ALMA-北美計畫達成協議，由「ALMA 

計畫東亞接收機前段整合測試中心」

組裝測試 5 組原由北美負責之接收

機前段次系統。 

(6)建置 ALMA 區域研究中心（ARC）之

ALMA-臺灣計畫支站。 

(7)舉辦第一屆 ALMA-臺灣計畫使用者研

討會。 

(8)啟動智利分所運轉，包括參與 ALMA

測試運轉與科學驗證工作。 

6.本所持續與 CFHT 合作下一代的儀器計

畫。本所的可見光與紅外線團隊為自適光

學系統的潛在應用研發 Flyeyes 

Wavefront Sensor，也參與極化光譜儀

(SPIROU)計畫。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90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7.AMiBA 升級至 13 座天線的工程已於 2009

年完成，藉此速度改進了約 60 倍。現已

恢復運轉。2010 年迄今已有 3 篇 SCI 論

文發表，並另有 4 篇論文在審查之中。 

8.HSC 計畫提供科學及工程上的雙重目

標，均能配合本處的研究興趣。進行中的

工作包括採購與測試 CCD 晶片、濾鏡交換

系統的組件、以及透鏡測試系統。 

9.本所與數間大學均有密切合作，包括中央

大學(合作 TAOS 及 CFHT 計畫)、清華大學

(合作 TIARA、SIS 超導元件製作)、臺灣

大學(合作 AMiBA 及 CFHT 計畫、ALMA 接

收機研發)。此外，ALMA 計畫有各大學研

究團隊成員擔任共同主持人。本處亦就取

得 Arizona Radio Observatories 所屬設

施之觀測時間與師範大學合作。 

 

 ◆應用科學研究 

1.奈米生物科技研究。 

2.光電科技研究。 

3.高等計算及電腦模擬研究。 

4.力學及工程科學研究。 

 

1.中心內人員發表期刊論文 52 篇、研討會

論文 32 篇、技術報告 5 篇、學術活動

52 次。 

2.合辦 2010 海峽兩岸工程力學研討會、合

辦第十三屆國際聲子會議、辦理應用科學

研討會等三場研討會。 

3.學術演講 31 場次。 

4.國內外進修 4 人次、國內外訓練 14 人次、

研習 5 人次、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17 人

次。 

 

 ◆環境變遷研究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目前研究範圍包括空氣

品質、氣候變遷、河川及海洋生地化學。

99年度重要研究計畫實施項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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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研究氣候變化,發表八篇論文,十篇研討

會論文。 

2.研究極端天氧,發表三篇論文,五篇研討

會文。 

3.研究水旱災風險,發表二篇論文,三篇研

討會文。 

4.研究台灣地區大氣氣膠物理化學特徵觀

測分析, 發表七篇論文、八篇研討會論

文。 

5.研究長程傳輸(如沙塵暴)對空氣品質的

影響,發表五篇論文、六篇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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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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研究台灣地區高臭氧成因,發表三篇論

文,五篇研討會論文。 

7.研究台灣集水區生地化研究, 發表十篇

論文、八篇研討會論文。 

8.研究行星大氣化學, 發表五篇論文、三篇

研討會論文。 

9.研究温室氣體生地化學, 發表二篇論

文、三篇研討會論文。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1.研究用漢籍及檔案資料數位化計畫。 

2.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3.科學運算及網格計畫。  

4.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5.智慧優網運算專題研究中心。 

6.生物計算研究計畫。 

7.自由軟體研究計畫。 

8.資訊探勘研究計畫。 

9.行政及電腦支援。 

 

1.研究用漢籍及檔案資料數位化計畫： 

本工作計畫係本院長期及持續性推動項

目，為本院人文科學之特色及具體成果；

於學界上並佔有領先地位。由於本工作計

畫係本院持續發展項目，多年來已累積一

批素質精良之工作人員及數位化技術，為

國內之重要數位典藏資訊。 

2.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完成社科所台灣外省人生命記憶與敘事

資料庫等 7 個系統；完成典藏資料結構修

正 3000 筆；持續架設「網站社群推動數

位展示中心的相關訊息以及資源網」。持

續朝著既定三個計畫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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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國際合作網

路」進行相關工作。 

3.科學運算及網格計畫：  

(1)擔任全球網格亞洲中心，與全球主要

網格資源中心共同發展 e-Science 

基礎架構，以支援國際性、大規模研

究計畫。 

(2)與院內大規模計算需求研究計畫合

作，充分利用網格中心資源與 

e-Science 基礎架構：以生物醫學、

地球科學、環境變遷以及高能物理等

領域為重點。 

(3)配合國內 LHC 實驗團隊，充分利用 

WLCG Tier1/Tier2 資源進行 ATLAS 

與 CMS 實驗相關研究。 

(4)推廣訓練與應用支援：協助國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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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參與及利用 TWGrid 資源發展大

型 e-Science 研究與合作應用。 

(5)持續積極參與全球 e-Science 基礎

架構發展，促進國內與亞太區域，以

及與國際間之大型研究合作。 

(6)建立院內整合資料中心，以提供安全

穩定的計算資源管理與共置環境。 

4.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1)進行先進資安科技相關領域之研究與

發展。 

(2)協助我國資安產業，強化資通安全管

理與應用軟體發展之技術自主性。 

(3)尋求國際合作交流機會，建立普及資

安社群。 

(4)提供教育與訓練，強化資安人力資源

能量並協助推廣民眾資安認知。 

5.智慧優網運算專題研究中心： 

(1)進行以資訊技術為核心的跨領域研

究，致力於資訊技術在各新興議題上

的發展、應用、與服務，並以普及式

計算、行動計算相關之軟、硬體及應

用為研究發展重心，期於基礎研究之

外著重於資通訊之應用研究。 

(2)與國內外頂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合

作，並將與業界進行高附加價值技術

之共同研發，積極促成本中心與國內

外業學界之合作，藉由創新研究提昇

國內資通訊產業之競爭利基。 

(3)研究成果引領業界發展更具實用意義

的各類資通訊終端產品與服務，實現

電子商務及社群網路應用向資通訊終

端產品的延伸。 

6.生物計算研究計畫： 

(1)設置全國性的計算生物研究的開發平

台。 

(2)協助本院及國內各生物實驗室發展重

要的工具軟體。 

(3)提供生物計算研究諮詢。 

(4)培訓生物計算跨領域人才。 

7.自由軟體研究計畫： 

(1)推廣自由軟體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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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集結國內自由軟體社群。 

(3)促進臺灣人才培育與產業合作。 

(4)與國際趨勢交流接軌。 

截至 6 月底，共舉辦超過 10 場的演討會

與交流會，發行「智慧生活科技電子報」

與舉辦 2 場大賽：開放原始碼創新應用開

發大賽及開放平台行動裝置應用大賽。 

8.資訊探勘研究計畫： 

(1)機器學習在大量資料的研究與應用。 

(2)控制理論於個人化文件分類之應用。 

(3)無結構文件資料倉儲平台之建立。 

(4)「廣義相關圖」(GAP, generalized 

association plots) 矩陣視覺化。 

(5)疾病相關基因體研究之統計整合。 

(6)網路資源探勘技術的研究與應用。 

9.行政及電腦支援： 

持續配合中心各項研究之行政支援。 

 

