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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97）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一般行政 

 

 

 

 

 

 

 

 

 

 

 

1.依計畫辦理行政、文書、出納、事務管

理等一般性行政管理院務。 

2.依計畫完成總辦事處辦公房舍、宿舍之

機電、消防等公共設施及環境、道路景

觀管理維護，全院廢棄物委託清理、廢

水處理設施儀器養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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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K 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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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及維護各行政管理系統。 

(4)支援本院數位典藏工作，開發 OCR 校

對工具，發展各資料庫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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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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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美化與工作強化均極具效

益，有效提昇行政服務效率，協助學術

研究發展。 

3.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持續各單位公共區域無線網路服

務，並提供院內各單位區域網路規劃

與服務。 

(2)持續提供遠端接取服務,如:ADSL、

56K 撥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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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續辦理本院國際網路專線建置與

維運管理。 

(5) 持續維護本院研究用基礎時空資訊

整合系統，並利用現有 GIS 資料庫及

相關資源研發資訊整合及檢索技術。 

(6)持續維護高效能計算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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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全院穩定的計算及行政業務應

用環境。 

(9)開發計算中心服務管理系統、科學院

院長論壇註冊系統、TIGP 活動報名

系統、院友系統、化學學會投稿系

統，規劃單一簽入整合平台、計算中

心內網技術支援，並因應會計新制規

畫新會計系統發展事宜，維護人事薪

資整合系統、所處中心人事管理系

統、因公出國系統、會計系統、所處

預算管理系統、收款收據系統、財產

物品系統、公文系統、總辦事處差勤

系統、國際研究生學程線上申請系

統、基因體醫學國家型科技計畫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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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設施服務線上系統、智財管理系統、

生物實驗安全審查系統、學術服務系

統、院士選舉開計票系統等。 

(10)開發 OCR 校對工具、台灣民族誌影

音系統、職涯規劃關鍵詞蒐集程式。

續發展數位典藏資料庫系統，包含民

族所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畫、語言

所語言典藏計畫、國史館總統文物多

元精緻文化探索與深耕子計畫、國史

館台灣文獻館臺灣省及機關檔案數

位化計畫、台灣省諮議會史料典藏數

位化計畫等。 

(11)開發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化

學學會投稿系統、考古館考古標本自

動化、太平洋考古殘片紋飾線上數位

資料庫。 

(12)辦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升級（全面

升級為 Web 版）與相關資源的連結查

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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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相關文

件。 

(13)提供院內圖書館資源入口網站，結

合紙本與電子式網路資源，以 RSS 服

務供院內研究同仁使用。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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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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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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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場地設施管理：完成學術活動中心 4 樓

客房裝修。 

4.場地設施管理：學術活動中心 4 樓客房

裝修工程完成後可提升對國內外學術交

流學者之服務及住宿品質。 

 5.車輛通行停放運作維持。 5.院內交通管理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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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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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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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由完整的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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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高性能平行計算環境、網路資訊與

資料庫服務電腦主機、大量資料儲存伺

服系統、PC 群組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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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可容納 136 位學

生居住，提供宿舍 營運維護之需求，確

保住宿學生安全與居住品質。 

5.本院教學研究大樓結合行政及教學空

間，提供國際研究生良好的上課環境及

優質的行政服務， 以提升學習品質。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研究需

要，積極延攬人才，97 年度上半年已進用

行政、技術人員 1 人，研究人員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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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建置各單位公

共區域無線網路服務，並提供院內各單

位區域網路規劃與建置服務、遠端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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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擴充高性能計算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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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主機系統運作，包含郵件服務、行

政服務、圖書館服務及網頁寄存服務。

汰換行政主機，汰換總辦事處個人電腦

及印表機，逐步移轉新、舊服務主機至

虛擬化的主機系統。  

5.進行全院資安檢測，導入主動異常偵測

機制，並訂定改善與稽核計畫，以建立

全院適當的資安防護體系。提供有效的

通報與應變處理機制，持續強化個人資

訊安全意識與習慣。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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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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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期促進不同文化的交流。 

7.教學研究大樓：改善國際研究生上課學

習環境，提供更有效率的行政服務，以

期吸引更多國際優秀研究人才至本院就

學。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1.評議會及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之召開： 

(1)97 年 4 月 19 日召開評議會。 

(2) 為評估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各所

（處）、研究中心近年研究成果，並

討論未來學術發展方向，本院於 97

年 7 月 7 日至 11 日舉辦人文及社會

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研究中心學

術評鑑會，邀請國內外近 80 位專家

學者對人文及社會科學各所（處）、

研究中心進行學術評鑑，評鑑結果作

為各研究單位未來改進方針集中長

程發展規劃的重要參考。 

 

1.評議會及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1) 如期召開評議會，由 73 位院士被提

名人中選出 47 位第 27 屆院士候選

人。 

(2)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第一次學術評鑑

係於 91 年完成，今 (97）年本院再

次邀請國內外70餘位學者專家(含16

位本院院士)對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的

9 個研究所、2 個籌備處及 1 個研究

中心進行連續 5 日的評鑑，業已於 7

月 11 日辦理完竣。此次評鑑委員的

組成，除各所（處）、中心的 6 至 7

位專屬評鑑委員外，另設有 3 組分組

共同委員，每組參與 4 個研究單位的

評鑑工作，共同評估進行中計畫之進

度與成果，以及研議新研究領域之開

拓，以期提升各所（處）、中心學術

研究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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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上半年已核定補助繳交 32 個國

際組織會費，支出費用達 6,965,072

元。  

(2)本院今年推薦4位本院院士參選TWAS

院士，提名 3 位國內優秀科學家參選

TWAS 相關科學獎。 

(3)本院上半年已核定補助國內學會 13

人出席 9 場國際會議，補助 2 位院士

出席 4 場國際會議，總支出費用為

1,660,978 元。 

(4)本院上半年已核定補助國內學術團

體舉辦 3 場國際會議，支出費用為

6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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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學術交流合作： 

(1) 97 年度 1-6 月本院延聘 27 位國外

顧問、專家及學者(特聘講座 15

位、教授級學者 5 位、副教授級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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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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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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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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執行本院與美國加州大學進行學術

合作簽約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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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學

術交流合作協議。 

(5)執行本院與清華等各大學合作辦理

分項學程。 

(6)推動與大學合辦跨領域學位學程。 

(7)外賓參訪案。 

(8)國際獎項提名。 

(9)電視節目製作。 

者 5 位、助理教授級學者 0 位、客

座專家 2 位)，協助各所(處)、研究

中心擴展新的研究領域。 

(2) 我方今年派遣 2位學者赴英訪問兩

個月、1 名學者赴法訪問 1 個月、2

名學者赴越南訪問 1 個月；英方今

年派遣 1 名學者來台訪問 6 星期。 

(3)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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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簽訂本院與中國醫藥大學合辦癌症

生物與藥物研發學位學程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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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 80 週年慶科學院院長論壇會

議。 

(7)接待俄羅斯科學院西伯利亞分院一

行 5 人來院參訪。 

(8)接待立陶宛科教部次長一行 3 人拜

會劉翠溶副院長，並參訪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 

(9)接待大陸北京兩岸學術交流訪問團

一行 6 人來院拜會劉兆漢副院長，

並參訪基因體研究中心及生物多樣

性研究中心。 

(10)接待德國國會議員一行 3 人來院

參訪。 

(11)劉兆漢副院長率團赴大陸北京出

席中國科學院舉辦之「海峽兩岸防

震減災研討會」。 

(12)積極推薦院士及研究人員參加各

國際獎項競賽，97 年上半年計有 4

個推薦案。 

(13)公開評選委託公視製作本院八十

週年慶紀錄片，擬透過影像畫面，

呈現本院設立經過及各領域學術

發展歷程，以為歷史見證。 

(14)協助台中一中、台南一中辦理科普

講座及專題演講，由本院邀請院士

或院內研究員擔任講員，嘉惠中南

部學子。 

(15)出版《中央研究院八十年院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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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及《知識饗宴系列 4》科普專

書，分送國內高中以上學校及圖書

館，以推廣科普知識。 

(16)完成 2008 年本院中英文簡介及多

媒體影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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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屆台北國際書展，圖書銷

售 671 冊。 

(2)出版中央研究院叢書《邊鎮糧餉》。 

(3)3 本中文專書出版中。 

(4)1 本英文專書出版中。 

(5)2 本英文專書審查通過，待出版。 

(6)1 本英文專書審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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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術研究的經費。 

 

5.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截至六月止， 

(1)專利：已申請國內外專利計 62 件並

已獲得 20 件專利權。 

(2)授權：已完成授權案 32 件，累計簽

約金額約 2 千 2佰 39 萬 9 仟 5 佰元、

股數作價約 7 萬股。 

(3)合作：已完成案 13 件，累計合作金

額約 1,608.9 萬。 

 【召開第 28 次院士會議】 

本院第 28 次院士會議訂於 97 年 7 月 1

日至 4 日舉行，97 年上半年展開各項相

關籌備工作。 

 

如期召開第 28 次院士會議，並選舉第 27

屆院士。 

 

 【儀器整合管理】 

1.整合本院各單位共同需要的儀器，推動

成立全院性公用核心設施。 

2.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

全院 98-99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 

3.97 年度共同需要的儀器的年度購置業

務。 

4.定期更新全院公用儀器實驗室資料，並

公布網站以供查詢及登記使用。 

 

 

1.己協助成立 3 個全院性公用核心設施，

即共軛焦顯微鏡設施(農生中心)、分子

定 性 分 析 儀 設 施 ( 生 化 所 ) 、 及

Proteomics 質譜儀設施(生化所)，開放

服務。 

2.協助本院貴重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審核

全院 98-99 年度機械設備概算，提供行

政支援。 

3.由 4 個使用者委員分別討論及規劃後提

出 97年度全院性公用貴重儀器的採購需

求，總計有 4 項：安捷倫 2100 生化分析

儀、核磁共振儀 AMX-400 Console 更新、

電子顯微鏡數位相機暨控制界面、三環

X-光射線繞射儀等 4 項公用儀器之採購

已陸續採購中。 

4.蒐集並提供院內重要研究儀器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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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與服務品質等資訊，以供選購、

借用或尋求服務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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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年度業已核定通過 31 名。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與國防醫學院共同組成生命科學研究所，

利用本院軟硬體設備及研究人員培植國內

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97 年 1 月核准獎助博士班一年級學生 53 名，

二年級學生 57 名，合計 110 名，每月 24,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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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中選拔表現優秀之人

員，納入編制內聘用。 

 

97 年度分 2 梯次辦理申請，經審核通過者

171 名，聘期 2 年。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學程團隊每年以多元化的方式致力於海外

宣傳，例如：派遣宣訪團赴國外大學宣傳

招生、在知名期刊、教育相關網頁、國際

教育展上刊登招生廣告、寄送宣傳資料至

國外各大學和各駐外單位、循院方廣大的

國際合作網絡寄發學程簡介及招生資料、

將國際研究生學程介紹給受邀來院訪問之

國外學者專家 …等。未來，除鼓勵學程的

外籍學生協助宣傳之外，也計畫運用建置

中的學生資料庫作為宣傳招生之參考。未

來，計畫增設其他尖端科技跨領域學程，

以吸引更多不同領域國際優秀人才來本院

就讀。 

 

97 年度與各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

共計 9 項學程。學程 97 年度年共錄取 105

名學生，外籍生錄取人數超越本國生人數

（本國：外籍＝52: 53)，錄取學生國籍分

布已遍及歐、美、亞、非、大洋洲等超過

30 個國家，顯見學程國際知名度已漸打開。 

截至 2008 年 5 月，學程已培訓出 6 位優秀

的國內、外畢業生。這 6 位畢業生在學期

間以第一作者身分在知名期刊上發表近 20

篇 專 業 論 文 (Nature, PNAS, Trends. 

Genet., J. Biol. Chem., Deve. Biol., 

Structure, J Chem. Phys.…etc)。這些

畢業生均已受邀至國際知名大學與研究機

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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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商布魯克道

爾頓股份有限公司及瑞士聯邦技術學院等

繼續從事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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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支援 Subaru Hyper Suprime 相機計畫及

第二代中美掩星計畫。 

2.推展南部生物科技研究計畫。 

3.應科中心、多樣中心、農生中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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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器購置。 

 ◆中研院深耕計畫 

更新「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作業要點」，並

依 96 年 10 月公告之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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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 97 年深耕計畫經過嚴格的初、複審作

業，有(1)數理組： 

統計所黃顯貴博士 

原分所劉國平博士 

(2)生命組 

生醫所施修明博士 

生化所陳瑞華博士 

分生所賴明宗博士 

(3)人文組 

歐美所洪德欽博士 

經濟所楊建成博士 

等 7 位研究人員獲得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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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研究計畫。 

2.鼓勵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組成跨所(處)或

跨領域之研究主題。 

 

 

 

 

1.研究並獎助原住民文化發展。 

2.台灣原住民社會變遷與政策評估研究。 

3.支援人文組跨所(處)研究先導計劃案社

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計畫等。 

4.大陸港澳學人短期來訪學術交流。 

 ◆創新性研究計畫： 

1.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發

展互動。 

2.推動跨領域合作計畫。 

3.發展神經生物與認知科學研究計畫。 

 

1.支援「聚合蛋白纖維複合體之功能、分

析」研究計畫及化學生物專題研究先導

計畫。 

2.本院與清華大學暨國科會同步輻射中心

合作共同提升 TPS 先導計畫。 

3.推動跨領域合作計畫。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 

1.推動本院動物轉殖基因 RNA 病毒研究。 

2.支援本院農生科技研究及病毒實驗室研

究。 

3.加強實驗室生物安全業務。 

 

1.支援「探尋新穎自旋系統中之相變化」

研究計畫及「發展單一離子微束系統於

生物學分析」研究計畫等先導計畫。 

2.生化所、物理所、植微所、生醫所、分

生所儀器、設備購置等。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1.推展跨學科研究計畫。 

2.協助環境變遷研究、天文、宇宙研究計

畫。  

 

 

1.支援「先進材料之合成與應用」及「磁

性金屬硫蛋白性與結構分析」研究計畫

等。 

2.舉辦第 4 屆國際生物催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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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援跨學科研究計畫。 

 【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有機場效電晶體與材料：基礎科學及應

用之研究 

1.理論量子力學評估材料分子的電子傳導

性與價荷移動率與提昇之道供合成化學

實驗者設計材料用。 

2.合成化學實驗設計與合成新的、更好（移

動率、空氣穩定性）的，p-型與更急迫

需要的 n-型有機半導體材料，小分子或

可溶的溶液可處理之寡分子、高分子、

或共聚物。 

3.有效之閘極有機介電質（絕緣物）開發。 

4.探究閘極介電質表面性質（化性與物性）

對沈積的有機半導體薄膜材料結晶型態

影響，充分了解掌握控制分子排列方式

的因素，影響有機半導體材料價荷移動

率和相關之電性變數也會深入探討。 

 

 

1.成功開發出蒽[2,2-b]噻吩與四倂苯

[2,3-b] 噻吩材料，應用在有機場效電

晶體中，場效移動率可達 0.25 cm2/Vs、

開關電流比達 106。理論計算估計得知此

類有機半導體材料，其場效移動率等同

於多併苯系統。 

2.多項實驗（RARIRS,NEXAFS, GIXD）證實

五併苯有機場效電晶體材料，在有摩擦

過的聚亞假基表面，有順者 a-b 平面內

的排列。 

3.理論計算成功驗證有機場效電晶體材料

的腈官能化，是一多重達成設計優良負

型有機場效電晶體材料有效的作法。 

4.四併苯碸與四併苯亞碸以接連連續環化

法順利合成製備。適用於有機場效電晶

體。 

 ◆SISARL:為健康銀髮族用的感測資訊系

統及服務 

本主題計畫包含之子計畫分別為 SISARL 組

織架構、系統之組合式抽象化技術、及嵌

入式平台設計。其中前兩個子計畫在中央

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執行，嵌入式平台

設計則是在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進行。

SISARL 的研究團隊也包含交通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及電機與控制工程學系中，數名在

