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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一般行政 一、辦理行政、採購、出納、事務管理等

一般性行政管理。 

 

 

一、一般性行政管理： 

(一)直接或間接配合各研究所、處、

中心加強研究發展，提高研究成

果，發揮行政管理效率。 

(二)支援研究需要之一般行政管理工

作。 

(三)支援研究需要，提供與各大專院

校區間車載送服務。 

(四)公務用車輛養護暨公有財物之新

增、減損、移轉等管理業務。 

(五)本院經管宿舍分配、管理及養護。 

 二、幼兒園運作維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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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幼兒園運作維持：以主題教學為架構，

新課綱的領域能力為方向設計課程。

依幼兒發展、興趣及個別能力進行學

習，並結合社區資源、配合時令季節、

以幼兒的生活經驗為主軸，帶領幼兒

透過觀察、團體討論、實作、分享、

建構或個人獨立操作等方式，逐漸加

深加廣幼兒的學習活動。教師也從中

觀察幼兒的個別能力與學習狀況，適

時幫助幼兒成長。藉由完整的課程規

劃，及親師共同合作，幫助孩子全方

位發展人格與特質，成為健康有活

力、擁有創意自主能力、懂得感恩惜

福的孩子，培育出優秀的下一代。 

一般學術

研究及評

議 

學術審議

及研究獎

助 

 

【人員維持】 

延攬回國學人、研究人員及職員等從事研

究或協助研究工作，以增進學術研究。 

【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一、負責本院院本部各單位同仁電軟硬體

暨週邊設備維護服務，讓同仁電子化

公務作業能維持正常運作。辦理全院

研究用軟體聯合採購，提升採購效

益，減低採購成本。支援院士會議及

院區開放等大型活動設備及人力支

援。提供院本部各型會議設備借用服

務。.配合院方每月例行學術活動錄影

工作執行及完成同步資料備份。如期

開設全院資訊與推廣訓練課程。發行

 

配合本院各研究所(處)、研究中心研究需

要，積極延攬人才。 

 

一、院本部軟硬體及軟體週邊零件設備採

購 33 件，領用安裝 64 件。個人電腦

週邊設備服務：硬體維護 85件、軟體

維護 180 件、設備借用 132 件、院本

部會議人力支援 6 場。完成個人電腦

作業系暨 Office等軟體全院授權聯合

採購。完成院本部網路儲存系統設備

更新採購。 完成全院 MATLAB 軟體聯

合採購，提升行政效益，降低採購成

本。完成 107 年院本部防毒體升級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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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服務處通訊電子期刊 。採購全院

共用電子資料庫供全院同仁使用。持

續加入中華民國電腦學會等 3 個團體

會員。進行文獻傳遞服務借書寄回作

業。辦理四大出版社  (Elsevier, 

Oxford, SpringerLink, Wiley) 之電

子資料庫及全院共用圖資電子資料庫

採購，供全院學術研究使用。 

二、舉辦資訊業務協調會及資訊室主管及

管理者經驗交流座談會。辦理電腦電

話整合系統維護採購，維持資訊服務

台話務服務系統正常運作。 

三、開發及維護各類行政支援管理系統。

辦理 GIS 軟體升級更新，提供 GIS 平

台供全院研究及作業使用。維持本院

核心資料庫環境服務品質及維持本院

資料庫管理系統稽核系統運作，更新

本院行政系統資料庫管理系統及稽核

系統，以確保能持續提供資料庫高可

用性之穩定服務及其安全性。 

四、更新本院資料庫備份管理系統，強化

備份與還原管理機制，提升本院資料

快速回復之能力與資訊單位人員之工

作效益。完成萬用憑證採購。完成

VMware 軟體更新擴充、電子郵件軟體

更新驗收。完成 NetIQ SSO平台更新、

WAF及高可用環境建置採購。 

五、滿足本院網際網路連線需求，完成台

北市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美西、亞

太國際專線及租用光世代與 Hinet 專

線之租用、人文館國際會議區無線網

路更新採購。配合機房網路設備架構

與效能調校作業，調整網路端點即時

監控系統建置監測、規劃辦理 VPN 設

備更新建置採購。 

六、維持本院公用高效能計算設施、主機

備份服務及長久保存服務之維運，辦

理計算軟體更新、備份軟體功能擴充

及維運電腦機房。完成高效能計算節

購案，提供給本院 16 個單位共同使

用。支援第 33 次院士會議會前討論

會、第 23 屆評議會、第 33 次院士會

議電腦設備架設及簽到等人力支援服

務。截至 6 月底共開辦 26 門(37 堂)

課資訊訓練與推廣訓練，授課時數累

計達 103 小時，計 1,167 人次參加。

截至 6 月底止發行資訊服務處通訊電

子期刊 6 期。截至 6 月底支援院內學

術講座及活動攝錄影，包含後製與網

路播放 95 項。完成全院共用中/西文

電子資料庫、中/西文電子期刊等 8 個

採購案，全院均可使用共享資源。文

獻傳遞服務各申請借書寄還皆如期完

成 。 完 成 四 大 出 版 社

(Elsevier,Oxford, 

SpringerLink,Wiley)電子資料庫採

購，節省全院各館自行採購之人力、

時間等成本。完成綜合學科類全文資

料庫等 5案全院共用圖資電子資料庫。 

二、截至 6 月底，舉辦 1 場次資訊業務協

調會及資訊室主管及管理者經驗交流

座談會，共 73位同仁與會。持續運作

電腦電話整合系統，提供一線諮詢話

務服務，截至 6 月份接通電話數共

1,900通。 

三、維運人事相關管理系統、差勤系統、 薪

資系統、院士選舉開計票系統、TIGP

徵才網、應用系統基礎資訊服務、公

版網站、因公出國系統、健康檢查預

約系統、學術服務系統、研究成果系

統、會計相關系統、出納系統、文書

系統、 計畫管理系統、所處預算管理

系統、財物相關系統、軟體管理系統、

學術評鑑系統、電子服務台、赴陸申

報系統等正常運作，提供行政作業順

利進行及學術研究之行政作業需要。

完成 ArcGIS 10.6 版本升級及提供 11

人次申請安裝，並維持本院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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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擴增案、電腦機房改善案。 

七、持續更新及維運本院既有之資安事件

管理，加強其分析能力、效能教調與

資源分配，並強化日誌管理，藉由保

存之日誌可釐清資安事件資軌跡。持

續推動全院個人電腦端點防護。執行

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測試本院同

仁對於使用電子郵件的資安警覺程

度。持續進行資安暨個資管理作業推

動。 

八、每周出版本院《週報》、電子報並執

行《中研院訊》電子報轉型案。 

九、辦理「知識饗宴」及「故院長講座」

系列演講活動，邀請知名學者進行科

普演講，推廣本院各項研究成果。 

十、本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為鼓勵國

內年輕學者在學術上做深入研究並有

重要貢獻，特設立此獎項。 

十一、本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獎：為鼓勵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學

者出版專書，深入研究學術議題並

做出重要貢獻。 

十二、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加強

與國內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之

學術交流、協助國內產業基礎科技

之研發，辦理獎勵國內學人來院從

事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 

十三、推動科技研究，提升本院研發成果

之產業利用價值，以達成以知識創

新帶動經濟發展之使命。 

十四、學術活動中心、體育館暨蔡元培紀

念館場地設施管理。 

十五、全院各所處、中心車輛停放作業維

持。 

十六、國際研究生宿舍： 

(一)國際研究生單身宿舍可提供約

136 位國際學生居住，有眷宿舍

可提供約 24位(含 1間殘障房)

國際學生攜眷屬居住。 

系統服務與應用。Informix 資料庫可

用性達 99.9%以上，稽核系統針對本院

約 10台資料庫主機進行監控，並提供

數十種統計報表以利進行後續分析，

確保各資料庫系統安全性。 

四、EMC備份系統提供檔案及資料庫兩種備

分方式，對約 40台主機每日做多次備

份及管理，並提供跨主機資料還原功

能，可確保上班時間內資料發生異常

於 1 小 時 內 還 原 。 完 成

*.apps.sinica.edu.tw 網域相關服務

SSL憑證；授權取得更新權利，並取得

系統維護及保固服務，以提供較新且

更穩定的功能；更新升級電子郵件系

統，強化系統安全性並取得保固服

務；建置完整網頁服務安全防護及高

可用架構，進一步提升網站安全性。 

五、台北市雨水下水道暫掛纜線提供本院

兩院區間連接，並提供教育部、衛福

部、台大、北市府間連線。持續租用

美西、亞太國際專線，提供本院、TANET

與國網中心穩定快速之國際連網。租

用光世代/ADSL 及 HiNet網路專線，提

供本院同仁居家辦公、學術研究之

用，連線用戶約 800 人。提高國際會

議廳無線網路涵蓋率、訊號品質並擴

充服務能量，以滿足大型會議之無線

網路連線需求。 

六、持續提供高效能及科學計算服務，使

用 TSM 備份軟體提供主機備份及長久

保存服務供全院使用。維持穩定電腦

機房服務。提升高效能計算服務，汰

換達年限設備，採購 28個高記憶體的

計算節點，提升現有高效能計算能

量。為提升電腦機房空調效率，調整

冷熱通道完整性，並汰換不適用機

櫃，提升機房空調效率。 

七、持續進行資安事件管理系統軟體維護

及系統效能調整，並持續健全系統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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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二)主要提供宿舍日常營運與各項

設備維護之需求，確保住宿學

生安全與居住品質。 

十七、教學研究大樓：辦理提供教研大樓

建物正常運作所需基本經費，及國

際研究生學程行政業務與教學業務

等，以提供良好之教學品質。 

體性，已將部分 12所之設備日誌納入

資安事件管理系統，藉由規則觸發之

通報，發現資安事件，開立預警通報

給各單位，有效進行通報處理與釐

清。持續更新及維運本院既有之 Alien 

Vault USM SIEM 資安事件管理系統，

並每日更新威脅情資提升本院對網路

威脅的應變時間，達到資安預警效

果。完成院本部各處室桌上型電腦安

裝端點強化軟體安裝，利用此資訊發

現潛在的資安威脅。使用電子郵件社

交工程系統完成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

練，上半年之演練已於 107 年 3 月底

完成。該演練以寄發郵件方式模擬社

交工程，共 7,902 個使用者帳號參與，

郵件開啟率為 11.06%，附件及網址點

擊率為 3.82%。續辦 ISMS 導入驗證之

各項控制管理，並協助人社中心順利

導入試辦作業，同時推動本院 ISMS 工

作坊(8個所、中心參與)。配合政風室

進行年度春安檢查(院本部)及個資資

安稽核作業(各所、中心)。針對一般

同仁、各級主管及外籍人員不同業務

需求，安排適當資安及個資趨勢與法

規介紹課程，共計開辦 10 班、510 人

次參加。 

八、每週出版本院《週報》、電子報，分

送本院各單位及國內大學圖書館，作

為院內同仁溝通橋梁，促進民眾對本

院了解；執行《週報》轉型《中研院

訊》改版案，於 6 月上線，提供讀者

更順暢的使用體驗。 

九、為推動學術交流與科學知識普及化，

1-6月已舉辦計 6場「知識饗宴」及 4

場「故院長講座」系列演講活動，邀

請知名學者簡明講解各項研究成果，

聽眾為高中以上學生及一般社會人

士，並透過網路直播服務外地民眾，

使科研成果傳遞無遠弗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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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完成 107 年度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審

查評選作業，並於 107年 6月 14日舉

行頒獎典禮。今年度計有 12 位得獎

人，數理科學組 4 位、生命科學組 4

位、人文社會科學組 4位。 

十一、完成第七屆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

專書獎申請作業，已陸續進入預

審、初審(外審)、複審之審查階段。 

十二、完成 107年度第 1、2梯次審查，通

過計 87件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

究案；分別為數理科學組 53件、生

命科學組 13件、人文社會科學組 21

件。短期來院研究訪問學人依約定

於本院各研究所、中心執行訪問研

究。 

十三、截至本(107)年度 6月止， 

(一)專利：已申請國內外專利 32 件

並已獲得 30件專利權。 

(二)授權：已完成授權案 13件，歸

屬本院技轉實收入 2,926 萬

2,279 元。  

(三)合作：已完成案 8 件，合作金

額約 282萬 2,000元。 

十四、學術活動中心、體育館暨蔡元培紀

念館場地設施管理： 

(一)提供住宿、會議、餐飲等場地

設施服務，支援辦理本院各項

學術活動事宜，使學術研究工

作順利進行，以提供學術研究

的便利性。 

(二)提供本院員工及院外人士健身

運動之體育場地設施，藉著運

動方式提升身心健康，以維持

學術研究的永續性。 

(三)蔡元培紀念館優雅而古典的空

間規劃，提供本院同仁及參訪

學者一處良好完善的學術研究

討論環境，腦力激盪的最佳思

考空間。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7）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65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十五、全院各所處、中心車輛停放作業維

持：推動院區車輛停放之運作維

持。停車證管理系統軟體作業環境

及其效能已升級改善完成。 

十六、國際研究生宿舍： 

(一)除了單身宿舍日常運作、維持

國際學生居住環境品質外，完

成空調改善計畫，宿舍大門、

硬體網路設備、床墊、電話及

熱水器等設備之汰舊換新。 

(二)除週一至週六清潔人員打掃清

潔公共區域之外，另安排人力

於週日早上 2 個小時，打掃廚

房及清除垃圾。 

十七、教學研究大樓：成立心理諮商室、

各樓層防火牆更新及 2 樓新增固定

式海報架、一樓大廳燈具修繕等。 

 【學術發展及交流合作】 

一、評議會之召開： 

本院第 23屆第 2次評議會已於 107年

4月 14日召開。 

 

一、評議會之召開： 

本院第 23屆第 2次評議會已於 107年

4月 14日召開，選出第 32屆院士選舉

候選人。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一)重要研究成果專刊：本刊採每年

一編，蒐集有關本院學術研究之

國內外學術發展狀況資料，出版

重要研究成果專刊中文版及英文

版。 

(二)本院研究成果分析線上系統：採

購研究成果分析系統，掌握院內

研究人員於國際學術期刊之發表

情形以及全球學術發展趨勢，加

強研究成果之管理與分析作業。 

(三)學術諮詢總會會議：每兩年舉辦

一次，作為本院未來發展政策參

考。 

(四)新科院士演講：透過演講活動分

享研究成果，並與參與人員進行

學術交流。 

二、中長程學術發展會議： 

(一)彙編本院重要學術研究成果，包

含分析學術競爭力、人才培育、

專利技轉、研究同仁獲獎與殊榮

概況、國內外博士生學程概況以

及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等，並從本

院數理科學組、生命科學組及人

文社會科學組三大學組的研究成

果中，摘選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專

書，選刊優勢領域與主文共15篇

及摘要選刊共60篇，完整呈現本

院重要學術成果之發展暨促進學

術交流。 

(二)依需求進行研究成果分析工作，

製成相關報告作為決策參考；並

舉辦教育訓練以推廣全院使用。 

(三)107年度學術諮詢總會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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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7月1日辦理，由學諮會執秘報

告並聽取委員建議。 

(四)完成第 31屆新科院士演講活動共

8 場(含數理、工程科學組 4 場、

生命科學組 1 場與人文及社會科

學組 3 場)籌備工作。共計 19 位

院士受邀分享學術研究成果。各

場次陸續於 107 年 5 月 15 日至 7

月 9 日舉辦，報名踴躍，交流討

論熱絡，獲得熱烈迴響。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一)本院補助國際科學理事會(ICSU)

中華民國委員會轄下國內學會繳

交參與之國際組織會費。 

(二)支持國內學者及學會代表積極參

與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增

加我國學者之國際能見度，每年

補助國內學會及本院院士出席國

際性學術會議。 

(三)為支持國內學會及學術團體運作

及積極推動學術外交，補助國內

學會舉辦國際性學術會議。 

(四)籌辦太平洋鄰里協會 2018舊金山

年會暨聯合會議。 

 

三、參加國際組織及出席國際會議： 

(一)至 107 年 6 月底已核定補助繳交

29 個國際組織會費，支出費用為

3,175千元。 

(二)迄 107 年 6 月底止已核定補助國

內學會代表共 13人出席 9場國際

會議、補助院士 6 人出席國際會

議、補助 2 位學者出席德國林島

諾貝爾獎得主會議、補助 5 位學

者出席日本 STS forum 未來領袖

會議、補助本院年輕學者、助理、

博士生共 68 人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 

(三)迄 107 年 6 月底止已核定補助國

內學術團體舉辦 1場學術活動。 

(四)將於 10 月 27 日至 30 日與

International Society on 

Virtual Systems and MultiMedia 

(VSMM)、ECAI 及其他機構聯合在

美國舊金山福特•梅森中心 

(Fort Mason Center)舉辦年會，

本次年會主題將以資訊網路與基

本人權為主軸，子議題則包含數

位文化遺產、數位學習、資訊科

技、地理資訊系統(GIS)、數位隱

私、人權及永續發展等，以促進

人文研究與資訊技術等跨領域結

合，吸引更多領域專家學者參

與。太平洋鄰里協會主要致力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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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學術交流平台，藉由不斷發

掘人文社會科學與資訊科技等跨

領域新興議題，提供與會者研究

討論，以促進國際學術相互交流

合作。 

 四、學術交流合作： 

(一)科普教育推動委員會： 

1、科普講座及專題演講，以落實

基礎科學知識之普及。 

2、「研之有物」科普平台將專業

嚴肅的論文幻化為親民簡易

的報導，通往博大精深的研究

世界，以啟發臺灣新生代對科

學研究的嚮往和追尋，進而投

入尖端學術的行列。 

(二)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為

延聘國內外特有領域或傑出之學

者專家，參與本院重要研究或管

理工作、及學術發展規劃，並配

合行政院於 104年 11月 1日起所

實施新版「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

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本院於 107

年 5 月 9 日修正本要點及其支付

標準表。 

(三)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

理委員會：本院涉及醫學研究倫

理以及人文社會科學倫理之計畫

案件審核、實地訪查與教育訓練

等工作。 

(四)生物安全會： 

1、受理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查表  

申請案、基因轉殖植物田間試

驗申請案、基因轉殖植物田間

試驗報告書、感染性生物材料

異動申請同意書、基因轉殖植

物及其產品輸出入申請同意

書之審查作業。 

2、提供研究計畫生物安全相關諮

四、學術交流合作： 

(一)科普教育推動委員會： 

1、補助臺中一中、臺南一中定期

合辦科普講座及通識專題演

講，並協助邀請本院院士或研

究員前往該校擔任講師，與年

輕學子交流對話，以促進基礎

科學知識之普及。另補助吳健

雄科學營，邀請諾貝爾獎得主

或國際著名學術大師和國內

科學資優學生對談，以開拓學

生的國際科學視野，並激發學

生追求科學成就的潛能。 

2、「研之有物」107年 1至 6月實

施成果： 

(1)發表文章 39篇。 

(2)超過 80篇文章獲其他媒體

轉載。 

(3)瀏覽量超過 26萬次。 

(二)延聘顧問、客座專家及學者：107

年度 1-6 月間，本院新增延聘 9

位國內外客座專家及學者（客座

講座 4 位、客座教授 3 位、客座

副教授 1 位、客座專家 1 位），

參與本院各研究所（處）、中心

重要研究工作，與研究人員進行

學術交流。 

(三)醫學研究及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

理委員會： 

1、醫學研究倫理委員會已受理

178 件申請案、召開 6 次審查

會議。 

2、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

已受理 38 件申請案、召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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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及建議。 

3、訪談新進研究人員(限執行生

物實驗者)。 

4、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安全

防護網。 

5、建置及管理中央研究院生物安

全系統。 

(五)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受理動物實驗計畫書新申請案

件、增補案件之審查作業。 

2、提供同仁諮詢服務、飼養、犧

牲方式改善之建議。 

3、每半年進行內部查核1次，並

彙整年度全院監督報告至農

委會。 

4、管理維護網站、動物實驗線上

申  請 審 查 系 統

(eProtocol)、申報 管理系統

(eMonitoring)及教育訓練系

統(eTraining)之運作。 

5、提供基礎技術實作課程。 

6、通過國內及國際之各項課程與

認證。 

(六)環安衛小組： 

1、推動辦理各項環境保護與安全

衛生工作，確保院區環境永續

發展、實驗人員安全健康、及

建築物使用安全。 

2、辦理自動檢查、教育訓練，降

低職業場所危害因子，確保人

員安全與健康。 

3、辦理各項環安衛講座及技術交

流，推動職業場所安全健康工

作環境及增進同仁專業知識。 

(七)學術活動中心節能改善計畫：使

中心運作順利維持。 

次審查會議，並辦理 1次人文

社會科學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四)生物安全會： 

1、迄107年6月止，受理並完成187

件研究計畫生物安全審查表

申請案；受理並完成1312件感

染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同意

書；受理並完成4件基因轉殖

植物及其產品輸出入申請同

意書。 

2、提供提送研究計畫生物實驗、

生物材料異動審查建議及填

寫之諮詢服務。 

3 、 彙 編 感 染 性 生 物 材 料 之

procotol供本會委員參酌；修

訂中央研究院感染性生物材

料管理要點、中央研究院感染

性生物材料異動申請同意書。 

4、維護中央研究院生物實驗安全

防護網暨規劃新版網頁。 

5、管理暨規劃中央研究院生物安

全系統。 

(五)動物實驗管理小組： 

1、迄107年6月止，受理並通過動

物實驗計畫書新申請案 46

件、同案增補案件78件。 

2、提供院內同仁實驗設計之諮詢

服務、 動物飼養、犧牲方式

改善之建議以及 申請表格填

寫之諮詢服務。 

3、要求並監督各研究所、中心動

物房之查核結果、動物品系、

年使用量、安樂死方式與屍體

處理，並彙整106年度全院監

督報告至農委會。 

4、動物實驗線上申請審查系統 

(eProtocol)、線上申報管理

系統(eMonitoring)及持續更

新 維 護 教 育 訓 練 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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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raining)。 

5、開辦動物實驗基礎技術實作課

程，參與同仁之滿意度高。 

6、參加 107年 IACUC暨獸醫師執

業繼續教育課程，並取得農委

會認證之學分。 

(六)環安衛小組： 

1、辦理107年1〜5月事業廢棄物

清運，其中一般事業廢棄物

275,101公斤、文件銷毀5,380

公斤、廢液及可燃固體廢棄物

312,235公斤、廢藥品746公

斤、生物醫療廢棄物53,156公

斤 及 不 可 燃 固 體 廢 棄 物

2,774。 

2、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新

申請2件及展延2件。 

3、辦理本院院區空氣、噪音及放

流水定期環境監測。 

4、107年1〜6月審查生物安全第

二等級 (BSL-2)實驗室計 12

間。 

5、107年1〜6月辦理54場臨廠健

康服務、3場院內急救教育訓

練課程。 

6、107年 1〜6月辦理實驗場所環

安衛新進、在職、生物安全及

輻射安全教育訓練共 17場。 

(七)學術活動中心節能改善計畫：配

合院方節能政策，改善國際學術

活動中心公共空間，以提供院士

出席院士會議暨國內、外學者參

加本院會議的良好學術研究環

境，提升本院與國際間多元文化

的交流。 

 五、學術著作出版： 

(一)出版學術著作、專業期刊及具有

學術價值之資料文獻。 

(二)與國內、外著名出版社合作，改

五、學術著作出版： 

(一)出版英文專書 Landscape Change 

and Resource Utilization in 

East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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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編輯設計及行銷管道。 (二)參加第 26屆台北國際書展，於綜

合書區設置 8 個攤位展售本院各

單位出版品近千種。並舉辦 2 場

新書發表會--《近代東西思想交

流中的傳播者》、《未竟的奇蹟》。 

 【召開第 33 次院士會議】 

本院已於 107年 1-6月召開第 33次院士會

議相關會議。 

 

一、107年1月19日召開第32屆院士選舉籌

備委員會相關會議，展開提名、資格

審查與決定議事日程等各項前置作

業。 

二、107年2月23日至24日，召開本院第33

次院士會議會前討論會，討論院士選

舉被提名人學術成就，並進行參考投

票，投票結果提供評議會選舉候選人

參考。 

三、召開本院國內院士季會第 55、56次會

議(107年 1 月 26日及 5月 18日)，討

論院士會議重要議案與報告事宜。 

 【儀器整合管理】 

一、建置貴重儀器管理系統，更新貴重儀

器資料庫。 

二、辦理貴重儀器使用情形調查作業。 

三、支援各類公用儀器設施營運。 

四、協助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概算。 

五、補助核心設施所屬技術人員出國參與

專業年會。 

 

一、建置貴重儀器管理系統，整併更新貴

重儀器資料庫： 

(一)本系統於 4 月正式啟用，新資料

庫收納舊資料庫所有儀器資料，

同時新增多項儀器資料查詢功

能。使用者可以中文、英文名稱、

廠牌、技術規格、及所別等關鍵

資料查詢全院共用核心設施之各

項儀器，有需要使用儀器者得依

儀器網頁之相關規定逕行接洽使

用。 

(二)新系統收納現有儀器使用效益評

估資料，配合顯示歷年儀器使用

情形、年度使用效益評估成績等

相關資料，俾便儀器管理人員查

詢、填寫表單及比較各年度相關

資料，同時方便後續追蹤管考。 

(三)辦理 2 場系統使用說明會介紹系

統功能，並請儀器管理人員配合

盤點、更新資料庫中單價逾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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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元，近 2,600 台儀器資料，並

依儀器屬性分為「研究服務型」

及「專題研究型」2類，俾便定期

調查儀器使用情形。 

二、辦理貴重儀器使用情形調查作業： 

(一)刻正辦理 107 年度貴重儀器使用

情形調查作業。各項儀器填報資

料經各單位主管核可後，送管理

委員會備查，預計於 7月 11日提

交調查結果及彙整報告與本院核

心設施及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審

議。 

(二)追蹤 106 年度使用效益評估結果

評定為使用效益不佳之 4 台儀

器，請儀器保管人依據年度考核

報告辦理改進措施，經後續追蹤

考核改善進度，上開效益不佳儀

器，皆已改善。  

三、支援各類公用儀器設施營運： 

(一)設置臺灣頂尖低溫電子顯微鏡設

施，協助辦理「FEI公司單粒子解

構系統」之交機、安裝及實體驗

收。 

(二)支援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高磁場

核磁共振中心購置 1 套核磁共振

儀專用 UPS 不斷電系統、生物化

學研究所生物物理核心設施購置

1 套全自動流通式生物感測系統

晶片嵌入元件，2項儀器設備完成

安裝測試後將開放服務全院。 

(三)支援 18 台公用儀器年度保養合

約。 

四、協助審查各單位貴重儀器概算：彙整

各研究單位 108 年度貴重儀器概算項

目，經送本院核心設施及貴重儀器管

理委員會，並經專責審查小組初、複

審，確認為必要之採購，納編年度概

算。 

五、選派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代謝體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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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設施 1 位績優約聘人員出國參加

「2018 年美國質譜學會年會」，提供

部分旅費補助。 

 【公用儀器設施使用】 

一、開放各類公用儀器設施服務國內其他

學術機構及民間單位。 

二、公用儀器設施提供之人員代訓服務。 

 

一、開放各類公用儀器設施服務： 

(一)本院共計開放 24 個公用儀器設

施，提供 100 項服務，除執行本

院各研究計畫外，可協助執行科

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及生物科技公

司進行產品研發。迄 107 年 6 月

底本院計有 322 位計畫主持人使

用設施服務執行各項研究計畫，

另提供 33個院外學術機關(構)及

24 家生技製藥公司來院使用設施

服務，使儀器資源使用效益極大

化。 

(二)辦理全院公用儀器設施使用費代

收代付服務，截至 107 年 6 月代

收總金額為 715 萬 9,757 元整。

所收款項則由設施管理者在各設

施收入額度內，申請採購設施維

運所需實驗耗材及儀器養護維

修。  

二、8個核心設施因應服務需求，辦理進階

儀器操作人員代訓服務，至 107 年 6

月辦理 83場儀器操作培訓課程，通過

培訓並經認證合格可自行操作各項儀

器之人員計 109 員，包括低溫電子顯

微鏡操作人員 12人、高階光學顯微操

作人員 9 人、各型質譜儀操作人員 28

人、各型生物物理分析儀操作人員 35

人、核磁共振儀操作人員 20人及新世

代基因體定序儀操作人員 5人。 

 【實驗設施整合管理】 

一、P3實驗室： 

(一)教育訓練： 

1、第一種壓力容器教育訓練 

2、P3生物安全教育訓練 

(二)實驗室維護： 

 

一、P3實驗室： 

(一)上半年度進行教育訓練，派員一

人於 107/5/18日參加台北市鍋爐

壓力容器協會舉辦之「第一種壓

力容器教育訓練複訓課程」，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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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維護保養合約 

2、年度檢測 

3、設備維修與更新 

(三)執行高危險性致病原微生物包括

人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克雷

白氏肺炎桿菌等之增殖、儲存與

力價測定。 

(四)建立禽鳥類感染 H5N1禽流感病之

攻毒與抗病毒藥物效力測試之實

驗模式。 

(五)執行 1 項高危險性致病原微生物

之細胞試驗與實驗動物(小鼠、大

鼠、雞禽、雪貂)藥物保護與疫苗

免疫效力評估試驗。 

(六)協助國家生技研究園區感染性疾

病研究與 P3實驗室之規劃、監督

工程、儀器設備採購、驗收與擬

定營運計畫。 

(七)辦理向疾病管制署(CDC)申請變

更實驗室為動物生物安全第三等

級實驗室(ABSL-3)。 

取得證照以合乎 P3實驗室滅菌鍋

操作之要求。 

P3 實驗室人員皆需接受實驗室生

物安全在職教育訓練，以增進且

複習生物安全相關應變措施與自

主管理，於 3月 30日參加「實驗

室風險評估 (Laboratory Risk 

Assessment-Concept & Case 

exercise)課程」; 於 5 月 10 日

參加「107 年度生物安全櫃(BSC)

確效檢測教育訓練」; 於 5月 15

日參加「實驗室管理與內部稽核

教育訓練」。 

另外因應疾管署新設置之實驗室

生物安全管理資訊系統(2.0 版)

網路線上系統，於 3 月 27 日及 4

月 10日參加教育訓練課程。 

(二)實驗室 107 年度維護保養得標廠

商為富特茂股份有限公司。年初

至 6 月份底已進行二季之設備維

護工程。每月進行固定例行性保

養與設備巡視檢查，並於 2月、6

月份進行大型冰水主機之清潔維

護保養，於 6 月份進行 UPS 不斷

電系統與柴油發電機之年度原廠

檢測保養。 

P3 之 P2+實驗室於 2 月 6 日進行

全面燻蒸滅菌。P2+年度實驗室檢

測由台北科技大學潔淨技術研發

中心負責並已完成。P3 之滅菌工

程將於 7 月底進行，檢測將於 8

月進行。P3實驗室為 24小時運轉

設施，內部環境負壓與溫溼度全

由監控系統電腦管理控制，於上

半年陸續汰換老舊之冰水控制電

子感應設備與相關訊號轉換器等

零件。4-5月已修繕更換 P3與 P2+

排氣風門耗損零件並測試完畢。 

(三)完成 H1N1、H3N2 人流感病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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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5N1、H7N9 禽流感病毒以及克雷

白 氏 肺 炎 桿 菌 (Klebsiella 

pneumoniae)之增殖、力價測定與

儲存。 

(四)完成幼雞及中雞之 H5N1禽流感病

毒攻毒試驗，以及含抗病毒藥物

之飼料與飲水的保護力試驗。已

完成建立禽鳥類為禽流感病毒研

究之實驗動物模式。 

(五)完成本中心、院內其他研究單位

(農生中心、分生所)、院外合作

機構(台大化學所、清大機械動力

系及生科所、長庚大學醫學院、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等流感病毒

疫苗及抗病毒藥物與抗血清之細

胞與動物試驗。 

(六)持續協助執行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感染性疾病研究與 P3 實驗

(BSL-2/ABSL-2 /BSL-3/ABSL-3)

之設置規劃、監督工程、儀器設

備採購與驗收、擬定未來三年之

營運計畫等相關事宜。 

(七)提交疾病管制署之動物生物安全

第三等級實驗室新設申請文件資

料已完成疾病管制署之初審，將

等待審查委員進行實驗室現場查

核作業。 

 二、實驗植物核心溫室設施： 

(一)玻璃溫室透過各式感測儀及智能

裝置，發展成為智慧型「智能溫

室」。 

(二)整合資訊技術，提高植物生長儀

器妥善率，提供研究所需整合設

施資源。 

(三)滿足溫室植物所需生長條件，提

高研究效能與品質。 

(四)以最精簡的成本及能源消耗提供

院內跨所處中心研究人員，優

質、安全、有保障的植物培養環

二、實驗植物核心溫室設施： 

本院實驗植物核心溫室之精密溫室、

分子育種溫室及轉殖植物核心實驗

室，應用各類溫室管理技術與高效、

節能設備及溫室病蟲害生物防治法，

降低溫室營運成本，形成準則。增加

研究成功機會，獲得科技化、準確性、

便捷性及研究速度方面的結果。與全

球先進溫室並駕齊驅，帶來節省成

本、溫室空間及研究時間的價值。 

(一)本院實驗植物核心溫室已請採購

增設太陽輻射/日照/日射計、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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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及設施，並邁向產出全球頂尖

水準的研究成果。 

(五)完成已申請之實驗室產生 8 種模

式植物的穩定轉殖株。 

(六)發展溫室氣候控制和資訊技術、

節能(水)技術、照明(光、人工光

源、LED 燈等)技術、土壤消毒、

花卉病蟲害與蔬菜根系消毒管理

等研究技術，配合環控監測、系

統平台與遮蔭(或保溫)網等技

術，提供研究者環境監控感測、

作物生長與環境資料。 

(七)設施相關人員(溫室管理研究人

員)，取得專業證照。 

量計、光量子感測器、土壤感測

器，並已建立本院溫室專用植物

生長控制參數。Pareto Optimal 

演算法收斂達 81.7％以上。 

(二)上半年度本核心溫室 523 項儀器

設備妥善率達 98.1％，使得使用

者倍增，完成研究時間較去年同

期顯著減少。 

(三)上半年度研究已服務全院跨領域

6所、中心、53位 PI、服務 3576

人次，皆落於標準區間。 

(四)上半年度目前已有效控制病蟲

害、設備維修費減少 26%、節能

36%之設施管理。 

(五)本設施已過期間，已完成阿拉伯

芥 (Columbia, C24, 

Landsberg) 、 菸 草 (Nicotiana 

tabacum and N. benthamiana)、

番茄(Microtom)、水稻(Japonica 

and IR64)、矮牽牛 (W115 and 

V26) 、 馬 鈴 薯 (Kennebec) 、

Brachypodium distachyon 

(Bd21-3)之 8 種穩定模式植物轉

植株。 

(六)本年度已過期間，發展各式溫室

技術設施經費預算成本已有效減

少 17.14%，撙節約 61 萬 5,937

元。 

(七)溫室管理研究人員已於上半年

度，取得滅菌鍋操作、防火管理、

生物安全、輻射防護、設施管理

等專業執照。 

 三、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一)基因轉殖小鼠產製：將設計、構

築好的轉殖基因片段純化後，以

顯微注射方式將轉殖基因注入小

鼠胚胎原核中，將注射後存活的

胚胎以顯微手術移植入代理孕母

子宮內，使胚胎發育成鼠。待仔

三、老鼠基因轉殖中心： 

(一)基因轉殖小鼠：3 件基因轉殖案

件，均已完成；成功產製 18隻基

因轉殖小鼠。 

(二)1 件小鼠胚胎冷凍案件、21 件精

子冷凍案件、1件體外授精案件，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7）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76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鼠約 10-14天時採一小段尾巴抽

取體基因進行基因型分析。 

(二)小鼠胚胎、精子之冷凍保存與小

鼠體外受精服務。 

(三)基因體編輯之研發與生產案件    

服務：利用新建立之基因體編輯

技術 -CRISPR 產製基因改造小

鼠，從設計、gRNA 與 Cas9 mRNA

製備、顯微注射乃至於小鼠基因

型分析，本中心採「全包式」服

務，分階段計費；使用者亦可選

擇自行進行基因型分析。以基因

體編輯技術產製基因改造小鼠能

有小縮短基因剔除、點突變鼠

(mouse with point mutation)，

能有效地縮短基因改造小鼠之產

製時程。 

四、諮詢服務及學術發表。 

均已完成。 

(三)基因體編輯之研發與生產案件服

務：利用基因體編輯技術進行基

因改造小鼠之新申請案件 10件，

連同上半年度進行中之案，已完

成 14 件(含 4 件新申請案)，4 件

進行中；成功產製 130 隻經由基

因體編輯技術成功基因改造之小

鼠。以基因體編輯技術產製基因

改造小鼠服務平台已經成功建立

且運作順利，成功將以往平均需

花費 1-1.5 年才能得到基因剔除

小鼠與點突變小鼠的時程，有效

縮短至 3-9個月。 

(四)諮詢服務及學術發表： 

1、107 年上半年度諮詢人次達 83

人次。 

2、107 年上半年度利用本中心服

務已發表論文： 

(1)NPTX2 is a key component 

in the regulation of 

anxiety. 

Neuropsychopharmacolog

y May 11 2018. Simon 

Chang, Philane Bok, 

Ching-Yen Tsai, 

Cheng-Pu Sun, Hsuan Liu, 

Jan M. Deussing & 

Guo-Jen Huang. 