 【生命科學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本年度將推動下列五個主題的研究工作及

大型合作研究計畫。五個重點方向的計畫

如下： 

1.植物分子與細胞生物學之研究。 

2.植物遺傳學及植物分子遺傳學之研究。 

3.植物生物化學之研究。 

4.植物生理學之研究。 

5.微生物學及植物病理學之研究。 

6.本所大型合作計畫如下:植物生長與分

化之分子生物學研究，共分三大主題：

(1)植物老化之分子生物學。(2)試管內

植物年輕化及其分子生物學研究。(3)大

豆種子成熟蛋白的生理功能與蛋白構

造。 

7.植物與環境互動之研究。 

8.植物二次代謝之研究。 

 

  

 

 

 

1.植物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研究：確認主要阿

拉伯芥泛素受體之泛素鏈結合性質、26S

蛋白酶體結合性質與受體間交互結合性

質。 

2.植物遺傳學研究：針對抗真菌蛋白質基因

轉殖系進行分析比對。 

3.植物生物化學研究：期望獲得甘藷胰蛋白

脢抑制因子如何在甘藷體內被還原然後

再被甘藷體內蛋白脢逐步水解之詳情。 

4.植物生理學研究：提供了解光合作用裂解

水機制上的關鍵點和啟發仿生技術發展

更加有效率的光合作用之人工催化劑。  

5.微生物學及植物病理學研究：藉由研究染

色體構造及組蛋白修飾對基因的調控及

凝素蛋白對於酵母菌雙形性的重要性,希

望提供真菌與宿主之間相互關係之資訊。 

6.植物系統分類學研究：研究玉蕊亞科的花

器發生，提出花部對稱性由幅射對稱向二

側對稱演化主要是由背軸面優勢性所促

成且強度循序漸進，首先表現在花被，次

為雄器，最後為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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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植物二次代謝之研究：二次代謝的研究主

要在找出有潛力的新藥。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1. 水生生物與海洋生物科技 

(1)魚類表皮運輸的機制。 
(2)利用斑馬魚為模式研究神經壞死病毒

的急性與持續性感染。 
(3)適應於廣溫環境之魚類肌肉型肌酸激

酶結構與功能研究。 
(4)虹彩病毒、神經壞死病毒和魚類免疫

學。  
(5)脊椎動物神經脊 (Neural crest) 的起

源。  
(6)台灣九孔心臟發育基因之分離與鑑

定。    
2. 動物模式 

(1)人類疾病與藥物篩選的老鼠及斑馬魚

動物模型。 
(2)人類新穎的 exons 生物機能之鑑定。 
(3)昆蟲費洛蒙之研究。 
(4)探討 cdx1b 在斑馬魚不同腸道細胞分

化所擔任的功能。 
(5)激素與動物攻擊行為之相關性研究。 
(6) MTF-1 的調控機制及其在斑馬魚胚

胎發育早期所調控的基因。 
3. 細胞生物 

(1)新型原始肺部幹細胞為病毒感染的對

象。 
(2)細胞抗藥性機制研究。 
(3)Ras 轉型機轉的應用。 
(4)肺癌之標的胜肽及標的治療之研究。 
(5)無機砷致有絲分裂異常的分子機制。 
(6)研究血癌誘發基因 MLL 的分子機制。 
(7)著床前胚胎細胞命運特化調控機制的

研究及新型全能幹細胞之建立。 
 

 
1. 建立一個魚鰓滲透壓調控的能量代謝模

式：當魚類適應在海水環境中，鰓細胞

如何儲存、分解及運送能量到鄰近的 MR 
cells 以當作離子運輸之用。 

2. 利用旋光光度計及 X 光繞射技術研究，

探討於 RM-CK 結構中重要的 Pro2、His7

胺基酸。將不具有 Pro2、His7 之鯉魚

M3-CK 進行突變加入此胺基酸後，熱穩

定性以及在 M1-,RM-CK 上相對特性的

研究，了解特定胺基酸對酵素的溫度適

應性的影響。 
3. 進行辦識病毒與弧菌之石斑魚免疫球蛋

白基因選殖與特異性分析之基礎研究，

並探討其應用於疫苗之可行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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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由操縱訊息傳遞途徑的

方式，來了解這些表皮神經細胞早期分

化之基因調控機制。 
5. 分析斑馬魚在 dll4 基因上的突變或

morpholino，阻擋γ-secretase 抗化劑是

否在胚胎裏產生 dll4 突變體相似的胸導

管缺失的表現型態。另外，dll4 突變體

將被觀察該 dll4 基因與 prox1 和
VEGF-C morphants 相互關係。 

6. 瞭解幹細胞基因外控制 (epigenetic 
regulation)，瞭解幹細胞維護 pluripotent
基因(例如 Oct-4 和 Nanog)的表現。將使

用 Sequenom EpiTYPER MassARRAY 的

基因分析，執行對脫氧核糖核酸甲基化

樣式的定量分。 
7. 我們將純化並確認此標的胜肽之結合蛋

白（受體或腫瘤抗原），生產對抗此標

的蛋白之專一性單株抗體，研究此標的

蛋白之致癌機轉，並研究其功能及細胞

內的訊號傳遞。這些腫瘤專一性胜肽的

發現，對於肺癌的致癌機轉、肺癌的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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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治療、標的基因轉染載體的設計以及

此疾病的成像試劑都深具臨床潛力。 
8. 發展以基因轉殖之方法，建立帶有特定

基因改造之人類胚胎幹細胞，以使用于

從人類胚胎幹細胞分離出特定細胞型態

以供後續研究及移植用途。此成果有助

提供純化之神經幹細胞，以供了解有關

神經早期分化之遺傳及後生遺傳之調控

機制。 
9. 以基因體的角度來探討基因外調節在維

持成人幹細胞特性中扮演的角色。成人

幹細胞在身體中的增殖，必須受到嚴格

的控制，使其不致失去控制，而導致癌

化。但身體如何調控這個平衡仍是一個

謎。我們所提出的計畫將對解答這個謎

團做出重要的貢獻。 
10.進行辦識病毒與弧菌之石斑魚免疫球蛋

白基因選殖與特異性分析之基礎研究，

並探討其應用於疫苗之可行性及)其他

重要的虹彩病毒非結構性蛋白 ( 如
Erv1/Alr 家族蛋白)分析，探討其作為疫

苗的可行性。 
 

 ◆生物化學研究 

本所將延續提昇下列五大主軸研究 

1.結構生物學及分子生物物理學。 

2.醣類科學。 

3.化學生物學。 

4.蛋白體及基因體學。 

5.分子及細胞生物學。 

 

 