感測器及驅動器系統與機器人等研究領域

的教授與學生。本計畫繼續在設計和評估

電器參考架構、代表性之可調整和可重複

使用之組件、整合結構及嵌入式平臺、建

構關鍵組塊及工具之雛型、及發展整合環

境。同時在建造 SISARL 模擬環境與各種資

料庫(library)，包含組件(components)資

料庫、工作流程(workflow)資料庫與使用

者模型 (user model)資料庫。本計畫共發

表了 38 篇在 SISARL 電器樣品的結構、設

計、實做、測試及驗證等方面的國際會議

論文與資訊所的技術報告，文件資料可在

http://sisarl.org取得。 

 

 

 

本計畫繼續設計和評估電器參考架構、可

調整和可重複使用之組件、整合結構及嵌

入式平臺、建構關鍵組塊及工具之雛型、

及發展整合環境。此外、本計畫在 97 年中

開始與國立台灣大學附屬醫院之報馬仔整

合型研究計畫合作，報馬仔計畫將在兩年

之內設計，雛形化以及評估適用於研究型

教學醫院之智慧型行動護理推車，以減少

（甚或避免）護理人員的給藥失誤以提升

病房的用藥安全並降低用藥成本。除現有

行動護理推車具有的基本功能之外，報馬

仔會提供給使用者(譬如看護人員) 數種先

進與獨特的功能。其中一項為排程與計畫

工具，其可用來幫助使用者從事藥物準備

工作，以及排定病患給藥時程表等重要的

核心工作相關事務。另一項是名為 iMAN

（ intelligent Monitor, Alert and 

Notification）的智慧型工具，此工具獨

特的地方在於具有當偵測到可能造成錯誤

的事件與動作發生時立即發出警告的能

力。可組態設定與可客製化能力是此雛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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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車以及其使用者介面的設計目標一。報

馬仔整合型研究計畫的研究與開發將會建

立在 SISARL 之研究基礎上，為 SISARL 技

術轉移之具體目標。    

 ◆功能與演化基因體學的生物資訊研究 

本計畫針對目前功能與演化基因體學相關

的科學議題做系統性的分析研究，其的目

的是在發展功能與演化基因體學的生物資

訊研究方法。本計畫包括三個子計畫： 

1.大尺度與大數量的生物序列分析以及其

在演化親源資訊學上的應用(本院資訊

所負責執行）。 

2.人類與黑猩猩全基因體之比較分析(本

院基因體中心負責執行）。 

3.以計算方法重建酵母菌轉譯調控模組

（清華大學負責執行）。 

第一個子計畫的目的在於發展新方法來分

析大型演化樹及分析基因組轉置或反轉區

域的序列演化關係。第二個子計畫用計算

和實驗的方法分析微型 RNA 和其目標基因

在不同物種間演化的情況。在第三個子計

畫則在於發展新的演算法及計算理論來重

建酵母菌的基因調控模組。 

 

目前，我們已經開發出一個新的序列排整

工具，稱為 GR-Aligner，可將兩條同源但

具有轉置或反轉區域的序列排整在一起，

藉此重建在這些重排事件發生之前的原始

祖先序列。藉由這個工具，我們觀察到人

類 和 黑 猩 猩 間重 排事 件 的 斷 點 區 域

(breakpoint regions)的突變速率比預期

的變化還更加複雜。在子計畫二，我們探

討一些在不同物種間高度保存 microRNAs

的目標調控基因，其在演化上保存的特

性。我們找到在線蟲上與人類共源 let-7 

miRNA 的目標基因，利用螢光探測的實驗方

式檢驗這些在人類基因組上的目標基因是

否仍然 let-7 的目標基因。我們發現在一

些 microRNA 和目標基因的關係一直從線蟲

到人類被保存著。在子計畫三，我們研究

轉譯因子的偵測及他們的調控網路。我們

發展一個系統化的方法，其中整合基因體

序列和實驗的資料，藉由最大概度估值演

算法和最小化 Akaike 資訊準則，我們偵測

轉譯因子對於特殊環境的刺激在不同路徑

上互相傳遞訊息的關係，進而偵測那些轉

譯因子負責單一特定環境的刺激反應，並

且建立其調控網路化。目前我們已經發表

十篇期刊論文。  

 ◆高效率新穎奈米熱電材料之研發及其再

生能源之應用 

1.希望藉由我們近年來研究奈米材料的成

果為基礎，研發新的奈米線、奈米管與

超晶格之熱電材料，配合電性、熱性與

電子結構之研究。 

2.了解熱電材料的運作機制，進而研發出

高效率之熱電材料。 

 

 

1.研究熱電性與奈米尺寸及結構之相關機

制，尋找並建構高效率之熱電材料作為

開發能源之工具。 

2.了解熱電材料的運作機制，進而研發出

高效率之熱電材料。 

 

 ◆生物巨分子結構及演化研究 

1.以數值模擬、實驗及解析方法研究蛋白

質、DNA、和 RNA 等生物巨分子。 

2.以了解決定期結構與演化的因素。 

 

1.增進對生物巨分子結構及演化的了解。 

2.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論文。 

3.促進本院與國內外研究機構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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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態及奈米體系表面吸附蛋白分子之構

造功能與動態研究 

1.繼續發展理論模型來解析沈元壤院士

研究群利用飛秒分辨 SFG 研究水表面

分子的超快 vibrational relaxation

動態的實驗結果。 

2.蛋白質摺疊的研究，實驗方面我們測量

並比較了使用不同實驗方法。 

 

 

 

1.(1)完成了飛秒時間分辨 SFG (femto-se

cond time-resolved SFG) 的理論。 

(2)推廣在 1976 年 ( J. Chem. Phys., 

65, 1053 (1976) ) 所發表的 coupl

ed oscillator model 來處理水表面

分子的 vibrational relaxation dy

namics。 

(3)利用量子化學方法計算了水團簇 (w

ater cluster ) 的位能面及震動光

譜。 

2.發現不同實驗方法所獲得的蛋白質摺疊

↔反摺疊的自由能變化有差異。 

 ◆可調雷射應用在原子，分子，與光子學

的尖端研究 

本計畫研究重點在於使用尖端可調雷射科

技在光子物理、光譜學及生物化學等各方

面的創新應用。 

 

 

 

1.飛秒脈衝鏈 製成1.4飛秒, 已經發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 

2.達成2D OPO雷射光源。 

3.訓練學生助理完成前項研究。 

 

 ◆醣脂質作為抗癌和抗菌藥物的研究：探

討合成、結構及免疫課題 

此主題計畫將著重於發展新的醣脂質衍生

物，使其有機會成為抗癌與抗菌的藥物。

主要針對合成、結構、動力學分析及免疫

性質的探討。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召

集了跨越多種領域的研究團隊，分別在合

成化學、結構生物學、生物分析化學、蛋

白體學與免疫學等研究領域對發展新的醣

脂質衍生物進行探討。例如：結構與功能

關係的探討，並決定一系列化合物的生物

活性以及測量這些脂質多醣體在活體上的

免疫反應等。 

 

 

洪上程團隊繼續「碳水化合物之一鍋化位

向選擇保護」的研究。部分成果已發表在

今年的 Nature Protocols 期刊。此外，他們

亦 成 功 地 開 發 一 條 合 成 α-galactosyl 

ceramide 的新途徑，並應用於各種碳-6 衍

生物的製備，有關這些化合物的活性測

試，目前正由孔祥智博士（子計畫七）進

行中。另外，洪上程博士團隊成功地開發

一條簡便的途徑合成結核桿菌細胞壁的醣

磷脂單元，只需九項步驟就可完成 PIM2 的

全合成，總產率為 13％，此項成果已準備

投稿到 J. Am. Chem. Soc. 作為一篇

communication，並洽談有關專利的申請。 

王添福團隊已合成苯環之間位含十二、十

四及十六個長鏈碳取代的 Ceramide 前驅化

合物。胺與醇官能基之間為順式﹝syn﹞的

前驅化合物可以使用含銅的芳香族試劑與

醛類化合物反應而得；而胺與醇官能基之

間為反式﹝anti﹞的前驅化合物可以直接

使用芳香族鋰試劑與醛類化合物反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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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由氧化、鋁-氫試劑還原而得。 

林俊成團隊研究有效率的利用醯胺鍵耦

合，架構新的六十種脂肪醯鏈衍生物分子

庫，另外，修飾 Serine-based 醣脂質的醣

體，合成十四種的醣體衍生物。經由免疫

細胞活性測試中發現，具有十二個碳之飽

和脂肪酸及十一個碳之胺基脂質所組合成

之 Galactosyl serine lipid 以及四種醣體衍生

物可有效透過 TLR4 活化人類上皮細胞，

具有發展成為免疫調節劑的潛力。 

羅芬臺團隊利用甲基 D-吡喃半乳糖苷經由

芐基化，水解，Wittig 反應，氧汞加成反應，

及碘化反應，可以得到帶α-甲基碘 D-半乳

糖化合物。此外，他們亦合成鈀催化耦合

反應中所需用到的帶α-甲基碘 D-半乳糖中

間體，並利用官能化的方法，成功地製備

四種具有位置規則性且帶有醣分子之聚噻

吩化合物，並比較其螢光及螢光量子產率

在不同極性溶劑下的結果。 

俞聖法團隊目前已獲致甲烷利用菌酯質 A

之結構，正延伸至 Psuedomonas spp.的研究

上，以積極歸納出致病性與非致病性菌株

在結構與免疫反應的異同；同時並從事含

氟脂肪酸合成，藉由提供更多型態的脂質 A

衍生物，從事免疫等藥理活性測試。 

鄒德里團隊利用大腸桿菌建立一個表達並

純化 MD-2 蛋白質的生物試驗平台，以利進

行與 LPS 與其他授體之間交互作用的相關

研究。 

章為皓團隊目前建立了可用于單分子即時

螢光造影的平台，空間解析度為 5 到 300

 奈米 時間解析度為 0.01 到 1 秒，將用于

研究醣酯與天然殺手上受體蛋白的作用。

目前已用該平台測試過核醣核酸聚合酶上

的核醣核酸通道(Chen et al., Mapping RN

A exit channel on a transcribing RNA pol

ymerase II by FRET analysis, under favra

ble review by PNAS (2008) )，與類病毒

入侵細胞的造影得到非常好的結果，証明

其平台的確可以造影細胞上的單分子。 

李文山團隊 

(1)首次發現人體 sialyltransferase 酵

素抑制劑進入細胞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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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功地証明 sialyltransferase 抑制

劑可以減少唾液酸在細胞外的分佈。 

(3)找到來自海藻內萃取物之新型 sialy

ltransferase 抑制劑。 

孔祥智團隊發現經由抗原加上 IL-2 活化的

毒殺型 T 淋巴細胞可以在 P-054 突變鼠體

內，但無法在正常鼠體內清除 B16 癌細胞。

我們也發現多種輔助受體同時接受刺激可

正面影響毒殺型 T 淋巴球之抗癌能力。這

些研究結果將有助於癌症的治療以及疫苗

的研發。 

陳玉如團隊發展了新的膜蛋白定量技術，

能有效提高了膜蛋白質的溶解度以及蛋白

質鑑定的數量。應用於體染色體顯性多囊

性腎臟病老鼠模型的腎臟組織,為該疾病全

世界首次的蛋白質體分析，許多蛋白已被

發現和其病理機制有關。 

 ◆新型咔唑衍生物的研究、設計與應用：

螢光生化顯影劑暨端粒酶抑制劑 

1.建立國際合作交流。 

2.與醫院合作鑑定我們所研發的簡易癌

細胞檢測系統。 

3.探討端粒與非端粒四股結構在癌症研

究中之角色。 

4.研發新的螢光探針分子與抗癌試劑。 

 

 

 

 

1.兩篇論文已發: ChemMedChem 3, 725 

(2008); Mol. Cancer Res. 6, 955 

(2008) 

 

2.另有一篇 book chapter 在印製中 

3.A simple assay based on BMVC sta

ining of fine needle aspirates f

or screening of malignant neck l

umps to be submitted. 

4.Investigation of ligand binding 

sites and structural analysis of

 G-quadruplexes by using fluores

cence decays of BMVC-2 in DNA ge

ls, submitted.。 

 ◆以精密之太空質譜儀觀測宇宙射線第四

期計畫 

計畫將聯合中央大學與中山科學院及其它

相關研究機構繼續參與丁肇中院士主持之

「反物質太空磁譜儀」（簡稱ＡＭＳ）國際

合作計畫，建造太空中首座之精密之磁譜

儀，搜尋宇宙中之反物質及暗物質。台灣

與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合作，共同負責磁譜

電子系統之研製，並與美國義大利、法國

 

ＡＭＳ是人類首次嘗試對宇宙中之帶電粒

子，進行長期、精密之觀測。除了可能獲

得反星球及反星系存在之證據外，更有其

它意料不到的重大發現的可能。ＡＭＳ為

國際聯合太空站上第一個大型科學計畫，

也是新世紀初最重要科學計畫之一，我國

有很好的機會在計畫中扮演重要角色，為

人類探索宇宙之奧秘盡力。台灣在ＡＭ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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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國合作，共同負責粒子鑑別器系統之研

製。磁譜儀之元型已於 1998 年 6 月 2 日由

太空梭載往太空 10 天完成測試飛行，並將

根據測試結果，進行磁譜儀升級之計畫。

預計於 2000 年間，進行第二次之測試飛

行，並於 2002 年至 2007 年置於國際聯合

太空站上，長期觀測。 

元型之建造中，已扮演重要角色，首次測

試飛行，更證明了我國有能力設計、製造

在太空中順利運作之複雜電子系統。在測

試飛行數據分析中，台灣更是主力之一。

繼續參與ＡＭＳ計畫，將可進一步提升我

國研製太空儀器之技術，增加經驗及我國

在航太領域之信譽。 

 ◆應用於奈米生物顯像之電鏡相位板的設

計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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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劃是整合了國內物理、電機、機械、

材料、與生物各領域之專業。 

2.試圖提升目前奈米與生物科技之顯微技

術。 

 ◆發展金字塔形單原子針為場發射離子及

電子源之研究 

1.單原子針是電子束及離子束的理想發射

源。 

2.發展出一簡單可靠的新方法去製備金字

塔型單原子針。由這些針場發射的離子

及電子源具有很多優異的特性，包括最

小的發射面積，很小的張角及能量分佈。 

 

 

1.將是開發數種不同元素之高亮度場離子

源，並對不同金字塔型單原子針發射出

來的離子源量測各項基本特性。 

2.建造一低能量電子點發射源顯微鏡，將

利用金字塔型單原子針產生的高同調性

電子束對奈米結構成像。 

 ◆奈米超導線與奈米碳管之傳輸性質與磁

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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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針對奈米超導線研究：透過對以前項成

果所製作的超導奈米線的物理特性研

究,我們預期將可對自旋液體(spin liq

uid)與超導形成之關聯的深入瞭解。 

2.針對奈米碳管傳輸性質研究：應可以進

一步釐清奈米碳管是否存在超導性。我們

也預期透過此計畫探索以化合物填充之奈

米碳管(compound-filled carbon 

nanotube)的物理化學特性。 

 ◆單一奈米螢光鑽石的生物發展與應用 

1.雙光子共扼焦顯微鏡觀測系統已架設完

成，可精確觀測奈米螢光鑽石在細胞內

的分佈情形。 

2.三維單一粒子追蹤系統已架設完成，可

追蹤單一奈米螢光鑽石於細胞中運動情

形，並記錄分析其運動軌跡。 

3.建立利用細胞內噬作用，將單一螢光奈

米鑽石送入順利維持細胞活性，並進行

觀察的操作程序。 

 