(2)Endosomal TLR3, TLR7, 

and TLR8 control 

neuronal morphology 

through different 

transcriptional 

programs.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May 2018. Yun-Fen Hung, 

Chiung-Ya Chen, Yi-Ch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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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h, Hsin-Yu Liu, 

Chiao-Ming Huang, 

Yi-Ping Hsueh.. 
 四、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一)提供院內高品質 SPF 實驗動物寄

養服務及實驗操作空間。 

(二)提供動物實驗所需儀器給予研究

者使用 

(三)辦理實驗動物操作，儀器設備教

育訓練。 

(四)依據 104-105 年需求調查結果，

預計增設操作飼養空間及設備。 

四、公用實驗動物中心： 

(一 )提供全院充足的無特定病源

(SPF)實驗動物空間及相關研究

設備，並協助實驗動物管理照護

持續進行中。 

( 二 )2017 年 購 置 活 體 冷 光 系 統

Xtreme，已於 2018/1/1正式上線

開放使用。  

(三)入室使用教育訓練上半年度(107

年度)完成合格使用者 42 人，另

活體冷光系統 Xtreme 上半年度

(107 年度)已辦理一個梯次教育

訓練。 

(四)依據 104-105 年度針對院內動物

實驗空間設備需求調查結果，於

生醫所 9F增設清洗區及操作區空

間已完工驗收。 

 五、神經科學公共核心設施：核心實驗室

運作。 

五、神經科學公共核心設施：神經科學核心

實驗室，含電生理及影像服務設施，服

務院內神經科學或相關實驗室使用計畫

使用核心實驗室資源。聘用約聘研究助

理一名。今年度新增 THT 高光通量立體

顯微鏡，結合大視野鏡頭及快速影像擷

取系統，可截取低亮度活體影像樣品訊

號。補充相關耗材配件維持實驗室服務

工作。實驗室另支援跨領域神經科學國

際研究生學程於八月份開設夏季實驗技

術課程，培訓研究人員。 

主題研究

與人才培

育 

【人才延攬及培育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 

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之研究人才，協助博

士候選人完成其博士論文，並為本院各研

究所、中心儲備人才。 

 

 

本計畫為培育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

107 年度核定通過 31 名，每人每月獎助 3

萬 5,000元。 

 ◆生命科學博士班研究生 

利用合作院所之硬體設備及一流的研究人

 

自 107年 1月至 6月共約 29位生科所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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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培植國內基礎生命科學研究人才，以

及發展與國際接軌之生命科學跨領域研

究。接受本計畫獎助之學生，至合作院所

從事實驗研究、接受研究指導以及論文撰

寫工作。107 學年度招生錄取計 22 人，報

到入學為 21 人，甄試組 8人、分細組 7人、

系統組 4人、社會組 1人、生藥組 1 人。 

博士生畢業，共發表 54篇以上論文，平均

每位博士班畢業生以第一作者發表 1.86篇

於國際科學索引指標（SCI）排名為該領域

前 50 %之期刊，而此 54篇平均 SCI impact 

factor (IF) 指數為 4.3。畢業生繼續於國

內外各生命科學和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任

職，例如在政府醫藥單位擔任研究工作、

任職生技公司或於國內外各研究單位或大

學接受博士後研究訓練。 

 ◆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 

本院基於提升研究水準，厚植博士後研究

人力，特建立博士後研究人才培育制度，

為國內、外博士級人才提供更上一層的學

術研究歷練。通過審議之博士後申請人，

可在本院作二年之研究。本制度從 84 年實

施以來，一直是本院培育博士後人才的搖

籃以及人才培育之重點計畫。 

 

107年度分 2梯次辦理申請，第 1梯次申請

人數有 161 人，經審核通過者 62 名。第 2

梯次申請人數有 158 人，經審核通過 60

名。107年度共補助 122名，其中有數理組

33 名，生命組 42 名，人文組 47 名。本年

度平均的錄取率為 38％。 

 ◆與國內大學培育國際研究生計畫 

 

 

一、為營造優質的學習研究環境，提高國

際傑出人才來臺意願，本院自 91年起

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強化本院與

國際與國內學研機構之聯繫，將國際

人才與研究帶進臺灣，並引領臺灣學

術研究走向國際。 

二、開設迄今已與 10 所大學合作共計 12

項跨領域博士班學程。107 年度申請人

數為 1029人，較前一年度 825人增加

200 人，申請者來自 48 個國家，其中

外籍申請人數為 968人，共錄取 22 個

國家 170名學生，其中外籍學生有 128

名，所佔比例為 75%。目前共有 548

名學生就讀學程，國籍分屬 48 個國

家，其中外籍生佔 352 名，比率為總

數的 64%，較前一年度成長 2%。 

 ◆延攬資深學人開辦費 

支援本院新聘所長(主任)及研究員等實驗

室相關費用及研究計畫所需經費。 

 

生化所、生醫所及細生所等單位新聘研究

員建構實驗室開辦費。 

 ◆深耕計畫 

經初、複審等嚴格審查程序，本計畫 107

 

透過本計畫長期培育院內傑出且具潛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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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計執行 37 件延續性計畫，10件新增計

畫。凡獲得本計畫補助之研究人員，可得

到院方連續 5 年經費資助其研究工作。本

計畫實施方式包括對各計畫進行預算規

劃、經費補助等作業；並落實管考，獲獎

人每年需繳交期中進度報告，計畫執行期

滿則需繳交期滿成果報告。 

研究人員，以期日後在生命科學、數理科

學、人文及社會科學等領域中重要課題研

究上，可達世界級的水準。 

 

 ◆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 

一、107 年度執行前瞻計畫共 51 件。其中

本年度之新增前瞻計畫共 12件，將持

續追蹤計畫執行進度，以評估未來 2-5

年之計畫執行績效。       

二、本計畫之獲選人每年繳交前一年之執

行報告。至 106年 12 月 31日止，102

年度獲選人之計畫已執行期滿，需撰

寫執行成果報告；105年度獲選人之計

畫已執行 2年，需撰寫期中進度報告；

103、104 及 106 年度獲選人需撰寫進

度摘要報告。以上報告均已於 107 年 6

月底前提交。 

 

107年度前瞻計畫公告徵求推薦案，共計徵

得 21件推薦案，經審慎嚴謹之初、複審程

序，計有 12位深具潛力之研究人員獲得補

助，獲選名單如下： 

一、數理科學組 

王國龍博士(地球科學研究所) 

林俐暉博士(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張原豪博士(資訊科學研究所) 

謝佳龍博士(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陳壁彰博士(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彭健育博士(統計科學研究所) 

二、生命科學組 

蔡怡陞博士(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中村友輝博士(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所) 

鄭珮琳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陳俊安博士(分子生物研究所) 

周申如博士(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所) 

三、人文社會科學組 

陳耀煌博士(近代史研究所) 

 ◆與國內外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程

及研究進修計畫： 

一、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大學和研究

機構合作案： 

(一)為促進與其他大學和研究機構之

合作，本院成立學術交流合作委

員會，協助本院各所/研究中心推

動學術交流合作，並審議、協調

學術交流合作等事宜。主要係執

行本院與簽約之國外科學院進行

 

 

一、與清大合辦學程及與其他大學和研究

機構合作案： 

(一)本院及各所研究中心與國內外研

究機構或學校簽訂之學術交流合

作協議送審案，上半年共計25

件；並計有印度國家科學院

(INSA)推薦1位學者來院進行短

期訪問。為促進與國內外其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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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互訪；並執行本院與國內外

研究機構或學校簽訂之學術交流

合作協議之審議案。 

(二)辦理外賓參訪案。 

(三)執行本院與國外研究機構合作計

畫。 

(四)與清華大學合作辦理學程。 

二、與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程

及研究進修計畫：推動與大學合辦跨

領域學程。 

學和研究機構之合作，獎助4位具

發展潛力之年輕院內人員短期赴

國外學術研究機構合作研究；並

獎助3位國外學術機構學者短期

赴院研究。 

(二)接待國際訪賓共計12團，參訪人

數達72人。 

(三)補助3位博士後研究學者赴日本

出席第10屆希望會議。 

(四)與清大合辦「中國研究」學程，

補助經費為140萬元，並辦理5位

學生申請赴中國進行研究事宜。 

(五)與國內大學合辦學程研討會經費

補助申請案，計 4件。 

二、與國內大學及研究機構合作辦理學程

及研究進修計畫： 

(一)辦理9項國內學程，含「癌症生物

與藥物研發」、「海洋生物科技」、

「轉譯醫學」、「基因體與系統生

物學」、「微生物基因體學」、「網

路與資訊系統」、「多媒體系統與

智慧型運算工程」、「轉譯農業科

學」、「資料科學」，並辦理新學程

「公共議題與社會學」簽約事宜。 

(二)上半年補助51名博士生，共核發

獎學金827萬元。 

 【跨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善】 

◆人文社會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

之改善 

推動亞洲社會科學研究、建構原住民資料

庫、殷墟甲骨考古學等研究計畫，提供學

界及社會大眾使用。 

 

 

 

支援建構原住民資料庫、明清推動委員會

研究、殷墟甲骨考古學研究、台灣青少年

成長歷程訪調研究、胡適全集等出版計

畫、支援合辦國際研討會及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等研究計畫。 

 ◆創新性研究計畫 

加強國際學術及交流與各重點學校研究計

畫、推動中長期具有發展潛力、前瞻性、

突破性之跨領域創新研究計畫。 

 

支援誠信提升計畫、國際學術高峰論壇、

支援出席國際會議及商討學術研究等創新

合作計畫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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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物技術之研發及在醫學之應用 

推動及支援本院生物科技、藥物研發、癌

症醫學等跨學門及跨領域之合作計畫。 

 

支援癌症醫學研究、合辦國際研討會及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台灣精準醫療計畫、臨

床醫學轉譯研究及生物技術之研發計畫。 

 ◆數理科學新領域之開發及研究環境之改

善 

增強基礎研究成果之應用發展、並支援跨

領域之整合研究工作、改善研究環境。 

 

 

支援以資訊所為研究平台，與國內大學優

秀學者成立「智慧感測與網路」研究團隊，

產學共同研究、探索超高溫超導物理研

究、「台灣及鄰近地區空氣汙染物之傳輸與

轉化計畫」及支援國際會議等研究計畫。 

 ◆轉譯醫學研究計畫 

一、以合聘方式延攬醫師科學家與本院生

命科學組研究所/研究中心合作進行

轉譯醫學研究。 

二、獎助醫學士、牙醫學士及完成住院醫

師訓練的醫師攻讀本院與高雄醫學大

學、國立臺灣大學、中國醫藥大學、

台北醫學大學、國立陽明大學、慈濟

大學及國防醫學院等七所大學合作設

置的轉譯醫學博士學位學程，以培育

優秀轉譯醫學研究人才。 

三、與六所合作大學共同籌辦「轉譯醫學

學位學程」2018年學術研討會。 

 

一、107年 1月至 6月共有四位合聘醫師與

本院進行轉譯醫學學術合作計畫。 

二、醫師進修獎助計畫： 

(一)執行截至目前為止在學生及畢業

生，共計 29位(其中男性 16位，

女性 13 位)，且落實 CEDAW 對女

性建康權之保障，及生醫科學或

其他與人體建康相關之計畫之參

與，符合提案之建議。 

(二)107年 1月至 6月獎助學生一年級

學生 3 位，二年級學生 3 位，三

年級學生 2位，四年級學生 4位，

共計 12 位。其中三、四年級學生

共 6 位皆已通過博士資格考，目

前正接受醫師獎助金。 

三、「轉譯醫學學位學程」2018年學術研討

會訂於 107 年 9 月 5 日於中國醫藥大

學舉行。 

四、學術合作計畫研究經費及獎助金發放

皆依計畫執行進度順利進行及核銷。 

 ◆登峰研究計畫-基因體中心 

整合相關之跨領域人才及資源，進行關鍵

臨床診療技術的開發及重大疾病之新藥研

發，建立精準化醫療策略。四項研究主題

如下： 

一、早期檢測技術的開發 

二、抗傳染性疾病新藥及疫苗之研發 

 

一、本計畫針對國人重大疾病(如傳染病、

癌症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等)及再生醫

學進行研究，利用已建置之超高速藥

物篩檢系統等核心設施，結合約 250 

萬個具有新藥潛力化合物庫，進行基

因體研究，深入分析小分子及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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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抗癌症新藥及疫苗之研發 

四、再生醫學研究與抗神經退化性疾病新

藥之研發 

 

藥物的分子結構與功能之關聯，建構

藥物開發及檢測技術平台，建立基礎

研究銜接至轉譯階段的基礎架構。 

二、上半年已有多項重大成果，發表國際

期刊論文 41 篇，研討會論文 26 篇，

列舉 5項突破性進展如下： 

(一)研發親和性分離的篩選平台，並

篩選鑑定數種天然物分子可有效

抑制細菌轉醣酶及廣泛的抑菌效

果，將可開發新型抗生素。 

(二)開發「混合型的單一醣分子結構」

醣晶片，與美國 Scripps 及 NIH

合作，以具廣泛性中和愛滋病毒

能力的抗體 bNAbs 結合力篩選出

2種醣分子，將進一步開發愛滋病

疫苗。 

(三)利用小鼠融合瘤技術獲得了許多

抗 IL-17B 的小鼠單株抗體，篩選

出 2 個抑制腫瘤細胞生長的抗

體，將可運用於治療乳癌與胰臟

癌。 

(四)建立多種病患肌萎縮性脊髓側索

硬化症(漸凍人症，ALS)iPSC，經

由 lncRNA 微陣列分析，發現

NEAT1 會與 TDP-43 直接作用，促

進 TDP-43於細胞質中的聚集，導

致運動神經元的凋亡。 

(五)從 X 染色體串聯視網膜裂損症 

(XLRS) 男性患者的外周血單核細

胞，以仙台病毒傳遞系統分離出

患者特異性誘導多能幹細胞 

(iPSC)，用於評估疾病的病理表

型。 

 ◆登峰研究計畫-植微所 

107 年度植微所將針對下列三項延續型及

新興研究計畫，進行開創性與應用轉化性

的研究：  

一、植物創新性基因的發現、開發及應用

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一、植物創新性基因的發現、開發及應用

以因應氣候變遷的衝擊： 

在 107 年度將延續在這方面的研究能

量，並利用嶄新系統生物學及功能性

基因體進行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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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來性農業資源作物之研究與開發。 

三、健康安全農業之微生物與農作物生產

鏈開發(新興研究計畫)。 

 

二、未來性農業資源作物之研究與開發： 

植微所多年來利用基因遺傳工程，提

升及改良種子中油脂的含量，研究源

自台灣的高效能之纖維素水解酵素，

將酵素活性最佳化，並以台灣常見農

業廢棄物(稲桿、蔗渣及木片)為原

料，探討生質能產生效能。 

三、健康安全農業之微生物與農作物生產

鏈開發(新興研究計畫)： 

107 年度我們將先針對國內重要農作

物(如水稻)比較其健康及生病植物體

內外及周遭土壤的細菌微生物相進行

調查，利用次世代定序(NGS)及分子鑑

定方式定義出微生物相，並嘗試培養

分離具代表性的菌株進行更進一步分

離及全基因組定序，朝向環保與作物

增產兼具的永續目標發展。 

 ◆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探索計畫 

本計畫為107年度新計畫，以公開徵求及專

業審查方式，挑選具有原創性之與關鍵材

料與分析科技相關的探索研究計畫並提供

研究實驗技術支援及跨團隊的實驗研究討

論。實施概況如下： 

一、研發質譜科技直接測定複雜聚醣結構

之關鍵性分析科技。 

二、研究目前最有潛力之二維材料「過渡

金屬二硫化物」的異質結構成長；探

索赤銅鐵礦與石墨相碳化氮複合物當

作高效率光催材料之可能性。 

三、開發創新分析科技，探究單細胞或少

數細胞的多種蛋白質表現，以克服免

疫染色法中染色標記數目及種類的限

制；探索利用核磁共振光譜學來發展

有高頻率空間解析度之結構關鑑分析

技術。 

四、進行光化學的分析科技探索，挑戰如

何直接在活體細胞中，以化學專一修

飾特定之蛋白質控制細胞行為。 

五、成立精密製程與檢測技術研發團隊，

 

本計畫 107年上半年主要成果如下： 

一、透過公開徵求及專業的審查，107年共

有 11個關鍵材料與分析科技整合研究

團隊，進行相關研究。並且完成 108

年計畫徵求公告。 

二、本計畫委員進行了 5 次實驗室實地訪

視並參與研究團隊討論，協助所有的

研究團隊互相結盟。另精密製程與檢

測技術研發團隊於上半年已支援全院

33 個研究實驗團隊相關研究，以專業

技術協助其進行材料製程或分析相關

之實驗。 

三、運用分子束磊晶技術在雙層二硫化鉬/

藍寶石基板上，在低溫(200度 C)下能

成長出大面積的單晶二維材料銻烯，

並利用預先圖像化二硫化鉬薄膜，使

銻烯能選擇性成長在二硫化鉬上。另

若以銻烯作為二硫化鉬之接觸金屬，

其接觸電阻將比一般的金屬電極降低

三個數量，初步證明銻烯適合作為二

維材料元件之接觸金屬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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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各相關研究計畫所需的實驗技術

開發，提高各研究團隊之成功機會。 

六、公開徵求及專業審查材料研究與分析

科技相關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四、細菌視紫質 Bacteriorhodopsin (bR) 

屬於 7 穿膜蛋白，在人體中 7 穿膜蛋

白為百分之五十的藥物標的。過去的

分析技術僅能知道 bR 從 rest state 

(暗適應狀態 )，轉到  ready for 

photocycle state (光適應狀態)這兩

個狀態下，其視黃醛(retinol)的狀

態。本計畫下開發之光結合核磁共振

的分析技術，初步的研究結果顯示除

了視黃醛(retinol)的狀態，更能得到

過去無法知道的 bR本身的結構資訊，

對瞭解此種蛋白質在不同狀態下的轉

換非常重要。 

五、以化學動力學和量子化學作為理論基

礎，以理論預測醣類分子獲得能量後

鍵結斷裂的模式，再與質譜儀實驗結

果交互驗證，以此發展出醣分子的質

譜儀鑑定新技術。這項新的技術預期

可在高效液相色譜儀分離出不同醣之

後，在約半分鐘時間內鑑定出醣分子

的完整結構。 

六、中央研究院代表團至以色列希伯來大

學參訪， 並同時參加於當地舉辦之中

央研究院/以色列希伯來大學之雙邊

研究研討會暨國際合作計畫審查會，

雙方各舉派相關領域之專家擔任審查

委員，完成關鍵材料及分析科技之研

究相關之申請案件審查。 

 ◆神經科學研究計畫 

一、神經科學計畫演講及交流會議。 

二、國際會議參與。 

三、合作學程運作事務。 

四、計畫運作及人員聘用。 

 

一、本計畫於3月初辦理EMBO國際研討會邀

請國內外講者共42人，另已舉辦9場國

內外學者演講，受邀國外學者同時安

排赴國內大學給予第二場演講。籌辦

阿茲海默症研討會及第二屆亞太果蠅

研討會。 

二、上半年團隊成員已規劃共8人出席歐美

亞舉辦之神經科學相關之國際研討

會。 

三、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學位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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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陽明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大學合

作)已於3-4月份完成107年招生作

業，預計錄取12位國內外學生。新年

度(108)招生將新增中央大學為合作

大學。與合作三校於一月份舉辦學術

交流研討會，會期共3天，師生共85人

與會。 

四、本計畫共有研究技術人員 2 名，約聘

僱人員(學程助理)1名。跨領域大樓一

樓行政辦公室及 8 樓事務運作及空間

維護。 

 ◆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一、辦理 108 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徵求相關事項：經規劃會議、永續科

學研究計畫徵求說明會等，確認新

(108)年度計畫徵求主題包括：「空汙

形成機制與防治」、「能源應用之基

礎及關鍵問題」、「因應永續發展所

需的社會轉型」三項。 

二、舉行永續科學研究計畫「研究報告討論

會」：為活絡各計畫團隊及相關領域研

究人員交流機制，定期舉辦計畫報告

討論會，由研究團隊提報最新研究成

果，並邀請院內外永續相關研究人員

及專家學者參與。 

三、舉行永續科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暨討

論會」：為使已執行期滿之計畫成果進

一步落實應用，篩選其研究成果與政

府政策聯結或具有產業化潛能的計

畫，辦理成果發表會。 

四、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培訓及交

流中心(IRDR ICoE-Taipei)相關會議

及活動： 

(一 )於 1 月 26 日在台北舉行 IRDR 

ICoE-Taipei 年度國際諮議委員會議

(Science Advisory Board Meeting)。 

(二)於 6 月 4 日至 6 月 8 日在台北舉

行 「 Advanced Institute on 

Disaster Risk Reduction with 

 

一、於 107 年 3 月 5 日舉辦永續科學研究

推動規劃會議，並於 5月 1日舉辦「108

年度永續科學研究計畫徵求說明

會」，提供有興趣參與之研究人員與

會交流討論。目前完成計畫構想書審

查會議並已通知通過審查者撰寫計畫

書預計於 8月上旬進行審查(含書面及

會議審查)。 

二、於 3月 21日、6 月 20日舉行 2場「研

究報告討論會」，平均各場會議皆有

約 50人以上的各計畫團隊成員及相關

領域專家學者參與討論並進行交流。 

三、於 5月 30日辦理 1場主題與珊瑚礁生

態相關之永續科學研究計畫成果發表

會，邀集相關政府部門及民間環保團

體參與，獲與會者熱烈迴響討論。 

四、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培訓及交

流中心(IRDR ICoE-Taipei)相關會議

及活動： 

(一)強化環境永續與災害防治等議題

之國際參與度，除於會議中審視

106 年已完成的國際合作活動執

行情形，並討論未來執行目標，

以及災害風險與資料整合等議題

國際合作方向。 

(二)此次國際研習會徵選菲律賓、印

度、印尼、日本、馬來西亞、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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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 Approach for 

Slow-Onset Climate Disasters 

(AI-SOCD) ：  Heat Stress 

Sensors, Early Warning,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國際

研習會。 

五、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相關會議及

活動： 

(一)於 1月 5日及 3月 30日在台北舉

辦「未來地球中華民國委員會議

及常務委員會議」。 

(二)於 1月 5日及 6月 13日在台北舉

辦兩場年輕學者交流會，主題分

別為「歐洲年輕學者參與 Future 

Earth 之經驗分享」，以及「永續

消費與生產之系統」。 

(三)於 3 月 28 日及 4 月 11 日在台北

舉辦 2 場合作討論會，與參與

Belmont Forum 之學者及科技部

自然司永續學門同仁進行討論。 

六、與台灣濕地學會合辦濕地生態相關會

議：於 5 月 5 日在台北舉行「第九屆

台灣濕地生態系暨第四屆海峽兩岸濕

地保護交流聯合研討會暨第三屆國家

公園濕地研究成果發表會」。 

七、與國際環境流行病學/暴露科學學會亞

洲分會 (ISEE/ES AC) 合辦空氣汙染

感測器相關工作坊：於 6月 21日在台

北舉行「Workshop on the Application 

of Micro-sensors and Exposure 

Modeling in Personal/Population 

Exposure Assessment and 

Epidemiology」工作坊。 

泊爾、巴基斯坦、泰國、越南等

國年輕研究學者以及相關實務經

驗人員參與，並邀請美國、香港

以及台灣熱危害監測、防治、公

衛健康與風險管理的專家學者與

會，討論高溫以及極端天氣形態

下的調適與適應，及如何透過系

統式管理並運用監測資料，進行

預報、警示以及實際操作等各項

因應策略。 

五、未來地球(Future Earth)相關會議及

活動： 

(一)推選主任委員與執行秘書，並討

論委員會之定位以及未來活動的

規劃。 

(二)邀請不同領域年輕學者、NGO及產

業界的工作者參與，其目的在推

廣 Future Earth 的理念促進跨領

域與跨學科合作，並鼓勵參與國

際科研計畫。 

(三)建立 Future Earth, Taipei與科

技部永續學門資訊互通之管道，

並串連年輕及資深研究學者網

絡；期能促進對 Belmont Forum

推動議題之關注，並增加臺灣學

者參與 Future Earth之意願與熱

忱。 

六、本院於 103 年加入三角洲國際聯盟

(Delta Alliance)，期能促進國內相

關領域學者之交流；今年與台灣濕地

學會合辦研討會活動，以「健康濕地，

城市永續發展｣為主軸，與會者涵蓋國

內相關領域學研單位以及非政府組

織，讓討論的面向更加多元化。 

七、此次邀集來自日本、馬來西亞、蒙古、

韓國、香港的專家學者與會；會中介

紹低成本小型空氣感測器技術、創

新、應用以及相關政策之形成，並展

示 PM2.5 暴露模式與網頁評估操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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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促進跨學科之國際合作交流。 

 ◆數位文化中心 

一、數位文化中心之使命為： 

(一)以數位方式保存、傳播、創造文

化。 

(二)運用數位科技豐富研究材料、改

善研究環境、促進人文研究。 

(三)探索數位科技與人類文明發展的

關係。發展策略是以學術研究為

主體，兼顧文化保存、產業發展

與社會服務。其次，是以作品產

出和實作為導向，立足於使用者

的需求和參與，統整數位內容與

數位技術，開發數位產品。 

二、核心工作在於推動跨學科的數位人文

研究，致力於鏈結開放資料之實作，

以及數位資料與學術成果之創新應

用，期能以新的敘述、詮釋與傳播方

式，豐富文化內涵。 

三、107年度上半年主要工作包括：維護與

拓展數位典藏內容(維運「典藏臺

灣」、「聯合目錄」、「成果資源」網站、

協助各單位執行「數位典藏與數位人

文學研究計畫」)；推動文化創意轉譯

創作(《歷史地圖散步》系列專書與

APP)；推動數位人文研究、建置數位

博物館、鏈結開放資料；強化國際連

結與合作等。目的在於促進人文與科

技之整合、學院與社會之連結，以及

數位文化的「民主化」與「全球化」。 

 

一、維護保存數位文化資產：維運「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成

果，以及本院數位典藏相關網站與資

料庫，包括：「典藏臺灣」、「聯合

目錄」、「魚類資料庫」、「生命大

百科」等。總計維運所有單位共同累

積的568萬餘筆資料，含數位化影像

407萬筆及數位化影音5萬多筆。另收

錄數位典藏成果網站768個，典藏現已

失效庫存網站274個，同時研究數位保

存之策略。 

二、拓展數位典藏內容：協助本院13個「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學研究計畫」拓展

數位典藏內容，107年1-6月共處理11

個資料庫與資料合集新增匯入「聯合

目錄」，合計新增9,180筆數位藏品與

後設資料，並配合期中管考作業進行

品質描述，合計產生11份檢測報表與

11份品質描述報告，並接受各子計畫

洽詢報告內容與建議改善方式。此外

尚有6個資料庫與資料合集的匯入處

理中，處理內容包括編碼轉碼、格式

檢查、彙整格式問題或製作資料彙整

範例文件，請計畫修正資料等等。 

三、推動文化創意轉譯創作： 

(一)107年1月推出《臺中歷史地圖散

步》專書與免費APP。該書與本院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以及

臺中市政府文化局、國立中興大

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

地攝影家林權助與余如季後代等

在地力量合作，讓史料內容呈現

更在地、更詳實，凸顯戰後臺中

庶民生活的切片。 

( 二 ) 另 與 文 化 部持 續 合 作 執 行

「Creative Comic Collection創

作集漫畫人文期刊出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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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人文研究、漫畫創作與新媒

體的整合出版。107年2月以月刊

型式發行《CCC創作集》復刊號，

於「2018臺北國際書展」首發，

至今已發行4期。 

(三)107年2月也在「2018臺北國際書

展」，推出兩種數位體驗展，分

別為「漫筆虛實PLUS」CCC創作集

數位體驗展，主攻「蘭人異聞錄」

AR桌遊；「中央研究院展區」則

運用HTC VIVE技術推出「捕捉臺

中地景」互動裝置，主打《臺中

歷史地圖散步》新書與APP。107

年4月亦受文化部之邀，參加泰國

曼谷國際書展，以《CCC創作集》

之內容為藍本，搭配數位互動體

驗，向國際展現臺灣文化、漫畫、

科技產業的緊密結合，示範文化

科技創新應用。 

四、推動數位人文研究： 

(一)數位人文研究平台：根據「人文

研究」需求，發展協助學者提升

研究質量的數位化工具與數位人

文研究平台。本平台除提供提供

文本自動標記、詞頻統計、文本

相似內容比對功能外。107年1-6

月新增文本權威詞協同共筆合作

功能、資料視覺化功能(社會網

絡、文字雲、圓餅圖)，並與史語

所合作擴充漢籍醫藥文本資料共

35本，本平台至目前為止已有181

本漢籍資料。 

(二)臺灣宗教地景地理資訊系統：利

用GIS技術，結合歷史文獻、田野

調查、專家及群眾協作，標示臺

灣各宗教地景、展示空間聚落，

探索臺灣各宗教的傳佈範圍及時

代變遷，並可進行時空脈絡分

析。107年1-6月與輔仁大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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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合作進行田野調查工作，在

新北市三重區、蘆洲區、板橋區，

共調查新增 656筆宗教地景資

料。截至目前為止，本平台總計

上傳了1,699筆資料，包含新北市

新莊、三重、蘆洲、板橋等行政

區。 

五、建置數位博物館： 

(一)數位博物館以知識共享與共創精

神，打造數位藏品自由近用與群

眾協作環境，提供數位藏品管理

與展示服務，讓大中小型文化機

構乃至於個人，能串連本平台合

作單位授權開放藏品與自身藏

品，從自己的觀點出發，進行線

上策展，賦予原有內容新生命。 

(二)107年上半年模組功能擴增GIS文

化地圖，以臺灣音樂館資料為範

例，結合人物事件軌跡與相關音

樂作品呈現，提升數位藏品多元

應用的境界。另外，107年6月提

供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數位博

物館系統上線服務。目前數位博

物館與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生

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國立傳統藝

術中心臺灣音樂館、財團法人國

家電影中心、財團法人公共電視

文化事業基金會、鄧泰超先生(鄧

雨賢數數位化藏品)以及余立(余

如季先生攝影作品)展開合作，預

定年底開放藏品量近2萬件。 

六、鏈結開放資料： 

(一)建置鏈結開放資料實驗室平台：

自106年下半年起迄今，在以中心

原有｢聯合目錄LOD資料檢索平台

｣網站系統為基礎上，進行｢中央

研究院數位文化中心鏈結開放資

料實驗室｣入口平台建置工作

(http：//data.ascdc.tw/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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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內容除彙集中心近兩年來，

LOD鏈結開放資料規範標準之資

料集成果及sparql語意檢索、下

載平臺；同時並彙整在進行LOD資

料轉置工作過程中，對於進行語

意型資料模組設計、建構或資料

轉置過程中，足具輔助性質之說

明文件、權威檔案及SOP工作規範

資訊。 

(二)檢索介面結果視覺化導入：107年

上半年度起，優化原有LOD資料集

彙整平臺中Sparql檢索展示介面

導入圖像及檢索語意推理文字說

明等功能，並將於下半年度持續

進行，使傳統局限於資訊工程人

員使用、理解的Spaqrl檢索介面

成為非資訊專業使用者均可易讀

易懂的內容，提升資料異讀性，

使一般使用者更為理解LOD資料

建置的邏輯、運用效益及輔助研

究等優點。 

(三)轉置發佈鏈結開放資料：107年

1-6月針對聯合目錄中，由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典藏之｢國立海洋

生物博物館台灣耳石典藏計畫｣

1,804筆及｢臺灣及鄰近地區水域

動物相典藏之研究：魚類及蝦、

蟹類｣中7,311筆後設資料進行

LOD轉置，兩項資料及總計轉出

365,342條triple語意三元組。 

(四)在語意型資料模組設計工作上，

先後並為財團法人國家電影中心

｢電影資料庫｣、國立傳統藝術中

心臺灣音樂館所屬之｢臺灣音樂

資訊交流平台｣及｢臺灣音樂群像

資料庫｣、史語所｢人名權威人物

傳記資料資料庫｣、史語所傅斯年

圖書館所屬之「古漢籍善本數位

化資料庫國際合作建置計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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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網等5項資料庫、230個欄位內

容進行語意型data model設計規

劃及說明文件撰寫工作，作為後

續進行資料清理、LOD資料轉置、

資料加值等工作依據。 

七、強化國際連結： 

107年國際交流重點成果說明如下： 

(一)於國際會議發表數位人文研究平

台：本中心107年3月至中國上海

出席「漢學數位基礎建設研討

會」，首次發表所研發之「數位

人文研究平台」，並參與「標準

所扮演的角色」等專題討論。107

年6月，於臺灣大學舉辦的「數位

人文視野下的漢學研究國際研討

會」，進行「數位人文研究平台」

發表介紹，說明理念與架構。 

(二)與國際組織進行應用交流：107年

5月，派員至美國華盛頓DC出席

「 2018年國際圖像互通架構

(IIIF)研討會」，與國際組織進

行IIIF應用交流。 

(三)進行數位人文技術之觀摩與探

討：於107年6月，派員參加於墨

西哥舉辦之數位人文2018年年

會，與國際上重要的專家學者進

行交流，獲取其知識與經驗，瞭

解最新的數位人文研究現況與未

來趨勢，以掌握最新技術與應用。 

 ◆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一、本計畫主要目標為整合中研院內相

關農學及體學研究能量，透過體學

研究瞭解臺灣重要農作及農作/環

境間之交互作用，以此作為基礎找

出治本之解決方法，以利農業及環

境之永續。 

二、計畫已徵求並支持數個符合「創新

轉譯農學研究」計畫目的之計畫-以

體學等新穎科技，探討農作、病害

 

一、「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支持項目

包含：水稻、蘭花、吳郭魚、石斑魚、

農作重要病害製劑開發等，以體學探

討各物種在逆境的生理反應及生化調

控機制，以基礎科學為根本，找出克

服之方法。 

二、目前各研究均針對相關題目進行材料

蒐集、培養，並針對基因或化學層次

進行相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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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環境反應其生理及生化反應，並

以此研究為基礎找出治本的方法；

研究項目包含本國重要糧食作物-

水稻、經濟花卉蘭花、重大植物病

害防治-炭疽病防禦、重要養殖魚類

-吳郭魚及石斑魚。 

三、計畫包含數個跨單位、跨領域之整

合型計畫，透過計畫合作促進人員

及技術交流，提升全國農學相關研

究單位使用新穎技術，加速農學各

物種之研究發展，培養研究人員將

新技術應用於不同物種研究並開發

新的研究方法，為提高；此外為提

高群眾對於農業科學研究之認識、

科學產業之相關性，本計畫透過科

普方式宣傳推廣，增加群眾、創投

及產業對於農業科學衍生之生物經

濟之認同及投入。 

三、近期以「創新轉譯農學新紀元-開啟無

限可能」策畫展覽，介紹本計畫推廣

之體學及蘭花、生物製劑利用體學、

生物資訊學之研究產出及應用性，將

於臺灣生技月 7/19-7/22 在南港展覽

館展出，計畫人員交流之工作坊已訂

於下半年 7/26、8/23、9/20 及 10/4

辦理，以瞭解各項計畫執行情形，及

增進技術實質之交流，並規劃於 9 月

及 11 月辦理技術推廣與產業用之活

動。 

 ◆資料科學種子研究計畫 

一、本計畫舉辦本院「107年度資料科學關

鍵突破種子計畫」及「107年度資料科

學關鍵突破計畫」，期待透過資料科學

關鍵突破種子計畫及關鍵突破計畫來

推動院內的資料科學及人工智慧在各

領域的關鍵基礎與應用研究。 

二、經過嚴密審查，我們通過包含智慧機

械運用人工智慧演算方法於製造產業

鏈技術精進計畫、以深度學習機制解

析巨量腸病毒序列資料並建立基因型

鑑別機制與網路即時分析平台、老年

人自主健康管理：運動疲勞雲端偵測

系統與大數據分析等十二個計畫。目

前計畫正按照進度進行中。 

 

一、以深度學習機制解析巨量腸病毒序列

資料並建立基因型鑑別機制與網路即

時分析平台：本研究團隊已結合腸病

毒過去數十年的血清學研究,與新一

代的快速基因體定序所得之大量腸病

毒部分及全長基因體之序列資料,建

構了第一個腸病毒的自動分類系統與

基因重組鑑別平台,可對七萬餘腸病

毒的序列重新進行解析與鑑定,為目

前最為完整且低錯誤率的巨量腸病毒

資料。 

二、老年人自主健康管理：運動疲勞雲端

偵測系統與大數據分析：本計畫案建

立國人持續運動時的生理數據資料庫

與狀態監測,可作為相關研究的重要

分析資料並藉由運動時電生理的監

測,我們可以給予使用者改善運動效

率的建議,使其能夠在不過度消耗心

肺、肌肉或腦能量的狀況下,又能得到

較佳的運動體驗,同時改善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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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利用多外表型為基礎之全基因體研究

發展泛自閉症之精準診斷與治療：利

用統計基因體與生物資訊分析找到影

響各個數量性狀的關鍵基因與反應路

徑，以便進行下個階段的生物功能性

分析，協助探討泛自閉症的疾病機

轉。並結合泛自閉症病患的相關基因

型、基因表現、反應路徑與臨床變數

等資訊，協助疾病診斷與分型、風險

評估、治療評估。 

 ◆新興研究領域開發 

一、本院自 106 年 9 月起，陸續透過本

院新興研究社群計畫及科技部補助

計畫，推動「尖端科技研習營」，藉

由短期、密集的系列研習及課程設

計，拓展國內產學研各界之國際視

野，以推升我國尖端科技領域研發

能量。「尖端科技研習營」已建置官

方網頁，提供研習營詳細課程內

容、講員資訊及報名系統，並透過

專屬臉書、email 大量信件寄送、相

關學會函告…等方式，廣為宣傳研

習營消息。 

二、研習營主題篩選條件設定為已稍微

成熟之新創研究領域或研究工具，

值得推廣給國內學者（及業界）。每

場研習營由 1~2 位主持人負責課程

規劃及國內外講員之邀請(國外講

員以 1~3 名為原則)，並邀請講員盡

量全程參與研習營課程，讓學員與

講員有充分時間互動討論。 

 

一、目前已舉辦 4 場研習課程，包含「人

工智慧跨域領袖營」、「永續能源前

瞻領袖營」、「計算藥物設計方法與

應用的前沿進展」及「生物系統動態

之基礎與臨床應用」， 4 場學員人數

已達 200人，其中 2場於院內舉辦，2

場於院外舉行。 

二、並規劃將於 107 年下半年，舉辦 5~6

場不同領域之研習課程，課程包含「原

子解析冷凍電顯術」、「智慧製造研

習營」、「前瞻顯微技術實作研習營」、

「物聯網跨域領袖營」、「動態蛋白

體學」、及「醣生物學」。 

三、本計畫未來期望能持續推動，藉由過

去舉辦研習營經驗，不斷精進課程規

劃並加入新的研究主題，讓舊與新知

有機會共同學習，期能凝聚台灣業界

學者對於新創研究領域或研究工具有

更好的策略規劃。 

 【跨所(處)、研究中心主題研究計畫】  

 ◆利用磁性雜質、藍道能階、外加應變操

控量子材料的電子結構 

今年五月完成蒸鍍鎗的採購，使用經費

16.6萬元。248萬用於聘任兩位博士後研究

及一位專任助理。64.8萬用於實驗耗材。

40.5萬用於聘任碩博士班研究生共3名。目

前業務費約剩6.2萬，獎補助費約剩2.6

 

 

一、工作計畫一：我們發現蒸鍍鐵會引發

鉛原子的遷移使鉛島表面另外長出單

原子層的鉛薄膜。鐵的披覆量愈多，

就會另外成長出愈厚的鉛鉛薄膜。目

前對鉛原子遷移的原因與來源尚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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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預算執行率為97.7%。 

