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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出版弁言

出版弁言

中央研究院自1928年成立迄今已九十年，本院曾於十年前出版一部院史
《追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今年為慶祝本院九十週年院慶，特別增補

近十年院史，編纂成《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2008–2017院史》一書。
本書的編纂工作，由廖俊智院長任命呂妙芬、李有成、胡曉真、陳永發、

陳榮芳、曾文碧、黃景祥、黃舒芃、趙淑妙、蔡淑芳、蕭高彥（依姓氏筆畫排

序）共十一位同仁組成編纂委員會推動，由本人擔任編纂委員會召集人。本書

全院簡史篇的撰寫、本院大事記與史稿的統整，以及編纂、出版等業務主要由

近史所負責；各研究所、中心的史稿則由各研究所、中心同仁負責撰寫，再由

近史所同仁協助校對等工作。

本書順利出版要感謝本院各單位同仁的努力與協助。包括：編纂委員協助

規劃這部院史的內容，並擔任複閱，也特別感謝王明珂所長、許雪姬所長、巫

仁恕研究員、張秀芬女士、劉芷瑋女士、張珍琳女士、李怡嬅女士、林勝彩先

生、曾冠傑先生、張慧貞女士、詹怡娜女士等協助內容的校訂，本院院本部各

單位暨各研究所、中心的配合，以及院方的支持。

藉由這部院史，希望記錄中央研究院過去十年間重要的發展，也期許我們

因瞭解過去而策勵未來，秉持求真究實的精神，繼續追求卓越的學術表現。

                             中央研究院九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召集人

                                           謹識
                                         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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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Academia Sinica，以下簡稱本院）於1927年開始籌備，
當時國民政府欲仿效法國建立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以推廣科學與學術發

展。同年10月，大學院正式成立，直屬國民政府，由蔡元培（1868-1940）
擔任院長。蔡元培以大學院院長名義，成立並召開本院籌備委員會，確定

全院架構為行政、評議、研究三部門。行政部門設總辦事處，負責全院行

政事宜；評議部門設評議會，指導、聯絡、獎勵學術研究；研究部門成立

研究所、博物館、圖書館，從事科學研究。

蔡元培院長任期：1928~1940
經過數月籌備，於 1928年 1月成立地質研究所，由李四光（1889-

1971）出任首任所長；接著，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成立，分別聘請高

魯（1877-1947）和竺可楨（1890-1974）為所長。3月成立理化實業研究

所。4月國民政府因國民黨內部爭議而取消大學院制，恢復教育部舊制，
蔡元培遂專任本院院長，楊銓（1893-1933）為第一任總幹事。同年5月，
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由楊端六（1885-1966）擔任所長。
蔡元培於 1928年 6月 9日假上海東亞酒樓召開本院第一次院務會

議，在會上宣布本院正式成立。同年 7月，理化實業研究所改組，分別

成立了物理、化學、工程三個研究所，丁燮林（1893-1974）、王璡（1888-

1966）、周仁（1892-1973）分別出任所長；又在廣州成立歷史語言研究所

（史語所），以傅斯年（1896-1950）為代理所長。1929年1月開始籌備自然

歷史博物館，館長為錢天鶴（1893-1972）；同年5月心理研究所成立，聘

唐鉞（1891-1987）為所長。1934年自然歷史博物館轉為研究機構，改名

動植物研究所，所長為王家楫（1898-1976）。從1927年籌備到1934年間，

1928.1 地質研究所成立

1928.2 天文研究所、氣象研究所成立

1928.5 社會科學研究所成立 1928.7 化學研究所成立

1928.7 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

1928.7 物理研究所成立

1928.7 工程研究所成立

1928 1928.6 中央研究院正式成立

圖一 國立中央研究院職員

錄，1928年印製，為中研
院草創初期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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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以極有限的經費成立了上述10個研究所。
蔡元培原擬以南京城西清涼山作為本院院址，集中興建各所建築，但

因無法取得土地，最後只能分別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興建。1930年

初，總辦事處、自然歷史博物館、天文和氣象研究所設在南京；地質、物

理、化學、工程研究所設在上海；歷史語言、心理研究所在北平。社會科

學所下分為四組，法制組和民族組在南京，經濟組和社會組設在上海。

楊銓因參與政治活動，於 1933年 6月在上海法租界遭到刺殺，蔡元

培任命丁文江（1887-1936）接任總幹事，丁文江將北平中華教育文化基金

董事會（中基會）辦理的社會調查所併入社會科學研究所。1936年初，丁

文江於湖南勘查煤礦時，因煤氣中毒意外身亡，朱家驊（1893-1963）受邀

擔任總幹事，但不久即被蔣中正（1887-1975）任命為中央政治委員會秘書

長、浙江省省主席，因此1937年4月起，本院總幹事之職由傅斯年代理。

化學研究所成立

物理研究所成立

1929 1930 1934

1929.5 心理研究所成立 1930.1 1934自然歷史博物館成立 自然歷史博物館更名
動植物研究所

圖二 1929年春，殷墟第
二次發掘，史語所李濟、董

作賓與工作人員。

1929.1●籌設自然歷史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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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西遷武漢，蔡元培到香港養病，朱家驊任命傅

斯年主持全院西遷的工作。當時除了工程、物理、化學三所的部分設備封

存在上海外，其餘各所設備和人員全數搬遷到長沙。地質、物理、化學、

心理四所搬到桂林；史語、天文、氣象、社會、工程五所移往昆明；動植

物所和總辦事處遷往重慶。1938年，朱家驊因身兼多項黨政要職，乃請

辭總幹事一職，由任鴻雋（1886-1961）接任。
至1935年，本院只有10個研究所和總辦事處，全院工作人員從240

餘人增至近400人。本院的經費是國民政府指定財政部以江浙漁業事務局

和太湖濬墾局兩個單位的專款挹注，全年120萬銀元，此數目約是當時北

平大學經費的1/3，占全國文教預算2%，而全國文教經費僅占全國總預算

2%。因此要保住每年的預算並不容易，需不斷運用國民黨內的人脈向蔣

中正進言。除了政府的經費外，中基會、中英庚款董事會也資助本院研究

經費。

1937.4●傅斯年代理本院總幹事

19401937

圖三 史語所於 1940年底
遷至四川南溪鎮李莊板栗坳

張家大院為所址，直到抗戰

勝利後才返回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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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驊代理院長任期：1940~1957
1940年蔡元培逝世於香港，繼任院長人選由評議會投票，胡適（1891-

1962）獲20票，翁文灝（1889-1971）和朱家驊各獲24票。蔣中正圈選胡

適，但胡適堅決表明辭意，翁文灝又正擔任經濟部長要職，蔣中正最後任

命朱家驊為代理院長。朱家驊代理期間雖值抗戰，1941年3月仍在昆明成

立數學研究所籌備處，由姜立夫（1890-1978）教授主持。1944年3月自動

植物研究所分設出植物研究所（植物所），羅宗洛（1898-1978）擔任所長；
同年年底又成立醫學研究所籌備處，由林可勝（1897-1969）教授主持。

抗戰勝利後，朱家驊開始進行本院的復員與東遷工作，約在1946年

冬天，各所陸續遷回南京和上海。天文、氣象、地質、史語、社會五所相

繼遷回南京院區，工學所（1945年工程所改名工學所）也回到上海舊址，
其餘數學、物理、化學、動物、植物、心理、醫學七所則暫棲上海。朱家

驊又在南京九華山購地，欲興建三座研究大樓和其他房舍，但最終只在

1947年完成物理所的建築。
本院成立之初，蔡元培就有意仿效歐美國家，設置名譽會員和外國名

譽通訊員，並以院士榮銜授予具重大學術貢獻的學者，但此一構想一直未

能付諸實現。1946年10月，朱家驊認為選舉院士的時機已成熟，決定籌

辦第一次院士選舉。當時各方總共提名 510位候選人，朱家驊在 1947年

秋召開評議會進行初審，1948年3月評議會選出81位院士，其中數理組

28人，生物組25人，人文組28人。這次院士選舉十分成功，81位院士皆

望重一時，是當時中國最傑出的學者。

1948年底，國內局勢持續惡化，朱家驊考慮再度搬遷本院，地點有

廣州、桂林、重慶、臺北四地；當時完全未料到日後廣州、桂林、重慶會

1940

1941.3●設立數學研究所籌備處 1947.7 數學研究所成立

1944.3 由動植物研究所分設出植物研究所

1946.3 由動植物研究所分設出植物研究所

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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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1948年4月1日，中研院公告選定院士，數理
組28人，生物組25人，人文組28人。9月23日，在
南京雞鳴寺路一號的本院總辦事處（左圖）舉行第一

次院士會議。左圖為參與該次會議，其中48位院士
合照。第二任院長朱家驊（第1排左6）和第三任院長
胡適（第1排左8）皆列於其中。

1948.9●舉行第一次院士會議

1948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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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繼失守。他請傅斯年負責將史語所和數學所遷移至臺北，並以教育部長

的名義任命傅斯年為臺灣大學校長，又藉海軍軍艦和招商局船隻運送故宮

博物院文物之便，將兩所珍藏文物和儀器運到臺灣。朱家驊也商請各所撤

退，除了社會所反對外，其他各所都同意撤退，但都選擇到兩廣和四川，

而不是臺灣。1949年10月，中共建國大典中宣布中國科學院成立，由郭

沫若（1892-1978）擔任院長。朱家驊則隨國民政府由廣州撤退到重慶，再

由重慶退到成都，最後於1949年12月18日連同國民政府行政院官員飛離

成都，抵達臺灣。

當時只有 9位院士隨國民政府到臺灣，12位院士到美國，其餘近 60

位院士均留在中國大陸。全院僅總辦事處、史語所、數學所三個單位，共

50餘人渡臺。數學所僅4位研究人員和1位行政人員來臺，所長姜立夫完

成遷移任務後，堅辭所長之職，返回中國廣州擔任教職。史語所原有41

位研究人員，其中 20位和 6位行政人員來臺，規模較完整，在傅斯年所

長的全力庇護下，勉力承繼志業。

本院遷臺後，全部人員僅58人，所有文物都暫時置放在倉庫，總辦

事處則臨時設在臺北和平東路租賃的一棟日式平房裏。由於人數不足，無

法召開院務會議，於是舉行談話會，討論如何照顧院內員工生活等行政細

節。朱家驊雖努力爭取經費，但均落空，1951年底他寫信給在美國的胡

適求助，後來美國洛氏基金會願意資助1萬美金，胡適所主持的中基會提

供5仟美金，這兩筆經費成為本院在臺重建的重要資助。1953年行政院長

陳誠（1898-1965）同意撥款新臺幣180萬元，同年胡適返臺，朱家驊乘機

召開談話會，思考如何恢復院士會議。另外，經過多方尋覓，朱家驊最後

選定南港作為本院重建的院址，他買下三甲多土地，興建工作室、倉庫、

同仁宿舍。1954年陳誠出任副總統，俞鴻鈞（1898-1960）任行政院長，

1949.1●史語所遷抵臺灣，暫借臺大醫學院部分房屋安置

1949.10●中國科學院成立

1949.12●朱家驊院長隨國民
政府抵達臺灣

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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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家驊又申請到157萬元的工程款，決定再買四甲田地，並興建史語所辦

公室。

1954年，南港院區的第一批房舍落成，此時朱家驊除了想恢復本院

的舊制，也籌劃建立新所。植物所李先聞（1902-1976）曾在國共內戰期間

應邀訪問臺糖公司，協助改良甘蔗品種，他在1948年年底出任臺南糖業

試驗所所長，積極試驗並推廣甘蔗新品種，令糖廠大量增產，成為臺灣最

有錢的國營事業。朱家驊乃於 1954年借用糖廠房舍成立植物所籌備處，
除改良甘蔗品種外，也開始研究水稻的細胞遺傳。

1954

圖六 1954年 3月 21日，
胡適（右 2）參觀本院正在
興建的史語所倉庫兼圖書室

工程，此為遷臺後在南港現

址建院的第一個工程。總幹

事周鴻經（1902-1957，左
中）、史語所所長董作賓（左

2）、中國考古學之父李濟
（1896-1979，右1）陪同參
觀。參觀完史語所文物倉庫

後，與朱家驊院長（左戴帽

者）一同步出院區。

1954.12●史語所遷居南港

1954 ●設立植物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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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亞洲基金會表示願意資助本院美金1萬元，成立美國學術界較

感興趣的近代史研究所（近史所）。朱家驊於是邀請任職師範大學的郭廷

以（1904-1975）主持建所規劃，並於1954年底，在臺北院士談話會中通

過成立近史所籌備處。1954年朱家驊又考慮把史語所內的考古、民族兩

組獨立出來設所，原擬先成立考古研究所，由李濟（1896-1979）擔任籌備

處主任，但李濟認為臺灣大學已有考古人類系，故反對本院再設考古所。

正好當時民族組的凌純聲（1901-1981）要求成立民族所，朱家驊遂支持

此一提案，並於1955年8月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專研臺灣原住民、
環太平洋文化和海外華人。

1955年，本院人文組方面已大體恢復舊觀，但數理各研究所仍嚴重

落後。朱家驊向中央爭取預算，但得不到支持，也無法從美國基金會爭取

到所需的經費。1956年他決定動用手中掌握的中英文教基金董事會的資

金，即美金救國公債20萬元，作為恢復本院數理和生物研究之用。首先

要恢復化學所和動物所，並籌備經濟所，分別邀請魏喦壽（1900-1973）、
梁序穆（1913-2004）、楊樹人（1907-2004）三位教授擔任籌備處主任。蔣

中正接到朱家驊意見書後，指示應集中財力辦好化學所，於是由魏喦壽藉

出席國際會議之便，到法、德各國觀摩著名的化學研究所。但20萬元美

金有限，興建化學館之後，已無餘款購買儀器設備，以致化學所往後長期

須仰賴菸酒公賣局的資助，從事菸酒公賣局希望的研究課題。

當時由於多數院士留在中國大陸，來臺院士加上在美院士的總人數仍

未達可開會的法定人數，因此遲遲無法召開院士會議，也未能召開評議

會。朱家驊請王寵惠（1881-1958）尋找解套方案。1954年到1955年間，
在臺和在美院士分別召開談話會，最後同意以公告報到的院士實有人數為

現有院士的全體人數，若不能親自出席選舉新院士和評議員的會議，可利

1955.3●中研院北美第一次院士談話會

1955.8●設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

1955.8●設立近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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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委託或通信投票方式參與並表示意見。有此新法源基礎，朱家驊終於在

1957年4月，於臺北召開第二次院士會議及評議會；1957年9月公布第二

屆院士候選人名單共34人。
朱家驊代理本院院長十八年，一直未獲真除，他於 1957年 8月請辭

獲准。在此十八年間，本院於南港建立院區，除了從中國大陸遷臺的史語

所和數學所，也恢復了植物所，並籌備近史所、民族所、化學所、動物

所、經濟所，同時恢復了評議會、院士會議和院士選舉。

1957

圖七 1955年 3月19和 20
日，中研院院士談話會於紐

約Hotel Edison第1131號房
舉辦。出席者包含胡適、李

濟、蕭公權、林可勝等人。

會議討論本院近年情況、數

學研究所遷臺後情形、植物

研究所籌備近況等。

1957.4 ●設立化學研究所籌備處

1957.4 ●第二次院士會議

1957.2 ●動物研究所復所

1957 數學研究所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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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院長任期：1957~1962
1957年 11月，胡適接下院長職務，除了繼續籌備近史、民族、植

物、化學、動物五個研究所之外，他更積極說服副總統兼行政院長陳誠成

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長科會），邀請吳大猷（1907-2000）回國主

持，藉此提升國內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準。長科會終於在1959年 2月成

立，但吳大猷未能回國接掌會務，於是由胡適以本院院長的身分兼任長科

會主任委員，教育部長暨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1889-1962）擔任副主委。
雖然長科會的經費有限，但胡適仍以此建立了研究補助制度，改善全臺灣

學人的生活待遇。

在胡適院長任內，本院自然科學組仍維持數學一個所，植物、化學、

動物三個籌備處，胡適希望以這些單位為基礎建立一個科學中心，但礙於

經費及人才不足，在其任內並未能達成此目標。胡適院長任內共舉行三

次院士選舉，1958年4月第二屆院士選舉，順利選出14位院士；1959年7

月，第三次院士選舉，選出9位院士；1962年2月，又選出7位院士。從

此以後，院士會議固定每兩年召開一次。

1962年2月24日，胡適在院士酒會中突然倒地不起，與世長辭。他

個人的思想與人格，對於國家與教育的貢獻，以及積極為中國學術扎根的

付出，深得全民敬佩與感懷。他在院長任內雖未增設研究所或籌備處，但

數學、物理、植物、動物各所都興建了研究大樓，人才培育與研究工作也

有新的開展，無論就參與國家學術事務，或與海外學界的合作，本院都在

胡適的領導下，向前邁進。

1959.2●成立國家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

1962.2●第五次院士會議1959.7●第四次院士會議

1958.4●第三次院士會議

1957 1958 1962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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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杰院長任期：1962~1970
1962年5 月，王世杰（1891-1981）就職本院第四任院長。王世杰從

1963年開始推動中美學術合作，並於1964年4月達成決議，本院和美國

國家科學院分別成立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推動實際合作。1969年，這

個中美學術機構的合作更升級為政府層級的合作，中方改由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國科會，前身為長科會）出面，美方則仍為國家科學基金會

負責。

中美學術合作計畫對於推動本院的研究工作具有積極促進作用，合

作的項目也包括人文和社會科學。從1966年起，王世杰以長科會主任委

員的身分，透過國際經濟合作發展委員會向中美基金申請到 4億元的補

助（每年1億，連續4年），當時長科會的預算每年6仟萬元，中美基金的

補助經費比國家預算高出40%，這筆經費對於推展臺灣學術研究與高等教

圖八 1964年4月14日召開
中美科學科學會議，由美國

國家科學院及中研院各設置

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5月4
日推選王世杰院長 (前排左
7)為主任委員，錢思亮 ( 第
二排右2)、李國鼎為副主任
委員。

1962.8 植物研究所成立（後更名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成立）

1962.12 物理研究所復所

1965.4 化學研究所復所

1965.4 民族學研究所成立

1964.9 ●第六次院士會議

1965.4 近代史研究所成立

1962 19651964

1962.10●設立經濟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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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臺灣學術人才有限，要延攬海外人才返臺服務並不容易，因此王

世杰邀請海外學者利用暑假回國主持科學研討會，訓練研究生以上的人

才。暑期講學主要以自然科學領域為主，但也曾邀請經濟學者和語言學者

回國講學。暑期講學推動順利，為臺灣培養許多年輕學者，也幫助國內科

學界建立與國外一流學者的聯絡管道。本院後來之所以成立生物化學研究

所（生化所），以及與臺大經濟系合辦博士班，也都與暑期海外學者返臺

講學有密切關係。

王世杰也全力為臺灣經濟發展培養人才，他積極向長科會爭取經費興

建經濟所辦公室，選派研究人員出國進修，並取得劉大中（1914-1975）、
蔣碩傑（1918-1993）等海外院士的協助，針對臺灣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進

行專題研究，為政府提供建言，並建立政府治理經濟的基本體制。王世杰

也透過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召開臺灣經濟發展會議、臺灣人力

資源會議，邀請學者和官員參加。

在王世杰積極推動下，經濟所於 1970年 2月正式成所，他也協助交

通大學電機系與臺灣大學經濟系設立了博士班，同時積極籌辦美國研究

中心。美國研究中心在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委員會下進行籌設，直到

1972年3月才正式掛牌運作，由陳奇祿（1923-2014）擔任中心主任，1974

年7月正式改名為美國文化研究所，隸屬本院，陳奇祿為所長。
王世杰院長也積極改革本院的組織制度，包括修改法規讓副研究員可

以參與所務會議，各所設置副所長，實行所長任期制度等。這些措施對於

培育年輕學者、學術世代交替，都有重要貢獻。1970年4月王世杰請辭獲

准，卸下院長重任，但仍繼續擔任中美科學合作委員會中國委員會主任委

員，也繼續參與美國研究中心的籌備事務。

圖九 1969年6月25日，第
3屆中美人文社會科學合作聯
席會議召開，討論在臺創設

美國研究中心計畫、促進聯

合工作室之工作、協同進行

重要學術著作的翻譯等事項。

1970.2 經濟研究所成立

1970.2 動物研究所成立（後更名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1970.2 ●設立生物化學研究所籌備處

1970.7 ●第九次院士會議

1968.7 ●第八次院士會議1966.7 ●第七次院士會議

1966 1968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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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思亮院長任期：1970~1983
錢思亮（1908-1983）於1970年5月出任本院第五任院長，在此之前

他已擔任臺灣大學校長二十年，是一位清廉自持、治事謹慎、重視學術獨

立的教育官僚。他擔任院長期間，正是臺灣經濟起飛的時代，當時蔣經國

（1910-1988）集中國力於十項建設，本院的年度預算提升到1億元。1979

年錢思亮在院士會議的積極推動下，提出本院第一個五年計畫，把全院預

算從1億元逐步提升到7億元，並積極籌辦新的研究所。
1970年初，王世杰已決定籌備生化所，他從國科會爭取到200萬元，

邀請蘇仲卿（1928-2017）籌備。錢思亮上任後繼續推動，成立諮詢委員

會，邀請李卓皓（1913-1987）擔任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並同意李卓皓的

建議，以蛋白質研究為重點，尤其是蛇毒蛋白質研究，並將該所設立在臺

灣大學，以便本院和臺灣大學密切合作。由臺灣大學無償提供建地，並在

化學系成立生化所，招收碩士班學生。本院生化所研究人員均由臺灣大學

生化所合聘，結合教學與研究，培育年輕生化人才。1972年，聘請羅銅

壁擔任生化所籌備處主任，1974年底生化所研究大樓興建完成，1977年

正式成所，羅銅壁為第一任所長兼臺灣大學生化所所長。

1973年，國民黨中央決議加強國父思想教育與匪情研究，本院受命

成立三民主義研究所（三民所）籌備處，錢思亮指示由于宗先等七位學者

組成專案小組，以高化臣（1913-2006）為召集人，研究如何落實這項任

務。最後經評議會討論通過，於1975年7月聘請韓忠謨（1915-1993）擔

任三民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兼代籌備處主任，後因韓忠謨後轉任銓敘部

長，1976年2月由陳昭南（1935-2008）繼任籌備處主任。三民所在陳昭南

的帶領下，進用許多優秀人才，以民生主義、民權主義、民族主義等範疇

1970 19741972

1974.7 美國研究中心更名為
美國文化研究所

1972.3 設立美國研究中心

1974.7 ●第十一次院士會議1972.7 ●第十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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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學術研究。1981年8月三民所正式成所，1990年改名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社科所）。

錢思亮院長任內也擴大本院研究領域，創建地球科學研究所（地球

所）、資訊科學研究所（資訊所）和統計科學研究所（統計所）。1969年吳

大猷主持國家安全會議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科導會）期間，便委請鄧大

量擬定一個十年的地震研究計畫，規劃所有人員和儀器，並整合臺灣已有

的地震測量站，建立全島自動測震系統。錢思亮擔任院長後，這個研究

計畫便由物理所接管，經費全部由國科會核發。1974年吳大猷強力推動

在本院設所的工作，由蔡義本（1940-2018）依循生化所模式，於1976年7

月成立地球所籌備處，與臺灣大學合作興建研究大樓，同時與臺灣大學地

19761975 1977 1978

1977.7 生物化學研究所成立

1976.7 ●設立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1976.7 ●第十二次院士會議

1975.7 ●設立三民主義研究所籌備處

1977.7 ●設立資訊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圖十 1970年2月1日，生
物化學研究所籌備處成立，

隔年（1971）3月成立諮詢
委員會，同年12月1日召開
首次會議，決定與臺大即將

成立的生化科學研究所密切

合作，並將所址設於臺大，

1973年3月9日生化所研究
大樓在臺大動工，1977年4
月底完工，同年 7月1日正
式成所。

1978.7●第十三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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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系和地理系合作訓練學生。1977年地

球科學大樓在臺灣大學落成，1982年地

球所正式成所，蔡義本出任第一任所長。

資訊所的成立與 1 9 7 0年代初期計

算機研究風潮有關，在周元燊、竇祖烈

（1925-2002）的推動下，1974年本院召開

了國際計算科學會議，舉辦計算科學研

討會，掀起臺灣研究計算機的熱潮。從

1975年開始已有成立資訊科學研究中心

的構想，直至 1977年才成立資訊所籌備

處， 1978年聘郭德盛為主任，1982年正式成所，竇祖烈為首任所長。
統計所的幕後推手也是周元燊，他認為本院許多所都會用到統計學的

知識，單獨成所之後，可就各種量化的資料進行系統性分析和研究，也可

對於臺灣工農商業所面臨的問題提出建言。統計學研究所籌備處於1982

年7月成立，由趙民德擔任籌備處主任，1987年正式成所並改名為統計科

學研究所，趙民德為首任所長。

錢思亮擔任院長期間，臺灣面對國際局勢重大變局，1971年中華民

國退出聯合國，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在上海簽訂公報，臺

灣外交形勢出現嚴重逆轉。此時，海外院士紛紛訪問中國大陸，甚至呼

籲美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內輿論與立委對此強烈批判，要求本院

評議會討論處理訪問中國的院士職權。錢思亮儘量不作處理或低調處理，

他的作風在當時雖招致抨擊，但也為日後召喚海外院士返臺參與活動留

下空間。另外，此時期臺灣參與國際科學活動面臨大挑戰，本院在1937

年以一個中國的學術組織名義加入國際科學聯合會理事會（International 

1980

圖十一 1973年8月，中研
院物理所地震組（地球所前

身）於臺大校區的地震研究

大樓建築基地舉行破土典

禮，（左起）地震組主任蔡

義本、錢思亮院長、該大樓

建築設計師張昌華、王濱合

影。（照片提供：地球所）

1981.2 ●設立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籌備處1980.7●第十四次院士會議

1981.8 三民主義研究所成立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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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Council of Scienti�c Unions，ICSU），在1970年代面對中共積極爭取加入

ICSU時，錢思亮和吳大猷努力爭取保住臺灣在 ICSU的會籍。
1980年院方通過籌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醫所），1981年成立籌

備處，聘余南庚（1915-1991）為主任。余南庚強調以臨床為基礎的理論研

究，希望與臺灣大學、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三大教學醫院合作，在三

個醫院各成立一個臨床中心，並在本院院區建立研究團隊。不過，三大醫

院對於此項規劃的意願不高，因此生醫所籌備處起初研究人員不多，實驗

空間亦不足，1983年生醫所大樓開始興建，1986年完工後才有足夠實驗

室。後來，生醫所放棄設立臨床醫院的想法，在主任吳成文院士領導下，

針對癌症、心臓病、傳染病等展開研究。

1982年院士會議，吳瑞（1928-2008）和彭明聰（1917-2014）建議籌

設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李遠哲建議成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原分

所）。於是錢思亮聘請曹安邦（1929-2009）為分子生物綜合研究室籌備處

主任和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聘請張昭鼎為原分所籌備處主任，又聘請李

遠哲擔任原分所設所諮詢委員會主任委員。分子生物研究所（分生所）實

驗室設在南港院區內，原分所則選擇設在臺灣大學，兩所實驗大樓均於

1986年完工啟用。
在錢思亮院長任內，隨著臺灣經濟起飛，第一個五年計畫大幅提升本

院的預算，除了硬體設備顯著改善外，各所的編制亦擴大，積極聘用研究

人員。1981年本院僅有224位研究人員，1985年已增加到417人。 

1983年，錢思亮院長病逝於任內。

1982.12 ●設立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1982.7●第十五次院士會議 1982.12 ●設立分子生物研究所籌備處

1982.7 ●設立統計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1982.8 地球科學研究所成立

1982.9 資訊科學研究所成立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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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猷院長任期：1983~1994
錢思亮逝世後，吳大猷獲得絕大多數評議

員的支持，由蔣經國總統任命為本院第六任院

長。吳大猷是國際著名物理學家，早在 1950

年代他已返臺參加第二屆院士會議。在胡適院

長任內，他也受邀回臺擔任中基會的講座，教

授古典力學和量子力學；在王世杰院長任內，

他協助恢復物理所，並在美國大舉延攬物理人

才。1967年蔣中正總統成立科導會，延攬吳

大猷出任主任委員。在錢思亮院長期間，吳大

猷以主持科導會和國科會的地位，雙方合作無

間，並攜手推動五年發展計畫及爭取國際學術

活動空間。

吳大猷院長任內，本院的制度有多項革新。為改善研究人員的薪資待

遇，他於1989年提議修改「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在研究員等級之上加設

特聘研究員，特聘研究員的研究獎助費共分六個等級，但特聘研究員人

數不得超過全院研究人員數的25%。在此同時，吳大猷也將助研究員的薪

資提高到大學副教授的標準。1990年立法院同意特聘研究員制度的設立，
這個彈性薪資的體制打破了平頭主義，有利於本院延攬國外傑出人才回國

服務，對臺灣科學發展貢獻甚鉅。

1980年代臺北房價飆漲，為解決同仁住宿的問題，吳大猷設法興建同

仁宿舍，只租不賣，並在研究人員離職後立即收回。此構想得到郝柏村行

政院長的支持，獲得20億元的承諾，得以興建兩棟職務宿舍。不過，原擬

圖十二ề胡適與吳大猷在

胡適南港院內自宅前合影。

（照片提供：近史所胡適紀

念館，推估攝於 1961年 9
月）

1983 19861984

1986.7 ●第十七次院士會議1984.12 ●第十六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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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除舊屋重建新宿舍的計畫，卻遭到部分資深研究人員反彈而終未成功。

吳大猷在努力提高研究人員薪資待遇時，也力圖提升研究水準，他要

求各所成立學術諮詢委員會，由各所推薦相關研究領域中重量級學者作為

委員人選，經院長同意和任命。另外，1986年本院也建立了嚴格的續聘

和升等評審制度，此制度在當時臺灣學界是創舉，實行之初雖困難重重，

但今日已成為學界的常制。

1989年本院開始研擬修改組織法，由總幹事也是法律專家韓忠謨主

導。修訂後的組織法，除增設副院長一職，輔弼院長推行院務外，並增設

總辦事處，處長直接向院長負責，處下設有秘書組、公共事務組、總務組

及計算中心，另設會計、人事兩室。同時將本院的行政人員納入國家考試

用人的制度，以保障行政同仁的權益，並減少人員任用時濫權。

此次修法又將原本研究人員四級制（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助理員），改為五級制（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研究助理、

助理員），初獲博士學位者只能擔任助研究員。1990年，因應特聘研究員

的設立，「中央研究院組織法」再度修訂，將研究人員改為六級制。1987

年廢除戒嚴法後，臺灣民主化的意識更強，「研究員治院」的呼聲更高，

許多研究所都通過所長遴選辦法。不過，吳大猷反對研究員治院的看法，

各所所長的聘任方式，迄今仍維持由院長委請該所學術諮詢委員會或特派

聘任小組推薦候選人，再由院長致函徵詢該所研究人員之意見後聘任。

吳大猷院長任內，生醫所和分生所的發展有了新的模式。當時北美有

許多臺灣出身的傑出醫學學者，但很少人願意長期回臺服務，因此錢煦建

議以特定研究主題邀請十幾位華裔學者組成一個團隊，以接力方式每年回

國三個月，將其在美國的實驗室移植到臺灣，一方面從事個人研究，另一

方面訓練國內年輕學者。錢煦於1986年接下生醫所籌備處主任後，以此

1987 1988 1989

1989.8 ●設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

1987.8 統計科學研究所成立 1988.4 ●設立臺灣史田野研究室

1988.7 ●第十八次院士會議

●第十七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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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在生醫所組成研究團隊，1988年又交棒給吳成文。後來吳成文長期