1.本所上半年舉辦所內年度評鑑。 

2.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至所內演講、訪問

及學術討論共13次。 

3.研究人員在研究上已有很大突破及進

展，並已在國際期刊發表51篇論文。 

4.國內短期來所訪問 1 人，國外教授學者來

所訪問研究半年 2 人。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1.延續研究人員的重點研究計畫： 

研究領域略分八大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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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繼續多中心合作型基因醫藥研究計畫： 

此計畫包括單一基因遺傳疾病或家族型

研究計畫、多基因遺傳變異合作型研究

 

生物醫學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藉著對疾病的

瞭解來改善臨床上的診斷、治療及預防的方

法。本所 PI 在他們的研究領域都有很傑出

的表現，平均每年每人發表 2.2 篇論文，刊

登在國外高影響係數的期刊上。有些新發

現，如基因型與藥物不良反應或藥劑之間的

關係，已成為醫師開藥時的考量。數件新發

現也已取得國內外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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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和藥物不良反應基因體研究合作計

畫。此計畫進行多年已有卓越的成績與

結果。 

3.延續四項新興研究計畫： 

本所於98年開始進行四項整合型研究計

畫—活體觀測治療中的分子以及細胞活

動、酒癮的流行病學研究、以一新穎的

顆粒溶解素毒殺途逕作為治療史帝文強

生症及移植物對抗宿主疾病、整合生物

資訊平台及尖端基因體技術以發展本土

好發癌症之新穎致癌。 

4.繼續與大學合辦學程： 

本所歷年來與陽明大學合辦分子醫學學

程，98 年又新增一個臨床醫學學程，與

台大則有感染症基因體學程，這些學程

使本所研究人員有機會指導博碩士班學

生進行生醫方面的研究。 

5.新興栽培延攬人才規劃： 

為了配合院方未來在轉譯醫學方面的發

展，本所協助獎勵院內各所攻讀博士學

位的醫師。並將延攬現有醫學院內醫師

作轉譯方面的研究。 

 

我們預期在 99 年會有同樣傑出的表現，我

們在不同領域的研究，將使我們找出更多引

起疾病的基因，製造老鼠模型來瞭解致病機

制，發展治療方法及個人化醫療，瞭解細胞

病變，癌轉移及疾病發生之分子病理機制，

增進預防和治療心血管及代謝方面的疾

病，對肝炎、禽流感及其他傳染疾病的預防

及治療，對腦神經疾病的致病機轉有更深的

瞭解，進而達到診斷及預防的目的。我們利

用核磁共振所決定的蛋白質構造將幫助我

們從事藥物的設計。本所研發的生物資訊分

析工具及資料庫將有助於同仁從生物實驗

數據中以基因體及系統生物的角度來探討

生物醫學及人類疾病的重要問題。    

除了以上的研究成果，將近 100 位博碩士班

學生將在本所 PI 指導下拿到學位，他們有

的將進入產業界從事生技方面的發展，有的

會進入學術界從事下一代的科學教育，而有

另一部份會在不同研究機構/單位繼續從事

生醫方面的研究，他們對未來台灣的生技、

科學教育和生醫方面的研究將有很大的貢

獻。 

 

 ◆分子生物研究 

1.細胞分裂染色體配對機制。 

 

 

2.紅血球分化的調控。 

 

3.水稻耐淹水的機制。 

 

 

4.神經細胞分化的調控。 

 

5.核醣核酸切割的調控。 

 

 

1.發現 Red1 蛋白在結合 SuMD 後,可促進減

數分裂時染色體的配對與交換。本研究發

表於 EMBO Journal。 

2.發現P-JNK可藉由調控P45/NF-E2的修飾

與穩定度，而控紅血球分化的進程。 

3.發現水稻藉由獨特的 C:PK/5 蛋白磷酸酶

調控抗缺氧及缺糖的訊息傳導，使之能生

長於淹水環境中。 

4.發現神經特有蛋白需經泛素-pwteasoml

降解後，神經膠質細胞才能順利分化。 

5.發現 L4 ribosunal pratein 除為核糖體

蛋白外，也是切割核糖核酸重要酵素

RNaseE 的一部分，可抑制 RNaseE 的活

性，藉以調控細胞內許多核糖核酸的穩定

度。 

 

 ◆生物農業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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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發展四大具主題(thematic) 研究組計

畫。這四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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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植物環境逆境：已完成台灣蝴蝶蘭表達

基因資料庫建構，並利用此資料庫進行

光合反應及蝴蝶蘭種子發育基因圖譜研

究。以基因體學、蛋白質體方法、配合

快速DNA定序來構建基因表現調控網路。 

所建構之調控網路包括水稻及阿拉伯芥

抗逆境、抗病害、抗重金屬、缺磷之基

因表現。 

2.草藥科技：發展出一套系統性之細胞培

養及動物模型之研究架構，來評估、有

效應用目標藥用植物。藥用植物中有效

化合物產量之改良。建立植物代謝物化

學成分、藥效分析系統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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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口蹄疫病毒結構蛋

白在疫苗研發與抗癌領域之應用。類病

毒顆粒疫苗之研發。研究 T 細胞的特定

基因之功能。 

4.酵素科技：建構微生物選殖株在不同生

質原料下其轉錄體與調節網絡；真菌與

細菌品系之代謝與遺傳工程，用以增提

昇纖維素或半纖維素轉換成酒精的效

率。 

 

1.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已建構台灣蝴蝶蘭表

達基因資料庫並架成可搜尋之網站在期

刊/專書論文目前已發表計有五篇，研討

會發表之論文為拾篇。 

2.草藥科技研究：在期刊/專書論文目前累

計已有六篇研究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為三篇，專書論文一篇。 

3.分子疫苗科技研究：目前期刊發表了二篇

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三篇。 

4.酵素科技研究：目前期刊發表了一篇  論

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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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各式圖書資訊之利用。 

4.統計各項圖書館相關資料暨評估工作效

益。 

 

 

1.完成 17,000 多種圖書及視聽資料採購、

編目及典藏。 

2.完成 690 種期刊之徵集、訂購與裝訂等做

業。 

3.提高館藏資源之利用。 

4.改善圖書館服務品質。 

 ◆臨海研究站 

1.吳郭魚及石斑魚先天性免疫辨識病原機

制之功能性基因體及蛋白體研究。  

 

1.研究石斑魚病原辨識受器（pathogen 

recogmition receptor，PRR）訊息傳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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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應用抗菌胜肽為魚類疫苗佐劑之研究。 

3.基因轉殖不孕魚之技術開發。 

4.中、大型螢光觀賞魚之開發。 

5.魚、蝦類抗菌物質飼料填加劑之研發。 

6.魚類嗅覺神經生理的研究與水產飼料的

開發。 

 