一、磁性雜質對鉛量子薄膜的穩定性與電

子結構的影響之研究-我們初步發現

鐵雜質會影響鉛薄膜的穩定性。此

外，利用鉛潤濕層來捕捉單一鐵原子

雜質，可能將雜質埋入因此後來成長

的鉛薄膜中，以利未來研究近藤效應。 

二、以藍道能階光譜實驗技術探究量子物

質的電荷動力學-我們於室溫量測成

長於藍寶石表面的單層二硫化鉬的光

學反射能譜以及單層二硒化鎢的非極

化吸收光譜中。 

三、研究二硫化鉬表面的場發射共振以探

究影響共振電子lifetime 的機制-我

們發現與在金屬表面的場發射共振相

比，在二硫化鉬表面的場發射共振可

以有非常窄的線寬。我們目前推測如

此窄的線寬與二硫化鉬表面會出現微

弱的積電效應有關。 

四、利用場發射共振研究量化探針尖銳度

之可行性-我們發現場發射共振能量

對其相對應的探針-樣品距離作圖可

用於奈米尺度的量測。 

五、利用場發射共振探索佈質於石墨的單

一氮原子的功函數與其顯影機制-我

們嘗試利用掃描穿隧顯微術中的場發

射共振觀察佈質於石墨的氮原子是否

會引發功函數的變化，以及利用氮原

子測試是否可以發展出長距離的單原

子顯影技術。 

 

楚，值得更深入的研究。 

二、工作計畫二：我們於室溫量測成長於

藍寶石表面的單層二硫化鉬的光學反

射能譜。結果顯示可以在1.88 和2.03

電子伏特的能量位置觀察到激子的訊

號。另外，我們發現單層二硒化鎢的

非極化吸收光譜中的激子共振峰不會

受外加磁場而改變，即使磁場已至50 T

的超強磁場。但如果是極化吸收光

譜，就可觀察到激子共振峰的能量會

磁場而偏移。 

三、工作計畫三：我們在二硫化鉬表面觀

察場發射共振。我們初步結果發現，

與在金屬表面的場發射共振相比，在

二硫化鉬表面的場發射共振可以有非

常窄的線寬。在金屬的共振線寬通常

在數百meV，在二硫化鉬的線寬可以窄

到只有10meV。我們目前推測如此窄的

線寬與二硫化鉬表面會出現微弱的積

電效應有關。二硫化鉬是半導體，卻

可出現充電效應，其物理值得探索。 

四、工作計畫四：我們將場發射共振能量

對其相對應的探針-樣品距離作圖可

以得到形成場發射共振的外加電位能

形式。從這外加電位能形式可以進而

求得場發射的能量障礙寬度、探針的

等效尖銳度以及鉛島中因靜電場引發

的膨脹形變量。此部分成果已發表在

New Journal of Physics, 20, 043014 

(2018)。 

五、工作計畫五：我們利用場發射共振發

現單一氮原子位置的功函數與石墨表

面的功函數相比約低了 40 毫電子伏

特。這應該是首次觀察到功函數的局

域改變可以小到只有單一原子。我們

已與理論物理學家合作，探討其中的

物理機制。 

 ◆用多重尺度法研討邊界力學對發育及疾

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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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界力學是產生生物功能和形態的基本要

素。為了獲得關於發展和疾病的邊界力學

的多尺度觀點，我們研究和比較在不同尺

度和不同來源的生活系統之間的邊界相關

分子和細胞行為。包括： 

一、單細胞中的形態發生和極化現象-於細

胞機械相互作用可忽略的環境中之單

上皮細胞極化，及單神經元細胞形態

發生。 

二、多細胞自組織-上皮分支形成和癒合，

神經球形成和循環腫瘤細胞(CTC)的

定殖，並為此前往北加史丹佛大學，

藉由國際合作來深入探討如何增進此

技術及其應用範圍。 

三、有機體尺度系統-如受傷海蜇的再生和

癒合，並為此前往美國加州理工學

院，合作研究水母如何藉由移植或重

新調節部分身體部件進行自我修復。 

一、於研究計畫執行期間，已發表兩篇國

際論文以及參加多次國際會議交流。 

二、根據我們提出的研究方向，我們已經

在單細胞系統中成功獲得了有希望的

結果，包括自發性上皮單細胞極性形

成，自發性單細胞神經元發育，上皮

多細胞分支和癒合模式形成，以及循

環腫瘤細胞的擴增。我們使用這些數

據作為模塊來建構力學模型並解釋邊

界力學及機械不穩定性如何引起各種

生物學行為和模式。此外，我們建構

熱力學模型來解釋移植癒合如何在簡

易生命系統(如水母)中發生。這些結

果不僅在細胞/器官發展的基本前景

中提供新的見解，而且為疾病的發病

機制和進展提供了新的潛在模型和治

療策略。 

 ◆建立高效能之化學探針－醣基化蛋白質

體學策略剖析 B 淋巴瘤生成及治療之病

理生理機制 

一、以磷酸化蛋白質體方法解析在慢性淋

巴白血病中的訊息傳遞網絡(子計畫

一、三)。 

二、合成以 LacNAc 為基底的醣鏈做為分子

探針以了解 Galectin 與 Siglec 在 B

淋巴癌細胞之結合物(子計畫一、二、

三)。 

三、探索 B 細胞凋亡、淋巴瘤生成和治療

成效之相關醣蛋白和醣結合蛋白(子

計畫一、三)。 

 

 

 

 

一、利用個人化磷酸化蛋白質體分析法針

對慢性淋巴性白血病(CLL)病人與健

康人的 B 淋巴細胞中有差異表現的磷

酸化蛋白質，找出許多和細胞複製和

凋亡相關的蛋白磷酸化變化。其中，

KAP1 蛋白之絲氨酸 473 位點的磷酸化

發現在慢性 B 淋巴細胞白血病病人中

有大幅上升的現象。而接受 Ibrutinib

治療的病人的 B 細胞，在第一周接受

藥物後，KAP1 蛋白之絲氨酸 473 位點

的磷酸化程度會下降，但在八周後反

轉上升。結果推測此磷酸化位點可能

跟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復發或是抗藥

性有相關。 

二、我們開發位向性且共價的固化方法，

將位向性固化的 Siglec-2 對於在

BJAB 細胞表面上相互作用的醣蛋白之

富集效率優於傳統的隨機固定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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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lec-2 蛋白。我們進一步使用化學

酵素法來建構線型、唾液酸化和雙觸

角之寡聚-LacNAcs 醣微陣列晶片。並

使用 Siglecs(2,7,9,14 和 15)和半乳

糖凝集素(1,3 和 8)篩選，以找到高親

和性聚醣配體。為找尋細胞表面的

Siglecs相互作用蛋白，我們製造了以

位向專一方法製備高吸附力或光親和

性蛋白探針，開發“配體輔助印刷”

(LIP)探針，我們證明蛋白質探針可用

於研究蛋白質-醣蛋白相互作用。 

三、在慢性 B細胞白血病中，我們發現 KAP1

絲胺酸 473 的磷酸化是受 Btk 和 JNK

此兩種激脢以及 CD22所控制。另外，

降低 CD22表現量會促進 B細胞受體訊

息傳遞所誘發之鈣離子濃度上升，造

成較強之 Erk 分子活化和減弱後續產

生之細胞凋亡作用。此外，大量表現

Siglec-7 配體可以保護其受自然殺手

細胞所造成的細胞死亡現象。我們的

結果對於慢性 B 細胞白血病之病因和

治療方式揭櫫了新穎分子機制。 

 ◆研究物理與化學刺激下的細胞間通訊與

細胞轉化之整合平台 

本計畫自 105 年 1 月 1 日期開始執行，除

每 2 個月定期召開計畫會議交流各子計畫

的最新成果和監控進度以外，我們已經獲

得了部分成果。 

 

 

一、我們發現胰臟癌細胞間的穿隧奈米

管通訊是一種逆境反應，在巨噬細

胞培養液或抗癌藥物作用下都有明

顯發生；我們也以電子顯微鏡解析

穿隧奈米管內部構造。 

二、我們測試了由MDCK細胞和肺癌細胞

Calu-3的跨細胞層電阻，並且發現

50 nM TCDD戴奧辛會顯著降低MDCK

細胞的跨細胞層電阻。 

三、我們成功地量測到過量表現MCT-1 

oncogene的肺癌細胞A549，其橫向

彈性比一般的A549細胞提高2倍以

上。我們也引入表面增強Raman散射

光譜量測，希望能夠直接監控細胞

培養環境的氣體或活性氧物質的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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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變化。 

四、我們也使用本計畫經費購買的影像

式高通量分析系統，分析包括PM2.5

顆粒、奈米顆粒與其他致癌性物質

對老鼠肺泡幹細胞的分化能力造成

的影響。結果顯示TCDD戴奧辛與碳

奈米顆粒會降低肺泡幹細胞的分化

能力。 

五、本計畫啟動至今，已有 5 篇期刊論

文，11 篇會議論文發表。 

 ◆銀髮族活動偵測與互動呈現設計：感測

平台、活動探勘及互動藝術 

本計畫主題為提供銀髮族群在日常生活與

社群網路間透過互動環境進行個人與群體

間的社群互動。本年度本計畫之主軸為利

用現有物聯設備及人工智慧技術提昇銀髮

族生活的品質及便利性。對照護/陪伴者而

言，我們也開發了追蹤程式及陪伴程式，

減低照護者工作壓力。本年度計畫預計在

銀髮族活動場域佈署大量感測器，這些感

測器將用來做銀髮族的身份及活動辨

識 、收集當下時空感測資料給後端應用程

式參考及將感測器裝於家電設備做為訊號

收發器。透過本計畫佈署的物聯裝置及相

關演算法實作，我們期待能提升年長者的

生活品質，並使得照護者即便出外工作也

能概略知道年長者大致狀況，減低其照護

負擔。關於具體內容，本年度之實施內容

概況共分為三大分項： 

一、穿戴式感測平台開發方面：我們開發

了監控身份裝置，利用深度攝影機所

得影像和穿載式感測器裝置的影像做

匹配，可隨時確認銀髮族的行為狀態。 

二、活動監控及探勘平台：我們開發了一

套根據根據當下時空或感淵器取得資

料不同而更有彈性回覆的聊天機器

人，本裝置將提供銀髮族更人性化的

服務內容，使其在沒有照顧者陪同的

情形下亦能簡單的排遣寂寞或得到所

 

 

承繼上一年度的計畫，持續針對年長者需

求開發應用。各個子計畫皆按照預訂 規劃

完成進度，本年度我們仍針對穿戴式感測

平台、活動監控及探勘平台、互動藝術平

台進行 研究及開發深化。  

一、在穿載式感測平台方面，本年度開發

出一種自動監控身份及行動的應用程

式。我們在幾個重 要的區域架起深度

攝影機，利用深度攝影機取得環境中

人物的骨架圖。本應用程式的特點在

於 本程式利用身上感測器裝置的振

動來找出對應的骨架圖。本應用程式

的優勢在於，有時人物在 攝影機的畫

面太模糊或是角度太不明顯造成臉部

辨識的困難，本程式透過辨認身上的

穿載式裝 置來解決問題。另一方面，

利用機器學習技術我們也試圖來了解

長輩是否在用餐，是否用餐完畢等行

為，進而提醒長輩飯後服藥。  

二、在活動監控及探勘平台方面，我們針

對年長者照護的議題已發展了一套聊

天機器人。該聊天 機器人具備提醒年

長者重要事項及智慧問答的服務。因

此，所提出的聊天機器人能夠提供主

動 及被動式的年長者陪伴服務。在這

個平台中，我們已經設計了許多原件

雛型，包括關鍵字萃取 模組、問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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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資訊，小部份地減低照護者負擔。 

三、互動藝術平台方面：我們開發了一個

萬用搖控器，只需在冷氣機電視等裝

置加上一個物聯設備，就可以用單一

裝置操控所有設備，替年長者省下使

用過多搖控設備的麻煩。 

析模組、問答訓練資料擷取、以及問

答 APIs。在本年度我們持續關於聊天

機器人 的研究，提出了可以根據多種

感測器資料有不同回應，回應更靈活

的聊天機器人。我們建立了 一個依據

時空資料分類的資料庫，在本年度我

們設計了簡易的匹配方式來決定機器

人 回 覆 形  式 ， 我 們 並 實 作 在 

Facebook Messenger 上供年長者使

用。 

三、在互動藝術平台方面，前一年度我們

利用了  IoTtalk 實作  Dandelion 

Mirror， 能夠檢測在鏡前 面 的人的

微笑表情和心跳速率，並用這些資訊

調整蒲公英花的尺寸和形狀。在本年

度我們利 用 IoTtalk 實作了通用搖

控器，亦即在各家電裝置如電視、電

風扇等裝上 IoTtalk 的接收器，在 

IoTtalk 的發送端模擬各種家電搖控

器的功能，達到一個裝置通用的效

果，更易於年長者或行動 不便的受照

護者使用。 

 ◆以理論計算探討二維材料的新穎性質 

本計畫設定的主要目標是發展及應用最先

進的計算方法，探討各種低維度尖端材料

的新穎現象，並預測及篩選適用於新穎能

源及元件應用的低維度尖端材料。今年的

研究題材著重於二維材料的拓撲性質，尤

其是尋找新的二維的拓撲絕緣體，同時也

對二維材料中的瑕疵造成的磁性，有進一

步的探討。此計畫下的研究人員已經與美

國幾個世界領先的實驗團隊有具體、正在

進行中的合作計畫，也已經共同發表數篇

論文。 

 

此計畫下的研究團隊在 107 年上半年已經

發表了數篇論文，探討一些二維材料的特

殊性質。這些結果包含： 

一、詳細地計算石墨烯中單粒碳原子瑕疵

附近的磁性，引入未鍵結的σ軌道，

結合瑕疵附近的π軌道,以建立有效

的理論模型。這些局部磁矩以及其與

石墨烯原來的電子結構的相互作用，

在不同的能量帶區的表現多有不同，

已經被實驗上用掃描穿隧顯微镜證實

了這些計算結果。 

二、成功地確認單層 1T'-WSe2是二維的拓

撲絕緣體，具有量子自旋霍爾效應。

我們計算了它的特殊電子結構，合作

的實驗者也利用同步輻射光源，成功

地測量了它的光電子的角度解析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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譜，決定了能隙大小，並用掃描穿隧

顯微镜確認它的結構。 

三、成功地了解單層錫原子有很大的自旋

與軌域交互作用，產生足夠的能隙而

成為二維的拓撲絕緣體。合作的實驗

者也成功地在適當的基板上成長出它

的單層結構，並利用同步輻射光源，

成功地測量了光電子的角度解析能

譜，證實了它的能隙及電子結構。 

 ◆開發先進低壓電子顯微能譜術以研究二

維材料及有機分子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預算執行率為

臨時人員酬金 78.86%、業務費 39.19%、獎

補助費 96.49%。 

此主題計畫我們將發展幾個獨特的成像技

術，利用低能量電子(4 eV 至 5 keV)去探

測懸空的二維材料，子計畫 1 已有成果發

表，其他計畫發展之新實驗及理論計算仍

在建立中。 

 

 

子計畫 1之發表成果如下： 

一、將四千伏特電子束聚焦至 0.1 微米以

下。 

二 、 電 子 繞 射 成 果 發 表 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 Applied Surface 

Science，Journal of Vacuum Science 

& Technology B。 

三、發表在 Nature Communications 的論

文今年獲選為院內重要研究成果。 

 ◆奈米級光流體與生物資訊應用於適體與

圈套寡核甘酸篩選系統之建立 

本研究計畫目的在提出 epitope specific 

SELEX 與 1-D bead array SELEX 兩種篩選

的概念，且搭配開發出兩種的篩選平台。

原計畫第一年的預計完成目標為(1)製作

與驗證整合表面等離子體子共振顯像

(SPRI)與奈米流體的奈米光流體平台和

(2)開發 epitope specific SELEX 與 1-D 

bead array SELEX 技術分別針對 epitope 

specific 適體與 isomer- selective 圈套

寡核苷酸進行篩選。在這一年度，本團隊

計畫經費執行率約 80%，並完成幾項研究工

作： 

一、開發 SPRI 感測與分析技術。 

二、開發可重複使用之微流道式 SPR 感測

平台。 

三、以 PSQ 塗佈玻片與金塗佈塑膠片為基

材封裝製作奈米流道。 

 

 

一、針對實行概況之項目，分別敘述施行

成果並條列如下： 

(一)工作計畫一：本計畫其中一個目

標即是發展高通量 SPR 感測平

台，而 SPRI技術有助於該目標的

實現。本年度已初步完成單通量

SPRI平台的建立與測試。 

(二)工作計畫二：在上一年度初步建

立 起 藉 由 在 晶 片 上 修 飾

Nitrilotriacetic acid (NTA)，

使晶片受鎳離子活化後，以抓取

具有 His-tag 之蛋白質分子的技

術。一方面，晶片表面可以用高

濃度 EDTA來破壞鎳離子與 NTA的

螯合，進而去除晶片表面之蛋白

質，藉此達到再生目的，以降低

篩選期間的操作成本。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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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奈米流道中的分子競爭現象。 

五、以 1-D bead array SELEX 方式篩選抗

STAT3適體。 

六、發展微流道式阻抗型電化學感測平台

以上成果將幫助本團隊於未來的一年

中研究 SELEX 的相關議題。 

面，利用此種方式可方便篩選時

適體序列的收集。今年度這利用

這技術針對不同標的物(STAT3, 

MUC1)進行測試與優化。同時也開

發出不同微流道平台。 

(三)工作計畫三：利用硫金鍵結的奈

米流道封裝測試，目前流道可順

利流通 200nm 螢光珠。然而，流

道內部全部鍍金的晶片在 SPR 感

測時，因為樣品在達到感測區域

時，就已和入口端的鍍金區域反

應，所以會造成樣品初始濃度不

准的問題。因此，也嘗試將流道

內部部分鍍金的測試。然而，此

部分鍍金的設計在壓印的 COP 晶

片上不易達成。因此未來將用

Silica 取代 COP 先確認奈米流道

SPR晶片在應用上的可行性，未來

再解決 COP的問題。 

(四)工作計畫四：利用和固定在晶片

表面單股 DNA 有不同親和性的螢

光標記互補 DNA 進行測試。發現

雖是在奈米流道系統，分子競爭

也維持基本理論的現象，也就是

高親和性分子可以競爭掉原本以

鍵結在標的分子上的低親和性分

子，反之則無法。此現象有助於

將來 SELEX 篩選策略的調整。此

外，在此研究的同時，發現到螢

光訊號被金的猝滅現象。經過探

討，此現象並非 FRET 所造成，因

為 FRET只會發生在螢光分子與金

間的距離小於 10nm。而文獻指出

此猝滅現象可能是螢光訊號受到

金表面被誘導的 SPR 現象所影響

而造成螢光促滅，所以即使距離

大於 10nm(〜100nm)也會發生。此

特性搭配適體序列感測後的結構

型變，未來有潛力發展成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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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感測技術。 

(五)工作計畫五：本年度計畫致力於

以ㄧ維微珠陣列微流體平台篩選

高度專一性的 STAT3 適體，此平

台具有同時進行多組篩選的能

力，搭配往復式流體的操作，不

但能提供充分的混合環境，也使

篩選的條件更為嚴苛，藉此挑選

出高親和力與專ㄧ性的適體分

子。經過數個回合的 SELEX篩選，

結合於蛋白質上的 DNA 將進行 TA

轉殖，並將各別分子的序列解析

出來。利用軟體進行序列比對，

找出重複性高的特徵序列，並比

較 STAT3 與 HSA 的間的序列相似

度，將容易非專ㄧ性結合的序列

排除。 

(六)工作計畫六：為了快速的驗證適

體的親和力，本團隊發展了免標

記的阻抗分析平台。初步先使用

癌細胞表面的膜蛋白 MUC1作為目

標，這組蛋白與適體的配對將有

助於未來 DNA 藥物的標靶輸送。

此阻抗感測技術包含了一組對稱

的金電極，可以成功的偵測到

MUC1 與適體結合的阻抗變化，並

分析出其解離常數約為 15nM。其

專一性在與 BSA 蛋白結合的對比

下也獲得相當大的差異。進一步

將此系統微小化至微流體晶片，

使其更提供了動態的即時量測資

訊，此平台將能使適體篩選後的

驗證更有效率。 

二、具體發表成果條列如下： 

(一)期刊論文 

1、Deng-Kai Yang, Chia-Fu Chou, 

Lin-Chi Chen, “Selection 

of Aptamers for AMACR 

Detection from the D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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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raries with Different 

Primers” RSC advances. 

(RSC Adv., 2018,8,  

19067-19074) 

2、Jui-Hong Weng, Chih-Yu Lai 

and Lin-Chi Chen, 

“Sensitivity Enhancement 

for Microfluidic 

Amperometry of Ferric 

Cyanide with Symmetric Au 

Electrodes through One-Way 

and Shuttle Flows.” 

Lab-on-a-Chip. 

(Manuscript) 

3、M.-Y. Pan, K.-L. Lee, S.-C. 

Lo, P.-K. Wei, “Resonant 

position tracking method 

for smartphone-based 

surface plasmon sensor”, 

Analytica Chimica Acta. 

(Available online 12 May 

2018) 

(二)國際會議論文 

1、D.K. Yang, Y.E. Lee, Y.L. 

Lin, M.Y. Pan, C.F. Chou, 

P.K. Wei, L.C. Chen, 

“Anti-AMACR aptamer: the 

selection, nanoscale 

optofluidics aptasensing & 

in situ detection,” 7th 

Cambridge Symposium on 

Nucleic Acids Chemistry and 

Biology,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September, 3-6, 

2017. 

2、J.H. Weng, L.C. Chen*, “1D 

Bead-Array SELEX for 

STAT3-Targeted Aptamer 

Selection,” ACS Fal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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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hington, DC, August, 

20-24, 2017. 

3、J.H. Weng, C.Y. Lai, L.C. 

Chen*, “Shuttling 

microfluidic platform for 

rapid electrochemical 

analysis,” The 201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een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ies-Program, 

Taipei, Taiwan, November, 

5-7, 2017. 

4、C.Y. Lai, L.C. Chen*, “EIS 

Detection of MUC1 with Two 

Symmetric Aptamer/Au 

Electrodes,” 22nd Topic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Electrochemistry, Tokyo, 

Japan, April, 15-18, 2018. 

 ◆符應社會歸責之資料二次使用隱私框架 

本計畫延續去年運作，每月底於資訊所、

法律所、或歐美所召開總計畫討論會議。

會議中依例由各子計畫進行進度報告或是

進行跨組討論。除總計畫討論會議外，子

計畫亦各自進行跨領域之討論會議。研究

人力除了延用本計畫第一年聘用之專任助

理外，更加入了兩位具資訊背景之博士後

研究學者及一位具法律背景之專任助理。

目前計有 3 位具資訊背景之專任研究人員

(含 2 位博士後學者)，及 4 位具法律背景

之專任研究人員(含 1位博士後學者)。107

年暑期期間，本計畫亦聘用 6 位暑期實習

生(4位具資訊背景、2 位具法律背景)。除

計畫內研究工作外，本計畫也積極參與國

內相關研究會議。107 年 3 月 24 日本計畫

研究人員參加於國際會議中心舉辦之

「AI、醫療、法律論壇」；107 年 6 月 22

日馬里蘭大學 Frank Pasquale教授再次訪

 

一、以下為總計畫討論會議中所討論之主

題： 

(一)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簡介。 

(二)英國 Royal Free 醫院與 Google 

DeepMind 之侵害隱私案例。 

(三)動態同意。 

(四)人口普查資料隱私分析。 

(五)差分隱私應用實例分析。 

(六)歐盟普遍資料保護規範(GDPR)。 

二、本年度計畫之重點在於具體實作，故

總計畫討論會議中多有國內外實例分

析。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蒐集許多研

究調查問卷，本計畫邀請資料庫之工

作團隊介紹資料庫中之資料，期望能

為資料庫設計一套保障隱私之資料分

享機制。人口普查資料及差分隱私應

用實例，皆利用公開之資訊，在不妨

害隱私之前提下，對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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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法律所，並於台大社會科學院公開演

講，本計畫亦參與並協助此次訪問。自 107

年 6 月核定本年度計畫至今，已執行經費

為 235 萬 5,330 元，佔本年度經費之

35.93%。 

而歐盟之資料保護規範在 2018年五月

25 日實施以來，對隱私權有更進一步

之保障，這和 2016年英國 Royal Free

醫院及 Google DeepMind 侵害隱私之

裁定，自然為本計畫研究重點之一。 

三、在具體實作方面，本計畫已和資料分

析者合作，對差分隱私之實用性進行

評估。除了差分隱私所能提供之隱私

保障外，還必須參考資料分析者對差

分隱私所提供資訊之利用性，進行實

例分析。除此之外，藉由與健保署之

合作案，本計畫也開始對健保資料庫

中之假名化機制進行亂度測試，以初

步評估健保資料庫之隱私風險。對於

以群聚方式進行資料分享，本計畫也

進行實作。最後，對於隱私透明化機

制，亦將利用區塊鏈技術，以期達到

歐盟資料保護規範對透明化之要求。 

 ◆新穎超導及鋰離子電池材料研究 

2008 年鐵基超導體的發現創造了一個新的

機會，使得應用超導材料做為零耗散的電

能傳輸及高效能的能源儲存變為可能。本

主題計畫是延續我們過去幾年的成果，針

對在相關能源應用之新穎材料進行深入研

究。 

一、子計畫一及子計畫二第一部分：將聚

焦在解決我們對鐵硒超導體仍未了解

的重要課題。一個典型的案例是關於

在具有鐵空位有序及鐵空位無序間之

界面所扮演之角色及與超導的相關

性。此外，我們也將應用我們累積的

知識來探索新超導材料的可能。過渡

金屬硫化物將是我們探索的主要對

象。 

二、子計畫二第二部份及子計畫三：針對

鋰離子電池的深入研究，尤其希望找

到更適切的正極及負極材料。首先我

們將對我們擁有專利的富錳三元鋰離

子 正 極 材 料 Li − Mn − Ni − Co 

 

一、掌握鐵基超導體材料的特性，進一步

了解鐵基超導體與開發鋰電池正負極

新的材料，後續設計並製作功能性的

新材料。該研究能延續本團隊大多數

同仁之專才，彼此合作讓研究成果在

國際上更有競爭性。 

二、由於 FeSe(Te)是由 FeSe(Te)4-四面體

形成的層狀結構，其層與層之間以凡

得瓦爾力連結，使得鋰離子極容易嵌

入 FeSe 層之間，同時製備 FeSe/C 複

合材料，因此我們也將針對此材料做

為鋰離子電池負極材料的可能性深入

研究。 

三、目前針對富鋰錳三元鋰離子正極材料

Li− Mn− Ni− Co (LixNiyCozMnO3)進

行製備與更深入的結構、物性及 CV 電

化學測量與了解。 

四、針對富鋰錳三元鋰離子正極材料 Li−

Mn− Ni− Co (LixNiyCozMnO3)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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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xNiyCozMnO3)進行in-situ XRD深

入的結構、物性及電化學測量。 

市售商業 NCA,NCM 進行 in-situ 及時

臨場 XRD 的結構、物性及電化學測量

與分析。 

五、與國內外大學採交換生或移地研究方

式訓練研究生，預期達成 10人。 

 ◆自旋電子學材料與介面的自旋傳輸操控

域之應用 

一、新穎低維度量子物質與磁性異質結構

的自旋傳輸研究。 

二、探索界面效應與高自旋霍爾轉換值：

用電性與熱傳輸來系統性的研究合金

材料的自旋霍爾效應，並開發與光激

發和光量測相關的新研究方法。 

三、反鐵磁、鐵磁/反鐵磁雙層膜中的自旋

電子學。 

 

 

我們近期在拓樸絕緣體的磊晶上，經由不

斷的參數優化，和新發展出的成長技術，

可順利成長出高品質的本體絕緣拓樸絕緣

體。而在拓樸絕緣體/鐵磁絕緣體薄膜的異

質結構的研究中，我們分別以鐵磁共振、

自旋幫浦以及低溫的電性量測，確立了拓

樸絕緣體中被引發的磁鄰近效應，為以磁

鄰近效應實現高溫的量子反常霍爾效應之

相關研究打下重要的基礎。此外，我們發

展出類似 2D材料的轉印技術，成功將拓樸

絕緣體薄膜轉印至任意基板，並研究其自

旋-電荷轉換效率。另一方面，我們也積極

發展單元素拓樸材料α-Sn，其單元素以及

高自旋-電荷轉換率的特性，也將為自旋電

子的應用上提供另一極具潛力的平台。 

本期間(六個月)各分支計畫同仁研究成果

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文共 6 篇，會議

論文 25篇，另有 4場國立大學邀請演講，

4場會議邀請演講與 1場口頭報告。另外計

畫同仁也將於 7月份主辦第 30屆磁學與磁

性技術研討會及 2018兩岸磁學與磁性術研

討會。重要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於拓樸絕緣體/鐵磁絕緣體之電性量測

中，觀測到相互競爭的弱反局域效應

與弱局域效應，顯示在狄拉克點附近

存在一個能隙，乃源於磁鄰近效應造

成的交換耦合。另外，亦偵測到明顯

的反常霍爾效應，顯示拓樸絕緣體中

被引發而具磁性。 

二、成功運用薄膜轉印技術於 Bi2Se3 上

製備 Bi2Se3/Au/YIG, Bi2Se3/Au/Py 

等三層結構。Au層可有效減少 Bi2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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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YIG 的 磁 耦 作 用 。 比 較 轉 印

-Bi2Se3/Au/YIG 和 Bi2Se3/YIG 及

Au/YIG 我們觀測到自旋-電荷轉換效

率在轉印樣品上有明顯的增加。在轉

印-Bi2Se3/Au/Py 樣品中，利用自旋軌

道力矩鐵磁共振，觀測到作用於 Py 上

的平行膜面反阻尼力矩有明顯增加。 

三、成功使用分子束磊晶技術成長高品質

純α-Sn薄膜於 InSb(001)基板上。α

-Sn 是以平整層狀生長具階梯的形

貌，不需任何原子參雜或特殊表面處

理即可從角解析光電子能譜中觀測到

清晰的α-Sn 能帶結構，具有銳利的拓

樸表面態。在變能量的角解析光電子

能譜實驗中，我們驗證了拓樸表面態

的二維特性; 且從電子傳輸的量測

中，觀測到 Shubnikov-de Haas 震盪

來自α-Sn的狄拉克費米子。 

四、最近我們實驗利用不同比例成分的鉭

（tantalum）金(gold)合金，實現了

可以系統性的調控自旋電流與電荷流

的相互轉換效率，藉由通過改變過渡

金屬電子數量，材料中的自旋霍爾角

呈現線性的變化。我們的研究不僅實

現了自旋霍爾角從負值到正值的連續

變化，更證明了過渡電子對自旋霍爾

效應的重要，此結果對尋找更有效率

的自旋電子學材料提供了重要的依

據。另外在利用光來激發自旋電流的

研究與高品質反鐵磁薄膜成長，也已

獲得多項關鍵性突破。 

五、我們亦開發出以磁光效應(MOKE)偵測

磁性異質結構中，磁化方向被自旋電

流驅動的效果。此量測方法可以大量

簡化針對自旋電子轉換效率或自旋軌

道矩效率之定量分析，有效地在樣品

製備的初期便了解該薄膜結構的自旋

傳輸特性，減少製程所浪費之成本。

目前該項技術也被用於檢測來自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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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薄膜樣品，包含美國應用材料

(Applied Materials)及工研院電光系

統所等機構。 

六、關於自旋波在奈米磁性材料波導中傳

輸時，與磁區壁的交互作用，我們成

功以數值模擬分析了磁區壁的運動與

自 旋 波 的 穿 透 率 ， 成 果 刊 登 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中。 

 ◆結合微觀與巨觀之跨語言跨文件之事發

掘 

一、總計畫與各項子計畫建立可從多個文

件 中 發 掘 新 知 識 之 模 型 及 系 統

Knowledge Exploration from 

Mono-Lingual Multiple Documents. 

二、分支計畫連結知識與用戶：基於知識

圖譜之主動式文本生成深度模型、社

群媒體之知識發現與預測、多語言文

件中之知識探索、建立可從多個單語

文件中發掘新知識之模型及系統。 

三、本主題計畫最終目標是達成個通用的

跨語言、跨文檔分析平台，整合不同

文檔(單語或多語)中的微觀和宏觀資

訊，以提供更為完備的知識。這個平

台預期將能讓其他與中文資訊擷取相

關之學者，大幅降低進入這個重要、

且深具前景領域的障礙。 

 

 

一、在建立可從多個單語文件中發掘新知

識之模型及系統方面，擬以統計方法

及跨文件分析的技術來解決資訊品質

不佳的問題。 

二、跨文件分析器的架構與雛型已建立，

其中文檔聚類(document clustering)

的部分已完成。 

三、在知識圖譜之主動式文本生成深度模

型方面，目前已梳理過去圖像描述與

段落摘要的相關技術，發展實驗模型

中。 

四、在多語言文件發展方面，基於已界定

出來的三個主要問題：詞彙落差、多

語言性、和問句轉換，正在研讀文獻

與建立實驗方法中。 

五、在社群媒體之知識發現與預測方面，

本年度計畫將從社群媒體中擷取各種

物件，並進一步建構物件彼此之關

聯 ， 以 建 構 一 異 質 性 資 訊 網 路 

(Heterogeneous Information 

Network, HIN)來表示各種物件及其關

聯，也計畫將更將為異質性資訊網路

中 的 每 一 節 點 學 習 出 特 徵 表 示 

(Feature Representation)， 使得不

同的物件得以在相同特徵空間中進行

比較，目前正在統整相關文獻，研擬

實驗方法中。 

六、各項計畫總和經費執行狀況： 

資訊設備費：已使用 52萬 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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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差旅費：已使用 34萬 5,482元。 

研究生薪資：已使用 29萬 3,000元。 

一般業務費：已使用 264萬 6,651元。 

因實驗室經費配置，一般業務費將於

下年度使用 

 ◆真核生物基因量緩衝的演化與機制 

本主題計畫研究重點在於探討以染色質形

式儲存的遺傳信息轉化為基因表達過程

中，調節基因量緩衝的關鍵機制如何的彼

此協調。前半年的工作由蔡懷寬實驗室發

展生物資訊與統計方法識別維持全基因組

的基因表達穩定狀態的潛在調控因子，並

且與兩個子計畫生物實驗室有密切的討論

與互動，目前已經完成數個生物實驗的初

步檢驗，並且以次世代定序探究潛在調控

因子對於基因組複製的緩衝效應機制。我

們持續地把生物實驗的結果反饋給生物資

訊與統計方法的調整，可望建立更明確的

分析方法，並可望提出對於細胞如何達到

基因量緩衝途徑上新的分子機制。 

每個子計畫之間除了密切 e-mail 通信之

外，每個月定期開會討論子計畫的進度，

針對計畫合作與整合方式仔細地溝通。 

 

計畫執行的六個月期間，我們針對識別潛

在調控因子的統計方法提出更適切的統計

方法，並且以生物資料進行電腦模擬計

算，探討我們提出的統計方法適用於哪些

參數的條件，改善方法的穩健性。兩個子

計畫生物實驗室，已經成功地選殖數個潛

在因子基因的酵母菌突變株，建立突變株

的基本生物學與遺傳變異的鑑定。此外，

我們也針對野生株酵母菌完成次世代定序

流程的實作，從生物實驗室的技術到生物

資訊分析流程都經過多次的討論，確實可

以達到穩定、可信賴的實驗結果。對於接

續的計畫內容的執行打下良好的基礎。 

 ◆利用紅外光吸收光譜、質譜、和高準確

量子化學計算鑑定碳水化合物結構及其

應用於腫瘤相關碳水化合物抗原的合成

及鑑定 

本主題計畫已執行 6 個月，目前執行情形

如下： 

一、整體計畫：已開過 3 次全體參與人員

討論會。 

二、子計畫一： 以紅外光吸收光譜及質譜

鑑定碳水化合物的結構，已提出實際

的方法使質譜能用於碳水化合物結構

的鑑定。結果顯示我們的新方法比目

前用於鑑定單醣變旋異構物構型的方

法至少快又靈敏 100 倍，我們創新的

方法可見從數千個同分異構物中，經

由我們設計的質譜選擇法，很快鑑定

 

 

 

 

一、已發表論文如下：  

(一)Hsu Chen Hsu, Chia Yen Liew, 

Shih-Pei Huang, Shang-Ting 

Tsai, Chi-Kung Ni*. Simple 

Approach for De Novo 

Structural Identification of 

Mannose Trisaccharides. J. Am. 

Soc. Mass. Spectrom. 29, 470 

(2018). 

( 二 )Simple Method for De Novo 

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of 

Underivatised Gluc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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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醣的結構。目前已完成葡萄糖、

半乳糖、甘露糖的多醣結構。正進行

含有 N-乙醯葡糖胺、唾液酸等單醣、

雙醣、及多醣的研究。 

三、子計畫二： 碳水化合物的紅外光光譜

及解離機制的理論研究，我們已開發

一新的方法，用來搜尋不同異構物的

結構，我們以高準確的從頭量子化學

方法，自動尋找分解過渡態。已完成

- - - -半乳糖、

- -甘露糖的計算，用於解釋子

計畫一中的實驗。目前正進行 N-乙醯

葡糖胺及纖維二糖的計算。 

四、子計畫三：模組化合成雙醣分子庫以

建立質譜鑑定碳水化合物資料庫及腫

瘤相關碳水化合物抗原的合成，我們

以模組化合成的方式，合成一系列由

各種可在哺乳類細胞表面被發現的六

碳醣單醣分子組成的雙醣分子，包含

其位置及變旋異構物的各種排列組

合。目前已完成 N-乙醯葡糖胺及其和

甘露糖連接的雙醣分子庫，用於子計

畫一中的實驗。 

Oligosaccharides. Scientific 

Reports, 8, 5562 (2018). 

另有兩篇已寄出，目前審稿中。 

二、有一專利目前正申請美國專利中。 

三、國際會議報告：ASMS Conference on 

Mass Spectrometry and Allied 

Topics, June 3 - 7, 2018 San Diego, 

CA, USA. 