1.以單光子與雙光子共扼焦顯微鏡觀測送

入細胞中並固定的奈米螢光鑽石，並重

建細胞與奈米螢光鑽石的三維影像，同

時達到辨認單一螢光奈米鑽石於細胞內

位置的解析力。 

2.利用三維單一粒子追蹤技術，成功追蹤

單一奈米螢光鑽石於細胞中運動情形軌

跡分析，可確知奈米螢光鑽石位於細胞

內特定胞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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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單一奈米螢光鑽石之光物理特性，

進行量測。 

4.論文已發表一篇，撰寫中一篇。 

5.參加兩個國際研討會並發表成果。 

 ◆複雜化合物的設計與合成及其尖端應用 

本主題計劃依預定規劃，朝所設計的各類

型分子逐步進行合成的工作。有機合成係

人力密集及耗時的精細工程，需要大量的

高素質助理及研究生，在本計畫的三年

中，合成的工作將不會停頓；而電子元件

的測試，將配合有機合成的進度逐次完成。 

 

已開始及部分完成的項目，涵蓋原計畫書

中的六種形態之有機化合物，即線狀分子

結構；樹枝狀分子結構；超分子結構；帶

狀之芳環聚合結構；工字形五苯荑衍生結

構；以及大型管狀及籠狀分子。它們均將

作為各類光電元件的材料。 

 ◆太陽電池：材料、元件及其相關之研究 

於計畫執行期間，合成多個系列有機光敏

染料，並以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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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

可為改進未來分子設計的依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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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有機金屬鈀催化碳–碳與碳–氮鍵生成

反應，可成功的合成出以 arylamine 為電子

予體、2-cyanoacrylic acid 為電子受體、以

芳香環或環己二烯為連結兩者之共軛鏈的非

釕系有機光敏染料，並可製成高效率之敏化

染料型太陽能電池。另外，合成發展出一系

列非對稱、長波長吸收加強、羧酸官能機

取代的金屬紫質染料。含有 1,10-phenanthr

oline 結構的超分子陣列型染料具有寬廣的

吸光範圍，其光電轉換效率 N3 染料有過之

而無不及。此外，針對開發之新穎染料系

列所組裝之太陽能電池進行光物理分析及

電化學量測。 

運用三極式電化學反應槽製備奈米級多孔

性電洞收集層，此多孔性導電薄膜運用於

有機太陽能電池可增進電子與電洞於主動

層傳導平衡，進而降低串聯電阻與增加轉

換效率。 

 ◆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影響 

 

 

大氣過程與海洋的生物地球化學的互動，

發表五篇論文及在國際期刊上出版專刊一

冊。 

 【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DAPK 之定性研究:分子作用機制、新生理

功能、以及 TGF-ß 訊息主導的表現 

1.分析 DAPK 與 Src 的作用。 

2.探討 DAPK 在 T 細胞去活化上的角色。 

3.鑑認 Daxx 調控 Smad4 的機制。 

4.檢視 DAPK 降解對斑馬魚神經發育之影

響。 

 

 

 

1.生長因子 EGF 可透過活化 Src 抑制 LAR

的方式大量增加 DAPK 磷酸化以抑制

DAPK。 

2.確認 DAPK 大量降低 T 細胞增殖和 IL-2

產生。 

3.證明 Daxx 蛋白調控 sumo 的修飾而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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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的表現。 

4.發現 DAPK 與中腦掌控視覺和聽覺的 

tectum 發育有關。 

 ◆神經突出的調控機制 

1.研究 Bcl11A 的 L 與 S 型在大鼠腦區的分

佈。 

2.Gas7 與 WISH 的交互作用，產生複合體其

作用無須藉由 cdc42。 

3.已了解 testican-2 對軸的形成的影響。 

 

已經發表在 Journal of Comparative N

eurology, Journal of Chemical Neur

oanatomy,the Journal of Neuroscienc

e Research and Landes Bioscience。 

 

 ◆魚類聽覺能力形成機制的研究 

1.從胚胎開始到稚魚期間，內耳的毛細胞

如何增值，並配合 ABR 電生理的測定，

以瞭解毛細胞的數目與聽覺神經生理 

2.瞭解鈣離子在離子輸送過程中與耳石形

成的關係，及甲狀腺素在耳石形成過程

中所扮演的角色。 

 

本計畫的成果，是全世界首次對「耳石--

毛細胞」的互動關係，在聽覺能力形成時

所牽涉到的神經生理、內分泌等機制所扮

演的角色，作詳細的探討。 

 ◆找尋水稻種子基因 

在本計畫中、我們將以各種的方法找尋水

稻種子相關基因。計畫將分為二大部分，

分別為： 

1.定位選殖及鑑定水稻種子之重要基因。 

2.花藥絨氈層基因的研究。 

 

我們以黃金米為模式、找出其基因、深入

了解與水稻種子發育米質相關的基因。黃

金米（gr1）是由農業試驗所嘉義分所吳永

培博士以疊氮化鈉誘變稉稻台農67號

（TNG67），經過篩選、純化、固定至M10

之突變品系。以1200 F2和3900 F3個體進

行細微和高解析的連鎖分析後，gr1座落於

第9條染色體102,802 bp之內。經由基因註

解，再針對這17候選基因，進行定序

CNY921307和TNG67，發現在基因上，由

T�A�G�C突變，造成由Gly to Arg的非同

義突變。花藥絨氈層在基礎研究成農業應

用方面均很重要，它主要的功能在供應花

粉的生長與發育，我們將以生物資訊、生

理形態、突變株等方式來研究它在花藥與

種子發育的角色，全面性的分析絨氈層專

一性表現的基因，將會勾勒出整個非常完

整的關於絨氈層於花粉成熟過程、提供花

粉發育所需養分這方面功能的面向。而這

些 只 在 絨 氈 層表 現的 基 因 的 啟 動 子

(promoter)也將被用於水稻及其他作物，以

產生具有細胞核雄不稔特性的植株，我們

也將利用GA合成或GA訊息傳導上的水稻

突變株，以及生長激素合成的突變株，以

研究這些荷爾蒙在絨氈層與花粉生長發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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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色、及絨氈層與花粉之間的關係。 

 ◆癌症基因體資料庫：整合台灣常見癌症

基因體資料並邁向癌症系統性生物學之

研究 

為整合國人癌症組織包括肝癌、肺腺癌、

鼻咽癌、胃癌等基因體、基因表現及研究

資料結合成各癌症之整合型的基因體資料

庫。我們以 Emsenbl 和 My SQL 資料庫，配

合人類基因序列圖譜聯結成一個對生物學

家容易使用的基因體資料庫。由於整合國

人基因體研究數據，將依據國人癌症基因

體的特性，發展國人診斷之基因體晶片，

發現癌症治療分子標的，發展癌症藥物及

治療，並邁向癌症系統生物學之研究。 

 

 

 

 

利用系統生物學及生物資訊方式來整合癌

症實驗數據，是必然的趨勢來發現癌症治

療分子標的，發展癌症藥物及治療。此主

題型計劃整合國人癌症組織包括肝癌、肺

腺癌、鼻咽癌、胃癌等基因體、基因表現

及研究資料結合成各癌症之整合型的基因

體資料庫。我們以Emsenbl和My SQL資料

庫，依據國人癌症基因體的特性，發展國

人診斷之基因體晶片，發現癌症治療分子

標的，發展癌症藥物及治療，並邁向癌症

系統生物學之研究。目前OncoDB.NSCLC的

資料庫已存有七百三十多萬筆資料，將近

2.2GB的資料量。正進行網站的視覺美化工

作。OncoDB.NPC資料的收集與整理已進行

中。我们也針對基因的選擇性剪接合及跳

躍剪接合做更深入的資料庫整合。導入基

因表現與選擇性剪接合的資料加值及更多

癌症基因體變異的染色體變異資料以值

OncoDB中更多元化的資訊。而OncoDB.HCC

也進行version 2建置，以分子標的整合及

預測治療癌症先導藥物。 

 ◆魚類如何適應淡水：老問題的新答案 

1.魚類適應淡水離子吸收生理機 制之研

究。 

2.在魚類適應淡水過程有關離子吸收所引

起之基因轉錄調控與訊號傳遞。 

 

1.釐清斑馬魚成魚鈣離子平衡的調控機

制，並發現調控鈣離子吸收的運輸蛋白

之特定亞型。 

2.提供分子證據證明斑馬魚鈉離子吸收機

制。 

 ◆開發抗癌之藥物組合--ATO、AMHAs 及其

他藥物之組合 

本主題研究共有五個子計畫。由子計畫一

提供合成之抗癌藥物，由其他子計畫進行

抗癌效果及作用機制之探討。各子計畫參

與人員經討論分工，目前均順利進行中。 

 

 

 

子計畫一業已成功地合成第一類化合物的

模式化合物，目前正大量合成其它化合物

以供其他子計畫之抗癌試驗。子計畫二發

現三氧化二砷（ATO），可有效增加烷化

基藥劑（如Thio-TEPA及子計畫一合成之

BO1012）所導致之DNA雙股斷裂及細胞毒

性。子計畫三則證明Glyfoline（子計畫一提

供之山小桔抗癌的成分）會干擾紡錘體的

功能，阻斷有絲分裂的進行，進而造成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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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凋亡。子計畫四發現AMHA（子計畫一

合成之抗癌藥物）能抑制A431細胞之生

長，但Glyfoline與AMHA無加成抑制效果。

子計畫五發現ATO與兒茶素（EGCG）共同

處理，可以顯著提升兒茶素造成之氧化壓

力，而造成癌細胞死亡率增加。目前已發

表期刊論文一篇，會議論文7篇，另專利一

項申請中。 

 ◆針對異常醣化作用的新奇診斷方法及

藥物研發 

目前已將直腸癌細胞（Colo 205）的含有

fucose 的醣蛋白作螢光呈色，並進行分

析，希望瞭解醣的結構及組成，並鑑定是

那幾種蛋白質。另外，已鑑定出相關的幾

種fucosyltransferase 與癌細胞的異常醣

表現有關。 

 

 

1.在培養直腸癌細胞 Colo205 的 培養液中

加入 Alkyne-fucose，一段時間後，以

Click chemistry 將帶有 azide 奈米立

子連接上。這種方法可以快速地將含有

fucose 的 醣蛋白進行快速分析鑑定，目

前正分析近 70~80 種的含醣膜蛋白。 

2.奠定組合式化學合成化學合成大量的 

GDP-衍生物，可以快速篩選岩藻醣合成

轉移酶的抑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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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分析主要宇元受體之生化與功能差異，

探討共價結合受質之接收與轉運機制。 

2.分離與 RBX1/CULLINs 相關黏合酵素之交

互作用因子，以蒐尋嶄新之受質蛋白及

調控因子。 

3.蒐尋光訊號傳遞中轉錄因子之對應宇元

黏合酵素，探討受質專一性之決定因

子。分析 LZF 宇元化訊號，及其受次細

胞位置及磷酸化之調控情形。發展快速

篩選受 26S 蛋白解體分解之光訊號傳遞

轉錄因子，及發掘其可能之相對應 E3 黏

合酵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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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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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將可闡明受質之辨識與運轉機制。 

2.主要宇元受體之生体內功能，特別釐清

阿拉伯芥發育過程及對光形態發生與賀

爾蒙的參與程度。 

3.瞭解主要宇元受體 Rpn10 及 Rad23 基因

族成員之生体內功能。 

4.廣泛發掘參與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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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質之選擇機制與訊號傳遞。 

5.發掘特定宇元黏合酵素(RBX1/CULLIN)

受質。 

 ◆◆◆◆珊瑚共生體生物多樣性：造礁珊瑚共生

之微生物多樣性模式與功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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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在不同親緣型共生藻組合模式下，珊瑚

共生體的光合生理差異與逆境蛋白表現

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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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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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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闡明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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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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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 丁 頓 舞 蹈 症 是一種 神 經 退 化 疾 病 

(Huntington disease; HD)，主要症狀是舞蹈

症、心智功能退化、與精神病。致病原因

是 Huntingtin (Htt)基因.我們針對細胞之能

量機能障礙方面做探討，做深入談討。 

 

 

按計畫書順利進行，訓練新進人員，建立疾

病治療模型。 

 

 ◆T-DNA 插入水稻基因突變種原庫的利

用：控制水稻生長及耐逆境重要基因的

發現及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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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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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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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分離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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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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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 SCI 論文期刊 10 篇。專利申請中 3 項。

可移轉技術 3 件。已技轉授權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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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長因子訊息途徑參與斑馬魚肝癌發生

及肝臟發育的分子機制之功能性研究 

1.利用類胰島素生長因子訊息失調研究斑

馬魚之肝癌及肝臟發生機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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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Wnt/beta-catenin 訊息傳遞在斑馬魚肝

癌形成中之功能性分析 

 

 

 

1.以 Tol2 轉位子已建立在斑馬魚肝臟中過

量表現 IGF2BP2/IMP2 之基因轉殖斑馬魚

株，發現其在肝臟中大量表現會促成脂

肪酸的合成累積在肝細胞中，造成脂肪

肝形成及引發內質網壓力。 

2.KLF8 morphant中顯示肝胰臟的形成不正

常，經 DNA microarray 及 Q-PCR 結果顯

示一些促進細胞凋亡的蛋白質如 puma 及

p53 等基因其表現量有增加的情形.同時

亦 可 以 TUNEL 及 anti-activated 

caspase 3 來偵 測到 在 30hpf KLF8 

morphant 胚胎其腦部及腸等有細胞凋亡

情形.這些結果推測 apoptosis 是造成 

KLF8 morphant 中肝胰臟的形成不正常

的原因之一. 

3.以 L-FABP 啟動子在斑馬魚成魚肝臟中過

量表現 mdm2, Gankyrin,HBX，導致魚體

成長遲緩,肝臟形成退化(萎縮)中伴隨

大量表現促成脂肪酸的合成而有脂肪肝

及脂肪肝炎的肝病變。 

 ◆儒家經典之形成 

1.總計畫：  

(1)綜理計畫經費之運用與執行。 

(2)不定期籌辦各項專題演講。 

(3)總結前兩年歷次讀書會成果，編輯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二冊。 

(4)邀請歐美地區及大陸學者來臺訪問。 

(5)執行「西方學者中國經典詮釋學叢

書」翻譯工作 

2.各子計畫： 

(1)管理各兼任助理，執行資料檢索、影

印、寄送、及檔案整理等。 

(2)運用國內差旅費參與學術會議、並蒐

集相關研究資料。 

(3) 由於計畫成員多在各大學系所      

任教，國外差旅費大多選擇在暑假期

間執行運用 

 

 

1.97 年度 1～6 月經費執行狀況大致為：專

任助理一名、各子計畫兼任助理（獎補

助費）合計十名、工讀生一名。其他業

務費包括資料檢索影印、相關郵件寄

送、文具物品及電腦周邊設備之擴充、

及圖書設備之添置、國內差旅費之執行

等。 

2.已舉行兩場專題演講、一場學術座談

會，邀請福建師範大學易學研究所、比

利時魯汶大學文學部東方學與斯拉夫學

系、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與宗教系等

中外學者至中國文哲研究所進行學術交

流。 

3.進行西文漢學專書翻譯作業，整合書

目、逐步蒐購完備、以規劃進行翻譯工

作，預計將該叢書定名為：「西方學者中

國經典詮釋學叢書」，目前有 8 本左右的

書籍正在進行翻譯中，預估暑假時間陸

續完成，2 本書籍已進入第一次校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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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4.編輯《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第二

冊，作為本研究計畫的重要研究成果之

一，目前與學者聯繫催稿中。 

5.本計劃專屬網頁已架設完畢，所有演講

訊息及學者邀請狀況均定期檢閱、隨時

更新。 

6.暑假以後歐美及大陸學者將陸續訪台，

著手進行相關聯繫及各項手續辦理。 

 ◆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 

本計畫係為期三年的主題研究計畫，本年度

為第三年。本計畫由總計畫與九個子計畫

組成，針對明清時期的傳統中國城市，分

別自文化、文學、社會及政治、經濟史等

不同角度進行跨領域的專題研究。並經由

每年數次的討論會、一次的工作坊以及年

底的國際會議，與國內外各相關領域的學

者交換研究心得。 

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各子計畫資料蒐集整理、撰述論文。 

2.定期舉行學術會議，預計舉行一次國際

會議、一次工作坊。 

3.先期計畫論文集籌備出版。 

4.持續充實更新計畫網站內容。 

 

