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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96）年度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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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行政業務工作均已如期辦理完成。 

2.持續建置、維護及管理院區高速骨幹網路

以及本院所有對外連線，建置教學研究大

樓、新聘學人宿舍網路工程，並進行院區

單模光纖網路擴充，提供各單位備援網路

架構。擴充各單位公共區域無線網路服務

範圍。逐年更新各單位內部網路骨幹為

1000BaseT 為主之核心級高速網路交換

器。提供各項網路加值運用，及居家 ADSL

連網等服務。 

3.執行人事、差勤、會計、預算管理、出納

、財產/物品、公文、研究成果、學術服

務、網路投票等大小近 50 個行政管理系

統的開發與維運。新開發的系統包含學術

服務、國際研究生學程申請、醫學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管理、基因體計畫核心設施

服務、簡報、個人履歷表、公教人員婚喪

生育補助及子女教育補助申請、非公務赴

陸申報、房屋修繕、院區車輛通行卡薪資

扣款、Global Health Workshop 註冊、

學術交流及合作委員會審查、ISMAR 國際

會議訂房等系統。大幅更新的有人事、因

公出國、差勤、會計、預算管理、出納、

財產/物品、公文、生物實驗安全審查、

智慧財產權管理等系統。規劃新服務證並

實際印製。 

4.發展道邇資料庫製作工具(DORE)，並持續

支援台灣原住民、台灣民族誌數位影音、

國史館典藏國家檔案與總統文物、台灣文

獻館典藏日據與光復初期史料檔案、臺灣

省諮議會數位典藏計畫等十餘個內容計

畫之資料庫系統開發與維運。  

5.提供中英文版圖書館服務入口網站，西文

電子期刊網站服務（共 16,089 種學術電

子期刊全文），87,633 多本美加博士論文

全文，及持續維護更新圖書館自動化系統

，協助各所館員訓練，並加入全球圖書館

合作系統，提供全球館際互借與文獻傳遞

服務，另支援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研擬後設資料中文標準與相關的國際標

1.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2.院務行政、文書、出納、總務、

福利事務。 

3.人事管理事務。 

4.歲計、會計、統計事務。 

5.其他業務性之工作。 

6.廢水處理設施養護。 

7.院區總變電站及區變電站高壓電

設備維護保養。 

8.辦公房舍發電機維護、消防維護

、電梯維護、中央空調維護與數

位式交換機維護等。 

9.院區道路及其他公共設施維護等

。 

10.公共空間環境景觀工程之管理

與維護。 

11.資訊技術服務計畫。 

12.學術活動中心，綜合體育館正常

運作所需之各項費用。 

13.推動院區車輛停放之運作維持

所需各項費用。 

14.幼兒教育之運作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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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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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合作事宜，及西文期刊電子檔的長久保

存（共 2,212 種學術電子期刊），供國內

文獻保障及未來使用。 

6.HPC 服務為本院提供整體的高效能計算

服務。因應本院平行計算需求，修訂服務

方向及策略，制訂 HPC 服務之 use 

policy，並持續引進易用、彈性規格、好

管理之排程系統以有效幫助本院公共

HPC 計算環境之目標達成。本年度同時完

成64計算節PC Cluster點設施之建設提

升整體計算服務效能與品質。整理及推廣

科學計算軟體環境以及客戶服務介面等

業務。  

 

 

 

7.持續發展空間與時間整合資訊處理技術

與基礎空間資料蒐集建檔（本年度累積新

增圖資 30,800 幅）。辦理地理資訊系統開

放源碼自由軟體工作坊 6 場次，總計 90

人次參加。 發表於國內學術會議論文共

3 篇，另完成 4 項 GIS 應用軟體工具。  

8.改善大量資料儲存基礎架構與服務，針對

全院線上檔案保存服務擴充磁碟儲存容

量，將儲存設備原以磁帶為主硬碟為輔逐

步調整成硬碟為主磁帶為輔。並配合本中

心核心服務，逐步建立自動化異地備份及

復原機制。 

 

 

 9.完成電子郵件服務系統更新，增進

webmail 效能並具主機備援，提升服務可

用度。增購一台垃圾信及病毒信濾除設備

，提供所處、中心郵件伺服器過濾使用，

並結合既有設備達到負載平衡及互相備

援。提供院內網頁寄存服務，包含 PHP

動態網頁語言及 Mysql 資料庫，並搭配高

階伺服器及儲存設備，降低伺服器建置數

量，達到集中管理目的，提升網站維運效

能。  

 

 10.開設資訊推廣課程計 51 門課，485 授課

時，2,208 人次，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認

証 90 人次，ADSL 服務上線總數達 1874

門號，申請數為 233 人次，中英文院網

頁改版及上網訊息 2,066 則。 

 

學術審議及研 一、已完成辦理一般性行攻管理工作。 一、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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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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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獎助 

 

 

二、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1.如期召開評議會，成立第27屆院士選舉

籌備委員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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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參加國際組織：參加36個國際組織繳交

會費。  

  2.參加國際組織。 

 

 

3.出席及舉辦國際會議： 

(1)補助國內學會27人出席13場國際會

議，補助3位院士出席5場國際會議

。 

(2)補助國內學術團體舉辦3場國際會

議。  

  3.出席及舉辦國際會議。 

 4.學術交流合作： 

(1)舉辦「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所

屬「科學行為自由與責任委員會」

(CFRS) 會議，接待12國計17位外賓

與會。  

(2)舉辦「全球衛生研討會」(Global 

Health Workshop)，計有中外人士

85人與會。  

(3)院長率院內主管參訪6所研究型大

學，洽談學術合作。  

(4)院長率團訪問以色列，出席台以雙

邊研討會。 

(5)劉副院長及王副院長率團出席發展

中世界科學院院士選舉會議。  

(6)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23件。  

(7)發展中世界科學院執行長來訪，洽

談與國際組織合作事宜。 

(8)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校長來訪，

洽談學術合作。  

(9)日本理化學研究所(RIKEN)橫濱研

究所所長率團來訪，洽談學術合作

。 

(10)辦理國際科學理事會中華民國委

員會會員大會34人出席。 

(11)提名9人競選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

士，4人獲選；提名8人競選發展中

世界科學院科學獎，1人獲選。 

(12)與清大續合辦5項學程。  

(13)開辦院內員工英文寫作班及會話

班。 

  4.學術交流合作。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8  年度 

 99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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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本年

度共延聘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27

人(特聘講座13人、教授級6人、副

教授級4人、助理教授級1人、客座

專家3人)，以協助各所(處)、研究

中心擴展研究領域。 

 5.學術著作出版計畫： 

(1)本年度通過審查之專書共計中文2

本，英文1本。 

(2)參加2008年第16屆台北國際書展。 

  5.學術著作出版計畫。  

 6.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申請專利案96

件，獲得專利案件31件，授權案53件，

合作案20件。 

6.技術移轉及智慧財產權。 

 三、籌開第28次院士會議：如期召開第28

次院士會議召集人暨第27屆院士選舉

籌備委員會，研議院士會議日程及辦理

院士候選人提名作業，展開各項籌備工

作。 

三、籌開第28次院士會議。 

 四、檔案資料蒐集及儀器整合管理： 四、檔案資料蒐集及儀器整合管理

： 

 1.研究用漢籍及檔案資料數位化計畫： 

(1)建置資料庫（舊轉新）：267 種，約

9,000 萬字。 

(2)校對工作：6 種，約 3,000 萬字。 

(3)輸入完成書籍：20 種，約 1,900 萬

字。 

(4)轉碼：39種，約9,670萬字。 

1.研究用漢籍及檔案資料數位化

計畫。 

 2.全院機械、玻璃及電子儀器服務： 

支援全院公用儀器部分： 

(1)公用流式細胞儀服務：增購一流式

細胞高速四向分選儀。 

(2)公用微矩陣分析儀服務：增購一

Affymetrix自動清洗呈色系統。 

(3)公用核酸定序儀服務：增購一核酸

定序儀。 

(4)公用核磁共振儀服務：汰購一600

兆赫核磁共振磁鐵。 

(5)公用電子顯微鏡服務：增購一穿透

式電子顯微鏡、生物樣品微波處理

器及自動冷凍置換系統。 

(6)公用質譜儀服務：增購一二維線性

2.全院機械、玻璃及電子儀器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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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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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離子阱傅立葉轉換電場軌道阱質譜