另有三個國際會議將在 7、8月舉行，

我們也已獲邀報告。 

 ◆發展多功有機生物電子材料及元件作為

神經介面 

本期間依照原本計畫的進度，從事有機導

電高分子(PEDOT)材料的單體、電極及元件

開發，並建立整合平台於探討其於神經科

學之應用。 

一、所有子計畫主持人每 3 個月會定期開

會，對各分支計畫的研究進度進行報

告及問題探討。 

二、架設可同時進行「光遺傳學」、「電

生理訊號」、及「溶液含氧量」量測

的有機電化學電晶體(OECT)量測平

台。 

 

 

本計畫已經產出 3 篇期刊論文，且整體進

度符合原訂的計畫進度與內容。實施成果

簡述如下： 

一、合成苯基硼酸(phenylboronic acid，

PBA)官能基化的 EDOT單體，並利用不

同電聚合參數，優化製作三維奈米管

狀的 PEDOT 電極。研究中利用此元件

介面應用於高靈敏度的葡萄糖快速檢

測。此平台另外結合石英晶體微天秤

(QCM)，探討電極在蛋白質干擾下之葡

萄糖感測影響。此研究部分內容已發

表 於 ACS Appl. Bio Mater. 期 刊

(DOI：10.1021/acsabm.8b00060)。(分

支計畫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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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利用 PBA官能基化的 EDOT單體，結合

氧化聚合及奈米轉印技術，製作 PEDOT

導電高分子的奈米柱陣列，應用於捕

捉血液內特定的循轉腫瘤細胞，並搭

配山梨糖醇誘導細胞釋放以進行 RNA

生物標誌物的分子生物分析。此研究

未來規劃會用來分離神經幹細胞，部

分內容已發表於 Adv. Healthcare 

Mater.期刊(Adv. Healthcare Mater. 

2018, 7, 1700701) 。 ( 分 支 計 畫

1&2&3)。 

三、利用半導體製程及轉印技術，製作高

分 子 的 微 米 柱 陣 列 ， 並 結 合

vitronectin 胜肽的化學接枝，探討材

料介面的化學及物理特性對於胚胎幹

細胞及人工誘導多能幹細胞的影響。

此研究未來規劃會用來培養神經幹細

胞，部分內容已發表於 Topics in 

Catalysis 期 刊 (DOI ：

10.1007/s11244-018-0925-2)。(分支

計畫 3)。 

 ◆深對流雲微物理及動力之數值研究及與

衛星資料對比及對全球氣候衝擊 

本期間計畫執行基本順利，本年度上半年

皆按原定計畫之進度執行，執行率接近

100%。3個子計畫在下列主題已獲致一些初

期成果： 

一、雲中冰粒子之自由降落之流體力學數

值模擬。 

二、雲動力模式模擬對冰粒子通風效應之

敏感度測試。 

三、收集雲解析模式的大數據輸出， 利用

此數據創造出深對流雲傳輸至平流層

的水氣量之新參數法與雲水物分佈比

率之參數法。 

四、將上述新兩個新參數法植入 NCAR CESM

與 TaiESM 模式。 

五、利用上述模式之一維氣柱模擬結果與

數個大型觀測作比對來評估新參數法

 

 

本期間為本計畫第一年之上半年。我們獲

致下述結果： 

一、我們成功地以數值方式模擬了錐形軟

雹、廣葉形、星形、扇形及樹枝形冰

晶之自由降落時所產生之流場以及後

者(即冰晶)之通風係數，這些流場對

計算冰粒子之碰撞增長率極為重要。

軟雹的自由降落數值流場成功地模擬

了旋轉、鐘擺型擺動、繞動、翻滾等

在實驗室中所觀測到的流體行為。其

結 果 發 表 在 國 際 科 學 期 刊

Atmospheric Research 上。冰晶自由

降落之模擬也一樣呈現了和實際觀測

到的雪片下降行為吻合。我們也計算

了因粒子運動而產生的通風效應。流

場及通風係數之結果已寫成論文，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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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現。 

六、由地球同步衛星之高時空解析度所觀

測，進行雲頂微物理參數之反演、驗

證與評估。 

七、大氣深對流之環境特徵分析。 

已獲美國氣象學會之 Journal of the 

Atmospheric Sciences 接受，不久即

將刊登。 

二、我們利用本團隊研發之雲動力微物理

模式 WISCDYMM-II 進行模式模擬結果

對冰粒子通風係數的敏感度測試，我

們測試了幾種通風係數情境及幾種冰

粒子粒徑譜，得出這兩個因素之改變

均會影響雲模式所模擬雲成長過程，

顯示利用數值模式需注意這些敏感因

素對氣候模式預測氣候變化所引起之

不確定性。我們刻正整理這些結果，

將之撰寫成科學論文中。 

三、已完成雲解析模式之大數據輸出的資

料收集與歸納分組工作，同時利用一

統計軟體來測試數個大氣環境熱力與

動力參數當作水氣輸送量與雲水物分

佈參數法之可行性分析。 

四、在等待新參數法的同時，我們也先利

用 Han et al. (2016)由雲解析模式簡

化出的水物分佈參數法，將其植入

NCAR CESM 與 TaiESM 模式之深對流積

雲參數法，也將此作法與在積雲參數

法採用較實際雲微物理參數法的方式

做比對，希望藉由了解積雲參數法在

改變雲水物分佈作法後之表現特性，

尤其是對水氣分佈的影響方面，以此

研究結果做為新參數法的修正或合適

作法之參考依據，這項前期性質之研

究成果已大致完成論文之撰寫，將於

近日投稿。 

五、一維氣柱模式的模擬工作準備與測試

也已完成，目前暫定以四個大型觀測

實驗之大氣環境條件來驅動模式，同

時與此四大觀測實驗之實際觀測資料

進行比對分析，此實驗分別是 ARM 

1995 與 ARM 1997(陸地對流雲)，

TWP-ICE 2006( 海 洋 對 流 雲 ) 以 及

MC3E(中尺度對流系統)，待(1)的新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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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法完成，可立即結合此工具進行模

擬與比對。 

六、本團隊成功地以日本新一代的氣象同

步衛星向日葵八號(Himawari-8)所籌

載的 AHI 感測器，成功地反演出具有

高時空解析度的雲微物理參數，並且

搭配美國 NASA 之 Aqua/MODIS 被動式

觀測與 CloudSat及 CALIPSO之主動觀

測，進行雲頂高度、雲滴粒徑及雲光

學厚度等之交叉驗證與成效評估。初

步成果顯示，與主動、被動式觀測後，

均顯示自主開發及調適的反演演算法

的成果具有高度可靠性，較大的差異

來自高層的薄卷雲，這是肇因於不同

感測器的頻道及解析度不同所致。此

部 分 成 果 已 投 稿 至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目前正在審查中。 

七、本團隊利用 CloudSat所觀測到的多年

期強降對流事件，進行環境場之熱力

及動力因子分析，期能找出強降對流

之好發環境參數，並且確認地域性及

日夜變化特徵。初步成果發現白天有

較高的 2 米氣溫 (T2m)，致使潛熱通

量(LHF)、可感熱通量(SHF)與較低的

低對流層穩定度，同時適當的垂直風

切，將有利大氣深對流的發展，過強

的風切及低層輻合，將導致熱身對流

的消散。這些因子不僅具有時間及地

域上的差異，對於數值模式的調整，

具有敏感度貢獻，因此這部分正在調

整驗證中。前述的前半部，正在準備

投稿中，模式敏感度驗證部分，將於

107年度下半年繼續進行。 

 ◆探討 Dmc1催化同源染色體間 DNA同源重

組分子機制 

總計畫：本主題計畫以酵母菌與線型真菌

工業用木黴菌等為模式生物，探討出芽酵

母菌為何需要兩個RecA重組酵素(Rad51與

Dmc1)才能完成「雜交減數分裂」(hybrid 

 

 

總計畫：因 3個子計畫頻繁交流研究資訊，

各子計畫得以互相支援，密切地合作。 

一、子計畫一：已發表或準備發表論文： 

(一)H.Y. Chang, C.Y. Liao, G.C. 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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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osis)，也研究工業用木黴菌如何僅以

Rad51就能完成雜交減數分裂。我們成功整

合單分子物理、細胞學、生物化學、遺傳

學與基因體學等方法，分析比較酵母菌與

木黴菌的Rad51與Dmc1物理與化學機制以

及生物學之調控，目前已獲得具體研究成

果，相關研究成果除了發表論文外，也具

有應用於改良工業用木黴菌之潛能。 

一、子計畫一：的生化研究發現Rad51和

Dmc1之間存在重要的機制上差異。我

們發現，與Rad51相比，藉由抑制ATP

水解來穩定Dmc1與單股DNA的結合作

用，並不足以增強Dmc1所催化的重組

反應。此外，我們發現Dmc1和Rad51有

直接蛋白質和蛋白質相互作用，以及

Rad51的核心結構區域可與Dmc1具有

多重接觸。而此蛋白彼此間的相互作

用具物種特異性，因為Dmc1和原核重

組酵素RecA之間並沒有彼此交互作

用。我們將繼續研究Rad51-Dmc1相互

作用的功能意義。 

二、子計畫二：利用單分子生物物理學方

法比較酵母菌Dmc1和Rad51蛋白在形

成核蛋白絲過程中的動力學差異，發

現Dmc1形成核蛋白絲的速率比Rad51

慢很多，同時Ca2+ 離子可以刺激Dmc1

核蛋白絲的形成，卻無法刺激Rad51。

這些動力學的差異性可用來建構在減

數分裂進行同源DNA重組時，兩個蛋白

酵素的生化反應模型。我們也正在建

構了一套多光色螢光平台，並建構一

套螢光標定策略方法有效地製備具有

螢光的蛋白，以利後續計畫中直接觀

測DNA同源重組的過程。 

三、子計畫三：結合分子遺傳學與化學生

物學方法，建構 333 個不同載體，分

別表達第 n 個天然胺基酸被人工胺基

酸 Bpa取代的 Dmc1蛋白(Dmc1nBPA)，

經紫外光照射後，部份 Dmc1nBPA 可在

S.W. Lin, H.W. Wang, and P. 

Chi* (2015) Functional 

relationship of ATP 

hydrolysis, presynaptic 

filament stability, and 

homologous DNA pairing 

activity of the human meiotic 

recombinase DMC1. J. Biol. 

Chem. 290,19863-73. 

(二)Su, G.C., Yeh, H.Y., Lin, S.W., 

Chung, C.I., Huang, Y.S., Liu, 

Y.C., Lyu, P.C., and Chi, P* 

(2016) Role of the 

RAD51-SWI5-SFR1 ensemble in 

homologous recombination. 

Nucleic Acids Res. 44, 

6242-51. 

(三)Lu, C.-H., Chi, P.*, Iwasaki, 

H.* & Li, H.-W.*, 

“Stimulation Mechanism of 

Swi5-Sfr1 complex on Rad51 

Nucleoprotein Filament 

Formation”, Nature Struct. 

Mol. Biology. (to be 

submitted). 

(四)Lin, S.-Y., Lan, W.-H, Chang, 

W.-H., Chi, P.* & Li, H.-W.*, 

“Ki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Dmc1 recombinase and 

Comparison with Rad51”, 

Nucleic Acids Res. (to be 

submitted). 

二、子計畫二：已發表或準備發表論文： 

(一)Carter, A.R., Seaberg, M.H., 

Fan, HF, Sun, G., Wilds, C.J., 

Li, H.W., Perkins, T.T. (2016) 

Sequence-dependent 

nanometer-scale 

conformational dynamic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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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內”雖能形成 Dmc1－Dmc1交聯

產物，卻無法形成可被偵測出的 Dmc1

－Rad51 交聯產物。我們也發現主控

DNA 破損檢查點的兩個蛋白激酶

Mec1ATR and Tel1ATM，能直接磷酸化

Dmc1 與 Rad51，進而促進減數分裂同

源 DNA 重組與細胞週期進行。在本計

畫執行過程中，兩個美國實驗室分別

利用單分子物理學與分子遺傳學方

法，證明同時擁有兩個 Rad51 的 Dmc1

真 核 生 物 ( 即 “ Dual-RecA ” 

organisms)，如酵母菌與人類，Dmc1

比 Rad51 對 不 匹 配 的 DNA 序 列

(mismatch sequence)具較高的耐受

性 ， 因 此 能 確 保 經 異 型 雜 交

(outcrossing)所繁衍子代能順利進

行減數分裂，產生有生殖能力的精子

或卵。此發現雖然開啟我們對 Dmc1 與

Rad51功能的新瞭解，卻無法解釋只有

Rad51 的真核生物(即“Rad51-only” 

organisms)，如絲狀真菌、果蠅與線

蟲等，如何進行雜交減數分裂(hybrid 

meiosis)。因此第 3 子計畫在第二年

開 始 利 用 工 業 用 木 黴 菌 為

“Rad51-only”模式生物，先以分子

遺傳與基因體學方法，探討木黴菌

Rad51催化雜交減數分裂機制，確認木

黴菌 Rad51 能有效率的進行雜交減數

分裂。目前也開始與前兩個子計畫主

持人合作，利用生物化學與單分子物

理學方法，分析比較木黴菌 Rad51 與

酵母菌 Dmc1與 Rad51的物理與化學性

質。 

individual RecBCD-DNA 

complexes. Nucleic Acids Res. 

44, 6242-51. 

(二)Lu, C.H. and Li, H.W. (2017) 

DNA with Different Local 

Torsional States Affects 

RecA-Mediated Recombination 

Progression. Chemphyschem, 

18, 584-590. 

(三)Lu, C.-H., Chi, P.*, Iwasaki, 

H.* & Li, H.-W.* (2018) 

“Stimulation Mechanism of 

Swi5-Sfr1 complex on Rad51 

Nucleoprotein Filament 

Formation”, Nature Struct. 

Mol. Biology. (to be 

submitted). 

(四)Lin, S.-Y., Lan, W.-H, Chang, 

W.-H., Chi, P.* & Li, H.-W.* 

(2018) “Kinetic 

Characterization of Dmc1 

recombinase and Comparison 

with Rad51”. Nucleic Acids 

Res. (to be submitted). 

三、子計畫三：準備發表論文： 

( 一 )Chen, Y.J., Wang, T.H., 

Chuang, C.N. and Wang, T.F.* 

(2018) A comprehensive 

site-specific 

p-benzoyl-L-phenylalanine 

incorporation and 

photochrosslinking study of 

meiosis-specific Dmc1 

recombinase in vivo. (Under 

revision). 

(二)Li, W.C., Chuang, Y.C., Wang, 

C.L., Chen, C.L., Chen, Y.J. 

and Wang, T.F.* (2018) 

Rad51-mediated meio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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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tion in Trichoderma 

reesei is predominantly 

spo11-independent (to be 

submitted). 

(三)Wu, T.C., Chuang, C.N., and 

Wang, T.F.* (2018) Rad51 is 

phosphorylated by DNA damage 

checkpoint kinase to promote 

meiotic recombination (to be 

submitted). 

 ◆由線粒體功能及結構控制下之組織完整

性 

一、子計畫一： 

(一)粒腺體拓樸異構酶 IIIα突變的

表型分析。 

(二)粒腺體及粒腺體DNA的結構分

析；我們利用突變果蠅中出現的

粒腺體及粒腺體DNA結構，並且與

野生型控制組做比較。 

(三)建立小鼠拓樸異構酶top3αmt的

植入(knock-in)突變，此突變小

鼠也已成功培育且目前初步分析

也大致完成。 

二、子計畫二： 

(一)已完成粒線體在年輕和衰老的生

殖幹細胞的中形態和分佈的分

析。 

(二)已完成粒線體在年輕和衰老的生

殖幹細胞的中的活體動態攝影及

分析。 

(三)已完成破壞粒線體分裂和融合對    

生殖幹細胞的影響。 

三、子計畫三： 

(一)去年研究已經發現GLUT10功能缺

乏，在高脂飲食下老鼠容易肥胖

病，提早產生二型糖尿病。目前

深入暸解脂肪組織是如何受到影

響。 

(二)研究GLUT10功能缺乏，如何影響

 

 

整體計畫已完成預期目標、投稿、會議發

表及發表於國際期刊之研究成果如下： 

一 、 Tsai HZ, Lin RK, Hsieh TS. 

Drosophila mitochondrial 

topoisomerase III alpha affects 

the aging process via maintenance 

of mitochondrial function and 

genome integrity. J Biomed Sci. 

2016 Apr 12;23 ： 38. doi ： 

10.1186/s12929-016-0255-2. 

二、Oyundari Amartuvshin and Hweijan 

Hsu, “Mitochodrial dynamics 

control germline stem cell 

division and maintenance with 

age” 2017 The 6th germ cell 

biology meeting, Osaka,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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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新陳代謝功能。 

(三)研究GLUT10功能缺乏，如何調控

脂肪細胞分化。 

四、子計畫四：利用組織連續切片電子顯

微鏡斷層攝影術, 分析果蠅粒線體發

育時的三級超微結構變化。 

 ◆半乳凝素及 C 型凝集素受體於抗真菌和

抗細菌免疫之作用 

一、計畫一：半乳醣凝素與 B 細胞在真菌

感染時之防禦交互作用。 

子計畫一的目標將透過研究 B 細胞在

適應性免疫上所扮演角色來研擬出控

制病原感染的新策略。在適應性免疫

部分，真菌感染被認為主要是受到輔

助性第一型及第十七型 T 細胞所調

控，而 B 細胞在抗真菌感染所參與的

角色為何尚不清楚。因而我們利用不

同 B 細胞子群來探討 B 細胞在對抗真

菌或細菌感染的重要性。我們發現小

鼠體內不論缺乏邊緣區 B細胞( RBP-J

剔除小鼠)或是漿細胞 ( Prdm1 剔除

小鼠)，在感染白色念珠菌後疾病嚴重

度和控制組小鼠相比並無差異。但將

感染過白色念珠菌小鼠的血清過繼轉

移至正常小鼠後卻能減緩小鼠感染白

色念珠菌時的疾病症狀。推測血清中

含有某些成分對於病原體的清除相當

重要。除了分泌抗體外，B細胞還能透

過分泌細胞激素來調控發炎反應和自

體免疫疾病。調節性 B 細胞(Breg)是

一群具免疫抑制能力的 B 細胞子群，

但其在真菌感染所參與的角色為何仍

待釐清。當感染白色念珠菌後，我們

注意到在 Prdm1 剔除小鼠，和控制組

小鼠相比，在脾臟內表現較多的調節

性 B 細胞。除此之外，將紫外光致死

之白色念珠菌和脾臟 B 細胞共同培養

後，發現 Prdm1 剔除小鼠 B 細胞能誘

導產生較多的 IL-10+調節性 B 細胞。

 

 

Publications： 

一、Subproject 1： 

(一)Wu, J.-L., Wu, H.-Y., Tsai, 

D.-Y., Chiang, M.-F., Chen, 

Y.-J., Gao, S., Lin, C.-C., 

Lin, C.-H., Khoo, K.-H., Chen, 

Y.-J.* and Lin, K.-I* (2016) 

Temporal regulation of Lsp1 

O-GlcNAcylation and 

phosphorylation during 

apoptosis of activated B 

cells. Nature Communications. 

7 ： 12526. doi ： 

10.1038/ncomms12526 

*corresponding author 

( 二 )Yu, Y.-H., and Lin, K.-I* 

(2016) Factors that regulate 

the generation of 

antibody-secreting plasma 

cells. Advances in Immunology. 

131 ： 61-99 *corresponding 

author 

( 三 )Chen, T.-T., Tsai, M.-H., 

Kung, J.T., Lin, K.-I, Decker, 

T. and Lee, C.-K. (2016) STAT1 

regulates marginal zone B cell 

differentiation in response to 

inflammation and infection 

with bloodborne bacteria.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 213： 3025-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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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們也以金黃色葡萄球菌

感染模式來探討邊緣區 B 細胞在當中

扮演角色，結果觀察到缺乏邊緣區 B

細胞會增加小鼠在金黃色葡萄球菌感

染後的死亡率，推論可能和感染早期

脾臟裡的嗜中性球數量下降有關。 

二、計畫二：半乳醣凝素和樹突狀細胞在

宿主防禦真菌病原體中的功能。 

在子計畫二中，我們持續研究半乳糖

凝集素-3 在李斯特氏菌(Listeria 

monocytogenes, LM) 感染之骨髓細胞

分化巨噬細胞(來自正常與半乳糖凝

集素-3基因剔除老鼠)，以及老鼠巨噬

細胞株，所誘發之宿主細胞自發免疫

反應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先前的研究

中，我們證明內源性的半乳糖凝集素

-3 會聚集到，被李斯特氏菌破壞的吞

噬體膜附近，而此現象的發生需仰賴

宿主細胞之 N 型聚糖 (N-glycans)暴

露在細胞質所造成。當細胞缺乏半乳

糖凝集素-3 時，胞內李斯特氏菌的生

長會受到抑制，其原因是當細胞缺乏

半乳糖凝集素-3 會引起較強的 LC3 聚

集到細菌周圍，導致細菌較容易被自

噬體包圍，因此在實驗上，我們觀察

到較多的李斯特氏菌在自噬體中。半

乳糖凝集素-3 抑制細胞自噬反應的功

能，主要是仰賴它與宿主細胞之 N 型

聚糖 (N-glycans)的結合。因此我們

探討，當細胞外在因子，調節了細胞

表面醣質體的組成後，隨著細胞內吞

與自噬體的形成，當細胞內吞小體與

自噬體的囊膜損壞時，會把細胞表面

醣質的改變，藉由細胞質中的半乳糖

凝集素來解讀這個訊息。其中一個很

顯著的例子是，當細胞經唾液酸酶處

理，去除了醣體的唾液酸修飾，會增

加半乳糖凝集素-3 的聚集，而同時降

低了半乳糖凝集素-8 聚集在細胞內損

(四)Lai, C.-Y., Su, Y.-W., Lin, 

K.-I, Hsu, L.-C. and Chuang, 

T.-H. (2017) Natural 

modulators of endosomal 

Toll-like receptor-mediated 

psoriatic skin inflammation. 

Journal of Immunology 

Research.10.1155/2017/780731

3. 

(五)Wu, J.-L., Chiang, M.-F., Hsu, 

P.-H., Tsai, D.-Y., Hung, 

K.-H., Wang, Y.-H., Angata, 

T.* and Lin, K.-I* (2017) 

O-GlcNAcylation is required 

for B cell homeostasis and 

antibody responses. Nature 

Communications.8(1) ： 1854. 

*corresponding author 

二、Subproject 2： 

( 一 )Chen, Y.-J., Wang, S.-F., 

Weng, I.-C., Hong, M.H., Lo, 

T.-H., Jan, J.-T., Hsu, L.-C., 

Chen, H.-Y., Liu, F.-T. 

Galectin-3 enhances avian H5N1 

influenza A virus-induced 

pulmonary inflammation by 

promoting NLRP3 inflammasome 

activation. Am J Pathol 188：

1031-1042, 2018. 

(二)Liang, C.-C., Li, C.-S., Weng, 

I.-C., Chen, H.-Y., Lu, H.-H., 

Huang. C.-C., Liu, F.-T. 

Galectin-9 is critical for 

mucosal adaptive immunity 

through the TH17–IgA axis. Am 

J Pathol 188：1225-1235, 2018. 

(三)Weng, I.-C., Chen, H.-L., Lo, 

T.-H., Lin, W.-H., Chen, 

H.-Y., Hsu, D.K., and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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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的囊膜，這樣現象增強了抗細胞自

噬反應。我們的發現證明，細胞內的

半乳糖凝集素，可以接受細胞表面醣

質改變的訊息，並藉由破損的自噬體

囊膜的調節細胞反應。 

三、計畫三：半乳凝素-3 在宿主防禦念珠

菌病感染中對嗜中性白血球功能調節

的研究。 

子計畫三進行嗜中性顆粒球胞外網狀

結構(NETs)形成機制之研究時，我們

發現半乳糖凝集素-3 未參與在嗜中性

顆粒球胞外網狀結構之形成。未被血

清調理過的白色念珠菌利用未知的新

穎機制、在無需仰賴 NADPH 氧化酶的

情況下便可誘發細胞生成 NETs。利用

不同受器基因缺失之嗜中性顆粒球，

我們證明細胞乃透過 dectin-2，而非

CR3、dectin-1 或 MyD88 相關的受器

調控此 NET 之生成。透過藥物抑制劑，

我們進一步顯示 dectin-2 辨識真菌

後會活化下游 Syk-Ca2+-PKCδ-PAD4 

訊息傳遞鍊，進而使染色體內組織蛋

白 H3 被瓜氨酸化。以酵素分解 NETs

會導致嗜中性顆粒球毒殺真菌能力下

降。我們的研究也顯示細胞壞死性凋

亡，而非細胞自噬和細胞凋亡，參與

在 NETs 的形成過程。下一步，我們將

以小鼠模式研究 NETs 在宿主抵禦白

色念珠菌感染中的重要性。 

四、計畫四：酪氨酸蛋白激酶偶合之 C 型

凝集素受體 CLEC5A在致病菌引發之嗜

中性白血球胞外殺菌網狀結構形成的

研究。 

子計畫四探討 CLEC5A 在宿主對抗病

原體的免疫反應中的角色，並探討

CLEC5A與 TLR 在共同辨識抗病原體之

角色。CLEC5A 是 C型凝集素 5A，屬於

病原體辨識接受器且能夠辨識黃病毒

家族之成員，過去已知對於登革病毒

F.-T. Cytosolic galectin-3 and 

-8 regulate antibacterial 

autophagy through 

differential recognition of 

host glycans on damaged 

phagosomes. Glycobiol 2018. 

三、Subproject 3： 

(一 )Wen C.-L., S.-Y. Wu, M.-J. 

Jheng, and B. A. Wu-Hsieh*. 

2018 “Candida albicans 

triggers p47phox-independent 

release of 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s through 

dectin-2” (In preparation). 

(二)Wu S.-Y., J.-H. Huang, W.-Y. 

Chen, Y.-C. Chan, C.-H. Lin, 

Y.-C. Chen, F.-T. Liu, and B. 

A. Wu-Hsieh* 2017 “Cell 

Intrinsic Galectin-3 

Attenuates Neutrophil 

ROS-Dependent Killing of 

Candida by Modulating CR3 

Downstream Syk Activation” 

Frontiers in Immunology. 8：

48. 

四、Subproject 4：Szu-Ting Chen, Fei-Ju 

Li, Tzy-yun Hsu, Shu-Mei Liang, 

Yi-Chen Yeh, Wen-Yu Liao, Teh-Ying 

Chou, Nien-Jun Chen, Michael 

Hsiao, Wen-Bin Yang & Shie-Liang 

Hsieh, Nature Communication, 2017. 

DOI： 10.1038/s41467-017-0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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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日本腦炎病毒有反應。我們研究

顯示李斯特菌與綠膿桿菌可以透過

CLEC5A 及 TLR2 活化發炎體以及發炎

激素。在 CLEC5A基因剔除小鼠中感染

李斯特菌可降低發炎性單核細胞中

IL-1β 產生， 並在肝臟聚集大量

CD11b+Ly6ChiCCR2hiCX3CR1lo 發炎性

單核細胞。CLEC5A/TLR2雙基因剔除小

鼠比 CLEC5A基因剔除小鼠更容易受李

斯特菌侵襲，顯示 CLEC5A 與 TLR2 同

時參與在辨識李斯特菌及後續的發炎

反應。此外，CLEC5A 在綠膿桿菌感染

後，有意義地影響老鼠生存率與發炎

體產生。因此，CLEC5A 在先天性免疫

中對抗細菌入侵是具有關鍵之功能。 

 ◆探討細菌致病性及發炎是如何受到腸胃

道黏膜的調控 

一、與各個分支計畫主持人共同商討如何

繼續未來的合作(討論如何爭取其他

的主題研究計畫)。此外，因現今腸胃

微生物菌相研究熱門，如何將這個研

究擴大，以爭取微生物菌相的主題研

究經費。 

二、各個子計畫因為彼此間密切合作而逐

漸產生好的研究成果，商討如何發表

專利或研究論文。 

 

 

一、探討細菌的感染如何藉由外膜囊泡

(outer membrane vesicles,OMV), 脂

筏(lipid rafts), 等機制強化細菌的

毒性，並探討抗生素抗藥性的機制如

何與細胞膜成分及性質相關。 

二、探討細菌感染時，醣水解酵素如何與

凝 集 素 ( 例 如 galectin, siglec, 

C-type lectin) 作 協 同 作 用

(synergistic effect), 以達成有效

的防禦機制。另外，這些作用也使表

皮細胞與不同免疫細胞互相聯繫。這

個交互網路作用的機制目前也已經鑑

定解析出來。 

 ◆RNA 加工處理於植物有性生殖所扮演之

角色 

一、子計畫一：擬南芥 CstF64 參與 RNA 3'-

端修飾對於影響開花及後續有性生殖

基因的衝擊 

二、子計畫二：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

接控制開花時間 

三、子計畫三：可遠距運輸的訊息核醣核

酸細胞內運輸的研究 

 

 

一、子計畫一：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定序，

並找到許多與花器發育相關基因的

mRNA之 3’端長度於 cstf64突變株中

發 生 改 變 ， 其 中 包 含 了

SPL,ABP1,AP1,TFL1…等調控花器發

育形成重要的基因。我們於其中選擇

了 SPL 基因出來驗證，如同我們定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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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所顯示的，在 cstf64突變株中產

生了較長的 SPL mRNA，此長度改變的

mRNA 是由於 mRNA 加工過程中選擇不

同的 3’端切割位置所造成的。為了進

一步了解此種長度不同的 SPL mRNA 對

植物發育的影響，我們將正常的 SPL 

mRNA、SPL 的譯碼區域(cds)、及此較

長的 SPL mRNA 選殖出來並轉殖至阿拉

伯芥中，結果顯示三種不同長度的 SPL 

mRNA 會造成不同程度的植物性狀改

變，此外大量表現 SPL較長的 mRNA 於

cstf64 突變株中並不會造成加乘性的

性狀改變，由此可知此較長的 mRNA 是

導致 cstf64異常花器發育性狀的其中

一個原因。目前正進一步針對其它受

到影響的花器發育基因進行分析，並

進行第二階段的定序以更加確認第一

階段定序的結果。 

二、子計畫二：以下依本子計畫兩個主要

方向分別敘述： 

(一)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的

分子機制。此部分已建立一套新

的研究方法，可以用高通量的方

式，分析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機制中可能參與的調控蛋白

所結合的 RNA，目前針對以質譜儀

鑑定得到的數個相關的剪接調控

蛋白進行分析，也針對這些蛋白

質的生化特性及功用進行進一步

的研究。 

(二)溫度調控替代型訊息 RNA 剪接機

制在高等植物有性生殖的生理功

能。已取得阿拉伯芥訊息 RNA 剪

接及開花相關基因的剔除株，例

如 prp39、pif4、prp40、sr45、

sr30 等，大部分已完成基因型確

認及收集子代種子，目前進行在

溫度變化下開花週期分析及基因

轉殖，其中 prp39 已確認有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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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的性狀，初步分析發現此突變

株中有一開花基因的替代型訊息

RNA剪接發生問題，正在進行其可

能調控機制的探討。 

三、子計畫三：此子計畫主要研究目標為

瞭解遠距運輸核醣核酸在細胞內運輸

的分子機制。我們在計畫年度中已經

成功的發展一套以 MS2-綠螢光蛋白標

誌系統為基礎的方式標定核醣核酸，

並成功地利用此一系統證明遠距運輸

核醣核酸會選擇性的運輸至原生質絲

(plasmodesmata)以運輸至相鄰的細

胞。此一部分成果已經發表在國際期

刊 Plant Physiology。為了更近一步

了解遠距運輸核醣核酸是如何運送至

原 生 質 絲 ， 我 們 分 析 細 胞 骨 架

(cytoskeleton)是否參與遠距運輸核

醣核酸的包內運輸。我們利用抑制細

胞骨架的藥劑處理細胞或共同標定定

位實驗以觀察遠距運輸核醣核酸的運

輸情形，結果顯示核醣核酸會藉由

Actin 控制的原生質流(cytoplasmic 

stream)運輸至細胞膜附近，再藉由附

著 在 微 小 囊 泡 結 構 的 表 面 經 由

microtubules 運輸至原生質絲。綜上

所述，本研究之主要貢獻在於建立

MS2-綠螢光蛋白標誌系統於植物中的

應用。並利用此一系統即時追蹤核醣

核酸胞內分佈及運輸機制。 

 ◆闡明在肌萎縮性脊髓側索硬化症中核醣

核酸及蛋白質錯置的病理機制以發展治

療及早期診斷策略 

此一計畫的本期目標主要為： 

一、收集並建立 ALS 病人和正常人的 iPSC

模型，以基因組編輯技術，修正遺傳

導致的基因突變，並且找出潛在治療

藥物發展方向與標靶。 

二、探討能量失調引起的核質運輸缺陷。 

三、建立誘發類澱粉生成的光控制平台，

 

 

 

一、本計畫目前順利地從 ALS 患者細胞以

細胞重編程技術取得 iPSC，再以基因

組編輯技術，修正遺傳導致的基因突

變。目前已證明了細胞質 TDP-43不正

常堆疊與 NEAT1 RNA 有關。降低運動

神經元 NEAT1不僅可以減少 TDP-43的

不正常堆疊，還可以預防運動神經元



中央研究院 

預算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8年度 
貳、以前年度實施狀況及成果概述： 

一、上（107）年度已過期間計畫實施及預算執行情形： 

122 

 

業務及 

工作計畫 
實    施    概    況 實  施  成  果 

並透過利用在活細胞中作為光控開關

的化學探針，研究 TDP-43蛋白的錯誤

摺疊在 ALS 中扮演的角色。 

的死亡。根據上述的發現，我們將可

為 ALS 藥物發展提供一個新的平台，

並提供定了 ALS 潛在治療藥物發展方

向。另外，我們也在本期研究中發現

AMPK 蛋白的活化會降低 TDP-43 蛋白

與 importin-α1的交互作用，進而造

成 TDP-43蛋白無法運送到細胞核內，

而滯留在細胞質。我們證明了 AMPK 蛋

白活化會導致許多核內蛋白異位，顯

示出漸凍症中 AMPK蛋白在細胞核的運

輸機制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二、目前本計畫 PI 已合作發表 3篇研究論

文，其中一篇更被選為中研院 2017 年

重點專題報導，另有其他多篇論文正

在投稿準備中。 

 ◆預測及驗證玉米葉子花環結構的調控因

子及其調控網絡 

該期間共進行兩個研究主題： 

一、探討 C4植物(如玉米)的葉脈密度比 C3

植物(如水稻)高的原因： 由實驗結果

及其他學者的研究資料推出一假說，

認為植物生長激素(auxin)的含量在

C4 植物葉子比在 C3 植物葉子高且傳

送速度較快，已進行多種實驗來驗證

此假說。 

二、由於花環結構最顯著的現象是高葉脈

密度，將針對我們預測出來與玉米葉

子花環結構有關的調控因子 (如

WRKY39，ARF3 及 YuCCA1)，在水稻表

現，看看是否會增加葉脈密度。 

 

 

一、調控植物葉脈密度機制的研究：利用

兩個相近物種 C3(醉蝶花)和 C4(白花

菜)植物，比較葉子發育的轉錄體，發

現大部分 C4植物生長激素的基因表現

高於 C3植物，另透過液相色層法，證

實 C4 植物的葉子的確比 C3 植物產生

較高量的生長激素。再者利用生長激

素阻斷劑，證實降低生長激素產量，

的確會減少 C4植物的葉脈密度。而且

我們觀察阿拉伯芥 myc2(生長激素合

成的抑制基因)的突變株，會增加葉脈

密度。這些結果均支持我們的假說。

目前已完成一篇論文，發表於美國國

家科學院研究期刊。 

二、將預測出來與玉米葉子花環結構有關

的調控因子，分別構築成多重轉殖基

因載體，並共同轉殖至水稻：已獲得

許多表達這些調控因子的轉殖水稻，

並進行初步水稻葉片的結構分析。其

中有一水稻轉殖株的葉片結構有顯著

改變，二個維管束間的距離減少 17%，

而且二個維管束之間的葉肉細胞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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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這些特徵已使轉殖水稻的葉片趨

近於玉米葉片的結構。這些實驗難度

高，但我們都能做成。 

三、我們同時訓練 3位博士後研究、4位研

究助理及 2位博士生共同參與。 

 ◆探討 NLRP3 發炎小體之活化及組合：

lysosome 途徑及新 NLRP3 結合分子之角

色 

一、 

(一)探討引發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

常用 P2X7受體致活劑，如何影響

粒線體及溶脢體。 

(二)探討一個新的調控 NLRP3 發炎小

體活化的分子 PARP1 其作用機

制。 

二、 

(一)研究 TAPE在致病菌感染和無菌性

發炎症調節 NLRP3 發炎小體的功

能：活體及活體外實驗探討 TAPE

調控 NLRP3 的 agonist 刺激研究

TAPE 參與 NLRP3 發炎小體的角

色。 

(二)以分子生物及顯微鏡實驗分析

TAPE 如何與 NLRP3 作用而活化發

炎小體： 

1、分子生物分析 TAPE 如何調控

NLRP3作用而活化發炎小體。 

2、利用螢光顯微鏡觀察 TAPE 與

NLRP3 是否位於細胞相同的

空間。 

三、使用活化及抑制 lysosome途徑藥物，

或 lysosome蛋白脢檢視 NLRP3發炎小

體活化受影響情形，以確定 lysosome

途徑在第二訊息參與程度。分析調控

NLRP3發炎小體新分子之角色，除原計

畫研究之 DAPK 及 c-FLIP，加入探討

XIAP在的新功能。 

四、首先要將團隊發現幾個 NLRP3 發炎小

體活化的分子 TAPE、 DAPK、DDX27 及

 

 

 

一、 

(一)研究結果顯示活化 NLRP3 發炎小

體的 P2X7 致活劑 BzATP，在巨噬

細胞(macrophages)及小膠質細

胞 (microglia) 會 經 過

Ca/CaMKK/AMPK 路徑引起粒線體

自噬作用(mitophagy)，包含增加 

LC3II 累 積 、 促 進 粒 線 體 

fission、減少粒線體 mass、促

進 Drp1 從細胞質轉移到粒線體，

以 及 引 起 調 控 溶 脢 體 生 源 

(biogenesis)的重要基因轉錄因

子 TFEB 從細胞質轉移到細胞核。

除 AMPK 的作用外，BzATP 亦促使

mitochondrial respiration 

uncoupling，此作用與 AMPK活性

無關。此外增加細胞質 Ca離子可

誘導溶脢體釋放 cathepin B，進

而參與細胞的死亡，而同時自噬

作用亦參與細胞的死亡。目前此

結果已投稿。 

(二)研究結果顯示 PARP1 參與在巨噬

細胞發炎小體的活化路徑中。

PARP1 可以從細胞核移位到細胞

質，經由調控細胞質中的自由基

含量及直接 PARylation 修飾

NLRP3而促進發炎小體的活化。目

前此結果正在撰寫論文準備投

稿。 

二、 

(一)利用 NLRP3 的 agonist 如 A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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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RP3 本身進行結構預測分析，並藉