1.與東華大學歷史系、中國明代研究學會

聯合舉辦「繁華之外：明清的城市消費

與傳播」研習營。 

2.各子計畫執行研究工作、撰述論文 

3.年底 12 月國際學術研討會籌備中。 

4.先期計畫「明清的社會與生活」第二、

三年論文集進入出版作業階段。 

5.「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計畫網站部

分改版、持續新增都市史相關研究資

料。 

 

 ◆二十世紀臺灣與華南沿海地區疾病感

與環境變遷互動之探討 

 

 

 

97 年 1 月至 6 月，本計畫完成的工作如下： 

1.建立臺灣衛生統計的電子檔。由於行政院

衛生署公布的衛生統計資料自民國 80

年(1991)起才有電子檔，本計畫為了全

面掌握衛生統計資料，有必要把過去未

有電子檔的部份先電子化。目前已完成

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中疾病衛

生相關資料(1898-1941)，1920 年代衛

生保健書，臺灣省衛生統計，

1951-1973。 

2.本計畫主持人劉翠溶完成論文稿一篇： 

 「臺灣產業發展造成的水污染及其防

治」於 96 年 6 月 22 日在臺灣史研究所

主辦的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國際研討

會發表。這篇論文的第三節討論水污染

與疾病的問題。 

3.本計畫主持人劉翠溶另完成「臺灣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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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地區中華肝吸蟲病流行情況及其社

會與環境意涵」初稿約 3 萬字，並由參

與本計畫之地理資訊助理繪製地圖九

幅。 

 ◆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 

1.總計畫部分：                        

  (1)年底地方社會比較國際研討會工作 

協調事項 

  (2)協助各子計畫成員各項行政工作。 

 

2.子計畫部分 

(1)「二十世紀動盪政局下的福建上杭傅

姓宗族」子計畫 

 

 

 

  

(2)「梅縣松口與苗栗三灣的宗族與聚落

發展之比較研究」子計畫 

 

 

 

  

(3)「從長城到黃河：山西北部和南部的

宗族和村落」子計畫 

 

 

 

 

 

 

 

 

 

 

 

(4)「東振村—屏東平原客家村莊的形成

和變遷, 1730-1940」子計畫 

 

 
    

 

97 年 2 月召開研討會籌備會，確定研討會

日期為 97 年 12 月 17 至 19 日，會議地點

為本院學術活動中心。擬定出席會議名

單，確認出席人數。目前陸續寄出中國大

陸學者邀請函，協助上述人士辦理來台申

請。 

該計畫自 2008 年 6 月 15 日至 6 月 24 日

赴福州及古田進行田野工作。除了赴古田

問當地耆老外，也在福建師範大學蒐集相

關材料並福建黨校教授等人。目前已蒐集

各類資料近五百筆。完成研究計畫近五萬

字報告。 

該計畫除了收集、整理及分析梅縣松口與

苗栗三灣的宗族與聚落發展之史料外，也

對當地聚落進行了實地的田野調查。目前

完成離散與聚合之間:梅縣松口陳氏抉雲樓

個案初探、社群、聚落與國家：以苗栗三

灣地區街庄的形成為例兩篇論文。 

該計畫持續對代縣、夏縣、澤州、潞州研

究，通過對四地經驗的基礎上進行比較，

明確地將我們研究興趣的焦點放在了具體

村落和村落群上，我們希望可以檢驗這些

初步的假設。 

大概代縣、澤州可以定調查點：代縣以鹿

蹄澗村，澤州以上下董峰。已經有部分碑

誌材料。明年暑假可以積極採訪。研究遇

到最大的問題，是計畫對我們用 GPS 有要

求，但是不夠幫助。所推薦機器很難應用。

即使在相當空曠的情況下，也常常不能定

位。硬體推薦時，沒有附帶所需要電線。

軟體另購，手續麻煩。到現在，我拿回來

的定位點（trackpoints），還沒有正確的經緯

資料。 

該計畫原以屏東平原一個古老的客家聚

落，高樹鄉東振村。經過一年多的田野調

查和初步研究，發覺本村莊的歷史材料不

夠豐富，僅有若干家族族譜和土地文書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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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烏牛欄庄的族群關係與產業變遷」

子計畫 

 
    

 

料。為此，研究計劃擴大為屏東平原的客

家社會，以本地區的半軍事化組織，“六

堆”，為中心，探討客家社區的土地所有

權分配結構、家族組織和神明會團體等層

面。 

目前，除了閱讀收集的各種地方文獻之

外，也經常從事田野調查工作。為了補充

文獻資料的限制，本人任用一名地理系學

生協助繪制地圖，勾繪地形結構和村莊位

置，以便從立體圖像觀察地方社會的族群

分布，以及河川、水利對於農村生產環境

的影響。近日正撰寫一篇文章，探討清代

中業屏東地區農村聚落的變化，其中包括

平埔族聚落如何變成漢人村莊，以及客家

村莊產權如何變成“公產化”的過程。 

該研究案的對象烏牛欄庄主要是由烏牛

欄、阿里史與大馬璘等三個聚落所組成，

探討的重點包括烏牛欄庄住民的生活方

式、族群關係、宗教信仰及人群組織，以

及和水有關的一些地方產業的發展等方

面。今年三月主要進行的工作有以下幾項

要點： 

1.田野調查及訪問：主要拜訪對象包括拜

訪地方重要家族、重要廟宇(例如醒靈

寺、西鎮堂等)及教會(例如愛蘭教會)

的管理人及年長信徒、重要產業(例如

廣興紙寮)的負責人等。也探訪台地上

分佈的所有土地公廟。 

2.資料收集及整理：除了透過田野訪問所

取得的文件、簡介、書籍、光碟等資料

外，也向南投縣文化局索取一些值得參

考的出版品。值得一提的收集整理工作

是整理掃描醒靈寺文獻室所收藏的埔

里地區老相片。 

3.官方文獻收集與整理：本項工作主要是

針對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的《臺灣總

督府公文類纂》進行整理，主要是與產

業、人物有關的檔案，也就是與「烏牛

欄信用組合」、「開源會社」及黃敦仁有

關的文件為主。 

4.日治時期報紙整理：從《台灣日日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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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整理出與烏牛欄有關的報導。 

5.地方活動儀式的考察：包括醒靈寺扶乩

儀式、醒靈寺年度遶境活動、九月迎媽

祖愛蘭遶境活動等。 

6.人口統計資料整理：利用《台灣現住人

口統計》、《臨時臺灣戶口調查》統計資

料整理出「烏牛欄庄人口統計圖表」、

「烏牛欄與上層行政區比較之人口統

計圖表」(包含 13 個表及 8 個圖)，這

些統計圖表皆已上傳。1 

7.戶籍資料登錄作業：該計畫嘗試與程式

設計師合作，設計一套輸入的介面，程

式初步於去年四月底完成，五月至六月

間進行測試及修改，七月開始逐步進行

登錄。至今年三月底止，約登錄該庄資

料8成左右(大約3,2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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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為第一年。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1.定期舉行討論月會，半年舉辦一次工作

坊。 

2.資料庫建置事宜。 

3.計畫網站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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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次工作坊，提

供史料性質、切入角度和主要論題相近

之子計畫主持人等交流切磋。 

2.子計畫主持人陸續赴英、美等地考察、

蒐集資料、進行學術交流。 

3.已完成「影像與醫療的歷史」計畫網頁

之製作及開放。 

4.資料庫建置所需之圖片及影像資料之

蒐集及整理中。 

5.雙週出版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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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為第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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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主題網站。 

4.相關研究資料之蒐集整理等。 

5.購買具重要性之研究用書。 

 

 

 

1.已舉辦 3 次學術演講、2 次讀書會、3

次工作小組會議。 

2.已邀請國際學者－京都大學金文京教

授，訂於 7 月底來訪並舉行演講。 

3.預訂於 7 月份舉行學術座談會，研擬

2009 年之學術研討會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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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系朝鮮通信史》（一套八

冊）。 

 ◆藏彝走廊的生態環境、族群文化與未來  

                                                 
 



預 算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度 

62 

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發展： 

本計畫係為三年之計畫，本年度為第一

年，本計畫除總計畫外，尚有五個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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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已邀各分支計畫主持人舉行會

議外，各子計畫按本年度上半年工作重

點，持續進行田野研究及資料蒐集工

作，邀請大陸學者在大陸進行田野調

查。 

2.田野調查重點了解中國在 1949 年後的

國家麻風防治策略及作法，以及地區性

的差異，查閱並複印相關期刊及文獻。 

3.參加東亞 STS 網絡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 發 展 人 類 學 （ developmental 

anthropology）相關論文，並瞭解中國

所謂「西部水電開發與農村扶貧工程」

的進程與爭議，進入藏區進行民族誌調

查，了解岷江流域沿線的人文生態系統

與水壩建設、生態改造、文化旅遊在藏

區的實際情形。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 

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按 97年度中

央研究院中程綱要計畫書執行計畫徵求、

管考及預算審查。97 年度依 15 項目標產業

規劃項目，包話：蘭花產銷體系之發展與

整合、蔬果花卉保鮮技術之整合與應用、

有機化農業的生產規範及關鍵技術之整

合、中草藥及保健食品產業化體系之建立

及推動、生產優質種苗 (石斑、蝦)技術之

研發、生技在台灣鯛國際化推動之研發、

生技在海鱺箱網養殖與加工技術之改良、

農業廢棄物之資源化、良質豬、雞生產體

系的精緻化、動物用生物製劑之開發、轉

基因技術在觀賞、醫藥及工業等產業上之

應用、農業分子檢測系統之開發、生物反

應器生產特用產品相關技術之開發、基因

改造生物評估技術及產業認證、功能性基

因體在生技產業之前瞻性研發，公開進行

本院同仁申請具創新前瞻研發及屬本土性

與利基性的策略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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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產業

之創新研發、生物技術在畜牧及水產養殖

業之創新研發及分子生物產業應用及技術

平台之建立三大研發重點領域及涵蓋十五

項目標產業之研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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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計畫徵求審查結果共 19 件，推薦

通過研究計畫題目有：以調控乙烯訊息

傳導作為開發蔬果及花卉採收後熟的保

鮮技術、利用生物技術操縱從事芒果採

後問題之改善、花器專一性及花器老化

誘導啟動子的研究、由調控 GLUCOSE-IN

HIBITED ROOT ELONGATION (GIR)基因

的表現，篩選產量高、老化延緩、和耐

逆境之青花菜、重組抗黴菌木瓜幾丁質

酶之選殖與應用、利用單子葉植物萃取

物開發具調節免疫活性、降血醣及抗氧

化之保健食品暨產業化應用 II.有效成

分的分離、純化與結構分析、以分子細

胞遺傳學技術評估拖鞋蘭之種間雜交育

種的成效、台灣常見草藥之抗發炎與護

肝功能的研發利用單子葉植物萃取物開

發具調節免疫活性、降血醣及抗氧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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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健食品暨產業化應用 I. 萃取物活性

成分的動物試驗與產業化應用、轉基因

觀賞魚核心技術之建立-子計畫四、綠脊

椎紅肌肉螢光觀賞魚之研發(II)、 斑馬

魚功能性基因體研究、斑馬魚食道組織

專一性啟動子：基因轉殖與應用、彩虹

病毒分子檢測技術與試劑開發、創新型

桿狀病毒蛋白生產系統之開發、基因轉

殖水生生物安全性評估平台技術之研

發：開發誘導啟動子技術在轉殖魚類的

不孕性、水稻功能性基因體研究：水稻

基因突變種庫之建立、功能基因之篩選

分析及在作物育種上之應用、水稻基因

突變種原庫應用於生物科技之推廣委託

計畫、水稻功能基因體的 e 化計畫－T-D

NA 插入點註解與標地基因預測、生長快

速之基因轉殖作物之研發、以分子細胞

遺傳學技術評估拖鞋蘭之種間雜交育種

的成效。 

2.第二次先導型計畫徵求審查結果共4

件，推薦通過研究計畫題目有：花器專

一性調控植物老化機制相關基因FYF以

生產延遲花朵老化之文心蘭、建立普來

氏月桃保健食品產業研發平台先導計

畫、發現及分析控制種子產量及分櫱數

目重要的水稻基因及吳郭魚高成長標記

基因群之檢測研究。 

 【整合型前瞻計畫】 

◆ 整合型前瞻計畫 

新增整合型前瞻計畫共有31件計畫提出申

請，核定通過12件。97年度計有整合型計

畫12件、個別型計畫7件持續執行中。至96

年底已執行期滿之整合型計畫共計28件，

已於97年度陸續進行結案成果報告之繳交

及管考。 

 

 

各計畫實施成果簡易摘要如下：在植物方

面，針對AtbZIP16表現差異的阿拉伯芥轉

型植株進行遺傳分析，遺傳分子分析結果

顯示AtbZIP16應是紅光反應下之負向調控

因子。AtbZIP16位於細胞核內，而且此細

胞 內 定 位 並 不受 光線 所 調 控 。 分 析

AtbZIP16轉錄因子的蛋白質磷酸化與降解

特性，針對AtbZIP16蛋白質進行磷酸化特

性分析發現：AtbZIP16在照射紅光後會分

子量會增加，推測是磷酸化結果，初步研

究成果顯示此磷酸化過程會參與AtbZIP16

在光照與黑暗下的差異性降解。營養逆境

造成植物根部表皮細胞重組之研究，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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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一個突變體ironic轉錄譜的研究找到

一些可能參與缺鐵誘導的根毛形成之基

固，基固芯片的結果表明iro和野生型C24

對Fe缺乏的生理反應沒有差別，突變只影

響根毛的發育。各種實驗條件下監測GFP表

現株系的表型，已建立一個快速轉移的方

法，其產生的表型與一般petri dish中生

長的植物類似。優化根表皮細胞分流和RAN

提取方法，結果RNaqueous Micro Kit可從

少量細胞中提取最多的RNA，經過一轉RNA

擴增後，質量和濃度都可用於基因芯片實

驗。GFP阻性原生質體中富集表皮專化性基

因的驗證，這一結果與預期及Santi 和 

Schmidt(2008)用其他方法得到結果相矛

盾。我們目前正在調整和優化這一gate值

的大小。Microarray實驗比預計的延後

了，單細胞類型的基因芯片分析原定在

2008年下半年進行。發展另一種分析單一

細胞類型專化性基因表現的方法，期望應

用這一方法捕獲GFP表現的原生質體可成

為一個軟體指導的方法類似。在動物方

面，研究牛痘病毒蛋白質體中新發現之蛋

白質對病毒感染，病毒生長及細胞反應之

重要性，研究顯示牛痘病毒粒子可與此細

胞蛋白質結合以幫助病毒藉液飲作用而進

入細胞。藉由分析了ㄧ個牛痘病毒之鞘膜

蛋白質及一個細胞蛋白質之功用，藉此了

解他們對病毒感染細胞的重要性。也顯示

牛痘病毒入侵細胞的複雜機制。上述計畫

成果已撰寫成文，並以投稿到J. Virol.一

篇已被接受，另ㄧ篇正在被修改中。在人

類學方面，以蛋白質學方法來研究T-型鈣

離子通道在心肌肥大所扮演的角色，結果

表示在主動脈縮窄刺激所引起的心肌肥大

中，T型鈣離子通道會調控這77個蛋白質的

表現，並藉影響心肌肥大的生成。此外，

磷酸化蛋白質體的研究中，正常鼠在受主

動脈縮窄刺激後30分鐘後，有102個蛋白質

的磷酸化程度改變，表示這些蛋白質可能

與主動脈縮窄刺激早期的訊息傳遞有關。

這些結果目前正在進一步的以西方墨點法

及免疫組織染色法驗證中，大致符合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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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進度。台灣漢族與布農族的酒癮遺傳