返國服務，接任籌備處五年半，1993年生醫所才正式成所。
分生所的發展模式也類似，1986年分子生物學綜合實驗室成立時，

王倬號召五位已有豐富經驗的研究人員回國，又在臺灣本地召募博士後人

員和博士班學生共同研究。繼王倬之後，黃周汝吉、吳瑞（1928-2008）、
何潛等也相繼回國擔任一年的籌備處主任。不過，這些學者最後仍無法

長期留任本院。分生所於1993年正式成所，由籌備處主任王正中（1936-

2017）擔任所長，但王正中旋即於1994年回美教書。李遠哲任第七屆院長

後，於1995年聘請沈哲鯤接任第二任所長，他是生化所第一位任滿三年

任期的所長（兩任六年）。

圖十三ề生醫所研究大樓

由蔡作雍院士負責規劃監

督，於1984年正式破土興
建，於1986年完成。1985
年 9月 13日，吳大猷院長
（右三）在余南庚院士（右

四）、蔡作雍院士（右二）等

人陪同下，聽取趙沛明建築

師（右五）說明。

1989

1990.4 三民主義所更名為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1991.8 美國文化研究所更名為
歐美研究所

1990.7 ●第十九次院士會議

1990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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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大猷主持院務期間，也有兩個人文研究所籌備處成立。1988年評

議會通過成立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89年聘請吳宏一出任諮詢委員

會召集人兼籌備處主任，決定發展重點為：中國文學、傳統經學、中國哲

學。1993年評議會通過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聘請黃富三擔任籌備

處主任，規劃研究重點為：臺灣平埔族族群史、臺灣漢人移民開發史、臺

灣經濟史、臺灣政治發展史與涉外關係。

在吳大猷擔任院長的十年間，本院的預算由7億5仟多萬元增加到30

億元，成長約 4倍。院區新建十餘棟大樓，編制員額由 500餘人增加到

1,400餘人，另增加一、二千位臨時約聘僱人員，全院規模擴大，學術研

究水準也大幅提升。這段時間，本院執行第一個五年計畫，並接著規劃申

請第二、第三個五年計畫，均獲政府支持。1993年10月，吳大猷以86歲

高齡向李登輝總統遞出辭呈，1994年卸下院長重任。

1994

1993.3 分子生物研究所成立 1993.12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成立

1993.4 ●設立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

1993.3 ●中國科學院人員來訪1992.7 ●第廿次院士會議

1993.7 ●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

19931992

圖十四ề1993年 3月中國
科學院副院長王佛松，學部

委員吳文俊、石元春、陳中

偉、胡和生，中國科技大學

校長谷超豪等大陸科學家應

吳大猷院長之邀訪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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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院長任期：1994~2006
李遠哲於 1994年 1月就職本院第七任院

長。李遠哲出生於臺灣，在臺灣完成碩士學

位才赴美進修，1979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士，1980年當選本院院士，1986年獲諾貝

爾化學獎，1988年擔任本院原分所籌備處主

任。他長期關切臺灣學術發展，接任院長後，

期許本院以 10年的時間，成為亞洲第一、世

界一流的學術研究機構。

在李遠哲院長 12年任期內，本院有顯著

的發展，預算每年成長約10%，全院年度總預

算從 30餘億增加到近 100億元，並且成立了

四個籌備處（社會、語言、政治、法律）、五個研究所（原分、文哲、臺

史、社會、語言）、六個跨學門研究中心（人文社會科學、應用科學、環

境變遷、農業生物科技、基因體、生物多樣性），使本院成為令人矚目、

廣受學界肯定的學術研究機構。

李遠哲上任後，為了大力提升人文社會科學的領域，聘請任職哈佛大

學的美國科學院院士張光直為副院長，同時也推動修法建立院長任期制，

以五年為一任，且僅可連任一次，更宣布個人將於連任任期屆滿後卸下院

長之職。楊國樞（1932-2018）任副院長時即著手修訂組織法，調整全院

組織架構，經院務會議、評議會討論後，獲「單一學科設所、跨學科設中

心」的共識，並於1998年5月函送總統府核轉立法院審議。不過，此修訂

案直到2001年10月陳水扁總統任內才正式通過。根據新的組織法，本院

1994 1995

圖十五 李遠哲院士與美

籍教授赫希巴克及加拿大

學人波蘭尼共同榮獲1986
年諾貝爾化學獎，為繼楊

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之

後，第四位獲得諾貝爾獎

之華裔科學家。

1995.4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成立

1995.5 ●設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1994.7 ●第廿一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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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院長任期制，也得以成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並成立了學術事務

組，又建立技術研究人員升遷的管道。

李遠哲持續推動落實新聘、續聘、升等審查制度，淘汰不適任研究人

員，並從2003年起，要求人文社會科學、數理科學、生命科學各所辦理

評鑑，邀請國內外頂尖學者擔任評鑑委員，一方面瞭解各所實力，也鼓勵

各所提升自身的優勢。他強調學術國際化，在聘審和評鑑制度中也重視國

際化，希望落實學術實質審查。各所在處理人事案件時都特別成立聘審小

組，院方也設有學組聘審會，每個案件都送交學術專家審查，經所務會議

票決，新聘、升等案通過者需再經學組聘審會討論票決。

李遠哲也竭力邀請國外傑出學者回國服務，由他們來帶領研究所和研

究中心的發展，他認為有了第一流的人才，再釐正研究方向，可以注入新

的活力。在他的號召下，許多海外傑出學者返回本院服務，聘請得過沃爾

夫獎（Wolf Prize）的美國科學院院士楊祥發是最顯著的例子。他又整合植

物所、動物所、分生所、生化所、生醫所，共同朝基因研究發展。

當時許多學者建議中研院朝基因的方向著力，也建議將來往應用性較

高的生物技術領域發展。為了生技的發展，當時有很多討論，但未能有共

識，主要原因是農業生技與醫藥生技的發展方向相當不同，最後是採用吳

瑞院士的建議，把醫藥生技中心留到下一階段，先成立一個專門研究生物

農業的新機構。根據當時已有「跨學科設中心」的想法，這個新機構應該

是一個「中心」，但因當時組織法尚未修訂完成，只能先以研究所名義成

立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生農所）籌備處。1995年楊寧蓀應邀回國，以特

聘研究員身分兼生農所籌備處主任，他儘量合聘生物各所研究人員組成團

隊，從事合作研究。組織法修訂後，1998年1月生農所籌備處正名為農業

生物科技研究中心（農生中心）。

1996 1997

1997.6 ●設立語言學研究所籌備處1996.7 ●第廿二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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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基因體中心）的成立也是為了進一步整合各所研究

人才，形成跨學科、跨領域研究，從基因體和蛋白質體的角度探索疾病的

治療方法，推動生技製藥和能源研究。李遠哲於1999年全國科學技術會

議中對外公開提出成立基因體中心的構想，2000年人類基因定序工作完

成，李遠哲更加感到成立基因體中心的迫切性。2001年國科會以三年75

億元的鉅款投入基因體醫學國家計畫，並將所需要的核心設施放在本院。

基因體中心的籌劃在陳長謙副院長的領導下進行，把重點放在蛋白質基因

體的構造，並以模擬方式進行合成。2003年翁啟惠回國接任基因體中心

主任，將研究重點放在基因的功能，及其與疾病之間的關係；又邀請陳鈴

津、蔡明道、陳仲瑄等學者自美返臺服務，李遠哲也邀請賴明詔擔任副院

長，基因體中心從設備到研究團隊均展現強大競爭力。

圖十六ề原分所籌備處於

1995年4月28日舉辦成所典
禮，諮詢委員合影。由右到

左依序為張圖南教授、湯光

天教授、沈元壤院士、林聖

賢院士（首任所長）、李遠哲

院士、邱應楠院士、林明璋

院士、張秋男教授、儲三陽

教授、嚴愛德教授。

1998

1998.1●設立生物農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
（後更名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1999.4 ●設立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籌備處

1999

1998.7 ●第廿三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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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數理組，李遠哲院長也繼續加強延攬人才與整合工作。1997年

邀請陳長謙回國出任化學所所長；1998年邀請西北大學李德財教授主

持資訊所；2000年邀請史丹福大學劉太平教授出任數學所所長；江博明

（1940-2016）教授出任地球所所長；2006年聘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李克

昭教授出任統計所所長。

另外，李遠哲邀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魯國鏞（1947-2016）教授回國

擔任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天文所）籌備處主任。在李遠哲的大力支持

下，魯國鏞在美國史密松天文台展開次毫米波陣列計畫，由臺灣學者在夏

威夷島與各國天文學者合作，在原有六座太空望遠鏡之外，多安裝兩座，

專門研究宇宙中星體的形成。為了讓天文學在臺灣扎根，2000年6月李遠

哲與臺灣大學簽訂合作協議，由本院出資興建研究大樓，臺灣大學提供建

地，並負責成立天文物理研究所及招生工作。魯國鏞於2002年出任美國

國家電波天文台台長，籌備處主任之職由賀曾樸繼任。

數理組也成立兩個中心：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應科中心）、環境變遷

研究中心（環變中心）。應科中心的成立要回溯到1994年，當時提議應成

立一個應用科學及工程中心，但未覓得合適人才負責籌設，至1998年才

聘請香港科技大學張立綱（1936-2008）教授為應科中心籌設規劃案小組召

集人，1999年美國加州大學蔡振水教授返臺，負責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

所（科工所）籌備處之設立，並受聘為籌備處主任，隔年由陳長謙副院長

短暫代理。然籌備工作進行緩慢，2001年資訊所廖弘源研究員代理籌備

處主任，將研究重點改為網路相關科技，聚焦於與生醫科技有關的奈米研

究。此時李遠哲注意到物理所、原分所內都有同仁從事奈米研究，考量成

立奈米中心的必要性，經深入瞭解各大學的情況後，李遠哲認為本院毋須

重複發展。因此，科工所籌備處的使命重新定位為「推動及整合應用科學

圖十七ề2003年 11月 22
日，在美國夏威夷毛納基

峰上舉行之次毫米波陣列

（SMA）啟用典禮。左起：郭
新（天文所籌備處第四任主

任）、魯國鏞（天文所籌備

處第三任主任）、李遠哲院

長、袁旂（天文所籌備處二

任主任）在草木不生、寒風

凜冽的高峰上合影留念。

20022000

2000.1 社會學研究所成立 2002.7 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

2002.7●第廿五次院士會議2000.7●第廿四次院士會議

2002.8●設立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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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程的尖端科技研究」，並於2004年2月轉型為應科中心，由吳茂昆代

理中心主任。後因吳茂昆獲延攬擔任國科會主任委員，同年再由曾志朗代

理中心主任。2005年李遠哲從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請回張亞中，以特聘

研究員身分兼任主任，全力規劃中心的研究重點並延攬人才。

李遠哲長期關懷環境污染問題，認為臺灣高度經濟發展帶來的空氣和

水資源污染問題嚴重，應進行這方面的研究，環變中心主要在此理念下成

形。1999年順利延攬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劉紹臣教授回國負責籌備工作，
2004年1月正式成立環變中心。而為了推動臺灣及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
2000年李遠哲指示動物所邵廣昭所長負責推動中心之成立，生物多樣性

研究中心（生多中心）同樣於2004年1月正式成立。
人文及社會科學方面，1995年5月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聘瞿海

源為主任；1997年6月成立語言所籌備處，聘李壬癸為主任，籌備工作均

順利進行。由於立法委員批評人文社會各所「疊床架屋」，浪費資源，部

分研究所包括多學科，也有相同學科的學者分散於不同所，認為應該重

組，加上院士會議中也有院士主張以「單一學科設所，跨學科設中心」的

原則，將8個研究所重組為10個所、7個研究中心。但是反對聲浪頗強，
人文及社會科學的整合工作實為複雜且困難。在經過公開和私下的徵詢，

與多方討論之後，最後在2001年修訂組織法，獲得立法院通過，根據「基

礎學科設所，綜合性與地區性研究應該設中心」的原則，院方學術諮詢總

會討論成立政治所、法律所，並將社科所轉型為中心。

2003年李遠哲另外成立了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蔡元培中

心），由王汎森出任主任。中心的主要目的是匯集研究所、處架構下不易

容納的跨學門、跨領域、科際整合取向的新興研究領域，其下設有考古

學、亞太區域研究、調查研究三個專題中心，大腦認知和行為科學、地理

2003

2003.1 中山人文社會科學所轉型為
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04.1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成立

2004.1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成立

2004.1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成立

2003.2 基因體研究中心成立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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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科學、歷史人口三個研究計畫。2003年年底，新任副院長劉翠溶接

手社科所整合工作，終於在 2004年將社科所與蔡元培中心整併為「中央

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由劉翠溶副院長暫代中心主任，2005年

7月由社會所章英華繼任中心主任。
李遠哲院長任內，院方也鼓勵同仁從事跨學科和跨領域大型研究計

畫，希望透過緊密合作來研究具重大學術意義的課題。這些計畫透過申請

的方式，可以獲得院方經費補助。另外，數位化計畫也快速發展，從早期

由資訊所和史語所合作的「二十五史食貨志全文自動化」，到史語所的「漢

籍全文資料庫」，以及參加「國家數位典藏計畫」，將本院珍藏的各種文物

和重要資料數位化。院方也撥專款，鼓勵研究人員利用數位典藏改善學術

研究，並推動數位人文研究。

國際研究生院的成立是另一項重大突破。早在王世杰院長時代，即有

在本院成立博士班訓練高級人才的想法，但受制於組織法未能實現。至吳

大猷院長時代，生物和數理組13個所的研究計畫全面展開，各實驗室對

研究人力需求也倍增，1990年7月共有200名研究人員向院士會議請願，
希望成立研究生院，院士會議通過數理組和生物組設置博士班的提案，成

立 6人小組，研究相關修法及技術問題。最後在1992年以人才培育計畫

的方式，由本院三學組選擇具前瞻與代表性的主題，提供國內大學講師、

助教、碩博士研究生及各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進修機會。2002年以國際

研究生學程為基礎的國際研究生院，在陳長謙副院長的細心規劃下正式成

立，學生來源主要為國外，由本院與國內各大學合作，開設「具前瞻性、

尖端性及競爭力的學程」，招收博士班學生，招生名額由教育部專案核

增，學生學籍隸屬大學，學位亦由大學授予，開設課程和任課師資則由合

作單位共同核定。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成立 2004.2 語言學研究所成立 2004.7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成立（整合中山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所、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2004.7 臺灣史研究所成立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成立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成立 2004.7●設立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

2004.7●第廿六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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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院長任內，院士總人數從1992年的256人，增加到2006年的

392人，國內院士人數也大增。1999年10月，在國內長期任職的院士已

達70餘位，李遠哲院長於是舉辦國內院士季會。每次季會或邀請院士演

講，或邀請政府官員就其主管之科技、教育、經濟、產業、健保等事務進

行專題演講。迄今院士季會持續辦理中，透過季會凝聚國內院士對於國家

學術發展與相關問題的意見，成效顯著。他亦非常重視全院環境的規劃和

美化，在院內增設藝術品、建造了生態池，也推動一年一度院區開放日，

以及「知識饗宴」與「藝文活動」等具社教意義且廣受好評的活動。

李遠哲院長於2006年第二任任期屆滿時，即卸下院長職務。

圖十八ề2006年4月和公共
電視合製「知識的饗宴——

遇見科學」節目。第一集由

院長李遠哲（右1），副院長
劉翠溶（右 2）、賴明詔（右
3）、曾志朗，共同分享中研
院對於科學知識普及化的努

力、提昇學術研究水準、人

才培育計畫、國內外學術交

流合作、近年研究發展方向

及未來的計畫與期許，以使

民眾對中研院有更深一層的

認識。

2005

2005.4●植物研究所更名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動物研究所更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2006.8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成立

2006

2006.7●第廿七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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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啟惠院長任期：2006~2016
翁啟惠於2006年10月接任本院第九任院長。他是臺灣嘉義縣人，臺

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畢業後，曾任本院生化所助理員、助理研究員，後出國

進修取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學位。1989年起擔任美國斯克里普

斯研究院（The 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化學系講座教授，在醣分子科

學研究領域舉世聞名，屢獲國際大獎，1994年當選本院院士，2003年返

臺擔任本院基因體中心主任。

翁啟惠出任院長後，除了繼續推動院內各研究所、處、中心的發展，

培育新世代人才外，也積極投身公共事務，參與學術政策與產業法規的制

定，同時繼續從事醣分子科學研究。他先後任命王惠鈞、劉兆漢、劉翠

2006

圖十九ề2006年10月翁啟惠就職第9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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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王汎森、陳建仁、彭旭明、王瑜擔任副院

長，襄理院務。

翁啟惠院長任內，法律所於 2011年 7月

正式成所，首任所長為湯德宗，湯德宗後出任

司法院大法官，2012年起由林子儀接任。政

治所於 2012年 8月成所，吳玉山出任所長。
本院並增設了兩個中心：2012年9月成立「永

續科學中心」，整合院內自然科學、生醫科學

及人文社會科學等相關學門之研究能量，推動

永續科學的跨領域研究計畫；2013年2月成立

「數位文化中心」，負責規劃本院數位典藏業

務，以及支援國科會（現科技部）「臺灣數位

成果永續維運計畫」，促進數位人文學的研究

與發展。

為鼓勵研究，本院持續辦理主題研究計

畫、深耕計畫、前瞻計畫、永續科學研究計畫

等學術研究計畫補助，評選具原創性與發展潛

力的研究人員，給予穩定的經費支持，使研究

人員得以潛心研究，開拓新知識領域。2012

年起設置「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鼓勵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者重視學術專書的

寫作。在人才培育方面，也持續推動國際研究

生學程、與國內各大學合辦博士班學位學程、

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年輕學者

2007

圖二十一   翁啟惠於2014年1月獲頒素有「諾貝爾獎前哨站」之
稱的「沃爾夫化學獎」（Wolf Prize）

圖二十ề2011年翁啟惠院長續任第10任院長暨新任、卸任副院
長歡迎茶會，陳建仁（新任）、彭旭明（新任）、王汎森（續任）、

劉兆漢（卸任）、王惠鈞（卸任）。

2007.2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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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8.7●第廿八次院士會議

研究著作獎等，成效顯著。

在研究環境方面，2011年新溫室大樓興建完成，生多中心部分實驗

室移入新大樓；跨領域大樓於2014年竣工啟用，容納應科中心與生多中

心，以及神經科學等跨領域研究群；2014年開始興建環境變遷研究大樓，
2018年竣工，提供環變中心、統計所、地球所使用。另外，2012年以強

化本院整體發展核心為概念，進行「院區入口意象改道工程及四分溪周邊

環境改善工程」，重塑院區大門，賦予嶄新的入口意象。院內舊宿舍群拆

除後，2014年興建生態時代館，創造本院的生態綠廊，也增加動植物復

育及棲息的環境；又整修蔡元培紀念館，除了陳列蔡故院長史料外，亦設

立Faculty Club，提供同仁幽靜的交流空間。 

2014年1月15日「中央研究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公布，主要修正

內容包括院士分組及選舉增設「工程科學組」，以及本院設總辦事處與下

設各單位及其職掌之變更等。2014年4月2日修正發布「中央研究院處務

圖二十二ề以強化中研院整體發展核心為概念，本院自2012年起進行「院區入口意象改造工程及四
分溪周邊環境改善工程」，重塑院區入口大門，賦予嶄新的入口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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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規程」，原「總辦事處」改為「院本部」，下設「秘書處、總務處、學術及

儀器事務處、資訊服務處、國際事務處、智財技轉處、人事室、政風室、

主計室」，並調整其職掌。另外，2016年第31屆的院士選舉依法選出6位

工程科學組院士。

翁啟惠院長任內，本院的經費於 2011年達到高峰，超過 125億元，
之後逐年遞減，但對外爭取與協辦計畫的經費則略有提升。由於本院預算

包含職員薪資、基本維運費、退撫等公務預算，因此2014年之後全院總

預算雖維持在百億左右，但其實能應用於科研的經費已呈現逐年遞減的趨

勢。全院的工作人數維持在總數7,000餘名（包括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

員、博士後研究人員、行政技術人員、約聘僱研究助理、獎助學生），其

中研究人員900餘名。為了延攬優秀人才，院方一方面推動以合聘方式延

攬國外機構人員，提升本院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另一方面則依「中央研究

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支給要點」及「中央研究院學術獎金支給要點」之規

定，優予薪資補助及獎助。翁啟惠更積極籌建學人宿舍，任內共增建204

戶，以吸引國內外優秀學人到院服務。

翁啟惠院長自海外延攬多位傑出學者到本院服務，例如2009年美國

杜克醫學中心謝道時教授出任細生所所長；2010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劉扶東教授出任生醫所所長；2011年喬治亞理工學院周美吟教授出任原

分所所長；2013年威斯康辛大學王寳貫教授出任環變中心主任，以及加
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鄭清水教授出任統計所所長；2014年伊利諾大學朱有

花教授出任天文所所長。又如麥東倈（Antonius J. M. Matzke）與麥卓琍

（Marjori Ann Matzke）特聘研究員加入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李羅權院

士加入地球所，陳文村特聘研究員加入資訊所，李文華院士加入基因體中

心等，都提升了本院的研究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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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啟惠院長回國服務後發現，臺灣生技相關的美國專利數為全世界

第13名，但生技產值卻未達全世界的1%，主要原因是藥廠無法接手進行

藥物最適化與動物試驗及各期人體試驗，因此設置育成中心，藉以補強缺

口。2006至2016年間，本院計有815項專利獲證，905件技術授權業界，
簽約授權金逾新臺幣20億元（表一）。

2006年10月積極爭取在南港202兵工廠廠址設置國家生技研究園區

（生技園區），作為生醫製藥基礎研究的基地，以銜接基礎研究、轉譯醫學

和創新育成。生技園區是國家型研究園區，由衛生福利部、科技部、經濟

部和本院共同進駐。本院在園區內設置生醫轉譯、核心主題研究中心、生

2010

表一ề2006-2016年中央研究院專利獲證數、授權件數及簽約金額

年度 獲證之專利件數 技術授權件數 授權簽約金額（萬元）

95 44 70 2,533

96 34 61 2,737

97 38 70 32,559

98 37 53 44,260

99 57 76 27,663

100 65 96 29,665

101 75 96 4,436

102 119 80 1,655

103 114 114 23,625

104 108 98 16,802

105 124 91 18,851

總計 815 905 204,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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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物資訊中心，以利將基礎研究銜接至動物及

臨床試驗；亦設創服育成中心，讓進駐廠商育

成早期研發成果。園區內尚設有國家實驗動物

中心、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衛生福利部食品藥

物管理署、臺灣生技整合育成中心、國家生技

醫療產業策進會及生技醫療科技政策研究中

心等單位。此重大開發計畫於 2007年核定通

過，2011年通過環境評估，在試圖兼顧生態保

護與科技發展的前提下，生技園區於 2014年

開始動工興建，2016年底有7棟建築物結構體

完成，2017年部分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共費

2010.6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成立

2010.7 ●第廿九次院士會議

圖二十三ề2007年翁啟惠院長（前排左二）與軍方代表共同談
論本院原有院區毗鄰的202生技園區開發案。

圖二十四ề國家生技研究園區規劃流程圖



35中央研究院 90年簡史

時十年。目前園區仍持續建設中，各單位亦陸續進駐。為平衡南北差距，

2012年規劃在臺南高鐵站附近設立南部院區，加強農業生技、光電能源及

人文考古等領域的研究，期能就近結合在地研發能量，帶動南部科技基礎

研究風氣。

在法規修訂方面，翁啟惠積極與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合作，在行

政院與立法院協助下推動相關立法，例如「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的制

定、「科學技術基本法」的修訂，鼓勵產學合作及企業投入研發資金，並

鬆綁研究人員兼職規定，不受公務人員服務法限制，推動國內生技產業的

發展。

另外，為落實本院院士所具備「籌議國家學術研究方針」之職責，並

將作業制度化，翁啟惠針對國家整體發展、科技學術及相關之社會重要議

題，遴聘院士及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組成研究小組，共同研擬討論，向政

2011

圖二十五ề2009年規劃設立之「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將於2018年竣工

2011.7 法律學研究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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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府提出建言，並出版建議報告書。至2017年，本院共出版13項政策建議

報告書 (如表二 )。
在翁啟惠院長任內，本院也積極整合我國研究能量，參與國際學術組

織，其中以「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

「世界科學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WAS）最具代表性。「國際科學理事會」
居全球科學界的領導地位，會員來自各國最高科研機構，本院代表我國成

2012.8 政治學研究所成立

2012.7 ●第三十次院士會議

2012.9 ●成立永續科學中心

表二ề中研院出版政策建議報告書ề

報告書名稱 出版日期

因應地球暖化之能源政策 2008-03

中央研究院學術競爭力分析暨臺灣學術里程與科技前瞻計畫 2008-10

醫療保健政策建議書 2009-06

人口政策建議書 2011-02

因應新興感染性疾病政策建議書 2011-03

研教與公務分軌體制改革建議書 2011-05

因應氣候變遷之國土空間規劃與管理政策建議書 2011-12

Foresight Taiwan: Funding Research for Economic Gains 2012-05

高等教育與科技政策建議書 2013-01

農業政策與科技研究建議書 2013-01

國家食品安全維護及環境毒物防治體系建議書 2014-01

賦稅改革政策建議書 2014-06

大規模地震災害防治策略建議書 20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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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理事會之國家會員，支持國内學術團體參加

其轄下各研究學門之國際組織。2011年李遠

哲前院長接任理事會會長職務，扮演了國際科

學政策建言的角色，也整合洲際之間的科學資

源，為發展中國家的科學建設效力；此外，亦

成功爭取到2017年第32屆國際科學理事會會

員大會在臺北舉行。王惠鈞院士則接任「亞太

生化暨分生科學家聯盟」（FAOBMB）會長職

務，為我國爭取到「國際生化與分子生物學聯盟」（IUBMB）第15屆年會

（2017）的主辦權。另外，本院亦與40餘國、300餘所頂尖研究機構或大

學簽訂400餘件合作協定。
在參與跨國大型研究計畫方面，亦卓然有成。例如，參與「海洋微

量元素暨同位素之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科學研究計畫」（An International 

Study of Marine Biogeochemical Cycles of Trace Elements and Their 

2013

圖二十六ề2011年李遠哲
（左）於羅馬正式接任國際

科學理事會（ICSU）會長，
與翁啟惠合影。

圖二十七ề2008年翁啟惠院長與日本RIKEN理化研究院Noyori院長簽署合作協議。

2013.2 ●設立數位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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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topes）、「次毫米波陣列計畫」（Submillimeter Array, SMA）、「李遠

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計畫」（The Yuan Tseh Lee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AMiBA）、「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

列計畫」（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 Submillimeter, VLBI）等天文觀測計畫；另有支持丁肇中

院士主持且有16個國家參與的磁譜儀計畫，探討暗物質的存在；與日本

RIKEN研究所合作開發適用於X射線自由電子雷射的高速、低噪音、高

動能X光探測器；與菲律賓和越南等國合作設置「地震與GPS連續觀測

網」，進行中南半島與南海區域之地震觀測網建置；著手建立臺灣人體

生物資料庫（Taiwan Biobank），參與「泛亞個人基因體聯盟」（Pan Asian 

Personal Genomics Initiative, PAPGI）、「乳癌研究聯盟」（Breast Cancer 

Association Consortium）等，並與美國傳染病研究中心（Infectious 

Disease Research Institute, IDRI）、美國國家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圖二十八ề2016年 10月
李遠哲宇宙背景輻射陣列

（AMiBA）在夏威夷毛納洛
峰正式啟用，是亞洲首座且

僅有的一座專門研究宇宙學

的儀器。

2014●生技園區動工興建

2014.7 ●第三十一次院士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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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ealth, NIH）等機構合作。人文及社會

科學方面，本院成為「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International Social Survey Programme, ISSP）
成員，參與全球環境變遷人文層面的研究計

畫。另外，本院亦於2009年設置了「中央研究

院講座」、「特別講座」、「中央研究院人文社

會科學講座」，至 2017年止，共邀請 15位諾

貝爾獎得主等國際級學者蒞院演講。

2008年，本院欣逢成立 80週年，以「追

求卓越」為主題，出版 80週年院史文集，並

2015

圖三十ề前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長希瑟隆（Ralph J. Cicerone）
博士受邀於2008年參加「科學
院院長論壇」，2010年獲選中
央研究院名譽院士，並於2014
年擔任「中央研究院講座」。

圖二十九ề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錢永健教授於2009年蒞
院訪問，擔任首位「中央研究院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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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2月6日至8日舉辦「科學院院長論壇（Academy Presidents’Forum）」，
邀請美、日、英、法、德等13國科學院院長及學術領導者齊聚本院，就

「世界科學院如何攜手共創更美好的未來」為題進行學術交流，討論在21

世紀全球科學界將會面臨的關鍵挑戰，如何重構現代化科學院，推動以知

識為本的發展，共享科學與科技所帶來的利益，攜手為21世紀的學術發

展及合諧共同努力。

翁啟惠在院長任內帶領本院同仁追求卓越的學術研究，促進生技產業

的發展，也留意臺灣與全球重要新興領域的發展，並適時提出前瞻性的

建議供政府決策參考。然而，2016年3月，翁啟惠捲入浩鼎案，引發社會

上對科研與技轉、本院體制與角色的檢討聲浪；連帶地，本院評議會的

組成、院長選舉制度，也引起各界的批評。同年5月，翁啟惠辭去院長職

務，王汎森副院長受命代理院長職務，維持院務正常運作。

圖三十一ề2008年12月，為慶祝本院成立80週年，特舉辦「科學院院長論壇」（Academy Presidents’ Forum）13國科學院院長或代
表於會場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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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2016.7 ●第三十二次院士會議

圖三十二ề2016年9月12日廖俊智院長與中研院臺大院區同仁茶敘活動

廖俊智院長任期：2016~迄今
2016年6月廖俊智就任本院第十一任院長。廖俊智是國立臺灣大學化

工系學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化工博士，先後任職紐約羅徹斯特柯達公司

生命科學實驗室、德州農工大學、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長期從事代謝系

統改造、合成生物學、系統生物學、微生物合成燃料等研究，研究成果斐

然，屢獲國際重要獎項，2014年獲選為本院院士。
廖俊智院長在上任之際，面對本院極艱困的處境，首先提出三大願

景：1. 以基礎研究為本，並積極導向實際發展；2. 人文社會、數理與生命

科學三大領域均衡發展；3. 落實重質不重量的評核。他強調培育人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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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給年輕人希望的重要性，對於本院的定位與大學的分工，及扮演國家實驗

室的角色等，均十分看重，也積極與全院同仁溝通理念。

2016年7月4日至7日本院召開第32次院士會議，會中提案並決議成

立「中央研究院組織與運作改進委員會」，又研提「評議會組織與功能」、

「院長遴選程序」及「院士選舉之候選人產生方式」等三項任務之改進建

議，供院方參考。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也決議要求本院檢討，並研議

改進方案。針對院士及立法院的提案，廖俊智指示依法選舉委員，組成

「中央研究院智財技轉利益衝突檢討」、「中央研究院法務人員及法務工作

檢討」及「中央研究院行政治理檢討」三個委員會，藉由多元參與及充分

討論，研議改進方案。

為順利推動院務發展，廖俊智任命周美吟、劉扶東、黃進興三位院士

出任副院長，又任命孫以瀚特聘研究員為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除了積

極爭取經費，持續推動各項學術研究外，也進

一步修訂智財技轉法規和學術倫理規約，並且

設立學組、院級二層級的學術倫理委員會，專

門處理違反學術倫理事件。

廖俊智院長上任以來，本院南部院區的建

設有重大突破。南部院區的建設經過相當長期

的籌劃和預備，2002年李遠哲院長即成立了

南部生物技術中心的策劃委員會，2004年本

院人員陸續進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成立「中

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此中心於

2008年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中

心」。翁啟惠院長時代，本院為協助政府加速

圖三十三ề2016年9月副院長交接典禮上，廖俊智院長與三位
新任副院長合影。自左起：黃進興副院長、周美吟副院長、廖

俊智院長、劉扶東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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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十四ề為將中央研究