機制與石斑魚病毒感染之關係；以 PRR

刺激物增進石斑魚免疫反應。 

2.應用抗菌胜肽與 NNV 病毒混合後，再注射

在石斑魚、稻田魚上，經過一段時間後再

次注射 NNV，可以達到極高的存活率，同

時也利用 microarray 解析抗菌胜肽為魚

類疫苗佐劑之訊息傳遞研究。 

3.選殖與卵巢發育相關之強效專一性啟動

子 AMH 啟動子(anti-Müllerian hormone 

promoter；AMH 4 K 啟動子) 具 4000bp

長，以 AMH 4 K 啟動子加上 loxp 系統達

到專一性細胞凋亡進而不孕。目前成果有

cre 系統之斑馬魚、性腺表現綠螢光之

Cre 基因斑馬魚、在性腺專一表現且帶有

loxP 系統之可誘發型專一表達凋亡基因

之 AMH/Zpc-loxP-Bax2-Bax1/Casp8 轉基

因斑馬魚共四型可用於驗證不孕技術。另

外體外試驗(in vitro)在 zfl cell 與

tilapia ovary cell(TO2 cell lines)

轉殖 AMH/Zpc-loxP-Bax2-Bax1/Casp8 轉

基因，經過流式細胞儀分選後，也將進行

cre recombinase 轉殖進入細胞中，發生

apoptosis，然後被證實方法可行性，亦

可證實該技術成功。 

4.已選殖出鯛科魚的啟動子序列及構築完

成新型啟動子與紅螢光基因的轉殖質

體，目前正持續構築新型啟動子與綠螢光

基因的轉殖質體，待構築完成即可進行顯

微注射，測試啟動子活性，同時並將送定

序確認，另外白獅頭之種魚已進行配對，

持續進行產卵觀察，進而推算出產卵周

期，以便做基因轉殖。 

5.從目前結果得知，乳鐵蛋白對於吳郭魚對

抗鏈球菌是有明顯助益的。而其免疫基因

也可能受到餵食乳鐵蛋白的影響在關鍵

時期有所變化。 

6.以赤鰭笛鯛為材料，探討在飼料中餵食蝦

紅素不同濃度與時間，對赤鰭笛鯛皮膚呈

現紅色、黃色及光度的影響。以尋找最適

合的劑量，使得赤鰭笛鯛在出售時，因有

最鮮豔的紅、黃色，而有最高的市價。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99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1.「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造礁珊瑚基因體多樣性與種化。 

(2)珊瑚共棲微生體多樣性研究。 

(3)臺灣本土經濟性及瀕危動植物遺傳

多樣性與演化研究。 

(4)臺灣經濟性及本土魚類基因條碼資

料庫之建置。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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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西印度洋珊瑚礁共棲生物多樣性與

珊瑚金三角演化機制研究。 

(2)東亞秋海棠屬植物多樣性與系統分

類及演化研究。 

(3)臺灣本土動植物之系統分類學之研

究。 

(4)臺灣生物多樣性、生態與工程資料

庫、資訊網之整合及與國際接軌。 

(5)推動臺灣生物多樣性量化指標-物種

數指標之建立。 

3.「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1)全球變遷下之珊瑚礁生態系抵抗力

與恢復力之研究。 

(2)南中國海、臺灣各離島、墾丁及西海

岸溼地生態系功能之研究。 

(3)臺灣植物及海洋生物多樣性分布類

型及其形成機制之比較研究及人為

及自然因素之影響。 

(4)全球變遷下之高山湖泊生態系抵抗

力與恢復力之研究。 

4.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1)旗艦物種生活史、行為、棲地需求研

究及其資源之經營管理。 

(2)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復育與社區營

造及外來入侵種之防治。 

5.生物多樣性與人： 

(1)比較東方蜂鷹留鳥與候鳥的遺傳組

成。 

(2)建立臺灣東方蜂鷹之親原關係樹。 

 

1.「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完成美麗軸孔珊瑚之線粒體基因體完

全定序，提供研究珊瑚種化機制探討

的工具。 

(2)完成與珊瑚共棲微生物的多樣性研

究，提供珊瑚共生體生態研究之重要

參考探討。 

(3)臺灣重要植物及魚類之地理親緣及族

群結構。 

(4)完成 1000 種臺灣本土魚類生命條碼

資料庫之繼續建置(含經濟性魚類）。 

(5)了解動植物相之形成及演化機制，可

應用在生物多樣性之維護及經營管

理；其中無脊椎動物族群遺傳及分子

演化之研究成果為：脂肪酸去飽和酶

在果蠅基因體裡的複製與消失，在表

皮碳氫化合物的多態性上扮演重要角

色，進而與果蠅的種化有著密切關

係。又完成了微核苷酸(microRNAs)

在高等靈長類之演化研究。 

2.「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1)探討西印度洋珊瑚礁生物多樣性形成

之機制與印度西太平洋生物多樣性之

連結。 

(2)發表特產於喀斯特石灰岩地區之秋海

棠新種。 

(3)發表臺灣新紀錄及新種之動植物，完

成若干科或屬之分類整理，重建符合

演化之分類系統。 

(4)充實國家網站有關生物多樣性及生態

工法之資訊，並與國際接軌，對研究、

教育、立法及保育上均為重要。 

(5)大規模修訂臺灣物種名錄，提供本土

種、外來種、瀕危種之鑑識特徵及種

數資料，並充實資料庫。 

3.「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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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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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繫機制，建立長期研究計畫之推動

模式，建議劃設及管理保護區之方法。 

(3)闡明高山湖泊生態之維繫機制，建立

長期陸域生態研究計畫之推動模式。 

4.棲地復育及經營管理研究： 

(1)發表旗艦物種之生態、生活史、棲地

需求之研究報告，並研議其資源經營

管理策略與方案。 

(2)實際協助推動生物多樣性復育、外來

入侵種之防治、海洋保護區之劃設、

及攸關永續利用之社區營造。 

5.生物多樣性與人 

(1)藉由遺傳組成之比較，瞭解臺灣東方

蜂鷹留鳥出現的可能年代。 

(2)推測臺灣留鳥可能的祖先群。 

(3)研究蜂鷹的棲地利用與繁殖生物學，

以作為進一步分析候鳥轉為留鳥的誘

因，及評估遷留狀況與族群動態關聯

的依據。 

 

 ◆基因體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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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截至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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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邀請 15 位國外專家學者至本中心演講交

流。 

3.邀請 5 位國外專家學者至中心訪問，從

事研究並與本中心研究人員進行學術交

流。 

4.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11 人在本中心進行

研究。 

5.派員參加出席國際性會議 41 人。 

6.陸續進行本中心重要儀器設備購置，（例

如單分子螢光影像定量偵測系統及雙光

子影像偵測器升級、超高速高通量單細胞

多色影像分析平台、介質輔助雷射脫附離

子移動分離影像儀與高階光學零件組、高

通量同步定量低密度基因陣列偵測系

統、高通量即時螢光定量 PCR 系統等貴重

儀器）以供中心專題研究，核心設施正常

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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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分子結構發展。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1.開發新穎標示基因改良傳統基  因轉殖