儀。 

(7)公用共軛焦顯微鏡服務：增購一共

軛焦顯微鏡含多光子與細胞培養系

統。 

(8)公用分子定性分析儀服務：增購一

流通式生物分子感測系統。 

另支援全院公用機械加工服務： 

(1)增購一高精密銑床。 

(2)舉辦機械加工訓練，服務計45人次。 

(3)年度加工總件數為3772件，服務院內

計有547件。      

 五、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1.本年度共產生36篇會議論文，6篇期刊

論文，4篇研究報告。 

2.培育31位博碩士人才，畢業後繼續從事

數位內容相關產業或研發工作，成為核

心人才。 

3.「地圖影像發佈及應用軟體工具」完成

技術移轉，將300,000元技轉金繳庫。 

4.舉辦18場學術交流活動。 

5.數典展示中心舉辦「地圖與遙測影像數

位典藏主題展」及「穿越歷史長河--

文明科技四千年」兩次特展。 

6.「台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與網路百科推廣

研習營」教材及形成2個主題教材。 

7.國際化之多元主題學術知識網絡服務

與線上科普教育漢學資源：包含系統、

網站及個人化功能如blog、messenger

等，年度訪客全院累計數約270萬人次

。 

8.支援8項17個系統建置維護與技術服務

網站。資料庫技術繼續支援本院各內容

計畫的資料庫系統。 

五、數位典藏國家型計畫。 

 六、科學運算及網格計畫：已依原訂計劃完

成研究工作，鄉關論文發表於國際挑討會

及期刊上。 

六、科學運算及網格計畫。 

主題研究與人

才培育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1.審查通過接受補助者有30名，分別在各

相關人文研究所(處、中心)撰寫論文。 

2.如期完成招生112名。 

一、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1.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

計畫。 

2.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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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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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審查通過者124名；數理組48名、生命

組56名、人文組20名，分別在各所(處

、中心)協助本院研究人員執行相關研

究工作。 

4.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為跨領域之整合

性博士班學程，其設立目標為招收國內

外年輕優秀學生，至本院接受博士生培

訓，以培育尖端領域的研究領導人才。 

96年度與各大學合作辦理國際研究生

學程共計8項學程。學程96年度年有49

名學生(國內23名，國外26名)，外籍學

生錄取人數已達53%，較前一年度(42%)

增加11%。  

3.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4.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

畫。 

 

 5.生化所新聘助研究員，地球所岩石及礦

物學基本研究之需購置電子微探儀設

備、環變中心購置螢光分光光譜儀、高

流量採樣器等設備、植微所非洲香蕉計

畫等推動本院學術研究領域之開發。 

5.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6.本年度共接受14件推薦案，通過7件(

數理組2件、生命組3件、人文組2件)

，已順利完成審議作業。本年度執行進

度良好。 

6.中研院深耕計畫。 

 

 二、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1.本院院史編纂、民族所台灣原住民社會

變遷與政策評估調查、台灣原住民部落

服務及標本陳列館等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 

2.多醣體之結構與功能間之關連性研究

及其生物功能探討； 醣化合物之合成

以助於釐清醣化合物結構與功能性的

關連性研究；新型抗生素的研發，鎖定

抑制『轉醣酶』活性，其中包含轉醣酶

的結構分析、活性偵測及藥物篩選，阻

止病菌生長，這些研究成果皆有利於新

藥研發。並進行癌症生物指標新技術研

究，用以找出新的癌症標記以助疾病的

早期診斷甚至治療。 

二、跨所(處)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

環境之改善： 

1.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

研究環境之改善。 

 

 

2.創新性研究計畫。 

 

 3.成立共軛焦顯微鏡實驗室，作為研究細

胞及組織中蛋白質的功能。具高解析度

的顯微，3D澄清影像重建呈像能力，可

3.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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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多種不同螢光蛋白，染劑來觀察活

體細胞中指定蛋白質的表現，移動情形

，和不同蛋白質間的交互作用.所得到

的高度解析度數位影像資料，可利用軟

體分析，計算蛋白質在細胞中的空間分

佈，和蛋白質共位的程度，使影像分析

得以量化呈現。 

  

 

 4.紅火蟻之生物學研究與防治、螢光顯微

鏡專用活細胞培養裝置、購置DNA複製

儀及高速冷凍離心機、生物用多功能顯

微系統、綠光雷射、低真空超高解析度

二次電子偵測器等設備。 

4.物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

環境之改善。 

 三、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1.已完成，期間發表國際期刊論文7篇

(JCP3篇、JPCA1篇、CPL2篇、RSI1篇)

。 

三、數理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

畫： 

1.VUV同步輻射在化學反應動態

學研究之應用。 

 2.已完成，期間發表國際期刊論文2篇，

研討會論文2篇。 

2.以單分子方法研究蛋白質擾動

與折疊。  

 3.本研究計畫已完成數種有機發光基團

間光收成、能量轉移與電子轉移的基礎

研究。並於以矽/鈦原子為基礎之有機

無機混成材料與含矽基之高分子材料

為研究的母體，進行系統性的開發。在

以鈦/矽為架構的溶膠凝膠混成材料中

，光收成與能量轉移的性質，已經完整

而深入的探討，並已有二篇文章發表於

國際期刊（J. Phys. Chem. B; Chem. 

Mater.），此外，將此材料應用於光電

轉換，以達到太陽能應用之光電池雛形

，亦將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 (Chem. 

Asian J.)。在高分子材料的部份，其

光收成與能量轉換的部分已有三篇國

際期刊發表，而由光驅動所造成之電子

轉移現象，亦已在此含矽基之高分子材

料中被證實，並將成果發表於國際期刊

（Macromolecular），並且，最新的研

究發現，矽基上之取代基對於高分子光

物理性質有相當有趣的影響，取代基的

立體阻礙大小會直接影響高分子的結

構，高分子結構上的改變直接影響相鄰

3.光收成及太陽能轉換：基礎科

學及應用之研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8  年度 

 103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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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發光團間電子中心的距離，距離上的

絕對大小會導致電子傳遞速率的改變

以及發光團間的電子雲重疊，在發射光

譜與螢光衰退時間可看見取代基對於

高分子結構的影響。此新的發現也已發

表 於 國 際 期 刊 （ Chem. Comm.;  

Macromolecular）。而接續的工作亦持

續進行，其中，電子傳遞速率與發光團

間能隙差的相對關係正被深入的研究

，所獲致的結果對於太陽能利用將有卓

著的貢獻。  

 4.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文

發表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4.應用最佳化演算法於奈米結構

及生物學。  

 5.台北都會區強地動、活斷層及地震研究

： 

(1)已完成4篇論文。 

(2)在地球所內舉辦一次學術討論會。 

(3)在台北市政府防災中心安裝井下地

震儀。 

(4)在北部地區，設致井下地震儀陣列1 

部。 

(5)出席國際會議4人次。  

5.台北都會區強地動、活斷層及

地震研究。 

 6.本計畫規劃三年期的工作已全部順利

完成。執行期間共完成數十種新構型之

有機化學結構，除對其基本化學特性作

完整探討，同時亦成功拓展其應用於電

機光材料，化學偵測劑，太陽能電池，

有機電晶體，以及螢光標籤等各方面。

相關之研究成果撰寫成三十餘篇論文

，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中。本年度於十

一月中旬在嘉義舉行「第三屆功能性有

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研討會」，參加的

中日韓三方教授共二十餘人，會議十分

圓滿成功。  

6.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

。  

 7.多項負型有機半導體材料完成製備。但

負型材料的真空量測平台架構測試並

不全然成功。達成用摩擦過的自發性組

裝單層薄膜控制二苯駢蒽在有機場效

電晶體中堆疊方向，提升電晶體性能。

密度功能理論計算含氟有機半導體材

料材料，瞭解材料分子結構與價荷移動

7.有機場效電晶體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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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間關係。相關期刊論文有2篇發表。  

 8.本年度計畫至今已完成項目包含： 

(1)智慧型藥盒 

    a.發展在智慧型藥盒上的藥物排程

器已可成功的對多種藥物進行排 

程，並藉由制定的介面與智慧型

藥盒進行即時溝通。 

    b.完成智慧型藥盒上用來偵測藥瓶

放置情形所需的感測器矩陣硬體

及驅動程式。 

(2)SISARL組件 

    a.開發且實作完成SISARL組件模型

與組件描述語言，另外描述語言

前置處理器也已在開發中。 

    b.SISARL組件模擬環境已完成軟體

架構設計，目前正著手實做使用

者介面。 

(3)觸控螢幕介面及聲音介面等發展

工具已設計完成。 

(4)送藥機器人方面，已整合無線射頻

讀取器以及機器人感測器的資訊

，提供成為室內導航的決策資料。 

(5)完成設計嵌入式平台上的工作流

程引擎的雛型，目前能執行部分流

程語法，將來可將描述機器人動作

的流程語言經由引擎的執行而實

行控制機器人。 

  以上成果的軟體程式碼部分皆為自由軟  

  體並授權放進penFoundry(http://rt.op 

  enfound ry.org/Foundry/)專案中分享。 

8.SISARL：為健康銀髮族用的感

測資訊系統及服務。 

  

 9.本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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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