院尖端的基礎研究能量向

外擴散，並帶動區域學術發

展，中研院自 2012年起以
臺南高鐵特定區為基地，開

始籌劃「南部院區」。前後

歷時七年，於 2018年 5月
11日舉行動土典禮祈福儀
式，總統蔡英文、行政院政

務委員吳政忠、臺南市代理

市長李孟諺皆受邀出席。

2018.5 ●南部院區動土典禮

2018.7 ●第三十三次院士會議

達到南北地域科技與人文平衡的目標， 2012年起，以臺南高鐵特定區為基

地（共約7.3公頃），開始籌劃南部院區。前後歷時7年，終於在2018年5

月11日由廖俊智院長主持動土典禮。未來的南部院區將以農業生技、光

電能源、考古人文等研究為發展重點，期望與臺灣南部學術機構緊密合

作，形成高等教育與研究的學術聚落，以達到深耕學術發展、協助政府振

興經濟之目標。

今年適逢本院成立90週年，廖俊智院長表示，本院在歷任院長及同

仁的努力下，已經是國際知名的學術機構，未來希望秉持求真究實的精

神，持續致力深耕基礎研究、推動科技研發創新、提升國家競爭力；並期

盼以國家實驗室的高度，引領臺灣在跨領域研究的發展與方向，邁向學術

頂尖，同時也積極扮演好政府建言者角色，運用學術研究專業，針對攸關

國家整體發展的議題，提出策略建議，對國家與世界作出卓越貢獻。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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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設立籌備處，1947年正式成所
http://www.math.sinica.edu.tw

數學研究所

數學研究所於1941年由姜立夫（1890–1978）先生在昆明開始籌備，
時值抗戰，圖書設備不易購置，故直至1947年方於上海正式成立，由陳省

身（1911–2004）先生代理所長。成立之初，因接收偽上海科學研究所之圖

書，有一尚堪參考應用之圖書室，內收有數學書籍1,700餘冊，定期刊物

58種，及期刊合訂本1,300餘卷。1948年本所遷臺，此項珍貴之藏書，亦

皆隨所遷運來臺。

數學所遷臺後，由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周鴻經（1902–1957）先生兼代所

長。然彼時受限於環境，僅能安頓於臺灣大學之一間教室內，未能開展研

究工作。至1957年中央研究院遷南港新址，始克重新展開工作，掖用青

年後進，加強訓練及研究。其後歷經林致平（1909–1993）所長、劉世超和

許振榮（1918–1988）代所長的努力，為往後的發展提供了條件。1970年，
周元燊先生接任所長，極力爭取擴增員額和經費，並推動機率論及統計學

的研究；同時也適時推廣數學教育及支援國內數學教育的改革工作。1978

年樊 （1914–2010）先生繼任所長，正值臺灣經濟起飛，研究經費大幅增

長，編制員額也逐年增加，本所開始強調基礎研究。此後經過劉豐哲、李

國偉、黃啟瑞、劉太平、程舜仁幾位所長的籌劃，本所的研究領域擴張迅

速，圖書及硬體設施也具一定規模，研究的支援人力更改善不少，數學所

乃有今日之規模。

數學所鑒於數學在科學研究的基礎核心地位，自1989年起每年舉辦

非線性分析國際研討會（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onlinear Analysis: 

Kinetic �eory, Gas Dynamics, and Related Fields），最近一次在2017年10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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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召開。1993年起，與澳洲及義大利合辦三邊分析及其應用系列研討會；
1997年起，為聯絡太平洋沿岸數學活動，協創Paci�c Rim Conference。此

外，也主辦機率、幾何、數論、組合等各大領域的國際級學術研討會，每

次參與人數約50–100人。
為促成不同學科及單位在研究上之合作及研究資源共享，數學所於

2009年底搬遷至臺灣大學校園內，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雙方合建之「天

文數學館」新大樓。此次搬遷對數學所推動國內數學研究，延聘一流研究

人員，促進國際交流皆大有助益。數學所目前與臺大數學系及國家理論科

學研究中心已有各項研究合作，包括醉月湖講座及各大合辦演講會議。

近年來，本所致力推動臺灣數學發展及培養數學研究人才，除舉辦國

際會議，加強與學者交流，並提供相當數量的博士後研究及研究助理的職

位，每年也辦理大學生6週暑期研習課程，並設置大學博士生核心課程。
積極促進國際數學活動交流及推動國內數學研究，為數學所始終致力的任

務及目標。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數學所人力統計表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7 27 26 26 27 28 27 24 24 22
■ 合聘研究人員 0 0 4 4 4 4 4 4 4 4
■ 行政技術人員 6 5 5 4 4 4 4 4 6 6
■ 博士後研究 8 12 20 17 15 15 19 14 12 17
■ 研究助理 18 19 20 20 21 21 20 14 11 11
■ 博士生 5 10 8 6 8 13 4 4 2 4
■ 碩士生 3 4 3 4 9 12 3 3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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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為臺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數學所的任務是做為臺灣數學

界的領航者，對於臺灣數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本所致

力於推動國內數學發展，並加強國際交流，以下就近年發展為國家數學研

究中心的角色方向述其大要：

一、國際面向：

本所長期以來持續邀請國際級學術領導學者來訪，透過大小型演講、

系列專題課程、研討會或工作坊等學術活動，提供臺灣的數學工作者與國

際頂尖學者合作交流的平台。在此基礎上，本所持續推動下列計畫並予以

深化：

（1）深化和國內外研究中心的合作關係
為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本所和國際各大數學研究中心積極交流合作。自

2002年至2017年間，本所與俄羅斯莫斯科國立大學、印度統計研究院、

圖二 2008–2017年數學所預算統計表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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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首爾國立大學、越南科學技術研究院、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系、義

大利高等國際研究院及中國清華大學數學科學中心簽訂合作交流協議，15

年間雙方互訪密切，來訪學者近百人次。未來期待加深既有的合作規劃，

並擴增與歐美及日本其他頂尖單位之學術交流，期待鞏固既有研究規模

後，碰撞出的新的合作火花。

（2）舉辦國際性會議
Ⓐ主協辦系列型國際會議及工作坊：1989年至今，非線性分析國際研討

會；2007年至今，表現理論研討會。

Ⓑ主協辦國際上各國每年輪流召開之系列型國際會議，及國內輪流召開
之工作坊：

▪1990年由數學所李國偉先生發起之組合數學新苗研討會，至2017年

已舉辦至第24屆，1990年、1998年、2010年由數學所主辦。

▪1993年由中正大學起始之微分方程研討會，1994年、2006年由數學

所主辦。

▪1998年起始之環太平洋數學會議，2002年由數學所主辦。

▪2001年起始之海峽兩岸圖論與組合數學學術會議，2002年由數學所

主辦。

▪2005年起始之臺灣——日本數值分析及科學計算聯合研討會，2005

年、2007年及2016年由數學所主辦。

▪2009年起始之泛亞數論會議，2016年由數學所主辦。

Ⓒ主辦許振榮講座：自2011年起，由中華民國數學會及數學所共同籌辦

「許振榮講座」，每年邀請國際知名幾何學家來訪。為期三天的系列講

座及密集課程，除了紀念故所長許振榮先生不遺餘力培養臺灣數學人

才之精神，也帶給臺灣的數學研究工作者嶄新的思維火花。

（3）資深訪問教授
由於臺灣數學研究的歷史尚淺，本所邀請資深學者來所訪問一至三年，期

能就某些核心領域做深入的介紹，帶動研究風潮。本計畫對擴展和深化國

內學者的研究，具極正面的效果。

（4）提升數學所《數學集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cademia Sinica）水準 

本集刊自2006年以New Series刊行後，水準提高許多，近年並廣納新的編

輯，使其達到國際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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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面向：

（1）年輕學者的養成
Ⓐ擴大博士後計畫
 本計畫施行以來，日漸卓著，最能區隔本院和大學的功用。目前每年

平均16位博士後，未來可隨所內同仁領域及國際交流之加強酌予增加。

Ⓑ設立「數學所研究學者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Research Scholar」，提

供傑出年輕博士較長期的優良研究環境，聘期為4~5年，培養下一代

學術頂尖人才，至2017年已聘任4位優秀年輕學者。

（2）新血的培育
Ⓐ大學生研究計畫
 為鼓勵大學生及早養成研究創造習慣，數學所近十年來舉辦大學生暑

期研究計畫，邀請國內外學者加入指導，每年約有40–50位學生獲選

參加研習計畫。

Ⓑ研習員計畫
 本計畫已進行多年，研習之助理在此有機會接觸各類數學，提高品

味，通常研習結束後再到國內外大學深造。

（3）加強與各大學合作關係
除了定期與各大學數學學門相關系所主任舉辦座談，加強學術合作關係

外，以下列具體計畫為主：

Ⓐ加強跨系所討論班
 針對國內年輕研究者長年缺少橫向交流，知識面狹窄的現況，數學所

欲再加強一般性、經常性的討論班，擴大深化年輕學者的視野。

Ⓑ核心課程
 鑒於國內研究生分散各地，以致研究所核心課程內容不夠堅實，而學

生亦乏同窗切磋之益，數學所目前已有代數、實變的核心課程，繼續

鼓勵國內各地優秀學生加入，及考慮其他數學科目。

Ⓒ醉月湖講座
 與臺灣大學合作，聘請國內外尤其以亞洲地區為主的知名數學家，做

系列演講，以激發年輕學者對數學的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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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二） 過去10年（2008–2017）期刊論文被引用的情形

期刊論文被收錄的總篇數及被引用次數。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合計

收錄總篇數 32 34 25 31 33 38 44 50 33 41 361

被引用次數 224 428 116 129 117 113 85 81 32 8 1,333

備註：WOS, assessed Dec. 2017

（一） 過去10年（2008–2017）來所發表學術著作總數

種類 \年度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期刊論文

SCI、
SSCI、EI

27
SCI、
SSCI、EI

27
SCI、
SSCI、EI

24
SCI、
SSCI、EI

29
SCI、
SSCI、EI

32
SCI、
SSCI、EI

30

其他* 2 其他* 16 其他* 12 其他* 16 其他* 9 其他* 7

專書、論文集 0 0 0 2 3 2

學術會議論文 0 0 2 1 3 1

其他 2 6 1 1 1 4

合計 31 49 39 49 48 44

種類 \年度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2017年 合計（篇數）

期刊論文

SCI、
SSCI、EI

29
SCI、
SSCI、EI

32
SCI、
SSCI、EI

32
SCI、
SSCI、EI 24

SCI、
SSCI、EI

286

其他* 4 其他* 8 其他* 10 其他* 19 其他* 103

專書、論文集 0 0 0 0 7

學術會議論文 3 1 1 0 12

其他 1 2 0 0 18

合計 37 43 43 43 426

* 包括收錄於其他資料庫及未收錄於任何資料庫之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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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研究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分為五大領域：應用數學與分析、幾何與

數學物理、組合數學及其應用、機率論、數論與代數。近年以培養未來國

內數學菁英為主、配合與國內外資深學者的長期及深入的合作，在各方面

均有突破性的研究進展，於許多國際知名的期刊發表論文。整體研究表現

如下：

一、應用數學與分析

（1） 由於近代科技的發展，微觀模型的分析成為數學理論的主流之一，本

所在空氣動力學最主要的波茲曼方程有突破性的成果。首先，對波茲

曼方程進行定量分析，成功構造了基本解，即格林函數，明確地顯示

波茲曼方程的粒子和流體的雙軛性質，同時對邊界層和非性波也獲得

深入的理解。在物理上關心的多項問題中，最緊要的是波茲曼方程關

於邊界層和流體層偶合一事，這點格林函數的方法成功地提供此一偶

合所得的非線性解。這些波茲曼方程的定常解有極豐富的分歧現象，

京都大學航空系物理工程學者用漸近理論和數值計算得到的這些現

象，提出凝結蒸發所產生邊界層分歧理論。我們嚴格的數學分析結果

和京都學派的嚴謹物理推論有異曲同工之處。氣流在繞音流蒸發或凝

結現象所呈現的分歧現象，尤其豐富有趣。我們獨創的格林函數，涵

蓋時間漸近方法，相較於其他的方法，遠為定量精準，因此才得以探

討繞音流的豐富現象，這些結果是波茲曼方程研究的一個里程碑。近

年來我們也開拓研究雙曲——耗散型偏微分方程邊界關係的新領域，

此研究旨在探討邊界波和內在波之交互作用，使用複變和代數方法以

找Laplace和Fourier反運算，提供有力的方法以探討連續模型上的諸

多問題。更提出Laplace–Fourier path的概念，它能把Laplace逆運算

轉成Fourier逆運算之形式，而得到邊界關係之表達式。邊界關係可

導出格林函數，並對數值分析和反問題有用。我們的方法可以應用在

更一般的方程。

（2） 在具有混合符號渦度的2d歐拉解的研究上，我們也有很好的結果。
我們建構一類自相似2d個不可壓縮且具備了混合符號初始渦度的歐

伍 重要研究成果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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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解。介於正與負渦度區域間的邊界形成了代數螺旋，它類似於凱登

螺旋，且相對於普朗特對數渦螺旋。並不像普朗特的情況，此螺旋不

是一開始便存在。

二、幾何與數學物理

（1） 幾何分析研究最小曲面的唯一性和平滑性，對海森堡群中的最小曲面

的奇點集分類，Bernstein型定理，本所研究有新的發展。另外，在海

森堡群中Pansu球面的臍性及其描述也有更好的結果。在歐氏空間Rn

中有個非常有名的Alexandrov定理，說Rn中，閉正常均曲率超曲面

必為球面。海森堡群中也有類似的問題：閉正常均曲率超曲面是否必

為Pansu球面？但這問題並不容易。原因是海森堡群是次黎曼流形，
不是黎曼流形。海森堡群上均曲率方程的比較函數的強極大值原理

一直未建立。考慮海森堡群中正常均曲率臍性超曲面，我們證明這正

常均曲率臍性超曲面的性質由以下決定。函數沿積分曲線變化時，滿

足的普通微分方程（ODE）只和這二個函數有關，這就表示除特殊點

外，積分曲線存在而唯一。由於臍性是局部性質，將來只要我們能夠

證明閉正常均曲率超曲面的每一點（奇點外）都是臍性點，就可證出

海森堡群中，閉正常均曲率超曲面必為Pansu球面。這方面相關問題

很多，如上面所提強極大值原理，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

（2） 利用微局部分析的方法及對高次方的科西黎曼線叢的史瑞克核的漸

進展開，我們在科西黎曼流形上建立小平邦彥嵌入定理。從1980年

代以來，這都是非常重要卻相當困難的定理，重要的地方在於許多科

西黎曼流形上的幾何性質都牽涉這個流形本身是否能嵌入到複空間

或投影空間，這類嵌入問題所牽涉的算子是一個連次，但缺乏的橢圓

性算子，還需知道它的半經典行為。這類問題，在偏微分方程的領域

內從來沒人研究過。因此古典有關嵌入問題的方法，如小平邦彥的代

數手法及其他分析或幾何的方法，都無法用在科西黎曼流形上。受到

Witten工作的啟發，我們用微局部分析的方法，對複流形上的柏格

曼核進行徹底的研究，得到了小平邦彥嵌入定理的純解析證明。從這

邊我們開始試著用同樣的方法來建立科西黎曼流形上的小平邦彥嵌入

定理。不同於複流形上的情形，在科西黎曼流形上，我們要研究的是

史瑞克核，且相對應的特徵流形為退化的。為了克服這個困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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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微局部分割函數的技巧及部分史瑞克核的概念，並利用複化的傅

立葉積分算子的理論，來研究部分史瑞克核。證明了部分史瑞克核是

一個新型態的傅立葉積分算子（此類的算子第一次出現在幾何中）。

並利用這新型態的傅立葉積分算子，我們成功地在帶有群作用的科

西黎曼流形上，建立小平邦彥嵌入定理，且在一般的科西黎曼流形

上，同時建立了幾乎小平邦彥嵌入定理（almost Kodaira embeddong 

theorem）。從分析的角度來看，我們的工作是這類連橢圓性都缺乏的

算子的第一次完整半經典行為的研究。

三、組合數學及其應用

（1） 在圖論著色問題方面，推動有關均勻著色的研究，我們在平面圖的列

表著色上也有顯著進展。

（2） Tutte多項式是研究四色定理一個重要的工具，在物理、化學、統計

和數學上有很多重要的應用。經典泊車函數則是計算一般圖的Tutte

多項式一個主要的方法。過去幾年，我們的團隊在Tutte多項式和泊

車函數的研究上有很好的進展，推廣圖上泊車函數概念，給出非奇異

M矩陣Δ上泊車函數的概念，稱之為Δ–泊車函數。給出了Δ–泊車

函數的精確刻畫，也在非奇異M矩陣Δ上泊車函數與Δ上回歸構型

之間建立起一個一一對應，證明Δ–泊車函數的數目恰好是矩陣Δ的

行列式。

四、機率論

（1） 了解最佳的蒙地卡羅高斯擴散過程。在高維度，直接抽樣的機率分布

通常不可行，尤其只知道密度的比率時。把給定的機率分布看成是一

些擴散過程的平衡分布；這些擴散過程就變成逼近給定分布的理論演

算法。我們用過程的無窮小生成元的譜距來衡量收斂速度，在利用高

斯過程來逼近高斯分布的情況，刻畫了最佳的速率，並提出了兩種實

用的計算方法。

（2） 對最佳回應機制下的演化型囚犯賽局得到重要的結果。演化型囚犯賽

局可否得到全面合作，是此領域的根本問題，這賽局可用馬氏過程來

研究，它的極限行為取決於玩家的策略更新方法。在最佳回應的機制

下，Ellison （1993）證明全面合作是不可能的，而我們修正策略，如果



55數學研究所數理科學組

玩家會考慮他的鄰家，則全面合作是可以達到的。

五、數論與代數

（1） 過去幾年，我們在李超代數之特徵式及超對偶性的研究上，獲得非常

豐厚的成果，並得到很多重要的應用。數學上而言，連續性的對稱可

被視為某種李群或是李代數。但為了理解物理現象，需要引入超對稱

的觀念，就是李超群或李超代數的觀念。近年來我們主要的努力集中

在研究李代數和李超代數的表現理論之間的關係。在2012年，我們

推廣A形李代數與A形李超代數的對偶性。在很一般的情況下，我們

證明了A形李代數跟A形李超代數的一些拋物範疇是一致的。利用這

個方式，我們解決了李超代數gl（2|n）的不可約特徵標問題。

（2） 解決了希爾伯特模空間的parahoric階結構，在特徵域裡作簡化的不

可約性質。這是繼Rapoport和Deligne–Pappas之後，在希爾伯特模

空間不可約性質最重要的工作。

（3） 在24次元全純頂點算子代數的分類中，獲得突破性的成果。頂點算

子代數的理論起源於數學物理，是其中一個研究二維共形場論的代

數方法，因此與數學物理，特別是弦理論有很深的關係。1993年，
Schellekens獲得一個部分分類定理，證明24次元全純頂點算子代數

權重一的子空間有71個可能的李代數結構。他還提到了對雜種弦理

論分類的應用。但當時只有39個被實際證明存在。另外，頂點算子

代數的結構是否唯一由權重一李代數所決定，也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

題。基於我們和其他許多人的努力，我們剛剛完成構建全部71個例

子，並提出新的方法來處理唯一性問題。除了權重一李代數為零的情

況，我們基本上可證明其餘70例子的唯一性。

本所將自身定位為國家數學科學中心，期能在數學研究、人才培育、

數學文化之滋養提昇等方面，成為國際重要數學中心。國際數學界也視本

所為一重要交流中心。本所同仁對此有深切體認，在聘任國際卓越研究人

員上，做最大的努力，積極將數學所建成高等研究所。

陸 本所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所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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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數學界對本所有高度期盼，本所建立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主要

並不是為幫助本所研究同仁之研究，而是希望透過本所優良的學術環境

及資源，提升博士後人員的研究成績。本所也以期刊、大學生暑期研習課

程、研究所核心課程等，提昇國內數學教育。

整體而言，數學所多年來和國外重要學術中心建立長久關係，有多位

領先學者經常來訪，國內來訪學者亦大幅增加，實已成為國內外學者聚會

之所。

本所圖書館之館藏於1948年12月、1949年1月分二批自南京運抵臺

灣，是中央研究院圖書遷臺的兩個研究所之一（另一為歷史語言研究所）。

此後數十年在原有基礎上引入現代編目管理，並隨著國家科技經費的增

加，逐步充實館藏，如今館藏圖書已逾55,000冊（以西文為主，含少數中、
日文），西文期刊約 1,050餘種（其中 27套期刊溯至 19世紀），中、日文

期刊約250餘種，錄影帶（含DVD）逾140卷。另為因應時代趨勢，提供
讀者更便捷的服務，本館購置電子資源，包括逾700種電子期刊及Math-

SciNet資料庫等。

本館與各國學術及研究機構維持出版品的交換贈送，亦為科技部數學

研究推動中心圖書館。自2000年起，本館接受科技部自然司之委託，以

聯盟的方式取得優惠價格，為數學推動中心及各地區圖書館（包含臺大、

中央、清大、交大、中興、中正、成大、中山、東華）購置美國數學學會

（AMS）、工業與應用數學學會（SIAM）及Springer出版社之電子期刊及資

料庫逾百種，以節省經費支出，並提升數學研究與教學環境。

本館自2010年從南港搬遷至臺灣大學校園內「天文數學館」大樓，與

臺大數學系圖書室共用大樓的二、三樓空間，陳列二單位的數學圖書共十

萬餘冊及數學所之數學期刊。除提供數學所研究人員、臺大師生，以及來

訪的數學教研人士、社會人士借閱服務之外，並提供電子資源、館際合作

等服務。

柒 數學所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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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是以引領臺灣數學學術研究為目標的研究機

構，透過積極投入前瞻研究、建立、推動重大研究方向等，致力於臺灣學

術界發展，長期目標是為國家人民帶來利益。

本所為推動國內數學發展，組織和主辦了多項各層級長期和短期的學

術計畫。例如具悠久傳統的「暑期研習生課程」，每年吸引相當多臺灣各大

學及領域的大學生，許多學生之後都進入了世界頂尖的研究院所。此外，

為提升一般民眾對數學的興趣，本所出版《數學傳播季刊》（MathMedia）
以傳播數學知識及促進數學教育為宗旨，對各層級的學生和讀者具相當價

值。我們將當期期刊提供公立圖書館雲端書庫免費閱覽，過期期刊也全面

於網站上開放，讓偏鄉地區（如屏東、花蓮等地）及海外各國（如美國和中

國大陸等國）都可以自由閱覽。

本所未來將持續培育研究人才，秉持既有的學術聲望和優秀的研究環

境，積極以最高標準培養臺灣新一代學術界領導者。本所也致力於提供研

究人員最佳的研究環境，讓研究人員擁有更多可能性、自由度和資源，可

以專注於長程研究計畫，全心投入研究工作，以此強化我國在世界學術領

域的聲望和地位。

捌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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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創立，1962年正式復所
http://www.phys.sinica.edu.tw

物理研究所

大陸（1928-1949年）與 
在臺（1962-2008年）時期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至今已有90年歷史。本所

前身為1927年11月大學院所設「理化實業研究所」之物理組。1928年3月

改組，隸屬中央研究院，於同年6月9日正式成立為物理研究所，所址設

於上海霞飛路899號，為中央研究院歷史最久的研究所之一。1933年本院

物理、化學、工學三研究所建造之理工實驗館於上海白利南路落成（圖一

之一）。歷任所長見（表一）。

圖一之一 上海理工實驗館

壹 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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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初期，由丁燮林（1893-1974）出任所長，設有物性、X射線、光

譜、無線電、標準檢驗、磁學等實驗室及金木工場，另在南京紫金山建有

一地磁台。主要研究工作為原子核物理、金屬學、電磁學及地球物理研究

等。1948年秋中央研究院隨政府遷臺時，僅歷史語言研究所和數學研究所

隨同搬遷來臺，物理研究所研究人員和設備皆留在大陸。

1957年胡適（1891-1962）院長邀吳大猷（1907-2000）為本院籌設物

理所；1962年5月王世杰（1891-1981）接任本院院長，建議恢復物理研究

所，請吳大猷規劃。當年底正式復所（圖一之

二），吳大猷被聘為首任所長。因舊有物理所

的一切設備皆留在大陸，復所後一切須從頭做

起。吳大猷羅致人力，組成「基本隊伍」。又

為配合國家長期發展科學政策，他先以支援國

內有關大學為重點，推展與清華大學和臺灣大

學合作研究及培育人才，以求逐步建立本所研

究之規模與奠定基礎。初期每年預算僅新臺幣

240萬元，員額15人。
至 1980年，本所已有專任研究人員（副

研究員以上）14人，研究工作集中於原子核物

理、固態物理、生物物理、流體力學及大氣物

理研究等。1983年4月本所在南港新建「物理

研究大樓」第一期工程落成（圖一之三）。不久

本所在新竹清華大學之原子核物理實驗室遷回

南港，同時加強固態物理研究之實驗設備，開

展表面物理研究。1984年4月本所新建「風洞

實驗室」竣工，裝有研究大氣邊界層流物理之

風洞。1986年建立表面物理實驗室，先後增

購表面分析能量解析儀、低能量電子散射光譜

儀、In-situ表面分析儀、超高真空掃描電子與

穿隧顯微鏡等。1990年代，積極參與國際高能

物理加速器及天文粒子物理實驗，並推動根植

臺灣的微中子國際研究計畫。1995年8月本所

有專任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以上）37人，除

圖一之二 1962年於南港復所

圖一之三 1984年3月物理所大樓完工

圖一之四 1999年物理所十層新大樓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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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理論物理組以外，還建立20個多實驗室，包括：表面物理實驗室、薄膜

實驗室、磁性實驗室、比熱實驗室、低溫實驗室、雷射光源實驗室、加速

器實驗室、水流槽實驗室、光水力學實驗室、粒子物理探測器實驗室等。

本所在奠定紮實根基後，歷任所長與同仁致力於開創前瞻物理研究，

參加國際合作大型研究計畫，建立學術水準，聘請優秀人才，充實研究設

備，改善學術研究環境，使本所在軟硬體設備方面更臻完備。為滿足本所

學術研究活動之快速擴增的需求，本所於1998年8月增建第2棟十層之物

理研究大樓（圖一之四），新樓於1999年夏完成啟用，取名為「大猷館」，
以紀念本所前所長吳大猷先生。編制內研究人員已增加至40餘位，研究經

費亦大幅成長，研究成果發表的論文數量與質量、被引用的次數與影響力

也持續上升，已接近國際一流的研究單位水平。

表一 物理所歷任所長名錄

丁燮林 所長 1928年10月~1946年7月

薩本棟 所長 1946年7月~1948年11月

吳有訓 所長 1948年11月~1949年4月

吳大猷 在台首任所長 1962年12月~1976年1月

王唯農 所長 1976年1月~1977年5月

林爾康

代所長 1977年5月~1981年9月

所長 1981年9月~1987年10月

代所長 1987年10月~1989年7月

何侗民 代所長 1989年7月~1990年9月

鄭天佐 所長 1990年9月~1999年8月

姚永德 所長 1999年8月~2002年3月

吳茂昆 所長 2002年3月~2004年5月

李世炳 代所長 2004年5月~2006年3月

吳茂昆 所長 2006年4月~2012年1月

李定國

代所長 2012年1月~2012年6月

所長 2012年6月~2018年6月

代所長 2018年6月~2018年8月

張嘉升 所長 2018年9月~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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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2017年

本所自1981年開始復所到2008年，規模快速成長，可說是步入了青

壯期，因此本所開始調整繼續發展的策略。由（圖二）可看出，本所經費

在2009年後幾乎沒有成長，甚至略有減少。本所編制研究人員也維持約

45位左右（圖三）。同時，國內學術研究的氛圍也起了一些重要的變化。
首先是學術研究，不只看重論文的影響力，也必須考量對社會與產業的

貢獻，但更大的挑戰來自人才的引進。由於薪資的停滯，再加上國內少子

化，以及中國大陸的迅速崛起，以致聘用優秀的研究生、博士後及研究員

皆變得越來越具挑戰性。經過本所同仁與前任所長李定國多次的討論與所

諮詢委員商量後，擇取了一些策略與措施，以維持本所繼續提昇追求學術

卓越的動力。

在研究方向上，鼓勵同仁們找出一些重要的課題，利用各自的專長及

共享資源，合力研究。例如原先的奈米科學組改名為量子材料物理組，專

注於發展能顯示出量子效應新穎材料。此類材料的製成與分析皆需精密

的儀器及特殊的技術，因此也聚集了許多研究員的設備經費及翁啟惠院

長的額外支持，一同建置了量子材料聚合實驗室，實驗室的先進儀器見

圖二。這個系統包括了分子束磊晶儀（Molecular Beam Epitaxy）、雷射蒸

鍍儀（Pulsed Laser Deposition, PLD），可以製作氧化物與金屬的薄膜，另

外配有角分辨光電子分析儀（Angle Resolved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 

ARPES）、掃描穿隧探針顯微鏡（Scanning Probe Microscopy, SPM）、電子

傳輸特性量測系統等設備，並以高真空傳輸管相連結。這些儀器不但聚集

了本所各領域的專家研究員，也合聘了臺大、清大及交大的教授來共同操

作及使用。本所在2012年開始聚合國內的專家學者，定期開會討論，促進

大家合作，也歡迎利用這些儀器，協助大家的研究。

此外，本所複雜系統組的研究員也選擇一些重點方向，聚合大家的資

源與研究能量，在2016年改名為生物與動態系統物理組。除了原致力於生

物及軟物質物理及非平衡態動力學的研究，並開始研究細胞在侷限的三維

空間中與環境的作用產生的變化。同時也聚集資源，購置新穎的顯微鏡，

並聘請了一名助研究技師參與該組。

為了增強人才的培育，本所在2012年開始設立非編制內的專案研究員

及研究技師，除了不佔用正式員額之外，他們的權責及工作性質與編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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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仁相同。到現在為止，已有6位曾任此職，對各研究組皆有重大的貢獻。
此外，本所也鼓勵優秀的博士後研究員到國外的實驗室學習新穎的知識及

技術，歸國後貢獻於本所的研究，此措施已成功地培育一位助研究員。

為增強本所對社會的貢獻，我們加強了教育與推廣，例如開設暑期學

生研習計畫，不但人數增加，並有學生來自菲律賓聖道頓馬士大學，以及

與新加坡國立大學合作。2015年開始與李水清基礎科學發展文教基金會

共同合辦「李水清物理講座」，以推廣尖端物理科學研究，得到廣大的回

響，詳細報告見下一章節「肆（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屆講座Kip S. 