植物之篩選。 

2.積極增加蘭花生技研發能量，結合產業

力量，推動基礎與應用之研究。 

3.利用模式植物於開花機制與抗逆境之探

討與應用。 

4.從蘭花篩選促進生物週期的誘發因子並

利用模式植物測試其對生長發育的影

響。 

 

1.開發植物非抗生素篩選基因及研究植物

耐逆境基因: 

將植物內生基因開發應用成為基因轉殖

之篩選基因，以建立非抗生素篩選基因系

統，以使農業生物科技之發展與應用得以

符合世界環保潮流。並尋找植物體內與環

境逆境相關之抗性基因，如AP2/ERF 轉錄

因子及MsrB7與、UBC8等基因，探討其抗

性作用機制，以期進一步應用於農業生產

中。 

2.蘭花生物技術: 

(1)利用功能性基因轉殖於研究蘭科植物

已研究其開花、分子及生理機制。 

(2)利用蘭菌共生於蝴蝶蘭延緩病毒病癥

候之出現，獲初步成果。 

(3)探討不同光質對蘭花生育和開花的

影響，初步結果指出光線處理可促進

抽雙梗的百分比，可提高蘭花的市場

價值。 

3.利用模式植物於開花機制與抗逆境之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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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部發育的調控以及(3)植物對非

生物性逆境之反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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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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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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從蘭花篩選與促進生物週期的誘發因子

並利用模式植物測試其對生長發育的影

響。 

我們已篩選出一些有可能促進生物週期

的誘發因子並且正在進一步分離完整的

cDNA。我們會將這些完整的 cDNA 放入轉

殖載體中，然後轉殖於模式植物中以研究

探討這些基因的功能。我們接下來會著重

這些基因對促進生物週期以及植物生長

發育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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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台灣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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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俗宗教；族群歷史研究；甲

骨文、金文及簡牘研究；古文字與古代

史研究。 

2.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主題計畫，

包括 10-16 世紀山水畫在東亞的發展；

明清城市文化與生活比較研究；中國傳

統法律文化；台灣地區史前文化研究；

史語所藏殷墟出土遺物科學分析計畫；

影像與醫療的歷史研究；史語所未刊甲

骨研究；先秦禮制、社會生活與文化。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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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整理出版「史料叢刊」系列、「內閣

 

 

1.歷史學門：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37 篇、

會議論文 7 篇、專書 4 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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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近代思想文化

史、自然科學史。 

2.考古學門：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16 篇、

會議論文 20 篇、專書 2 種、考古調查研

究報告 6 篇。進行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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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10 篇、

會議論文 3 篇、專書 2 種。進行生命醫療

文化、宗教信仰、生活禮俗、族群歷史研

究。 

4.文字學門：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3 篇、會

議論文 6 篇。進行古文字與古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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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庫檔案選編」系列。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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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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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定期刊物部分：出版集刊 2 分、法制史研

究 1 期、Asia Major 1 期。不定期刊物

部分：「史料叢刊」1種、「珍藏史料暨

典藏系列」1 種、「會議論文集」1 種。

《中國史新論》出版 2 分冊。 

6.重要史料整理： 

(1)漢籍電子文獻：輸入《百部叢書 26

正誼堂全書》等 9 種，約 2 千 5 百萬

字；建置《四明叢書》等 27 種，約 4

千萬字；校對《續文獻通考》等 5 種，

約 2 千 3 百萬字；《明實錄》影像檔

核對約 2 萬 3 千頁。 

(2)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499 件又 13,388

頁，著錄鈐印 901 件，著錄摘要 7,576

筆，新增人名地名權威檔 844 筆。 

(3)台灣考古標本：整理建檔 13,879 筆，

標本提借 121 箱又 81 件。 

(4)善本古籍：完成掃描 61 部 597 冊

42,446 頁。編撰《傅圖善本書目》，

完成經部 450 筆。 

(5)拓片清點：完成佛教拓片約 5,000

筆，墓誌拓片約 3,000 筆之清查、資

料修正並建立清單。 

 

 ◆民族學研究 

1.每人皆分別有其個人性研究計畫共 28 

個。 

2.集體性研究主要有研究群在運作推動研

究計畫： 

(1)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群。 

(2)表意動量與文化脈流研究群。   

(3)民眾宗教研究群。 

(4)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 

(5)全球化下台灣的家庭與世代關係。 

(6)全球化下台灣的家庭與世代關係研

究群。 

(7)界域人類學研究群。 

 

1.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約 13 篇。 

2.人員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17 人次，

提報論文 14 篇。 

3.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11 人。 

4.協助國內研究生 3 位從事研究工作。 

5.協助 3 位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從事研

究工作。 

6.博士後研究者 1 人在所內進行研究。 

7.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12 次，研究報告會

9 次，此外各研究群亦分別舉辦演講活

動。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104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8)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群。 

(9)華人本土心理跨向21世紀學術論壇。 

(10)巫師吟唱與象徵再現國際研討會。 

3.已舉辦研討會 2 個： 

(1)「華人家人關係」學術研討會。 

(2)「人類-未來-文化」國際研討會。 

4.籌辦研討會 

第七屆人類學營。 

5.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研究報告會及研

究群演講活動。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本所自 99 年 1 至 6 月已進行下列計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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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本所收藏

外交檔案、政府公報、外交文書及圖書

資料，對近代中國政治、外交、軍事、

法制等歷史進行研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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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經濟制度、

經濟思想、投資、貿易、婦女、教育等

面向探討近代國家與社會、亞洲與世界

之經濟關係。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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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文化和思想的角度切入，研究近代史

相關問題。 

4.(1)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 

(2)學術交流計畫。 

5.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 

6.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 

7.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 

8.口述歷史訪問計畫。 

 

 

1.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8 篇。 

2.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20 篇。 

3.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6 篇。 

4.出版集刊 2 期、完成圖書資料交換。 

5.依計畫完成編目、上架、防潮、防霉及修

補工作。 

6.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復、編目、

檔 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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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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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八大主題型研究： 

(1)總體經濟與經濟成長。 

(2)計量模型及檢定方法。 

(3)人力資源的產生與市場機制。 

 

1.繼續執行本所各項主題計畫研究。 

2.舉辦「消費券政策研討會」、「紀念劉克

智教授學術研討會」、「台灣經濟定位與

前瞻性產業暨金融政策座談會」、「台日

公共經濟學術研討會」、「二代健保財務

制度研討會」、「2010 經濟成長與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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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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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持續推動「經濟預測與政策」及「公共

政策研究」。 

3.出席國際學術會議，邀請國際傑出經濟

學者來訪；舉辦國際性會議；每週舉辦

學術討論會。 

4.出版「經濟論文」及「臺灣經濟預測與

政策」期刊等。 

 

動態國際學術研討會」、「Workshop on 

Econometrics and Finance under Great 

Uncertainty」等國際及國內會議。 

3.出席國際會議及出國訪問研究 19 人次；

所內每週舉辦小型討論會共 40 場次；邀

請國外學者來訪 27 人次。 

4.出版品：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40 卷第

2 期、經濟論文第 38 卷第 1 期及第 2 期。 

 