此分析決定出這些蛋白分子的那些部

分區域可能穩定存在水溶液中。依此

分析結果，利用分子選殖技術，將

TAPE、 DAPK、DDX27 及 NLRP3 的預測

穩定構型區域，利用大腸桿菌系統來

大量表現蛋白。接著使用蛋白質純化

技術來獲得高純度的這些蛋白，並採

用粒徑篩析層析法(SEC)進行構型及

單分散(monodisperse)分析。冀望得

到符合這些條件的蛋白以進行蛋白質

結晶工作。 

五、NLRP3 發炎小體負調控研究：研究重

點著重於探討新發現的 DEAD boxRNA 

解旋酶（DDX27）在不同病原體及活化

物誘導的 NLRP3 發炎小體的功能、其

抑制 NLRP3 發炎小體活化的訊息傳遞

路徑及分子機制，與 DDX27 在老鼠病

原體感染中所扮演的生理角色。 

Nigericin 及 SiO2等，刺激 TAPE

基因剔除小鼠的巨噬細胞，其

IL-1β的分泌量有顯著下降。此

外，我們發現 TAPE 跟其他 NLRP3

發炎小體元件一樣，在 NLRP3 發

炎小體活化時，會選擇性的被釋

出到細胞外。 

(二) 

1、在免疫共沉澱的中實驗證明

TAPE 透過其 N 端跟 NLRP3 交

互作用，而 NLRP3透過其 PYD 

and LRR domain 跟 TAPE 進行

交互作用。 

2、在螢光顯微鏡的實驗中，我們

發現帶有綠光的 NLRP3 及帶

有紅光的 TAPE有位於細胞相

同空間的情形，並形成一個

巨大的 puncta。 

三、我們已確認了 ASC specks可以不需要

第二訊息化 NLRP3 發炎小體。我們也

發現秋水仙素特定抑制白色念株球菌

及生物無法分解顆粒等經由 lysosome

途徑所活化 NLRP3 發炎小體，並決定

出其抑制的特定濃度。我們也發現抗

凋亡分子 XIAP在 NLRP3發炎小體活化

的新抑制角色。缺乏 XIAP增進了尿酸

結晶、氧化矽結晶、白色念株球菌、

李斯特氏菌在骨髓性細胞活化 NLRP3

發炎小體的能力。 

四、 

(一)NLRP3：利用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

表達系統進行 4 個 NLRP3 片段的

蛋白表現。但是都無法得到可溶

性的 NLRP3 片段蛋白。 

(二)DDX27：仍在進行長晶工作。並利

用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

進行另一片段的蛋白表現，但是

都無法得到可溶性的 DDX27 片段

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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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TAPE：仍在進行長晶工作。並發

現此蛋白會跟 DNA 交互作用，目

前有將蛋白與 DNA 混合進合掌經

工作。 

(四)DAPK：利用大腸桿菌蛋白表現系

統來進行 C 端部分的分子選殖工

作，但是都無法拿到可溶性的

DAPK片段蛋白。即使使用 fusion 

protein 也無法獲得。目前要利用

昆蟲細胞/ 桿狀病毒表達系統來

表現這些片段。 

五、NLRP3 發炎小體負調控研究： DDX27

並不影響 LPS 引發線粒體氧化物質生

成、K+外排及溶酶體去穩定化，但

DDX27 只專一的與 NLRP3 結合，因而

抑制 NLRP3 與含有 Cardiolipin 的脂

質體(liposome)結合。DDX27 基因剔除

小鼠(Ddx27-/-)死於胚胎期，目前正

在建立骨髓細胞基因剔除小鼠。 

 ◆重塑腫瘤微環境免疫力之癌症療法 

一、研究計畫討論會。 

二、研究計畫實施概況： 

(一)子計畫一：自然殺手(NK)細胞抗癌機

制與免疫療法研究。 

1、研究 conditioned NK 細胞如何影

響Ｔ細胞抗腫瘤反應。 

2、發展與 conditioned NK 細胞併用

之癌症複合免疫療法。 

(二)子計畫二：趨化之巨噬細胞調節殺手

細胞抗癌免疫作用機制。 

1、確定 TRAP 在 TAM 極化和腫瘤發生

中的作用。 

2、評估 Trap-/- 巨噬細胞的抗腫瘤能

力。 

(三)子計畫三：活化 TAM 的分子與新陳代

謝機制。 

1、找出 TAM趨化之新陳代謝需求。 

2、探討 Bmal1/HIF-1a 互動在能量控

制巨噬細胞活化之角色。 

 

一、本年度之研究討論會於 20180501 舉

行，各子計畫主持人及其實驗室參與

計畫人員聚會，報告研究進度、討論

結果與未來實驗設計及方向。 

二、研究計畫實施成果： 

(一)子計畫一：發現 

1、Conditioned NK 細胞在腫瘤細

胞存在下，不能活化 naïve 

CD8 T 細胞；但能增加樹突細

胞製造 IL-12。 

2、由靜脈注射入小鼠體內的

conditioned NK 細胞，依賴

CXCR3 進入腫瘤及其引流淋巴

結。 

3、藥物 X 與 conditioned NK 細

胞併用治療接種了三陰性乳

癌 EO771 細胞的小鼠，有顯著

療效，且產生具腫瘤專一性之

保護性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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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繼續研究 NK細胞在腫瘤微環境

如何調控樹突細胞及Ｔ細胞功

能。及藥物與 NK細胞併用之抗癌

機制。 

(二)子計畫二：發現 

1、培養過三陰性乳癌 4T1細胞的

培養基誘導野生型骨髓細胞

衍生之巨噬細胞(BMDM)形成

類 M2 型腫瘤相關巨噬細胞

(TAM)，但對 Trap-/- BMDM 誘

導效率降低。 

2、Trap-/- BMDM 和 Raw264.7 巨

噬細胞株降低促進腫瘤侵襲

活性。 

3、Trap-/-巨噬細胞及 Trap-/-

小鼠皆抑制腫瘤形成。 

將進一步探討 TRAcP 在巨噬細胞

所扮演的角色以及 TRAcP 是否會

透過巨噬細胞調節 NK細胞對抗癌

細胞。 

(三)子計畫三：發現 

1、轉錄因子 Bmal1直接與 HIF-1a

互動來調控 HIF-1a 蛋白質穩

定性，造成 HIF-1a 轉錄功能

降低而影響粒線體功能及 TAM

之 M2 活化。 

2、以 RNA-seq及功能分析來探討

Bmal1/HIF-1a 如何經由調控

能量來影響 M1巨噬細胞活化。 

將進一步探討這些找到的調控機

制對巨噬細胞趨化及腫瘤進展的

影響。 

 ◆追蹤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與重塑對生長、

形態、及分裂的影響 

源起於細菌抗藥性的出現為細菌的自然生

存適應，加之當今全球交通便利加速病原

菌及抗藥基因的散播，造成全球醫療人員

在使用抗生素治療細菌性感染症上的困

難。再者因多重抗藥性現象已降低使用單

 

 

一、細菌細胞壁生合成蛋白質複合體的組

成鑑定與計量：1.將分離出的大腸桿

菌細胞內膜運用於測試仿生膜平台的

建立與分析；並用在建立質譜分析鑑

定的方法流程上。2.為了便利質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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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抗生素治療的可行性，更加強了尋找新

型及替代性療法的需要。因此我們自基礎

科學的角度切入，企圖了解細菌本身的生

理機制及構造，預期有助於發展預防與治

療細菌性感染症新方法所需的根基。 

析鑑定，將菌株進行基因改造攜帶標

記於目標蛋白上，用以放大目標蛋白

於分析樣本中的含量。3.為了計畫中

將建立的相關技術應用於了解病原細

菌於致病過程中的生長變化，我們建

立了體外尿道致病型大腸桿菌的培養

系統，用以誘導該病原菌於感染進程

中的形態變化。 

二、發展用以追蹤細菌細胞壁生合成過程

及蛋白質複合體化學探針：已成功合

成三種模仿細胞壁生合成前驅物及中

間產物的化學探針，以及抗生素探

針。這些探針已完成毒性測試，目前

以抗生素探針 EE-50 為實驗主角，對

數株葛蘭式陽性及陰性菌進行測試染

色，用以證實新穎探針的效能及應用

性。為使探針染色能應用於與複合體

組成蛋白互相驗證，我們把相關基因

進行改造標記螢光蛋白，並置換到染

色體上，另一方面進行突變株建構，

將運用於接續實驗及主要目標上。 

三、細菌細胞壁生合成過程及蛋白質複合

體的時空協調關係：設立超高解析度

顯 微 影 像 系 統 ,Super Resolution 

Radial Fluctuations (SRRF)，用以

追蹤細菌生理構造及蛋白質動態。目

前已測試細菌鞭毛馬達與以細胞壁生

合成過程相關的細胞骨架蛋白，試圖

優化實驗條件。此外也建立單細胞細

菌影像演算分析法，並引入微製程用

以製做方便單細胞追蹤攝像的微米等

級裝置。 

四、已發表文章期刊 1 篇、會議摘要 5 篇；

另舉辦實驗室共同討論會議 2 次、不

定期小型討論數次。 

 ◆台灣漢人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

的分子遺傳研究 

一、第一型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

(bipolar I disorder, BPI)是一種嚴

 

 

一、我們的研究團隊在 2010 年完成一個

全基因體關連性研究(GWAS)，找到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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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的精神疾病，具有相當複雜的表現

型及基因型。一部份 BPI 患者在躁期

和鬱期會呈現精神病性症狀(妄想與

幻覺)。相較之下，絕大多數思覺失調

症(schizophrenia)的患者則均有妄

想與幻覺。 

二、本計畫先比較有/無妄想與幻覺的躁鬱

症患者，找出相關基因，然後再於思

覺失調症患者與正常對照組進行相關

基因的確效驗證，之後將再於其他精

神疾病(酒精與安非命成癮)的患者同

樣進行確效驗證。研究成果可以做為

發展生物標誌與開發新藥的基礎。同

時也可增加我們對腦部功能運作的了

解。 

三、研究發現自殺行為可能有遺傳因素， 

而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患者自殺企

圖的風險大約是一般人群的 30 到 60

倍。本計畫先在躁鬱症患者尋找自殺

的相關基因，然後在憂鬱症患者(同樣

有高自殺率)進行確效驗證。研究成果

可以對自殺防治提供更多的預防或治

療方法。 

四、鋰鹽是至今最被肯定的 BPI 的情緒穩

定劑，研究發現其預防性治療效果有

遺傳性，所以可能存在著一種「鋰鹽

預防性療效良好」的 BPI 亞型。這個

研究方向與所開發出的研究模式將奠

定躁鬱症精準醫療的基礎。 

個 BPI 的致病基因 (SP8, ST8SIA2, 

CACNB2 與 KCTD12)，提出「腦部發育

障礙」和「離子通道異常」的 BPI 疾

病理論。之後我們開始探詢若干 BPI

「次表現型」的致病基因，包括精神

病性症狀 (妄想與幻覺)、自殺企圖、

以及鋰鹽預防性療效。 

二、本計畫的 GWAS研究至今使用共約 2000

名患者的樣本，已經找到若干基因的 

SNPs 和聽幻覺、視幻覺、妄想、自殺

企圖相關連，在躁鬱症患者已經完成

獨立樣本重複驗證，目前正開始在不

同精神疾病進行確效驗證。目前以小

鼠為模式動物將妄想的基因進行功能

剔除以建立未來病理研究的基礎。 

三、鋰鹽部份已完成了生物標誌的臨床測

試，並已準備進行成果發表。在細胞

模式部分，我們發現鋰鹽處理與神經

細胞的型態改變與移動速率有關，目

前正研究以這個特性來初步篩選藥物

的可能。在動物模式部分，以小鼠為

模式動物將鋰鹽預防性療效的基因進

行功能剔除以建立未來藥物開發的基

礎。 

 ◆以醣苷轉化包覆高量藥物於微脂體進行

高效之癌症治療 

一、實施此主題研究至今，我們將9-ACG醣

基化，並開始進行LIPOSOME 包覆。 

二、另外實驗已訂購計畫包覆的幾種高毒

性藥物 MMAE，並利用 HPLC 確定藥物純

度；確定體外 IC50劑量；近期可開始測

試醣基化實驗。 

 

一、目前我們確定 9-AGC 包覆效果受到高

毒性藥濃度影響甚劇。由於體內動物

實驗需要高濃度，我們開始以高濃度

進行 LIPOSOME 包覆，結果發現包覆劑

量非常低。 

二、嘉南大學呂老師已開始進行 MMAE醣基

化的測試，初步低劑量醣基化 MMAE 可

用來測試體外實驗，得知有無醣基化

的 IC50相差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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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化與抑制跳躍因子跳躍：機制與利用 

一、跳躍子的活化與抑制：為找尋 Tos17

跳躍因子了解如何跳躍換位與調控，

我們利用 Kasalath 與 Nipponbare 日

本晴兩個水稻品種雜交所得染色體置

換品系(SSL line)，利用組織培養的

方法誘導 SSL 種子長出癒傷組織，透

過比較不同時期癒傷組織的染色體拷

貝數目，觀察跳躍因子活化的情形。 

二、利用大量搜尋跳躍因子找尋水稻調控

途徑： 

(一)採購電腦主機與網路儲存伺服器

作為儲存以及計算3000筆水稻品

系基因組定序資料之設備。 

(二)採購英國公司 Oxford Nanopore

第三代定序組 MinION Flow Cell

作為生產大量水稻突變株定序資

料之工具。 

三、利用跳躍因子加速水稻育種：目前已

經將水稻品種 Oryza sativa L .(cv. 

Tainung 67, TNG67)種子送往 Dr. 

Etienne BUCHER 實驗室進行藥品處

理，此藥品處理來加速跳躍子的基因

體換位，而達到加速育種成效。 

 

一、跳躍子的活化與抑制：水稻染色體置

換品系(SSL line)加上親本 Kasalath

與 Nipponbare 日本晴，共計 56 個品

系，考量種子發芽率且避免長期無菌

操作的污染耗損，每個品系至少無菌

播種 30 顆種子，經過長達 4 個月 10

次繼代培養之後，抽取其 gDNA，利用

droplet digital PCR 比較不同時期癒

傷組織的染色體拷貝數目，目前還在

摸索 d dPCR 的實驗條件中。 

二、利用大量搜尋跳躍因子找尋水稻調控

途徑：第三代定序組每次反應能快速

產出 5 Gb序列，一個讀值可達近一百

萬核酸。具有操作經驗的法國教授

Olivier PANAUD 實驗室已經利用第三

代定序組生產部份水稻定序資料並且

開始計算分析。 

三、利用跳躍因子加速水稻育種：現已經

建置好生物性逆境(飛蝨、螟蟲、稻熱

病和白葉枯病等)和非生物性逆境(淹

水、乾旱、熱、冷害)的逆境處理場域

環境，並已建立水稻在各逆境處理後

的表現分級基準，未來可作為誘變水

稻材料處理逆境後反應表現的對應，

並 以 此 篩 出 對 逆 境 有 易 感 性

(Susceptible)、耐受性(tolerance)

或是有抗性(resistance)等不同的水

稻，未來將以此標準篩選出對逆境表

現良好的水稻。 

 ◆利用合成的仿生微脂體藥物進行心血管

疾病標靶治療 

一、進行標靶monocyte 微脂體的合成與產

製。 

二、進行微脂體包覆心肌梗塞小分子藥物。 

三、驗證標靶monocyte 微脂體專一性。 

四、驗證微脂體在小鼠的心肌梗塞疾病模

式標靶心臟受損區域的能力。 

 

 

一、已經成功將心肌梗塞的小分子藥物包

覆進去微脂體當中。 

二、已經成功將 aptamer(適體)修飾在微脂

體表面，且具有對 monocyte有專一性。 

三、小鼠的心肌梗塞疾病模式當中已經觀

察到標靶的現象。 

 ◆研究先天免疫與程序性細胞死亡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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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域家族成員之訊息傳遞複合體的形

成與下游分子活化關係及其電顯研究 

總計畫執行概況：為執行本計畫與提升計

畫執行效率以獲取研究成果，本計畫分幾

個重點方向進行工作： 

一、加強資訊傳輸交流：貫徹加強分支計

畫間之溝通，以加快各問題解決之速

度，並適時調整各計畫之短期執行方

向，互相支援，以提升各分支計畫與

總計畫執行效率。 

二、進行硬體與耗材採購：硬體採購分成

兩個部份，一為增加計畫執行速率並

維持計畫執行所需之高品質，採購各

分支計畫所需之一般儀器設備。二為

執行冷凍電顯方面研究，採購進行冷

凍電顯研究所需之硬體與耗材。 

三、各分支計畫研究實驗之施行： 

(一)分支計畫一：DISC 與apoptosome 

中 DED 與 CARD 複合物形成和

caspase 活化的關係及其電顯研

究： 

1、對DISC中之各種DED複合物與

apoptosome中之各種CARD複

合物進行製造生產。 

2、於第一項取得之DED與CARD複

合體蛋白質進行小角度散射

實驗以觀察其低解析度模型。 

3、對第一項取得之DED複合體之

蛋白質進行結晶條件篩選。 

4、於第一項取得之DED與CARD複

合體蛋白質進行負染電顯分

析。 

5、於第四項發現之好的DED與

CARD複合體蛋白質進行冷凍

電顯分析。 

(二)分支計畫二：Ripoptosome 與

Myddosome 中死亡結構域複合物

形成與相關酵素活化的關係及其

電顯研究： 

 

 

一、已於一月 26 日與六月 20 日進行了主

題計畫會議，全部成員都聚在一起，

進行各分支計畫之介紹，討論與溝

通，研究成果之分享與問題之解決。

每個星期各計畫之執行成果會交予各

分支計畫主持人與總計畫主持人已進

行分析，進度追蹤與問題解決。目前

針對各分支計畫所遭遇之困難與問題

之解決的成效有八成。 

二、本計畫已經執行各式硬體設備採購達

三百萬元，包括多台冷凍電顯運算用

電腦與相關設備，基本之實驗用設備

像是低溫藥品保存櫃與實驗用之離心

機，以及培養蛋白質晶體所需之鐵架

相關設備與顯微鏡。 

三、各分支計畫研究施行成果： 

(一)分支計畫一：DISC 與 apoptosome 

中 DED 與 CARD 複合物形成和

caspase 活化的關係及其電顯研

究： 

1、目前可以成功純化數種 DISC

中 之 DED 複 合 物 與

apoptosome 中之 CARD 複合

物，並且可進行大量純化。 

2、已將 1所得的蛋白質複合體進

行小角度散射實驗以觀察其

低解析度模型，研究分析其結

果中。 

3、已將 1所得之 DED蛋白質複合

體已經進行了多次次大規模

結晶條件篩選，所觀測到的現

象正在整理中。 

4、目前對於 1所得到的 DED蛋白

質複合體已經進行了多次負

染電顯分析，已經發現有好的

樣品來進行冷凍電顯研究。 

5、目前對於 4 所得到的好的 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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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進行Ripoptosome 與Myddosome 

中之各種死亡結構域複合物

之製造生產。 

2、於第一項取得之死亡結構域複

合體蛋白質進行小角度散射

實驗以觀察其低解析度模型。 

3、對第一項取得之死亡結構域複

合體之蛋白質進行結晶條件

篩選。 

4、於第一項取得之死亡結構域複

合體蛋白質進行負染電顯分

析。 

5、於第四項發現之好的死亡結構

域複合體蛋白質進行冷凍電

顯分析。 

(三)分支計畫三：研究apoptosome, 

ripoptosome, DISC, 與

Myddosome 中死亡結構域相關複

合物的組合在細胞訊息傳遞的角

色： 

1、進行基因剔除實驗以產生基因

剔除之人類與老鼠細胞，針對

之基因主要是DISC訊息傳遞

路徑中，重要之訊息傳遞分子

的基因。 

2、於第一項取得之基因剔除細胞

進行基本活性分析以與正常

細胞做比較。 

3、製造訊息傳遞分子的基因的突

變。 

4、於第一項取得之基因剔除細胞

放入正常與突變之基因之後

再進行活性分析以與正常細

胞做比較。 

蛋白質複合體正進行了冷凍

電顯分析，現在正在尋找好的

冷凍電顯條件，以收集大量冷

凍電顯數據。 

(二)分支計畫二：Ripoptosome 與

Myddosome 中死亡結構域複合物

形成與相關酵素活化的關係及其

電顯研究： 

1 、 目 前 可 以 成 功 純 化 數 種

Ripoptosome 與 Myddosome 中

之死亡結構域複合物，並且可

進行大量純化。 

2、已將 1所得的死亡結構域蛋白

質複合體進行小角度散射實

驗以觀察其低解析度模型，研

究分析其結果中。 

3、已將 1所得之 Myddosome蛋白

質複合體已經進行了多次次

大規模結晶條件篩選，所觀測

到的現象正在整理中。 

4 、 目 前 對 於 1 所 得 到 的

Myddosome 蛋白質複合體已經

進行了多次負染電顯分析，已

經發現有好的樣品來進行冷

凍電顯研究。 

5、目前對於 4 所得到的好的

Myddosome 蛋白質複合體正進

行了冷凍電顯分析，現在正在

尋找好的冷凍電顯條件，以收

集大量冷凍電顯數據。 

(三)分支計畫三：研究 apoptosome, 

ripoptosome, DISC, 與

Myddosome 中死亡結構域相關複

合物的組合在細胞訊息傳遞的角

色： 

1、已經獲得三類基因剔除之人類

與老鼠細胞，針對之基因主要

是 DISC 訊息傳遞路徑中的重

要之訊息傳遞分子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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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將第一項取得之基因剔除細

胞進行基本活性分析以與正

常細胞做比較，並且獲取實驗

所需之背景值與接下來實驗

之條件。 

3、已經針對這三類訊息傳遞分子

的基因進行五到六個突變。 

4、已嘗試於第一項取得之基因剔

除細胞放入正常與突變之基

因之後再進行活性分析以與

正常細胞做比較，目前還在進

行條件的優化以獲取正確實

驗條件。 

 ◆合成、篩選 P5衍生物並探討其促進神經

功能之機制 

一、P5分子資料庫的建立及其分子探針設

計合成。 

二、P5衍生物的篩選及功能探討。 

三、P5衍生物對果蠅記憶及神經退化的功

能探討。 

四、P5 衍生物在韁核迴路的發育、再生和

功能調節上的效用。 

 

 

一、設計並初步合成一系列 P5衍生物 

二、建立起快速篩選 P5功能的方法。 

三、確定 P5衍生物可以幫助果蠅的記憶。 

四、建立方法研究 P5衍生物在韁核迴路的

發育。 

 ◆探討胰臟癌發展機制並開發治療策略 

胰 臟 腺 癌 (pancreatic ductal 

adenocarcinoma, PDAC)是最具侵襲性的惡

性腫瘤，易發生局部浸潤及早期轉移，且

治療效果不佳，5 年存活率低於 5%。超過

80%的患者被診斷時已為疾病晚期階段，無

法進行根治性的切除治療，因此研究探討

胰臟癌的因子可以找出用以改善早期診斷

及改善胰臟癌致死率的策略。實際上. 慢

性胰臟炎、肥胖及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有

高罹患胰臟癌的風險；此外胰臟腺癌患者

中有 15-20%是屬於家族型胰臟癌。透過結

合癌症生物學者、癌症臨床醫師、病理及

三維顯微影像，並協同具有發展人型化治

療抗體的研究員，找尋家族性胰臟癌中潛

在的基因變異、分析胰臟發炎在胰臟癌發

展過程中的角色、以及探討胰臟腺癌的轉

 

一、遺傳性性胰臟癌約佔全球所有 PDAC 的

約 15-20 ％ 。 遺 傳 性 胰 臟 癌

(Inherited)包括(1)已知基因突變的

腫瘤症候群，例如家族性乳腺癌

（BRCA2），遺傳性胰臟炎（陽性胰蛋

白酶原，PRSS1 突變和絲氨酸蛋白酶

抑製劑 Kazal 1 型，SPINK1 突變）等

等和 (2)未知基因突變的家族型胰臟

癌（familial pancreatic cancer），

藉由建立全基因組定序方法及或遺傳

連鎖分析系統以尋找家族型胰臟癌的

候選變異基因。 

二、驗證配體 IL-17B 及其受體 IL-17RB 的

訊息傳遞在支持胰臟腫瘤的生長、浸

潤和轉移中扮演關鍵的角色，部分是

藉由活化下游細胞激素和吸引巨噬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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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機制，並藉由研究發現進一步地發展嶄

新的胰臟癌治療策略以改善胰臟腺癌的預

後。 

胞。更重要的，我們已經開始發展了

可辨識天然型態人類 IL-17RB 的

anti-IL-17RB 單株抗體藥物(mD9)。

利用老鼠模式，針對表達 IL-17RB 的

胰腺癌細胞進行 anti-IL-17RB 抗體

治療，阻斷此傳導途徑可以有效的提

高小鼠的存活率。 

三、慢性胰臟炎及胰臟癌的檢體發現病人

皆有較高程度的活化態醣皮質素受體

的表達。透過利用條件式糖皮質素受

體剔除並同時在胰腺組織專一性表達

KrasG12D 突變的小鼠模式，證明活化

的糖皮質素受體在胰臟炎誘發的腺泡

細胞轉分化為導管上皮細胞、胰腺上

皮瘤變及產生侵襲性胰腺癌過程具有

關鍵角色，這結果說明活化醣皮質素

訊息途徑可能是慢性胰臟炎的患者為

何有極高風險罹患胰腺癌的關鍵連

結。 

四、臨床上已觀察到胰臟癌、糖尿病與神

經發炎、疼痛的關聯性，但由於上皮

瘤、周邊神經與胰小島在空間中形成

複雜的組織網絡，以現有的二維組織

切片無法完整地呈現網絡形貌，因此

不利於分析與判斷當胰臟產生病變

時，腺管網絡與神經、胰小島組織在

空間中所產生的變化。建立發展三維

光學切片擷取技術，在取得三維影像

之後，可以再進行標準病理組織切

片、染色、顯微鏡照相與判讀流程，

整合二維與三維組織分析方法，確認

神經、胰小島與胰臟癌之間的整體變

化。 

 ◆粒線體的動態行為於細胞與組織中的功能

研究 

一、子計畫一：針對粒線體動態的調控與

轉變實質上如何影響粒線體與細胞的

功能加以探究。計畫執行的第一年上

半年已進行博士班學生兼任助理的招

 

 

一、子計畫一：調控粒線體動態與功能之

機制探討。 

(一)探究動態調控如何影響粒線體的

功能與活性。已完成 9 個動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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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與訓練，實驗進度則以研究相關菌

株、試劑、平台建立與測試為主，獲

得的初步成果條列於成果欄。 

二、子計畫二：我們訓練了兩名碩士級助

理利用影像學來追蹤粒線體的動態行

為對粒線體自噬的影響。目前期望在

年底有具體成果可以投稿。 

三、子計畫三：是以生殖細胞為體內模式，

探討粒線體動態平衡對於組織細胞之

影響。我們已製作了許多可能影響生

殖細胞中粒線體動態平衡之基因之基

因剔除動物模式(果蠅)。 

子基因剔除酵母菌株，正在進行

各菌株粒線體活性與功能之實

驗。 

(二)了解有缺陷的動態調控如何影響

細胞。發現並確認有缺陷的粒線

體融合與分裂對酵母菌乾燥耐受

性與細胞週期影響，已針對作用

機制深入探究。 

(三)尋找未被發現的動態調控因子。

目前已成功製備 cDNA library 與

genomic library，即將進行基因

篩選。 

二、子計畫二：我們發現不管在有 Parkin

表現或是沒有 Parkin 表現的細胞株

中，粒線體的融合都可以幫助細胞修

復粒線體的功能。我們正在驗證粒線

體融合是否為細胞調節粒線體自噬的

主要因子之一。 

三、子計畫三：這段時間的重點在於建立

於生殖細胞中以免疫螢光技術檢測粒

線體功能及分布，以及製作可能影響

生殖細胞中粒線體動態平衡之基因之

基因剔除動物模式。此外並延伸胞器

動態平衡的概念至其他胞器如過氧化

氫酶體上。 

 ◆整合考古學、生物學、氣象學重建南島

語族擴張與遷徙的全史 

史前南島語族的遷徙與擴張是人類學最重

要的議題之一，其中由語言學觀點支持的

「台灣說」讓台灣在南島研究上扮演關鍵

地位，同時此議題也與世居台灣的原住民

文化息息相關，因此除了文化科學上，也

具有相當的政治意涵。但由於相關考古資

料出土仍十分不足，學界對於史前南島語

族的遷徙與擴張仍有相當多爭議。本計畫

藉由邀集台灣考古學、生物學與氣象學專

家，嘗試整合各方資訊，包括「利用 Lapita

陶器紋飾相似度來測試史前社群關係(考

古學)」、「以構樹的次世代定序資訊重建

 

 

一、在考古領域研究，本年目標為清點整

理與蒐集巴布亞新幾內亞地區重要遺

址群的遺址位置與文獻資料，並盡可

能將可辨識與確認之 Lapita紋飾登錄

到資料庫中以供後續對比作業之用。

現已完成蒐集文獻，目前共整理並修

正了 9 個國家(Papua New Guinea、

Solomon Islands 、 Vanuatu 、 New 

Caledonia、Fiji Islands、Tonga、

Western Samoa、 American Samoa、

Wallis and Futuna Islands)，4個地

區，共 228處遺址的資訊，並在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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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島語族的擴張與遷徙(生物人類學)」、

及「由近 30年全球逐日再分析場風場與洋

流資料以及古氣候模擬資料來探索南島民

族遷徙(氣象學)」，藉此建立跨領域對話，

深化此議題之研究。 

earth 上標示出 227 個遺址的座標位

置。紋飾整理方面，巴布亞新幾內亞

Mussau 遺址完成了 264 張精細器型手

繪圖稿，並建立了 1925 筆紋飾資料

(551筆 motif，1374筆 TFG)。 

二、在生物學領域，已完成夏威夷樹皮布

文化復振之考察，取得大量夏威夷構

樹樣本，並由比夏博物館植物標本

館、夏威夷大學標本館、國家熱帶植

物園標本館取得遠大洋洲各島歷史植

物標本材料約 100 份。在實驗部分，

已完成約 23個構樹樣本葉綠體基因組

定序與組裝，以及約 110 株構樹基因

體族群遺傳學資訊。初步資料除了再

次證實太平洋構樹起源於台灣，也對

出台灣的年代與後續傳播路徑提供重

要訊息。 

三、在氣象學部分，將於預備步驟(1.構樹

樣本來源和 Lapita考古地點全部標註

在地圖，2.印尼與新幾內亞陸地與島

嶼山脈標高為準的~50km 半徑目視可

及範圍)完備後，以 Pulau Morotai 島

嶼啟航，假設：(a)船員有知識調整航

向，以及(b)隨機性隨風隨浪移動，抵

達新幾內亞和所羅門群島五處不同地

點(構樹樣本來源和 Lapita考古)，(a)

情境的成功登陸天數和最佳季節，以

及(b)情境的船行軌跡。透過這些數值

計算用來佐證南島人民經由風帆攜帶

構樹遷徙的可能途徑。 

 ◆東亞與西方現代性的反思︰理論系譜與

歷史比較 

一、進行交互比較、連結史取徑文獻研讀

與討論，以增加成員對該取徑的認識

和興趣，同時思考自己的研究與本研

究主題產生關聯。 

二、去年底將論文集投稿至國立台灣大學

出版中心，經過出版社評估及學術書

籍審查後，於 4月收到出版社回覆「依

 

 

一、2018年 2月 23 日，為促進成員理解，

進行交互比較、相互連結歷史取徑文

獻研討。 

二、2018年 3月 30日，進行全球史、交互

比較與相互連結歷史取徑文獻研討。 

三、2018年 4月 27日，依據書稿審查意見

進行修改討論，確定各章修改方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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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修改後出版」。 

三、定期召開例會，就書稿之審查意見與

如何進行實質修改進行討論，提出回

覆出版社的「審查意見作者回應及修

改計畫」，以及送審各章的修改二稿。

於 6 月中獲出版社「接受出版」的通

知。 

重點。 

四、2018年 5月 25日，根據審查意見修改

後的導論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換，擬定

在各篇前另增前言說明。確定下半年

度演講的邀請人選。 

五、2018 年 6 月 8 日，根據新增的各篇前

言進行討論，同時製作及整理索引。 

六、2018 年 7 月 6 日，邀請美國 John 

Hopkins 大學社會系孔誥烽教授演講

“ The Origins of Globalization 

Revisited: The Case of Clinton's 

U-Turn on US-China Trade, 1993- 

1994”。討論專書英文名稱及中文簡

介事宜。 

 ◆運用腦科學之技術及介入方法，增進兒

童與老年人的心智資本與健康福祉 

本計畫係三年期之主題研究計畫，計畫包

含四個分支計畫。實施概況如下： 

一、分支計畫一：提出一個基於視覺聽覺

之語音增強架構，此架構所使用的模

型是近年廣受注目的深度學習模型。

在所提出的架構中，提出以摺積式類

神經網路結合視覺與聽覺資訊，由於

視覺資訊可以補償純聽覺資訊上的不

足，因此所提出的架構可以更準確地

描述語音訊號，進一步對帶有雜訊的

語音訊號進行除噪。聽力正常成人組

的實驗結果證實：基於整合視覺聽覺

之語音增強模型可以獲得比傳統語音

增強模型更佳的除噪效能。將進行聽

損組的收案，進一步驗證本研究案所

提出之視覺聽覺之語音增強架構應用

於聽損族群之語音辨識成效。 

二、分支計畫二：已蒐集老年人與少數 ADHD

病患的腦電波資料並進行分析，後續

將持續累積研究所需數據以及進行更

深入的分析和比對。目前已開始彙整

現有資料及準備撰寫論文，預計近期

可投稿到國際學術期刊。 

 

 

一、分支計畫一：完成一套以深度學習為

基礎開發語音增強系統，以及具影像

線索(手勢、讀話)之語詞聽力測驗。

並完成一套針對影像、聲音對聽覺影

響的測試工具。發表 2 篇國際研討會

論文於 APSIPA 2016、APCLSH 2017。

部 分 成 果 已 獲 國 際 期 刊  IEEE 

Transactions on Emerging Topics in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TCI)接受刊登。 

二、分支計畫二：1篇期刊論文正在準備中。 

三、分支計畫三：已針對 20 名年輕大學生

受試者以及 20名年長者進行預測，並

以此結果選定 5 項長、短記憶以及執

行功能相關認知遊戲作為實驗組訓練

作業，另有 5 項語言及數學相關認知

遊戲作為控制組的作業。目前已經開

始招募正式實驗的年長者以及年輕受

試者進行實驗，並從中挑選適合的受

試者進行腦波相關實驗。會議論文 2 

篇、2篇文章審查中。 

四、分支計畫四：完成中文量詞語意理解

之大學生與長者之腦波實驗，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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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支計畫三：建立年長者認知訓練成

效評估的程序以及前後測作業。這些

前後測作業涵蓋語文與非語文的短期

記憶、語文與非語文工作記憶、是知

覺搜尋組織、以及前瞻式記憶成效的

評估。所有作業皆在年輕大學生以及

年長者上進行預測並調整難易度，以

期能以適當的標準呈現以及評估認知

訓練的成效。 

四、分支計畫四：設計第三組利用中文量

詞探討語言理解的實驗，並設計與閱

讀理解相關之認知訓練遊戲。 

認知訓練遊戲開發，相關會議論文兩

篇，並有一篇期刊論文撰寫中。 

 ◆「殖民醫學」再榷：本質與定義的思考 

一、研究資料蒐集及撰寫文章，並請各分

支計畫主持人在月會報告其目前研究

發現、研究心得以及本年底工作坊發

表方向。 

二、舉辦計畫成員研究討論會、及工作坊。 

 

 

一、總計畫、子計畫主持人劉士永、李尚

仁、何之行已分別出國前往日本東京

國會圖書館、上海市檔案館、英國倫

敦威爾康基金會(Wellcome Trust)圖

書館、亞非學院特藏室、香港政府檔

案處等地蒐集研究資料，執行經費計

38萬 2,241 元。 

二、計畫成員研究討論月會 1 場，並將於

年底舉辦工作坊。 

 ◆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的思想連鎖 

一、執行期間為 106 年 1 月 1 日至 108 年

12月 31 日。核定總計畫及 5個子計畫

(於院內服務者 3、日本 2)。 

二、107年度 1至 6月，主要推動各參與成

員論文之撰寫，進度互相傳遞閱覽，

以交換研究經驗與心得，並籌備 11月

於日本召開之工作坊，以及 12月於台

北召開之工作坊。 

 

一、舉辦(含合辦)學術講演 5 場，並已規

劃 3 場，合計 8 場。其中中國大陸學

者 3 名、日本 2 名、澳大利亞 1 名、

美國 1名、韓國 1名。 

二、舉辦(含合辦)工作坊 2 場，並已籌畫

於下半年再舉辦工作坊 4 場(含台北 3

場、日本 1場)。 

三、計畫主持人赴外地蒐集資料共 1 次，

並已規劃 4 次。已執行者為陳力衛分

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陸；將執行者

為潘光哲總主持人赴日本、黃自進分

支計畫主持人赴日本、朱瑪瓏分支計

畫主持人赴香港及廣州、陳力衛分支

計畫主持人來台。 

四、重要史料整理： 

(一)複印日本國際日本文化中心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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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文書多種。 

(二)整理清末民初名人日記 2種(進行

中)。 

(三)整理中日交流相關人物論著 1 種

(15冊，進行中)。 

 ◆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

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物 

本計畫實行時間始於 106 年至 108 年，目

前為計畫實施第二年。本年度之工作重點： 

一、雙月定期舉辦一場讀書會及工作小組

會議。 

二、應邀前往日本東京二松學舍大學進行

發表交流研究成果。 

三、舉辦「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

文化意象傳衍過程的中介者」國際學

術演討會，邀請文學、藝術、歷史、

語言、社會文化等相關領域之國際學

者來台發表，討論研究成果。 

四、出版前一期計畫「共相與殊相：十八

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

變異」之國際會議論文集。 

五、籌劃年底東亞計畫之青年學者論壇，

邀請相關研究的青年學者發表，同時

邀請重要學者出席評論進行深度交

流。 

 

 

一、本年度一至六月舉辦四次學術演講，

邀請美國布朗大學蒲傑聖教授、越南

漢喃科學院研究員阮蘇蘭教授訪台演

講，且於四月至六月先後邀請海洋史

專家劉序楓教授、中越使節研究者莊

秋君博士演講，擬於八月、十月邀請

顏娟英教授、林桂如教授進行演講。 

二、本年度預計雙月舉辦一次讀書會，目

前已舉辦三次東亞讀書會，五次談藝

錄讀書會。 

三、本年度已舉辦五次工作小組會議，籌

備本年度 8 月 30 日至 8 月 31 於人文

社會科學館舉行「使節•海商•僧侶：

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

人物」國際學術研討會之相關事宜，

邀請二十四位國內外學者發表，同時

特邀八位重要學者進行專業評論，擬

提供一個跨領域學者交流之平台。 

四、計畫內七位成員應邀於本年度 7 月 21

日赴東京二松學舍大學邀請，參與「東

亞漢文文化的傳播與交流」國際會議

發表成果進行文學歷史研究之交流。 

五、維護更新本計畫「使節•海商•僧侶：

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的中介

者」之網頁，完成計畫成員近期研究

之更新，並新架設「使節•海商•僧

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的中

介者」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活動資訊暨

報名網頁。即時更新二項網頁，持續

上傳關於文學史、海洋史、思想史、

科學史、出版史、藝術史之學術會議

動態、專書新訊、相關領域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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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圖文資料庫等相關單位之連結。 

六、出版本計畫前一期國際會議成果，集

結十六篇學者論文，送國內外學者嚴

格審查，選出十三篇輯成《共相與殊

相：東亞文化意象的轉接與異變》，目

前已完成排版，進入五校階段，預計

於今年八月刊行。 

 ◆由數位足跡探索網絡多樣性及生活福祉 

一、持續整理「婚宴網」與「應屆畢業生」

等兩大調查及臉書資料，包含 45,558

位臉書朋友的公開基本資訊、教育程

度、職業資料，並編輯 ISCO-2008、

SIOPS、ISEI 等國際職位編碼。由臉書

留言紀錄編輯婚宴新人及賓客的 32種

生命事件。  

二、定期討論及分析「點日記」日常接觸

資料；根據「點日記 2.0」研究設計重

新招募 320 位會員，其中 260 位記錄

日常接觸詳情。平均每人每週填寫 3

天日記，平均每人參與 125天。 

三、持續追蹤調查「社群媒體成癮」團體

成員，依據初步分析結果將成癮相關

之資訊加入並抽取潛在之特徵，進行

新分類模型推導，以得出更為精確之

研究結果。為驗證模型判別社群媒體

成癮症狀之有效性，研究團隊持續收

集社群媒體資料，並執行大規模實驗

研究。最後依據社群媒體貼文造成成

癮症狀的可能因素，提出一套可估計

社群媒體成癮程度的模型，並設計一

套隨機演算法，在不犧牲使用者的喜

好之前提下，有效降低使用者的成癮

程度。 

 

一、分析「點日記」個人接觸資料、「社群

媒體成癮」資料，在知名國際期刊出

版三篇論文，分別探討感冒傳染的影

響因子、心情在社會網絡中的傳播、

透過社群媒體偵測社會網絡心理失序

等。有關「臉書」、「點日記」、「社群

媒體成癮」資料的整理及分析均持續

進行中，其中將近十項分析已有明確

初步結果，正在撰寫論文。 

二、在國際知名期刊出版研究成果： 

(一)“Detecting concurrent mood in 

daily contact networks: an 

online participatory cohort 

study with a diary approach.” 