圖二 量子材料聚合實驗室先進儀器一覽

Clustered System for Quantum 
Materials Research

PLD ARPES SPM Metal M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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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rne 於2015年10月在本院演講時，實驗團隊剛偵測到第一個重力波及

訊號，而這工作使得他得到2017年諾貝爾獎。
在這個時期，雖然資源及經費沒有成長，但本所的研究成果穩定成

長（圖五），平均每年達到350篇SCI論文，每篇論文平均累積被引用次數

已達30次左右（圖六）；而在5年中發表論文平均被引用次數持續上升（圖

七）。同時，本所研究人員也開始積極將研發出來的材料及技術申請專利，

並技轉給產業（表二）。有三位同仁的團隊也獲得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之國家新創獎（表三之一）。總體而論，注意跨領域的研究及推動產業的應

用已成為本所研究人員研究策略的一部分。

經費預算方面，所獲經費補助分別來自中研院經費、科技部與其他單

位經費，預算成長狀況如（圖三）。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三 2008-2017年本所獲補助經費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中研院經費    ■科技部與其他單位經費

金
額
︵
千
元
︶

50,000

0

100,000

150,000

200,000

250,000

300,000

350,000

400,000

450,000

500,000



64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自1981年至2017年止，本所主要研究人力成長如圖四，研究人員包

含特聘、正、副、助研究員與研究技術人員，研究人力穩定成長。

圖四 1981-2017年物理所主要研究人力統計圖

1.  2008-2017年每年發表之學術著作總數（SCI）

參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圖五 2008-2017年發表學術著作總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WOS, assessed Dec.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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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981-2017年每年每篇平均被引用數總和

   
圖六 1981-2017年每篇平均被引用數總和統計圖

圖七 1983-2017年每五年每篇平均被引用次數統計圖

資料來源：WOS, assessed Dec. 2017 

資料來源：WOS, assessed Dec. 2017 

3.  1983-2017年每5年每篇平均被引用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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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2008-2017年專題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件數與技轉件數及收入

5.  2008-2017年本所研究人員獲國內外重要殊榮（表三之一至三
之二），亦為研究成果重要指標。

國內學術研究獎項（依最新獲獎年份排序）

表三之一 國內學術研究獎項表

獎項 獲獎者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會士
王子敬（2017）、李定國（2010）、
張嘉升（2009）

社團法人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
國家新創獎

林耿慧團隊 -最佳產業效益獎（2017） 
李世昌團隊 -臨床新創獎（2015） 
胡宇光團隊 -學研新創獎（2015）

行政院科技部吳大猷獎 莊天明（2017）、鄭弘泰（2009）

行政院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王子敬（2013）、周家復（2013）、
李湘楠（2012）、胡宇光（2015）

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 -銀籤獎 余海禮（2016）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灰野禎一（2015）、蘇維彬（2011）、
鄭弘泰（2009）

中華民國物理學會特殊貢獻獎 胡進錕（2013）、姚永德（2012）

吳建雄基金會 -臺灣女科學家新秀獎 林耿慧（2013）

表二 2008-2017年專題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件數與技轉件數及收入統計表

資料來源：研究成果系統（由智財技轉處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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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術獎 李湘楠（2012）、葉崇傑（2008）

建大文教基金會 -傑出年輕金玉學者 莊天明（2012）

行政院科技部總統科學獎 吳茂昆（2011）

中央研究院院士 李世昌（2010）

行政院科技部臺法科技獎 胡宇光（2010）

國際學術研究獎項（依最新獲獎年份排序）

表三之二 國際學術研究獎項表

獎項 得獎者

Fellow, American Vacuum Society （美國真空學會會士） 張嘉升（2017）

美國國家儀器（National Instruments）公司全球Engineering 
Impact獎Advanced Research類次名（以臺灣微中子實驗數據
取擷系統獲獎）

王子敬（2016）

Li Foundation Heritage Prize（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獎）
郭青齡（2015）、
王嵩銘（2008）

TWAS Membership（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李世昌（2013）

Fellow,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美國物理學會會士） 張嘉升（2012）

Nikkei Asia Prize （日經亞洲獎） 吳茂昆（2011）

TWAS Young Af�liate（發展中世界科學院年輕學者獎） 林耿慧（2011）

Thomson Reuters Taiwan Research Front Awards（湯森路透
科學卓越研究獎）

阮自強（2011）

Humboldt Research Award（德國宏博研究獎） 吳茂昆（2010）

Enrico Fermi Award 李世昌（2010）

Khwarizmi International Award（伊朗花喇子模國際科學獎） 李湘楠（2010）

TA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chievement Award（臺美基
金會傑出人才成就獎 -科技工程類）

吳茂昆（2009）

Ettore Majorana-Erice-Science for Peace Prize（義大利科學
和平獎）

吳茂昆（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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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展方向與成果：

本所的目前有三大研究群，分別為中高能物理、量子材料物理與生物

與動態系統物理組。在過去十年間，個別的研究項目有非常突出的表現，

將其中富代表性的成果簡要說明如下：

1. 中高能物理：

1-1 理論粒子物理及宇宙學

在中高能理論物理方面，李湘楠特聘研究員對強子對撞機粒子碰撞

的噴流物理提出基於微擾量子色動力學新的理論架構，成功描述美國費

米實驗室及歐洲核子中心大型強子對撞機 （LHC） 觀測的輕夸克膠子噴流

質量與噴流內部的能量分布，研究成果發表在2011年10月的《物理評論

通訊》。另外，李湘楠特聘研究員也在含粲夸克粒子衰變到中性K介子的

過程中發現了新的CP破壞效應，其機制源自初態粒子衰變和末態粒子震

盪之間的干涉作用，歐洲核子中心大型強子對撞機LHCb實驗組及日本

的Belle II實驗組已準備測量並驗證這新的CP破壞效應，研究成果發表在

2017年10月的《物理評論通訊》。李湘楠特聘研究員將持續噴流物理、重

夸克物理與CP破壞領域的研究。
鄭海揚特聘研究員對B介子三體衰變的直接CP破壞，有系統的研究

它們在整個相位空間不同區域的分布及機制；另外，應用手徵微擾有效理

論及極點模型研究魅重子的強衰變及弱衰變。過往十年鄭海掦特聘研究員

和他的團隊成員共同完成了一系列論文，已發表在《物理評論》等期刊，

獲得很好的論文引用數。 此外，利用晶格量子色動力學對強子parton分布

的計算，估計強子中連接和非連接海parton，獲得新的重要研究成果，發

表論文在2012年12月的《物理評論通訊》。
通過使用直接搜索實驗（LUX）、間接搜索實驗（PLANCK和AMS-

02）以及歐洲核子中心大型強子對撞機實驗的最新數據，阮自強研究員和

他的合作者提供了一個更新和詳細的分析，對惰性雙希格斯二重態模型

（IHDM）的參數空間給予精準的約束。IHDM是一個非常流行的暗物質

肆 研究與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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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這項工作於2014年在《宇宙學與天體物理學期刊》（JCAP）上發表，
並從那時起獲得很好的引用。後來在2016年，阮自強研究員和他的團隊

成員已經成功地將 IHDM推廣到基於新的SU（2）H局部規範對稱的規範

模型。這個被稱為規範雙希格斯二重態模型 （Gauged Two Higgs Doublet 

Model 縮寫為G2HDM）的新模型已經在《核物理B》（Nuclear Physics B）
雜誌上發表。阮自強研究員將繼續致力關於G2HDM的各種主題上的研

究。這規範模型不僅有很多豐富的現象需要進一步探索，亦可能作進一步

合理的擴展和改善。

余海禮研究員大約在2007年全心投入量子重力的研究，解開時間之

謎，證明了廣義相對論的對稱是三維協變而非四維協變；成功地建構了

時空未出現前描述宇宙狀態的量子重力方程，預測了宇宙暴漲的原因及

可在未來的美國雷射干涉儀重力波實驗 （aLIGO） 及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BICEPIII的實驗中檢驗的張量重力波模譜。到目前為止，余海禮研究員和

他的合作者共同完成了一系列共九篇論文，其中六篇已發表在著名期刊

如： Prog. Theor. Exp. Phys. 及Class. Quantum Grav. 等。
暗能量暗物質佔了大部分宇宙總質量，可是它的物理性質迄今依然成

謎。吳建宏研究員與他的合作者共同探討暗能量暗物質與光波之耦合對宇

宙微波背景輻射偏振性的效應；此耦合會引致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偏振方向

的自旋和破壞宇宙的宇稱守恆。據此，利用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偏振性的觀

測結果，導出對此耦合最嚴格的限制。該系列的研究成果發表在著名期刊

上，獲得宇宙微波背景輻射 WMAP、Planck、BICEP等實驗組的引用。
吳建宏研究員將持續宇宙微波背景輻射偏振性的研究，探討暴漲時產生宇

宙微波背景輻射偏振性的機制。

1-2 實驗核子與粒子物理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於1999年加入了LHC的ATLAS實驗（圖八之一）。
我們的團隊參與建設了98%的ATLAS探測器讀數通道中使用的光發射模

塊。物理所還在ATLAS實驗裡設立了亞洲唯一的Tier-1電腦計算中心，
用於幫助ATLAS實驗的數據處理。在物理分析上，我們的團隊貢獻了在

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的發現，這項發現是粒子物理領域的一個重

要里程碑。中研院組也測量了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質，並尋找暗物質和超對

稱等新物理。團隊的成員也擔任過幾個領導職位，例如ATLAS Higgs H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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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組召集人和ATLAS在線數據質量（online data quality monitoring）協

調員。我們計劃繼續進行希格斯玻色子的測量和尋找新物理，並且參與探

測器升級建設。

「反物質太空磁譜儀」實驗（AMS）是丁肇中院士領導的國際合作計

畫，自 1994年開始，建造最先進的高能量粒子偵測器，於 2011年安置

於國際太空站上，觀測太空中的宇宙射線（圖八之二），迄今已搜集了

一千一百億個宇宙射線的事例，遠超過過去一百年觀測的總數。對宇宙中

基本粒子與反粒子的觀測數據，推翻了當前的理論。目前正積極搜尋宇宙

中的反氘、反氦與反碳。只要發現反氦，就可能推翻宇宙演化的理論；又

只要發現反碳，就證明有反星球的存在。臺灣團隊在物理所的領導下，建

造了AMS大部分的電子系統與散熱系統，讓臺灣具有最先進太空電子與

散熱技術。利用AMS的技術，目前已成功發展新一代的太空雲端電腦，
在國際上行銷中。

「臺灣微中子實驗」為由物理所主導、於臺灣執行之國際合作研究計

畫，研究主軸為微中子物理與找尋暗物質，皆為國際基礎科學主流的課

題。實驗設施包括於臺灣電力公司國聖核能二廠內的「國聖微中子實驗室

（KSNL）」（圖八之三）與位於中國四川、世界最深最大的「錦屏山地下實

驗室（CJPL）」。來自中國、土耳其與印度的合作隊伍，派遣學生長期駐臺

參與研究工作。團隊在超低能區高純鍺探測器研發及其分析手段、微中子

電弱作用與電磁效應、低質量暗物質找尋等重要課題中，提出富開創性之

圖八之一ʊ位於瑞士日內瓦的歐洲粒子物理中心

（CERN）之示意圖。物理所參加了大強子加速器
（LHC）的ATLAS實驗。 

圖八之二ʊ位於國際太空站（ISS）上的「反物質太
空磁譜儀」實驗（AMS），物理所領導國內其他單
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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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方法，成果達世界水平，備受國際同儕肯定。展望未來，團隊期許能

繼續推陳出新，更上層樓。

從1997年開始，核物理實驗組由早期原子核結構，轉向較高能量的

強子物理研究。前後參與的計畫有：1997年日本SPring-8的LEPS實驗、
2007年美國費米實驗室SeaQuest實驗、2013年CERN實驗室COMPASS

實驗，我們對於低能量區間強子系統作用機制、質子中反夸克成分的差

異，和質子夸克的橫向動量與核子整體自旋關連性，做出重要的貢獻，也

與日本、美國、歐洲的強子物理實驗團隊建立良好的合作關係。未來十

年，我們會持續規劃並參與在CERN和日本 JPARC實驗室的計畫，針對質

子和π、K介子內部夸克的動量和橫向空間分布作精確量測，以期明白強

作用力所造成強子結構中的奧秘。

儀器研製組於1993年參與美國費米國家實驗室的CDF實驗，開發平

行光傳輸模組，成功自主研製耐輻射的光傳輸與接收模組。首次將光通

訊技術運用在高能物理實驗上。後續並應用於歐洲CERN的大強子對撞

機ATLAS實驗。在AMS實驗中，本所負責發展及驗證數據傳輸的通訊協

定、數據傳輸及擷取模組與飛行體的生產與驗證，及觸發系統的研發與飛

行體的生產與驗證，並驗證電子系統元件的抗輻射性能能否符合任務壽命

需求。此外，儀器組運用高能粒子物理實驗的技術及經驗，開展CROSS

圖八之三ʊ「臺灣微中子實驗」（TEXONO）位於核能二廠，為物理所主導的國際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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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狀離子腔探測器，其特點為高達20kHz擷取速度，高空間解析度及穩定

度。可在掃描筆型質子束癌症治療上，快速完成驗證加速器系統。

本團隊參與國際粒子物理實驗研究，場地廣布，從（圖八之一）歐洲

CERN-LHC對撞機ATLAS實驗，至（圖八之二）國際太空站上的反物質太

空磁譜儀，以至（圖八之三）本所主導於臺電核二廠之臺灣微中子實驗。

1-3 量子材料物理：

在量子材料物理方面，吳茂昆特聘研究員實驗室是世界上第一個發現

鐡硒化合物（圖九） 具超導性的研究小組。目前鐵硒超導研究已成為國際

上超導研究最重要的主題之一。除了它後續被發現具有極高溫（大於絶對

溫度七十度）的超導轉變溫度之外，由於它的結構單純，提供了一個絕佳

的平台去深入瞭解高溫超導的基理。我們的結果證實超導的產生與低溫下

的一個結構相變有正相關。最近研究結果顯示此材料與極重要的課題拓樸

材料相關聯。該文章自2008年發表，至今已被引用超過二千次。
而在瞭解銅氧化合物高溫超導的機制，李定國特聘研究員的團隊以各

種數值及理論方法，去探討不均勻超導態中混雜電荷波函數的可能性，並

提出了強關聯Mott物理是這些奇特態形成的原因。
陳洋元研究員實驗室發現CdSe奈米顆粒中Cd的電子會轉移到表層包

覆之POTO，因而產生電洞，使CdSe奈米顆粒呈現半導體不平凡的鐵磁

性（Advanced Materials）。在奈米線的研究方面先成功地量出一根懸空Ni

奈米線極低的熱傳導係數（Appl. Phys. Lett.）。在SnSe單晶具破紀錄之熱電

優質係數 ZT=2.6被報導後，我們發現其SnSe單晶並非真正之單晶，因此

圖九 超導鐵硒化合物的結構單純（類似氧化鉛型結構），提供了一個絕佳的平台去深入

瞭解高溫超導的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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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極低之熱傳導係數是不正確的（Nature）。在奈米生醫的研究方面，我們
成功地驗證奈米金棒和FePt奈米顆粒可以利用其電漿吸收雷光能量，產生

之熱效應用於癌症之治療（Biomaterials）。
在拓樸超導體中，尚未確認的費米子——馬約拉那費米子，會被束縛

在如超導渦流的拓樸缺陷；然拓樸超導體尚未被發現。本所陳鵬仁博士和

清大鄭弘泰教授透過密度泛函計算研究PbTaSe2的電子結構，發現其能滿

足成為拓樸超導體的條件。高品質單晶樣品由本所Raman Sankar博士和

臺大凝態中心周方正研究員成功合成。表面與電子結構則由臺大物理所博

士生關旭佑、本所張嘉升研究員和莊天明助研究員使用掃描穿隧電子顯微

鏡，觀察原子尺度下電子波函數變化，確認了理論預測的能譜特徵和超導

特性。該研究成果發表於Science Advances。
李偉立副研究員致力於發掘新穎物質的新奇物理現象，近年來重要的

研究發現，包含雙閘極雙層石墨烯元件的場效熱電效應、磁性拓撲絕緣體

的量子異常霍爾效應、拓撲狄拉克半金屬中的異常巨大橫向電流與大陣列

超導奈米結構薄膜的擾動增益實驗證據等等。

黃英碩領導的團隊，多年來發展高力靈敏度原子力顯微術，並研究溶

解在水中的氣體分子如何在石墨與水介面形成的數種結構。研究結果發現

水中氮及氧分子傾向吸附到疏水固體表面，並成功解析出氧及氮形成的數

種結構，其中有二維有序及無序結構，還有三維類液態結構；確認疏水表

面能有效捕捉溶解在水中的氣體分子，可用來理解水中生物如何有效獲取

微量的氧分子及很多水中的基本現象。過去科學界對溶解在水中的氣體狀

態認知不足，以致存在很多謎團，也限制水中氣體可能帶來的很多應用。

另外，該實驗室也利用獨特的製備單原子針尖技術，持續開發低能電子顯

微與繞射技術，目前已證實能觀測二維材料的奈米級撓曲。

自我國於1993年興建亞洲首座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以來，本所便積

極投入同步輻射之相關應用研究，並特別在X光顯微技術上取得多項領先

的成果。胡宇光研究員團隊在二十年中持續投入相對比成像之成像機制及

其生醫研究的應用，得以大幅提高X光成像技術的解析度及對軟組織的成

像對比，並將其推進至健康醫療的產業應用。在超高奈米解析度的X光成

像技術上，本所利用奈米製造技術所完成之X光成像元件，成功將X光顯

微技術的解析度自100奈米逐步提高到15奈米。本所整合超高速次微米解

析度及奈米解析度等二類型的相對比顯微成像所建構之X光成像設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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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完成對動物全腦神經網路成像之基礎可行性研究。目前規劃將進一步

結合國內在果蠅腦神經圖譜的基礎上，配合超解析光學顯微技術、紅外能

譜顯微術、冷凍電鏡及小動物功能成像等多模三維成像技術，目標在短期

內完成小動物之全腦神經結構及功能圖譜。

1-4 生物與動態系統物理：

林耿慧副研究員致力於了解細胞力學，尤其在三維微環境的行為。近

年來重要的發明是開發均一孔洞鷹架（圖十之一、十之二），已成功技轉

到業界，並已經被量產並且可在 Sigma-Aldrich 知名的生醫材料供應商的

平台上購買到。而該實驗室也發現在均一孔洞下的細胞能保有類似體內組

織的型態，並與慈濟王禎麒醫生合作發現軟骨細胞在均一孔洞中生長，軟

骨細胞能維持正常的型態，分泌許多蛋白聚糖和第二類膠原蛋白。另外與

陽明李光申醫師合作，發現幹細胞在均一孔洞下分化到骨骼細胞的程度更

好，尤其在孔洞是100~150 微米大小中。我們

也研究細胞在均一孔洞的生物物理，例如細

胞體積可被孔洞直徑所調控，孔洞越小，細

胞體積越小，這趨勢與在二維限制圖案上培

養細胞的體積大小相反。這些成果皆已發表

在 Biomaterials, Soft Matter, Integrative Biology, 
Scientific Reports, Acta Biomaterialia。

周家復研究員及其研究團隊專長為微奈米

加工，致力於高感度奈米分子及生醫快篩晶片

系統的新技術研發，並探討生物巨分子及細胞

於侷限空間下的生物現象和介面間的交互作

用。使用的工具為微奈流晶片，搭配光電磁學

及電化學的操作或分析。近來結合實驗室開發

的兩項獨步全球的奈米分子壩及奈米分子捕捉

器技術（圖十之三），已應用於高感度分子診

斷快篩晶片，例如癌症標記分子、神經胜肽，

皮質醇等檢測，及分子親和性分析。研究成果

除發表於高端國際期刊外，近三年已獲5項國

內外專利。

圖十之一 由PABS與陳壁彰合作的晶格光紙顯
微鏡設置，用於快速 3D+t 影像擷取。

圖十之二 3D泡沫支架的球形孔中的成纖維細
胞。綠色顯示粘著斑，紅色顯示 F-肌動蛋白細
胞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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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志強研究員發現視網膜的神經網

絡能夠預測未來事件的能力。這種預測

動力學與網絡的同步與工作記憶有關。

陳志強研究員使用不同的時間和空間刺

激，來探測視網膜的預測能力。將牛蛙

視網膜置於多電極陣列上，能夠同時測

量不同位置處視網膜細胞所產生的動

作電位脈衝。我們以基於信息理論之方

法來進行數據分析，發現用不同的編碼

方式來對視網膜進行刺激，其中包括全

域、局部以及以時間編碼等，視網膜都有一定的預測能力。在我們的觀察

中，視網膜不斷地進行數據壓縮，並且將根據輸入信號的信息內容來使用

時間和速率編碼。我們期待利用這些結果來建構一個預測編碼機制。編碼

研究結果將為這些人工視網膜提供有用的信息。此外，視網膜的神經迴路

相對簡單，目前也較清楚了解。然而，這樣的神經迴路如何能夠提供優於

世界上最好的攝像機之性能，仍然不清楚。我們的猜想是，視網膜的預測

能力是其優越性的來源，如能更好地了解視網膜的預測機制，將能為下一

代相機的設計提供新的方向。

郭青齡副研究員實驗室的研究主軸是，為了解細胞如何自組三維微環

境，因而產生不同尺寸的空間控制以及生理機能。研究發現，單個上皮細

胞即能夠形成極化多細胞組織的前體狀態，這和傳統上認為上皮細胞只有

在多細胞組織中才能發展極化結構的想法顯著不同。這種能力可能被用作

區分正常細胞和異常的去分化細胞（例如：癌細胞）的生物標誌。為了擴

大研究範圍，我們還研究了細胞如何利用這種單細胞能力來啟動或調節多

細胞結構的動態變化（例如：癒合）。此外，由於上皮細胞和神經元都來自

外胚層，我們和分子生物學研究所的鄭珮琳博士合作研究新生神經元的三

維形態發生。最後，在組織和器官尺度上，我們正在與加州理工學院合作

研究海蜇的自我修復，以低等模式生物來學習移植組織的自我修復原理。

同時與南加大以重組的表皮——真皮系統為模板，研究毛囊如何自發組

織，以冀能幫助毛髮再生。

在微生物界中，利斯塔氏菌（Listeria） 能以最簡單的方式，利用機動

蛋白的聚合產生運動，因此研究該細菌，有助我們瞭解其他同類微生物的

圖十之三 奈米分子捕捉器



7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運動模式。運用連續模型與數值分析方法，梁鈞泰研究員以考慮細菌運動

軌跡的穩定性、幾何特性，以及在噪音下的關聯函數為主，探討單一細菌

在宿主細胞中的運動和相變機制。結果與既有實驗吻合，並提供新的實驗

方向。成果已於2012至2016年間陸續發表於Euro. Phys. Lett. 與Phys. Rev. 
E 期刊中。

在高分子物理領域，陳彥龍副研究員及研究團隊發現，在高侷限內

高分子持續長度的改變會影響拉伸長度與施力之關係。此預測已在DNA

拉伸實驗應證。此效應也對應高分子聚合物液態至液晶態（isotropic-

nematic, nematic-smectic） 相變受侷限的轉變。有助於高分子薄膜材料性

質。這些結果已經陸續發表於Macromolecules, ACS Nano, Lab on Chip, 
and Biomicrofluidics。

癌症轉移是全世界癌症死亡率的主要原因。該過程是腫瘤細胞通過

血管壁（稱為外滲），並通過血流遠播散循環腫瘤細胞（稱為CTC）。陳彥

龍副研究員與哈佛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究發現 CTC 集群穿過血管壁毛細孔

的機制。陳副研究員發展了物理模型，可解釋循環腫瘤細胞集群通過一個

小的毛細管中轉的成功或失敗。此研究發現，細胞間粘附力控制集群是否

在過程中解體、卡住，或單行排列地通過毛細管。這表示未來可發展利用

改變細胞間粘附力的策略，來降低轉移的概率。成果已發表於 Proc. Natl. 
Acad. Sci. USA。

胡進錕研究員與其團隊提出一個新的決定兩時間系列因果關係的方

法，且此因果關係可隨時間而變，他們用此方法建構一個新的混沌祕密通

訊的方法。此研究成果刊於2008年12月的Physical Review Letters （PRL）。
所謂生物多形現象，是指某一物種的生物可以有不同的形態。胡進錕研究

員和亞美尼亞學者Armen E. Allahverdyan教授用演化博弈論，提出一個生

物多形現象形成的理論，此研究成果刊於2019年2月的PRL。蛋白質的群
聚會造成許多人類的疾病。胡進錕研究員和合作者用簡單的晶格模型和聚

合物模型理解造成蛋白質堆積的關鍵因素，此方面的成果刊於2010年PRL
和《日本物理學會學刊》。活的生物必須處於非平衡狀態，生物的機能才

能正常進行。生物靠何種機制保持在非平衡狀態是一個有趣且重要的學術

問題，胡進錕研究員和合作者發現相互作用的聚合物，在某些條件下，可

以容易保持在非平衡狀態，這可能是理解生物保持在非平衡狀態的關鍵因

素。此方面的研究刊於2015年和2017年的Scientific Re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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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研究設施

1.奈米核心設施

過去十年，物理所在中研院奈米計畫的支持下，成立了完善的 ISO-6

等級之製程無塵室，以及專業技術團隊，提供本所以及全院微奈米元件和

材料製程相關之尖端研究支援。有別於一般單機式貴重儀器的運作，此研

究支援設施及團隊以整合型方式，提供從黃光製程、電子束製程到離子束

製程（圖十一），全方位的實驗技術諮詢和服務，並同時整合分析式穿透電

子顯微觀測技術，來協助進行尖端研究所需之奈米等級之元件及材料結構

解析。在過去十年，此研究支援部門已協助本院70個以上之研究實驗室進

行研究，並協助發表上百篇的世界級研究論文，已是本院不可或缺的研究

支援部門。因其所增添之良好研究環境誘因，成為本院吸引頂級研究人才

加入本院的最佳幫手。

圖十一 奈米核心設施多元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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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網格計算與 E-Science 研究  （全球網格與E-Science計畫）  

本院網格中心（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Centre, ASGC） 

自  2002 年參與由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 ER N）領導的全球網格

（Worldwide Large Hadron Collider Computing Grid, WLCG），與全球主

要國家共同研發新一代的分散式計算基礎架構，做為大強子對撞機實驗設

施的一部分。全球網格為目前學術界規模最大也最穩定的巨量資料分析環

境——已達100 Petabyte 數量級、穩定的 50GB/s 資料傳輸速率、每天可完

成超過 2M Jobs處理能力，正朝向 Exabyte 規模邁進。
依據全球網格研發經驗，網格中心持續致力於研發分散式計算應用

環境，與院內各領域研究團隊合作推動 e-Science 發展。不僅從全球網格

與高能物理大強子對撞機實驗擴展至更多元學術領域的國際合作，如粒子

天文（Alpha Magnetic Spectrometer, AMS）、重力波（KAGRA/VIRGO）、
微中子（TEXONO）等實驗，以及生物資訊（芝加哥大學）、先進網路技

術（與西北大學於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研發合作），更與院內及國內

大學於生物醫學、生物多樣性、環境變遷、防減災、地球科學、數位典藏

以及物理學等研究領域，合作研發更有效的巨量資料分析與模擬等研究應

用。同時，長期參與歐盟 e-Science 旗艦計畫迄今（參與Enabling Grid for 

E-sciencE [EGEE], Advanced Computing for Research [EGI], Open Science 

等），帶領亞洲地區國家共同建立區域的分散式基礎架構，提升各國巨量

資料分析與應用能力，並合作針對區域共同的防減災課題，建立快速的災

害評估分析，甚至預警機制。

網格中心以研發全院先進的研究基礎架構，建立可增進各領域科學研

究效能的分散式系統，並整合先進資料分析與系統技術（如巨量資料、機

器學習、software defined architecture 等）為主要任務。策略上一方面藉由

國際合作導入先進技術，另方面與各領域研究團隊合作整合研究需求與應

用，以建立自主研發能力，培育分散式的系統技術與效能最佳化研發人才。

網格中心已建立全院規模最大的分散式計算，儲存與國際網路資源，

為兼具基礎架構、技術與平台前瞻性的先進研究計算環境。研發內容、模

式與成效均具獨特性，也是國內唯一的分散式計算研發單位。未來將持續

藉由跨領域的國內外合作，由先進資料科學基礎研究、技術研發，以及各

領域研究應用整合彼此互動中，提升全院創新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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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教育與推廣

1.臺灣國際研究生學程——奈米科技學程

奈米科學與技術學程（Nan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am, TIGP）
成立於2004年，設立之宗旨為達成培養跨領域研究人才、厚植研究創發

潛力、提昇臺灣學術在世界之競爭力，進而提升國內科研水準。自成立至

2017年止，奈米科學與技術學程招收之學生，自2008年的34名，十年間增

加至178名，計來自26個國家，外籍學生比例超過七成，其中畢業生已達

66名。每年申請入學人數也逐年增加，從2008年的54件申請數，一路上

升，至2017年已達166件，其中2014年至2016年每年件數皆超過215件。
學生之論文發表於各大期刊，曾發表的期刊例如：Science Advances、

Nano Letters、ACS Journals、Advanced Materials、PRL等。畢業後，部
分學生轉往國內高科技產業界發展（如台積電、聯電等），部分學生留在

圖十二 網格中心之硬體、研究課題與服務社群及國際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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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實驗室或國內研究機構擔任博士後研究員，亦有學生前往國外實驗繼

續深造，如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Laboratory、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Caltech、Max-Planck-Gesellschaft、Chalmers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等。同時，多位外籍學生歸國貢獻所長，於大學內擔任教職，
或是負有該國科技發展的重任。

2.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暑期研習計畫

為招募國內外有志於從事物理學科學研究的年輕學子，中央研究院物

理研究所自2012年擬定「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暑期研習計畫」，提供大

學生參加暑期研習及接受培訓，接軌物理學教育與研究，教授基礎科學知

識之餘，亦啟發具有潛力的年輕人才。2017年研習計畫計收取74份報名

資料，其中錄取15名成績優異且符合條件的大學生，並致補助為期兩個月

的津貼。此外，國外大學生亦個別提出申請以參與研習，如菲律賓聖道頓

馬士大學（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目前，物理研究所亦積極與新加坡

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研擬相關研習培育計畫，期許

未來吸引更多國外大學生的投入與參與。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暑期研習計畫」為期兩個月，研習生得參與

該計畫所主辦的系列活動。首先，研習生透過各研究群組簡介及實驗室參

觀，以加強其對物理研究所及專題研究領域的認識及興趣探索。爾後，研

習生將依所參與的實驗室需求，在老師的指導下，全程且務實地參與專業

的研究與研習工作。另，研習生亦需進行報告發表，以總結本次研習計畫

之成果與心得。研習計畫結束後，部分表現傑出的研習生亦可繼續參與相

關專題研究，為其未來從事物理科學研究深耕基礎、持續進步。

3. 李水清物理講座

2015年開始，由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與水清基礎科學發展文教基金

會共同合辦贊助之「李水清物理講座」，以推廣尖端物理科學研究為宗旨，

期望對臺灣物理科學研究有延續性影響。預計每一至二年，邀請具代表性

的國際大師，針對當今最重要且具前瞻性的物理主題進行為期三天的學術

交流，包括公開演講、專題研討會、大師專訪等活動項目，藉由介紹尖端

物理科學給國內大眾，期望為臺灣的物理研究注入更多新的創意研究思維

與培育更多人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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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三之一  Prof. Kip Thorne與本所李定國所長、講座籌備委員、專題研討會其他講者及論壇主持人孫維新教
授合影

圖十三之二  Prof. William Bialek與本所李定國所長、水清基礎科學發展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李世昌院士、講座
籌備委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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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第一屆講座，我們邀請了2017諾貝爾物理獎得主Kip S. 