 ◆歐美研究 

1.依中長程學術發展，列有5個重點研究計

畫： 

(1)文化研究。 

(2)中美關係。 

(3)歐美公共政策、兩性平權研究。 

(4)歐洲聯盟。 

(5)新實用主義。 

此外，亦持續進行部分個人研究計畫。 

2.出版定期刊物及專書。 

3.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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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以加

強學術交流。 

6.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料、微捲及

光碟資料。 

7.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備，提昇研究

效能。 

 

 

1.發表論文共 29 篇、專著 3 冊、出版定期

刊物 1 種 2 期。 

2.舉辦學術討論會(演講)與座談會 15 次；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2 次。 

3 派員出國短期研究共 1 人次；出席國際會

議 13 人次。 

4.國內學者來所短期訪問 0 人次、補助博士

候選人培育計畫 2 人次、博士後研究 2

人次。 

5.增加西文書1,290冊、中文書99冊、光碟

71片（文字型）、DVD 118件、微縮資料1

件、電子書9冊、中西文資料庫續訂12種、

西文期刊續訂689種、中文期刊續訂28

種，西文報紙續訂1種。 

6.採購與更新軟體18種195套、個人電腦22

台、不斷電1台、印表機1台。 

 

 

 

◆中國文哲研究 

1.重要研究計畫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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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朝跨學科與跨領域的方向發展，更

 

1.來訪學者共7人（特約訪問學人3人、訪問

學人5人、訪問學員1人、國內短期來院訪

問1人）。  

2.舉辦演講共36場（專題演講1場，學術討

論會4場，座談會11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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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與本所其他研究方向進行主題

性的對話。計有「明清文學」、「近

現代文學」、「文學與宗教」及「文

化轉譯與文化交流」。 

(2)哲學研究方向 

計有「宋明理學」、「佛道哲學」、

「東亞儒學」、「比較哲學」。 

(3)經學研究方向 

計有「民國經學」、「歷代經學」。 

2.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計有 

(1)「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 

(2)「沈淪、懺悔、救度：中國文化中的

懺悔書寫」。 

(3)「集體意識與現代性：華文文化與歐

亞研究」（2009-2011）。 

(4)「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 

(5)「民國經學研究計畫」。 

3.新興研究計畫 

(1)國際合作計畫（與哈佛大學東亞系、

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近代中國

文學中的感官世界」。 

(2)國際合作計畫（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哲

學研究所等）：「越南儒學會議計

畫」。 

 

 

3.舉辦學術會議計有7場：(1)博士後研究人

員暨博士候選人研究成果發表會，發表論

文8篇。(2)「猶太與中國傳統的對話」國

際研討會，發表論文7篇。(3)「集體意識

與現代性：歐亞研究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文

化批判」第一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4

篇。(4) 「儒學：學術、信仰和修養」國

際學術研討會（合辦），發表論文29篇。

(5)中日韓經學國際研討會（合辦），發

表論文42篇。(6)當代歐美漢學對中國哲

學的詮釋──以羅哲海為中心國際研討

會（合辦），發表論文25篇。(7)「變動

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第

七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21篇。 

4.採購作業：圖書(含線裝書)5,825冊，紙

本現期期刊420種，電子期刊5,716種，過

期期刊247冊，微縮捲片35捲，光碟71片

(含CD、DVD及隨書PDF光碟等)，網路版資

料庫9種；處理贈送及交換圖書266冊，過

期期刊18冊及光碟28片(含CD、DVD、隨書

PDF光碟及電子書等)。 

5.與玄奘大學及國立大學等圖書館簽訂圖

書互借協議書，互換借書證5張，提供雙

方讀者到館借書服務；續約單位有1個，

目前計與國內13個單位簽訂圖書互借協

議書。 

6.辦理完成「《民國時期語言文字學叢書》

第一編」及「《民國詩學叢刊》第一編」

（案號：clplib990301）、「《民國時期

經學叢書》第三、四輯」等採購案（案號：

clplib990401），共計購入360冊。 

7.辦理完成「2010年韓國學研究資料庫

(KISS)網路版」採購案（案號：

clplib990302），及提供全院同仁連線使

用。 

8.辦理完成「2010年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

文史哲、政治經濟法律、教育社科綜合、

電子技術與信息科學、醫藥衛生、經濟與

管理等6個專輯網路版採購案（案號：

clplib990303）及「2010中國博碩士論文

全文資料庫」文史哲、政治經濟法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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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社科綜合、電子技術與信息科學專輯」

等4個專輯網路版採購案（案號：

clplib990304），及提供全院同仁連線使

用。 

9.辦理完成「2009 年大陸現期期刊」採購

案（案號：clplib970901），及已完成結

案驗收紀錄、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及全案

保留款（NT$67,190）沖銷等事宜。 

 

 ◆台灣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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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是由研

究人員督導研究助理進行古文書採集編

目、古文書及圖像資料庫之建立、口述歷

史、公家文書檔案之整理、及圖書設備之

購置等有關資料收集整理之工作。 

 

 

1.自 1 月至 6 月，本所舉辦週二例行學術討

論會及各研究群的講論會計 22 場次、工

作坊計 2 場次，共計 24 場次。 

2.檔案及舊籍整理部分：(1)新入藏檔案 15

批，初步估計 946 件。(2)數位掃瞄：檔

案 3,890 幅影像，舊籍 58,613 幅影像；

(3)台灣歷史檔案資源系統新增著錄

3,968 筆資料。(4)日治時期臺灣研究舊

籍新系統開發，原舊系統資料轉置至新系

統，共計 80,118 筆、數位影像 738,456

頁。 

3.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 月至 6 月 30 日

止，共購入圖書 783 冊、期刊 11 種(交贈

164 種)、線上資料庫 1 種。 

4.完成戴國煇先生文庫回溯建檔計畫，共製

作線上目錄 39,337 筆。濱下武志文庫回

溯編目計畫：共製作線上目錄 8,340 筆。 

5.已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16 卷第 4 期及

《灌園先生日記》17、18 冊，計 3 種。 

6.口述歷史計畫除持續進行特定人物之訪

談、記錄與整理工作外，並與國內外相關

機構或個人進行口述訪談經驗之交流。 

 

 ◆社會學研究 

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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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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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 

(2)論文發表 34 篇。 

2.舉辦學術研討會： 

(1)舉辦 2 次研討會及 7 次工作坊，與會

人數約 400 人，發表 42 篇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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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區域比較研究。 

8.社會學史研究。 

3.舉辦學術演講：本年度共舉辦 17 次演講。 

4.本年度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者 25 人

次，並提報論文 25 篇。  

5.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者共 10 人。 

6.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計 4 人，並舉

辦演講 4 次。 

7.協助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計 18

人。 

8.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1,312 冊。 

(2)東方語文圖書：833 冊。 

(3)現期期刊：234 種。 

(4)資料庫：1 種。 

 