於發展新方法以解決運用大量生物序

列資料建立生命樹所面對的困難、比較

和分析人類與黑猩猩的基因體、和發展

重建酵母菌基因調控模組的方法。本方

法應能結合各種科學資料，以建立酵母

菌的基因調控模組。目前，我們已經開

發出一套大數量的序列排整結果視覺

化工具，稱為Phylo-mLogo。使用者可

以直接觀察數以百計的排整序列，藉由

9.功能與演化基因體學的生物資

訊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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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樹的關係，從巨觀到細微，觀察這

些序列間在不同分歧點間的差異，同時

也可以看到在同一個分歧下，序列間的

相異處。使用者也可以選擇幾個重要的

位置點直接觀察這幾個位置的差異而

已 。 在 子 計 畫 二 ， 我 們 開 一 個

EST-to-genome 的比較演算法可以用

來尋找新的exons和區分不同同源保存

或品系差異的exons。藉由比較人類、

老鼠和大鼠的基因組，我們 找到758

個新的卡帶是的exons和167個保留的

introns。我們也用PR-PCR定序的實驗

來驗證50%~80%預測的exons。這個演算

法非常適用於相近物種的比較。更進一

步，我們的分析也發現這些新發現的

exons，似乎是得到正面的天擇。更進

一步的分析，將會持續進行。在子計畫

三，我們已經建立不同可運用到酵母菌

調控網路的生物資料資料庫。目前正在

發展新模型和計算方式，來建立酵母菌

的基因調控模組。 

 10.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

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0.高效率新穎奈米熱電材料之

研發及其於再生能源之應用。 

 11.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

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1.生物巨分子結構及演化研究。 

 12.已完成，期間發表國際期刊論文30篇

、出版書刊1種。  

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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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可調雷射在原子、分子與光子學的尖

端研究： 

 (1)已完成部分：期間發表SCI期刊論  

    文8 篇、研討會論文11篇、專利接 

    受案2件。 

 (2)未完成部分：實驗耗材及儀器購案 

    廠商尚未交貨故辦理保留。 

13.可調雷射在原子、分子與光子

學的尖端研究。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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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發表論文七篇，一篇正在審查中 

        ，六篇正在撰寫中，一件專利申請 

        中，一次受邀出國演講。 

 (2)將研究拓展至其他的非致病性格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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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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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蘭陰性菌包含P s e u d o m o n a s 

        oleovorans, Pseudomonas putida 

        等脂質A(lipid A)的研究上，同 

        時，我們也將結合由細菌轉化的含 

        氟脂肪酸，合成仿脂質A的衍生物  

        。 

     (3)已完成 alpha-galactosyl       

ceramide 及其第六號氧原子位置 

        衍生物的合成。尚在開發新方法製 

        備 alpha-galactosyl ceramide之 

       「碳」類似物。 

     (4)實驗已證實Lipopoly- accharide  

        (LPS) 藉由共同授子MD-2和在細 

        胞上授子TLR-4作用。我們利用大 

        腸桿菌E. Coli 表達會和LPS相互 

        作用的MD-2(31KDa)蛋白質，目前 

        已可得若干純化MD-2。接下來將在 

        分析MD-2和不同菌珠產生之LPS其 

        和結合能力。 

 (5)與其導致發炎及免疫反應與之關  

        連性。 

 (6)完成利用 innate 免疫反應或  

    adaptive 免疫反應之增加來治療 

    癌症為常見的實驗方式。此計畫有 

    三個目的： 

a.了解合併 innate 及 adaptive     

  免疫反應對於 melanoma 癌症之 

    療效。 

       b.尋找更具抗癌性的-GalCer  

         derivative(s)。 

       c.研究-GalCer及其 derivative(s 

         )對於免疫系統作用之細胞與分 

        子機制。 

       d.完成新型 alpha-(2,3), alpha   

         (2,6)sialyltransfer- ace 抑制  

         劑且具防止癌細胞擴散及低毒性 

         之作用。成功地開發新型alpha- 

         (2,3)-sialyltransferase抑制 

         劑並具apoptosis性質。 

 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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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新型咔唑衍生物的研究、設計

與應用：螢光生化顯影劑暨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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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完成，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6 篇、  

    研討會論文 2 篇、學術專著 1 種。 

 (2)未完成部分：儀器購案廠商尚未交 

    貨故辦理保留。  

粒酶抑制劑。 

 16.以精密之太空質譜儀觀測宇宙射線第

四期計畫： 

 (1)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相關

論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2)未完成：分攤實驗費未取得發票。 

16.以精密之太空質譜儀觀測宇

宙射線第四期計畫。  

 17.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鄉關論

文發表於國際挑討會及期刊上。  

17.應用於奈米生物顯像之電鏡

相位板的設計與製作。 

 18.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

文發表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8.發展金字塔形單原子針為場

發射離子及電子源之研究。 

 四、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四、生命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

計畫： 

 1.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    

論文已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1.雙專一性去磷酸酶之功能與結

構研究。  

 2.如期完成。  2.肺癌細胞特定表面受體之鑑定

研究。 

 3.斑馬魚之動物模式研究人類疾病之基

因體功能： 

(1)已經建立以肝臟專一性及全身性表

現之起動子過量表現斑馬魚 PPAR

之轉基因魚，已建立肝臟過量表現

Akt2 之轉基因斑馬魚，以做為研究

脂肪肝、肝炎、肝硬化及肝癌形成

病理過程的分子機制之動物模式。 

(2)cdx1b 可以調控腸道內 goblet 

cell 的形成。 

(3)胚胎內 PREG 與PROG的比例對於斑

馬魚背、腹軸的正常形態形成是必

要的。 

(4)已建立含人類正常型或突變型

α-synuclein 基因之基因轉殖螢

光斑馬魚並已傳至 F1。已完成斑馬

魚 β-,γ1-和 γ2- synuclein 基

因在不同胚胎發育時期之表現情形

。 

(5)已開發出 microRNA 的生物資訊辨

識工具。並已建立了人類、斑馬魚

3.斑馬魚之動物模式研究人類疾

病之基因體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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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兩千餘種已知病毒基因體的預

測 micro RNA 資料庫以及其可能的

調控標的基因。 

 4.已如期完成。 4.泛素/類泛素系統蛋白質修飾

作用之機制及其下游訊息傳遞

之譯釋。 

 5.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文

已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5.醣類免疫功能之研究。 

 

 6.已如期完成。 6.利用分子及蛋白質圖譜分析以

鑑定登革熱病毒與寄主作用之

機制。 

 7.已經完成植物水分相關逆境基因功能

的探討，轉殖植物逆境測試已經完成，

證實轉殖植物可以抵抗環境逆境。啟動

子的逆境誘導功能及其分子調控機制

也已經證實，並開始應用在生物科技上

。 

7.植物水分逆境相關基因的功能

註解。 

 8.如期完成。 8.改善漢丁頓舞蹈症所引起之神

經退化病症的策略研究。 

 9.珊瑚白化、共生藻多樣性與光生理差異

研究： 

(1)已完成籬枝軸孔珊瑚共生藻系群兩

年期的野外長期變動資料。 

(2)建立以單股和苷酸序列構型多型性

分析與 Realtime PCR 偵測不同共生

藻系群的時空變化。 

9.珊瑚白化、共生藻多樣性與光

生理差異研究。 

 10.繼續探討 DAPK 之定性研究：分子作用

機制、新生理功能、以及 TGF-B 訊息

主導的表現。 

10.DAPK 之定性研究：分子作用機

制、新生理功能、以及 TGF-B

訊息主導的表現。 

 11.繼續探討神經突出的調控機制。 11.神經突出的調控機制。 

 12.魚類聽覺能力形成機制的研究：  

(1)已完成從胚胎開使到稚魚期間，內

耳的毛細胞增殖及 ABR 電生理表

現之關係。 

(2)己完成甲狀腺素添加或抑制劑對

耳石及感覺毛形成的影響。 

12.魚類聽覺能力形成機制的研

究。 

 13.製備了 8 個水稻雄花與種子之 MPSS

基因庫、以及一個 in-house 分析網

頁，開始進行大量的分析。 

13.找尋水稻種子基因。 

 14.如期完成。  14.癌症基因體資料庫: 整合台灣

常見癌症基因體資料並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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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系統性。 

 

 

 