Thorne（基普．索恩），以慶祝廣義相對論百年特別講座為主題（講題：A 

Century of Relativity: From the Big Bang to Black Holes and Interstellar 相

對論百年：大霹靂、黑洞與星際效應），進行一系列的學術交流活動，獲

得一般民眾、學生及相關研究專家極大迴響，有超過 700人以上的報名

人數，現場座無虛席。2017年第二屆講座邀請William Bialek （Princeton 

University） 擔任主講者，以講題「The Physics of Life: How Much can We 

Calculate?」討論物理理論計算對生命科學的影響與展望，再次引發國內學

生及相關專家學者的熱烈討論與反應，有超過500人以上的民眾參與活動。

4.吳大猷紀念館

本館成立於2001年，紀念本所在臺第一任所長（1962-1976）及中央研

究院院長（1983-1994）吳大猷先生。吳大猷先生是近代中國著名的學者及

享譽國際的物理學家，一生培育人才無數，對物理學界的貢獻與影響，更

圖十四 吳大猷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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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學界尊為近代中國物理學之父。紀念館陳列吳大猷先生的生平事蹟，包

含其著作、遺物、手稿、收藏、嗜好、家居生活照片及紀錄影片等，並有

時任物理所所長的辦公室及起居室陳列室，本館開放給國內外學校團體及

民眾參觀，並提供專人解說，進行科普教育推廣。

1962年本所在資源貧乏的時期復所，一直到1980年代才開始漸有資

源，研究的量與質一步步成長，到現在已經相當茁壯。在物理科學的各個

重要領域，中高能物理、宇宙學、生物物理及凝態物理等已達到國際的研

究水準，可以與很多歐美一流公立大學的物理系相比。此不斷進步最根本

的原因，除了經費的增加外，就是本所同仁皆非常努力而且有追求卓越學

術水準的毅力，因此可不斷吸引傑出新進人員加入。

現今臺灣少子化，投入物理研究的學生會一直持續減少，國內學術

基礎研究環境轉為嚴峻，而國外的競爭越來越激烈。如要持續提升研究水

準，必須克服現在面臨的最重要挑戰：引進傑出的人才。本所最近推動的

各項革新措施已有一些成果，去年聘僱到三、四位傑出的年輕學者，希望

未來能繼續這些革新策略。相信只要我們執著於追求學術卓越，絕不妥

協，本所再攀高峰也是指日可待。

伍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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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創立，1957年設立籌備處，1965年正式成所
http://www.chem.sinica.edu.tw

化學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於1928年7月於上海成立，1957年4月於南

港院區籌備復員，1965年4月正式復所，在籌備之初即啟動發酵方法的

研究。在往後的二十餘年間，研究領域含括有機化學、無機化學、有機

金屬化學、物理化學、理論化學、食品化學與海洋化學。1980年代林渭

川所長（1919–2000）選定觸媒化學為研究重點，開始集結部分研究人員

的能量共同關注鐵系觸媒。1990年代初期周大紓所長（1950–1999）鼓勵

所內人員往材料化學發展，開啟有機光電材料的群聚研究。1990年代後

期陳長謙所長規劃本所三大研究範疇為材料化學、催化反應及化學生物

學，化學所研究人員正式進入在三大範疇，同時積極結合專長，選擇重

點研究議題，執行個人型與整合型研究計畫的時期。有鑑於院方發展生

醫藥物的長期方向，陶雨台所長（任期為2006-2011；2013任代所長）進

一步揭示合成化學亦為發展重點，遂整併本所核心研究範疇為：（一）材

料化學，（二）催化反應與合成化學，及（三）化學生物學。化學所同仁

除積極參與院方國際研究生學程中之奈米科技學程、分子科技學程、化

學生物暨分子生理物理學程外，也基於環境及人類的永續發展需要前瞻

性化學技術，在續任之王寬所長（任期為2011-2013）推動下，以及陶雨

台所長、陳玉如所長（任期為2013至今）的後續努力，本所和交通大學

應用化學系共同規劃，促成中研院於2014年成立永續化學科學與技術

國際研究生學程。該學程呼應前述三大核心，以永續能源科技、綠色催

化合成及永續生命科學為主軸，培育永續化學研究人才，以達成研究創

新、學術卓越與貢獻社會的目標。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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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十年，化學所研究人員由25名成長為 28 名，各研究人員潛心帶

領其實驗室成員，致力於尖端基礎化學及應用化學研究。博士後研究人

員、研究助理、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博士生及碩士生由不足300名成長

至約350名。所上的結構分析（質譜服務中心、核磁共振實驗室、X光實

驗室）、生物影像及材料元件製備的核心儀器設施先進完備，亦建置化學

生物學共同核心設施，提供研究人員完善的研究支援。因此無論在學術論

文品質、應用端之技術轉移或專利數量皆穩定成長。尤其在高品質的學術

論文方面，高衝擊指數的論文數量近年來有大幅提升趨勢。在各級研究員

中，副研究員與助研究員超過半數，且長期領導化學所的陶雨台所長作風

開明，現任所長陳玉如上任時甫43歲，因此本所是一個歷史悠久，但是成

員年輕且充滿研究活力的研究所。

近十年，化學所研究重點在化學材料領域上，著重有機發光材料、有

機電晶體材料、有機太陽能電池與奈米材料，催化與合成領域持續探討

合成方法學及替代能源相關催化反應，化學生物學方面為化學探針及疾

病致病機制探索。為提升研究動能與品質，本所在人才延攬、整合計畫

申請、空間利用與實驗室更新、核心設施設立，以及學術交流方面做了諸

多努力。在人才延攬方面，為加強合成與化學生物學的研究能量，2009

年陸續延攬陳榮傑（天然物全合成、不對稱催化反應）、王正中（專長為

合成醣化學、醣生物學）、李賢明（2011；化學生物學、生物影像）、謝俊

結（2015；藥物合成、化學生物學）等學者。近二十多年來材料研究群組

雖人員眾多，但在2015至2019年間有5位研究員屆退休之齡，且本所試

圖在能源／材料方面有所貢獻，因此自2013年延攬郭俊宏（奈米材料、催

化）、尤嘯華（2014；高分子化學、生物材料介面、奈米生物科技）、鍾博

文（2015；材料化學、催化）、涂熊林（2017；表面物理及材料化學，化學

與系統生物）以及顏宏儒（2017；奈米石墨烯，功能性聚合物光電能源化

學）等人。為管理核心設施並將儀器發揮到最佳效能，特聘請博士級人員

吳文蒂與蕭潔謙，管理材料與化學生物領域的核心設施，並積極規劃催化

領域核心設施。在學生來源方面，本所自2001年起陸續與中央大學、中正

大學、臺灣師範大學、臺灣科技大學合作指導碩士生。在博士生源部分，

除與臺灣師範大學合作，亦招收中央研究院國際研究生學程「化學生物學

與分子生物物理學」、「分子科學與技術」、「奈米科學與技術」的博士生。

近十年新增合作指導臺灣科技大學博士生，以及與交通大學合作招收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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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學與技術國際研究生學程的博士生（圖一）。該學程雖僅成立三年

多，但在2017年學生報到率在本院各國際研究生學程中名列前茅，顯現同

仁通力合作的成效，以及國際間對永續科技之需求。

在歷任所長結合新舊研究人員，以及院外學者長才的努力之下，化學

所研究同仁主導或參與諸多科技部、院內或國家層級之整合計畫。例如科

技部跨領域研究計畫、卓越領航計畫、雙邊共同合作研究計畫、國家型能

源技術分項計畫、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中研院的跨領域主題計畫、

奈米主題計畫、永續主題計畫、登峰計畫等。這些計畫讓研究人員得以拓

展研究領域，加強與國內外學者之連結，並且因應社會的需求，思考發展

對整體人類有更直接影響之科技。例如，林建村率領的中研院跨領域主題

計畫「太陽電池：材料、元件及其相關之研究」，集結呂光烈、陳錦地、孫

世勝、簡淑華，以及本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朱治偉、臺大化學工程系何國

川，進入染敏太陽能電池領域的研究。後續的奈米、永續計畫，讓更多本

所材料、催化與理論專長的同仁適時加入，化學所得以長期發展太陽電池

能源領域的研究。另如李文山、陳榮傑、王正中，也透過登峰計畫「重大

圖一 永續化學科學與技術國際研究生學程第一屆學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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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與基因體中心及臺灣大學的學者合作，幾種先導

化合物正在進行動物實驗以檢驗其抗腫瘤活性，其中抗肺癌與乳癌藥物的

合成專利已授權。近來中研院呼應政府施政方針的政策額度計畫「深度減

碳之研發」、「深度減碳之邁向永續社會」，本所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同仁參

與，更有近半同仁參與政府支持的能源研究和癌症研究主題下的新興關鍵

政策額度計畫。值得一提的是，不論整合型或個人型的計畫，過去兩三年

在陳玉如所長的鼓勵下，本所同仁爭取計畫的態度轉趨積極， 2015年本所

同仁王朝諺獲「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獎助、2017年本所同仁許昭萍獲「中

央研究院深耕計畫」獎助。

化學所的前後棟大樓分別建於1983年與1995年，為提供機能完善與

高規格環安衛標準之研究環境，需要大規模空間整修及空氣品質改善工

程。在院方的大力支持下，2009年更汰41個排風櫃，2013年起啟動了三

階段大型改造計畫，以升級研究實驗室、排風櫃通風系統、圖書館、教

室、會議室、公共空間、基礎核心設施和設備。2013年中，行政管理與會

議交流空間（圖五）、錢思亮紀念廳（圖三、圖四）、圖書館改建工程完成。

2013年底完成前後棟四樓與五樓13個合成密集型研究實驗室的大規模改

圖二 歷經數年大規模整修後化學所兩棟大樓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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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錢思亮紀念廳啟用典禮，陳玉如、王汎森、彭旭明、錢復、錢煦、翁啟惠、楊泮池、陳建仁、陶雨台蒞
臨剪綵

圖四 位於化學所圖書室之錢思亮紀念廳

圖五 2013年完工之多功能交誼廳 圖六 2014年整修後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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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工程，並檢修通風系統，以充分發揮排風櫃效能。太陽能實驗室、光譜

儀器室、無塵室、生物安全一級與二級實驗室等核心設施均全部翻新或新

建。2014年底再完成後棟六樓、七樓、八樓以及前棟二樓、三樓共18個

合成密集型研究室的整修（圖六）。這兩年間，化學所翻修共5,928平方米

的面積，包括31個化學實驗室以及新的通風管道系統。整修期間多有不

便，但同仁通力合作，完備核心設施共享資源，再造現代化之研究環境。

2016年年底完成大樓防水工程，解決漏水問題後，兩棟大樓不僅內部全面

整修，外觀亦煥然一新（圖二）。

學術交流是深耕與活化科學研究重要的一環。化學所重視交流的傳統

在周大紓前所長積極帶領下便已奠立。在陳長謙院士、周大新、陸天堯、

陶雨台等前所長的耕耘下，本所長久以來為臺灣化學界國際交流的重鎮之

一，同仁們亦積極參與主協辦國際會議。例如，2008年舉行之第二屆世界

華人質譜研討會；2010年舉行之第十一屆世界華人有機化學家暨第八屆

世界華人無機化學家聯合研討會、第五屆亞洲生物無機研討會；2012年舉

行之第七屆亞洲染料敏化與有機太陽能電池會議；2013年舉行之第六屆亞

洲功能性染料與先進材料會議、第四屆亞洲與大洋洲質譜會議；2014年舉

行之第十九屆國際物理化學生物量子系統工作坊；2016年舉行之第十五

屆人類蛋白體組織世界大會，該會參與人數高達1,200人，過半參與者來

自全球各地。本所每年舉辦之周大紓講座與陳長謙講座，分別邀請國際首

屈一指的有機化學與化學生物學相關的專家蒞臨臺灣，也為化學所帶來許

多國際友誼。例如2015年周大紓講座的講者Lutz Ackermann與王朝諺成

為研究夥伴，爭取到2017-2018年科技部臺德雙邊研究計畫，共同研究高

選擇性C-H活化反應；2016周大紓講座的講者Kenichiro Itami（圖七）深

受本所活絡的互動氣氛感染，不但邀請陳玉如所長率團訪問名古屋大學的

Institute of Transformative Bio-Molecules（ITbM），2017年也率該所同仁

前來本所交流（圖九），為未來進一步的合作奠基。

由周大新主導與九州大學教授互訪之交流活動已累積至第十屆，不

僅帶動所方研究人員與九州學者的互動，也促進國內其他學術單位與之交

流。除了臺日互訪，近十年來與對岸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定期組團互

訪也持續進行，近期並擴大為中研院化學所——臺大化學所——中國科學

院化學所——北京大學化學所四個單位的交流活動（圖八），由化學所主辦

或率團出訪。此外，臺韓、臺以（以色列）、臺菲、臺印等雙邊互訪，亦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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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2016年周大紓講座Kenichiro Itami與本所及國內同仁合影。

圖八 2016年化學所與臺大化學系、北京大學化學系、中國科學院化學所之四邊會議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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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了擴大連結、科學議題合作或收取國際學生的管道。在議題合作方面的

例子，周大新與印度學者合作研發有機發光材料；陶雨台與中國學者合作

研究白光有機發光二極體；呂光烈與印度學者合作研究發光金屬錯合物在

光學影像的應用；陳玉如、鄒德里與以色列學者合作研究抗癌藥物；尤嘯

華與以色列學者合作開發用於細胞工程的智慧材料等。

國際學生方面，在臺日關係的長期耕耘下，九州大學的博士生或博士

後已有多人次來臺進行研究。例如周大新與日本Shimyouzu Teruo的長期

合作，吸引了該實驗室學生Motonori Watanabe來臺做博士後研究，並成

為周大新與陶雨台發表於Nature Chemistry的六環素單晶材料研究論文之
第一作者。另如本所與菲律賓大學Diliman校區的交流互訪，也成就議題

合作與學生來臺就讀與研究的機會。

所內同仁的交流互助是促進單位活力與培養未來領導人才的要素。自

2013年起，在陶雨台代所長與陳玉如所長的支持，以及所內同仁的合力規

劃下，本所同仁間在科學與公共事務方面的交流大幅提升。透過四次全所

研究人員移地舉行之集思交流會議，以及2014年3月以來舉行的所內雙週

午餐會，同仁在各方面的意見交流與腦力激盪日趨頻繁。例如2015年與

圖九 2017年日本名古屋大學 ITbM近全部成員來臺與本所同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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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集思會議在太陽能轉化、減碳、生物質能和天然氣、智慧材料、
疾病檢測、藥物發展、動態生物影像發光化學探針、小分子活化和合成方

法等議題上，由同事自由參與討論，各小組不僅從討論中提出要點，亦揭

示目前的機構研究現狀和這些主題的優缺點。這些討論有助於同仁獲得多

面向之觀點，確立關鍵研究課題，以及規劃整合未來的研究計畫與合作夥

伴。由於討論的內容與氣氛良好，移地集思會議與雙週午餐會的平均出席

率分別為九成與六成以上，成為凝聚向心力的核心活動。 

 

員額：化學所專任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研究員過去十年維持在 25

至28名之間，計新聘1名副研究員，8名助研究員，退休6名研究員。自

2013年起延聘特聘講座，維持在2∼3名。由於數位退休研究員轉任兼任

研究員，因此兼任研究員人數微升（參見圖十）。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十 2008-2017年化學所人力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員 12 12 12 14 16 16 15 15 13 13

■ 通訊研究員 1 0 0 0 0 0 0 0 0 0

■ 兼任研究員 1 0 0 0 0 1 1 1 3 3

■ 副研究員 6 7 6 4 6 8 7 8 8 9

■ 助研究員 7 8 8 8 6 4 5 4 5 6

■ 研究助理及技師 4 4 4 4 4 4 4 4 4 4

■ 特聘講座 0 0 0 0 0 3 3 2 2 2

■ 編制內行政人員 8 8 8 8 8 8 8 8 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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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近年主題計畫經費上升，因此預算呈上升趨勢，由3億成長至

4億（參見圖十一）。

圖十一 2008-2017年化學所經費統計

化學所研究方向涵蓋材料化學、催化與合成、化學生物學三個主要領

域。材料化學為本所發展最早形成研究群，成果最成熟豐碩之領域，過去

曾長期投入有機光電材料開發及元件之製備研究，累積了豐富研發能量。

化學催化與合成方法開發關係到所有創新化學物質的製備，則為化學研

究之核心。化學所從過去多為有機官能基轉換之研究，邁入目前基礎與目

標導向並重之研發，為所內材料、能源、生醫藥物等尖端研究提供創新引

擎。自陳長謙院士於1997年應聘至中研院任化學所所長與副院長起，化學

生物學之領域開始根植於化學所。過去十年來，除了結構生物學之專長，

更增加了藥物研發、生物材料、天然物及醣類合成及生物影像等專長之研

究人員，為此一領域打下堅實基礎。化學所三大領域也大抵符合國際上節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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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減碳及生技製藥技術研發的趨勢。其研究方向不僅著重基礎科學突破創

新，也強調延伸至永續能源及永續健康之應用性。以下就三大領域介紹其

重點：

材料化學   

材料研究群研究重點有二，分別為「有機光電材料和元件研究」、「超分子

化學和化學感測材料」。這些重點的代表性研究課題如下：

▪開發有機發光二極體與有機場效應電晶體材料和元件
▪太陽能染料敏化電池、光伏電池和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的有機材料開發
▪超分子化學：分子識別、化學感測和軟物質
▪電子轉移和能量轉移中電子耦合的全初始計算
▪低能隙的有機共軛體系與有機半導體的合成與應用
▪奈米顆粒及電極之自組裝和表面調節：應用於催化或元件製造

化學催化和合成

化學催化與合成一直是化學所研究創新的關鍵引擎，其影響遍及於社會民

生所用的材料、化學品、藥物、燃料等。三個研究重點為：「天然物之全

合成與合成方法的發展」、「藉由配位化學和有機金屬化學開發與瞭解新穎

的催化模式並應用於合成」、「藉由仿生手段開發新穎小分子活化策略以獲

取替代能源和可再生燃料」。這些重點的代表性研究課題如下：

▪開發用於產氫、小分子活化和氣體儲存的催化劑和多孔材料
▪電化學和光化學驅動的水分解
▪從微生物系統中學習開發甲烷轉化為甲醇，小型烷烴轉化為醇類和芳烴
活化的人工催化劑

▪生物質精煉和生物可再生化學品生產
▪發展配位化學及有機金屬化學開發新的合成方法
▪醣化學的發展天然及人造產物之全合成及其化學和生物學研究

化學生物學

從生化巨分子的結構層次解析生物體內細胞功能與其作用機制，進而了解

這些複雜的機制在重要疾病中扮演的角色，衍生可能的藥物與檢測／治療
方法，是化學所在化學生物學發展的軸心。研究重點包括：「開發基於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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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分子和探針的智慧生物材料」、「用於結構生物學的先進生物影像和功能

性探針」、「揭示致病機制和發現生物標誌的先進蛋白質體學策略和生物工

程平台」、「癌症、傳染病和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藥物研發和體內輸送」、「探

索生化巨分子的功能和動態結構」。這些重點的代表性研究課題如下：

▪用於生物研究的化學工程發光探針
▪用於疾病檢測的生物材料和探針
▪神經退化性疾病中蛋白質不正常堆疊形成機制的研究與治療劑的開發
▪使用胜肽、微脂體和奈米顆粒的藥物輸送
▪生物催化和生物感測的金屬蛋白質工程
▪痘病毒蛋白質——蛋白質相互作用和痘病毒進入正常細胞機制的研究
▪開發蛋白質體學和轉譯後修飾的新策略應用於疾病機制探討及生物標記
開發

▪藥物化學：抗糖尿病、抗病毒和抗癌藥物；心血管、登革熱 /茲卡病毒

和神經退化性疾病藥物

▪巨分子構型動力學及其單分子影像
▪系統生物學中的動態描述、對細胞中的化學反應進行動力學建模和單細
胞分析

 

化學所論文發表每年約 100餘篇（圖十二之A），平均期刊衝擊點數

（IF: Impact Factor）有逐年提升趨勢（圖十二之B）。再細究依 IF區間分類

的論文發表趨勢（圖十二之C），IF最高區間的論文篇數明顯上升，更可明

確看出研究品質的精進。將系列研究匯整為回顧論文，投稿於化學領域一

流期刊Chemical Reviews與Accounts of Chemical Research的篇數由《追

求卓越：中央研究院八十年》記載的2篇，近十年躍升為5篇。在專利方

面，過去十年申請件數為59件，獲得臺、美、中、日、加、俄專利52件，
授權16件，授權金累計1,360萬。產學合作計22件，合作金額共1,380萬。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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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論文篇數

（C） 依 IF點數分組趨勢圖

（B） 平均 IF點數（SCI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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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屬有機配位化合物：白光與低能隙光電材料之應用

呂光烈的研究團隊 2017 年發表於Adv. Mater.之論文，討論了金屬有機配位
化合物半導特性、能隙以及在微電子元件之應用潛力，闡明一個重要且新

穎之研究方向。呂研究員亦與臺大物理系陳永芳教授合作開發鍶金屬有機

配位化合物，此為單一成份之白光材料，光譜具連續寬帶，和太陽光波譜

極為接近，可改善目前市面大部分 LED 光源之缺點，且安定性佳，不需添

加稀土元素，成本低廉。文章發表於ACS Nano，該期刊亦發布新聞稿，
使本成果廣受國際重視。已獲美國專利，與廠商之技術授權亦已簽約。

Adv. Mater. 29, 2017, 1605071；ACS Nano 10, 2016, 8366；NPG Asia Mater. 
8, 2016, e333.

以單一材料製備之高效能單層電激發光元件

林建村的研究團隊曾經成功開發出以單一材料製成高效能綠光二極體

（Adv. Funct. Mater. 14, 2004, 387; Adv. Mater. 18, 2006, 602）。最近成功組合

可傳輸電子之benzimidazole與傳輸電洞之arylamine單元而獲致可雙性傳

輸，且具高藍色螢光量子產率之分子，並以此單一材料製成高效能之單層

藍光二極體（Angew. Chem. Int. Ed. 47, 2008, 581）。也可利用此藍光元件摻

雜黃橘光之磷光金屬化合物而得高效能磷光元件。以單一材料製成單層電

激發光元件最大的特色，是可大幅簡化元件製程而降低成本。

Angew. Chem. Int. Ed. 47, 2008, 581. 

稠六苯的合成，晶體結構，以及其電荷傳導性質

有機材料廣泛使用於光電元件是未來的主流趨勢。周大新的研究團隊設計

新穎的合成方法，為難溶、不穩定的稠苯類化合物提供重要的製備途徑，

並組裝成高效率的有機薄膜電晶體。大幅推進有機電晶體材料的發展。他

們使用此新合成方法，得到穩定性佳的稠六苯，並製備單晶與薄膜電晶體

元件，驗證了多環分子長度與傳遞電荷性質的關連。所獲得的資訊有助於

今後開發更高階的稠苯化合物。

Nature Chemistry  4, 2012, 574.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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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節狀金屬有機奈米管

呂光烈的研究團隊，以及臺北科技大學化工與生物科技系曾添文的研究團

隊，建構出結構甚為罕見之竹節狀金屬有機奈米管。該奈米管之建構單元

六錸金屬苯環六氧基具上、下各三支腳之幾何構型，可相互組裝成竹節狀

奈米管。重要的是該建構單元之結構與配位型態為首次發現，於有機、無

機化學文獻中未曾見過，且該奈米管可拆卸，亦可再組裝，如鎖鑰般具可

逆性，竹節之長度亦能適度調整，因此可製備一系列竹節狀奈米管，形狀

恰如臺北101。此項研究開啟新穎的金屬奈米管之應用研究，成果於 2016 

年刊登於 Angew. Chem. 期刊，並被選為當期雜誌封面故事。
Angew. Chem. Int. Ed. 55, 2016, 8343.

化學合成關鍵技術突破：烷基轉移及多醣合成

陳榮傑研究團隊發現藉由苯環鄰位定向基團的導引，二異丙基氨基鋰可

選擇性鋰化烷基矽氧上的α-質子，繼以發生分子內親核取代反應，達成

「矽→碳」烷基轉移的效果。這個方法突破了長久以來矽醚保護基的單一

用途，並開啟矽醚類化合物在有機合成上的新發展。王正中副研究員建立

了在微波照射下直接合成 1,6-脫水醣以及硫苷醣。他們並以這些單元醣基

化所得的全矽化單醣，在一鍋化的環境下，直接由未保護醣分子得到具生

物活性的雙醣。此一方法讓化學家得以在最短的時間及最少的純化步驟之

下，完成多醣分子的合成。

Angew. Chem. Int. Ed. 53, 2014, 9026; J. Am. Chem. Soc. 136, 2014, 14425.

由胺基氮碳烯及同碳雙碳烯所建構之非典型化學反應及催化活性

王朝諺研究室率先開發新型胺基氮碳烯及同碳雙碳烯，並發表一系列論

文。這些新型配位基由於其獨特的電子特性，在形成錯合物後可調控金屬

離子性質，使金屬錯合物具備前所未見的反應特性。該實驗室由錯合物的

結構及基本的化學反應性研究中，發現這些分子在催化、有機合成、藥物

化學均有極其卓越的應用潛力，為碳烯系列中重要的前瞻研究領域。

J. Am. Chem. Soc. 139, 2017, 12830; Angew. Chem. Int. Ed. 54, 2015, 15207; 
Angew. Chem. Int. Ed. 54, 2015, 2420; J. Am. Chem. Soc. 136, 2014,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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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質合成及配位化學的新進展：八氟取代紫質合成及鈷異位紫質

應用

金屬卟啉 （ 紫質 ）扮演著殊多關鍵角色，尤其帶有多個氟置換之金屬卟
啉，穩定性及化學活性自成一格。多氟卟啉，最經典的八氟卟啉 （Octa-

�uoroporphyrin，OFP）由張啟光教授所帶領的研究團隊圓滿合成出來。另

外，洪政雄實驗室首次發現還原態的鈷——氮碳異位紫質一氧化氮錯合物

與甲醇形成氫鍵，會誘發與另一個一氧化氮錯合物分子作用，形成氮氮化

學鍵後產生氧化亞氮。

Angew. Chem. Int. Ed. 55, 2016, 5035; Angew. Chem. Int. Ed. 55, 2016, 5190.

三銅金屬簇異相觸媒可有效率地將具高奈米吸附性的甲烷轉化

成為甲醇

發展常溫常壓下有效率的異相觸媒，從事高選擇性甲烷氧化反應，以生成

甲醇，是重要的研究課題。三銅金屬簇在之前的均相催化系統中，被驗證

可有效率地利用過氧化氫，高選擇性地將甲烷轉換成甲醇。陳長謙院士與

他的團隊成員，將三銅金屬簇吸附於中孔洞矽材奈米粒子，可有效率地將

具高奈米吸附性的甲烷轉化成為甲醇。此催化試劑是目前世界上於常壓常

壓下，具最高效能的甲烷催化活化平台。

Energy Environ. Sci. 9, 2016, 1361.

從蛋白質結構解析基因轉錄的機制

章為皓研究團隊研究蛋白質結構和基因轉錄的機制有所突破，不但成功應

用螢光共振能轉移效率，定位出核醣核酸聚合酶上的核醣核酸出口通道，

更以冷凍電子顯微鏡解析Gdown1蛋白質透過新型立體干擾機制調控哺乳

類的轉譯作用。

Proc. Natl. Acad. Sci. 106, 2009, 127; EMBO Journal 31, 2012, 3575.

開發新穎質譜技術探索疾病蛋白體及轉譯後修飾

陳玉如研究團隊發展一系列分析蛋白體及轉譯後修飾之新穎質譜技術，她

率先開發個人化膜蛋白體定量策略來解析人類組織檢體，以大腸直腸癌

為例，鑑定STOML2作為大腸直腸癌早期診斷及預後的可能生物標記。
磷酸化為調控細胞功能最關鍵的蛋白質後轉譯修飾之一，發展以特定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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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導向的蛋白質體定量平台，得以首度解析人類細胞的蛋白質體磷酸化

之計量，應用於抗藥性肺癌細胞分析，發現磷酸化計量改變的程度遠高於

蛋白質以及基因表現量；利用其發展之磷酸化定量方法，和林國儀研究員

共同發現Lsp1 蛋白O連結乙醯葡萄氨糖修飾和磷酸化修飾的動態交互作

用，決定B細胞活化後的細胞凋亡命運。這些方法可廣泛應用於闡釋疾病

機制及生物標記開發。

Mol. Cell. Proteomics 10, 2011, 1; Nat. Commun. 6, 2015, doi:10.1038/

ncomms 7622；Nat. Commun. 7, 2016,12526.