流行病學研究，漢族的三重奏與個案對照

兩組樣本的相關研究，目前正進行遺傳統

計分析，撰寫論文投稿中。收集漢族無血

緣關係的個案與對照組，達成各500名的目

標，包含完成表現型的評估以及DNA的萃

取，漢族無血緣關係的個案與對照組，目

前完成244名個案及148名對照組，本工作

進度較為落後，因為收案不易，許多合作

的醫院要求必須先通過它們的IRB審查，時

間耽誤不少，我們期望在今年底計劃結束

前可以完成至少80%。收集布農族的酒癮家

族（含兩名酒癮手足與其雙親的四重奏）

共200個，完成表現型的評估以及DNA的萃

取，目前完成180個的收集，表現型的評估

包含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與

所有共存精神疾病的診斷（排除精神病與

智能不足等器質性精神障礙），所有樣本

的DNA萃取皆已完成。其他方面如基因網絡

的重建及其於幹細胞研究之應用，計畫之

執行目標為開發統計與計算之方法，利用

生物微晶片陣列資料，進行基因網絡之重

建。在於計算方法開發完畢後，將此方法

應用於幹細胞之研究上。「圖型學習建模」

計算方法目前已經幾近開發完成，並且已

經發表於生物資訊領域排名第一之期刊

Bioinformatics。將來將進行此計算方法

之網路計算平台之開發，以利世界各地之

使用者應用上之便利。本研究一完成開發

一套計算方法「基於逐步結構化方程模型

演算法」。此計算方法亦已經完成開發，

並且已於今年發表在BMC Bioinformatics

期刊上，提供相關領域學者參考使用。在

「基於基因與退火演算法進行基因網絡之

預測」計算方法上，目前已經幾近開發完

成，礙於需要再進行多種不同物種之生物

資料之模擬工作，完成進度約已達成80%。

此外用新穎Zernike相位片增加低溫電顯

通率，已完成低溫電顯研究設施建立。進

行相位片製作與測試(以合作進行 在相位

片製作的部份符合預期進度；與低溫操作

之結合還有不確定性)。完成單粒子影像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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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平台並有效應用於轉錄蛋白複合物的

結構。本整合型前瞻計畫計已發表30篇以

上之期刊論文，培訓碩、博士班學生、研

究助理及博士後研究員40人次以上，成果

豐碩。 

 【奈米科學研究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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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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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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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項計畫

獲得經費，可分為三大類：節能、生技，

和新技術開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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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項計畫。在奈米

生技方面的 7 項計劃探討細胞之間的作用

力、蛋白質的折疊機制、以及偵測病毒等。

有 3 項計畫發展新的光學檢測奈米結構技

術及製作大型陣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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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論文： 

(1)On Preserving Fully Orientabili

ty of Graphs 

(2)On (d,1)-Total Numbers of Graph

s  

(3)Hamiltonian index and circumfer

ence in 2-connected graphs 

(4)The behavior of the spectral ga

p under growing drift 

(5)Non-parametric decoding on disc

rete time series and its applic

ations in bioinformatics 

(6)An invariance property for the 

empirical distributions of occu

pancy problems with application

 to finance 

(7)Equilibrium selection in coordi

nation games with imperfect mon

ito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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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Down-Side Risk Probability Mini

mization Problem for a Multidim

ensional Model with Stochastic 

Volatility  

(9)Regularity of C1 smooth solutio

ns to the equation of prescribe

d mean curvature in the Heisenb

erg group 

(10)An elementary geometric proof 

for a Bernstein-type theorem i

n the Heisenberg group  

(11)Variations of generalized area

 functionals and p-area minimi

zers of bounded variation in t

he Heisenberg group  

(12)Algebraic Structures of Bernou

lli Numbers and Polynomials  

(13)Finitely Continuous Differenti

als on Generalized Power Serie

s  

(14)On non-Archimedean hyperbolici

ty  

(15)Algebraic degeneracy of non-Ar

chimedean analytic maps  

(16)Generalizations of rigid analy

tic Picard theorems  

(17)Supersingular Kottwitz-Rapopor

t strata and Deligne-Lusztig v

arieties.  

(18)On topological entropy of bill

iard tables with small inner s

catterers 

(19)A note on circulant transition

 matrices in Markov chains 

(20)Solvability of the Cauchy prob

lem of the Ward equation with 

mixed scattering data 

2.證明了非常快退化二階拋物型方程的無

窮多個非負解的存在性，也證明了退化

四階拋物方程的解的存在性和當時間趨

向無窮時解的行為。 

3.觀察到一些表面上高準度的數值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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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與分歧現象有關的流體力學問題時

會碰到緩慢的收斂行為,並找到如何與

表面上較低階的方法的搭配以確認這些

分歧現象。  

4.證明著名的 logistic 及 tent maps 等

緊緻區間映射之 Cantor 集乃無限聯立微

分方程組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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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粒子現象學。 

◎2.粒子天文物理和宇宙學。 

◎3.理論核物理。 

(2)實驗研究： 

◎1.原子核物理實驗。 

◎2.粒子物理實驗。 

◎3.網格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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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心致力於所擬定之專題研究計劃，預

期每一研究計劃將可完成一至數篇論文

及報告，發表於國內外之學術刊物。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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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整合本所奈米及生物物理相關之研究計

畫以提升研究水準及成果。 

6.整合及提升本所支援部門(包括精工

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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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加強對一般民眾之科普教育。 

 

 ◆化學研究 

1.有機光電材料開發與運用。 

2.仿生觸媒反應機制及應用研究。 

3.功能性有機分子合成及物理化學性質研

究。 

4.自組裝分子及表面薄膜研究。 

5.奈米觸媒系統的開發與應用。 

6.蛋白質以及 DNA 結構摺疊研究。 

7.有機材料電子傳遞之理論模擬研究。 

8.醣脂質作為抗癌和抗菌藥物的研究。 

9.生物檢測、病毒相關機制與抗病毒、抗

癌疫苗之研發。 

 

1.發現利用混合單層調控金屬功函數上下

範圍可達 1.6 電子伏特。 

2.成功釐清螢光材料分子偶極矩對有機發

光二極體發光效率的影響。 

3.開發數種新頴有機光敏染料之敏化染料

型太陽能電池。並完成其電荷分離程度

與電池效能之理論模擬。 

4.發展出一類新型可調控巨觀光學活性之

有機凝膠分子。 

5.合成出奈米機械之分子馬達型化合物及

類似分子開關之金屬環化合物。 

6.建構出一個大孔洞三維有機/無機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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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具良好儲氫能力。 

7.完成愛滋病毒入侵標的細胞的動態及顯

影。 

8.合成出包括帶有螢光發光團的數種ＲＮ

Ａ，並且成功的在大腸桿菌無細胞系統

中表達蛋白質。 

9.首次發現人體 sialyltransferase 酵素抑制

劑進入細胞的影像及成功抑制癌細胞體

外轉移。 

10.成功用螢光小蛋白標記多單元體蛋白

質,並用以找到核醣核酸聚合酶的核酸

通道。 

11.成功用低溫電顯與定點突變找出海洋魚

類病毒(fish Noda virus)上與依靠鈣離子

病毒組裝有關的基酸。 

12.開發出一個新型含碳烯之鋁觸媒，可用

於烯之聚合。 

13.成功合成出帶有自由基的芘化合物。也

成功地合成出數種並四苯和並五苯有

機材料。 

14.合成出一系列含氮琉鐵之化合物,用於

模擬氫化酵素之活化中心。 

15.完成二氧化鈦奈米管擔體鉑觸媒對二氧

化碳轉化為甲烷或甲醇之的催化活性

研究。 

 

 ◆地球科學研究 

1.基礎與理論之研究 

(1)地球的架構、動力與組成 

(2)宇宙化學 

(3)大陸地殼之成長及演化 

(4)大陸地殼深俯衝和折返及超高壓變

質作用 

(5)亞洲大陸岩石圈地函之演化 

(6)岩漿房之演化及定年學 

(7)隱沒帶之整合研究 

(8)亞洲古環境之變遷 

(9)板塊邊界觀測站與新構造運動 

(10)海底地震儀觀測研究 

(11)高壓相之礦物岩石物理性質 

2.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學之應用性研究 

(1)地震研究之應用 

 

1.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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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以同位素數據建立區域水文模型。 

3.監測大屯山區域內之地震活動。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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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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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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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GPS 站以及井下應變儀，收集到地形變的

資料，進行各項分析與評估。 

8.探討台灣附近的隱沒板塊構造和上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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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精度空載雷射掃描地形測制與活

動斷層分析 

(3)地球化學之應用 

 

幔楔及地表火山、弧後擴張之間的關係。 

9.4 套寬頻海底地震儀放於東部外海，接收

海底地震資料。並朝向自行研發儀器發

展。 

 ◆資訊科學研究 

本年度有十四項延續性重點研究計劃:多

媒體技術、中文資訊處理、高效率計算理

論研究、電腦系統與網路、網際網路與XML

研發、智慧型代理人系統、資訊網際合作

實驗室、文件分析與辨識、平行處理、遠

端操控系統之順應性控制、資通中心、生

物資訊、生物計算、資料密集之網格計算。 

 

 

本年度本所研究同仁發表相當多重要學術

論文在代表性國際期刊與會議，擔任重要

國際期刊編輯，以及開發眾多關鍵性資訊

技術。去年已籌辦完成「資安科技跨國研

究計畫國際會議」兩次（一月及六月）、

「資訊時代之亞洲與公眾創用國際研討

會」（一月）、「邏輯、語言與計算」暑

期研習營。本所將持續依據中長程學術發

展規劃發展，擔負起資訊科學研究與人才

培育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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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支援實驗室。 

13.人才培育。 

14.中華統計學誌期刊編輯與發行。 

15.短期統計方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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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先前之離散隨機結構相變之結果。 

3.發展新的生物資訊分析工具；利用動態

貝氏方法重建基因網路關係。 

4.繼續功能性腦影像之研究，並建立華人

腦結構模式。 

5.選擇權定價研究及影響投資行為之心理

分析。 

6.評估最近十年學生在學表現。 

7.解決 AIC 及 BIC 選模標準之爭議問題。 

8.發展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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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統計科學之基礎研究。 

11.用機器學習理論來處理分類問題，並應

用到生物資訊學上。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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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The 2007 Taipei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Symposium and IC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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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舉辦統計科學營。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1.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利用交叉分子束或單分子束技術, 研究

化學反應動態, 光化學, 與光譜學. 包

括: 搭配雷射探討振動激發分子之選鍵

化學反應行為, 研究氨基酸分子的光化

學及分解動態, 也研究了二個穩定分子

間特殊的低活化能反應, 及含金屬碳簇

分子的高解析度光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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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1)大系統的統計理論計算法及分子導

線系統的理論研究。 

(2)螢光奈米鑽石在生物體系內的追蹤

應用。 

(3)奈米鑽石在體液成分分析方面的技

術開發。 

(4)癌細胞中的染色體端粒與端粒酶的

作用研究。 

4. 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研究在原子團中產生高階諧波的方  

法，發現原子團的電漿振盪與高階諧

波有很強的相關性，利用高階諧波可

以反過來研究原子團的振盪模式。 

(2)研究在電漿波電子加速器中以光控

達成時空中定點注入電子的方法，同

時測試相位匹配多級加速的構想。 

(3)測試各式薄膜靶材在質子加速上的

特性，驗證使用靶材表面電離層加速

 

1.化學動態學與光譜研究： 

發現在氯原子與甲烷的化學反應活性

上, 振動能並不比平移動能來得有效, 

釐清過去學界的迷思. 解釋氨基酸的光

穩定性. 在氟硫原子間發現新型態的三

中心四電子化學鍵結. 分析新碳簇分子

的光譜. 

 

2. 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研究： 

利用氧化鋁奈米孔洞底板成長奈米銀粒

子顆粒陣列，並利用此陣列來增強拉曼

光譜訊號，藉以偵測吸附在該陣列上的

分子之震動光譜。 

發展出一維氮化鎵奈米線在 DNA 分子感

測上的應用。製造出氮化銦奈米帶，發

現其紅外線雷射現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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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於生

化檢測。利用 DFT 理論模擬，正確地解

釋鉛(100)薄膜的量子尺寸效應。 

3. 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複雜生物體系的計算模型建立及進一步

的改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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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並合成新

型具抗癌性及螢光探針的化合物。 

 

 

4.原子物理與光學研究： 

(1)以電漿斷層掃描技術詳細研究電漿   

波電子加速器的注入、加速、和飽和

過程，所得到的完整資訊有助於正確

理論的建構。 

(2)利用電漿波導來延長增益區的長

度，使Ｘ光雷射的輸出提高了 400

倍，並首次在微弱的躍遷譜線上產生

雷射。 

(3)利用對撞的兩道光束干涉來形成短

週期的密度調變，首次在光學頻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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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的機制。 

5.能源科學研究： 

將奈米碳管直接成長於碳布上，作為燃

料電池的電極，並進一步將奈米白金顆

粒固定於碳管表面，改善氫氣燃料電池

與甲醇燃料電池的效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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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電漿中的四波混頻。 

5.能源科學研究： 

組成一個涵蓋本所，本院化學所，應科

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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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構了氫氣燃料電池與甲醇燃料電池的測

試平台，進一步將推出本實驗室之電池

組。太陽電池研究上，我們與台大凝態

中心合作建立無塵室及蒸鍍、光罩、測

試系統，目前已經全部運轉中。 

 ◆天文科學研究 

1.電波天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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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塔卡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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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背景輻射陣列望遠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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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同仁使用美國的特大天線陣研究西

佛星系發現星系同類相食的證據；使用

法國的布爾高原干涉儀與德國的艾福斯

堡電波望遠鏡等國際級觀測設施觀測分

子吸收譜線精確測定 60億光年外之星系

上的「質子與電子質量比」與地球上的

數值相同。 

2.自 SMA 正式啟用以來，使用 SMA 觀測完

成的論文已有 90 篇，其中 60 多篇有臺

灣天文學家參與。本處持續進行該陣列

望遠鏡與接收機系統的升級工作。2007

年本處同仁使用次毫米波陣列的觀測結

果完成了 25 篇論文，並在其中 14 篇擔

任第一作者。 

3.2006 年底四座 50 公分 TAOS 望遠鏡均加

入運轉。由電腦經網路控制的全自動

TAOS 望遠鏡每晚監視約 1,000 顆恆星，

觀測恆星星光被古柏帶天體遮掩的現

象。已獲得上億筆恆星光度測量資料，

並已產生學術論文發表於國際知名期

刊。 

4.TIARA 以過去數年來所建立的動量為基

礎，擴展活動項目，積極舉辦學術研討

會。97/7/7~11 舉辦 2008 TIARA 學術研

討會：「從磁流體動力學到分子輻射診斷

學」。 

5.本處已於 94 年 9 月加入 ALMA-日本計

畫，與 ALMA-北美計畫的合作協議書預計

亦即將正式簽署。行政院國科會及美國

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於今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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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臺北召開臺美科技合作年會，該會期

的討論主題即為有關 ALMA 陣列計畫的推

動。 

6.廣角紅外線相機(WIRCam)已於 2005 年裝

置到加-法-夏望遠鏡(CFHT) 內，並成為

該望遠鏡上的重要儀器。本處持續取得

大型光學望遠鏡的觀測時間供臺灣天文

學家使用，並持續參與影像處理系統的

更新，協助加-法-夏望遠鏡機構發展新

一代的儀器，累積經驗與合作成果。 

7.第一階段組態（7 座天線）的 AMiBA 陣列

已於 2006 年 10 月正式啟用，於 2007 年

開始運轉，各項階段性工作持續進行

中。座落於海拔 3,400 公尺的宇宙背景

輻射陣列能靈敏地觀測到伴隨宇宙最初

膨脹之宇宙微波背景（CMB）輻射的結

構。藉由星系團 CMB 冷卻的特徵，已初

步偵測到 7 個遙遠的星系團。 

8. 本 處 參 與日 本 國立 天 文 台 Subaru 

HyperSuprime 相機計畫，協助興建儀器

的特定零件。已和日方就合作協議書進

行細部討論，近期即可正式簽署。廣角

相機快門之細部設計已完成，預計在一

個月後完成原型系統進行測試。我方負

責之其他發展項目也在積極進行。 

9.本處今年繼續辦理暑期學生專題研習計

畫(7月至8月)及第二屆亞洲無線電波天

文物理暑期研習營(97/8/18~22)，培育

未來天文人才。 

 