15.魚類如何適應淡水：老問題的新答案

： 

(1)已利用不同探針發現斑馬魚具有

專一的離子運輸細胞，可能分別負

責不同離子收收。 

(2)已完成殖斑馬魚鈉鉀通透蛋白

Na-K-ATPase 五種次單元基因之啟

動子，並分析位於啟動子上之轉錄

因子結合序列及其活性之影響分

析。 

15.魚類如何適應淡水：老問題的

新答案。 

 16.開發抗癌之藥物組合－ATO 、AMHAS 及

其他藥物之組合：如期完成。 

16.開發抗癌之藥物組合－ATO 、

AMHAS 及其他藥物之組合。 

 17.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

文已發表於國際研討會。 

17.針對異常醣化作用的新奇診

斷方法及藥物研發。 

 五、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研究計畫

： 

五、人文社會科學跨所（處）主題

研究計畫： 

 1.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台灣、中國大

陸、美國三地追蹤研究： 

(1) 96 年 1 月到 3 月進行 620 筆失敗

樣本再追蹤，成功完訪 123 筆，第一

階段及第二階段共完成 2710 筆樣本

追蹤，完訪率達 82.69％。 

(2)完成中文資料輸入及合併 93 年第

一波與第二波調查資料，進行 2 波資

料總檢誤後，進行問卷補問及複查。 

(3)美國資料進行 2 波合併與檢誤，並

且逐一核對行職業，蒐集並彙整美國

地區詳細區域代碼相關資料。 

(4)96 年 12 月 12 日開會討論美國、大

陸、台灣三地的資料檢誤結果，並且

規劃 97 年國際研討會相關事宜。 

(5)完成大陸與台灣問卷掃瞄成電子檔

備份。 

1.社會資本的建構與效應：台灣

、中國大陸、美國三地追蹤研

究。  

 2.感同「身」受：日常生活與身體感的文

化研究： 

 (1)本計畫共舉辦 7 次討論會暨讀書會  

    ，共同研讀書籍，除本計畫之成員 

    外，並邀請從事相關之研究學者參 

    與，此外，並進行 2 次之演講活動 

    ，邀請史語所袁國華教授、政治大 

2.感同「身」受：日常生活與身

體感的文化研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8  年度 

 110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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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鍾 蔚 文 教 授 及 P r o f . 

    AndrewStrathern and Dr. Pamela  

    J. Stewart (Strathern)演講。 

 (2)94 年度工作坊發表之各篇文章已各 

    自於學刊上發表，並集結成「體物 

    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一書， 

    擬於 2008 年出版。95 年度「身體 

    修練」工作坊之各篇文章擬以專刊 

    式於 2008 年年初投稿「台灣人類學 

       刊」。 

 (3)96 年度下半年召開之「日常生活與 

    身體感」工作坊共發表 10 篇文章， 

    擬集結為論文集，其校訂出版籌備 

    工作刻正進行中。 

 (4)各子計畫按本年度工作重點，持續 

    進行田野研究及資料蒐集工作，本 

    計畫方網站書目資料庫之建檔亦陸 

    續登錄。 

 (5)總計畫及各子計畫之預算按進度順 

    利執行。 

 3.唐宋社會變遷研究－以組織、秩序為中

心的討論： 

    (1)定期研討會十二場，包括定期會議          

       五場及助理會議五場。定期會議以    

       討論計畫進行及輪流報告研究成果  

       、討論相關議題為主，本年度特別       

著重九月份國際會議發表文章之研

討；助理會議每次由一位助理根據

其領域設定專題報告及討論。其中

第十五次定期會議及助理會議合併

舉行，以「基調與變奏：7-20       

世紀的中國」為名，與中國史學會

及政大歷史學系合作。本計畫負責

唐宋組部份，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

知名學者共 15 名與會並發表論文

。本計畫八位子計畫主持人及四位       

兼任助理均有論文發表，展現三年       

來合作之成果。此次會議分三組，

共有國內外相關學者及研究人員約

二百五十餘人與會，成果豐碩。 

    (2)劉靜貞教授、林煌達教授帶領本計

3.唐宋社會變遷研究－以組織、

秩序為中心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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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研究助理鄭丞良、鄭銘德、李

如鈞等三人於2007年8月1-3日參

加「2007 浙江大學宋史青年學術研

討會」並發表論文四篇。 

 (3)本計畫之成員發表論文十二篇、兼 

    任助理發表論文四篇。  

 4.子計畫一至國小施測已完成第一階段

之進度，持續進行第二階段之施測中

，將擴大受測人數。成人字詞辨識的

行為實驗與腦電波實驗已經完成，持

續進行資料分析中。將視結果修訂腦

磁波實驗的進行與否。子計畫二旨在

探討中文字視覺字性分析相關腦神經

機制的時序演進。依據先前建立的技

術及腦磁波實驗特定的實驗程序，正

在分析已取得之腦磁波資料，並據以

修正新的實驗程序，我們將進一步確

認這些時序訊號變化的大腦生理相關

。為更清楚表達中文在大腦中時空訊

息傳遞的過程，我們進一步將腦磁波

訊號與功能性磁振造影結果作結合，

精確提供中文字視覺字性分析過程中

神經傳導路徑的時空剖面圖。子計畫

三依計畫第三年內容進行實驗，分別

探討詞素意義個數、首字鄰項個數、

與詞頻在腦電波事件誘發電位所產生

的效果。實驗均依進度完成，結果與

預期也相符合，同時也加入眼球移動

的測量來探討相關課題。子計畫四已

進行穿顱磁刺激的實驗，探討左右半

腦初級視覺皮質對於中文字詞部件處

理的角色以及初級視覺皮質介入處理

的時序性。子計畫五第三年的進度以

雙字詞字對為實驗刺激材料，以老人

為受試者探討錯誤聯結現象，目前正

依據前二年所蒐集之資料進行實驗程

序之修正。 

4.字詞辨識：行為、發展以及神

經生理取向的整合性研究。 

 

 5.本年度共舉辦八場專題演講、一場學

術座談會，總計邀請十五位中外學者

，實際參與學術討論。總計畫並擬定

《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釋》、以及〔

5.儒家經典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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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的出版

計畫，其中《經典的形成、流傳與詮

釋》已於 2007 年 11 月出版。〔西方學

者詮釋中國經典叢書〕已陸續完成三

套書的翻譯作業，審稿後將送出版社

進行出版流程。各子計畫皆按時提出

研究成果，並有五人出國分赴大陸、

日本等地進行學術考察。 

 6.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  

(1)於 96 年 12 月 13-15 日與中研院史

語所共同舉辦「進入中國城市：社

會史與文化史的視野」國際學術研

討會。會議邀請 Susan Naquin 教授

等 28 位歐美、澳州、新加坡、香港

大陸、以及國內學者與會發表論文

。 

(2)舉辦二次工作坊： 

   a.第一次工作坊：於 96 年 1 月 8 日

與暨大歷史系、中文系共同舉辦「

傳統中國的社會生活與文化」會議

，並與暨大師生進行交流討論。 

   b.第二次工作坊於 96 年 11 月 10-11

日假日本京都大學，與京大人文科

學研究所共同舉辦「中日近世城市

生活」研討會。此次會議日方計有

京都大學、東京大學、大阪市立大

學等 15 位知名學者參加，針對近

世中國與日本之城市研究議題與

本計畫團隊進行討論。日方與會者

對於我方團隊研究內容印象深刻

，學術交流成果良好。 

 (3)計畫網站之「都市史學術網路討論

群」持續發布相關書訊、學訊。網

站並逐步更新版面欄位，亦陸續新

增城市研究相關資料。參訪人數年

度成長幅達 184%，迄今已突破

11,366 人次。 

 (4)發表會議論文九篇。 

6.明清的城市文化與生活。 

 

 7.二十世紀台灣與華南沿海地區疾病感

染與環境變遷互動之探討： 

(1)資料庫之建置:已完成日治時期臺

7.二十世紀台灣與華南沿海地區

疾病感染與環境變遷互動之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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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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撰寫：已完成「臺灣與華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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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

地圖正繪製中。 

 8.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較研究： 

(1)本計畫下各子計畫已於 2007 年完

成在大陸與臺灣地區的初步田野調

查與資料蒐集作業。 

(2)本計畫於2007年11月28日假近史

所會議室舉行主題計畫期中討論會

議。會議由總計畫主持人陳永發所

長主持，會中由各子計畫主持人報

告田野調查作業與研究進度內容，

並交換相關意見。 

8.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會比

較研究。 

 六、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 

近三年執行績效： 

1.學術技術面效益 

(1)學術面之重大突破及影響包括期刊

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發表 13 篇(包括

國際研討會論文 4 篇、SCI 論文 5

篇及國際專書 4 本)，人才培訓 107

人(包括研究人員 35 人、專任助理

50 人及兼任助理 22 人) ，對具創

新性利基性之農業生技關鍵知識有

所助益，並提升我國在國際農業科

技社群之能見度。 

(2)技術面包括專利之申請及取得。95

年度之申請中專利有 3 件，預備申

請專利則有 6 件，除了專利轉移至

廠商，可獲得授權金外，其效益是

對科技研發成果有價化與產業化有

向上提升之作用。  

2.經濟面效益： 

最大效益在於農業生技產業化或工業

化的同時，將帶動資金的投資，土地的

高價值利用及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其中

包括技術移轉、授權及成立新公司等。

六、農業生物技術國家型科技計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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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年度可轉移之技術有 6 件，另外有