解析TDP-43蛋白的異常摺疊及開發光控探針

黃人則團隊長期投入蛋白質異常摺疊在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研究。TDP-43

蛋白被鑑定為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的主要致病

因子，其團隊首度發現漸凍人中TDP-43蛋白的C端胜肽片段所產生的類

澱粉狀纖維。透過李賢明團隊開發活體光化學反應之跨領域合作，共同

建構出可以在活體細胞中誘發TDP-43蛋白異常聚集的光控探針。此一具

有螢光標記、可穿越細胞膜的探針，可在特定時間及空間上控制TDP-43

蛋白在細胞質內形成聚集體，並藉此影響核質運輸過程。由光控引發的

TDP-43蛋白聚集體，亦會造成神經元的退化及死亡，可模擬神經細胞在

退化疾病中的狀態。

J. Am. Chem. Soc. 132, 2010, 1186；ACS Nano 11, 2017, 6795.

開發新穎生物材料捕捉癌細胞及控制細胞內信號傳遞

尤嘯華及李賢明團隊分別發展新穎生物材料。尤嘯華團隊開發以矽奈米線

及遇熱轉換構形聚合物組成的熱響應性奈米魔鬼氈，進一步整合此關鍵元

件、溫控系統與微流道技術，研發循環腫瘤細胞萃取系統，有效便捷地從

血液樣品中萃取癌細胞及進行基因檢測，可成功偵測非小細胞肺癌病患其

腫瘤細胞的上皮生長因子接受器（EGFR）之點突變。李賢明團隊利用鑭系

元素的上轉換粒子與負責磷酸化的激酶交聯，建立以紅外線活化的激酶 -

上轉換粒子平台，成功達成用紅外線來控制細胞內蛋白質磷酸化信號傳遞

反應。此一平台也提供另一波長來控制光化學反應，在活體內可進行兩種

光化學反應。

ACS Nano 9, 2015, 62; ACS Nano 9, 2015, 7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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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所學術研究能量充沛，在國內外皆有知名度。尤其在材料與化

學生物學群組方面，研究人員密度超越國內其他系所，且為國內首先創立

化學生物學群組的機構。因學術表現傑出，同仁們過去十年間獲得30餘

件獎項或榮譽。陳長謙院士因生物物理化學與催化反應之長期貢獻，獲

選為2010年「美國國家藝術暨科學院院士」、2011年「國際自然科學院院

士」、2012年「張昭鼎教授紀念講座」；彭旭明院士因金屬串無機配位化

學之傑出研究，獲得2008年「臺法科技獎」、2009年「英國皇家化學會會

士」、2011年「日本配位化學會國際榮譽獎」、2011年「亞洲化學會聯盟講

座獎」、2013年「總統科學獎」、2014年「義大利國家科學院Luigi Tartufari

國際化學獎」；陶雨台在金屬表面有機單層自組裝及光電材料的研究，獲

得2008年「中國化學會學術獎章」、2017年「張昭鼎教授紀念講座」；周

大新在有機光電材料方面的研究，獲得2009年「亞洲化學會聯盟會士」、
2013年「國科會年度傑出研究獎」；李光華在固態無機化學的研究，獲頒

2009-2010年「教育部國家講座」；呂光烈因無機配位材料化學之研究，獲

得2010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2017年「中國化學會技術獎章」；陳玉如

研究奈米粒子在質譜與疾病研究上的應用，獲得2008年「行政院國科會吳

大猷先生紀念獎」及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數理組跨生命組）」、

2012年「第13屆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獎」及「國科會年度傑

出研究獎」；許昭萍在電子轉移方面的理論化學研究，獲得2008年「行政

院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2009年「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0年「亞太理論計算協會Pople獎章」、2011年「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傑

出青年學者獎」及「國科會年度傑出研究獎」；王朝諺在有機金屬催化方面

的研究，獲頒2010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2014年「水木化

學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獎」；黃人則在神經退化性疾病方面的生物物

理研究，獲頒2012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獎章」；尤嘯華在生醫材

料方面的研究，獲得2016年「中國化學會傑出青年化學家獎章」、「科技部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及「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奬」；陳榮傑在合成

方法學方面的研究，獲頒「水木化學文教基金會傑出青年學者獎」。其中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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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項榮譽為研究同仁在助研究員與副研究員階段的研究工作所獲，顯現出

化學所新生代研究活力。

年輕的實驗室成員亦獲得各類論文獎，或是各級單位的獎助。近十年

進入大學任教，成為學術界中堅的有：本國籍博士後研究人員陳青諭、張

裕昌、陳志欣、曹文正、陳永忠、楊振宜、林進榮、余國賓、李建明、劉

舜維、詹立行、卓君珮、林彥多、張源杰、莊大賢、陳奎佑、吳景雲，現

分別任教於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靜宜大學應用化學系、淡江大學化學

系、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系、東海大學化學系、宜蘭大學環境工程學系、陽明大學環境與職

業衛生研究所、臺東大學應用科學系、明志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暨南大

學應用材料及光電工程學系、嘉義大學應用化學系、東海大學化學系、中

國醫藥大學藥學系、逢甲大學化工系、暨南大學應用化學系。外籍博士後

如印度籍Someshwar Pola、Mrigendra Dubey、Rajeswara Rao Malakalapa-

lli、Ashutosh S. Singh、Suman Maji、Penumaka Nagababu、Marappan Ve-

lusamy、Venugopal Rajendiran，現分別任職印度的奥斯馬尼亞大學、印度

理工學院（Indore）化學系、印度理工學院（Dharwad）化學系、印度國立

科學教育研究院化學學院、Lovely Professional University化學系、CSIR-

NEERI、North Eastern Hill University、Central University of Tamil Nadu。
日籍Motonori Watanabe與Takaaki Miyazaki、中國籍林正歡、尹桂、彭

素紅、牙買加籍Arvind Kumar，現分別任職日本九州大學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arbon-Neutral Energy Research、日本九州大學Education 

Center for Global Leaders in Molecular Systems for Devices、福州師範大學

材料化學系、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院、宜春學院化學與生物工程學院、西

印度群島大學。曾任化學所研究助理之游文岳、吳正洋與王彥士現任教於

臺灣大學化工系、德克薩斯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與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所助

研究員。碩士生George Fu-Cheng Liang與邱德威，現分別任教於德州中

西部州立大學與臺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在博士生方面，越南籍

Pham Dinh Minh、孟加拉籍Md Minarul Islam、本國籍韓嘉莉與辜韋智，
現分別任職於越南科學技術研究院蛋白質生物化學實驗室、孟加拉大學、

臺北醫學大學臨床藥物基因體學暨蛋白質體學碩士學位學程與輔仁大學醫

學系。 



103化學研究所數理科學組

除培育年輕學子之外，化學所也透過與院方共同支持的國內學人短期

訪問，提供各大學有需求的教授進入相對完備之研究環境，進行前瞻性的

研究，提升其研究機會與能量。近十年有來自中山大學、成功大學、逢甲

大學、東海大學、新竹教育大學（現為清華大學南大校區）、暨南大學、高

雄師範大學等多位教授於寒暑假期間，前來本所進行短期研究。在服務臺

灣化學界方面，化學所也有著特殊的地位，此因數十年來多位研究同仁在

化學學會內擔任理事長、秘書長等重要職位，且學會會址即設於本所前棟

四樓。近十年劉陵崗任學會秘書長，建立許多國際連結，並於2016年獲頒

「中國化學會服務獎章」。陶雨台所長2013年任學會期刊《中國化學會誌》

（JCCS）總編輯，戮力提升期刊品質，並與Wiley合作，提升期刊國際能見

度。2015年陶雨台與趙奕姼分別就任理事長與秘書長，除原有之學術交流

與科普推廣兩項重點外，積極規劃學會進一步成為落實實驗室安全與產學

交流的平台，多位同仁曾擔任學會理事或期刊編輯。在國際化學界的服務

方面，劉陵崗擔任亞洲化學會聯盟執行委員，陳玉如所長擔任亞太蛋白體

學會副理事長及多個期刊如Proteomics之編輯，並參與跨國之癌症登月計

畫，呂光烈擔任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之諮詢委員。

表一 每篇論文的平均引文數量

化學所或化學系 教授人數 講座教授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化學所 28 2 28 25 21 18 10 3

辛辛納提大學 22 17 18 15 13 9 3

愛荷華大學 33 24 21 19 14 11 3

維吉尼亞大學 30 28 24 19 17 10 4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42 42 35 28 20 14 4

南加州大學（USC） 32 43 34 30 25 16 5

哈佛大學 30 58 56 51 39 26 6

西北大學 38 70 64 56 45 30 10

交通大學 （NCTU） 28 8 27 24 19 15 10 4

清華大學 （NTHU） 27 2 38 30 26 22 16 5

臺灣大學 （NTU） 32 7 43 32 30 24 1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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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發表年度H指數 （Yearly H-index of Publications）

化學所或化學系 教授人數 講座教授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化學所 28 2 20.2 16.1 12.4 12.6 3.2 0.5

辛辛納提大學 22 13.0 14.2 13.0 7.8 3.7 0.6

愛荷華大學 33 20.2 16.8 12.1 7.3 4.4 0.5

維吉尼亞大學 30 26.7 17.2 11.4 10.1 4.5 0.8

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42 25.6 23.7 15.3 10.1 4.8 0.9

南加州大學（USC） 32 35.7 27.7 20.1 13.9 6.7 0.9

哈佛大學 30 44.9 44.4 32.9 22.1 8.9 1.3

西北大學 38 52.4 35.3 31.4 18.7 9.3 1.6

交通大學 （NCTU） 28 8 20.2 20.8 12.2 8.2 2.9 0.6

清華大學 （NTHU） 27 2 30.7 19.1 13.8 10.5 6.3 1.1

臺灣大學 （NTU） 32 7 30.2 18.9 15.3 12.2 5.6 1.0

圖十三 大學及研究機構教授職級人數分布

■ 教授    ■ 副教授    ■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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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國內外同領域機構之比較

化學所近年在光電材料、甲烷轉化為甲醇、質譜蛋白質體學、合成

化學等多項議題上，已是國外學者來臺必訪之單位，在國內外有相當知

名度。從論文平均引用次數（表一）與單位h-index來看（見表二），化學

所的學術影響力接近愛荷華大學和維吉尼亞大學，與交通大學在伯仲之

間。當然，因每個機構之研究重點與領域分布不同，這樣的比較有其局限

性。不過仍值得一提的是，化學所的正研究員只有45％，比大多數研究機
構少，而正值起步階段的助研究員佔21%（見圖十三），比大多數研究機構

多。基於年輕一輩的優秀表現，未來化學所的研發能量值得關注與期待。

化學所的長期目標是躋身為世界級的學術機構，透過堅實的基礎化學

研究驅動創新契機，並轉化卓越的研究成果為造福人類的發明與技術。自

以材料化學、催化／合成，以及化學生物學三大主軸為發展核心以來，過
去十年化學所在這些研究方向上的動力與凝聚力已經顯現。而大型計畫提

供的合作機會，空間、硬體設備的升級，以及努力形塑所內交流互助的文

化，讓同仁更有能力在國家社會所需之能源、醫藥、減碳等永續議題上群

策群力，有所發揮。未來將在能源／奈米／智慧／生物可再生性材料、合
成方法學／綠色催化反應、疾病致病機制／檢測等方面持續努力，以期對
人類社會的文明發展做出貢獻，也為國外內的科技人才培育盡一份心力。

柒 結語／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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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設立籌備處，1982年正式成所
http://www.ear th.sinica.edu.tw

地球科學研究所

臺灣是歐亞與菲律賓海板塊碰撞的產物，地質現象豐富多彩，又因地

處環太平洋地震帶上，大小地震發生頻繁，是難得的地震學研究天然實驗

室。1969年4月11日三位旅美地震學者鄧大量 1
、吳大銘 2及蔡義本 3

（1940-

2018），有感於當時臺灣地震研究之不足，聯名向當時國科會主委吳大猷先

生提出「臺灣地震研究」的構想。吳大猷先生於同年4月15日回信，請三

位學者提出具體計畫內容，從此正式開啟了臺灣現代地震學研究的先河。

1971年9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地震專案小組」正式成立，利用

向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借用的兩間研究室開展觀測和研究工作。1973年1

月，位於臺灣大學海洋研究所西側的地震研究大樓建成啟用。1973年4月

「地震專案小組」改隸「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地震組」。1976年7月1日成立

「地球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由蔡義本先生擔任籌備處主任，初期研究內容

涵蓋地震學、重力地磁學、大地測量學、古地磁學以及同位素地球化學。

六年以後，「地球科學研究所」於1982年8月1日正式成立。1993年10月

地球所由臺灣大學校區搬遷至今天的南港中研院院區。

歷任所長表列如下：

1 鄧大量院士，1966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1990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目前
為美國南加州大學地球科學系榮譽教授。

2 吳大銘教授，1966年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博士。目前為美國紐約州立大學賓漢頓分校
地質科學系榮譽教授。

3 蔡義本教授（1940-2018），1969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博士。1976年擔任中研院地球
所籌備處主任，1982年擔任中研院地球所首任所長，1998年擔任中央大學地球科學
學院首任院長，2018年 1月 31日在美國加州辭世。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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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8月 蔡義本博士擔任首任所長。

1985年8月 葉永田研究員代理所務，並於1987年8月獲聘為第二任所長。

1993年9月 吳大銘先生擔任代理所長。

1994年8月 葉義雄研究員擔任第三任所長。

2000年8月 李太楓先生擔任第四任所長。

2004年8月 江博明特聘研究員擔任第五任所長。

2010年9月 趙丰先生擔任第六任所長。

2013年9月 由李羅權院士出任代理所長，並於2014年1月獲聘為第七任所長。

2017年5月 鍾孫霖院士擔任第八任所長。

 

臺灣及鄰近地區乃是世上罕見的地殼劇烈活動及氣候變化帶，為地球

科學研究提供了最佳的天然實驗場所，讓我們可以用最精密的地球物理及

化學理論、觀測、實驗以及模擬來了解各種地球科學現象的本質。地球所

研究領域長期以來著重在固體地球物理及化學，也兼顧海洋及氣候變遷。

近期之研究内容大致包括觀測與理論地震學、地質與板塊構造學、地球與

宇宙化學、活動大地構造學、地球動力學、高溫高壓晶體學、地表作用過

程等。地球所的研究範圍亦逐步拓展到東南亞以及歐亞各國，研究的領域

也延伸到地球核心，甚至地球以外的星際成因主題。

地球所目前有25位研究人員、7位研究技師、5位客座研究學者、30

多位博士後研究學者、近100位約聘研究助理，以及10多位行政支援系統

人員等。此外，地球所還有中研院「國際研究生學程」的博士生、本所研

究人員與各大學研究所聯合培養的博士和碩士班學生，以及參與地球所實

驗室研究的大專學生。地球所還聘請了14位國内外地球科學領域的資深

學者為學術諮詢委員，還有5位通信研究員，20位合聘與兼任研究人員，
以及來自國内外的短期訪問學者。

地球所於 2008至 2017年的研究人員，主要因為屆齡退休因素，由

2008年的32位至2017年減少為25位，當務之急為積極尋找地科優秀研究

人才，以永續發展地球科學之研究與應用。地球所博士後研究人員則於十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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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穩定成長二倍至36位，其他員額除了行政技術人員逐年減少外，基本

上沒有太大變化。地球所於2008至2017年歷年來的預算持平約在2億元左

右，於2014年增加的經費主要用於改造與更新地球所研究大樓本體設施。

圖一 2008-2017年地球所員額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地球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32 30 29 29 31 31 31 30 28 25

■ 通訊 /兼任研究人員 13 12 14 15 16 16 18 17 18 20

■ 研究技師 6 7 7 8 8 8 8 10 8 8

■ 正編助理 5 5 4 4 4 4 4 4 4 4

■ 行政技術人員 13 13 13 11 9 9 9 9 7 7

■ 博士後研究 17 16 19 20 21 24 27 28 31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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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所的研究發展方向主要為地震學、構造地球物理學、地質學、活

動構造學、岩石礦物學、同位素地球化學、地球動力學及礦物物理學等，

這些研究方向彼此間的互動性高，也促成地球所獲得許多跨領域的突破性

研究成果。地球所的研究群組若以研究方法論來區分，大致可分為地球物

理及地球化學兩大群組。以下簡要說明：

一、地球物理組

研究的重點包含地震學（觀測地震學、理論地震學與計算地震學），地

球動力學、地體構造、重力學、GPS測地學、地質遙測、古地磁學以及井

下應變儀的觀測與分析。具體研究的題目則有：

（1） 地震成因與理論

（2） 大屯火山活動的監測

（3） 臺灣造山帶之地殼變形

（4） 花東縱谷的地殼活動

（5） 海底地震觀測

（6） 琉球隱沒系統之動力學、構造與地震潛勢

（7） 隱沒帶之結構及岩漿活動

（8） 臺灣的造山運動

（9） 光達數值地形解析山崩與地表作用

（10） 行星内部結構與動力學的觀測和數值模擬

（11） 臺灣巨大震災風險與複合地質災害

（12） 臺灣地區地震震源參數的迅速自動確定和強地面運動評估

（13） 旋轉地震學

（14） 地震前兆觀測與研究

（15） 臺灣社群速度構造模型

以上的題目大部分以臺灣島及鄰近地區的地震、大地構造及地殼運

動模式研究為主。近年來，研究觸角也延伸到西藏、越南、菲律賓、大陸

（汶川震區及雲南）、南中國海、中亞、伊朗以及印度。研究領域上也逐步

拓展到地球深部的物理過程，甚至地球以外的星際空間。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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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球化學組

研究的重點則包括岩石學、礦物學、地質定年學、同位素示蹤學（包

含放射性同位素、穩定同位素）、放射性核種地球化學以及海洋地球化

學。借助於地質定年學方法，地化組的研究内容不受時間及地域因素的影

響，可以涵蓋整個地球的歷史，因此研究的時空尺度不受限制。具體研究

題目包括：

（1） 太陽系的形成、演化及早期的地球歷史

（2） 大陸地殼的成長、演化及隱滅

（3） 超高壓變質作用、深部地殼及地幔岩石之剝露

（4） 碰撞/隱沒帶之溶（熔）液——岩石交互作用

（5） 大陸岩石圈地幔之演化

（6） 臺灣的岩漿活動及變質作用

（7） 臺灣島的大地構造演化

（8） 古海洋與古環境變遷（第四紀）

（9） 臺灣島的地表作用及水文環境

（10） 阿爾卑斯——喜馬拉雅造山帶岩漿活動

（11） 地球深部礦物於高溫高壓下之熱傳導及彈性研究

關於地球表面現象及過程的研究，地球所與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的研究範圍如大氣流動、近期的環境變遷、氣候暖化、空氣污染等，皆有

相輔相成的功能，長期以來兩單位相互合作密切。 

地球所的研究成果豐富而多元，我們參考目前在國際上廣被採用的

Web of Science資料庫，對地球所發表的國際期刊論文（SCI）進行數量與

質量的統計分析如下列圖表。地球所自2008至2017年間總計發表1,052篇

SCI研究論文，平均每年發表105篇，在研究人員從32位減少為25位的情

況下，全部的研究論文數仍具清楚成長趨勢，反映全體研究人員持續不斷

的努力。除了論文數量之外，更重要的是論文的學術質量。地球所於2008

年的論文被引用次數為1,414次，歷年來被引用次數穩定成長，經過十年

後，於2017年的論文被引用次數已達4,603次，成長了將近三倍之多，而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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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間的總被引用次數也高達30,595次。這些統計數字顯示，地球所歷年

的學術研究成果廣受國際地球科學界之重視，下個章節我們將逐一簡介地

球所近年來重要的研究成果內容。

表一 地球所發表的SCI期刊論文數及被引用次數（2008-2017）

年
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論
文
數

59 109 94 87 127 116 108 99 121 132 1,052

被
引
用
次
數

1,414 2,076 2,023 2,437 2,944 3,146 3,794 3,911 4,247 4,603 30,595 

表二 2008-2017年地球所SCI論文數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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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複合地質災害之多學科觀測與整合研究

臺灣是世界上地質災害的高風險地區之一，曾經受過地震、颱風、山崩、

土石流和洪水等的衝擊，未來還有可能會有其他如海嘯或火山的威脅。地

球所研究人員與臺大及交大同仁合作，開展有關地質災害防治的多學科觀

測與整合研究，利用地質、地震以及測地學方法分析各種災害的危險性，

並建立有效的災害預警系統，將研究成果轉移到政府相關單位。同時整合

大屯火山群之地震及地殼變形的監測，評估流體 /氣體之地球化學和火山

氣體排放造成潛在的岩漿活動，以高精密度連續觀測超導重力儀、絕對重

力儀，並配合相對重力儀監測大屯火山群之時空重力變化，並利用空載光

達數據詳細分析大屯火山群之地貌，了解地體運動對大屯火山群的影響，

用以研判地質史上的火山噴發及目前的動態。此外，我們還以噪訊干涉法

監測慢滑移山崩潛勢區，探討其動態水力系統與滑移特性的時序變化。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表三 2008-2017年地球所SCI論文被引用次數統計表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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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震前兆觀測與研究

地震雖然在目前尚無法預測，但地震前兆現象是存在的，地球所在該領域

的研究工作是對多種前兆現象，包括磁場、全球衛星定位系統、地下水

位、Gamma Ray等觀測的異常信號進行監測與分析，彙整在一個結合多

重指標的地震預警平台。主要的目標是利用不同物理量觀測資料的截長補

短功能，將未來地震可能發生的時間、位置及規模做出有效預測，為臺灣

地區的地震防災工作帶來實質的助益。

（三）觀測地震學與震源物理

地球所的地震觀測工作始於1971年建所之前的TTSN台網，經過數十年的

發展，目前由地球所管理運行的地震觀測網，包括臺北盆地井下強震儀陣

列、大臺北地區寬頻地震觀測網、臺灣山區強震儀陣列、臺灣地區寬頻地

震觀測網（BATS）和大屯火山地震觀測網。地球所研究人員利用這些地震

觀測網所提供的地震資訊，來進行地震活動性以及震源物理方面的研究。

我們亦發展方向性地震矩張量法，能夠快速即時地判識震源破裂特性與地

動放大效應。除此以外，地球所還通過國際合作在東南亞、中亞以及所羅

門群島地區布設流動台網，並通過衛星通訊接收全球上千個地震台站的即

時波形數據。

（四）計算地震學

地球所在計算地震學領域的研究工作以應用爲主，目的在於建立一系列高

效率計算理論地震圖的能力，利用有限差分、有限元以及其它算法，對於

包含三維速度結構以及地表地形的複雜結構加以處理，在平行化的電腦系

統上計算大、小尺度模型中的長、短周期波形，對大地震所產生的強地面

運動做出可靠的預估，同時為研究地球内部結構的地震波層析成像，以及

對地震震源破裂過程的波形逆推提供有效的計算工具。我們也利用高速運

算叢集與數值波形模擬開展全波形地震層析成像反演與行星地震學的研

究，如木衛二歐羅巴的速度模型及不連續面的研究。

（五）地球內部構造與物理性質之成像與探索

地球內部有多重尺度的複雜構造與其內營力系統，如地幔對流作用所驅動

之板塊隱沒與地幔柱湧升。利用地震波在地球內部傳遞所帶來的資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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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時或振幅異常），我們可以探究地球內部構造的幾何形貌與物理性質（如

板塊幾何形貌與波速），進而了解熱、化學、動力等系統的作用，及其與

地震、火山岩漿系統、造山運動、內核演化等，從岩石圈到地球深部構造

活動的關係。相關研究方向包括重建更為清楚的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海

板塊三維隱沒幾何形貌、研究琉球隱沒帶之地幔流非均向性與動力機制、

探索大屯火山與美國黃石火山下的深部岩漿庫，以及解析內核邊界速度構

造與可能的半球邊界位置等。（圖三）

（六）海底地震學研究

地球所與中山大學海下科技研究所以及國研院海洋中心，共同打造了一個

以科學引導工程的研發平台，目前研發成功之寬頻海底地震儀已經產業

化，未來期望建立OBS之儀器庫，OBS之佈放擴大了我們的研究視野。
自2011年起，地球所以自製OBS推展跨國合作，如協助韓國加強對朝鮮

半島外海地震之監測，並與日本協議共同研究琉球隱沒系統。這些不只是

促成科學上的突破，更代表以自主技術支援科學研究所帶來的加乘效益。

（圖四）

圖三　地球內部構造與物理性質之成像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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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以GPS、應變儀與光達數據研究地殼變形、斷層、地震與
地表作用

目前由中央氣象局、中央研究院地球所、內政部、中央地質調查所等機構

營運之臺灣GPS連續觀測網的測站總數超過360個，每日蒐集之大量數據

經去除各項雜訊後，用於偵測微小地形變訊息。同時地球所與美國卡內基

研究院合作，在臺灣東部設置11個井下應變儀，埋設於地下約200公尺深

處，觀測周期在數秒至數月之間的地殼運動，解析度介於地震儀和GPS之

間，適合觀測慢地震或斷層暫態滑移。結合GPS及井下應變觀測，可探討

地殼形變時空變化與地震活動之關聯性，偵測可能之地殼形變地震前兆現

象及地表作用。2003年地球所開始發展空載光達測製數值地形，並應用此

高解析度的地形研究地表斷層、高精度地質圖、山崩形貌機制及地表侵蝕

作用等重要主題。

此外，自1980年代起，地球所也在花東縱谷陸續展開一系列地震與大地

測量等研究工作，包括GPS及水準測量、池上斷層監測（潛變儀、水準、
GPS、地震儀、傾斜儀、地下水、地表破裂）及數值模擬，以期掌握地表

活斷層帶的破裂位置、變形範圍及速率，對地下斷層構造、斷層面的滑移

圖四　海底地震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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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特性及摩擦破裂力學性質有所認知，為地震防災提供更具體的科學基

礎。（圖五）

（八）行星地幔與岩石圈之物性及動力學

地球所在地球動力學領域的研究，主要是通過對對流系統的數值模擬，來

綜合研究地球以及行星地幔和岩石圈的動力學過程，包括在大型電腦系

統上開發並運行新的程式，以及同本所其他同仁合作，尤其是在地震波層

析成像、晶體物理、地球化學和地質構造等領域。研究方向主要有全球動

力學以及地幔的大尺度熱化學結構；岩石圈剪切帶的形成；隱沒帶動力學

及其在研究隱沒板塊附近流場地震波速各向異性，及地球化學特徵中的應

用；冰面衛星、矮行星及其它岩石行星内部的結構與演化動力學。（圖六）

（九）地球深部礦物之物理性質

地球所在地球深部礦物的研究上，主要是利用一系列光學以及同步輻射光

源等實驗方法，結合高壓鑽石砧以及加熱技術，研究礦物於地球內部相對

應之高溫高壓條件下的物理性質，包括晶體結構及相圖、熱傳導係數、聲

速、分子振動光譜及電子自旋態等特性。除了礦物本身的物理性質之外，

透過與本所其他研究人員合作，更進一步了解地球內部熱演化及地球動力

學過程，並從礦物物理的角度，幫助解釋地震波觀測上的相關問題。

（十）地球物理場觀測與應用研究

觀測與分析地球的重力場和地磁場，以了解地球内部的物理過程，以及在

不同時間尺度上的變化。在重力場方面，通過利用近幾年GRACE衛星所

觀測到的大地震所引起的重力場變化，結合超導重力儀、長週期地震儀、

全球定位系統以及洋底壓力儀的資料，來分析大地震後所產生地球自由震

盪簡正模式的頻譜，對全球大地震所造成的地震變形場與因大地震所產生

的自由震盪簡正模式進行觀測與研究。在古地磁學方面，對海洋及湖泊沉

積物岩芯的磁學參數的分析，可以提供地層年代控制資料及對比，了解古

氣候及古環境變遷訊息。在環境磁學方面，磁學特性與礦物鑑定顯示磁黃

鐵礦不僅廣布於臺灣造山帶之低度變質岩中，並且散布於源自該區的河川

與海洋沉積物。因此由變質岩侵蝕而來的磁黃鐵礦，可以作為沉積物由源

至匯的示蹤劑，可以幫助了解臺灣以及其他造山帶的剝蝕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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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以GPS及應變儀觀測研究地殼變形、斷層與地震

圖六　行星地幔與岩石圈之物性及動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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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放射性同位素地球化學

地球所在放射性同位素地球化學領域的研究方向包括：利用短半衰期放射

性核種及高精度同位素資料，探討太陽系組成及其最早期演化；以貝加爾

湖和附近全新世火山活動沈積物記錄研究中亞造山帶的複雜起源和演化，

及其對氣候與環境變遷的影響；研究年輕火山弧的岩漿生成與演化；微量

元素及同位素在水圈及岩石圈的演化，以微量元素及其同位素了解海洋及

地表作用的時空變化，微量元素及其同位素在生物性碳酸鈣的校正，及其

在全球環境變遷研究上的應用，以及過去兩萬五千年以來的氣候變化及海

洋循環研究。

（十二）超高壓變質岩研究

地球所在超高壓變質岩研究方面，主要是利用雷射氧同位素質譜儀和電子

微探儀分析岩體中礦物的氧同位素組成，以了解這些岩體在大陸隱沒碰撞

作用中所可能經歷之元素遷移作用。我們對源於勞倫西亞大陸地幔楔的挪

威西片麻岩區超高壓變質岩帶中之石榴子石橄欖岩體進行了分析，結果發

現在超高壓變質過程中，所有岩體均曾經由流體與地殼發生換質作用，而

且部分岩體在超高壓變質作用前，已歷經複雜的地涵或地殼岩漿混染作

用。（圖七）

（十三）造山帶與造山作用研究

地球所在造山帶與造山作用的研究包括：利用年代學和岩石地球化學彙整

岩漿活動紀錄，及布設流動觀測寬頻地震站，以了解現今地下結構和震源

特性，這些研究有助於理解造山帶在不同階段的演化歷程。主要研究地區

涵蓋西藏——喜馬拉雅山和高加索——伊朗——安那托利亞高原，兩個世

界上最重要的碰撞型造山帶，以及中亞造山帶與東南亞地區的增生型造山

帶。研究人員針對這兩種不同的造山帶正進行對比研究。（圖八）

除了上述的重要研究成果外，地球所於近十餘年來，為了因應地科研

究創新與社群需求，陸續成立了臺灣地震科學中心、資料管理中心、計算

地球物理中心、太空天氣研究辦公室以及造山作用研究中心，這些中心的

緣起與對地科研究的重要性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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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超高壓變質岩研究 圖八　造山帶與造山作用研究

一、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為深化集集地震研究，開展新的研究領域，並落實研究成果為社會所用，

由國科會（現更名為科技部）資助於2005年成立「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該中心為虛擬機構，中心執行辦公室設立在地球所。該中心由卓越學者

領導，以任務導向為主，找出關鍵

問題，確定明確目標，集中分配人

力、設備來推動研究。（圖九）

二、資料管理中心

資料管理中心負責地球科學資料

（包括地震、應變與GPS及地震前

兆觀測）的典藏、品管、交換與流

通等工作。地球所資料管理中心服

務的對象不單是本所研究人員，全

球各地有需求的使用者，都能在短

時間內透過我們自行開發的網路資

料服務系統，直接在線上取得地球

所和臺灣地震科學資料中心所收集和典藏的高品質資料。同時中心也和地

震學家合作，利用地震波形資料，開發即時地震科學資訊系統。並與教育

領域的同仁合作，設計線上互動式的地震科學遊戲，將地震的科學與防災

圖九　臺灣地震科學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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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帶入校園和家庭，推動公民地震學的發展。

三、計算地球物理中心

在近二十年來計算軟硬體飛速發展的推動下，叢集式電腦在今天已經高度

普及，地球所也在中研院和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資助下，購置了頗具

規模的計算設施，包括具有4TB内存、近2000核心的計算節點，以及超過

400TB的硬碟存儲空間。本所研究人員利用這些資源所開展的計算工作，
包括全球和區域三維地震波模擬與逆推、臺灣地區地震震源的即時解算和

強地動預估、全球和區域地幔對流，以及岩石圈形變的動力學數值模擬。

四、太空天氣研究辦公室

太空天氣主要是指由太陽所發出的輻射物質與地球的磁場相互作用所產生

的一系列物理現象，在太空及通訊科技高度發展的今天，太空天氣的變化

直接影響到人們的日常活動。設立在地球所的「太空天氣研究辦公室」，旨

在搜集臺灣以及全球的各種太空天氣觀測數據，分析並發展太空天氣變化

的理論模型，為太空天氣預報的目標服務。

五、造山作用研究中心

地球所研究造山運動議題已行之有年，於 2017年成立「造山作用研究中

心」，與所內「電子微探儀實驗室」和「雷射電漿質譜儀實驗室」合作，目

的為整合研究人力，積極對外發展交流，探索全球廣泛分布的造山帶，包

括其地體構造、板塊運動過程與相關的岩漿活動。

地球所在研究上長期深耕於固體地球，包括地球內部成分（地函與地

殼）的演化、大地構造的變化，及其衍生的地震及地殼變形研究。研究群

組大致可分為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學組。地球物理研究始於地震學的觀察

和理論，還有地體構造及地磁學方面的研究。近年來在測地學，特別是全

球衛星定位系統和重力研究方面也有長足的發展。新的研究領域包括地函

（地球與行星）動力構造模擬計算、熱流、太空遙測，以及對地質災害的評

陸 在國內外之學術特色、貢獻及未來展望



121地球科學研究所數理科學組

估與減低。同時和其他政府機構運作遍及全島的地球物理學及測地學的儀

器台網，更在國際合作之下拓展到鄰近國家，例如菲律賓、越南、印尼、

印度，乃至伊朗、喬治亞及俄國。

地球化學方面，研究領域包括放射性和穩定同位素分析、地質和宇宙

礦物學、火山和地體構造學、陸地與海洋地質定年的應用、古海洋與古環

境變遷，以及結合地球物理方法開展造山帶與造山作用的研究。在礦物物

理學研究上，主要是利用一系列光學以及同步輻射光源等實驗方法，結合

高壓鑽石砧以及加熱技術，來研究礦物於地球深部之高溫高壓條件下的物

理性質。

整體而言，地球所在觀測與理論地震學、地質與板塊構造學、地球與

宇宙化學、活動大地構造學、地球動力學、高溫高壓晶體學以及地表作用

過程之研究，在國內外皆有紮實與深具影響力之學術貢獻。

地球所地球物理組與地球化學組有多項研究主題相通，也有密切的跨

組合作關係，如臺灣的造山運動（地物）及臺灣的大地構造演化（地化）、

板塊隱沒帶（地物）及臺灣的岩漿活動（地化），地震前兆整合觀測（地物

與地化）研究等。透過綜合領域的觀察與研究，我們能深入了解地球各式

的動力作用，也能進一步了解地質災害，如地震、斷層、火山、海嘯、土

石流、洪水等。這些基礎的地科研究成果，可以發展減緩與防治自然災害

之策略，提供未來國土規劃之科學依據，進而保障民眾生命財產安全。礦

物物理學為近年發展起來的新研究方向，可強化地球物理與地球化學研究

的橋樑，提升地球所整體的研究成效。地球所將持續上述研究方向，不斷

提升研究成果質量與國際影響力。

面對地球所已出現的人力老化及大幅減員的現實，我們計劃延攬更多

有發展潛力的年輕科學家，為地球所的研究生態注入新的活力。近期延攬

人才的重點是地球化學領域的古氣候學與礦物物理學，以期與地球所現有

研究人員合作發展這兩個方向的新興研究領域。其他延攬方向包括計算地

震學、全球動力學以及活動構造和地表作用等關鍵地科領域，也都是地球

所希望強化的研究方向。我們的願景是將地球所提升為亞洲最具領導地位

的地球科學研究中心，邁向全球地球科學學術發展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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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設立籌備處，1982年正式成所
https://www.iis.sinica.edu.tw