 ◆應用科學研究 

1.奈米生物研究：奈米生物薄膜的奈米尺

度動態研究、奈米結構在生醫感測之應

用、多管道 DNA 放大與分析晶片發展與

研究、一維新穎奈米物質的製備、有機

電晶體研究、自組織單層膜於奈米級電

子元件應用、分子電晶體理論研究、奈

米生醫影像核心設施。 

2.光電研究：奈米製程技術及先進光電元

件開發。  

3 理論模擬研究：多尺度第一原理電子結構

及光學特性計算程序之發展及奈米結構

 

1.(1)運用奈米結構開發出雙功能性電極於 

雙極性有機電晶體。此超薄奈米結構化

合物作為源/汲極電極與有機半導體層

間之插入層,達到平衡雙極性傳輸的特

性。 

  (2)成功解析微脂粒在細胞膜表面與進

入細胞內部後的三維運動軌跡。 

  (3)成功建造水平解析率 0.25 波長,深度

解析率 0.4波長的螢光顯微鏡,並用以

觀察固定細胞的胞器。 

  (4)發現夾縫電漿子具有非常高的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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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生物分子界面、分子電晶體、生物分

子動力學等之理論研究。 

4.力學與工程科學研究：仿生科學與工程

應用、渦漩與溫度場的交互作用、可攜

式精確定量之藥物輸送系統設計、利用

微陣列方式篩選與癌症相關之基因及後

續功能研究、血流動力理論分析與血管

力學特性之研究、土石流與顆粒流觸發

啟動、堆積與再流動試驗與理論數值分

析、化學反應動力學理論在有機材質太

陽能電池系統之應用。 

 

度,可以用在微型生醫感測器上,此結

果發表在生醫感測期刊上,並已申請

專利。 

  (5)以建立幾項尖端生醫影像系統包含

螢光時序影像系統、共軛焦拉曼影像

系統、全反射螢光影像系統及近場拉

曼影像系統。 

  (6)分析晶片目前正研究整合樣品處理

晶片的可行性,研究重點在於整體樣

品回收率的提升及各個反應步驟之間

溶液的相容性。 

  (7)使用真空紫外光製程,我們製作了空

間隔離的自組織單層膜圖案(烷基與

胺基修飾的表面)。利用胺基與金離子

的靜電作用力,我們可以在適當的 pH

值下，選擇性的只在胺基表面沉積金

薄膜；在烷基的表面上,由於與金離子

相斥,沒有金膜的生成。 

2.(1)利用自己合成的量子點或與他人合

作所合成的奈米棒,利用共軛顯微單

粒子偵測其螢光間歇性的時間分佈,

進而探索非指數性衰減的主要物理機

制。 

  (2)在量子點紅外線偵測器及垂直式有

機電晶體的研究上皆提出新穎的元件

結構並發表相關報告在國際期刊上。 

3.(1)Result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five papers. {Phys. Rev. B 77, 

245412 (2008), Int. J. Mod. Phys. 

B, in press (2008), Applied Physics 

Letters 92, 151907 (2008), Phys. 

Stat. Sol. (a), 876-9 (2008), Phys. 

Stat. Sol. (c), 1194 (2008)].  

  (2)"Numerical Floquet method for 

time-periodic Hamiltonians". This 

technique may greatly reduce the 

computation-time and memory 

requirements for simulating 

certain types 

of   superconducting electronic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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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第一原理計算來模擬在 zigzag 

graphene nanoribbons 中的電傳導,

並與緊束縛模型計算的結果比較,得

到良好的結果,正在寫論文,預備發

表。 

(4)建置了兩套平行計算系統,共 80個計

算節點,320 顆 CPU,供研究同仁使用,

同時也安裝了自行開發的第一原理

計算軟體,並開發一套Web computing

系統,讓研究人員可以透過網頁介面

很方便地執行科學計算工作,有超過

50 位研究人員使用,系統使用率平均

約在 80%以上。 

4.(1)仿生科學與工程應用:完成果蠅與蜻

蜓 二維氣動力之力元理論分析,已

有論文投寄發表。 

(2)渦漩與溫度場的交互作用:已於水槽

底部進行局部加溫,正進行渦漩受溫

度影響之實驗量測分析。 

(3)可攜式精確定量之藥物輸送系統設

計:已完成表面張力幫浦微流混合器

設計與製作,前期成果取得美國及中

華民國專利各一件。 

(4)利用微陣列方式篩選與癌症相關之

基因及後續功能研究:已完成胃癌基

因篩選三種關鍵基因-CD36, SLAM, 

PIM-1,已有論文發表,目前正申請專

利中。 

(5)血流動力理論分析與血管力學特性

之研究:已完成氣泡輔助超音波血流

速度量測;進行廣義 Rayleigh 分布特

性分析,已有論文投寄發表。 

(6)化學反應動力學理論在有機材質太

陽能電池系統之應用:針對以超快光

譜及雙光子光電能譜探測光致電荷

傳導時「非諧振動」及「非絕熱躍遷」

之效應發表論文一篇，另一篇審查

中。 

(7)土石流淺水波運動模式開發、草嶺山

崩運動之數值模擬、聲波及電磁波之

小圓孔洞散射解之解析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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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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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年度重要研究計畫實施項目包括 

1.空氣污染及大氣輻射 

2.台灣區域性氣候變遷 

3.台灣河流生地化系統與水土資源利用整

合研究 

4.台灣近岸與河口水體環境研究 

5.研究行星大氣化學 

6.研究温室氣體生地化學 

 

 

 

 

1.空氣中主要污染物的生成機制, 發表六

篇論文。 

2.了解氣態污染物與懸浮微粒之形成機

制, 發表三篇論文。 

3.量測懸浮微粒的粒徑分佈及化學組成, 

發表三篇論文。 

4.瞭解微粒及其前驅物質的主要來源及長

程傳輸(包括沙塵暴) , 發表六篇論文。 

5.量測微粒對大氣輻射的影響, 發表三篇

論文。 

6.評估空氣污染物對區域性氣候之影響, 

發表六篇論文。 

7.空氣污染物及食品之暴露因子探討, 發

表二篇論文。 

8.台灣河流生地化系統與水土資源利用整

合研究, 發表三篇論文。 

9.黑潮演化歷史, 發表一篇論文。 

10.長江河水夏季流注對沿岸海域細菌生

長的影響, 發表二篇論文。 

11.研究行星大氣化學, 發表五篇論文。 

12.研究温室氣體生地化學, 發表四篇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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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專題中心。 

5.生物計算研究計畫。 

6.自由軟體研究計畫。 

7.資訊探勘研究計畫。 

8.行政及電腦支援：配合中心各項研究之

行政支援。 

 

1.研究用漢籍及檔案資料數位化計畫： 

(1)輸入完成《刑案滙覽》等 23 種，約 586

萬字。 

(2)新建標誌完成《正統道藏》《文苑英

華》《冊府元龜》《朱子文集》等 4

種，約 4000 萬字。 

(3)校對完成《正統道藏》等書，約 1700

萬字。 

(4)舊資料庫造字字碼轉換完成共229

種，約15277萬字。 

2.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1)「地圖影像發佈及應用軟體工具」96

年10月至97年2月授權金1萬9,970

元。 

(2)發展漢字構形資料庫檢索網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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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上的中文缺字解決方案。 

(3)「穿越歷史長河-文明科技四千年」

特展巡迴展 5月於台北國立台灣民主

紀念館展出，參觀人數約 11000 人，

內有相當比例之國外遊客。 

(4)依據「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盤點業務

推動與執行準則」，以

collection-level 原則盤點成果。 

(5)結合虛擬環境的技術，整合管理與利

用，完成數位博物館、數位圖書館、

數位檔案館的建置工作。 

(6)配合中央研究院成立八十週年，於人

文館數位典藏展示中心展出「追求卓

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數位典藏特

展。 

(7)97 年 1 月-6 月「近代名人暨外交經

濟檔案數位典藏」計畫掃描數量為

212,846 頁。 

(8)「先秦甲骨金文簡牘語料庫計畫」--

新出戰國楚簡釋文輸入及核校工作

已完成《新蔡葛陵楚竹簡》釋文輸入

及核校 12,496 字。 

(9)新增散佚在國外的台灣魚類模式標

本資料 80 筆，模式標本照 302 張(拍

攝 104 筆模式標本)，累計收集散佚

在國外的台灣魚類模式標本資料共

224 筆。 

(10)日治時期臺灣研究古籍資料庫：現

累計開放圖書資料 1,763 筆、期刊

資料 37,673 筆、圖像資料 23,917

筆。 

3.科學運算及網格計畫：  

(1)持續進行資源擴充與服務品質提升

(99% 穩定度)，並有效整合與維持國

內外穩定的 Tier-2 資源服務，支援

國內高能物理研究群從事 LHC大量數

據分析。 

(2)促進國內與亞太地區 e 化科學合

作：持續協助建立區域性穩定的基礎

架構，協調優先發展區域間共同的應

用，並建立不同領域實質而穩定之應

用合作做為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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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擴展國內與亞太地區 e 化科學應

用：持續擴展 gLite 基礎架構，跨

大應用領域(將擴及天文、環境變遷

或計算化學等領域)，並協助人才培

訓、Grid 技術推廣與資源共享，促

進各研究群與 ASGC Tier-1 之整合。 

(4)持續進行組織改善以及辦公空間重

整。 

(5)持續進行機房擴建與改善。 

4.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專題中心： 

(1)尋求國際合作交流機會，建立普及資

安社群。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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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計算研究計畫： 

(1)完成網路拓樸分析演算法與網路運

算平台，並提供與生物醫學社群使

用，同時作為合作研究計畫之重要分

析工具。 

(2)建置完成高通量生物晶片高專一性

探針設計平台，除了上線提供研究社

群使用外，並作為自製生物晶片的設

計依據。 

(3)製作大規模的序列及樹列比對的視

覺化工具 

(4)我們將建立一個酵母菌的基因調控

網路資料庫。利用數種生物技術產生

的資料以推估得知轉錄因子在哪些

狀況下會如何調控哪些基因，可供生

物學家進一步分析。 

(5)利用已建構的蛋白質二級知識庫發

展之蛋白質二級結構預測方法，建構

網路平台給生物學家。 

(6)將研發使用質譜儀資料分析的蛋白

質定量工具，提供網路平台，並製作

視覺化使用者介面，以便生物醫學研

究使用。 

6.自由軟體研究計畫： 

(1)建立自由/開放源碼軟體發展合作關

係網絡。 

(2)彙整相關法律與政策資源。 

7.資訊探勘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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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機器學習在大量資料的應用。 

(2)疾病相關基因體研究之統計整合網路

資源探勘技術的應用。 

8.行政及電腦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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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轉殖植物實驗室

計劃，以及南部生物科技實驗中心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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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將找

出與光訊息傳導相關的 small RNA，與這

些 small RNA 的標的基因；在與受光調

控的 RNA 結合蛋白質的研究方面，我們

將可闡明這些 RNA 結合蛋白質與受光調

控基因表現之間的關連性。 

2.植物遺傳學研究：找出若干和 AtTRP1 相

互作用的阿拉伯芥蛋白質。瞭解 AtTRP

蛋白質家族的聚集現象有助瞭解端粒的

立體結構；找出 AtTRP1 相互作用的阿拉

伯芥蛋白質有助瞭解端粒的功能。 

3.植物生物化學研究：探討葉片老化分子

機制，瞭解葉老化時期表現基因 A15 及

Osh69 在器官生長老化過程扮演的角

色，受到內在及外在因素調控的方式， 

4.植物生理學研究：植物年輕化（返老還

輕或復幼）之轉向，可使植株因老化不

易繁殖的困難，藉年輕化後又恢復無性

繁殖的能力，而獲解決，此種方法有助

台灣珍貴樹種繁殖及種源保存。 

5.植物病理學及微生物學研究：預期將解

析三個未知功能的分泌蛋白 AtHcp、

AtLao、AtYaeC 如何分泌及參與農桿菌造

成植物寄主產生腫瘤的分子機制。所得

之研究成果可對病原細菌的攻擊策略有

更進一步的了解，亦提供農桿菌基因轉

殖應用之重要訊息。 

6.植物系統分類學研究：除了紀錄形態特

徵外，也將定序特定 DNA 片段，如 ITS

區段，並與存於 GenBank 中之可靠核酸

序列作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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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適應的分子與細胞生理機制。 

 

1.了解環境因子影響魚類鈣離子吸收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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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細胞反應的分子機制。 

3.動物社會行為的分子與細胞生理機制。 

4.斑馬魚之人類疾病模式、活體快速藥物

篩選。 

5.斑馬魚誘發突變、胚胎發育、器官分化、

基因調控。 

6.人類腫瘤異體移植老鼠模式以從事藥物

篩選、腫瘤幹細胞研究 

7.水生病毒之分子及細胞致病機制。 

8.新形成的動物病毒與宿主之致病交互關

係。 

9.動物免疫及病毒疫苗之研究。 

 

 

制，進一步證明 ECaC(表皮鈣離子通道)

參與斑馬魚鳃/表皮鈣離子的吸收。  

2.阿茲海默氏症，在此病患者的腦部組織

發現主要由 amyloid-β(Aβ) 沈聚所形

成的 neuritic plaques 乃為此病最主要

之病理特徵。目前已知 Aβ為 Amyloid 

precursor protein (APP) 經 β

-secretase 和γ-secretase 兩蛋白脢

分解作用而產生。 

3.分析及鑑定椿象的費洛蒙，找到具有應

用價值的化學成分，進一步發展為害蟲

防治之田間應用。 

4.在新藥開發及研究藥物毒性方面，目前

我們已測試出二種已知的抗血管增生

藥，也可以在斑馬魚胚胎產生明確的藥

效，並已用一株影響血管分支的突變魚

reg6，篩得一與組織胺代謝有關的藥可

以醫治 reg6 病症。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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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證實斑馬魚

胚胎發育過程中，鋅及鎘重金屬會誘導

金屬應答因子結合轉錄因子 I(MTF-I)，

由細胞質進入細胞核中，並在鋅及鎘的

協助下，可結合在金屬應答因子上，誘

導金屬硫蛋白(MT)等基因的表現，來協

助生命個體對重金屬的恒定調控。 

6.發明鼻咽癌之標的胜肽，並研發出鼻咽

癌之標的治療，在研究肺癌及肝癌方面

也有成果，已分別發表於重要癌症研究

期刊，並已申請台灣、美國及國際專利。 

7.JNK磷酸化gamma-secretase酵素組成蛋

白與控制此酵素複合體組合反應之分子

機制：初步研究結果，TNF-α 可刺激 JNK

的活化並進而磷酸化γ-secretase 其中

的 兩 個 組 成 分 子 Presenilin 與

Nicastrin。而且，JNK 可以直接與

γ-secretase 作用促進這兩個組成分子

的磷酸化。 

 ◆生物化學研究 

本所之研究重點將提昇下列五大主軸研究

並分二十二個項目進行研究。 

1.細胞生化研究 

 

 

 

1.舉辦李卓皓紀念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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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因調控學 

3.蛋白質與生物有機化學 

4.醣生物學 

5.結構生物學及分子生物物理研討 

2.本所與國防醫學院合辦第八屆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 

3.邀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至所內演講、訪

問及學術討論共 17 次。 

4.研究人員在國際期刊已發表 25 篇論文。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1.生醫所在目前的組織架構下的八個研究