一家新公司正在籌備中，其對於產業推

動及整合有相當之助益與影響。  

3.社會面效益： 

(1)在生物技術在植物產業之創新研發

方面，以『蔬果花卉保鮮技術之整

合與應用』為例，可幫助農民延遲

花卉蔬果老化並改善其品質；在『

有機化農業的生產規範及關鍵技術

之整合』中，番茄之抗病品系及抗

菌液已研發成功；在『中草藥及保

健食品產業化體系之建立及推動』

項目上，持續研究可抗癌及抗氧化

等之保健食品，有助保健食品之創

新研發與推廣；其它如蘭花之病毒

防治等對蘭花產業亦有一定程度之

影響與效益。 

(2)生物技術在畜牧及水產養殖業之創

新研發重點領域方面，已積極研發

口蹄疫疫苗，將來成果可申請專利

並對畜牧業具極高利益；於分子生

物產業應用及技術平台之建立方面

，如 GMO 產業、基因體研發與應用

、生物反應器等之研發與創新，皆

對國內及國際社會投下擴散及推廣

之契機。 

 七、本年度共執行延續性基蛋計畫共 35 件

，並定期繳交期中成果報告，執行成效

良好。 

七、基因體暨蛋白體創新研究計畫

。 

自然及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 

● 數學研究 

1.舉辦 187 場演講。 

2.發表 51 篇論文。 

3.學人來訪 100 人次。 

4.出版數學傳播及數學集刊各四期。 

5.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58 人次。 

6.舉辦 「台灣-日本逆問題聯合研討會」。 

7.舉辦 「2007 台灣-日本數值分析及科學

計算聯合研會」。 

8.舉辦「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幾何原本》

四百週年紀念研討會」。 

9.舉辦「代數李理論研討會」。 

 

1.應用數學與分析。 

2.幾何及數學物理。 

3.組合數學及其應用。 

4.機率論。 

5.數論與代數。 

6.數學科學研究中心計畫。 

7.理論科學中心北區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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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舉辦「2007 年數學學術研討會暨中華民

國數學會年會」。 

 ● 物理研究 

已依原訂計畫完成研究工作，相關論文發表

於國際研討會及期刊上。 

 

1.奈米科學研究。 

2.複雜系統研究。 

3.中高能物理研究。 

 ● 化學研究 

本所在本年度共舉辦專題演講 70 場次；舉

辦學術研討會 4 場次；發表論文 83 篇；取

得專利 2 件；邀請國外學者來所訪問 32 人

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訪問 23 人次；獲

國、內外重要殊榮 5 人次。 

 

 

1.有機場效電晶體與材料。 

2.燃料電池研究。 

3.光收成及太陽能轉換。 

4.功能性有機化合物的分子建構。 

5.自組裝奈米結構。 

6.奈米觸媒系統的開發與應用。 

7.蛋白質以及 DNA 結構的相關研究

。 

8.醣脂質作為抗癌和抗菌藥物的研

究。 

9.檢測試劑、病毒相關機制與抗病

毒、抗癌疫苗之研發。 

 ● 地球科學研究 

1.已依照進度完成右列研究計畫。 

2.舉辦 41 次學術演講，3 次大型研討會，

發表 51 篇學術文章。 

3.出席國際會議 46 人次，邀請國外學者來

訪 20 人次，大專學生參與暑期研究計畫

13 人次。 

4.延攬人才 2 人。 

5.訂閱期刊 100 種，購置圖書 95 冊，電子

期刊資料庫 1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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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高精度空載雷射掃描地形測制

與活動斷層分析。 

 ● 資訊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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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舉辦國內學術會議12次、國際學術會議4

次、學術演講74場（含國際研究生演講）

，發表出國論文46篇、專利1篇、出版JISE6

期共120篇論文，訂閱專業英文期刊332

種、中文期刊42種（含報紙）、圖書743

冊。 

2.完成項目概列如下:以電腦視覺為基礎之

使用者介面，健全的認證影像浮水印技術

，自動化的人臉辨識系統，適用於視訊監

控系統的視訊資料整理法則，語義為本的

中文剖析系統，中文知識本體概念網，影

音新聞檢索系統，國語語音合成系統與國

語新聞語音語料庫，具網路延遲與中斷容

忍力之行動網路，下一代分散式搜尋引擎

，確保型態正確之XML文件轉換方法，自

動或半自動機制產生知識地圖內容，整合

於電子郵件顧客端的安全插件(Plug-In)

，調適性原型學習計算法則，可適用於多

態性基因（polymorphisms）為基礎的族

群分類程式，在異質群組環境下估算資料

傳輸時間和效率之精確模式，試驗性質的

線上地理空間資訊服務平台，高通量基因

型鑑定之自動化流程，mRNA衰減在其他物

種基因表現資料的影響之分析，基因體整

合導覽平台，生物序列自動註解系統。 

1.多媒體技術。 

2.中文資訊處理。 

3.高效率計算理論研究。 

4.電腦系統與網路。 

5.網際網路與 XML 研發計畫。 

6.智慧型代理人系統。 

7.資訊網際合作實驗室研發。 

8.文件分析與辨識。 

9.平行處理。 

10.遠端操控系統之順應性控制。 

11.資通中心。 

12.生物資訊。 

13.資訊與系統安全。 

14.Biological Computing 計畫。

Advanced Date-Intensive Grid 

Computing 計畫。 

 ● 統計科學研究 

1.繼續統計科學基礎研究並發表論文及出

版專書(發表論文 112 篇，其中 SCI 論文

48 篇，研討會論文 64 篇)。 

2.舉辦多項統計研討會議以推廣統計教育(

國際會議及前瞻會議各 1 次)。學術演講

63 次。 

3.進行多項所際合作計畫以拓展研究開發

新領域(邀訪 29/29 人/次及出國 37/72

人/次)。 

4.推動中華統計學誌發行，以建立本所在國

際之學術地位(發表論文 82 篇)。 

 

 

1.機率論研究。 

2.數理統計研究。 

3.生物統計、生物資訊與統計遺傳

學之研究。 

4.功能性腦影像統計分析之研究。 

5.財務統計研究。 

6.教育統計研究。 

7.時間序列研究。 

8.環境與空間統計研究。 

9.實驗設計研究。 

10.機器學習與統計計算研究。 

11.研究支援實驗室。 

12.人才培育。 

13.中華統計學誌期刊編輯與發行。 

14.短期統計方法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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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生物數理研究。 

 ● 原分與分子科學研究 

在實驗與理論相互配合下，右列之重點計畫

均已按既定的目標執行，並已有豐碩之研究

成果，如主辦學術研討會3場；發表期刊論

文148篇；本所獲得獎項4項；專利2項；訂

閱紙本中文期刊3種、西文期刊15種；訂閱

電子期刊1種；採購西文、圖書14本、中文

圖書14本。 

 

1.化學動態學及光譜研究。 

2.尖端材料及表面科學研究。 

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研究。 

4.原子物理及光學研究。 

5.能源科學研究。 

 ●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 

1.使用世界級望遠鏡處理天文物理課題，發

表多篇論文。 

2.本年度本處同仁使用 SMA 觀測結果完成

25 篇論文，並在其中 14 篇擔任第一作者

。 

3.已獲得上億筆光度測定資料，並偵測到一

個可能的古柏帶天體。 

4.模擬鄰近星系核之結構與演化，及原行星

盤內巨行星之形成及後續演化，進展良好

。 

5.13 座天線的擴建工程進展良好，預計 97

年完成，屆時觀測速度可提高 15 倍。 

6.繼續與國立清華大學合作，針對天文物理

問題進行尖端理論研究。進展良好。 

7.廣角紅外線相機（WIRCam）於 2006 年裝

置於加-法-夏望遠鏡上， 已成為加-法-

夏望遠鏡上的主要儀器之一。 

8.正興建前段整合中心，負責組裝及測試

ALMA-J 興建之天線中的接收機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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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流力磁流力計算程序。 

5.宇宙微波背景輻射陣列。 

6.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 

7.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學。 

8.大型毫米波暨次毫米波陣列。  

 ● 應科科學研究 

1.中心內人員發表期刊論文 35 篇、研討會

論文 29 篇、技術報告 2 篇、學術活動 26

次。 

2.舉辦 2007 力學論壇研討會、2007 海峽兩

岸理論與應用力學研討會、The 3rd 

Taiwan-Japan Joint Workshop on the 

Mechanism of Sediment Laden Flow、

Multiscale Dynamics of Biomolecules 

2007 等四場研討會。 

3.學術演講 27 場次。 

4.出席國際會議及訪問 40 人次。 

 

1.奈米生物研究。 

2.光電研究。 

3.理論模擬研究。 

4.力學與工程科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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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訂閱2007年電子期刊18種，西文圖書27