 ◆語言學研究 

1.語言調查與典藏研究。 

2.語言類型學研究。 

3.語法、語音、語意之理論研究。 

4.歷史語言學研究。 

5.語言生理與認知基礎研究。 

6.語言與科技整合與應用研究。 

 

 

至六月底為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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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語言調查與典藏研究計畫，進度 45%：台

灣瀕危本土語言與已消亡平埔語資料之

搶救；台灣南島語、閩客語、台灣國語口

音之社會分佈等數位典藏；台灣國語口語

變異、台灣地區現代漢語口語發音特徵語

料庫、中文歷代詞彙庫建構、藏緬語長篇

口語語料集及參考語法。 

2.語言類型學研究計畫，進度 50 %：台灣

客語方言語法比較、魯凱語方言比較、關

係子句、靜態述語的否定結構、台灣南島

語類型研究對語言理論之啟發、藏緬語聲

調重音與名物化句類型。 

3.語法、語音、語意之理論研究計畫，進度

50 %：英語、漢語、台灣南島語比較研究；

台灣南島語非核心論元之引介；台灣國語

自然語音研究；藏緬語聲調之性質與名物

化研究、蒙古語時間語法研究。 

4.歷史語言學研究計畫，進度 50 %：漢語

問句的平行演變、近代漢語結構演變、上

古漢語標記語料庫；客家話歷時語法研

究；原始南島語重建、語法化和中心語研

究；蒙古語時間語法系統歷時研究；藏緬

語聲調與重音之起源與發展。 

5.語言生理與認知基礎研究計畫，進度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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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文字辨識中部件結合度扮演角色

研究；接受聽覺口語法訓練之聽障兒童語

音聲學研究。 

6.語言與科技整合與應用研究計畫，進度

45%：跨語言知識表徵基礎架構-面向多語

化與全球化的語言學研究、語音科技開發

導向的口語篇章韻律研究、韻律屬性與語

音事件偵測之研究。 

 

 ◆政治學研究 

1.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1)半總統制國家與民主崩潰。 

(2)選舉制度改革與政黨體系變遷的互        

動關係。 

(3)台灣司法賄選判決案件的政治因素

分析。 

(4)新興民主國家市民社會抗爭參與對

政府決策的影響。 

(5)台灣立法院之議程設定。 

2.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1)中國大陸基層民主治理與政治價值

變遷。 

(2)「後極權資本主義發展國家」政經模

式之研究。 

3.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1)建構與適用權力不對等戰略三角理

論。 

(2)美中台戰略三角的賽局解析。 

4.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1)第二波與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2)亞洲與其他地區民主化經驗之比較

研究。 

5.政治學研究方法 

(1)政治學計量方法研習營。 

(2)貝氏賽局理論。 

 

 

本處 99 年上半年計 12 名研究人員，研究成

果為： 

1.刊登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 3 篇。 

2.出版國內外專書論文 4 篇。 

3.主編國外專書 1 本。 

4.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20

篇。 

5.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演說 2 次。 

6.舉辦學術研討會 2 場。 

7.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15 場。 

8.訪問國際學術機構 7 次。 

9.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10個，臺灣大學

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學術拔尖計

畫2個，日本交流協會跨國研究計畫1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本研究中心分成三大研究集群，下轄七個

專題中心與五個研究計劃以推動跨領域研

究為主要任務。 

1.特定主題取向研究集群：  

 

1.跨領域研究計劃及個人研究計劃已舉行

54 場學術演講座談活動。 

2.已舉辦 12 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2 次工

作坊及研習營 4 場；發表論文共計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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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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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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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衛生史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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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資料探勘與學習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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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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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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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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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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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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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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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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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畫：以家庭為對

篇。 

3.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2 卷第

1、2 期、「亞太研究論壇」第 46、47 期

及專書 2 本。 

4.發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季刊)

第 30、31、32、33 期、電子報雙週刊第

132-142 期及「督訪頻道」第 21 期。 

5.推廣「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會員制，至

99 年 6 月底止，會員人數為 1,524 人；

期間共有 1,329 人、查詢資料庫 5,002

次，下載 878 筆資料。 

6.「電話訪問調查執行」品質管理系統通過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之年度(99 年)追查，

符合 ISO 9001：2008 標準。 

7.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系統(SRDA)，通過英

國標準協會(BSI)驗證，符合 ISO 27001：

2005 國際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標準。 

8.建置 4 項地理資訊應用系統資料庫：(1)

文化資源地理資訊系統、(2)地圖數位典

藏整合查詢系統、(3)台灣經社指標資料

GIS、(4)歷史人口統計資料 GIS。 

9.「台灣家庭的動態資料庫」執行第 12 年

追蹤訪問調查，共六千多個樣本將在未來

數年中繼續追蹤。 

10.購置中西文期刊 32 種、圖書 1,614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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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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 

(2)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3)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 

(4)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5)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 

(6)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2.個人研究計畫： 

(1)深耕計畫—資訊公開與資訊隱私法

律體系建構之研究。 

(2)違憲審查基準體系建構之研究。 

(3)憲法修正的界限與方式：以瑞士最新

完成的修憲工程為對象。 

(4)數位匯流時代資源管理法制之革新。 

(5)法律經濟分析的制度轉向。 

(6)原住民族集體權之理論探析與系譜

構建。 

(7)法人團體基本權利保障之重要具體

問題尋繹。 

(8)憲法審判權中和解途徑之初探。 

(9)禁止酷刑：國際標準與憲法理念。 

(10)既存檢體與資料的研究倫理與法律

議題。 

(11)勞工身體的規訓與整合型職災補償

體制之研究。 

(12)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法律論證與

法學方法。 

(13)交互詰問制度之成效評估─由實證

研究之觀點考察(二) 。 

(14)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 

(15)Topik 對當代法學方法論發展的意

義。 

(16)憲法領域中的規範與現實。 

(17)最高行政法院判例之檢討。 

(18)憲法、公共政策與社會變遷。 

(19)公共衛生法律體系之分析與建構。 

 

1.舉辦學術研討會： 

(1)99年5月22日舉辦「2010行政管制與行

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列之一，發表

論文4篇，參加學者529人。 

(2)99年6月11-12日舉辦「2010兩岸四地

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24

篇，參加學者785人。 

(3)舉辦個人學術年度演講會17次；各研

究組群亦各別舉辦多次演講活動。 

2.出版中研院法學期刊及專書3種。 

3.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14次，發表論文13 

篇。 

4.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所訪問1次，並舉辦

演講會1次。 

5.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短期研究5人 ,及大陸

各大學法律學者來所座談進行學術交流5

次。 

6.增加西文書 623 冊、中文書 150 冊、中、

西文期刊 33 種、資料庫 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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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跨行「法律化社會中之紛爭解決實