BMJ Open 

2018;0:e020600.doi:10.1136/b

mjopen-2017-020600 (由下列計

畫成員共同著述：Ta-Chien Chan, 

Tso-Jung Yen, Tsuey-Hwa Hu, 

Yang-chih Fu, Jing-Shiang 

Hwang.) 

( 二 ) “ Estimating the risk of 

influenza transmission 

through social contacts using 

an online participatory 

cohort.” JMIR Public Health 

Surveill 2018; 4(2):e40 (由下

列計畫成員共同著述：Chan TC, 

Hu TH and Hwang JS.) 

( 三 )"A Comprehensive Study on 

Social Network 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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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s Detection via Online 

Social Media Mining," to 

appear in IEEE Trans. on 

Knowledge and Data 

Engineering.（由下列作者共同

著述：H.-H. Shuai, C.-Y. Shen, 

D.-N. Yang, Y.-F. Lan, W.-C. 

Lee, P. S. Yu, and M.-S. Chen.） 

 ◆日治臺灣哲學與實存運動 

一、資料搜集與研究：由子計畫各組根據

研究主題自行蒐集所需資料。另外，

今年將出版台灣哲學相關論文集《啟

蒙與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 

二、文獻翻譯與整理：透過翻譯使所有對

臺灣早期哲學文獻有興趣者皆能上

手，降低後人研究門檻。 

三、參與國內兩場暑期哲學營，推廣台灣

哲學。 

四、多位計畫主持人預計將於 107年 8月 9

日參與第四屆當代東亞哲學國際會議

(Fourth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CCPEA 

2018)並發表文章。 

五、預計 107 年 8月 23日將舉辦台灣哲學

工作坊。 

六、與台灣維基百科與哲普社群合作，推

廣台灣哲學。 

 

一、子計畫各組如期進行。其中計畫成員

洪子偉、鄧敦民主編之新書《啟蒙與

反叛：臺灣哲學的百年浪潮》已進入

校稿階段，預計下半年由國立台灣大

學出版中心出版。 

二、文獻翻譯與整理已陸續於六、七月完

成「洪耀勳哲學文獻選集」、「廖文奎

哲學文獻選集」之全書稿，將早期日

文、英文與法文等文獻中譯。並分別

邀請藤田正盛教授、蔡政宏教授導

讀。預計七月底前寄給國立台灣大學

出版中心審查。 

三、由台灣高中哲學教育推廣學會(Phedo)

主辦哲學營已於 107 年 7 月 6 日順利

完成、另一場高中人社營預計 107年 7

月 15日於台大舉行。 

四、參與第四屆當代東亞哲學國際會議之

各發表人刻正準備中。 

五、台灣哲學工作坊籌備中。來臺學者機

票住宿保險已辦理中 

六、已完成維基百科中有關台灣哲學之詞

條十餘筆。預計 107年 10月將與維基

百科寫作者社群召開工作坊或研討會

(workshop)討論相關推廣議題。 

 ◆原住民、國家與治理：比較南島觀點 

本計畫探討當代原住民與國家之間的「治

理」，包括空間、經濟、都市、文化等，特

別著墨於傳統領域、部落自治、山林共管、

兩地社會、金融資本、文化資產、傳統智

慧財產權，有助於作為共作、擬定及落實

 

本計畫已於 3月、6月召開季度工作會議，

報告各子計畫執行概況，並持續進行文獻

蒐集、田野調查、訪談、資料分析與彙整。

共計已進行 3次交流座談會，擬於 11月初

辦理年度工作坊發表成果，邀集相關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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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相關政策、法律、計畫的重要參考。 

一、子計畫一：「國家治理與原住民傳統

領域：菲律賓和台灣的比較研究」。 

二、子計畫二：「自然資源治理與原住民

部落發展：以新竹尖石鄉的泰雅族部

落為例」。 

三、子計畫三：「金融化市場的治理性與

主體性：以Taromak 魯凱人為例」。 

四、子計畫四：「都市原住民與地方治理-

以膽曼阿美族人為例」。 

五、子計畫五：「智財權與文化權的糾結：

台灣原住民的實踐」。 

六、子計畫六：「當代大洋洲的文化遺產

與文化治理」。 

學者給予專業評論。 

一、計畫一： 

(一)於 5月、7月前往菲律賓進行田野

調查。 

(二)於國內田野的部分，深化在霧

鹿、海端的田野工作，並將納入

延平、內本鹿等地方，觀察上述

地方的傳統領域運動，與菲律賓

原住民布卡洛人傳統領域運動作

比較。 

二、子計畫二： 

(一)著重史料文獻蒐集，結合林務局

及日治理蕃相關史料，探究蕃地

行政區之邊界、劃設理由、理蕃

政策及對當地原住民生活之影

響，建立分析框架並繪製行政基

本圖。 

(二)於 5、6 月於尖石部落進行 2次諮

詢座談會兼部落踏查及地圖製

作，與當地泰雅族人進行訪談，

蒐集土地使用經驗與自然知識。 

三、子計畫三： 

(一)本計畫將新增一調查項目，即

Taromak 設置公民電廠的過程、募

資情形、電廠未來盈利分配公

式，以及正在進行中的電廠選址

案。目前完成募資，正式登記成

立公司。另外，原民會也鼓勵原

住民部落發展綠能，並提供經費

補助，為公民電廠設置提供了助

力。 

(二)目前正在進行利嘉溪新園橋前方

被土石流沖刷流失的舊市集之口

述歷史的搜集，同時開始尋找民

國 65年左右的航空圖，確認當時

市集的位置。 

(三)田野材料顯示，無法使用正式金

融的居民，對於關係金融的仰賴

程度日益升高，甚至以此作為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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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生意的資金。欠債者與債權人

關係已經成為聚落內相當凸顯的

經濟主體面貌，此外，如何將債

務變成資本，並投資在商業活動

上，不僅是擁有財富者所為，甚

至連沒有資本的當地人，也開始

將債務轉為資本，並且自行安排

還款計畫。 

(四)這兩年，中資進入台九線的量能

減弱，遊覽車數量明顯減少，一

家剛完工的珊瑚館遲遲未開幕。 

四、子計畫四： 

(一)本計畫針對都市原住民政策，以

桃園市政府等相關單位為訪問對

象，尤其關注於桃園市改制前後

的比較，以瞭解「原住民」在都

市施政中的位置。 

(二)蒐集原鄉與桃園地區阿美族的海

祭資料，以及居住在都會地區的

膽曼阿美人參與活動的情形。藉

由桃園市的海祭活動，初步瞭解

泛阿美族社團組織的架構與運

作。 

(三)桃園市原住民族行政局曾提出在

復興鄉警局設置 ATM 的便民措

施，本計畫認為這意味著警局、

在地金融系統的制度轉型，將繼

續調查與探討。 

五、子計畫五： 

(一)本計畫透過分析國內原住民智慧

創作保護的個案，探究立法機制

與治理技術在部落層次所發生的

效用。 

(二)本計畫持續進行文獻資料蒐集與

整理，藉由對文獻進行分析與批

判，探討當代新的原住民文化權

與人權的訴求，對既有產權體制

所產生的影響。 

六、子計畫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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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計畫於 5 月前往 SPC 太平洋社

群秘書處於法屬新喀里多尼亞首

府努美亞市的總部圖書館，針對

組織歷年工作進行資料蒐集，如

文化遺產、文化治理、原住民傳

統 智 慧 財 產 權 範 示 法 Model 

Law、太平洋藝術節等相關主題計

畫書、報告、會議發言記錄或文

稿、政策書等。 

(二)目前太平洋各國文化治理有幾項

趨勢，例如文化遺產政策趨向發

展 4 年長期策略；簽署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 UNESCO有形、無形文化

遺產、世界記憶庫等公約；各國

國內訂定之法規常引用國際公約

文化治理論述或方法。 

(三)本計畫將繼續探究大洋洲區域組

織的調研工作如何促進島嶼治

理，以及在文化發展過程中的角

色和運作方式。 

(四)本計畫目前正於所羅門群島進行

相關田野工作，由於計畫出國經

費刪減，此次工作以本人其他計

畫費用勻支。 

 ◆國共兩黨的比較研究 

一、執行期間為107年1月1日至109年12月

31日。核定總計畫及11個子計畫(於院

內服務者5、國內1、日本3、中國大陸

2)。 

二、107年度 1至 6月，主要推動學者之互

訪與交流，以交換研究心得，討論本

主題研究計畫之整合與運作模式，奠

定未來共同研究之基礎。 

 

一、舉辦(含合辦)學術講演 6 場，並已規

劃 2 場，合計 8 場。其中日本 3 名、

中國大陸學者 3名、美國 1名、澳洲 1

名。 

二、舉辦(含合辦)工作坊 2 場，並已籌畫

於下半年再舉辦工作坊 2 場，合計 4

場。 

三、於日本京都舉辦學術研討會 1場。 

四、計畫主持人赴外地蒐集資料共 4 次，

並已規劃 6次，合計 10次。已執行者

為潘光哲分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

陸、吳啟訥分支計畫主持人赴中國大

陸 2 次、王奇生分支計畫主持人赴日

本北海道；將執行者為黃自進總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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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赴日本東京、潘光哲分支計畫主持

人赴中國大陸南京、黃道炫分支計畫

主持人赴日本北海道、田中仁分支計

畫主持人來台、田中仁分支計畫主持

人赴香港、黃克武分支計畫主持人赴

美國。 

四、重要史料整理： 

(一)蒐集複印國史館國民政府檔案，

目前已達近 5,000頁。 

(二)整理中日外交檔案，並輸入編纂

成冊，目前已累積 6大冊。 

(三)蒐集整理日本國會圖書館電子圖

書館所藏 1930-1940年古籍(篩選

進行中)。 

 ◆帝國與文明：普遍價值之批判性反思 

(歐洲：1650-1850) 

一、計畫成員開會討論未來兩三年研究成

果呈現模式、研討會邀請之學者。 

二、計畫成員開會決定共同研究書目、博

士後研究學者聘請事項。 

 

 

一、芝加哥大學學者 Jennifer Pitts 及 

Sankar Muthu 初步接受明年來台參加

工作坊邀請，暫規劃於明年三月。 

二、分支計畫主持人陳正國老師、周家瑜

老師已分別執行移地研究，執行經費

約 30萬 3,000 元，七月底前將完成報

帳。 

三、五月已聘請博士後研究學者沈明璁。 

四、計畫成員已索取研究之共同閱讀書目

Enlightenment against Empire、 A 

Turn to Empire，將固定舉辦研究討

論會。 

 【學研合作】 

◆本院與工研院合作計畫 

本計畫分為能源、生技、資通三項領域。

申請人需繳交書面提案報告，於年度大會

中進行簡報，並由各領域諮議委員分別審

核，107年度共核定 6項子計畫。 

 

 

 

本院計畫主持人來自資訊科學研究所、資

訊科學創新研究中心、應用科學研究中

心、分子生物研究所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所。本年度研究方向如下： 

一、能源領域：高能量金屬電池為主題，

強調提升及改善密度、長壽命、高安

全性、電網、儲能及熱電。 

二、生技領域：針對新藥開發，包括生質

能源開發計畫，以及可用以調控代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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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NA修飾藥物。 

三、資通領域：巨量資料(Big Data)以及

影像之檢索與分類系統。 

 ◆本院與臺灣大學創新合作計畫 

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964 萬 4 千元，依「國

立臺灣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創新性合作計畫

聯合補助要點」，合作雙方共同撰寫計畫

書，運用自有經費推動聯合計畫。以創新

性、挑戰性，及合作雙方之互補性等為考

量，並鼓勵跨院或跨科系之合作構想，期

有機會引領該領域之研發方向為優先。 

 

本院與臺灣大學創新合作計畫經過嚴格審

查，107 年度共有 17 件合作計畫。臺大方

面有理學院、工學院、醫學院、生命科學

院、生物資源及農學院及社會學院等 16 個

系所，本院則有數理、生命、人文三大領

域共 8個研究所/中心共同參與。研究計畫

由台大與中研院研究人員共同執行，並由

各自單位出資支援各自的研究人員。符合

雙方合作之互補考量及跨院、跨系之合作

構想。 

 ◆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三總

合作研究計畫 

本年度法定預算數 477 萬 5 千元，依「臺

北、臺中、高雄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與中央研究院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以整合型計畫結合豐富醫療經驗之臨床醫

院與尖端優秀之生醫研究人才，共同合作

以生物醫學為主題的相關研究，並以整合

型計畫推動，建立合作研究平台。 

 

 

本院與榮總(北榮、中榮、高榮)、三總合

作研究計畫經嚴謹審議作業，107年度共通

過 17 件整合型計畫(總計 38 件子計畫)，

由北榮、中榮、三總、中研院共同執行，

並由各自單位出資支援各自所提出之分支

計畫。本院有數理及生命領域 6各研究所/

中心研究人員參與，醫療單位有內科、外

科、眼科、耳鼻喉科、風濕免疫科、腫瘤

科、兒童醫學部、病理科等臨床醫師及醫

學研究部研究人員等投入，建立多方合作

研究平台。 

 【科學研究基金】 

一、培育科技菁英計畫。 

二、研發能量提升計畫。 

三、科研環境領航計畫。 

 

依收支估計期程轉撥基金。 

自然及人

文社會科

學研究 

數理科學

研究 

 

【數學研究】 

數學所以促進國內數學發展及培育未來國

內數學菁英為使命。今年已舉行的國際會

議已有六個。為培育年輕數學家，暑期研

習生計畫是本所年度的重要的活動，探討

的問題都是目前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包括

數據分析，金融數學及密碼學。目前研習

生的甄選已經完成，共錄取 39名全國各系

 

一、基於 Morrey 估計及 Schauder 估計，

證明了可壓縮無旋轉無粘流的流體中

表明沿著無限角均勻亞音速非零流的

不存在性。使用無窮遠處的詳細處

理，得到比經典工作更精確答案。 

二、馬爾可夫鏈蒙特卡洛(MCMC)已經被廣

泛用於估計給定概率測度統計量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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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活動將於 7月 9日至 8月 17 日舉

行。另外，上半年本所有近百位國外學者

來訪及參加國際會議。研究領域包括：  

一、應用數學與分析研究。 

二、幾何與數學物理的研究。 

三、合數學及其應用的研究。 

四、機率論及其應用的研究。 

五、數論與代數的研究。 

 

望值。漸近方差是評估 MCMC方法性能

的典型方法。我們給出了具有不變概

率的一般馬氏鏈上的漸近方差的最壞

情況分析的下界。結果包括可逆以及

不可逆的情況，並構造了一個實現這

個下界的最優轉移矩陣。 

三、李超代數的研究源自物理學超對稱性

的探求。近年，本所的團隊在李超代

數的表示和指示標問題獲得非常多深

刻的結果。今年， 已完成特殊的李超

代數 D(2|1;ζ)及 G(3) 範疇 O中的指

示標公式。 

四、24 次元全純型頂點算子代數的分類是

數學物理中一個重要的問題。近年， 

本所研究團隊在分類問題上得到非常

深刻的結果, 去年剛完成所有 24次元

全純型頂點算子代數的存在性証明, 

金年則證明除了有名的月光頂點算子

代數外，其餘的 24次元全純形頂點算

子代數的結構是由權重一子空間的李

代數結構所唯一決定。 

 【物理研究】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量子材料系統的

豐富物理內涵，包括電子間的強關聯

性以及它們與聲子間微妙的作用；加

上電荷、軌道、與電子自旋的交互作

用，創造出許多奇特的物理性質與應

用可能。這類材料有高溫超導體、拓

樸絕緣體、過渡金屬氧化物等，都是

具備特殊應用潛力的新穎材料，然而

影響此類材料特性的物理機制十分微

妙複雜，還需要更多更深的探討。過

去三年我們致力於建構一套完整的量

子材料成長與檢測系統，即將完成。

在此期間我們也聘任該領域的兩位理

論及實驗新血，並進一步在內部研究

人力上整合與訓練；另外我們也建立

了國內量子材料研究平台，結合國內

有豐富經驗及年輕具潛力的學者共同

 

一、量子材料物理研究：我們持續對量子

材料系統如高溫超導體、拓樸絕緣

體、過渡金屬氧化物等，研究量子材

料中包括電子間的強關聯性、以及它

們與聲子間微妙的作用之豐富物理

涵。過去期間內，我們以鐵磁共振實

驗，驗證了在高品質三維拓譜絕緣體/

亞鐵磁絕緣體雙層膜中，呈現面內磁

異向性與增強的共振阻尼性質。在變

溫測量中，可觀察到溫度 180K是磁鄰

近效應的居禮溫度。高溫呈現面內磁

異向性而低溫下發展出垂直磁異向

性。低溫下還觀察到交換耦合造成的

有效磁場增強的效應。由此清楚證明

拓譜表面態對磁矩動態行為的影響。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 

(一)我們多電極陣列來研究牛蛙視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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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二、生物與動態系統研究：生物與動態系

統有相當豐富及尚未瞭解的物理性

質，我們研究的題材也相當多元化，

除了與量子材料物理組合作研究新穎

課題水中奈米氣泡及奈米固－液態界

面氣態相外，將持續致力於生物及軟

物質物理及非平衡態動力學的研究，

並持續探索具有應用潛力的研究課

題，例如組織工程及生醫檢測等，期

將已獲數項專利的研究成果技轉。關

於非平衡態動力學的研究，最近專注

在探討視網膜的神經網絡能夠預測未

來事件的能力及這種預測動力學與網

絡的同步與工作記憶之關聯性。此研

究不但對改進人工視網膜會有幫助，

也會對下一代的相機設計提供新的方

向。另外一個與生命科學有關的研究

重點是瞭解單細胞，細胞群，細菌及

紅血球等在侷限的三維空間中的動態

變化，這也是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規

劃中的一個重要研究方向。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本所中高能組的實

驗計畫 (ATLAS超導環場探測器,AMS

阿爾法磁譜儀,TEXONO台灣微中子實

驗)，與理論組的研究重點(粒子物

理、重力學、宇宙學)有相輔相承之

效，以不同手段方法，目標為探討【標

準模型以外新物理】與解破【宇宙暗

能量暗物質】之謎團。其中暗物質的

研究，更涵括了多元但相連的方向：

於加速器對撞機的高能現象測量、在

太空實驗的間接觀測、於低背境實驗

的直接測量、及修訂重力理論的研

究。各實驗計畫皆在數據分析收成階

段，並在積極探討未來的研究重點，

包括啟動重力實驗的研究、與下代加

速器對撞機實驗。 

膜的預期現象，以可預期與不可

預期的刺激來激發視網膜的突

波，並以發放-觸發平均方法與互

信息來分析刺激與反應間的關

係。實驗包含了隨機平均亮度場

刺激與移動光帶刺激，這些是去

年隨機時間間隔實驗的延伸。在

今年前半年，我們的結果顯示視

網膜可以區分可預期與不可預期

的刺激，其中，可預期的刺激由

隱馬可夫模型(HMM)(些微過阻尼

震盪)產生，不可預期的刺激由奧

恩斯坦-烏倫貝克過程(OU)(有位

置傾向的隨機運動)產生。此結果

顯示視網膜可以藉由計算”速

度”預測未來的事件，另一主要

發現為視網膜藉由”暗神經迴

路”來產生預期突波，這提供給

我們對現在仍未知的視網膜神經

迴路有用的洞見。以上實驗量到

的視網膜突波來訓練類神經迴路

解碼器，重建實驗所給的刺激，

藉由此方法，我們試圖了解視網

膜編碼了多少刺激資訊含量。目

前，我們用的軟體是一套廣泛用

於深度學習的軟體 TensorFlow。

長期目標是建造監督式學習卷積

神經網絡(supervised learning 

deep CNN)來模仿實際視網膜的動

態行為。處於起步階段，目前只

用少數層階與線性回歸來重建平

均亮度場刺激。我們主要的發現

為權矩陣在重建 HMM與 OU刺激時

有顯著差異：對於 OU，要重建現

在的刺激，只需要過去時間點的

突波；但對於 HMM，除了過去時間

點的突波，還需要未來時間點的

突波。此結果與上述視網膜可預

期可預測刺激的結論相符。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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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我們會將此方法延伸至移動光

帶刺激。 

(二)生醫檢測部份，除了已製作並測

試微米極陣列結合之微流道做為

細菌分析外，奈米電極陣列結合

之奈米流道亦已接近完成階段，

未來可做為單分子流式分析儀。

另外，已完成自製之電化學檢測

平台，可用於分子檢測；及次 10

奈米電極用於介電泳之分子捕捉

已用於分析和阿茲海默症相關之

β澱粉樣蛋白寡聚體。 

三、中高能物理研究： 

( 一 ) 本 所 中 高 能組 的 實 驗 計 畫 

(ATLAS超導環場探測器,AMS阿爾

法磁譜儀,TEXONO 台灣微中子實

驗,原子核實驗)，皆為多年期計

畫。於 2018年 1-6間，有預期之

進展。代表成果包括：[Δ^(++) 共

振態的光致生成過程的精準量

測]， 於[物理評論通訊] Physics 

Review Letters (PRL 120, 

202004 (2018)) 發表。我國參與

「大強子對撞機」第二階段升級

計畫，包括 ATLAS 實驗的參與，

科技部蘇次長於 6 月與 CERN(歐

洲粒子物理中心)簽署合作備忘

錄。新研究方向之 [重力實驗

室]，也成功於所內蓋建首件儀

器，吸引了國內其他單位合作推

動之興趣。 

(二)理論組的重點研究(粒子物理、重

力學、宇宙學)持續。新加坡國立

大學學生，於 2018 年 5-8 月期

間，前來本所實習，參與理論重

力研究工作。 

 【化學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預算執行依既

定分配進度為準，上半年度執行率98%。28

 

本期間化學所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

際學術期刊論文69篇。研究成果提出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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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實驗團隊分別在下列研究主題得到右列

突破性研究成果： 

一、永續能源材料及有機功能材料開發。 

二、永續催化製備替代燃料及新穎催化系

統在綠色化學應用。 

三、合成化學及化學生物學於疾病機制及

藥物研發研究。 

利申請共計六件，獲得專利ㄧ件。化學

所同仁與國內廠商簽署產學合作共計四

件。本期間同仁發表的論文刊登於國際

一流化學領域期刊包含 Coorddination 

Chemistry Reviews 、 Nature 

Communications、Advanced Functioanl 

Materials 論 文 各 一 篇 ， Angewandte 

Chemie-International Edition論文兩

篇。另外尚有發表於 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Chemistry of Materials、

Biomaterials 、 Nanoscale 、 Chemical 

Communications、Analytical Chemistry

等化學領域重要期刊11篇。重要研究成

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研究團隊持續開發提升元件效率的

功能材料。包括以氧化石墨烯為黏

合物穩定矽奈米粒子提升鋰電池效

率。合成及研究環狀聚多芳香環化

合物。持續開發以金屬有機骨架為

功能性材料的新電子元件。研究以

銀奈米粒子、聚合物及富勒烯提升

鈣鈦礦電池的效率。 

二、在催化反應及有機金屬錯合物領

域，研究團隊在Angewandte Chemie

頂尖期刊發表兩篇論文。其一描述

鈀金屬同碳雙碳烯在催化耦合反應

的活性。另一篇則描述三銅金屬簇

錯合物在電催化氧氣還原至過氧化

氫具極低的過電壓及高效率特性。

另外於水分解研究中發現，以雙層

微胞包覆催化劑可在中性水溶液系

統中以電化學方法製備氫氣。也報

導以理論計算解構三銅錯合物催化

甲烷至甲醇轉換機制。 

三、研究團隊也持續探討以導電高分子

為材料應用於生物感測系統，報導

以奈米等級黏性氈純化前列腺癌循

環腫瘤細胞。在抗癌藥物研發上報

導 AS7128 經由降低 iASPP 與 p53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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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抑制肺癌癌細胞生長，並發現

FAM198B 基因延長肺腺癌病患存活

期並抑制腫瘤擴散的機制。 

 【地球科學研究】 

一、台灣地震科學資料與儀器服務。 

二、台灣即時地震資訊雲：災害防護與應變。 

三、計算地震學之綜合研究：台灣數值地震

模型。 

四、北台灣火山觀測與防災應用。 

五、台灣地震前兆分析與理論模式之潛在防

災應用。 

六、臺灣GPS連續觀測資料與環境因子、地表

變形及斷層暫態滑移之關聯性及其物理

過程。 

七、花東縱谷中段之近斷層變形監測研究。 

八、使用速率-狀態摩擦定律模擬地震周期斷

層滑移及山崩的潛移行為。 

九、台德西南海域合作探勘(TAI-GER)。 

十、寬頻海底地震儀的建造與測試。 

十一、Alpha-Ring 熱核反應及能量轉換裝

置：理論及電腦模擬研究。 

十二、亞洲增生與碰撞大地構造研究整合型

計畫--利用線性陣列與區域地震網觀

測資料分析中南半島之地體構造與地

震活動。 

十三、 琉球隱沒系統之動力學、構造、與地

震潛勢。 

十四、含水橄欖石及其同質異相體於高壓下

之熱傳導及彈性係數研究。 

十五、越過西藏：亞洲造山演化與大陸板塊

構造的新視野。 

十六、西伯利亞古陸阿爾丹地塊太古代至新

生代地殼與地函之演化。 

 

重要研究成果擇要概述如下： 

一、與俄羅斯科學院兩研究所完成合作協

議與野外地質調查之規劃，預計雙方

共同於 107 年 7 月下旬進行野外考察

與採樣。此前亦已將俄方先前於該重

點區採集的少數岩樣寄送至本所，從

事年代學和地球化學儀器分析工作。 

二、與印尼國家科學院和馬來亞大學等機

構合作，已前往印尼爪哇、蘇拉威西、

東帝汶與馬來西亞沙巴等地進行野外

考察，並採回岩石樣本，從事精確的

年代學和地球化學分析。成果上，已

於 2017-2018年發表 10篇關於東南亞

地區岩漿活動與相關地質作用的合作

研究論文，另有 5 篇論文正在修改或

準備發表中。此外，於 2018年的 AOGS

大會上，應邀為 Axford Lecture。 

三、我們建置了高功率雷射加熱系統，目

前正在做最後的精密量測校正，並將

此雷射加熱系統與原有的超快光學熱

傳導量測系統做結合，以研究地球深

部礦物於同時高溫高壓條件下的熱傳

導性質。與此同時，我們也已研究地

球下地幔主要礦物於室溫與極高壓下

之熱傳導率，發現實際的熱導率皆比

過去傳統認知的還要低許多。這些重

要結果改變了我們對於深部地球熱結

構及動力學的基本認知。 

四、利用 1999 年 Mw 7.6 集集地震的應力

擾動和震後 14年的 GPS觀測，模擬台

灣造山帶下的岩石流變性質隨時空分

佈情形。模型結果顯示除了在車籠埔

斷層南段有大量的震後滑移，主震過

後，中央山脈中段下方岩石圈產生顯

著的塑性應變及大量非線性的蠕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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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推測臺灣西部海岸平原及中央山

脈下方之地溫梯度分別為 20 °C/km 及

34 °C/km。 

五、綜合各項研究成果，在此期間地球所

同仁已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論文計 63

篇。 

 【資訊科學研究】 

本年度的研究推展以 8 個重點研究群為主

力，並針對具前瞻性之尖端資訊領域規畫

有 8 項跨組合作計畫。從本年度開始，本

所同仁共執行 4 個科技部 AI 創新研究計

畫。本所預算執行依既定分配進度為準，

上半年度執行率 86%。各項研究工作於已過

期間皆能按順利推動，並在下列各資訊研

究主題獲致指標性成果： 

一、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二、位置感知與資料服務計算。 

三、電腦系統研究。 

四、機器學習與語音、音樂技術。 

五、社群網路與資料探勘。 

六、自然語言與知識處理。 

七、演算法與後量子密碼學理論。 

八、多媒體與電腦視覺研究。 

 

本所同仁除致力於資訊理論與基礎研究

外，亦持續關注資訊研究的主流應用、新

興技術與未來發展趨勢。本期間資訊所同

仁除出版期刊論文與一般重要國際會議論

文外，另有至少9篇論文已發表於相關領域

最頂尖國際會議。其中包含ACM SIGKDD、

INFOCOM、ACM/IEEE DAC、CVPR、AAAI等國

際會議。此外，另有1篇論文已獲人工智慧

(AI)頂尖期刊IEEE TPAMI接受。以下概述

三項重要研究成果。 

一、深度審查學習預測即時競價中的獲勝

價格(KDD 2018)：提出基於不同訓練

資料分佈的深度學習模型，來建構更

一般化或更廣義的獲勝價格模型。並

發展新的演算法，可從過去不論是可

觀察或僅可部分觀察的獲勝歷史出價

資訊中，預估得標價格。實驗結果顯

示深度學習模型在歷史觀測數據上學

習時確實提高了預測品質。 

二、軟體定義網絡的線上群播流量技術

(INFOCOM 2018)：針對在軟體定義網

路中尚未廣泛討論的群播路由之擴展

性、頻寬使用效率問題及動態使用者

環境，提出了一個新的群播樹概念，

並設計了近似演算法。此外，亦針對

鮮少被探討的群播傳輸可靠性進行研

究，設計出一種新的演算法，可同時

找到一個群播樹和適當的恢復節點，

提供較少的重複重輸成本和低延遲。 

三、360度視訊影像的顯著區域自動偵測技

術 (CVPR2018)：360 視訊由於其特殊

格式造成影像在兩極的扭曲變形，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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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傳統電腦視覺技術無法直接運用在

360視訊影像。在本研究我們發展一個

深度時空類神經網路，僅需透過弱監

督訓練和所提出的 Cube Padding來擴

充捲積神經網絡(CNN)於 360影像的適

用性。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本項技

術可明顯提升偵測顯著性物件與區域

效能。 

 【統計科學研究】 

一、發展統計科學的基礎理論及應用： 

(一)建構最佳實驗設計方法。 

(二)統計學習與電腦演算法分析。 

(三)產品可靠度衰變機率模型與統計

分析方法。 

(四)癌症標靶藥物開發。 

(五)基因突變與癌症預測分析。 

二、運用統計與數學理論，發展巨量資料

分析工具： 

(一)大數據資料分類。 

(二)變數數量精簡。 

(三)變數篩選。 

(四)有效抽樣設計。 

(五)電腦演算方法。 

(六)統計預測方法與資料視覺化等。 

三、推動統計科學在各跨領域研究團隊的

合作： 

(一)生物資訊、醫學與遺傳統計。 

(二)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 

(三)重大疾病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 

(四)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五)腦影像分析。 

(六)低溫電子顯微鏡生物分子結構之

影像分析。 

(七)成立統計諮詢服務中心「資料科

學統計合作社」。 

四、統計人才的培育工作：籌辦統計教學

工作坊、學生統計研習會及科學營、

國內外統計學術會議及專題研討會

等。 

 

一、截至 107年度 6月止共發表 28篇國際

期刊論文。 

二、發展下列主題之統計理論： 

(一)一個 Wahba 問題的推廣。 

(二)對於演化演算法族群基因多樣性

的探討。 

(三)隨機自我更新過程。 

(四)A-最適三水準試驗對照控制配對

選擇設計。 

(五)組合結構上的非正規漸近分析。 

(六)高效及最佳實驗設計和分析。 

(七)在馬可夫鍊所建構的狀態切換波

動模型下 VIX期貨的定價。 

(八)隨機投影算則用之於監督式維度

縮減及監督式學習。 

三、發展下列領域之應用方法學： 

(一)時間序列資料矩陣視覺化。 

(二)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成本效益評估

方法的開發。 

(三)由數位足跡探索網絡多樣性及生

活福祉。 

(四)資訊擴散評價模型與報酬預測之

應用。 

(五)穩健衰變模型之隨機過程。 

(六)心臟副交感神經控制對年輕女性

大腦振盪反應的影響。 

(七)以情緒反應抑制作業探索年輕人

及老年人在情緒和認知的交互作

用。 

四、提出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之分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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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利用長期追蹤之生物標記及健康

行為資料進行疾病風險預測。 

(二)第一型沛泡上皮細胞分化過程基

因體表現頻譜資料分析。 

(三)以體學策略針對肝癌及大腸直腸

癌併肝轉移病人研發預後及預測

之癌症標記。 

(四)細胞外泌體與癌症轉移關係資料

建立與分析。 

(五)利用群體回歸模型呈現整合性資

料分析及其在藥物反應上的應

用。 

(六)定序儀資料的系統性誤差分析與

其統計模型的應用。 

五、提出巨量資料之分析方法及程式： 

(一)發掘巨量資料訊息之新多變量分

析法。 

(二)序貫分析和適性抽樣方法於機器

學習暨巨量資料分析之研究。 

六、延續性學術計畫： 

(一 )中華統計學誌英文國際期刊

(Statistica Sinica)發行(28 卷

1-3期)。 

(二)協辦第二十七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暨 2018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

學術研討會暨 2018中華資料採礦

協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 

一、延續性重點研究計畫： 

(一)選擇性振動模式對化學反應活性

之影響。 

(二)究複雜的克里奇中間體對大氣的

影響。 

(三)質譜在醣分子的結構鑑定。 

(四)自製的表面拉曼光譜的應用。 

(五)以第一原理總能量理論計算探討

二維新穎材料的性質。 

(六)尖端材料在永續能源的應用。 

(七)螢光奈米鑽石的開發與應用。 

 

一、延續性重點研究的重要成果有： 

(一)首次成功地測量出碰撞構型如何

影響反應活性三維分佈。 

(二)克里奇中間體高解析度紅外光

譜。 

(三)開發出快速醣分子結構鑑定質譜

法。 

(四)自製的表面拉曼光譜的底板，用

於快速辨別有毒物質和細菌、水

質的快速偵測上。 

(五)進行各種密度泛函理論、擴散量

http://www.stsc26.tw/index.php
http://www.stsc26.tw/index.php
http://www.stsc26.tw/index.php
http://www.stsc26.tw/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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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興研究計畫： 

(一)高通量影像定位蛋白質擷取系

統。 

(二)光激發核磁共振探測的光譜技

術。 

(三)激發態能量轉移理論研究。 

子蒙地卡羅等方法，針對新穎材

料進行理論計算，除了協助實驗

團隊解釋實驗現象，也提供實驗

團隊新的研究方向。 

(六)發展出高轉換效率新穎材料。 

(七)活細胞中的動態行為上，進行三

度空間的即時追蹤。 

二、新興研究計畫的重要成果有： 

(一)自製特殊創新設計的光學系統，

以緊密互聯的軟體和韌體精準的

控制兩套光學系統，達到高通量

定點蛋白質擷取的功能。 

(二)首度核磁共振探測到蛋白質照光

之後形變。 

(三)構建更好的理論，解釋激發態能

量轉移。 

 【天文科學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上半年各計畫

團隊已得到右列研究成果： 

一、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波及次毫米波陣列

─ 臺 灣 計 畫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Taiwan, ALMA-T) 

二、Subaru 望遠鏡的主焦點光譜儀研發計

畫(Prime Focus Spectroscopy, PFS) 

三 、 理 論 天 文 學  (Theoretical 

Astrophysics)/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

究中心(TIARA) 

四 、 海 王 星 外 自 動 掩 星 普 查 計 畫

(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 TAOS-2) 

五、東亞核心天文台協會(East Asian Core 

Observatories Association, 

EACOA)/ 東 亞 天 文 台 (East Asian 

Observatory, EAO) 

六、次毫米波陣列(Submillimeter Array, 

SMA)  

七、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計畫及與加-法

- 夏 望 遠 鏡 機 構 的 合 作 (OIR & 

 

發表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157篇(含出版中論

文)，其中 99 篇刊登於 Astrophysical 

Journal Supplement Series (ApJS), 

Astrophysical Journal (ApJ), 

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 (ApJL), 

Astronomy & Astrophysics (A&A), 

Astronomical Journal (AJ), Monthly 

Notices of the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 (MNRAS),等國際知名期刊 [均為