本。 

 ● 環境變遷研究 

1.已依原訂計劃完成研究工作。 

2.本年度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外參訪共  

51 人次。 

3.舉辦「環境與氣候變遷的研究-挑戰與機

會」研討會，學術專題討論演講共 47 場

次。 

4.發表 SCI 期刊論文 42 篇，研討會論文 15

篇，專書章節 1 篇。 

5.出版全球大氣化學季刊 3 期。 

6.邀請國內學人短期來訪 1 人次，國外專家

學者來訪進行學術交流 7 人次，延攬客座

1 人次。 

7.本年度分別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環境研究所」、「廈門大學近海海洋環境科

學國家重點實驗室」、「菲律賓大學 

Diliman 分 校 海 洋 科 學 研 究 所  ( 

Berkeley Institute of the 

Environment,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簽訂學術交流

合作協議。 

 

1.台灣地區臭氣與懸浮微粒之生成

及傳輸。 

2.台灣西部平原之熱島效應及其對

區域氣候影響。 

3.台灣河流生地化系統整合研究。 

4.台灣近岸與河口水體環境。 

5.東沙島及南海大氣驅動海洋生地

化循環作用研究。 

6.台灣區域性氣候變化。 

 

 

 ●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本年度內共發表七十多篇於國內外重要學

術刊物及專書。舉辦二次國際研討會及訂期

專題演講五十六次。發行「Botanical 

Studies」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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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與環境互動之研究。 

7.植物二次代謝之研究。 

8.大型合作計畫：植物生長與分化

之分子生物學研究。 

 ●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1.已依照進度完成左列研究計畫，發表論文

70 篇於國內外學術刊物。 

2.舉辦學術專題討論演講 19 場次。. 

3.出席國際會議 15 人次。 

 

1.動物環境適應機制的整合性研究

。 

2.動物模式與藥物篩選。 

3.動物病毒與微生物研究。 

 ● 生物化學研究 

1.本年度共發表論文 90 篇於國內外學術刊

 

1.細胞生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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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2.舉辦第十二屆生物物理新知研討會、蛋白

質研討會暨 30 周年所慶 

3.定期演講 4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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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1.與 9 家醫院學術合作、舊棟大樓空調汰舊

換新等工程。 

2.期刊論文發表 68 篇。 

3.學術演講 43 次。 

4.研討會論文發表 37 篇。 

 

1.研究群：在癌症、心臟、感染、

神經、遺傳與流行病；生物資訊

；結構生物及細胞訊息傳遞繼續

研究。 

2.群體基因體醫學研究計畫。 

3.新興計畫。 

4.擴建基因體醫學研究基礎設施。 

5.加強基因轉譯研究。 

6.建置台灣基因資料庫的基礎設施

。  

 ● 分子生物研究 

1.邀請國外專家學者至本所參與學術演講

活動共49場。 

2.出席國際會議27人次，於研討會中發表論

文共89篇。以及發表期刊論文73篇。 

3.邀請5位國內學者至本所進行短期訪問研

究。 

4.與陽明大學合作進行博士班研究生訓練。 

5.繼續研究探討執行各項研究計畫。 

 

1.生物巨分子間相互之作用。 

2.遺傳性表現與調控，分化及發育

。 

3.核糖核酸剪接機制之研究。 

4.植物分子生物學。 

5.結構生物學。 

6.分子寄生蟲學。 

7.分子免疫學。 

8.基因轉殖老鼠。 

9.毒殺型淋巴球免疫記憶之細胞分

子與結構機制。 

10.發育中之轉錄調控。 

 ●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 

1.本處於96年5月7-11日舉辦植物微管束系

統生物學國際研討會,邀請國外學者55名

，及國內學者6名與會演講，國內外300

多人報名參加，並有101篇論文參與比賽

。 

2.本年度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共22人次，均

參與壁報展出。 

3.共舉辦36場次學術專題演講。 

4.發表39篇論文於國內外刊物。 

5.本年度共獲得專利4件。 

6.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2人，國外顧問專

 

1.植物逆境研究。 

2.分子疫苗科技研究。 

3.中草藥醫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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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來院訪問2人次。 

 ● 轉殖植物實驗室 

提供院內各項植物轉殖服務共計 49 次。提 

供申請材料服務共計 33 次。 

 

1.轉殖植物相關研究工作。 

2.協助外來基因進入阿拉伯芥及菸

草工作之進行。 

 ● 生命科學圖書館 

1.完成兩千餘種圖書及資料庫採購、編目、

典藏。 

2.完成萬餘種期刊及電子期刊之徵集與訂

購。 

3.提高了館藏資源的利用。 

4.改善圖書館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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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關轉業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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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臨海研究站 

1.發表學術論文共 10 篇，送審論文 5 篇，

研討會論文 7 篇。 

2.協助支援院內外之田間試驗之執行。 

3.斑魚馬 mylz2 啟動子技轉授權。 

4.出國學術研究訪問 4 次。 

5.參訪研究站及參觀生物多樣性展示室等

計 26 梯次 865 人。 

 

1.執行海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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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驗及理中心的任務。 

3.GMO 安全性檢驗平台技術之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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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基因體研究，提升養成效益。  

 ●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1.舉辦 8 場國際研討會／研習會。 

2.發表學術論文共 60 篇。 

3.學術研究討論演講 32 場次。 

4.出版動物研究學刊 6 期。 

5.延攬博士後研究學者 9 人在本中心進行

研究。 

6.國內學人短期訪問 5 人。 

 

1.遺傳多樣性及演化基因體。 

2.台灣生物相之系統分類。 

3.台灣陸域及淡水生態系。 

4.海洋生態系。 

5.西太平洋海洋生物地理親緣。 

6.台灣物種資料庫之建立及整合。 

7.生物多樣性之保育及永續利用。 

 ● 基因體研究計畫 

1.本中心已進行重要儀器設備之購置（例如

超高速篩選系統、雙系統雷射掃瞄共軛焦

分光光譜顯微鏡及多光子影像系統光路

徑組件、病理組織切片全相式影像掃描機

染色體中期自動搜尋分析系統及正立研

究用顯微鏡、化學藥物管理平台、超快鈦

藍寶石雷射等貴重儀器）, 以供中心專題

研究，核心設施正常運作。 

2.已建立高速藥物篩選實驗室及進行生物

 

1.蛋白體與結構生物。 

2.化學生物與新藥研發。 

3.建立高速實驗室。 

4.高效能分析發展與藥物篩選。 

5.抗 SARS 藥物研發。 

6.幹細胞/再生醫學研究。 

7.疾病基因相關研究。 

8.癌細胞之訊息接受與調節訊號的  

  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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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第三等級實驗室、分子與細胞醫學實

驗室。 

3.生技育成中心：目前已有 6 家新創公司核

准進駐，且有 6 家廠商正式運作。 

9.基礎臨床/轉移研究。 

10.建立生物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 

11.生物資訊。 

12.基因預測及序列對排方式的發 

   展。 

13.創新技術發展。 

14.質譜儀分子影像。 

15.育成中心。 

 

 

●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1.有 5 位計畫主持人、2 位研究助技師及 27  

  位全職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員、研究助 

  理、博士研究生) 與 17 位半職技術人員

在南科生技中心進行實驗運作。已經建立

水稻、番茄、青花菜、芒果、蘭花之基因

轉殖平台，並進行建構抗病、抗逆境品系

。目前已有具潛力之轉殖株進入溫室栽種

評估中。 

2.利用篩選水稻 T-DNA 插入變異株之種源

庫篩選具商業價值之特定功能基因，初部

成果與世界級農業生技公司「孟山都」與

「BASF」洽談合作、技轉事宜中，預計在

97 年將取得簽約成果。 

3.與成大、嘉大、交大、東海、元智、長庚

等大學組成生質能源研發團隊，進行 96

年度農業生技國家型整合性計畫「應用多

重生物技術轉化稻草與狼尾草成多種生

質能源之開發」，此整合計畫已獲 97 年延

續執行。 

4.與成大合作共同指導數位博士班研究生。 

5.2007 年有 17 篇 SCI 研究報告發表。  

 

創新生物科技及推動南部生物科技

產物發展。 

 ● 史學及考文研究 

已完成計畫： 

1.9 場學術研討會、2 場研習營；20 場學術

講論會及各項讀書會、討論月會等；邀請

國外訪問學者 13 人；並執行本所及本院

約 58 個研究計畫案。 

2.學門發表論文 62 篇、專書 4 本、會議論

文 47 篇；考古學門發表論文 26 篇、田野

調查報告 7 篇、會議論文 29 篇；人類學

門發表論文 26 篇、專書 1 本、會議論文

21 篇；文字學門發表論文 13 篇、會議論

 

1.歷史學門。 

2.考古學門。 

3.人類學門。 

4.文字學門。 

5.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 

6.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 

7.出版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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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8 篇。數位典藏計畫發表論文 1 篇、會