資訊科學研究所

一、籌備階段至正式創所

本所於1977年7月，奉總統核准成立籌備處，同時組織「設所諮詢委

員會」，由竇祖烈院士擔任主任委員及籌備處主任，積極展開籌備工作。

1980年10月，資訊科學研究所舊館竣工，全部行政人員與計算機服務中

心遷入開始作業。

1982年9月，資訊科學研究所正式成立，由竇祖烈院士擔任所長、鄭

國揚先生任副所長，同時組織學術諮詢委員會，由傅京孫院士為主任委

員。當時本所主要成員包括博士級研究人員6位、臺灣大學合聘研究人員2

位、兼任研究人員1位、通信研究員4位、碩士級助理研究員8位、約聘助

理研究員2位、學士級助理員12位。同年12月，發表國內第一部以電腦製

作之試驗卡通影片及國內第一套能自動表現中國字體藝術美之電腦系統。

二、1983年至2007年

1983年 6月，學術諮詢委員會決議兩項研究與發展方針，其一為於

五年內發展第五代電腦系統，其二則為籌辦高層次之資訊刊物。1985年7

月，竇祖烈院士任期屆滿離職，由當時的吳大猷院長兼代本所所長，並聘

李家同先生為顧問，全權處理本所學術性事務。8月起，延聘李家同先生

為合聘研究員，並由其代理所務。1988年8月起，由研究員郭譽申先生代

理所務，直至1991年李琳山先生接任本所所長，陳克健先生任本所副所

長，至此本所終於有了專任的所長。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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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硬體建設方面，隨著預算逐年增加，本所也在各方面提升研究設備

與環境，1990年10月，採購 Proteon P4200 router 以9600bps傳輸速率與

教育部對接，正式連上網際網路，比起全院直至1994年才正式連上網際

網路，本所提前四年讓所內人員得以享用網路發展的便利服務，無形中提

升了本所的研究效率。

1997年6月，李琳山先生卸任，由許聞廉先生任代所長，直至1998年

延聘美國西北大學李德財教授任本所所長。李德財所長到任後，積極提升

本所學術地位，同時以團隊合作與研究品質與全所同仁共勉，其勉勵同仁

的話語「件件工作，反映自我，凡經我手，必為佳作」，已成為同仁一致的

工作理念。

三、2008年至2017年

2008年9月李德財院士卸任所長職務，本院延聘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雙

城分校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Twin Cities）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游

本中先生出任所長。2011年9月游所長任滿，由特聘研究員許聞廉先生接

任所長，領導所務至今。2008年到2018年間，王大為、高明達、陳孟彰、
陳克健、王新民、劉庭祿諸位先生分別擔任副所長，襄佐游所長與許所長。

游所長任內戮力於完善本所典章制度，持續與本所同仁研議討論如何

提昇本所研究成果的知名度。自2010年起，本所的研究重新組織為以下八

項主題：生物資訊、電腦系統、資料處理與探勘、多媒體技術、語言與知

識處理、網路系統與服務、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計算理論與演算法。這

個分組方式，本所沿用至今。

本所於 2002 年配合中研院國際研究生院，開始招收生物資訊學程博

士班，致力延攬及培訓此一新領域之國際人才，至 2017 年已有約 50 名學

生，對生物資訊的研究有很大的助益。2014 年起，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博

士學程也開始招生，至 2017 年已招收約 20 名學生。
2008 至 2017 年間，本所同仁獲得多項國內外獎項（見於表一）

本所與國內各大學向有研究與人才交流，例如2008 年9月臺灣大學陳

銘憲教授加入本所研究，同時兼任本院資訊科技創新中心主任，李德財所

長於 2011 年8月出任中興大學第 14 任校長，前清華大學校長陳文村教授

於 2012 年3月加入本所為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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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鼓勵本所研究人員的交流以及共同進行大型的研究計畫，從2013

年起許所長將全所研究經費的四分之一區隔出來，作為「所內合作計畫」

之用。審核的重點為計畫前瞻性，是否可能成為本所的旗艦計畫，以及合

作的必要性和挑戰程度。大約每年支援所內七、八個合作計畫，計畫成員

也擴及所外的教授。執行迄今，所內有一半以上的研究人員曾經參與，並

且每一兩個星期各個計畫都舉行共同的討論會。由此可看出當初設立的宗

旨已逐漸發酵。合作計畫的運行除了能增進彼此的瞭解，對於所內人員向

外爭取大型計畫亦幫助頗大。譬如，在科技部舉辦的AI創新計畫甄選，
本所就有五位成員分別獲得每年平均千萬元的計畫，對於所內未來研究經

費助益極大。

表一 2008-2017年資訊所同仁獲獎一覽表

2008 許聞廉所長獲第十五屆東元獎

2009

李德財所長獲行政院科學專業獎章三等獎。

游本中所長獲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

張韻詩講座研究員獲第七屆 Linux 黃金企鵝人才貢獻獎。

2010

陳昇瑋先生獲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青年研究獎以及中國電機工程學會

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陳銘憲先生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2011 廖弘源先生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2012
許聞廉所長獲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資訊榮譽獎章。

楊得年先生獲中華民國資訊學會李國鼎青年研究獎。

2013 陳銘憲先生再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2014

廖弘源先生再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李德財所長獲伊利諾大學電腦科學系頒發傑出教育家獎，同時獲選為 
2014 年度傑出返校校友。

2015
張原豪先生獲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本所合聘研究員李琳山教授於 2015 年榮獲第八屆總統科學獎。

2016
本所合聘研究員李琳山教授獲選中央研究院第 31 屆院士。

廖弘源先生榮獲第二十三屆東元獎。

2017

李德財所長於 2017 年榮獲伊利諾大學傑出校友獎。

鐘楷閔先生獲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本所兼任研究員謝清俊先生（於本所榮退）榮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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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員額成長

本所成立之初，僅有專任人員28人及兼任人員7人。經過三十多年來

的成長，目前已經達到近450人（含兼任）的規模，其中最明顯的是研究助

理的人力成長。主要的原因，在於本所研究特性，需要大量程式設計師、

系統分析師及研究工程師等人力。而許多大型計畫的啟動，更需要堅強的

研究團隊作為後盾。這批年輕研究助理的加入，不啻為本所增添了重要的

生力軍，同時，本所也藉此發揮了培育高等研究才的功能。圖一顯示近年

來的員額變化。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資訊所人力統計圖

二、預算成長

資訊所成立初期，因人力規模不大，預算也較為拮据。但經過三十餘

年來的成長，目前已經達到每年超過兩億五千萬臺幣的規模。圖二為本所

自2008年迄今，所內經費成長情形。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40 40 40 39 41 41 41 39 39 40
■ 合聘研究人員 30 8 13 17 20 21 20 20 21 19
■ 行政技術人員 19 20 20 18 22 17 20 20 21 20
■ 博士後研究 29 29 32 31 38 46 43 47 41 38
■ 研究助理 271 197 179 136 175 171 153 154 159 193
■ 博士生 54 57 62 47 47 47 42 48 37 39
■ 碩士生 49 40 41 52 82 94 80 91 73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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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點主題規劃之策略性考量基礎

本所研究發展之方向與重點，乃依據中長程規劃，所有研究重點主題

均具備策略性之考慮基礎，主要考量因素包括下列三項：

1. 資訊科學各不同領域課題未來發展之趨勢、潛力及重要性。 

2. 本所研究發展目標任務、角色定位、發展方向、基本原則、研究結構。
尤其有重要性、深厚潛力、重大影響者，應優先考慮。

3. 本所在資訊科學各不同領域課題已有之研究基礎、條件、實力及已獲

致之成果，及本所目前及未來可能的人力物力、組織結構所構成之競爭

力，有機會在國內外建立領先地位者應優先考慮，反之則應儘量避免。

根據上述策略原則，目前本所共有以下八個主要研究重點領域：

1. 生物資訊。
2. 電腦系統。 

3 資料處理與探勘。
4 多媒體技術。
5. 語言與知識處理。

圖二 2008-2017年資訊所預算統計圖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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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路系統與服務。
7. 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
8. 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除此以外，基於資訊科學的特性及同仁的社會使命感，本所亦參與

許多對國家、社會、經濟、民生、文化等方面有重大貢獻之任務導向型計

畫，其中最重要的有自由軟體鑄造場、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

畫、基於參與式城市感測之懸浮微粒量測研究，與2018年1月開始執行的

人工智慧創新計畫。以下將分別略述各領域與重要計畫的研究重點與方向。

二、主要研究方向與重點

（一）生物資訊

有關蛋白體及代謝體研究，現階段研究重點為： 

1.蛋白體質譜實驗大數據分析
質譜儀已成研究蛋白體學重要的實驗技術，質譜實驗有由下而上和由上

而下兩類，前者是較常用的方式；本組同仁已經針對此種實驗方式發展

了計算方法和工具進行蛋白體定性及定量分析。

2.醣合成及代謝體之自動分析
醣的合成技術雖然已臻成熟，然而複雜的實驗步驟，讓許多研究單位望

之卻步。為了減少嘗試性的、錯誤的實驗方法，本組同仁發展了一套全

自動的程式，將生物化學的種種限制因素考慮進來，預測出最佳的合成

序列。

3.臺灣癌症登月計畫
臺灣於2016年8月受美國癌症研究所之邀，加入國際癌症登月計畫，其

中一重要目標是進行癌症的蛋白基因體表徵分析。本組同仁針對早發及

早期的肺癌進行研究，目前已知應和一些蛋白質的變異有關，但從質譜

大數據可靠地鑑定變異胜肽相當困難，本組同仁正為此設計演算法。

在基因體和轉譯體的研究，新世代定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技術已成為基因體和轉錄體研究的主要實驗技術。本所生物資訊組

研究人員在這方面的研究重點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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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短序轉譯組體組裝
 不同於基因體組裝的問題，轉譯組體組裝必須考慮大部分的基因都會表

現多種轉譯序列（稱為alternative splicing forms），而其表現量也有很大

不同，致使定序得到的序列覆蓋度也大不相同。本組同仁針對這些對於

組裝造成的計算問題，正在發展新的轉譯組體組裝序列核心程式。

2. 長序列基因體組裝
 目前已經有新一代的定序儀器（PacBio），可以產生長度達數千甚至數

萬長度的鹼基序列。然而，從此定序出的序列，錯誤率遠高過一般短序

列定序儀產生的序列，因此無法直接使用目前常用的短序基因體組裝程

式。本組同仁正積極研發新一代的長序列基因體組裝的核心程式和使用

者工具，來協助生物學家解決此一問題。

3. 發展雲端處理和分析NGS資料
 新一代定序的資料量已經非常地龐大，急需發展整合處理軟體和最佳

化這些軟體的處理速度和記憶體容量等，才能進行大數據分析。包含工

作流程設計、資源管理、系統最佳化等等，都是我們目前主要的研究議

題。此外，將持續地發展嶄新的雲端系統架構與演算法，結合次世代與

第三代單分子定序技術所產出之巨量資料，進一步加速新穎基因體組合

器的執行效率與運用範疇。

4. 利用計算的方法探討生物議題和建立數學模型進行預測基因表現調控的
關係

 由於次世代定序技術的快速發展，使得研究基因調控有更多的實驗資料

可供計算和分析。本組同仁持續利用這些實驗定序資料，並透過計算分

析探索基因調控之複雜機制。

與國內外大學研究機構有密切的跨領域合作計畫：生物資訊研究是

跨領域研究，本組同仁研究合作夥伴包含本院的農生中心、生物多樣性中

心、化學所、統計所、分子生物研究所、細胞生物與個體生物研究所、植

微所和生醫所等，及院外的國衛院、臺灣大學醫學院、藥理所、病理研究

所、生科院、漁科所和農業化學系、臺大醫院、成功大學生命科學院、海

洋大學水產養殖系和水產試驗所等。另外與國外的學術單位也有密切的

合作計畫進行，包含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植物生物學研究所、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醫學院、日本大阪大學蛋白質研究所和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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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在這些合作中，轉化本組的研究成果與衍生的分析工具，使之成為可

供研究社群使用的線上資料庫與線上分析工具，提昇資訊所研究結果的可

見度與影響力。

（二）電腦系統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方向，包括以下幾方面：

1. 嵌入式系統之儲存系統開發設計
 嵌入式系統的需求在物聯網快速發展之下急速擴增，而嵌入式系統大多

使用快閃記憶體為其資料儲存媒體，因此高密度的多階與3D 快閃記憶

體也應運而生，但也帶來效能與可靠度的挑戰。我們著重於發展新技術

來解決 3D 快閃記憶體的壽命及資料可靠性議題。並研究利用次世代的

可位元定址非揮發性記憶體 （如PCM、ReRAM、STTRAM）來改善嵌

入式儲存系統的效能低落問題，並進一步探討如何提升儲存系統的空間

利用率與資料如何快速安全刪除等議題。

2. 嵌入式深度學習之系統設計與優化
 深度學習的應用通常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與運算資源，有些相關應用

（如人臉辨識及物件追蹤）更包含大量的隱私資料，需要嵌入式深度學

習的支援。嵌入式系統（如行動裝置及 IoT裝置）通常只搭載有限的運算

能力、有限的記憶體 /儲存體空間及有限的電源。因此，我們研究如何

利用新型記憶體架構及運算加速器，來優化嵌入式系統在進行深度學習

運算時的能耗效率及運算效率。同時，我們針對嵌入式深度學習應用的

資料特性進行研究，搭配近似運算技術，以進一步降低嵌入式深度學習

系統的軟硬體需求。

3. 多核心系統與虛擬化技術
 動態二元碼轉譯 （Dynamic Binary Translation）為跨平台虛擬化之核心

技術，然其最大瓶頸為翻譯出之二元碼效能低落，如何提升動態二元碼

轉譯器翻譯出之二元碼品質及效能，為一極具挑戰性之重要研究議題。

我們發展一高效能且可跨多種不同計算機指令集架構之動態二元碼翻

釋及優化系統，並設計新的動態優化技術和標註技術，以善用多核心硬

體優勢，進而提升虛擬化平台在多核心硬體架構運作之效能。我們的下

一個目標是將此動態二元碼轉譯技術延伸至新的平行運算單元，包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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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處理器（GPU）、通用圖形處理器（GPGPU），以及單指令流多資料流

（SIMD）。

（三）資料處理與探勘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方向，包括以下幾方面：

1. 巨量社群網路資訊萃取與分析
 社群網路資料因快速成長、規模龐大，以及具有多樣性的個體與鏈結，
使其成為一種巨量資料。我們最新的研究工作是設計一個可以找出同時

保留節點的global ranking和 local proximity特性的network embedding 

方法，此embedding 在 link prediction和community detection兩項工作

的品質均較現有embedding表現良好，此研究工作被國際頂尖機器學習

會議NIPS所接受。其他研究包括在給定的網路中找出基本組成結構；
針對快速變化的社群網路，我們提出一個演算法，能快速且不失真地計

算每一個獨立節點因為動態新增與刪除的網路鏈結而改變的中心程度

（closeness centrality）；此外，針對異質社群網路上有不同型態的個體，
我們率先提出以某單一個體為出發點的摘要方法，告訴大家如何利用鄰

近結構分辨特定個體在其同儕間的獨特性，可做為個體搜尋引擎（entity 

search）或是人材取代推薦（substitution recommendation）的應用。
2. 嵌入式系統資料管理
 傳統的多版本索引 （multi-version index）機制都是針對硬碟設計，並沒

有考慮到快閃記憶體的讀寫限制。我們率先提出針對快閃記憶體提出多

版本索引管理機制，以解決多版本資料存放在快閃記憶體上的索引管理

問題。我們所提出的管理機制能在使用極少的SRAM就能達到很好的 

query 及 update 的效果，同時針對多版本索引特性提出最佳化的快閃記

憶體的空間回收（garbage collection）策略。並且利用快閃記憶體的區塊

抹除特性，提出新的資料寫入策略。我們所提出的這種管理機制，可以

減少80%以上的不必要寫入，大幅提升多版本資料存放在快閃記憶體上

的存取效能。此外，我們對多版本的研究更進一步延伸到相變化記憶體。

3. 社群網路查詢與最佳化
 社群影響力在社群網路之決策上扮演重要之角色，過去研究主要聚焦

在最大化影響力傳遞。與過去不同，我們探討如何透過選擇最佳之中

繼人來影響特定目標之決策。此外，我們亦同時考慮頻繁樣式探勘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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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社群影響力行銷兩個在資料探勘領域之重要元素，建立了以超邊為

基礎之圖模型，我們亦根據計算理論推導出該問題之難度，設計一套

近似演算法。在隱私保護方面，提出了一個新的攻擊模式：友誼攻擊 

（Friendship Attack），並且引進一個新的概念－k2匿名（k2-anonymity）
發表於ACM SIGKDD以及 IEEE TKDE。此研究轉移至中華電信，運用

於提高4G使用者數量之社群行銷。在適地性社群網路（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s），我們在ACM SIGKDD、VLDB、IEEE TKDE提出社

群空間團體查詢（Social Spatial Group Query），以有效找出一群關係緊

密且地理位置接近之朋友以及適合的集合地點。其亦為直播團體查詢

及社群空間工作團體查詢各設計出一套近似演算法，分別發表於AAAI

與ACM TKDD。在籌劃社群活動，我們所提出的三倍近似演算法榮獲

PAKDD最佳論文提名獎。此外，我們設計出保留頻繁樣式之網路圖產

生器（Pattern Preserving Graph Generation，PPGG），該演算法產生的

圖不但能保留頻繁圖樣式，也能保證傳統統計參數，發表於 IEEE ICDM

與 IEEE TBD，也開放免費下載。我們亦運用機器學習技術協助精神科

醫師進行社群網路心理症狀之自動偵測（發表於WWW）與群體治療

（發表於ACM CIKM）。該跨領域之研究成果亦獲邀發表於亞洲微軟研

究院（Microsoft Research Asia）之年度高峰會（Faculty Summit）。
4. 網際網路事件摘要
網際網路上眾多之文件往往共同描述一個事件之始末與發展（例如一個

意外事件、一個體育賽事、一個政治競選始末等），本研究方向即針對

如何將這些事件從眾多文件中發掘出來，並能以摘要與事件關係來表示

出來。我們使用網頁之超連結找出隱藏之相關事件或組織。並提出一個

life profile 的機制，以「生命力」以及「流行」兩個數量化指標來描述、
預測一個事件的發展，而將一個事件的發展以關係圖標示出事件重點以

及發展狀況，並編寫各個發展重點之摘要。本研究的問題定義與所提出

答案皆為本研究團隊之創新，以前並無類似之研究。網際網路事件的發

現，從眾多的文件終將「事件」發掘出來。如同任何機器學習的問題，

threshold 的決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尤其一個事件會隨著時間而發

展，而不是一個單純的分類工作。本研究即針對這個問題，提出適性

thresholding 的方式。我們提出漸加性PLSI方式來決定門檻值的方式，
以改善以往門檻值的選擇往往會造成效果很大的差異。以HMM來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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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事件的發展，並提出適性的 threshold來提高準確度，上述研究成果

發表於SIGIR、KDD、TKDE等國際會議與期刊。

（四）多媒體技術

多媒體技術與生物科技及奈米科技，被公認為是二十一世紀最具影

響力的科技產業。在過去二十多年來，我們已見證了多媒體相關技術對於

日常生活中的多層面影響與改善。多媒體科技的應用極廣，促使了包含視

訊、音樂、三維動畫、影像、聲音等技術上的進步，並衍生出更多科學研

究的持續挑戰。多媒體技術實驗室成員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多媒體訊號

處理、電腦視覺和機器學習。每位研究人員除了專注於個人有興趣的研究

專題外，也透過共同參與大型計畫，以期在重要研究議題上能有關鍵性突

破。現階段本實驗室同仁主要研究重點，大都聚焦於深度學習於多媒體資

料處理之研發及應用，並透過主持或積極參與多年期科技部人工智慧創新

計畫，來發展多媒體技術的新世代AI應用，與協助提升國內多媒體相關

產業的AI研發技術。更希望這些技術能廣泛地應用在民生、醫療、工業、
農業、交通、國防、環保、教育訓練、⋯等各層面，對於整個國家社會產

生巨大的貢獻。

（五）語言與知識處理

我們在過去二十多年發展了中文處理基礎建設，為未來的自動化知識

建構打下基礎。這些基礎建設包含標記語料庫、句結構樹資料庫、詞彙

庫、中文語法、知識地圖、廣義知網、中文字構形資料庫、詞彙分析系統

及句剖析器等。在此深厚之基礎下，我們致力於下列自然語言理解及應用

的研究。

1. 知識為本的中文語言處理技術
 我們發展強健型的中文結構剖析及語義分析系統，注重以概念為中心的

中文處理技術，利用所發展的「廣義知網」詞彙知識架構及自動抽取得

到的統計、語言語法及常識訊息作為基礎知識，用於分析文件的概念結

構，並發展語義自動合成技術以瞭解文件的意義。

2. 統計準則式模型
 我們設計了一種模版近似比對的方法，能夠大量使用者標註過的語料學

習後，進行模版的摘要。使得摘要過的「準則式模版」更為強健，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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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嶄新的領域也有不錯的對應率。這種新的機器學習效果極佳，而且學

到的知識提綱挈領，易於理解，錯誤分析可準確提供方向，增強系統性

能，是傳統機器學習不容易做到的。

3. 中文自然語言問答系統
 我們結合了各種中文技術，如問題理解、文句擷取、專有名詞辨識、候

選答案排序、語意模板等，研發出一套問答系統。這套系統在2007年日

本東京NTCIR舉辦的第二屆中文問答系統競賽中，以55.3%正確率蟬聯

第一名。目前，這個系統已經商品化，我們正在往流暢的對談系統努力

中。

4. 專有名詞及其間關係之辨識
 在文件中標註出人名、地名、機構名等專有名詞極為重要，我們基於機

器學習所開發的專有名詞辨識系統，在2006 SIGHAN中文專有名詞辨

識競賽中取得第二名。在2009年國際蛋白質名詞搜尋賽中，榮獲第一

名。在近期的研究中，利用統計綱要式模型，可大幅提昇專有名詞之辨

識率，並可進一步推廣到名詞間關係之辨識。

5. 整合詞彙知識庫來表達詞彙向量
 我們整合詞彙知識庫與詞彙向量這兩者非常互補之表達方式，期盼能

發揮兩者的長處。我們結合知識庫與語料共同從事詞彙向量的生成，結

果發表在EACL 2017。此外，在 IALP 2016 的預測情緒詞彙的國際競賽

中，我們利用語料訓練出的詞彙向量與廣義知網的同義詞集來預測情緒

維度，在國際32個隊伍中奪得valance的冠軍，並發表相關文章。
6. 情感分析與意見探勘
 我們建立了中文情感分析最完整的套件  CSentiPackage，其中包含

辭典、語料、計分工具，與深度學習的社群網路文本分析演算法

UTCNN；我們不僅發展統計機率模型，更開發深度學習的情感分析技

術，建立了網路貼文的情感與意見視覺化系統Feelit與WordForce、臉

書短訊情感偵測之手機應用程式 EmotionPush、協助母語為中文之英語

學習者以英文表達情感的寫作輔助系統RESOLVE、以及學習混淆字的

例句推薦系統GiveMeExample，這些系統都達到相當好的效能。
7. 機器閱讀
 我們用之前所建立之不同分析模組 （如中文分詞、句法剖析、語意角色

標註、邏輯型式轉換等），來建立一個中文自然語言理解系統。我們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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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個長期的研究計畫建立一個中文機器閱讀程式，使本計畫可以用閱

讀測驗來評估。我們從國小課本開始，然後再進一步到中學課本，最後

到專業智慧型問答系統。

（六）網路系統與服務

本研究群強調學理與實務並重，除了針對網路系統與服務在垂直性整

合上的各項關鍵議題進行深入探討外，更結合實際的應用場域，透過系統

佈建與運作，進一步從事跨領域的應用性研究。在關鍵核心技術上，主要

研究的方向為軟體定義網路、網路功能虛擬化和物聯網技術等研究議題；

而在應用場域上，則包含災害管理的資訊技術、參與式感測系統技術，以

及結合物聯網應用的時空大數據分析等議題。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重點方向，包括以下幾方面：

1. 連接形式化驗證與其他領域，為過去研究之主軸。在組合分析中，我們

建立了組合分析證明規則與直觀式邏輯證明規則之關係。在低階密碼程

式上，我們利用形式化驗證檢查此類密碼程式之正確性。

2. 平行程式的正確性驗證是程式語言領域最困難的議題之一。近年來，隨

著大數據處理的需求，MapReduce技術被提出來做為新一代平行資料

處理程式的標準方法。近年來我們發現這類新型態的平行程式的正確性

驗證問題，可以用模組化的方式處理。我們可以先檢驗其中的Reducer

元件是否具有可交換性，在他們具有可交換性的前提下，這類平行程

式的驗證問題可以被化簡為一般非平行程式的驗證問題。我們計劃這

幾年在這個方向進行努力。看看這個想法有沒有機會落實在檢驗大型

MapReduce系統的正確性。
3. 純函數語言主張以嚴謹的數學方法討論程式的副作用（輸出入、變數更

新、非確定性等等）。其中主要的數學結構為「單子」（monad），我們計

劃更廣泛地討論單子與副作用處理的關係，尤其是牽涉多種副作用時單

子的代數性質，希望能提出一個完整的理論架構。

（八）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資訊科學相關領域發展之根本基礎之一為計算理論，在資訊科學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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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取代之重要地位。一直以來幾乎所有資訊科學研究機構，莫不以計算理

論之研究為其核心基礎部分。此一領域之研究議題廣泛，有許多可以進行

的研究方向。本所現階段及未來主要的方向包括量子密碼學、幾何計算、

組合最佳化與近似演算法、巨量資料、基礎圖論、機器學習理論與機器

人。本所歷年來一直有不少研究人員從事計算理論之研究，研究群成立已

有二十多年歷史。在上述各研究方向中均有相當成果發表於國際知名期刊

與會議。未來目標在發揮每個研究人員的個人專長以尋求重點突破，爭取

國際上之學術聲譽；同時積極參與合作，找尋重要的應用問題，協助設法

建立理論模型並尋找解決方案，為科學研究作出貢獻。

二、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行政院「挑戰2008：國家發展重點計畫」中明示「推動數位典藏機制，
將我國豐富的文化藝術典藏數位化並上網，充實網路資訊內容」。據此，

「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承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現在的科技部）「數

位博物館計畫」、「國家典藏數位化計畫」、「國際數位圖書館合作計畫」的

經驗，於2002年1月1日正式成立。2008年1月1日起，「數位典藏國家型

科技計畫」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整合為「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

家型科技計畫」。在計畫辦公室、機構計畫、各分項計畫與公開徵選計畫

的共同努力之下，已執行完成許多的數位典藏專案，並累積了龐大的數位

化藏品。國家型科技計畫於2012年底結束，本院也同時成立「數位文化中

心」，接受科技部的委託，執行三年期的「數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確保

數位成果的永續維運工作，並在2015年底計畫結束之後，整合本院的數位

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資源，繼續承擔數位成果的永續維運的重責大任。

本計畫是人文與科技並重的計畫，也是我國唯一著重人文內涵的國家

型計畫。本所在計畫之初，便投入大量的人力參與各項資訊技術的研發與

核心平台的建置工作，研究重點包括多媒體技術、影音處理技術、語言處

理技術、後設資料、缺字與異體字及系統整合服務等。在計畫結束之後，

本所同仁仍持續支援「數位文化中心」，除協助帶領技術團隊支援全院的數

位典藏與數位人文研究外，並針對相關研究計畫亟需的資訊技術進行研發。

四、基於參與式城市感測之懸浮微粒量測研究

我們針對日益受到重視的細懸浮微粒 （PM2.5）污染問題，提出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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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式城市感測系統方案，並且結合物聯網、大數據與雲端運算技術，建

構大型開放式的PM2.5感測與資料平台。在2012-2014的中研院主題計畫

當中，我們研發微型空氣品質測站的硬體設計、校準與網路通訊系統，並

在該計畫中完成微型 PM2.5 測站的原型裝置。在2015-2017的中研院永續

科學計畫當中，我們進一步進行微型PM2.5測站的功能優化、佈建以及後

端資料庫系統的建立，成功建立當時臺灣最大的PM2.5微型測站開放資

料入口網站，提供包含即時資料介接、即時資料視覺化以及即時資料分析

等多項服務，成為臺灣甚至全世界最大的PM2.5微型測站資料集散地。至

2017年底，這項大型的PM2.5感測計畫已擴展到超過 4,000個微型測站，
並且散布超過30個國家的規模，建構出全球規模最大且資料品質最穩定

的環境物聯網系統。

五、人工智慧創新計畫

2017年是臺灣的AI元年，而本所同仁在人工智慧相關技術與理論的

研發已早有穩固根基。特別是在自然語言、語音、電腦視覺、深度學習等

AI關鍵技術與應用，歷年來都已投入長期大量研究資源，並已獲致豐碩研

究成果，發表在主流國際會議與期刊。展望人工智慧現階段與未來的研究

工作推動，本所同仁亦積極參與科技部於2018年1月開始進行的AI創新

研究計畫，相關的研究規劃與重點如下：

1. 具深度理解之對話系統及智慧型輔助學習機器人
 本計畫預期解決現今產學界上的技術缺口，提供高品質的對話機器人服

務來提升國際競爭力。本計畫開發出瞭解自然語言的智慧型代理人，能

夠讓領域專家快速開發流暢的對談腳本，並利用此智慧型代理人演進

出能經由自動學習合成文句與篇章的技術，強化智慧客服的自動對談能

力，期待和歐美日技術並駕齊驅。

2. 深度學習與多媒體資料處理
 本研究計畫共分成三個子計畫。子計畫一題目是「深度學習於演唱會視

訊雜湊之研究」。在此計畫下，我們預計以四年的時間研發如何用深度

學習網路執行下列項目：（1）辨識視訊中的物件及其運動方式；（2）執

行多重音訊的接合；（3）用導演使用的深度語言執行符合音訊接合的視

訊雜湊。子計畫二題目是「深度學習於群體物行為分析與反恐系統開

發」。子計畫三的題目是「深度轉換學習」，這個議題是深度學習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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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化及被廣泛運用的重要議題。

3. 異質性深度模型整合與檢索特徵學習
 如何讓智慧服務同時具備視、聽、語言理解及其他智慧功能是重要的課

題。人只有一個大腦，理想上一個智慧系統應也只使用統一而全能的深

度模型來達成不同任務。然而隨著各種深度模型的發展與成熟，許多訓

練好的模型都僅專精一項特別的任務。基於此，本計畫欲解決之問題為

跨領域的模型整合，預期融合多模態之不同種類深度模型成為單一的全

能模型。

4. 源於GAN的深度學習技術與網路精簡化在電腦視覺的應用
 在發展AI核心技術方面，我們將深入研究源於GAN模型的深度學習原

理。並建構實用的訓練機制與理論，來有效解決以往學習GAN深層網

路的不確定性。本計畫的另一項研究重點是發展新的學習機制，可將一

個給定的深層網路精簡化，並保持其原有效能。此外，我們亦探討利用

強化學習的機制或加入外部長期記憶網路，來擴展GAN深層網路模型

與相關人工智慧應用。

近年來，隨著預算與員額之成長，與各項重大研究計畫之推展，本所

產生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表二為本所過去十年來發表期刊論文量與論文引

用次數之統計。由於資訊領域應用與技術發展快速的特性，研究成果發表

於國際主流重要會議的趨勢也日益明顯。本所同仁的各項最新研究成果，

相繼發表在其研究領域的最頂尖國際會議，甚至獲選為該會議的最佳論

文。表四為本所最近十年國際會議論文發表、會議及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

與獲選會議最佳論文篇數統計。這也代表本所研究同仁發表的論文，不僅

能聚焦於關鍵主流研究議題，論文品質也能持續受到國際資訊學術界的重

視與肯定。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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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物資訊