高影響指數(IF)期刊, IF 最高的 ApJS 為

8.561, 其餘的 IF 介於 4.150 〜 6.634

之間,皆為天文領域排名前 25% 的期刊]，

另於排名前 50%的 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Japan(PASJ)發

表了 42 篇論文，其中 34 篇於 PASJ 的

Subaru HSC-SSP 專刊中發表。 

一、本所主導之 Band-1接收機系統正進行

73套系統的量產；發表 ALMA SCI論文

22篇。 

二、主焦點光譜儀(PFS)的光纖定位相機系

統(MCS)已研發完成，正於夏威夷進行

測試。主焦模組(PFI)進度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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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on with CFHT) 

八、特長基線干涉儀計畫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 VLBI)/格

陵 蘭 望 遠 鏡 計 畫 (GreenLand 

Telescope, GLT) 

九、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計畫(Nano 

Secondary Ion Mass Spectrometry, 

NanoSIMS)  

十、強度測繪計畫─探索宇宙初始 一氧化

碳(ASIAA Intensity Mapping, AIM) 

十一、天文教育及推廣計畫(Education and 

Public Outreach)。 

三、持續擴充高效能運算所需之電腦設

備；發表論文 16 篇；7 月將舉辦暑期

學校。 

四、三座 1.3米 TAOS-2望遠鏡已取得初光

觀測(first light)影像並完成大部份

之軟硬體設備工作，即將開始科學觀

測。 

五、持續支持 EACOA 博士後計畫；EAO負責

營運的 JCMT 望遠鏡運轉效能良好，本

所同仁發表 7篇 JCMT論文。 

六、使用 SMA發表 4篇論文；超寬頻(wSMA) 

接收機系統升級計畫進行中，預計兩

年內完成。 

七、CFHT 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進度

良好，預計今年內完成並進行試運

轉。正進行 SPICA 衛星計畫的儀器初

步研發，並考慮加入 GMT (Giant 

Magellan Telescope)或 TMT (Thirty 

Meter Telescope) 望遠鏡計畫。 

八、格陵蘭望遠鏡(GLT)開始進行初步觀

測；已加入 EHT，並與 SMA 及 ALMA 進

行併連觀測，成功取得干涉條紋。 

九、使用「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分析

彗星塵粒或隕石之微小樣本的同位素

比值；今年起與丹麥哥本哈根大學合

作進行太陽系起源之研究。 

十、使用新相關器、類比電子儀器及可監

控指向的光學相機進行早期宇宙一氧

化碳分子的觀測；持續進行李遠哲陣

列的更新及改裝工程。 

十一、發佈新聞稿並舉辦記者會；出版春

季號及夏季號“天聞季報”；翻譯

天文新聞報導及影片；7月起舉辦為

期兩個月的暑期學生天文研習計

畫。 

 【應用科學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三個專題研究

中心分別在下列研究主題得到右列突破性

研究成果： 

 

本期間應科中心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

際 學 術 期 刊 論 文 53 篇 。 舉 辦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ppl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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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心：發展尖端的奈米

生醫影像科技與微流體技術，研究微

環境變化對癌症移轉與幹細胞分化之

影響。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心：發展尖端材料和

超穎物質於能源、環境與優質生活之

應用。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心：結合工業

4.0概念，發展先進自動化的的微奈米

製造技術與臨床檢測平台;環境力學

如土石流等之監控與計算。 

Sciences 2018」、「 2018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 Plasmonics Forum」、「 CNU 

PHYS-RCAS Workshop 」、「 2018台北光

電週-菁英論壇」、「 9th Miniworkshop on 

Multiscale Simulations of Biological 

Systems」等研討會。各專題研究中心之重

要成果臚列如次： 

一、生醫應用專題中心： 

(一)開發出電動流體迴路為基礎的微

流通道式黏滯測量儀，能夠分析

在不同溫度下之牛頓及非牛頓流

體，可應用在生物系統下的量測。 

(二)以有機高分子構成之奈米纖毛墊

建立可程式化多次捕捉與釋放循

環癌細胞之有機生物電子系統平

台。 

(三)運用超高解析度的晶格層光學顯

微術，直接觀察到遷移中的嗜中

性粒細胞基於肌動蛋白的突伸運

動本質上是層狀的，其並協助運

動方向的改變。 

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心： 

(一)進行二維材料的研究-與 TSMC 合

作以進行成長大面積之二維材料

及其異質結構來做為電子元件之

應用。 

(二)進行以金屬和介電質奈米結構形

成的超穎材料來增益深紫外光半

導體的發光效率。以太陽能半導

體和催化劑材料組合來進行光電

化學反應，將太陽能轉換為氫能。 

(三)使用低成本奈米製程技術製作奈

米柱發光二極體，並研究其光學

特性。 

(四)實現了散射式和微孔式近場光學

的量測，並取得良好的光學解析

度及影像。 

(五)進行計算旋光結構穿透光旋度頻

譜的方法，及發展電晶體雷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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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調制的模型。 

(六)進行動態調控奈米雷射光源以及

上轉換奈米雷射開發。 

三、力學與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一)以射出成型技術，開發可商用大

量製造的奈米電漿子結構晶片，

並發展可符合之晶片快速檢測之

量測平台。 

(二)結合微流體晶片，精密定位系

統，光譜量測系統以及光譜分析

程式，設計並建造完成自動化核

酸檢測以及細胞貼附行為檢測系

統。 

(三)開發神經網路模型用以進行複雜

化學系統如鈣鈦礦太陽能電池與

凡得瓦異質結構之原子尺度模

擬。該神經網路模型並將應用於

毒品檢測分析。 

(四)整合奈米結構、自動化檢測系統

以及類神經網路光譜分析，發展

毒品檢測系統。 

(五)已可高頻率連續監測地下孔隙水

壓，並印證該坡面以地球物理探

測法所推測之雙層水層，以及降

雨入滲與水層補注之特性。 

 【環境變遷研究】 

一、都市空氣污染與低雲及霧霾之物理化

學交互作用。 

二、東亞區域背景大氣組成之觀測及空氣

污染對區域性氣候變遷之影響。 

三、邁向深度減碳途徑之策略規畫、環境

監測與模擬。 

四、熱危害與 PM2.5 之脆弱度評估及其調

適策略研擬。 

五、長期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參與耦合模

式比對計畫(WCRP/WGCM/CMIP6) 。 

六、台灣乾旱研究： 變遷、水資源衝擊、

風險認知與溝通。 

七、高精度大氣模擬及環境衝擊研究中心。 

 

一、本年度上半年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及國

外 參 訪 共 56 人 次 。 舉 辦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Holocene Climate Change」、「Launch 

Workshop for ProACT3 and 

EMeRGe-Asia」2場學術研討會、「永續

社會的公共衛生與環境發展」特別論

壇及學術專題演講 32 場次。發表 SCI

期刊論文 30，研討會論文 37。國內及

國外專家學者來訪進行學術交流分別

為 4人次及 28次，延攬客座科技人才

5人次。 

二、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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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水域生態系統生地化循環”過程”

及”時間序列”研究。 

九、台灣 GEOTRACES 研究。 

十、高解析度細懸浮微粒(PM2.5)空氣品質

資料分析與預報模式研究計畫。 

 

(一)台灣熱浪之氣候變化分析及未來

暖化後之情景研究。本研究利用

過 去 40 年 的 觀 測 資 料

(1971-2010)分析變化趨勢，若以

每 十 年 計 ， 則 近 十 年

(2001-2010)，熱浪發生的天數及

持續時間，增加趨勢最為顯著。

意即世紀末(2075-2099)，在台灣

三大都會區有 50% 的日數將會超

過或接近危險等級，因此全球暖

化之熱危害對人口密集的都會區

健康衝擊非常大，如何調適及降

低熱危害是未來急需面對的課

題。 

(二)西北太平洋季內振盪增強第五級

(超級)颱風的生成。本研究發現

西北太平洋大氣海洋耦合季內振

盪可以增強第五級(超級)颱風的

發生頻率。在誘發第五級颱風生

成方面，季內振盪的動力因素(如

對流與近海面水氣輻合)，比海洋

熱容量的熱力因素，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 

(三)10 年期亞熱帶深水淡水生態系統

中浮游植物對偶發性氣候干擾動

態。透過 2005 年至 2014 年對該

時期亞熱帶深層淡水生態系統共

36 個颱風個案的實地觀測，結果

顯示浮游植物生長受到颱風擾動

影響；颱風過後(即颱風過後兩週

內)對浮游植物生長有顯著影

響。秋季葉綠素 a 濃度有顯著增

加的季節變化，而初級生產力和

生長速率在夏季亦有顯著變化。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 

本期間順利執行預定計畫，上半年度預算

率 80%。各專題中心有以下的成果：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為全球網

格亞洲中心，肩負亞太地區網格基礎

 

107 上半年本中心同仁研究成果已發表於

國際學術期刊論文 8篇，會議論文 35篇。 

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一)持續擔任全球網格與 e-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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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維 運與擴展、網格相關技術研

究、促進亞太區域內與全球 e 化科學 

(e-Science) 應用研發合作， 以及網

格教育訓練與推廣。 

二、資通安全專題中心：整合了國內各大

學及研究機構的資源與專家學者，目

的在於強化我國資通安全之研究與發

展，並促成政府、學術機構以及民間

企業間合作管道的建立。 

三、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研究涵蓋網

路通訊、雲端運算、嵌入式系統、多

媒體技術、資料科學，以及相關之新

興應用與創新。 

四、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於 2018

年 2 月成立，主要任務為促進跨領域

研究與人才交流，促成產學合作與國

際合作，同時培育本土在地人工智慧

人才，提供人工智慧專長的優秀學

生、年輕學者應用發揮其研究成果的

機會與場域。 

亞洲中心。 

(二)持續擔任 EGEE Asia Federation 

總協調，推動亞洲地區(東北亞及

台灣)參與全球合作計畫。 

二、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一)致力於資料安全、軟硬體安全、

網路安全，以及安全控管等資安

情資服務與網路鑑識分析相關研

究。 

(二)建立一個異質性無線網路觀測平

台、無線網路安全／無線滲透平

台進行無線異質網路、行動裝置

的弱點檢測、滲透測試與安全分

析實驗，及軟體弱點、惡意程式

偵測與行為分析。 

三、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一)研究成果獲得潘文淵文教基金會

2018 考察研究獎、傑出人才基金

會「年輕學者創新獎」等重要獎

項的肯定。 

(二)引入深度學習技術至財務文本分

析的領域。持續進行物聯網系統

應用以及巨量資料的研究。 

四、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 

(一)結合產學合作與跨領域研究，使

人工智慧相關的研究能夠結合其

他學門，形成整合性更高的研究。 

(二)以研究成果帶領業界發展更具實

用價值之服務與設備，使人工智

慧成為產業的新利基。 

生命科學

研究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 

一、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基因體學

與系統分子生物學為基礎， 以模式植

物(如阿拉伯芥及小立碗蘚)及農作物

(如水稻、玉米)為主要研究材料，探

討生長發育相關的功能性基因之分子

機制及探討植物適應環境變遷的基因

調控機制。研究課題包含： 

(一)植物生長與發育機制：減數分

 

一、在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方面： 

(一)瞭解調控胚胎／種子發育基因的

功能性、發掘玉米減數分裂的重

要基因、了解各層級的基因調控

如何運作及影響或控制植物生長

與發育。 

(二)鑑定光系統二組合和修復過程重

要基因的生理功能、深入了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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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脂質及植物荷爾蒙、胚胎與

種子發育、開花調控。 

(二)基因調控機制：表觀、轉錄、轉

譯及 RNA 剪接對植物生長與發育

的影響。 

(三)光生物學：光合作用、光訊息傳

導機制。 

(四)植物與非生物環境因子之交互作

用：植物因應光照、高鹽分、礦

物及氨基酸營養缺乏、 乾旱等環

境因子的分子機制。 

二、植物與微生物之交互作用機制及開發

重要植物與微生物資源：研究病毒、

細菌與真菌等植物的相關病原菌之基

礎分子構造與其造成植物病害的致病

因子及效應分子的作用機制。研究課

題包括： 

(一)宿主參與病毒複製的分子機制。 

(二)病原性微生物之基因組演化。 

(三)農桿菌分泌系統與植物交互作用

機制。 

(四)世界及臺灣炭角菌科真菌研。 

(五)原住民作物的探勘與再利用-陸

稻。 

敏素調控基因表現及植物的

pre-mRNA 剪接調控機制、發掘光

訊息傳導網路。 

(三)瞭解植物如何適應非生物逆境的

調控因子及分子機制，期可以有

效利用或增進植物因應環境因子

改變的訊息的能力，達成作物生

長及產能的最佳化。 

二、在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機制及植物

及微生物資源探勘研究方面： 

(一)深入了解病原細菌及病毒與植物

交互作用及生存策略的分子機

制，病原菌基因組演化路徑，建

立植物抵抗病原菌的學理基礎，

期可用來減低作物因病害產生的

重大農損，增加農業收益。 

(二)蒐集到台灣重要且特有的真菌，

進行其生物特性或演化特質等分

析，做為未來繁殖、保育與利用

之學理基礎。 

(三)搜集極耐旱且具良好的生長勢的

陸稻品系，了解耐旱性與根系發

育間的相關性。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細生所整體的研究重點是以細胞功能與細

胞間相互作用的角度來探討生物個體的生

長發育以及其適應多變的環境之基礎生物

學機制。在這些主要的研究目標中，我們

特別重視海洋生物的生理學、演化發育生

物學及與生物醫學應用有高影響度的議

題。主要研究重點包括： 

一、水生及海生生物科技：以魚類及水生

無脊椎動物為模式物種進行生理學、

發育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的研究，以及

應用生物科技發展包括觀賞用魚及食

用上的養殖魚類，分析魚類病毒的致

病機制提供預防策略及發展及利用來

自海洋生物的抗菌胜肽幫助養殖魚類

 

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21 篇，研討會

論文 8 篇，舉辦大型國際研討會議 1 次，

獲得專利 1 件，提出專利申請 3 件及 3 位

研究人員獲得獎項如下。  

郭紘志研究員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

獎”。 

廖永豐副研究員獲得”(1) 107 年台灣臨

床失智症學會學術奬「基礎研究類」優等; 

2017 Taiwan Dementia Society Research 

Award (已於 2018-3-18 接受頒獎) (2)第

十六屆有庠科技論文獎「生技醫藥」類; The 

16th Y. Z. Hsu Scientific Paper Award 

(將於 2018-8-13 舉行頒獎典禮)。 

許惠真副研究員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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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抗病原菌的侵襲。 

二、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探討小鼠

腦部發育或果蠅嗅覺缺失之細胞及分

子基礎、與老化相關疾病的粒線體結

構及生理變化、以斑馬魚尾鰭為模式

研究調控再生能力的關鍵基因與表觀

遺傳機制、生殖細胞、體節生成與體

軸建立等的分子機制與訊號傳遞。  

三、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研

究異常有絲分裂導致癌症之機轉、表

觀遺傳機制參與脱氧核醣核酸複製與

修復之調控、細胞老化與重生之調控

機制、腫瘤抗原的功能並探討其致癌

機轉、 研究治療軟骨發育不全症狀、

導致阿茲海默症機能的分子缺陷、神

經母細胞瘤腫瘤生成機制、發展人類

抗體及標靶藥物傳輸系統以治療癌

症。 

四、神經科學：以細胞株，果蠅及小鼠等

生物分別進行神經科學相關研究，包

括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致病機轉、果蠅

嗅覺神經網絡連結、果蠅嗅覺系統中

介神經元的多樣性及變異性及小鼠大

腦皮層的發育與功能等。 

五、幹細胞機制與應用：對不同狀態全能

幹細胞之間轉換的分子機制之探討、

研究維持全能幹細胞分化潛能的分子

機轉、全能幹細胞與癌幹細胞之表面

標的分子之鑑定及其功能研究、探討

維持誘導式多功能性幹細胞分化潛能

的分子機轉、利用誘導式多功能性幹

細胞於人類疾病及老化機制之探討、

老化與環境調控生殖幹細胞的研究

等。 

者著作獎”。 

研究成果包括： 

一、水生及海生生物科技：發現一個位在

斑馬魚胚胎心肌細胞膜上的細胞附著

蛋白質能藉著其位在細胞質內的兩個

磷酸化的酪氨酸調節 pAKT 與 pERK 訊

息傳遞，來調控肌節的結構進而維持

正常的心肌細胞增生與心臟收縮功

能。 

二、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發現 LHX2

在發育中老鼠前腦的空間與時間分佈

上擔任重要功能的分子機制。 

三、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發

現將由噬菌體顯現法得到的 SP94胜肽

鍊當與 doxorubicin 抗癌藥物結合，

並注射到肝癌腫瘤移植老鼠內，能有

效的阻止腫瘤的生長及延長老鼠的壽

命。  

四、神經科學：以果蠅嗅覺系統研究顯示

出中間神經元網路的變異性會與刺激

-抑制岐異度相互作用來增強神經網

路的編碼能力及辯識度。 

五、幹細胞機制與應用：發現膳食能促進

胰島素訊息並經由與 Fax 相關的細胞

內骨架的重塑來調節果蠅卵巢幹細胞

的 escort cell 的細胞結構。 

 

 【臨海研究站】 

主要任務在於利用宜蘭水產養殖環境與緊

鄰生物多樣性熱點之優勢，提供發展海洋

環境基礎生物學研究與海洋生物技術之試

驗設施，支援院內外研究人員執行海洋生

 

一、發現 Epi-1 能夠有效抑制脂壁酸所造

成之發炎、並抑制脂壁酸所造成之

TLR2的內吞作用。 

二、發現 epinecidin-1抗菌胜肽後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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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相關之研究計畫，並致力於延伸研究

成果落實到產業應用上，達到學術基礎研

究及應用研究銜接並重之目標。研究重

點，包括：篩選海洋生物之抗菌/抗癌物質

應用於水產養殖疾病防治與生物醫學上研

究、基因轉殖平台技術及基因表現系統之

開發、養殖及觀賞魚類之品種改良、增進

魚類免疫機能與疾病防禦的基礎研究、魚

類骨骼肌肉系統發育、水生生物生理適應

及調節機制以及全球氣候變遷對於海洋生

物衝擊等研究。 

治療方式均有效降低豬隻因敗血症造

成的死亡率，並降低細菌的數量。 

三、發展出具有生殖腺傳遞之 Epi-1 表達

豐年蝦，作為吳郭魚苗之早期餌料。

試驗顯示餵食 Epi-1 基轉飼料之魚苗

對於細菌感染有較佳之抵抗性。 

四、發現 TP4抗菌胜肽會透過誘導 FOSB 轉

錄因子之活化，於非小細胞型肺癌細

胞中，調控 PCDHB13基因的表現。  

五、發現並證實 szl 基因表現弱化也可能

導致金魚的雙尾形態。 

六、運用臺灣水產養殖物種之莫三比克吳

郭魚(Oreochromis mossambicus)進行

低溫適應與篩選整合系統性研究。已

成功選殖育種出能夠耐受低溫(15°C)

緊迫環境的耐低溫種吳郭魚。預期將

可在短期間有效率地減低吳郭魚養殖

產業鏈中，因飼養環境溫度驟降導致

的生理緊迫與魚隻死亡損失。 

七、探討廣鹽性魚類的低氧誘導因子與相

關轉錄因子在抗鹽性的調控角色。發

現 HIF-1 蛋白的表現與穩定，對於硬

骨魚胚胎時期面臨鹽度刺激的滲透壓

調節機制是必須的。 

 【生物化學研究】 

本年度延續以蛋白質的結構與功能作主

軸，研究重點及核心計畫如下： 

一、以功能及蛋白質結構為基礎之藥物設

計與研發： 

(一)抗癌症：從事癌症細胞生物學的

研究，及藉破壞蛋白質交互作用

來開發抗癌藥物等。 

(二)抗感染：發展以宿主細胞為導向

全方位抗登革熱及其他病毒感染

的化合物，發展對抗具有多種抗

藥性的能力的重要的院內感染細

菌。 

(三)抗神經退化性疾病：將持續研發

藉抑制澱粉樣結構形成開發在阿

 

已發表近 30篇期刊論文，舉一些成果為例： 

一、在 FEBS J發表雙專一性去磷酸酶藉著

ICAM-1的誘發表現來促進內皮發炎。 

二、研究轉錄因子 GCM1 及 DLX3 在胎盤調

控胎盤生長因子的機制，研究結果已

發表在 J Biol Chem 

三、利用結構瞭解一個打結的去泛素化酵

素如何不被蛋白酶所切除，研究結果

已發表在 Sci Rep，也研究一個本來是

單體的去泛素化酵素 UCH-L1如何形成

動態多元的折疊中間體，研究結果已

發表在 J Phy Chem Lett。 

四、根據二個雙功能纖維素/半纖維素水解

酵素，創造一個三功能纖維素/半纖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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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海默症及普立昂疾病的藥物。

並將上述研發的候選藥物最適

化。 

二、研究蛋白質轉譯後修飾及牽涉的訊息

網絡：藉由新穎的結構分析，定性、

定量之技術平台，針對生物標本中各

種蛋白質轉譯後修飾作系統性分析，

亦可對特定蛋白質之轉譯後修飾作專

一性分析。也將研究蛋白質體轉譯後

修飾調控細胞自噬之分子機轉與功

能。此外將利用結構生物學的專長應

用於膜蛋白的結構解析等。 

三、醣蛋白研究-系統生物學、新技術開發

及醫藥應用：醣蛋白的新穎質譜技術

研發，特別是醣基化定位困難或是含

量稀少的醣蛋白、細胞膜醣蛋白作為

癌症生物標記的開發等。 

素水解酵素，可幫助水解產生生質酒

精，並用結構闡述分子機制，已發表

在 Biochim Biophy Acta： Genral 

Subject。 

五、在 Glycobiology 發表如何用同步質譜

儀來分析在人類血液單核細胞及淋巴

細胞硫化醣的位置及結構。 

六、探討 Z-(+)-異柴胡內酯(一種萃取自南

柴胡 Bupleurum scorzonerifolium 的

木質素)的活性標靶蛋白及其分子機

轉，用於後續藥物開發的潛力。此項

研究結果發表於 Angewandte Chemie 

國際期刊。 

七、解析醣結合蛋白 Galectin的結構和醣

結合功能的關係，研究結果已發表在

Int J Mol Sci。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包含藥物基

因體學研究、複雜性疾病之易感性基

因之搜尋及環境因素探討、臨床生醫

轉譯研究、遺傳性疾病之小鼠動物模

式研究、遺傳統計學方法研究與應

用、全基因體掃描鑑定單一核苷酸多

型性與乳癌發生進展之關係、開發新

穎的基因標記應用在氣喘的精確化醫

療及心血管疾病世代研究等。 

二、神經科學研究：包含中心粒蛋白 STIL

功能與畸型小頭症之關係、亨丁頓舞

蹈症中神經細胞對膠細胞的調控研

究、痠痛基因與酸止痛機制的研究、

訊息核醣核酸加帽修飾的功能研究、

半乳糖凝集素-3 在乙型類澱粉蛋白聚

集中所扮演的角色、中草藥沙巴蛇草

在預防/治療腦中風的機制研究、中風

後中樞性疼痛之神經機轉研究及下視

丘神經元感受葡萄糖的分子生理機轉

探討。 

三、心臟血管研究：探討不同基因蛋白在

 

上半年度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42篇，舉辦

演講 36 場，提出專利申請 12 件。研究人

員並獲得多項獎項，及重要研究計畫。部

份研究成果說明如下： 

一、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缺失色素異

常 性 皮 膚 澱 粉 樣 變 性 症 

(Amyloidosis cutis dyschromica; 

ACD)主要被報導在東亞與南亞人種

中，然而遺傳模式與病因仍不明。生

醫所團隊首度發現，色素異常性皮膚

澱粉樣變性症是由於 GPNMB 基因突變

造成 GPNMB 蛋白缺失所導致的自體隱

性遺傳疾病。 

二、神經科學研究：生醫所團隊發現神經

細胞含有一種與 DNA 修復調解有關的

複合體─TDG 複合體。神經細胞膜上的

A2AR受體可拆散「TDG複合體」，使其

中的 TRAX進入細胞核，增加偵測及修

復 DNA 損傷的能力，進而增進神經細

胞在過高氧化壓力下的存活率。 

三、心臟血管研究：利用人類多功能幹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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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心血管與代謝疾病中之功能與角

色，包含心室肥大及心衰竭疾病，並

研究這些蛋白在細胞內之作用和調節

其活性與穩定性之分子機制。研發幹

細胞、基因轉殖、組織工程及奈米載

體等技術，以治療心臟血管疾病。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分析探討病

毒、細菌、寄生蟲在感染過程中與宿

主細胞的交互作用，著重於肝炎、登

革熱、日本腦炎、腸病毒、流行性感

冒病毒、細菌等國內常態性感染疾

病。研究因乾癬、氣喘、腸胃道等疾

病引發的過敏及發炎反應。 

五、癌症研究：包含肝癌及肺癌基因體學

研究、探討細胞週期調控與基因體穩

定性在癌細胞形成過程中的角色、探

討抗氧化與發炎反應促進癌細胞生長

及轉移的機轉、探討腸胃道癌症之致

病機轉、抗體工程及酵素分子演化研

究、抗癌藥物的研發及蛋白後修飾與

癌症機轉之探討。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組：包含發展新穎統

計回歸分析方法找尋相互作用之致癌

基因、研究輔脢結合機制以改進藥物

設計及陰道滴蟲親環蛋白與 Myb 轉錄

因子相互作用區域之結構研究。 

胞衍生的心肌細胞(hPSC-CMs)，探討

乳癌標靶藥物 Lapatinib 與蒽環類藥

物合併治療所導致的心臟毒性機制。

未來可利用 hPSC-CMs作為研究心臟毒

性和開發心臟保護劑的篩選平台。 

四、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短鏈脂肪酸

(short chain fatty acids, SCFAs)

為一種我們體內常在菌所產生的天然

發酵物。生醫所團隊發現短鏈脂肪酸

中的丁酸鹽(butyrate)能調控第二型

先 天 免 疫 細 胞 (group 2 innate 

lymphoid cell, ILC2)，並進而抑制

這種細胞所造成的氣喘與發炎反應。 

五、癌症研究：癌化的腫瘤細胞後期會表

現大量的新穎致癌基因 Paraspeckle 

component 1(PSPC1)，促使癌細胞增

生、侵襲及轉移。PSPC1 是科學界首次

發現能主導癌細胞惡化的調控基因，

未來若能抑制 PSPC1 表現，便能降低

癌細胞生長和擴散，更有助研發新治

癌藥物。 

六、結構生物學研究：利用蛋白質-DNA 複

合物引導的藥效團模擬法，來篩選針

對抗藥性雷伯氏肺炎桿菌的調節蛋白

PmrA 的抑製劑。以篩選出的先導藥物

E1 治療，能恢復肺炎桿菌對抗生素的

敏感性。 

 【生命科學圖書館】 

圖書館相關資訊之徵集與整理及推廣。 

 

一、第11年度加入台灣電子書聯盟共同採

購作業，圖書館成長電子書館藏約

15,000冊。 

二、主動依據研究人員專門領域提供已購

入的電子書，推薦使用。 

三、客製化提供研究人員專門領域最新之

電子書書單，推薦購買。 

四、徵集並採購電子期刊過刊，以利館藏

數位化之進行。 

五、密集推廣各類館藏資源之利用，並主

要以支援生命組各所暨中心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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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六、開設英語寫作論文編輯及生物資訊及

資料庫推廣課程。 

七、徵集電子書叢書系列以利紙本圖書數

位化。 

 【分子生物研究】 

一、發育生物學、感染與免疫生物學研究

研究：包含逆境引發生理機能優勢及

抗老化之機制、抑制 DNA 去甲基化及

癌症細胞轉移的小分子藥物篩選及研

發、去泛素酵素在後突觸的生長調控

研究、牛痘的病毒鞘膜蛋白質Ａ27 及

H3 在病毒組裝時其結構與功能的研究

以及牛痘病毒感染路徑影響細胞先天

免疫之反應、以桿狀病毒構建 H7N9 的

假性流感病毒並改進血球凝集素及唾

液酸苷酶之表現、登革病毒複製及病

毒組裝機制的研究、癌症複合型免疫

療法的開發及免疫耐容及發炎之拮抗

的研究。 

二、神經生物學研究：包含微型核糖核酸

如何精準調控脊髓運動神經元在胚胎

中的發育與分化、利用小鼠模式研究

自閉症突變基因對神經發育之調控、

飢餓與覓食行為的神經機轉的探討及

用多重尺度法研討邊界力學對發育及

疾病的重要性。 

三、系統生物學與結構生物學研究：包含

線蟲捕食真菌與線蟲的分子交互作用

機制、細胞藉由整合時間與空間的訊

息控制細胞行為的系統性研究、發展

及應用蛋白質體高通量方法研究全蛋

白質降解調控及發掘泛素連接酶受質

及基因體系統化分析基因序列對剪接

調控的影響、從分子層面探討微管之

新合成機制、參與尾端固定膜蛋白之

蛋白質複合體其結構與功能之研究及

[Gar+]因子的蛋白質其構形之變化之

研究。 

 

上半年度已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23篇，舉辦

演講 30場，提出專利申請 6件。研究人員

並獲得多項獎項及重要研究計畫。部份研

究成果說明如下： 

一、發育生物學、感染與免疫生物學研究

研究：發現神經元型態發育受到蛋白

質體在神經元長軸突上運輸的影響。

若此機制失調，則神經元早期型態發

育將發生缺陷，並導致早期神經元產

生異常的興奮性。此機制可能作為研

究癲癇或過動兒等腦部發育相關之研

究的基礎。分生所研究團隊用多重尺

度法研討邊力學對發育及疾病的重要

性，針對基材的軟硬度與塗層作調

整，研發出適合研究新生神經元分子

反應的體外類腦培養系統。研究結果

證實神經細胞生長在不同軟硬度的環

境下強烈影響細胞的型態及行為。在

適當的軟環境下培養神經元也讓我們

得以發現調控突觸發生的新機轉，亦

即新生神經元靠著粘附作用因子和胞

吞作用因子之間的基因表現與拮抗作

用，決定了神經元可否即時產生突

觸。我們的發現為研究神經元如何在

不同物理環境中調節基因表達與改變

膜的機械性開闢了一條新的途徑。 

二、神經生物學研究：飢餓如何影響我們

的大腦以促成覓食行為？藉由回答這

個問題，我們有機會能夠深入了解神

經系統是如何根據自體的狀態和周遭

的環境來決定下一步的行為。我們也

有機會藉此了解一些重要精神疾病，

如暴食症、厭食症、躁鬱症等，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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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染色體生物學與核醣核酸生物學研

究：包含人體內染色體外端粒 DNA 誘

發細胞後天免疫反應研究、工業用與

藥用真菌分子遺傳學研究、細胞分裂

週期中脂質恆定的調控、研究生長休

止基因七在 Parkin蛋白調控的自噬粒

線體機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線粒體

核糖核酸降解之結構生物研究及基因

重組及基因體變動之探討。 

五、植物分子生物學研究：包含發現去磷

酸蛋白酶基因可提高水稻耐逆境能力

的機制、葉綠體外膜與內膜運輸機組

的聯結蛋白及利用銨鹽敏感突變株探

討植物氮碳交互調控機制。 

經機轉，並進一步找尋可能的治療方

法。分生所研究團隊發現神經迴路提

供了飢餓如何調控覓食行為的可能機

制。該研究團隊發現了果蠅腦中的一

個神經迴路，這個迴路會依果蠅的飢

餓程度改變其運作的方式並進一步促

進或抑制果蠅對食物氣味的反應。類

似的神經迴路也可能存在我們的腦

中，控制我們的覓食行為。 

三、系統生物學與結構生物學研究：人類

的許多疾病諸如老化、退化性神經疾

病及癌症等，都和蛋白質的缺陷有

關。為了除去缺陷蛋白，細胞會透過

品管降解機制（分解成小片段）「去蕪

存菁」。分生所研究團隊發現一個由蛋

白質管理蛋白質品質的機制，CRL2 可

透過多種受器的轉換，快速且準確地

辨識缺陷蛋白尾端的特定短胜肽，進

而將該蛋白質標記、清除。這些特定

短胜肽約由 6到 10個胺基酸組成，而

不同序列的短胜肽也引導不同降解速

度。此研究成果將調控蛋白質降解速

率的準確度大大提高，可望為蛋白質

生物工程的應用帶來新的契機。 

四、染色體生物學與核醣核酸生物學研

究：人類多核苷酸磷酸化酶是演化上

非常保守的核糖核酸外切酶，主要位

於線粒體中，其負責 RNA轉換和輸入。

多核苷酸磷酸化酶的突變會削弱了

RNA進線粒體傳送，導致線粒體功能障

礙和疾病。分生所研究團隊探討疾病

相關人類多核苷酸磷酸化酶突變體

Q387R 和 E475G 的結構， 結果表示三

聚體 P 多核苷酸磷酸化酶界面處的突

變傾向於產生具有破壞性 RNA 結合表

面的二聚體蛋白質，從而損害其 RNA

進口和降解活性並導致線粒體病症。 

 【農業生物科學研究】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利用模式植物及

 

本中心於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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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物探討環境逆境因子，例如乾旱、

高鹽、高溫、淹水、缺磷、缺氮、缺

鐵、重金屬污染及病原菌等，如何影

響植物生理及生長發育，闡釋其反應

及耐受性之生化及分子生物機制；利

用相關之知識，發展能適應環境變遷

的作物品系及技術；蝴蝶蘭、番茄、

十字花科蔬菜等重要農作物及菊科藥

用植物基因體學相關之高通量定序及

生物資訊分析。 

二、草藥科技研究：以“科學研究”與“產

品導向”並重做為研發主軸，結合當

代化學與生物學的技術與方法，探討

可食用藥用植物在維護動物健康與人

體健康的功效、機制及其安全性。這

些研究可以促進農業科技的研究及其

轉譯應用，並提高農民與產業經濟效

益。 

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增進禽流

感之類病毒顆粒疫苗的細胞平台生產

效能，並設計修改細胞醣基化機制。

比較不同佐劑生產流程所得之佐劑活

性，並比較胜肽是否具有佐劑活性。 

篇，研討會論文集7篇，獲得專利2件。中

心研究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包括中研院

深耕計畫及科技部尖端研究計畫。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繪製蝴蝶蘭台灣

阿嬤的基因圖譜，提供蘭花育種遺傳

資訊；闡釋植物去泛素酶及肌醇磷酸

激酶對於植物體內磷酸恆定的重要

性；調控磷酸恆定之微RNA miR827標

的物演化之解析；發現植物缺鐵訊息

傳導新之途徑；建立植物基因編輯之

高效率原生質體操作技術；剖析栽培

種與野生種番茄傷誘基因表現及其轉

錄調控機制之差異；建立檢測酵母細

胞中硝酸鹽受體活性的簡單檢測方

法; 解析阿拉伯芥適應高溫逆境之轉

錄記憶機制。 

二、草藥科技研究：植生素配方證實可以

促進豬隻與蜜蜂健康，並發現這配方

可以調節動物腸道健康，包括增加好

菌生長與抑制病原菌生長。聚乙炔質

化物可以誘導凋亡蛋白酶活化，導致

其抗癌效果。此外，繼續昭和草的植

物新藥的臨床測試規劃。 

三、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究：修改表現

質體，得到現階段最佳的表達組合，

並建立修飾醣基化之類病毒顆粒疫苗

的細胞表達平台。改良佐劑生產流

程，提升活性並降低整體禽流感疫苗

之成本。 

 【南部生物科技計畫】 

一、水稻、蘭花及其他作物之生物技術：

除了水稻與蘭花，近期增加其他作物

如番茄和青花菜於研發範疇。持續著

重分子機制之基礎研究以及新穎基因

之開發。 

二、發展農業基因體學與生物資訊平台，

以巨觀方式協助創新研發方向和解決

問題。 

三、蘭花基因轉殖技術：持續使用原球體

 

一、水稻、蘭花及其他作物之生物技術：

我們發現控制水稻開花的基因對株高

與分蘗數相關的物理性狀有關，可用

於農藝改良。另外發現細胞生長分化

關鍵因子對蝴蝶蘭特殊生長發育途徑

有密切關係。另外，持續對蝴蝶蘭開

花機制的探討，包括光波和低溫調控

抽梗現象，也陸續發現關鍵基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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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轉殖技術於多種品系蝴蝶蘭，並

持續評估運用於其他蘭科植物基因轉

殖之實用性。 

四、設施服務：將繼續提供基因轉殖溫室

給相關研究人員使用，作為進行繁殖

及小型溫室性狀與產量試驗之用。改

善基因表達標示及細胞影像分析系

統，提供農業生技研究人員細胞生物

之技術服務。 

五、人員培訓：培訓博士後、碩博士研究

生、助理於本中心進行水稻、蘭花、

番茄和青花菜基因功能性研究及生物

資訊大數據開發及應用。 

有利於蘭花型態相關技術之開發。我

們也經由生物資訊平台分析得到逆境

與番茄基因體之關係。這幾個領域已

有 5 篇相關文獻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

中。 

二、經由新聘研究人員及本院農業科技研   

究中心的基因體及生物資訊的研究團   

隊密切合作，建構水稻、蘭花、青花

菜和番茄等作物之基因體資源。 

三、蘭花基因轉殖技術：蘭花基因轉殖核

心目前支持 7 個實驗室，已經接受 53

個案件申請，總共已有 21個成功基因

轉殖案例。除已建立之蝴蝶蘭、姬蝴

蝶蘭基因轉殖平台，此核心也在開發

其他蘭花的基因轉殖技術有所進展。 

四、設施服務：基因轉殖溫室目前使用者

有 22個實驗室，已完成不銹鋼網在農

業上之應用合作研究計畫，目前正準

備專利申   請。原位雜交技術核心，

目前使用者有 7 個實驗室，本核心協

助研究人員進行植物組織切片、標定

目標基因在組織中表達的情形，並正

開發新的螢光原位雜交技術在植物研

究上之應用。 

五、人員培訓：針對人員教育與培訓不遺

餘力，現有博士後研究員 3 位、博士

班 2位、碩士班 3位和研究助理 31位。 
 【生物多樣性研究計畫】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以傳

統分類學為基礎，並導入生命條碼與

次世代定序技術進行生物定性與定量

的研究，藉以釐清台灣周邊海域(包括

離島)不同位階海洋生物的多樣性，並

推估生態系長期變遷的趨勢，以作為

環境監測的指標以及提供預警的功

能。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一)研究瘠劣環境之植被演替對於生

 