議論文 2 篇。 

3.研究室持續蒐集資料，另執行三項研究群

計畫。 

4.考古標本建檔計約 62,427 餘筆。文物修

復 21 件（包括陶器、瓷器、卜骨等）。 

5.陳列館接待參觀人數 7 千多人；舉辦通俗

演講 3 場。 

6.電子文獻資料庫：建置約 9,000 萬字，輸

入 1,900 萬字。明清檔案：整理 13,323

件、完成摘要 18,978 件、檔案掃描及校

對 121,930 頁。 

7.傅斯年圖書館服務到館使用 18,354 人次

、團體參觀 28 次。採購圖書 6,792 冊、

交換贈送 1,225 冊；現期期刊採購 567

種、交換贈送 597 種。善本書目整理、古

籍線裝書審定 1,357 部、圖書燻蒸 8,887

冊等。 

8.圖籍掃描約 40,999 頁。 

9.出版《集刊》4 本、專刊 2 種、另有 6 種

作業中；出版《古今論衡》2 本、Asia Major 

2 本、《法制史研究》2 本。 

 ● 民族學研究 

1.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約 160 篇，學術專著出版 6

種，另本所出版書刊詳如下： 

  (1)定期期刊 2 期。 

  (2)不定期期刊 1 期。 

  (3)翻譯專書 2 種。 

2.舉辦學術研討會： 

  (1)學術研討會： 

 a.「性別與飲食」研討會，96.5.18 

        ，於本所第一會議室擧行，參加人 

        數約 120 人，發表論文 7 篇。 

 b.The Future of Ethnographic 

      Practices 民族誌實踐的未來，

96.6.2-3，與暨南大學合辦，於暨        

南大學人文學院院會議廳擧行，參        

加人數約 80 人，發表論文 11 篇。 

 c.第四屆人類研習營「社會文化變遷      

與 再 創 造 ： 人 類 學 的 觀 點 」，      

 

1.台灣原住民社會文化之研究。 

2.中國大陸少數民族之研究。 

3.大洋洲地區人類學研究。 

4.族群接觸與文化變遷。 

5.漢人的文化與行為之研究。 

6.《番族慣習調查報告書》暨《蕃      

  族調查報告書》中譯出版計晝。 

7.台灣原住民訪問者計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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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3-6，於太平洋翡翠灣温泉渡        

假飯店擧行，參加人數約 90 人，發

表論文 10 篇。 

    d.宗教、動物與環境：台灣放生現象研

究國際學術研討會，96.9.29-30，於

本院學術活動中心擧行，參加人數約

120 人，發表論文 15 篇。 

    e.媽祖信仰與馬祖國際學術研討會，        

96.10.17-18，於馬祖擧行，參加人

數約 55 人，發表論文 15 篇。 

    f.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應用與推廣研討

會，96.10.26-27，於本所第一會議

室擧行，參加人數約 80 人，發表論

文 12 篇報告。 

    g.「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第三        

屆研習營：文化及心理療癒的本土        

化生成—倫理照顧的種種技藝，      

96.12.7-8，於本所第一會議室擧        

行，參加人數約 100 人，發表論文        

9 篇報告。 

(2)舉辦學術演講會 24 次，週三固定研究

報告會 15 次，研究群工作坊 26 次。 

3.人員奉派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 35 次，提

報論文 34 篇。 

4.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2 次，並舉 

   辦演講 2 次。 

5.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作

6 人。 

6.協助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從事研究工

作 3 人。 

7.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1,685 冊。 

(2)東方語文圖書：1,401 冊。 

(3)現期期刊種數：597 種。 

  (4)期刊合訂本：750 冊。 

(5)地圖訂購 183 張。 

  (6)光碟暨線上料庫：4 種。 

  (7)電子書訂購 66 種。 

8.博物館： 

(1)提供法國布利碼頭博物館文物借展。 

(2)提供十三行博物館文物辦理「鐵－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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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暗中的烈焰」展覽。 

(3)新增文物標本：文物及影像資料建檔 

   ：影像資料庫檔案修改維護 3620 筆、 

   田野影像掃瞄 3790 張。 

(4)文物及影像資料申借使用 10 項次。  

 ●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1.政治外交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  

  專題與進度發表成果，計發表論文 25 篇 

  ；舉辦「冷戰時期的兩岸思想與社會」、「 

  民國史論壇」學術研討會。 

2.社會經濟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 

  專題與進 度發表成果，計發表論文 35 

  篇；舉辦「從城市看中國的現代性」國際 

  學術研討會。 

3.文化思想史研究計畫：研究人員按擬定之 

  專題與進度發表成果，計發表論文 32 篇 

  ，出版專書 1 本。 

4.口述歷史訪問、史料搜集整編出版及學術 

  交流計畫： 

(1)完成口述歷史年度訪問計劃，整理出

版訪問紀錄 1 種、史料叢刊 1 種。 

(2)學術交流方面，計有 39 人次參加國際

性學術會議，宣讀論文 39 篇；邀請國

外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8 人次，並演講 8

次。 

(3)本所學術討論會計舉辦 29 次。 

5.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劃：完成年度 

  圖書資料採購，計圖書 8,776 冊，資料庫 

  13 種，微卷 15 種 370 卷，光碟 13 種 33 

  片，地圖 14 張，並完成編目、上架工作 

  。 

6.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劃：完成年度

檔案徵集，編目整理 44,139 冊、檔案數

位化影像製作 412,286 頁。 

7.胡適研究計劃：完成胡適檔案及藏書目錄

整編 37,290 筆，胡適檔案數位典藏

56,385 頁。 

 

1.政治外交史研究。 

2.社會經濟史研究。 

3.文化思想史研究。 

4.口述歷史訪問。 

5.史料搜集整編出版及學術交流。 

6.胡適研究計畫。 

7.圖書、檔案資料之徵集。 

 ● 經濟研究 

1.已舉辦 2 場國際研討會，3 場國內研討會

，及 68 場所內討論會。 

2.共有 29 位國外學者來訪，及 22 人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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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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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出國訪問研究及出席國際會議。 

3.共出版經濟論文 4 期，台灣經預測及政策  

  2 期，及中文專書 1 本。 

4.已完成研究計畫 41 項及 94 篇研究報告。 

5.購置 339 種期刊，200 冊圖書，及 10 種

資料庫 

4.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5.家庭經濟與勞動經濟。 

6.個體經濟理論及分析。 

7.區域經濟與國際貿易分析。 

8.出席國際會議及舉辦研討會。 

9.出版期刊等。 

 ● 歐美研究 

1.已完成個人研究論文共 101 篇、出版定期

刊物 1 種 4 期、專書 8 冊。 

2.舉辦 7 場學術研討會，並宣讀論文 75 篇

。 

3.舉辦學術討論會、演講及座談會 26 場。 

4.參加國際學術會議者計 30 人次、邀請國

外來訪學者計 5 人次。 

5.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者計 5 人次

，出國短期研究計 6 人次。 

6.增加西文書 3681 冊、中文書 197 冊、光

碟 61 片、錄影帶 1 捲、DVD 54 片，微片

4 片、微捲 93 捲、電子書 23 種、資料庫

2 種、西文期刊新訂 12 種、續訂 659 種

、刪訂 2 種、中文期刊新增 1 種、續訂

31 種。 

7.採購與更新軟體 22 種 302 套、個人電腦

23 台、螢幕 48 台、伺服器 2 台、筆記型

電腦 6 台、印表機 6 台、掃描器 1 台。 

 

1.中長程學術發展： 

(1)文化研究。 

(2)中美〈外〉關係〈史〉。 

(3)歐美公共政策、兩性平權。 

(4)歐洲聯盟。 

(5)新實用主義。 

2.部分個人研究計畫。 

3.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 

4.遴選研究人員至歐美研究機構作 

  短期研究。 

5.獎勵國內學人來所從事短期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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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國文哲研究 

1.有訪問學人 29 位來訪。共舉辦演講 72 

  場及學術會議 14 場。 

2.「為道屢遷：中國文人生活中的宗教禮儀 

  實踐與創造」研討會，發表論文 8 篇。 

3.「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 

   ）」第一次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 14 

   篇。 

4.「記傳、記遊與記事──明清敘事理論與 

  敘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8 篇。 

5.「方以智及其時代」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 8 篇。 

6.「跨文化動態：探討德語哲學與漢語哲學 

  之互動關係」研討會，發表論文 20 篇。 

7.「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第二次 

 

1.延覽人才及持續發展所內研究重 

  點。 

2.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3.規劃重要的學術活動。 

4.新興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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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討會，發表論文 12 篇。 

8.再造與衍義──文獻學國際研討會，發表 

  論文 27 篇（合辦）。 

9.第五屆中國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 28 篇（合辦）。 

10.「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家（1912-1949 

   ）」第二次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20 篇   

   。 

11.「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情、理、欲」國 

   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21 篇。 

12.「翻譯：東亞與西方」國際青年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 16 篇（合辦）。 

13.自我技術與動物性：探索近期法語莊子  

   研究，發表論文 7 篇（合辦）。 

14.兩岸後現代詩學研討會，發表論文 8 篇 

   。 

15.「歷史、記憶與敘事：現當代華文文學 

   及影像文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5 

   篇。 

16.出版品： 

 (1)《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30 期、《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 65-67 期。 