證研究」之可行性評估。 

(21)國際公共衛生法規範的發展與困

境。 

(22)民事集中審理研究－由裁判法之分

析到個案實證考察。 

(23)經濟分析與類推適用。 

(24)當前行政實務上爭議問題。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本工作計畫提供人文館大樓建物及各項機

電設施例行維護、公共事務委員會及聯合

圖書館行政庶務管理等軟、硬設置得正常

營運之經費，以茲人文館各入駐單位之行

政與學術研究業務得順利進行。 

 

1.提供人文館 3~4 樓會議廳場地設施供本

館各入駐單位暨本院各單位學術活動與

研究工作得順利舉行推展及配合辦理第

28 屆院士會議。 

2.有效整合資源辦理本館大樓各項機電設

備例行維修作業，強化本館大樓消防、保

全、清潔管理作業，提供本館各入駐單位

良善辦公作息環境，增益本館行政服務效

能。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 

本計畫為配合本院「大門入口北側機能區

新建工程」及「綜合大樓及地下停車場新

建工程」，已於 99 年月 1 月 18 日辦理委

託規劃設計監造暨先期規劃技術服務評選

會議，惟評選結果無優勝廠商而宣佈流標

。 

【四分溪週邊環境改善工程】 

本院四分溪週邊部分景觀過於老舊，且缺

乏親和性與生態性，其主要工程內容為：

護坡綠美化、水岸護欄改善、人行道鋪面

更新及週邊景觀改善工程，預計下半年度

進行設計及施工。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本案已完成山坡地開發許可、環境影響評

估、水土保持及用電用水等計畫書初稿，

將與報行政院核定之開發計畫同步送審，

其中「環境影響評估」辦理進度部分，業

依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實施第一階段環

境影響評估，基地南北兩側自然山林與坡

 

本案為因應新版「機關委託技術服務廠商評

選及計費辦法」（99 年 4 月 15 日正式實施

），已修正部分招標文件內容、調整採購需

求及重新辦理相關招標作業，擬於 99 年下

半年重新上網公告，辦理招標作業。 

 

 

已完成四分溪兩岸於家驊橋週邊環境之生

態調查，其資料將作為設計需求之參考，並

配合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相關計畫整體

考量，規劃提供院區休憩空間之機能。 

 

 

1.本院業依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98年12

月22日部字第0980006032號函暨行政院

秘書長 99 年 3 月 29 日院臺科字第

0990013073 號函，修正開發計畫書（核

訂本）完竣，並於 99 年 4 月 8 日函送行

政院經建會審議，且預訂於 99 年 5 月 18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0 年度 

 113 

業務及工

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地陡峭之區域，不做任何開發，留做園區

公共使用之休憩活動開放空間。 

 

 

 

 

 

 

 

 

 

 

 

 

 

 

 

 

 

 

 

 

 

 

 

 

 

 

 

日排會審議，惟依 99 年 5 月 13 日行政院

研商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相關事宜會

議結論，本案必須再次辦理計畫修正，是

以經建會已於99年5月14日發函通知暫

緩審議。 

2.本案上（99）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率為

0%，落後原因說明如下： 

(1)本案依行政院98年11月26日院授主

忠三字第 0980007044A 號函，「99 年

度經費俟計畫奉院核定後始得動支，

並請中央研究院於 98 年 12 月底前完

成計畫報核程序。」 

(2)本院於 98 年 9 月 18 日將計畫書函陳

總統府、總統府於 98 年 9 月 28 日函

送至行政院、行政院於 98 年 10 月 14

日函送至經建會審議、經建會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函請本院「依各單位所

提意見進行修正後再提送本會審議。

」 

(3)本院復於99年4月8日函送修正計畫

至經建會，惟依 99 年 5 月 13 日行政

院研商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開發相關事

宜會議結論（國家生技研究園區的規

劃應本最小開發、維護最大生態之原

則，並對生態保育及經濟開發兼籌並

顧），本案必須再次辦理計畫修正。 

(4)本院已依上述會議結論辦理計畫書修

正中，相關預算將俟計畫核定後依進

度儘速推動執行。 

 【院區污水下水道工程】 

本院為配合市政建設，推動區內污水下水

道系統，完工後將完整收集院區內建築物

污、雜排水，納入臺北市污水下水道系統，

以改善衛生環境與符合法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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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棟，提供生

物多樣性、數理與生命科技所需研究空

間，總經費1,571,500仟元。97年編列規劃

 

工程進度超前，主要分管工程已完成，現辦

理用戶接管工程，工程將俟台北市政府衛工

處主幹管完工驗收後辦理通水接管，預計可

於 99 年底完工。 

 

 

1.已完成委託專案管理、規劃設計監造之採

購事宜。 

2.通過環境影響評估，並已完成都市設計審

議、綠建築及取得建築執照。 

3.辦理第 1 次公開招標流標，檢討工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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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費30,000千元，99年度編列工程費

280,000千元，其餘工程費於100-101年編

列。 

【溫室新建工程】 

本院因植物科學發展需要，於中南段二小

段 438-1 地號及中南段三小段 316-2 地號

等溫室用地，興建地下 1 層、地上 3 層之

溫室主控大樓及玻璃屋溫室。 

【資創中心】 

本院新成立之資創中心因進駐數學館變更

辦公室用途須辦理翻修，預計重新裝修

4,269.84 平方公尺，工程內容包刮內牆及

地面處理、新增隔間牆、空調、水電、消

防修改、保全、通訊系統等，完成後可活

化舊有建物。 

及履約條件後調整招標策略重新上網公

開招標 2 次，結果仍無廠商投標。目前正

洽優良廠商辦理比議價。 

 

工程已發包，施工進度超前，至 99 年 7 月

已完成建築物 2F 樓板澆置，3F 之玻璃溫室

構件已於工廠完成假組裝，預計 99 年 8 月

進場安裝。 

 

工程已發包並取得室內裝修許可，截至 99

年 7 月，已完成 3F、4F 室內隔間及裝修，

可如期於 99 年 8 月底完工辦理驗收，99 年

9 月提供進駐單位使用。 

 

 【人社中心中庭增建工程】 

本工程計畫興建地上3層、地下1層鋼筋混

凝土造之研究大樓，內含電訪室、書庫、

會議室、研究室及連接前、後棟建築之廊

道，總樓地板面績約1,204平方公尺，總經

費為48,990千元（96年已編列1,817千元，

98年編列28,521千元，99年編列18,652千

元）；完成後整體性連接及整合前後兩棟

原有建築物之空間。 

 

 

 

工程招標案於 98 年 2 月 20 日決標，但因開

工後發現臨棟地基延伸問題，須辦理工程變

更設計，且工地的基地夾於舊有兩棟建築物

間，活動的空間狹小，大型的機電設施無法

先進場擺放，因而提高施工的困難度，目前

工程進度達 61.89%，預計 8 月底完工。 

 

交通及運

輸設備 

 

為研究需要新增野外工作車 3 輛，以供田

野調查使用。 

 

 

 

 

 

 

 

 

 

 

 

已完成購置工作車 3 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