組，在癌症、心臟、感染、神經、遺傳

與流行病、生物資訊、結構生物及細胞

與訊息傳遞上做繼續性的個人研究。 

2.同時繼續以群體基因體醫學研究計畫致

力於新穎致病基因的篩選、癌症的研

究，以及細菌蛋白的結構分析等。 

3.此概算年度中將增加三項前瞻性的新興

計畫以因應將來醫學研究發展的新趨

勢，其中包括： 

(1)利用小鼠模式，以 Quantitative 

trait loci (QTLs)/Qantitative 

trait genes (QTGs)的技術找出和認

證人類複雜疾病的基因。 

(2)運用奈米科技於癌症研究。 

(3)神經心臟之研究探索心臟缺血的新

保護機制。 

4.擴建基因體醫學研究的基礎設施。因為

動物疾病模式是目前功能基因體研究最

重要的一環，以便能夠將目前本所發現

的疾病基因的功能在動物模式中探討出

來，方能繼續下游的致病機轉的探討工

作。 

5.加強基因轉譯的研究：生物醫學研究的

最終目標是將基礎研究結果應用在人類

健康醫療上。以上所提四項研究計畫內

容，皆以致病基因的發現，致病基因的

功能探討為主，這些結果將會積極應用

於臨床研究上來測試其結果，這就是所

謂的基因轉譯研究。 

6.建置台灣基因資料庫的基礎設施： 

  基因資料 庫的建立，是將大規模的基因

與藥物資料以目前的資訊技術收集起

來，這樣可以將基因體研究上的發現應

用於藥物基因的發展及醫療個人化上

 

本所的研究人員在97年上半年已發表了66

篇文章，其中有 19 篇的影響係數 (IF) 高

於 6，更有 4 篇的 IF 高於 10。其中較重要

的成果如下： 

1.本所副研究員林宜玲與陽明大學教授及

基因體中心合聘研究員謝世良的團隊發

現登革病毒引起出血熱及休克的分子機

制，提供未來利用抗 CLEC5A 抗體來減輕

登革熱症狀及死亡率的可能性。此結果

發表在世界頂尖的科學雜誌「自然」。 

2.在尋找疾病基因方面，陳垣崇所長的團

隊利用全基因體篩選的方法已尋找到

5，6 個躁鬱症的危險基因。 

3.在基因轉譯方面，我們在發展個人化醫

療上有很可觀的進展。陳所長年前發現

史帝芬強生症的藥物過敏與遺傳指標基

因 HLAB1502 有關後，美國及加拿大政府

先後在去年年底及今年年初公佈藥廠必

須在 Carbamazepine 藥瓶上標明，建議

醫師用藥前先測試病人的基因型來避免

不良藥物反應。本所合聘研究員楊泮池

的團隊也發展一種簡單的五基因檢測

法，可以判斷何種肺癌病患可以有效地

進行化療。此外，李明達助研究技師與

長庚及台大的合作，也找到利用 VKORC1

的基因型來預測每個人最適當的抗凝血

劑的劑量。 

4.本所台灣基因資料庫的先導計畫在六月

已得到院方 IRB 的核准，可以開始進行

收件。姚文萱副研究技師也已發展建立

了新的 Bio-IT 的結構，設計新的程式，

以處理分析臨床實驗所收集到的大量病

人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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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分子生物研究 

1.核醣核酸剪接的分子機制。 

2.研究神經細胞絲狀足與樹突小刺形成所

受的訊息調控路徑。 

3.研究同一個 prion 蛋白為何可摺疊成不

同的形狀並自我複製。 

4.研究阿滋海默症中記憶受損的治療方

式。 

5.研究 globin 基因的轉錄調控，為何只在

成鼠的紅血球。 

6.研究類固醇賀爾蒙合成基因的轉錄機

制。 

7.研究 Notch 訊息對細胞存活的調控。 

8.研究 CYPIIA1 基因的活化如何受 cAMP 的

訊息調控。 

9.研究牛痘病毒如何侵入細胞的路徑。 

 

1.發現訊息核醣核酸的剪接反應在剪接體

上可逆向進行。研究結果發表在 2008 年

6 月 28 日出刊的”科學”期刊(Science 

320,1782-1784)。 

2. 發現 CASK 可被小泛素修飾，影響與細

胞骨架之結合，因而破壞突觸形成。此

成果發表於 2008 年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3. 發現 Sup35 prion 蛋白利用同ㄧ胺基酸

序列(一級結構)中不同的區域片段來摺

疊成不同的三級結構。此結果已獲接

受 ， 將 於 美 國 國 家 科 學 院 期 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USA)發表.。 

4. 利用 G-CSF 來活化造血幹細胞，可恢復

小鼠的疾病模式，本研究發表在 Journal 

of Exp. Med.。 

5. EKL 蛋白調控 globin 基因的轉錄，是由

進核的機制所調控。本研究發表在 MCB

國際期刊。 

6. 此機制是透過 AP-1 與 SF-1 的合作，調

控 CYPIIA1 的轉錄，本研究發表於

Endocrinology。 

7. 發現是由 XIAP 與 Notch 的胞內片段作

用，抑制與E2的交互作用，進而防止XIAP

的降解，本研究發表在 EMBO Journal。 

8. 發現 HIPK3、JNK 與 c-Jun 受 cAMP 的關

係，導致 SF-1 活性增加，本研究發表在

Mol. Cell Biol.。 

9. 發現 IMV 上的 A26L 蛋白結合細胞外的

Laminin，促進牛痘病毒的侵入，此結果

發表在 J. of Virology。  

 ◆生物農業科學研究 

繼續發展三大具主題(thematic) 研究組計

畫。這三組包括： 植物環境逆境研究、草

藥科技研究 與分子疫苗研發、並成立酵素

科技研究組。 
1.植物環境逆境組以微矩陣、蛋白質體方

法來構建基因表現調控網路。我們研究

顯示微型核醣核酸（miRNA）對植物感應

 

1.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在期刊/專書論文目

前已發表計有九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

為六篇，專書論文一篇。 

2.草藥科技研究：在期刊/專書論文目前累

計已有八篇研究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

文為四篇。 

3.分子疫苗科技研究：目前期刊/專書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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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養份逆境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這些發現定義了微型核醣核酸新的功

能。 

2.研發草藥科學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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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主要有效成分及其生

理/細胞活性。 

3.研究重組鞘蛋白（VP1）及口蹄疫病毒

（FMDV）與宿主細胞之受器間之關係，

將進一步了解其訊息傳導之機制，並利

用基因疫苗、重組蛋白質次單元疫苗及

基因轉殖植物之技術，針對動物病毒方

面的疾病如 FMD 加以研究。 

4.酵素科技研究：從事生質能源之研究，

並加入本院整合型計劃團隊。 

發表了二篇論文，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為

一篇。 

 

 ◆轉殖植物實驗室 

1.提供院內轉殖植物之培養與繁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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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院內各項植物轉殖服務共計 23 次。提

供申請材料服務共計 27 次。 

 ◆生命科學圖書館 

1.超過 27,000 餘種圖書,電子書及資料庫

採購。 

2.2,000 餘種期刊及電子期刊之徵集與訂

購。 

3.提高館藏資源之利用。 

4.改善圖書館服務品質。 

 

 

1.本年度加入臺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購作

業，使得本館電子書大量成長。 

2.推廣研究人員使用相關電子資源。 

 ◆臨海研究站 

1.協助院內外研究人員執行海洋生物科技

相關之田間試驗及技術研發。 

2.擔負基改水生生物田間安全性試驗及管

理中心的任務。 

3.GMO 不孕化平台技術之開發。 

4.魚蝦類基因轉殖平台技術之建立及應用

於魚蝦類之品種改良。 

5.魚蝦類先天性免疫機能相關功能性基因

之研究及其應用。 

 

 

1.支援本所游智凱助研究員進行文昌魚胚

胎發育機制實驗、蘇怡璇助研究員及國

家衛生研究院喻秋華博士進行海膽發生

與生長生物學之研發以及蘇怡璇助研究

員進行九孔心臟發育的過程之實驗，。 

2.執行病毒抗菌蛋白對魚類 NNV 病毒免疫

力與抗病力之測試，進行基因調控與抗

病能力測試。 

3.利用 cre-loxP 系統，執行研發魚類基因

轉殖不孕魚技術發展。 

4.以魚類基因轉殖方法，轉殖石斑魚抗菌

蛋白於斑馬魚中，進行免疫分析，抗菌

效果之研發，並進行鱸魚基因轉殖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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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之抗菌魚種發展。 

5.魚類感染細菌後，利用抗菌蛋白處理之

相關免疫機能基因體研究。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1.「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台灣本土經濟性及瀕危動植物遺傳多

樣性與演化之研究。 

 (2)台灣經濟性及本土魚類基因條碼資料

庫之建置。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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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本土動植物之系統分類學之研

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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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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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鴛鴦湖、蘭陽溪集水區及溼地生物多

樣性研究。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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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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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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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標本典藏與學術交流： 

(1)動植物標本館館藏之充實。 

(2)舉辦國內、國際及海峽兩岸學術研討

會或研習會。 

 

 

1.「基因」多樣性之研究： 

 (1)台灣重要之種子植物、珊瑚、果蠅及

魚類等之地理親緣及族群結構。 

 (2)完成 1000 種台灣本土魚類生命條碼

資料庫之建置（含經濟性魚類）。 

 (3)了解台灣動植物相之形成及其維繫機

制,可應用在生物多樣性之維護及經

營管理。 

2.「物種」多樣性之研究： 

(1)發表台灣及東亞新分佈與新種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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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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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及保育工作上均為重

要。 

(3)充實台灣物種電子名錄，提供本土

種、外來種、瀕危種之鑑識特徵及種

數資料，並充實魚、貝、植物之資料

庫；本年度計新增物種 500 筆、更新

及修訂異名 15,500 筆。 

3.「生態系」多樣性之研究： 

 (1)初步完成建置蘭陽溪、鴛鴦湖、離島、

墾丁及西海岸地生物多樣性資料庫、

群聚結構時空變化及其生態食物網營

養層模式。 

 (2)闡明各離島及南海海洋生物多樣性之

維繫機制,建立長期研究計劃之推動

模式,建議劃設及管理保護區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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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標本典藏與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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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增加動植物標本典藏,充實資料庫內

容,開放團體預約參觀標本館；本年度

總計標本新增 4,531 件、植物標本影

像新增 5,900 筆、來館參訪 563 人次、

網站訪客 146 萬人次。 

 (2)引進生物多樣性之新知識及新技術，

促進國際內外學術交流及合作。 

 (3)與海外 25 個博物館合作，蒐集散佚在

海外的台灣魚類標本資料及照片，共

4,881 件，含模式 224 件。 

 

 ◆基因體研究計畫 

1.功能基因體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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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生物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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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細胞與分子醫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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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生物資訊學與演化基因體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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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關鍵技術與發展：新的生物分子檢驗及

分析方法，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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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育成中心：科技轉移、育成、產業合作

與國際交流。 

 

1.截至 97 年 6 月已延聘研究人員、研究技

術人員 36名，增加研究團隊之研究人力。 

2.邀請 18位國外專家學者至本中心演講交

流。 

3.邀請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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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人在本中心進行

研究。 

5.派員參加出席國際性會議 39 人。 

6.陸續進行本中心重要儀器設備購置，（例如

四極桿串連線性離子阱液相層析質譜系

統、五合一多功能微量盤分析儀、全自動

高效率多樣性分子純化製備回收工作站、

全自動快速蛋白質純化分析系統等貴重儀

器）以供中心專題研究，核心設施正常運

作。 

7.建立生物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及高速藥

物篩選實驗室。 

8.生技育成中心：目前已有 8 家新創公司

核准進駐並正式運作。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原主題農產品附加價值利用、植物耐逆

境、植物分子農場、植物保鮮及生質能之

研究，經重新評估後，改為推動與台灣南

部農業相關的生技產業之研發主題:蘭

 

原主題農產品附加價值利用、植物耐逆

境、植物分子農場、植物保鮮及生質能之

研究，經重新評估後，改為推動與台灣南

部農業相關的生技產業之研發主題: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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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芒果、作物生物技術與病害防治。 花、芒果、作物生物技術與病害防治 

 【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 

◆史學及考文研究 

1.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究；台灣與東南

亞地區考古調查研究；中國與亞洲文明

的考古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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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主題計畫，

包括唐宋社會變遷研究；明清的城市文

化與生活；中國石刻文化研究；10-16 世

紀山水畫在東亞的發展；台灣地區史前

文化之層序、遺址聚落與族群；殷商文

化考古資料整理與研究；影像與醫療的

歷史研究；先秦禮制、社會生活與文化。 

3.為慶祝本所成立 80 週年，推動《中國史

新論》及《臺灣史前史論》寫作計畫及

相關學術演講。 

4.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史語所集刊、

古今論衡、Asia Major。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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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歷史學門：發表期刊、會議論文、專書

論文等共約 27 篇、專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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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研究

則以近代歐洲的自然秩序與社會秩序為

主。 

2.考古學門：發表期刊、會議論文、專書

論文及考古調查研究報告共約 33 篇。整

理小屯、西北岡原始田野資料；山東日

照兩城鎮發掘報告整理出版；進行商周

文明與官工生產制度、中古佛教美術考

古；台灣地區考古遺址調查及考古標本

建檔。 

3.人類學門：發表期刊、會議論文、專書

論文共約 6 篇。進行生命醫療文化、宗

教信仰、生活禮俗、族群歷史研究，西

南民族圖像資料整理。 

4.文字學門：發表期刊、會議論文、專書

論文等共約 7 篇、專書 1 種。進行商周

青銅器器形資料數位化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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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持續辦理《中國史新論》各分冊及《臺

灣史前史論》之編輯校對出版事宜，以

及舉辦本所 80 週年所慶講座演講。 

6.出版集刊2分、古今論衡1期、Asia Major 

1 期。 

7.重要史料整理： 

(1)漢籍電子文獻：輸入《刑案總覽》等

23種，約586萬字；新建標誌《正統

道藏》、《文苑英華》、《冊府元龜》、

《朱子文集》等4種，約4千萬字；校

對《正統道藏》等書，約1,700萬字；

舊資料庫造字字碼轉換共229種，約

15,277萬字。 

(2)明清檔案：原件清理1,380件又9,456

頁，登錄鈐印3,853件，metadata著

錄8,656件，人名地名權威檔著錄989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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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考古標本：整理建檔13,585筆、

內容修訂11,352筆。 

(4)金石拓片：鈐印暨核對線上資料共約

10,170件。 

(5)俗文學資料：持續檢核雜耍、徒歌、

雜著。 

(6)善本古籍：掃描 1,713 頁、初審約 25

部、彙整初審資料約 1,700 部。 

 ◆民族學研究 

1.每人皆分別有其個人性研究計畫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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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歷史與區域教研究群。 

(6)全球化下台灣家庭與世代關係的改

變研究群。 

3.籌辦研討會二個： 

(1)敘說與文體研討會。 

  (2)與大師對話：人類學高等研習營。 

4.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研究報告會及研

究群演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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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篇。 

2.人員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6 人次，

提報論文 6 篇。 

3.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8 人。 

4.協助國內研究生 3 位從事研究工作。 

5.協助 4 位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從事研

究工作。 

6.博士後研究者 3 人在所內進行研究。 

7.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14 次，研究報告會

10 次，此外各研究群亦分別舉辦演講活

動。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本所自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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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2 篇。 

2.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完成專書 2 本及

論文 21 篇。 

3.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完成論文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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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 算 總 說 明 

中 華 民 國  9 8  年 度 

88 

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業務及工

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作計畫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概概概概                況況況況    實實實實        施施施施        成成成成        果果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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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研究 