   (2)《六經始末原流》。 

   (3)《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 

      集》。 

   (4)《錢遵王詩集箋校》增訂版。 

   (5)《劉文淇集》。 

   (6)《當代儒學與西方文化：會通與轉化 

       》。 

  (7)《理解、詮釋與儒家傳統：理論篇》 

      共計期刊類2種4冊、專書6種6冊。    

 ● 台灣史研究 

1.本所在研究課題上致力於社會經濟史、殖

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等五大

領域的研究，共發表或出版 47 篇論文、

編著專書 11 種。 

2.本年度共進行 11 次定期學術演講，及 28

次由各研究群自行主辦的講論會、3 次國

際學術研討會、3 次國內學術研討會。 

3.圖書期刊及資料庫採購成果：中文圖書

654 冊；日韓文圖書：1,757 冊；西文圖

 

1.社會經濟史研究群。 

2.政治變遷與殖民地史研究群。 

3.族群史研究群。 

4.文化史研究群。 

5.環境史研究。 

6.史料整理計晝。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8  年度 

 127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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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134 冊；索贈圖書資料：395 冊/件；

微縮資料：14 捲；視聽資料：118 件；訂

購期刊：67 種；交換贈送期刊：140 種；

線上資料庫：9 種。 

4.古文書的蒐集、整理及流通：(1)新入藏

文書、照片及地圖，共 68 批，約 4000

件。(2)整理舊藏文書 97 批，5963 件；

掃描圖像共 22 批，4575 幅影像。(3)古

文書參觀，團體參訪 12 次，共計 88 人；

讀者入館共計 141 人；調閱資料，共 93

人次，批數 474 批。 

5.口述歷史方面出版專書 1 種，籌辦口述歷

史週及第 11 屆全國口述歷史工作會議，

並進行孫江淮先生、臺灣警察幹部訓練班

口述歷史訪問工作。 

6.本所已出版學術期刊《臺灣史研究》14

卷 1 期，史料彙編《灌園先生日記》13

、14 冊，《臺灣史研究文獻類目 2006 年

度》；再版《蘭大弼醫生口述歷史》。  

 ● 社會學研究 

1.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及出版專書，定期刊物一種

共 1 期、專書 9 本、論文發表 38 篇。 

2.舉辦 4 次學術研討會，發表 29 篇論文，

共 400 人參加。 

3.舉辦 19 次學術演講，奉派參加國際性學

術會議者 30 人次，並提報論文 30 篇。  

4.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之訪問者

14 人。 

5.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13 次，並舉

辦演講 6 次。 

6.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究工

作計 13 人。 

7.訂購書刊館藏量： 

  (1)西文圖書： 2165 種、2283 冊。 

  (2)東方語文圖書：966 種、1142 冊。 

  (3)現期期刊：128 期、資料庫：10 種。 

 

1.組織與網絡研究。 

2.族群與階級研究。 

3.家庭與青少年研究。 

4.台灣社會變遷。 

5.經濟與社會研究。 

6.歷史與社會研究。 

7.區域比較研究。 

 ● 語言學研究 

1.96 年學術活動： 

舉辦 28 場重要學術演講，2 場國際研討 

會。 

 

1.語言調查與典藏研究。 

2.語言類型學研究。 

3.語法、語音及語意理論研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98  年度 

 128

業務業務業務業務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及工作計

畫畫畫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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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6 年學術出版品： 

(1)語言暨語言學期刊：從第 8 卷第 1 期  

     至第 8 卷第 4 期。 

  (2)語言暨語言學專刊：《萬山魯凱語語法  

     》。 

3.96 年同仁研究成果： 

  (1)發表約 102 篇刊物與學術論著。 

  (2)積極參與 1 個國家型科技計畫。 

  (3)主持並參與本院 1 主題計畫。 

  (4)共執行 12 個國科會研究計畫。  

4.語言歷史之研究。 

5.語言生理與認知基礎研究。 

6.語言與科技整合應用研究。 

 ● 政治學研究 

1.已完成個人期刊論文共 16 篇論文，會議  

  論文 20 篇，專書與專書論文 13 篇。 

2.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1 場，大型國內學術 

  研討會 2 場，研習營 1 種。 

3.參加國際性會議 14 人次。 

4.邀請學者專家發表學術演講 155 人次。 

5.邀請海外學者來訪 14 人次。 

6.增加西文書 960 冊、中文書 320 冊、西文

電子資料庫 4 種，中文電子資料庫 3 種，

西文期刊新訂 22 種，中文期刊 5 種，日

文期刊 1 種，西文非書資料 22 種。 

 

1.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2.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 

  究。 

3.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4.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 

  究。 

5.政治學研究方法。 

 ●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1.出版『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第 19 卷 1

至 4 期、『田野考古』第 10 卷 1 至 2 期、

「亞太研究論壇」第 35 至 38 期、「調查

研究方法」第 21 至 22 期，「學術調查研

究資料庫通訊」第 20-23 期、台灣基因體

意向調查電子報」第 56-79 期、「督訪頻

道」第 15-16 期等 7 種定期刊物、「現代

性的政治反思」專書、「東南亞到太平洋

：從考古學證據看南島語族擴散與

Lapita 文化之間的關係」論文集、技術

報告 5 篇及學術專著 10 種等。 

2.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機構論文共 186 篇。 

3.舉辦 33 場國內、國際學術研討會共發表

論文 348 篇、1 場研習營及召開工作坊 4

場。 

4.來台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學者(含大陸)

計 197 人次、國外學者(含大陸)來訪共計

35 人次。 

 

1.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2.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 

3.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4.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5.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6.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7.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8.衛生史研究計畫。 

9.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10.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 

11.歷史人口研究計畫。 

12.華人家庭動態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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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續訂中、外文期刊 548 種、增購中、外文

書 3,216 冊、電子書 47 種、過刊 17 種及

光碟資料庫 20 種。購置 41 台個人電腦、

23 台液晶營幕、4 台網路交換機、2 台掃

瞄器、3 台伺服器、8 台印表機、1 台數

位相機、建置資料庫系統開發 2 套及 191

套軟體等。  

 ● 法律學研究 

1.舉辦學術研討會： 

(1)2007年5月19日舉辦「2007行政管制

與行政爭訟」系列之一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4篇，參加學者295人。  

(2)2007年10月26－27日舉辦第一屆「法

律思想與社會變遷」＜邁向多元典範

的法理論＞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11

篇，參加學者350人。  

(3)2007年11月24日舉辦「2007行政管制

與行政爭訟」系列之二學術研討會，

發表論文4篇，參加學者620人。  

2.舉辦個人學術年度演講會13次；各研究組

群亦分別舉辦多次演講活動。 

3.參加國際性學術會議5次，發表論文5篇。 

4.邀請國際專家學者來所訪問3次，並舉辦

座談會3次。邀請大陸學者來台短期研究4

人，及大陸各大學法律學者來所座談進行

學術交流3次。 

5.出版學術專書3種、定期刊物1種、期刊論

文10篇、研討會論文4篇。 

6.增加西文書 1,027 冊、中文書 137 冊、西

文過期期刊 114 種、中文期刊 36 種及資

料庫 7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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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基本人權新論。 

(3)中國大陸重要公法案例之比 

     較研究。 

(4)大法官解釋案例分析。 

(5)法律經濟分析。 

(6)論「具持續效力之行政處分」 

     之概念及其與行政爭訟之關 

     係。 

(7)憲法審判權中和解途徑之初 

     探。 

(8)愛爾蘭國家人權委員會之研 

     究。 

(9)人體試驗在台灣醫學發展脈  

     絡的歷史考察及當代倫理法 

     規之連結。 

  (10)的公共衛生應用與倫理法律 

      議題。 

  (11)規範性、法律權威與法治。 

土地購置 1.溫室用地已完成徵收。 

2.臨海工作站聯外道路用地已完成徵收。 

1.辦理徵收本院溫室預定地，提供  

  研究使用。 

2.辦理取得細生所臨海工作站聯外 

  道路用地。 

營建工程 1.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 1.天文數學館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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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 96 年 12 月 31 日止。已完成部份包

括台電外管線遷移、連續壁、箱涵改

道、結構體 B3F~3F（樓板）混凝土澆

置、鋼結構工程完成。 

(2)尚未完成部份為：外牆預鑄版吊裝、

鋁帷幕牆、室內隔間裝修、景觀工程

。 

 

 2.植微所溫室新建工程：建築用地於 96 年

底完成徵收，目前辦理細部設計中，尚未

取得建造執照。 

2.植微所溫室新建工程。 

 3.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庭擴建工程：已

完成規劃設計。 

3.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庭擴建

工程。 

交通及運輸設

備 

已按預算規劃執行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