107 年 1 至 6 月共發表國際期刊論文 35 

篇，舉辦學術演講 14場。 

一、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進行

台灣周邊珊瑚礁、藻礁與大洋生物多

樣性與生態研究與長期監測，並與工

程和社會科學等跨領域合作進行氣候

變遷與海洋環境治理研究，提供政府

海洋保育、管理與永續政策研擬參考。 

二、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一)台灣西南部俗稱月世界的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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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系的影響。 

(二)棲地破壞與氣候變遷對外溫性昆

蟲與雲霧森林生態系的影響研

究，預期可以對台灣陸域生物多

樣性的經營管理，提供重要的參

考依據。 

(三)運用鳥類與環境圖資等開放資

料，探討鳥類海拔遷徙與功能性

狀之關聯性、台灣鳥類物種多樣

性和群落組成差異度之空間分

布。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一)研究蕨類與裸子植物粒線體胞器

基因體的多樣性。 

(二)以基因體及發育學的技術、來研

究鳥類羽毛的演化。 

(三)研究火蟻中造成兩種社會行為的

連鎖序列組成，並探討其如何讓

物種內成員相互合作或是發生衝

突。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一)以台灣重要保育及特有棲地為據

點，釐清珊瑚礁生態中珊瑚、海

綿、共生藻和共棲微生物等角色

彼此關係，以利於保育和管理。 

(二)應用新興研究工具(包括整合性

環境體學技術)，探討發生於河川

底泥與濕地的有機汙染物之生物

降解機制及微生物群落結構。研

究成果將對污染物在這些環境的

分布與濃度，以及台灣河川及濕

地的經營管理及淨化功能，提供

重要的參考依據。 

(三)針對多源基因體數據開發新的研

究方法，持續進行宏基因體資料

模擬平台的開發，可在有限的生

物數據下，模擬出微生物長期的

變動關係。 

植物難以生長，刺竹是優勢的高

等植物。刺竹林可貢獻有機物進

而改善惡地土壤的物理和化學性

質。也誘發微生物的多樣性。 

(二)日溫差大的環境動物的分佈範圍

越窄，是氣候變遷需要注意的地

方。另外高山開發也會加大日溫

差，不利動物生存。 

(三)鳥類海拔遷徙已發現與某些功能

性狀有關。鳥類生物多樣性之空

間分布已有初步成果，顯示與土

地利用和氣候等變化有關。 

三、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一)經過大取樣，發現柏科類植物的

葉綠體基因組多型性共存的普遍

現象。 

(二)研究鳥類羽毛 DNA 非編碼區的演

化找到一些保守序列，表示它們

有重要功能。研究絨毛轉為體毛

的機制上也有進展。 

(三)職蟻觸角內的蛋白質，可能扮演

區分蟻后種類的角色。可開發火

蟻防治工具。 

四、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一)透過生理、基因體研究，發現珊

瑚共生菌的重要證據，有助於未

來珊瑚有益菌開發。另外也確認

珊瑚殺手海綿和單一藍綠菌有專

一共生關係，對於共生菌如何幫

助海綿殺死珊瑚有更深的瞭解。 

(二)雌激素降解途徑的數個特徵性代

謝物與降解基因普遍存在於汙水

(取自迪化及六塊厝汙水處理廠)

及河川表水(取自淡水河與高屏

溪的中下游及河口)樣本中。證實

該條雌激素降解途徑在環境中具

有重要性。此外，新鞘氨醇桿菌

被發現是迪化汙水處理廠的好氣

汙泥的主要雌激素降解菌。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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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菌能在極低濃度下(1 微克/公

升)，有效吸收並降解雌激素。 

(三)微生物互動網路演算平台已經建

立完畢，並利用青蛙腸道菌為案

例，成功促進益生菌之使用效率。 

 【基因體研究計畫】 

專注於感染性疾病、癌症和腦退化性疾

病，結合化學合成技術、儀器分析技術、

結構生物技術、計算生物訊息技術、超高

速藥物篩選技術、分子生物技術、細胞生

物技術、抗體與疫苗技術、以及動物測試

技術等跨領域的研究，探討與核糖核酸

(RNA)轉譯後之蛋白質的各種修飾反應有

關，特別是醣苷化(Glycosylation)的課題

致力於與臺灣人民疾病有關的基礎科學研

究，進一步開發早期診斷的工具，及具有

治療性的新藥、抗體和疫苗，並將所研發

的重要技術成果轉移給新創科技公司，予

以產業化，以期帶動台灣生技產業之發展。 

一、化學生物學專題中心：探討功能性蛋

白質體學，著重於蛋白質和醣蛋白之

結構、折疊、功能、機制、修飾、交

互作用和治療應用的研究發展以醣為

主之抗癌、抗菌和抗病毒的疫苗和藥

物。 

二、醫學生物學專題中心：擷取、檢測及

分析循環性癌細胞作為癌症早期診斷

與治療，瞭解醣在癌細胞所扮演之角

色，建立高通量平台以篩檢癌症標記

基因和檢測癌症治療藥物。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專題中心：著重

於醣蛋白、醣脂質及多醣體之定序技

術的研發、以質譜分析技術找尋與疾

病有關之生物標的物、以及發展更靈

敏且更專一的循環癌症幹細胞的檢

測。 

 

上半年度發表國際期刊論文65篇，研討會

論文集59篇，獲得專利17件，提出專利申

請13件。研究人員並獲得多項獎項：世界

科學院院士、中研院前瞻計畫、深耕計畫、

臺灣扶輪公益獎。 

一、化學生物學研究：探討細胞表面葡胺

聚醣的合成及其與蛋白之結合能力和

複合體結構、多重抗藥性幽門螺旋桿

菌之Moenomycin合併治療策略與抗藥

性機轉，研發廣效流感疫苗，開發抑

制轉醣酶的新型抗生素、辨認蛋白質

及醣類或胜肽抗原相關標的受體合成

抗體及偶聯藥物，尋找並偵測阿滋海

默症的早期生物標記等。 

二、醫學生物學研究：探討人類胰臟癌以

及微環境與癌細胞交互作用之機轉、

激酶在流行性感冒病毒感染中所扮演

的角色、登革病毒感染引發發炎小體

活化的分子作用機制、後轉譯修飾對

抗體免疫力之調控，解構誘導性多功

能幹細胞分化特性之代謝調節因子

等。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研究：研發高創

意質譜技術、高創意離子阱細胞分離

儀及在蛋白體學的應用，建立血液循

環腫瘤細胞收集及細胞培養平台，尋

找與分析靈長類胚胎幹細胞在後轉錄

過程中所產生的非線性RNA，解析RNA

旋解酶調控剪接作用的機制，進行早

發性乳癌病患的基因體序列資料分析

等。 

 【跨領域大樓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一、提供跨領域大樓公共區域日常維護。 

 

一、完成跨領域大樓空調、機電設備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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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跨領域大樓運作之維持：包括大樓保

全、清潔、水電費、消防飲水機空調

電梯等設備之保養維護。 

三、管理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場等

之使用及設施運作。 

維護及清潔人員、大樓保全、景觀維

護等採購作業。 

二、提供演講廳、會議室、地下停車場等

場地設施服務。 

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

究 

【史學及考文研究】 

一、進行傳統中國史研究；世界史研究；

臺灣及週邊地區考古遺址調查研究；

商周考古資料整理出版及科學分析研

究；醫療文化研究；生活禮俗；宗教

與圖像；古文字與古代史研究。 

二、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計

畫 ， 包 括 ： From Philology to 

Linguistics；佈建於地方的國家祀

典—以明清四郊祭壇為中心；知識的

跨國流通、在地化與國有化；中國海

海洋知識建構；中原出土青銅器的科

學分析計畫；醫學史與科學史研究；

甲骨整理研究等。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史語所集刊、

古今論衡、法制史研究、Asia Major。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服務性工作：漢籍電

子文獻資料庫建置，珍貴書籍、考古

標本、金石拓片、明清檔案及其他重

要檔案整理出版。 

 

一、專題研究： 

(一)歷史學門： 

1、行政制度與司法的歷史研究。 

2、常民社會與文人生活的各個面

向。 

3、思想史與學術史。 

4、執行本院前瞻計畫「佈建於地

方的國家祀典」。 

5、重新釋讀、出版《居延漢簡》。 

(二)考古學門： 

1、持續臺灣各地考古遺址調查發

掘與研究，並執行南科出土遺

物整理分析計畫。 

2、臺灣原住民早期歷史考古學研

究。 

3、環境變遷與古代社會永續經

營。 

4、協助政府維護文化資產。 

5、本所舊藏中原考古文物整理出

版及科學分析計畫。 

6、加強科技考古學研究。 

(三)人類學門： 

1、醫療史研究，執行主題計畫「殖

民醫學再榷」子計畫。 

2、政治、社會與禮俗結合的研究。 

3、地域、環境與文化互動的研究。 

4、執行本院前瞻計畫「知識的跨

國流通、在地化與國有化」。 

(四)文字學門：甲骨、青銅器銘文、

金文及簡牘文字研究；古代史研

究。 

二、舉辦學術研討會、工作坊(含合辦)∕

研習營：7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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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71篇、專書 3種、

會議論文 16 篇、考古調查研究報告 4

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分、Asia Major 

1期。不定期刊物：論文集 1種。 

五、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一)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新上線書

籍有 76 種，約 1,688 萬字；校對

約 2,464 萬字；影像檔新增

137,975 頁；標誌 74種，約 1,611

萬字。 

(二)善本古籍及拓片等掃描及拍攝共

367 種 33,240 頁；圖書刊物編目

2,981種 6,408冊；拓片複本查核

並線上資料修正約 800筆。 

(三)台灣考古標本：完成建檔 1,939

筆；標本檢核修檔及增補數典資

料庫遺址資料 433 筆；標本提借

165箱 557 件；調閱共 704件。 

(四)明清檔案：原件清理 1,140 件又

7,864頁；登錄鈐印 1,763件；著

錄摘要 340 筆；掃描校驗 29,581

頁。 

 【民族學研究】 

一、 進行臺灣南島民族(原住民)研究；臺灣

漢人社會文化研究；海外研究；文化與

心理行為研究；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

文化展演研究；經濟、生態與環境研究。 

二、 專題研究室及研究群推動之正要計畫： 

身體經驗研究群、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音聲發微、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

群、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

群、行動人類學研究群、比較南島研究

群、區域文化與區域治理研究群、家庭

世代與生命歷程研究群、宗教生活實踐

研究群、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計畫、臺

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獎助計畫、客家文

化研究計畫。 

三、 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人類學刊、

 

一、 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部落參訪活

動／研習營：41場(次)。 

(一) 舉辦週一學術演講會 9 次，午餐時

間研究報告會 12次，各研究群及客

家研究計畫舉辦專題演講等共 13

次。 

(二) 5/2 本所博物館與部落團體共作展

示｢《獵與織》重逢半世紀─泰雅族

Klesan群文物返鄉特展」發布會；

5/4-6當代德國哲學/思想與心理學

的相遇」研習營；5/30-6/1臺灣原

住民族部落服務獎助期中會議與參

訪；第 15屆人類學營。 

(三) 學術研討會：Cultural Heritage 

and Religion in East Asia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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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族調查報告書、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

編等。 

四、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博物館數

位典藏計畫、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計

畫、博物館藏品管理及交流。 

研討會；夫妻關係與代間關係；客

家移民及其在地化過程。 

二、 完成在國內外有關刊物發表或學術研討

會上提報論文 9 篇、奉派參加國際性學

術會議 6 人次，提報論文 5 篇。協助從

事研究工作：國內外訪問學人(員)9人、

國內研究生 3 位、台灣原住民訪問研究

者 5位、10位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者、

博士後研究者 6名。 

三、 定期刊物：出版臺灣人類學刊 1 卷；專

書： 客家移民與在地發展。 

四、 數位典藏整理及服務性工作： 

(一) 數位典藏：數位影像文字資料庫重

整上傳 1848筆；田野正片高階掃描

數位化 693 筆；藏品圖文資料庫維

護 212筆。 

(二) 藏品管理及交流：數位典藏田野影

像授權申請案 4 筆；文物新入藏 5

件、借展 3 案 76 件、調閱 2 案共

43件。影像原件捐贈案共 3件，影

像光碟調閱案 1件。 

 【近代史研究及史料搜集整編】 

本所自 107年 1至 6月已進行下列計畫： 

一、進行政治外交史、社會經濟史以及文

化思想史研究：除個人研究外，另組

成蔣介石研究群、東亞研究群、婦女

與性別史研究群、城市史研究群、知

識史研究群、胡適研究群、西學與中

國研究群，以及國家與社會研究群等 8

個研究群進行集體研究。 

二、學術交流計畫：學人交換訪問、同仁

出席國內外學術會議。 

三、史料搜集整編出版計畫：期刊、 專書，

與史料之出版。 

四、圖書資料購置編目及管理計畫：持續

增購圖書資料，建立圖書資料交換與

贈送，並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五、檔案資料徵集編目及管理計畫：積極

徵集民間團體及個人資料，資料型態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6場；學術演講：27

次；新書發表會：2場；研習營：1場。 

二、發表期刊 13 篇、專書論文 8篇、會議

論文 28篇。 

(一)政治外交史研究：以近代中國政

治外交史為主要研究領域，包含

近代中國政治發展、中外關係的

研究，近年擴及近代東亞各國關

係的變化、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

響，以及台灣地位問題。 

(二)社會經濟史研究：以近代中國社

會經濟史為主要研究領域，研究

面向包含：一、從全球史的視野

觀察中國、東亞經濟、世界經濟

之間的脈動。二、政治與經濟的

關係。三、經濟性職業團體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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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傳統紙質文件擴及影音多媒體，進

行檔案數位典藏計畫。 

六、胡適紀念館運作需求計畫：保存、陳

列與刊行紀念館原有及徵集所得之胡

適遺著、遺墨、藏書、生活照片及其

他遺物等。 

七、口述歷史訪問計畫：配合同仁研究專

題或重要歷史事件、國家重要建設

等，繼續就關鍵人物進行專題訪問。 

(三)文化思想史研究：以近代中國思

想、學術、文化及科技史為研究

領域，研究議題涵蓋晚明到清

初、十八世紀清學、晚清到民國

時期的變化，並逐漸加增中國與

域外知識交流的研究及宗教性議

題的探索。 

三、依計畫完成圖書編目、上架、防潮、

防霉及修補工作並進行圖書資料交換

與推動建置數位化圖書館。 

四、依計畫完成檔案徵集、整補、修復、

編目、檔案數位化影像製作。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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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依計畫進行口述歷史訪問，並整理記

錄。 

 【經濟研究】 

一、具體研究方向：推動公共政策跨領域

研究，邀請產官學界參與定期舉辦之

公共政策研討會，提出賦稅改革與醫

療保健等政策建議白皮書。組成跨領

域合作研究，推動巨量健康資訊科技

之研發與應用。 

二、重點研究計畫：國際貿易、區域經濟

整合與產業政策之交互影響；深度低

碳社會與經濟制度研究；農業人口高

齡化與開放農業外勞政策探討；家庭

經濟互動對貨幣政策效果的影響；人

口老化、經濟發展、政府財政與世代

公平等之研究。 

三、舉行經濟情勢記者會發佈國內總體經

濟之預測；邀請國際著名經濟學者來

訪；舉辦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每季舉

辦公共政策系列學術研討會。研究人

員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與訪問。  

四、出版定期刊物「經濟論文」、「臺灣經

濟預測與政策」與「簡訊」等期刊。 

 

一、年度進行研究計畫之成果：發表期刊

論文17篇、會議論文33篇、研究報告

41篇。 

二、舉辦學術會議與研討會： 

(一)「第十八屆高等經濟理論學會會

議」國際學術研討會，參與之國

內外著名學者計430人。 

(二)「兩岸經濟對話」國際會議1場。 

(三)「高等計量經濟」國際會議1場。 

(四)「計量理論與應用」國際研討會1

場，參與之國內外學者30人。 

(五)舉辦經濟研究討論會33場。 

三、學術交流：本所計有47人次研究人員

參加國際性學術研討會及出國訪問。

邀請國外學者來訪共36人次。 

四、出版定期刊物：出版經濟論文第46卷

第1-2期(2018年3月及6月)、臺灣經濟

預測及政策第48卷第2期(2018年3

月)、簡訊第105-106期(2018年1月及4

月)。 

五、研究資料建購：購置西文圖書 28冊，

西文雜誌 1 種，中文雜誌 4 種，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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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 52 種，電子期刊 12 種, 線上資

料庫 2種。 

 【歐美研究】 

一、進行歐美文化；語言、認知與社會；

美台中關係；歐洲聯盟；歐美社會發

展與政策等主題研究。 

二、專題研究群推動之重要年度計畫，包

括：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全球化研

究、國際公共治理研究、人口家庭與

健康研究等。 

三、舉辦國際、國內學術研討會(含合辦)/

工作坊及學術演講。 

四、出版專書與期刊。 

五、持續與國外學術社群進行學術對話與

交流，並定期選派研究人員出國短期

研究與出席國際會議，藉以擴展學術

研究視野，與提昇本所研究能量及曝

光度。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 1

場、學術演講 17場(次)。 

(一)研討會/工作坊：「公共治理之國

際經驗與啟示學術研討會」。 

(二)學術演講：「宣稱真理規範性的

否定寬窄域議題」、「從歐盟聯

邦理論視角探討歐盟條約第七條

價值保障機制之改善方案：以匈

牙利、 波蘭的憲政危機為討論出

發點」等。 

二、發表期刊 14 篇、專書論文 3篇、專書

3本、會議論文 8 篇、計畫報告 1 篇。 

(一)文化研究：「現代與後現代─當

代社會文化理論的轉折」、「自

由和移民經歷：讀解哈金的自由

生活」等。 

(二)語言、認知與社會研究：「論荷

莉行動學習的迴路共享模型」等。 

(三)美台中關係專題研究：「歐盟 - 中

國戰略夥伴關係及其對全球經濟

治理的貢獻/威脅」等。 

(四)歐洲聯盟研究：「英國脫歐之現

況與前瞻」、「史特勞斯堡之路：

歐盟加入歐洲人權公約之法律問

題」等。 

(五)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研究：「前

納粹德國軍官在近東：1949 至

1956 年間德國軍事顧問在敘利

亞」等。 

三、定期刊物：歐美研究季刊 2期。 

四、截至上半年度止，已遴選研究人員 6

人次赴歐美短期研究，出席國際會議 1

人次。 

 

 

【中國文哲研究】 

一、以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中國哲學、

比較哲學、經學文獻為五大研究領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18場(次)。 

二、舉辦專題演講 2場；學術討論會 5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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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為有效整合研究人力與資源，確

立運作方式，以五個研究室配合五個

研究方向，推動集體性研究，致力於

開展多元創新的研究課題。 

二、延續性重點研究及研究群推動之重要

計畫，包括：「劉宋：多視角的斷代

研究」、「跨文化的弔詭」與華語文

學文化：對二元化及標籤化思考的批

判」、「文化詮釋的哲學基礎」、 「經

學史重探(I)--中世紀以前文獻的再

檢討」及新興研究計畫：「越南思想

文化」、「走向未來的文哲研究」等

延續性重點研究。以及「文哲電影研

究」、「概念史研究群」、「日本江

戶時代《詩經》文本研讀工作坊」、

「希望與想像」、「近代文論研究群」

等研究群。 

三、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中國文哲研

究集刊、中國文哲研究通訊及論文集

等。 

座談會 28場。來訪學者共計 30人(特

約訪問學人 4人；訪問學人 14人，訪

問學員 12 人)。發表專書 1 種、期刊

論文 4篇、會議論文 1篇。 

(一)古典文學研究：進行明清文學研

究、文學與文化研究、文學與宗

教研究、文學與美學研究。文類

涵蓋詩文、詞曲、戲曲、小說與

文論；時代則跨越六朝、唐宋、

明清以至近現代。 

(二)近現代文學研究：以比較文學和

比較文化的方法研究近現代以來

的中國文學和台灣文學；蒐集整

理與近現代文學相關之研究資

料。 

(三)中國哲學研究：以經典為憑藉，

深化與拓展中國哲學的新議題，

研究中國哲學的現代詮釋與當代

性，以及中國哲學傳播至域外所

展現的在地化哲學特色和跨文化

哲學對話的可能性。 

(四)比較哲學研究：早先計畫主要集

中在中國範圍的儒學，後來則擴

及東亞視野，立論上則常發揮「跨

文化」(比較哲學)的對比論述。 

(五)經學文獻研究：進行「文獻解讀」

與立基於「經學史視野」之經學

研究，並與其他研究領域開展對

話，如經學與文學的交涉、經學

的接受與傳播、經典與古文字學

的融合、乾嘉漢學與日本漢學的

互動等。 

三、定期刊物：出版中國文哲研究集刊 1

期、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2 期。不定期

刊物：論文集 1種-《近代東西思想交

流中的傳播者》。 

 【台灣史研究】 

一、針對臺灣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

群史、文化史、環境史、口述歷史等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1次/工作

坊：1場(次)/週二例行學術討論會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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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之專題研究。107年舉辦之台

灣經濟史研究工作坊、環境史工作

坊、與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及臺灣與西班牙文化交流協會合辦

之國際研討會均如期推動，符合預期

之學術社群建構目標。各研究群也均

如期按規劃舉辦演講、史料解讀班，

或田野調查等活動。 

二、出版專書與期刊，包括：《臺灣史研究》

季刊、日記史料解讀、史料彙編、口

述歷史、學術專書等。各項出版刊物

均依預期之規劃，逐步實施，部分出

版因審查略為拖延，但仍能於107年底

前完成執行進度。 

三、檔案館：檔案徵集、史料數位化、整

編著錄、數位典藏系統維運及加值等

檔案典藏與開放應用工作。 

場(次)/各研究群的講論會計15場

(次)。 

二、出版專書：《日本統治時代的臺灣：俄

語的史料與研究》1校、《陳懷澄先生

日記(3)1919年》1校、《日本殖民統治

下的底層社會史：臺灣與朝鮮》5校、

《黃旺成先生日記(19)1933年》1校、

《戰後臺灣的金融改革與發展》校體

例等5種。《臺灣史研究》2018年度共

有3篇通過刊登、7篇退稿、6篇審查中。 

三、定期刊物：出版《臺灣史研究》第25

卷第1期(1本)。 

四、檔案館文書蒐藏與服務： 

(一)新入藏檔案：上半年檔案徵集與

整理成果包含臺北市茶商同業公

會檔案、唐羽日記、林資彬與霧

峰林家相關文書等5批檔案。 

(二)目錄著錄與系統開放：臺灣史檔

案資源系統上半年新開放檔案近

7,000件、超過100萬頁影幅，該

系統目前開放125個全宗，累計逾

12萬件、約790萬頁數位影像。 

(三)館藏推廣與開放服務：檔案館網

站造訪人次約 3 萬人。四大數位

系統，合計連線人次逾 6.4萬人、

瀏覽頁面超過 82萬頁。 

 【社會學研究】 

一、學術表現：本所在學術表現上，朝下

面 幾目標前進： 

(一)提出台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關鍵

課題。 

(二)發展獨特的觀點與詮釋。 

(三)立基在台灣社會的關鍵課題上，

提煉出社會學的基本議題。 

(四)精進社會學技藝 (the craft of 

sociology)，藉以達成上述三個

目標，例如結合技法、基本議題、

認識論與終極關懷。 

二、人才培育與規劃：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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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14篇。 

二、舉辦 2 次學術研討會及 2 次工作坊，

共發表 22篇論文，共 237人參加。 

三、舉辦 13次學術演講，奉派參加國際性

學術會議者 25 人次，並提報論文 25

篇。  

四、本年度從事學術交流、與合作之訪問

者 13人。 

五、邀請外籍學者專家來華訪問 9 次，並

舉辦演講 9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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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同仁戮力協助台灣各大學社

會學研究所的教學，並指導碩博

士論文，以培養出有踏實訓練的

年輕學者。本所的同仁也指導本

院的博士培育生與博士後研究計

畫，讓這兩類的研究人才分享資

深學者的研究經驗。本所舉辦的

各種工作坊，則是透過「實戰」

來訓練後起之秀。透過這樣的努

力，預期本所未來可以招募到優

秀的後起之秀。 

(二)在人才延攬，透過上述的延攬策

略，本所預期招募到三方面的人

才，一是剛拿到學位、研究表現

傑出的年輕社會學博士，二是已

經在其他大學工作、研究成果已

經為學界所公認的青壯學者，三

是基礎訓練踏實、而又從事尖端

研究課題的學者。 

三、社會貢獻：透過本所的研究與各項學

術活動，做出下面的貢獻： 

(一)支援台灣社會學社群，提升台灣

社會學研究水平。 

(二)針對重大課題或公共爭議舉行學

術研討會或演講，本所成為提供

討論與理解這個重大事件與公共

爭議的平台，並且設定討論的議

題。 

(三)探討台灣的集體認同及其在世界

中的角色，增進民眾與媒體對台

灣社會的理解。 

本所研究同仁除致力於學術研究外，

並積極參與公共事務，預期可以影響

政府的公共決策與各種制度設計（如

高中公民課的課綱制訂）。 

六、協助國內、外訪問學人（員）從事研

究工作計 29 人。 

七、訂購書刊館藏量： 

(一)西文圖書：1,766冊。 

(二)東方語文圖書：604冊。 

(三)現期期刊：174 種。 

(四)資料庫：10種。 

八、未完成之說明： 

(一)西元 2017 西文現期期刊，已驗收

96.65％。 

(二)西元 2018 西文現期期刊，已驗收

35.36％。 

 【語言學研究】 

一、延續性研究： 

(一)基礎研究：語音學、音韻學、詞      

彙學、言談結構、句法學、語言

 

一、107年 1-6月學術活動： 

(一)舉辦 5 場重要學術演講(含座談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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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學、歷史語言學。 

(二)句法學研究：台灣南島語、漢      

語、藏緬語、蒙古語。 

(三)語言類型學研究：台灣南島語、

藏緬語、漢語方言、跨語言比較

專題。 

(四)歷史語言學研究：台灣南島語、

上古漢語、漢語方言。 

二、跨學科研究： 

(一)以漢語分類詞之使用探討老化      

對語意脈絡處理歷程之影響。 

(二)運用韻律知識建立的韻律建模。 

(三)語料庫建置與授權。 

三、創新性研究： 

(一)基礎研究：理論語言學、語言結      

構分析、語言類型學、歷史語言

學。 

(二)跨學科研究：跨語言、跨方言、      

跨語體之語流韻律與音韻模組研

究、腦部對音調高低反應的議

題、中文對話語料庫自發性語音

辨識系統之改進。 

(二)兩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研語言

論壇、第 25屆南島語形式語言學

會議(AFLA25)。 

二、107年 1-6月同仁研究成果： 

(一)主持並參與本院 1 個主題計畫：      

運用腦科學之技術及介入方法，

增進兒童與老年人的心智資本與

健康福祉。 

(二)主持並參與本院 1 個深耕計畫：      

魯凱語比較研究。 

(三)執行 21 個科技部計畫。 

三、107年 1-6月學術出版品： 

(一)語言暨語言學期刊：第 19 卷第 1

期至第 2期(共計 2期)。 

(二)《語言暨語言學》系列專書 1本：

閩東區寧德方言音韻史研究。 

四、107年 1-6月榮譽獎項：鄭秋豫特聘研

究員研究團隊於第 21 屆 Oriental 

COCOSDA 國際會議獲頒大會最佳論文

獎。 

五、107年 1-6月人才培育： 

(一)兩位科技部計畫博士後研究。 

(二)兩位本院主題研究與人才培育計

畫之博士後研究。 

 【政治學研究】 

一、台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研究： 

(一)「認同分歧」、「階級分歧」與「社

會分歧」的競合：多分歧社會與

民主政治。 

(二)台灣民眾的中國印象調查。 

(三)政治與司法：台灣法院判決的政

治影響與司法體系的比較評價。 

(四)國會肢體衝突之研究。 

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研究： 

(一)文化政策與地方治理的持續與轉

變。 

(二)一黨獨裁和人民政府的地方實

力。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研究： 

 

本所 107 年上半年計有 13 名研究人員(不

含借調人員 1名)，研究成果包括： 

一、合辦學術研討會 1 場；舉辦學術演講

會 12次(含大型學術演講 1次)。 

二、主編中英文專書 2本，出版英文專書 1

本；發表中英文期刊論文 3 篇、中英

文專書論文 10篇、中英文會議論文 13

篇。 

三、參與國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並發表演

說 8次。 

四、執行本院深耕計畫 2 個，院外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 14個，科技部學術攻頂

計畫 1 個，Henry Luce Foundation 

Project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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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永續治理的全球面向。 

(二)中共對香港與澳門政策的比較。 

(三)國家領導人對外交政策變化的影

響。 

(四)亞太國家參與區域經貿組織之研

究：以 TPP與 RCEP為例。 

四、東亞政治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研究： 

(一)反全球化議題與政治衝突：東亞

國家比較研究。 

(二)社群網路媒體對抗議政治與政治

參與的作用：東亞與南亞經驗之

比較。 

(三)程序民主認知與實質民主認知對

政體合法性來源之影響：全球及

東亞國家比較分析。 

(四)東亞社會傳統價值對民主支持態

度的影響。 

(五)川普時代中國與美國在亞洲的軟

實力競爭及其對東亞民主發展的

影響。 

(六)經濟不平等對政體合法性的影

響：東亞國家比較分析。 

(七)全球化時代東亞新興民主面臨的

治理挑戰。 

(八)以否決者理論比較東亞三國的責

任政治。 

(九)經濟發展與政權類型：發展模式

與不同時期的比較。 

(十)優惠性貿易協定與政變風險。 

(十一)所得分配公平性與政體支持。 

(十二)政治秩序的文化起源：明治時

代的政黨形成。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一)行政規則與國會制衡之跨國分

析：理論、資料蒐集、與經驗分

析。 

(二)以訊息賽局的理性選擇角度理解

中國選擇或不選擇軍演的原因與

內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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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一、進行政治思想研究；制度與行為研究；

亞太區域研究；調查研究；地理資訊

科學研究。 

二、專題研究計畫包括：台灣的公民意識、

西洋政治思想史及比較政治思想史；

網路商務計畫、實證法學計畫、空間

經濟計畫；海洋史、東南亞與東北亞、

東亞經貿發展及衛生與東亞社會研

究；華人家庭研究、地址抽樣研究；

時空平台及數位人文發展、空間資訊

科技研發、時空大數據及空間計量及

歷史人口研究。 

三、出版期刊及論壇，包括：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

刊。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提供研究使用資料

庫：台灣司法官背景及職業生涯、台

灣民事判決、超商地標及登記資料、

美國 eBay 二手汽車拍賣、學術調查研

究資料庫、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歷

史地圖數化、社區故事協作平台、傳

染病通報與空間展示平台及急診資訊

整合平台。 

 

一、舉辦學術研討會(含合辦)/工作坊/研

習營/學術演講：48場(次)。 

二、發表期刊/專書論文 29篇、專書 7 種、

會議論文 28 篇、調查研究報告 6篇。 

(一)政治思想研究：致力於政治思想

的基本觀念研究及著眼當代重大

政治思想議題的探索與回應。 

(二)制度與行為研究：利用 eBay資料

比較成交機率差異；分析節能補

貼政策對消費者購車行為的影響

等。 

(三)亞太區域研究：亞太區域之歷

史、政治、經濟、社會、移民、

宗教等研究。 

(四)調查研究：進行各類調查方法研

究。 

(五)地理資訊科學研究：進行動態人

口、時空大數據分析、公衛 GIS、

空間人文學及地方知識與田野調

查方法等研究。 

三、定期刊物：出版集刊 2 期、期刊 1 期。 

四、重要史料整理及資料庫建置： 

(一)台灣司法官背景及職業生涯：收

集 1955年以來台灣法官及檢察官

的背景及生涯資料，計 5,631 人。 

(二)台灣民事判決：整合台灣民事判

決資料，計 1,085,006 筆。 

(三)超商地標及登記資料：整併 2012

年底至 2017年底之全台便利超商

區位資料，計 31,669 筆。初步完

成超商變遷分析記錄，共 5,113

筆。 

(四)美國 eBay 二手汽車拍賣：整理美

國 eBay二手汽車拍賣的買家出價

行為，合計 351,595筆。 

(五)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1-6 月間，

調查資料下載人次達 8,294人次。 

(六)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完成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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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期次追蹤調查。 

(七)歷史地圖數化成果合計 11,300

張。 

(八)開發各項平台並獲總統盃卓越團

隊。 

 【法律學研究】 

一、本所 107 年繼續籌組研究組群，持續

推動 6大重點研究領域所屬計畫如下： 

(一)美洲人權探究：原住民族、性別

主流化、個人資料保護、轉型正

義、老人人權。 

(二)人工智慧中的法律責任、理性歧

視悖論與智慧財產權法制問題初

探。 

(三)比較行政法-社會文化脈絡中的

行政權運作。 

(四)人性尊嚴在亞洲之理論與實踐。 

(五)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VI)：資

料庫作業與論文寫作。 

(六)比例原則在亞洲。 

二、出版專(叢)書與期刊，包括：中研院

法學期刊第 22期、2014兩岸四地法律

發展-法學研究與方法(上冊)、(下

冊)。 

三、持續進行法實證研究資料相關編碼工

作與法實證中心網站優化。 

 

一、已在院舉辦全所性學術研討會計 2 場

次如下，刻陸續規劃下半年之學術活

動中： 

(一)2018年大師講座。 

(二)「民粹浪潮下行政權擴張的挑

戰：比較公法的視野」學術研討

會。 

二、邀請國外專家學者到所舉辦專題演講

計 4場次。 

三、發表期刊論文 12 篇，專書(含專書論

文)6種，研討會論文 22篇。 

四、定期刊物：出版期刊 1 期。不定期刊

物：叢書 1種。 

五、圖書資料採購數量，自 1 月 1 日至 6

月 30日止共購入：圖書資料 1,470 冊

/件，索贈 37 冊/件；期刊採購 156種，

交換贈送 58 種；線上資料庫續訂 9

種。圖書資料整編 1,385冊/件。 

 【人文館基本行政工作維持費】 

本工作計畫由人文館公共事務委員會及聯

合圖書館共同執行，包含人文館 3~4F 國際

會議廳各項視訊設備、1~2F 圖書館與大樓

機電設備保養修護與行政管理之基本營運

維護經費，透過本工作計畫執行，以期提

供人文館各入駐單位及本院單位完善學術

研究辦公與學術研討會議空間。 

 

一、完成人文館年度例行行政管理及大樓

機電設備日常維護工作及各項機電維

護、清潔外包人員之採購作業。 

二、配合第 33次院士會議於本館舉行，完

成以下環境清潔與 3~4F會議廳室視聽

設備改善作業： 

(一)於 107年 4月 19日完成「人文館

全館外牆清洗作業」，去除外牆青

苔等污漬。 

(二)於 107年 5月 14日完成「人文館

4F 數位會議系統麥克風」財務採

購案，提昇本館 4F交誼廳會議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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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系統功能。 

三、於 107 年 6 月 30 日完成本館 B2 儲冰

槽第一期設備更新作業，可提昇夜間

儲冰效能，有效節約本大樓用電費用。 

國家生技

研究園區 

【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一、為配合國家生技產業之發展，於國防

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 202 廠區

內，開發「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計畫

於本園區進一步結合該行動計畫相關

之生技研究機構，即科技部國家實驗

動物中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

署、經濟部生物技術開發中心、中央

研究院等，成立國內第一個由跨部會

組成的生技新藥研發環境，藉由本院

充沛的研發動能，配套規劃生技產業

育成中心，在學術研究與產業發展之

間建立優良的生技產業研發環境。其

中，「研究中心」提供生物科技產業相

關政府單位及研究機構所需的空間與

軟體設施，以強化基礎研究與產業銜

接的轉譯醫學研究；「創服育成中心」

主要著重於將生命科學研究成果的重

要發明，透過輔導新創公司與研究成

果技術移轉之方式，將其產業化，達

到技術及產業升級的目的。 

二、本計畫依據 101 年 5 月 30 日、102 年

9月 27日、105年 7月 22日修正開發

計畫執行，102 年 8月 9日由統包商開

始辦理設計請照，105 年度園區已完成

建築物結構體施作，園區建築物於 106

年 10 月取得 D、E 棟部分使用執照，

上(107)年度取得全部使用執照，為縮

短進駐期程，園區依契約規定規劃分

段查驗作業，分別自 106年 9 月起辦

理 D、E 棟分段查驗作業、107 年 3 月

起辦理 A、B、C、F、G 棟分段查驗作

業，續於分段查驗合格後交各使用單

位續辦儀器設備進駐及二次施工作業

以利人員進駐。107 年度 E 棟、F 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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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完成進駐，A、B、C、D、G棟已陸續

進駐。 

三、營運相關實施情形： 

(一)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迄 107 年 6 月

24 日 止 ， 整 體 工 程 進 度 為

99.912%，已於 2 月 14 日取得全

區使用執照。園區自 106年 10 月

起陸續進駐，E 棟(經濟部技術處

補助生技中心)已於 106 年 10 月

23 日起進駐，至 107 年 6 月 27

日已進駐 450 人，F 棟(衛福部食

藥署藥物相關組室－藥品組及醫

粧組)至 4月 30日已進駐 279人，

並已完成進駐，其他各棟陸續規

劃進駐中。 

(二)106 年 12 月 18 日簽准通過，於

12月 25 日對外公告「新增創新服

務育成中心廠商進駐資訊」，並自

107 年 1 月 10 日起接受廠商進駐

申請。1 月 2日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聯合會第 5 次會議，確認國家生

技研究園區「創服育成中心進駐

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創服育

成中心進駐審議原則」。截至 107

年 6 月底，共計收到 14 件申請

案，並完成初審作業，其中 4 案

已通過初複審，現正協議簽訂進

駐合約中。生醫轉譯研究和核心

主題設施預計於今年底前進駐。 

(三)為推廣園區及提昇招商成效，規

劃於 7 月 19 至 22 日參加台灣生

技月(BioTaiwan 2018)活動，透

過展場攤位宣傳及介紹園區。 

(四)配合各進駐單位陸續於園區辦

公，以及日後完成進駐所增加之

通勤人潮，為舒解園區周遭交

通，園區接駁車自 5月 31日起試

營運，往返行駛捷運站(南港展覽

館站、南港站)與園區間接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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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部院區開發計畫】 

 

 

一、本院選定高鐵臺南車站特定區(產業專

用區 E-歸仁區武東段 224 地號)作為

本院設置「南部院區」發展用地。行

政院 105 年 8 月 4 日准予專案讓售計

畫，已於(107)年 2月完成產權移轉登

記。 

二、綜合規劃報告 106 年 7 月經行政院審

查通過，依核定內容南部院區採分階

段開發，107 年 2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通過，107 年 4 月核准建造執照，107

年 6 月基本設計審議審查通過，第一

棟研究大樓及公共工程標完成公開閱

覽並上網公告，預計 107 年下半年決

標、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