配合預算依照預定進度進行各項學術研

究。 

1.七大主題型研究： 

(1)總體經濟模型與實證 

(2)計量及財務經濟模型與實證 

(3)國際經濟模型與實證 

(4)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5)家庭經濟與勞動經濟學 

(6)個體經濟理論及分析 

(7)區域經濟與國際貿易分析 

2.持續推動「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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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等。 

 

 

1.繼續執行本所各項主題計畫研究。 

2.舉辦 「人口老化議題研討會」、「2008 亞

太效率與生產力成長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性會議。 

3.出席國際會議及出國訪問研究 18 人次；

所內每週舉辦小型討論會共 29 場次；邀

請國外來訪學者 19 人次。 

4.出版品：台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第 38 卷第

2期、經濟論文第3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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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關係〈史〉。 

(3)歐美公共政策、兩性平權研究。 

(4)歐洲聯盟。 

(5)新實用主義。 

2.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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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以加

強學術交流。 

5.繼續訂購學術期刊、圖書資料、微捲及

光碟資料。 

6.採購電腦軟硬體等資訊設備，提昇研究

效能。 

 

1.發表論文共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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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次。。 

3 派員出國短期研究共 1 人次；出席國際

會議 20 人次。 

4.國內學者來所短期訪問 1 人次。 

5.增加西文書 1219 冊、中文書 116 冊、光

碟 20 片（文字型）、DVD 13 件、電子書

6 冊、中西文資料庫續訂 12 種、西文期

刊續訂 673 種、中文期刊續訂 29 種，西

文報紙續訂 1 種。 

6.採購與更新軟體 5 種 110 套、個人電腦

25 台、螢幕 11 台、印表機 1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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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哲研究 

1.在延攬人才方面，擬優先增聘先秦兩漢

哲學與文學、《春秋》或《三禮》的研

究專家各一名，以彌補現有人員結構的

不足，達成本所在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

中所設定的目標。 

2.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計有「明清敘事理

論與敘事文學之開展」、 「記憶、歷史

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文

化研究」、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西宗教

傳統」、 「民國經學研究計畫」、「懺悔

與救度：文學與宗教」以及「中國文人

生活之道與藝（一）：自我技術之探討」

等六項。  

3.重要學術活動計有「宗教實踐與文化書

寫」、「魏晉南北朝經學國際研討會」、

「中國宗教之對話」及「民國時期經學」

等研討會。 

4.新興研究計畫將推動與亞利桑納大學

東亞系之國際合作計畫：「中國的暴

力、恐怖與焦慮，1000-1600」，旨在探

討「暴力」在中國文化、中國文學中的

意義，希望能藉此集中外專家學者研究

「暴力」在歷史文化上的不同面向。 

  

 

 

1.來訪學者共7人（特約訪問學人1人、訪

問學人3人、訪問學員2人、國內短期來

院訪問1人）。  

2.舉辦演講共36場（專題演講3場，學術討

論會7場，座談會26場）。 

3.舉辦學術會議計有6場： 

(1)空間移動之文化詮釋國際學術研討

會 （合辦），發表論文 26篇。 

(2)第五屆日本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合

辦），發表論文36篇。 

(3)第四屆國際暨第九屆全國清代學術

研討會（合辦），發表論文 44篇。 

(4)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第三

次研討會 ，發表論文10篇。 

(5)第三屆遠東文學議題國際會議（合

辦），發表論文84篇。 

(6)中國與他者：知識傳遞與中國、西方

的再現（合辦，在英國曼徹斯特舉

行），發表論文16篇。 

4.採購圖書(含線裝書)4,160冊，現期期刊

738種、3,874冊，微縮單片1,390片，光

碟2片，網路版資料庫4種；處理贈送圖

書561冊，期刊16冊及光碟10片。 

5.《秦賢次先生贈書目錄》之編校，已完

成7,416筆參考工具書、普通圖書及期刊

之書目記錄、書刊名、著者及標題等三

種索引暨序文、凡例、附錄7種等之編校

工作，正進行排版之總校訂工作。 

6.與國立臺灣大學、輔仁大學及國立海洋

大學等單位之圖書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

書，提供雙方讀者到館借書服務。 

7.辦理完成「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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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四個專輯及

「2007中國博碩士論文資料庫－電子技

術與信息科學專輯」等網路版採購案，

及提供全院同仁連線使用。 

8.辦理完成「Van Gulik Collection: 

Chinese Books專題微縮單片」採購案，

及如期完成保留款之經費沖銷事宜。 

9.辦理完成「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回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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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紀期刊(CJP)買三用九」採購案，及    

  如期完成保留款之經費沖銷事宜。1.訪

問學人 13 人（特約訪問學人 5 人，訪問

學人 7 人，訪問學員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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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次，各研究群的講論會 7 次。 

2.古文書部分： 

(1)文書整理：除了新入藏文書 16 批 840

件(圖像資料 8 批，文書資料 8 批)

外，完成舊藏資料卡、影印及打碼 16

批155件；掃描並燒錄18批，共2,491

幅；統整性資料庫共 18 批，1,098 件。 

(2) 影像資料整理：掃描 2,687 件；資

料庫著錄 1,570 件。 

(3) 回溯：修改完成共 49 批，2,395 件。 

3.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 月至 6 月 30 日

止，共購入圖書 805 冊、期刊 69 種、DVD

資料 3 片、微捲 10 捲、線上資料庫 1 種。 

4.戴國煇先生文庫回溯建檔計畫：共製作

線上目錄 5,354 筆。 

5.已出版《臺灣史研究》第 14 卷第 2－4

期、第 15 卷第 1 期、《地方菁英與臺灣

農民運動論文集》、《日記與臺灣史研究》

上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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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學研究 

進行下列重點領域之持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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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歷史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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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為止，在各重點領域之下述各項目

上，分別獲致預期進度約40%-50%之成果： 

1.語言調查與典藏研究，進度 50%：台灣本

土語言資源之地理分布與建置、瀕危語

言之搶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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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及藏緬語長篇口

語語料集及參考語法。 

2.語言類型學研究，進度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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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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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類型、藏緬語語法形態。 

3.語法、語音、語意之理論研究，進度 45%：

英語、漢語、台灣南島語名詞組與句法；

台灣南島語論元顯現與事件呈現、藏緬

語語法與形態，聲調與重音之性質。 

4.語言歷史之研究，進度 45%：漢語問句的

平行演變、漢語方言鼻化小稱之語法

化；原始南島語重建；古漢語同源詞演

變、上古漢語標記語料庫。 

5.語言生理與認知基礎研究，進度 50%：利

用事件誘發電位反應不同認知歷程的本

質，閱讀中知形音轉換機制、複合詞的

處理歷程、中文詞彙辨識的側化效果。 

6.語言與科技整合與應用研究，進度50%：

語言計算模擬研究、口語篇章韻律的組

織及架構、知識本體與詞彙知識基礎研

究、台英雙語詞網及多語知識詞網之建

構。 

 ◆政治學研究 

1.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1)半總統制之全球發展研究 

(2)小黨在單一選區兩票制之下的提名

策略 

(3)立法委員選舉制度的比較與評析 

(4)臺灣選舉、政黨政治、民主鞏固與民

主政治品質滿意度等議題的研究 

(5)新興民主國家市民社會的參與：台灣

的例子 

(6)記名表決之策略選擇 

2.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1)國際競爭下的中國發展型國家：以半

導體產業為例 

(2)中國對「民主」的認知：一個經驗的

考察 

3.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1)國內與國際因素對於中共對台與對

美政策之影響 

(2)理論化國內與國際因素在美中台三

邊關係中如何透過政治競爭週期產

生時序性的影響 

4.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1)分析第二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跨國

 

1.刊登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 10 篇。 

2.主編國外專書 1 本。 

3.出版國內外專書論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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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學術演講活動 13 次。 

7.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 12 個，臺灣大學拔

尖團隊整合型計畫 1 個，陸委會計畫 1

個，財團法人民主基金會委託計畫 1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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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並推動全球民主動態調查的資

料整合與共同寫作計畫 

(2)規劃第三波亞洲民主動態調查 

5.政治學研究方法 

(1)制度研究的內生化分析 

(2)軍事與生產技術與地緣政治 

(3)台灣立法院中政黨影響力和意識形

態偏好的同時估計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本研究中心下轄七個專題中心與五個研

究計畫推動以下跨領域研究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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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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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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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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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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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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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行基礎

環境建置及整合應用研究，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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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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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大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

進行三項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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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

疼痛、恐懼及壓力產生的機制。 

(11)歷史人口研究計畫：建立臺灣歷史

 

1.跨領域研究計劃及個人研究計劃已舉行

128 場學術活動。 

2.已舉辦8次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及 2次工

作坊；發表論文共計 45 篇。 

(1)「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II」國際學術

研討會。 

(2)「南島語族在太平洋島嶼的殖民過

程與長期文化變遷」國際學術研討

會。 

(3)與生物多樣性中心合辦「生物多樣

性與南島語族遷徙：演化與影響」

學術研討會。 

(4)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台灣研究所合辦

「東亞中的日本與台灣」國際學術

研討會。 

(5)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合辦

「The First Meeting on Comparing 

Middle Classes in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in Modern 

Asia-Pacific (I)」國際學術研討

會。 

(6)與亞洲大學等合辦「2008 台灣的東

南亞研究年度研討會」。 

(7)與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社會

所合辦 Comparing Middle Classes 

in Ethnic Chinese Societies in 

Modern Asia-Pacific (II)」國際

學術研討會。 

(8)與內政部、國家實驗研究院及文化

大學合辦「第六屆數位地球」國際

學術研討會。 

(9)與聯合大學客家研究學院合辦「如

何進行東南亞客家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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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資料庫之雛形，進行歷史人口

之比較研究。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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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與史語所合辦「韓國衛生醫療與影

像」工作坊。 

3.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20 卷第

1、2 期、「田野考古」第 1、2 期合刊、「亞

太研究論壇」第 39、40 期及「Peter 

Kenilorea.Tell It AS It 

IS:Autobiography of Rt.Hon.Sir Peter 

Kenilorea,KBE,PC Solomon 

Islands’First Prime Minister (ed.by 

Clive Moore)專書。 

4.發行「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通訊(季刊)

印第24、25期及電子報雙週刊第103-114

期。 

5.發行「第 17 期都訪頻道」。 

6.推廣「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會員制，

至 97年 6月底止，會員人數為 1,724 人；

期間共有 772 人、查詢資料庫 4,370 次，

下載 1,362 筆資料。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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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查，符合

ISO9001 標準。 

8.購置中西文期刊 33 種、圖書 1923 冊及

光碟資料庫 1 種。 

9、購置個人電腦19台、筆記型電腦1台、

印表機5台、電腦周邊相關設備11件及軟

體(含授權73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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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人權新論－比例原則與隱私權

保護。 

(3)中國大陸行政程序法之立法研究。 

(4)大法官解釋的案例分析—以法治國

理的原理為中心。 

 

1.舉辦學術研討會： 

(1)97 年 1 月 21-22 日舉辦第六屆「憲法

解釋之理論與實務」暨釋憲六十週年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2 篇，參加

學者 590 人。 

(2)97 年 5 月 31 日舉辦「2008 年行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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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人。 

(3)97 年 6 月 21-22 日舉辦第一屆「司法

制度實證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

表論文 12 篇，參加學者 369 人。  

(4)舉辦個人學術年度演講會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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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刊號及專書 1 種。 

3.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3 次，發表論文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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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位匯流下的通訊傳播法制之研究。 

(6)法律經濟分析－權利理論與侵權法

的經濟分析。 

(7)風險行政法之理論探討與體系建構。 

(8)法人團體基本權利保障與公營事業

發展之研究。 

(9)英國法院適用歐洲人權公約之研究。 

(10)以已取得之檢體或病歷資料為研究

客體之理論法律議題－參與醫學研

究之公民義務 ？ 

(11)規範性、法律權威與法治。 

(12)法實證主義的挑戰－以 Alexy 的法

概念論中心。 

(13)司法制度之實証研究。 

(14)憲法爭議中的事實。 

 

4.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所訪問 2 次，並舉辦

座談會 2 次。 

5.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短期研究 3 人 ,及大陸

各大學法律學者來所座談進行學術交流 3

次， 

6.增加西文書 540 冊、中文書 78 冊、西文期

刊 10 種、資料庫 3 種。 

 

 

一般建築及設備  

營建工程 

 

【院區污水下水道工程】 

本案為年度新興計畫，委託設計之遴選作

業已完成，目前進行管線調查與相關規劃

設計。 

 

將院區污水接入臺北市衛生下水道管網，

以改善環境衛生；雨污水分流排放，有助

於減輕雨水渠道負載，達到淨化河川目標。 

 【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 

於臺大興建本院天文數學館之新建工程。

據本院與台灣大學簽署之合作協議書，由

本院編列建築預算、台大提供土地的方

式，合建「天文數學館」。本館預計座落於

台灣大學校總區之西北側。基地為前男十

四宿舍用地。基地面積約 6,000 ㎡。建築

面積約為 2,421 ㎡。預計興建地上十四層，

地下三層之建物供本院及台大天文、數學

所、系計四單位研究、教學合作。總樓地

板面積約為 30,863 ㎡。總計畫經費 14 億

4390 萬 2857 元。 

 

 

「中央研究院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97 年

1~6 月預算執行說明：4~14F 樓板混凝土澆

置、全樓層防火被覆噴覆、地下室結構體

水泥粉刷及複壁施作、預鑄版外牆及部分

嵌窗安裝。高壓電盤定位及施作、管道間

立管及管線配線、揚、雨水泵定位施作、

消防系統施作、空調箱定位、冰水配管施

作。公共藝術執行工作小組成立及會議召

開。 

 

 【農業生物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目前積極進行，實際進度已超過預定進度。 
 

 

本工程現階段主要進行工項室內外裝修工

程及機電空調幹線及設備裝設。截至 97 年

5 月 26 日實際工期 532 日曆天，剩餘工期

128 日曆天。預計完工日期為 97 年 10 月 5

日。至 97 年 6 月 30 日預訂進度為 81.11%，

實際進度為 81.49%，進度超前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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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考古館後棟增改建工程】 

台灣考古館後棟改建工程預計分 97、98 兩

年完工，本年度主要工作項目在於辦理工

程之委託專案管理、規劃設計監造及工程

發包施工。 

 

1.已完成本工程之委託專案管理之採購事

宜。 

2.刻正進行規劃設計及監造案之發包作業

中。 

3.預計於 97 年 12 月底完成工程發包事宜。 

 【增建銜接植微所與農業科技大樓空橋工

程】 

本工程預計跨越本所舊樓北棟，而本所舊

樓北棟完工已逾三十四年，設計師恐舊樓

結構無法承載空橋重量，要求需施行舊樓

結構評估，設計師再以結構評估後之數

據，加以設計或建議施做方式，故增長空

橋施工期，目前結構評估已完成，由數據

判讀，顯示空橋不宜跨越本所舊樓，因此

改變了空橋工程整體施做方式，設計師對

本工程之細部規畫也即將完成，預計本（7）

月將送件申請建照，本工程內含本所北樓

電梯更新，電梯已於 97 年 6 月 26 日由立

川公司以新台幣 77 萬 9850 元標得，目前

工程進行中。 

 

 

 

已委託建築師設計監造空橋工程，目前細

部規畫中，本所北樓電梯更新業已發包，

目前工程進行中，預計 97 年 8 月 25 日驗

收完成。 

 【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本案為年度新興計畫，已完成地質鑽探調

查，並委託辦理本案環境影響評估送審，

通過後辦理工程規劃設計。 

 

提供本院生物多樣性、奈米科技及生命科

學等研究所需空間，建立國內外生物、數

理科技學術交流平台，促成學研界與業界

之互動與合作，延續保持我國在全球的產

業競爭力。 

交通及運

輸設備 

 

為研究需要新增野外工作車 5 輛，以供田

野調查使用。 

已完成購置工作車 1 輛，另 4 輛工作車於

97 年 10 月前完成購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