1. 發展快速有效的計算方法來加速處理大量次世代定序資料
本組施純傑老師和生物多樣性中心李文雄院士實驗室共同設計一套以延

伸為基礎的組裝程式，稱為 JR-Assembler。利用整個短序做延伸（稱為

跳躍），除可加快執行速度外，同時可以直接跨過小於序列長度的重複片

段。在無法延伸時，程式會自動切除尾端的部分鹼基，增加延伸的機會。

最後用未被組裝的短序回貼到延伸的序列，來檢視延伸的正確性。成果

發表在Proc. National Acad. of Sci. 2013。對於定序短序列回貼基因組的問

表三 專題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件數與授權件數（2008-2017）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申請專利件數 0 5 8 4 1 4 2 0 0 0 24

獲得專利件數 0 0 1 3 1 3 2 0 2 0 12

授權件數 9 0 1 1 1 6 3 4 4 5 34

表四 國際會議論文發表、會議及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與最佳會議論文統計（2008-2017）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國際會議

論文數
92 83 77 90 84 104 104 106 89 90 919

論文

引用次數
NA NA NA 5,983 7,000 7,545 7,859 7,843 8,301 8,382 51,443

最佳會議

論文數
2 1 1 0 4 3 2 4 3 3 23

註：本表數據根據google scholar統計。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表二 研究人員期刊論文發表篇數與被引用次數統計（2008-2017）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收錄總篇數 68 75 64 68 86 75 96 92 78 58 760

被引用次數 1,441 963 1,111 971 1,032 620 711 426 334 12 7,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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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本所許聞廉特聘研究員兼所長實驗室利用divide-and-conquer演算法

開發快速平行計算方法—— Kart，可將一個 read分解成更小的碎片，並將

其個別匹配到基因序列。實驗證實Kart比一般mappers快三到十倍，而且

錯誤容忍度及準確度均極高。同樣的想法也應用在處理RNA-seq問題上

（稱為DART），效率及準確度極佳。成果皆發表生物資訊領域最重要的期

刊之一Bioinformatics。

2. 質譜儀分析的蛋白體學及醣合成之計算分析
三項重要的研究成果分述如下：（1）蛋白體質譜實驗大數據分析：本所

宋定懿老師實驗室已經完成三套蛋白質定量自動化分析系統Multi-Q、
MaXIC-Q及 IDEAL-Q，涵蓋幾乎所有重要的定量技術。此外質譜實驗有

由下而上和由上而下兩類，前者是較常用的方式。為此，宋定懿老師實驗

室針對此種實驗方式和資料，發展了計算方法和工具進行蛋白體定性及定

量分析，發展名為MAGIC的系統，亦建構MAGIC-web的平台，處理大

規模及標靶醣蛋白的鑑定。（2）醣合成及代謝體之自動分析：醣蛋白是重

要的修飾蛋白且是重要的生物標記，本所宋定懿老師和許聞廉老師實驗室

發展世界上第一套能夠自動化分析大規模醣蛋白質譜數據的軟體。其次，

由於SWATH的質譜實驗方法，近年被提出並在 targeted 蛋白體學分析受

到重視，他們提出一個名為ProDIA的計算方法及系統，從SWATH的質

譜數據產出大規模MS/MS圖譜，進行蛋白質定性分析，結合傳統實驗方

法的鑑定，可提升蛋白體的整體鑑定。（3）蛋白質結構與細胞定位預測：
在蛋白質結構預測上，本組研究人員特別針對膜蛋白發展一系列的預測工

具，包括：膜蛋白的穿膜螺旋區塊及其拓樸性質、螺旋間交互作用及接觸

點的預測、穿膜區塊的 lipid exposure預測，並建構完成一個已知螺旋結構

間交互作用的知識庫。在蛋白質細胞定位預測上，本所宋定懿老師和許聞

廉老師實驗室發展通用的蛋白質細胞定位預測方法稱為UniLoc，可以同

時預測原核與真核生物的蛋白質細胞定位，且有效率地辨別單一與多重定

位的蛋白質。

3. 利用計算方法發現未知基因的調控機制和預測轉錄因子的結合位點
本組蔡懷寬老師實驗室藉由計算的方法，分析上游轉錄調控因子（trans-

regulator factors）和下游結合元素（cis-regulatory elements），發現在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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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的調控因子結合位點上核苷酸變異（nucleotide variations），對於

基因表現扮演重要的角色〔Nucleic Acids Res. （NAR）2009〕。更進一步，
蔡老師實驗室結合motif discovery，發展新的方法，可以在酵母菌中可找

出更多轉錄因子和轉錄因子（TF-TF）有交互作用的關係（Bioinformatics 
2012）。除了調控因子外，蔡老師實驗室也藉由分析TF和小分子核醣核酸

（miRNAs）的演化關係後，發現實際上miRNAs在後生動物（metazoans）
比TFs，在基因調控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4. 開發處理巨量生物資料的計算平台
林仲彥老師和何建明老師實驗室發展MapReduce平台的前組合和後組合

分析技術，以預測序列片段的重複性和定序錯誤，來優化新穎基因體組

合技術的正確性和效率 （https://github.com/moneycat/QReadSelector）。
在基因體組裝方面，可透過他們所建構基因結構解析註解流程、線上即

時分析與呈現平台（http://molas.iis.sinica.edu.tw），已能整合基因體、轉

錄體、蛋白質體與甲基化（http://tea.iis.sincia.edu.tw）等多維體資料，協同

研究團隊以網頁介面，透過不同角度來詮釋複雜生命現象的核心課題，如

癌症臨床樣本、非模式生物，如龍膽石斑（http://molas.iis.sinica.edu.tw/

grouper2016）、日本鰻（http://molas.iis.sinica.edu.tw/jpeel2016）與雞肉絲

菇等、環境微生物與人類病毒（Enterovirus, HCV）研究等，已協助找出

罕見疾病之致病融合基因、建構高品質之非模式物種資料庫與找出限制

HCV病毒複製的機制（PNAS, 2017）等。在複雜網路關鍵因子分析上，過

去整合十一種拓樸分析之程式cytohubba （http://apps.cytoscape.org/apps/

cytohubba），自2011年以來，已有超過9,000次的下載，近180次的文獻引

用，而2017年1月上線的新版，至同年3月底，已有超過400次的下載。

二、電腦系統

1. 嵌入式系統上之儲存系統開發設計
嵌入式系統大多使用快閃記憶體為其儲存系統，而三維快閃記憶體被廣泛

地認為是繼續提升快閃記憶體晶片容量的可行性方法。雖然三維記憶體架

構顯著地增加了快閃記憶體的晶片容量，也由於一個資料塊（Block）所包

含的資料頁（Page）的數量變多，三維記憶體架構也增加了抹除一個資料

塊（Block）所產生的延遲。此外，在垃圾回收時（Garbage Collection），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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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資料頁數量也提升了產生額外的資料頁搬移（Live-page copying）之

機率。為了降低在大容量三維快閃儲存裝置的垃圾回收成本，一個名為子

區塊抹除設計概念被提出，在此概念下一個資料塊會被切成多個相同大小

的子資料區塊（Sub-block），而每一個子資料區塊就成為一個新的基本抹

除單位。我們的方法可提升三維快閃記憶體的垃圾回收效能50%。相關研

究更獲得頂尖國際會議 ACM/IEEE Design Automation Conference （DAC）
的最佳論文提名。

2. 雲端遊戲系統設計與實作
在雲端遊戲系統中，雲端伺服器負責遊戲畫面的繪製與編碼，並透過網

際網路將結果串流至客戶端。客戶端程式則負責將來自遊戲搖桿、鍵盤、

滑鼠的使用者輸入，傳至雲端伺服器。藉由雲端遊戲系統，使用者可以：

（1）避免為了玩最新遊戲而必須不斷更新電腦設備，（2）可透過客戶端程

式在不同平台（如 PC、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遊玩同一款

遊戲，（3）將省下的軟硬體成本拿去玩更多的遊戲。另一方面，遊戲開發

者將能夠：（1）讓遊戲支援更多平台，（2）避免軟硬體相容性問題，（3）增

加淨利。基於上述種種優點，我們開發了一套開放源碼的雲端遊戲系統 
- GamingAnywhere。我們還設計了一系列實驗來測量 GamingAnywhere 

的效能及運行成本，也藉由實驗推導出最佳的系統設置參數，可做為

使用者自行在其伺服器上安裝並運行 GamingAnywhere 的依據。目前

GamingAnywhere網站已有三十萬人次拜訪及十萬次的下載，為雲端遊戲

領域最有影響力的開源平台。

3. 虛擬化之系統支援
本團隊著重於開發虛擬化之核心技術，特別是針對多核心系統的動態編譯

技術，如二進制碼轉譯及二進制優化。現階段已完成一個多執行緒之平行

化動態編譯器，稱為HQEMU （hybrid QEMU），可大幅提昇轉譯碼之執

行效率。HQEMU 建構在現有虛擬化平台 QEMU 上，且整合 LLVM 編

譯器之強大優化功能。此外，我們設計新的動態優化技術，並將其整合

入 HQEMU，以善用多核心硬體優勢，進而提升虛擬化平台在多核心硬

體架構運作之效能。實驗結果顯示HQEMU之執行效能比QEMU快25倍

以上，此研究為全球第一個將 QEMU 與 LLVM 成功結合並達到優越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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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案例。相關研究成果更獲得國際會議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Systems （ICAPDS 2016）最佳論文獎。

三、資料處理與探勘

1. 線上廣告即時競價應用：有限觀察資訊下預測對手最高出價
在網路廣告即時競價的環境中，如何快速且精準地出價，對於廣告商來說

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其中，在給定拍賣廣告特徵後，競爭對手的最高出

價對於廣告商來說是一項很重要的資訊，因為可幫助廣告商在有限預算

下設計出好的出價策略。而在真實廣告拍賣機制中，廣告商只能從過去競

標成功的廣告得知對手的最高出價，競標失敗的廣告則無法得知。為解決

此項挑戰而能同時學習過去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我們提出利用線性迴歸與

截斷迴歸的混合模型，利用統計模型與機器學習的技術，幫助廣告商有效

地預測未來廣告拍賣的對手最高出價。在真實的競標資料中，我們可以證

明，我們提出的混合模型可以有效地彌補過去單一模型的不足，並且有效

地預測真實的對手最高出價，研究成果發表於ACM SIGKDD 2015。

2.架構於非揮發性記憶體之即時嵌入式系統初始化時間最小化設計
將開機及程式初始化之時間最小化是許多電子產品增加市場競爭力必經

之考驗，此研究明確地剖析初始化時間最小化之問題定義，並同時考量

嵌入式系統裡的動態隨機存取記憶體（DRAM）與非揮發性記憶體（Non-

Volatile Memory）。在此複雜的嵌入式系統裡，我們首先證明初始化時

間最小化為一極具挑戰性的NP-hard問題，並設計出一時間複雜度較高

的動態規劃演算法，以取得最佳解。當計算時間需壓縮在多項式時間

（Polynomial Time）複雜度之下時，我們的研究亦提供一0.25近似之貪婪

演算法（0.25-Approximation Greedy Algorithm），最後延伸設計出一多項

式時間近似方案（Polynomial-Time Approximation Scheme），讓使用者彈

性地設定可容忍之計算結果與最佳解間的誤差，於給定之誤差限制為前提

下最小化計算所需之時間。所提出之演算法也透過MRTC及DSPstone裡

共65個測試程式的檢驗，證明可節省超過29%的系統初始化時間。此研究

於2014年發表於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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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群網路影響力傳遞分析與優化
商品推薦與社群網路病毒式行銷之研究議題在資料探勘已被廣泛地探

討，然兩者仍屬於不同研究領域個別被研究。我們首先點出實質上兩者

緊密相連不宜被分別研究，進而提出社群物件圖 （Social Item Graph，
SIG）模型，其以超邊（Hyperedges）同時捕捉上述兩種效應。我們證明上

述兩類過去研究皆為我們模型之特例，提出社群物件最大化（Social Item 

Maximization Problem，SIMP）的種子選擇問題，證明其為NP-Hard，以

及理論上之不可近似性，並設計了一個可達到最佳近似比例之近似演算法

與新的索引結構SIG-Index。此外，社群影響力傳遞研究過去僅針對種子

選擇以最大化影響力範圍。反之，針對已知目標導向之社群影響力傳播，

我們提出接受機率最大化（Acceptance Probability Maximization，APM）
之社群影響力傳遞中介節點問題，並設計演算法求得最佳解。上述成果發

表於ACM SIGKDD 2013與2016，並獲得MIT Technology Review, ACM 
TechNews, Phys.org, and Popsci.com報導。

四、多媒體技術

1. 雞尾酒浮水印的發明
本所廖弘源先生及呂俊賢先生於1999年共同研發雞尾酒浮水印，主要是

利用嵌入兩個或兩個以上功能互補的浮水印，達到抵擋各式各樣攻擊的

目的。經過各方嚴格的測試，這個技術在2002年透過中研院公共事務組

技術轉移給美國DigiBits公司，當時曾銷售到許多國家（美國、加拿大、
澳洲、中國等）。在臺灣方面，曾經使用過此技術的有國立故宮博物院、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國立美術館，及國立歷史博物館等。這個技術的

理論部分則刊登於IEEE Transactions on Multimedia, Vol.2, No.4, pp.209-

224, December 2000。同時，在專利方面已獲得美國、加拿大及臺灣的專

利。另外，2002年美國國家地理頻道在報導各國科學發展專輯中臺灣專

輯「Hot Science from Taiwan」時，亦將雞尾酒浮水印列入十個報導子題之

一。此論文的期刊及會議版本至今（2018.1）已總共被引用約五百次。

2. Null space LDA
在許多的圖形識別問題上，降維度是一個重要的前處理問題。而線性鑑別

度分析（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簡稱LDA）向來都是常用的監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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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維度方法。傳統的LDA需要 scatter矩陣為nonsingular，否則就無法求

解。不幸的是，許多圖形識別的問題，例如人臉辨識問題，大都無法順利

取得足夠的樣本數來執行分群，因為樣品本身的維度往往遠遠超過樣本

數，這就是知名的小量樣本問題（small sample size problem）。本所廖弘

源先生及博士生陳麗芬在2000年左右針對這個問題提出null space based 

LDA，這個方法試圖在群內 scatter矩陣的null space中最大化群間 scatter

矩陣，如此就可避開所謂的 singular矩陣問題。這個解法成為此領域的一

個里程碑（milestone paper），後來學術界稱它為null-space LDA，論文刊

登在Pattern Recognition, Vol.33, issue 10, pp.1713-1726, 2000。此論文發表

至今已被引用一千四百多次。

3. 視訊竄改術的研究
本所廖弘源先生於2006年開始擔任數位典藏暨數位學習國家型計畫R&D

總主持人。當時負責將該計畫所收錄的數位化老影片、老照片及圖畫等多

媒體資料加以整理，並發展相關修復及擷取的工具。因為收藏資料大都以

紙本或膠捲形式儲存，紙本的藏品因年代久遠，往往會變色及因摺疊而產

生摺痕；而老照片及老影片則因使用膠捲保存，年代久遠，往往因臺灣潮

濕的天氣而長霉，因此，在數位化過程會產生缺損的狀況。廖先生帶領譚

家棟博士、博士生凌誌鴻，與清華大學許秋婷教授、林嘉文教授等共同研

發一系列修復數位老影片、老照片背景及前景的新技術。這些當時在世界

上領先的技術，於2011年到2015年間陸續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該團隊

也將相關技術整合成系統後，於2011年技轉給國家檔案局，讓該局運用此

技術去修復破損的數位化老影片及老照片。廖先生及譚家棟博士並利用此

先進技術協助警方偵破棘手的刑案。

4. 深度學習快速檢索特徵碼
本研究著重於開發深度學習方法，以利於影像或視訊檢索。因檢索所需之

空間龐大，常需以二元（binary）或雜湊（hash）碼的方式存取以降低所需

空間。而深層網路訓練的特徵大部分為高維的實數向量，故如何改造深層

網路，使其具備學習高效率二元特徵碼的能力，是亟需探討的問題。本所

陳祝嵩先生協同博士後研究學者楊惠芳女士及研究助理林可昀先生，發

展出一個以潛在層（latent layer）之監督學習二元特徵碼的方法，能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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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影響分類準確率的方式下，強化檢索的速度。初步方法於2015年6月在

CVPRW國際會議發表，兩年多的時間已被引用132次（2018.1），完整成

果於2017年被期刊IEEE TPAMI接受。

五、語言與知識處理

1. 詞庫研究
陳克健先生領導的詞庫小組，過去二十年所發展的中文研究基礎環境，包

括詞庫、中文語法、語料庫、分詞、剖析技術等，成為全球中文研究不可

或缺的資源及平台。在中文計算語言學研究上，「現代漢語平衡語料庫」已

是公認的標準資料庫。至於「中文句結構資料庫」的檢索介面，則是第一

個可用句法結構檢索資料的中文語料庫，在學術與典藏工具上都是最創新

的。至於分詞及詞類自動標記系統為第一個具有新詞辨識、詞類及詞義猜

測功能的自動化系統，除技轉業界外，其網路服務造就了無數博、碩士論

文的研究。近年來，與馬偉雲先生合力完成了「廣義知網」（E-HowNet）
詞彙知識架構與中文剖析器。

2.自然輸入法
本所許聞廉先生從1989年開始在資訊所發展解決中文同音字的「智慧型輸

入」法。運用巧妙、快速的演算法，精簡的規則庫，在1992年推出注音輸

入自動轉國字的軟體「自然輸入法」，正確率接近95%，曾獲得1993年傑出

中文資訊產品獎。自然輸入法的推出，改變了國人認為注音輸入窒礙難學

的觀念，普遍受到大眾的愛用。2000年3月10號推出網路免費下載，在一

週之內有兩萬多人在PC Home網站下載，高居所有下載軟體的第二名，
目前總下載次數已接近一百萬。現在國人網路上聊天，辦公室文書處理，

幾乎都使用這類智慧型注音輸入，使得生產力大為增加，絲毫不遜於西方

國家。

3.中文自然語言問答系統
目前的網路搜尋引擎都是由使用者指定好查詢關鍵字後，系統搜尋相關網

頁，最後依照排名依序呈現網頁資訊。然而「自然語言問答系統」只需要

使用者用口語化的方式直接提問，如「請問誰是美國總統？」即可。本所
智慧型代理人實驗室（IASL）累積多年中文處理之經驗，利用法則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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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樣本自動蒐集等技術，在這方面締造了非凡的成果，並獲得國

際間的認可。在2006年ACL SIGHAN國際中文語言處理競賽之香港城市

大學繁體中文語料庫封閉式『斷詞』競賽 （WS CityU Closed Track）即獲得

97.2%正確率，在參賽的13隊中獲得第一名（微軟亞洲研究院MSRA第二

名）。IASL在2005年參加日本NTCIR舉辦的第一屆國際中文問答系統競

賽，獲得44.5％的正確率，在與賽的9隊中榮獲第一；2006年又在NTCIR

以57%的正確率獲得中文問答系統競賽第一。近年來研究方向進展到具有

深度理解的對談系統，以及網路上的新聞聊天機器人。

4. 情感分析與意見探勘
主觀資訊的分析是自然語言處理中最具應用性的研究領域之一，且相關

技術需深入理解文本內容及特定領域知識。我們在新聞、部落格、網路

論壇、評論、讀者回應、對話及短訊文本中，研究意見、情感、主觀性、

表情、情緒、觀點等資訊，並同時為中文及英文文件，研發分析主觀資

訊的資源與技術。資源方面，我們建立了中文情感分析最完整的套件 

CSentiPackage，其中包含辭典、語料、計分工具，與深度學習的社群網

路文本分析演算法UTCNN；技術方面，我們不僅發展統計機率模型，更

開發深度學習的情感分析技術，建立了網路貼文的情感與意見視覺化系統

Feelit與WordForce、臉書短訊情感偵測之手機應用程式 EmotionPush、協

助母語為中文之英語學習者以英文表達情感的寫作輔助系統RESOLVE、
以及學習混淆字的例句推薦系統GiveMeExample，這些系統都達到相當好

的效能。

六、無線網狀網路：傳輸與移動管理

1. 5G行動網路平台及其應用之研究
「智慧感測與網路」實驗室實際建置網路平台並針對各項應用設計合適的

演算法，實現了靈活的網絡資源分配及有效率的流量工程。為了使平台達

到靈活的資源分配，設計出一個服務鏈嵌置（Service Chain Embedding）
演算法，首先提出能在有限的能源限制下最大化處理流量，並且保證流量

和運算量不超過機器之上限，同時也考慮了節能問題，自動將不必要的伺

服器關閉，以達到最佳化省電之功能，研究成果於2017年被頂尖國際會

議 IEEE INFOCOM接受。另一方面，針對在軟體定義網路中尚未廣泛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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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的群播（Multic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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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上證明顯示

此演算法達到最佳的近似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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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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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於2015、2016

及2018年被頂尖國際會議 IEEE INFOCOM接受。本實驗室亦結合物聯網

及次世代網路技術和架構，首先提出綠能軟體定義物聯網結合邊端運算

（Mobile Edge Computing，MEC）的概念，透過選擇和繞徑物聯網感測資

料，以及利用雲端伺服器和MEC伺服器上的大數據處理減少網路傳輸資

料量來最佳化整體網路耗能，包含雲端伺服器計算耗能、行動邊緣伺服器

計算耗能、軟體定義網路交換機耗能及物聯裝置傳輸耗能，該研究成果被

重要國際會議 IEEE ICC 2018接受。

2. 無線網狀網路 :傳輸與移動管理
因應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各式無線網路諸如 ad-hoc network、backhaul 

network，及 mesh network 等無線網路架構，已逐漸發展，並廣泛應用於

各種環境。在多段式無線網路上之傳輸服務品質控制，為一困難且重要題

目。在傳統的單一基礎架構式無線網路環境下，只會有一個單一傳輸配對

在一個無線區域網路中進行資料傳輸；但是在多段式無線網路的環境，每

段的無線傳輸都有可能互相影響，進而讓 end-to-end傳輸品質很難控制。
我們提出一個隨機式多段式傳輸辦法，並數學分析其效能，並實作證實其

能顯著提升效能。此外，考量多使用者的情況下，可能會有大批使用者同

時在不同的基地台間做換手（handover），我們提出高服務品質、證明正確

的多用戶換手機制，並擴展到群體移動、更苛刻的環境下，如高速列車環

境。我們更進一步考慮應用層，行動影音在高鐵上的傳輸。

3. 開放式災害管理資訊系統
近年來、先進國家如臺灣已具備準確預警自然災害之能力，並能用國際

標準警示訊息CAP （Common Alert Protocol）格式傳送至緊急通知系統

（EAS, Emergency Alert Systems and Services），進而由EAS 透過簡訊通知

民眾。此類警示訊息不夠即時，也未與環境中之智慧型安全裝置或系統

結合，使其在減少災害傷亡之功效上受到限制。一個比較有效之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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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CAP警示訊息直接傳送給智慧型、主動式防災裝置與應用程序 （iGaDs, 

Intelligent Guards against Disaster）與含 iGaDs的主動式緊急應變系統 

（AERS, Active Emergency Response System），使其自動啟動避險功能與機

制。永續科學研究計畫OpenISDM （Open Information System for Disaster 

Management）在2014-2015年中研發的雛型，已經證明了 iGaD及AERS

的概念、可行性及有效性。目前、DRBoaST （Disaster Resilience through 

Big Open Data and Smart �ings, 2016-2018）計畫正在研發科技元件與基

礎設施，包括基於建築物資料的室內定位系統及建築物 /環境資料庫，
將提供可重組與客製 iGaDs裝置、AERS系統及預警傳送服務的元件與工

具，與可用於模擬實驗各式AERS的模擬框架。

七、程式語言與形式方法

1. 低階密碼程式之自動驗證
為了達到計算之最高效能，核心密碼程式往往以低階程式語言編寫。低階

程式語言非常接近電腦硬體架構，故程式設計師得以依不用架構進行程

式最佳化，以提昇程式執行速度。然而這些最佳化之程式之結構複雜，容

易產生錯誤而又不易理解。如何確保此類安全核心程式之正確性，便成為

電腦安全上極為迫切之問題。本組與理論組過去數年密切合作，已開發一

套實用之自動驗證工具，以形式化驗證之方法，證明低階密碼程式之一代

數性質。以boringSSL中X25519之Montgomery ladderstep為例，該程式

由超過1400個x86_64指令編寫而成。本組所開發之驗證工具僅花了一小

時，便證明該程式在橢圓曲線上運算之正確性。本組目前也與OpenSSL之

程式設計師合作，共同驗證OpenSSL中低階密碼程式之代數性質。相關

研究成果已發表於CCS 2014與CCS 2017。

2. 自動機的語言包含問題
自動機的語言包含問題一直是計算機與程式語言理論的核心問題，我們在

2010年提出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高效能演算法，這個方法有效地結合了過去

兩個該問題的主流演算法：基於狀態模擬和基於狀態包含的。這個演算法

在五年內得到了歐洲程式語言與系統協會（EAPLS）所頒發的年度最佳論

文獎，也在這幾年內得到了同行百餘次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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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關係式程式推導與型別理論之結合
「程式推導 （program derivation）」領域主張由程式的規格開始，一步步以

數學方法推導出程式，以確保程式之正確性。函數語言圈內的程式推導倚

賴程式的代數性質。傳統上，程式推導往往以手寫方式進行。該領域近年

來往「關係式」的程式推導邁進，雖然更具表達性，但其代數規則也更加

複雜，以人工方式難以進行。另一方面，型別理論中「依值型別」也被用

來驗證程式之正確，但此種證明雖可被電腦檢驗，但往往難以閱讀理解。

我們開發了一套函式庫 “AoPA” （Algebra of Programming in Agda）, 結合兩

個領域的優點：利用該函式庫，使用者可以代數方式一步步地推導關係式

程式，而推導過程其實是依值型別語言中的證明，可被機器驗證。本論文

於2009年發表在國際知名期刊Journal of Functional Programming。

八、計算理論與演算法

1.計算幾何與組合演算法
近似演算法於圖論覆蓋集問題之研究：在古典圖論以及近代的近似演算法

研究上，覆蓋集問題 （Vertex Cover Problem）是一個相當經典且受到廣泛

注目的問題。其重要性，除了在許多現實生活的問題裡提供了一個基本、

有研究價值的數學模型外，也在於它也提供了許多具有代表性之演算法

的開發，以及複雜度理論發展的基礎。在諸多衍生的研究中，一個自然且

重要的延伸是有覆蓋容量的限制條件 （Vertex Cover with Hard Capacities）
的研究。其可近似性 （Approximability）十幾年未獲解決，李德財院士

及其研究團隊藉由線性規劃上一個新穎的 Iterative Rounding技術，以及

在相對應凸多面體頂點之性質的分析，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個完整的解

答。這份研究成果發表於 2017年的 ACM-SIAM Symposium on Discrete 

Algorithms （SODA）國際會議上。
計算幾何演算法於Voronoi Diagrams之研究：彿若諾伊圖形 （Voronoi 

Diagram）在計算幾何的研究領域上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李德財院士為

此領域權威，2013年發表專書Voronoi Diagrams and Delaunay Triangula-

tions，且對高階彿若諾伊圖形 （Higher-Order Voronoi Diagram），提出了確

切的圖形複雜度，以及建置此圖形的演算法（期刊Algorithmica 71（2）:429-

449, 2015，國際會議2013 ACM-SIAM Symposium on Discrete Algorithms 

（SODA））。而二維彿若諾伊圖形搭配L∞-Norm距離函數，在超大型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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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路生產製程有重要應用。李院士與其研究團隊利用以 L∞-Norm為距離

定義的彿若諾伊圖形，導出設計之臨界面積的計算公式，而這個公式與設

計布局的彿若諾伊圖形直接相關。同時也對此一特殊的彿若諾伊圖形之特

性予以分析，提出一個以plane sweep為基礎的演算法，並針對該演算法之

計算複雜度（degree complexity）加以分析，證明該演算法O（n log n）之時

間複雜度是最佳的，並證明其計算複雜度在現有計算模型下，已經不能再

降低。研究成果發表於IEEE Trans. Computer-Aided Design 18(4):463-474, 

April 1999 以及Int’l J. Comput. Geometry & Applications 11(5):503-528, Oct. 

2001；該幾何模式及演算法也獲得了美國專利 （U.S. Patent No. 6178539）。

2. 亂數與計算
亂數在計算上，為重要的資源。利用亂數來幫助解決計算問題，已被廣泛

採用。對於許多計算問題，隨機演算法（randomized algorithms）提供了最

自然、最簡單或最有效率的解決方法。然而一般隨機式演算法的設計，均

假設有完美的亂數供其使用。然而電腦如何能產生完美的亂數？就連自然
界是否存在完美的亂數源，也仍有爭議；且可證明，在沒有任何假設下，

驗證均勻亂數是不可能的。

解決此困境的第一種方法，乃是研究如何將隨機式演算法轉化成決定

式演算法（deterministic algorithms），而不至於大為降低其效率。第二種

方法，乃是設計亂度萃取程序（extractors），從稍具亂度的弱亂數源，萃

取近乎完美的亂數，以供隨機演算法使用。對於第一種方法，隨機式演

算法是否都可以完全轉化成確定式演算法？這乃是計算機科學界一個懸
而未決的重要問題。本所呂及人先生在非確定式計算（nondeterministic 

computation）的模型上探討這個問題，而發現此問題與另外兩個看似無關

的重要計算問題，有非常密切的關聯。一般相信，尋找問題的解答比驗證

給予的解答，相對而言簡單得多。同樣的，尋找數學定理的證明比檢查證

明的正確性，一般而言似乎簡單得多。但是真的是如此嗎？這是資訊科學
中，最重要的待解問題之一。呂先生的研究發現，若真是如此，那麼在非

確定式計算的模型上，隨機式演算法都可以被有效率地轉化成確定式演算

法。另一個問題，是計算中時間相對於空間的問題。在計算中，資訊在時

間中的流動具有單一的方向性，但是在空間中則無此限制。故一般相信，

計算中空間相對於時間，有較強的功能。但是真的是如此嗎？這至今也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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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重要的待解問題。呂先生的研究發現，若真是如此，那麼同樣在非

確定式計算的模型上，隨機式演算法都可以被有效率地轉化成確定式演算

法。此成果發表於Computational Complexity 10, pp. 247-259, 2001。
而在第二種方法方面。亂度萃取程序利用一個非常短的亂數子

（random seed）當催化劑，來由稍具亂度的弱亂數源中，萃取近乎完美的

亂數。除了供隨機演算法使用之外，亂度萃取程序在虛擬亂度（pseudo-

randomness）的理論中，扮演了基本與統一性的角色。它們與計算機科

學中的一些重要的基本概念，如雜湊（hash）函數、擴展圖（expanding 

graphs）、抽樣程序（samplers）、虛擬亂數產生器（pseudo-random 

generators）、錯誤更正碼（error correcting codes）等，也有相當密切的關

係。由於其重要性，這方面的研究已有不短的歷史，並受到廣泛重視。呂

及人先生建構出當時最佳的亂度萃取程序，從而解決了一個理論計算機

科學中眾所矚目、歷經十多年緊密研究而仍然未解決的問題。此成果發表

於2003年之第35屆 ACM Symposium on Theory of Computing （STOC）

（pp.602-611）。
由於在沒有任何假設下，驗證均勻亂數是不可能的。因此要解決此

問題，額外的假設是必須的。過去對這個問題的研究都需要假設額外條

件獨立的亂數源，或具特殊結構的亂數源。但這樣結構性或獨立性是無

法檢測或保證的。本所鐘楷閔先生從「設備無關量子密碼學」（Device-

independent Quantum Cryptography）角度，提出「物理亂數萃取機」

（Physical Randomness Extractors）架構，結合密碼學、複雜度理論及量子

信息理論，來提供一個從物理系統萃取可驗證亂數的方法。此架構可證明

僅依賴於最少假設，具體來說，物理亂數萃取機可從一個弱亂數源以及多

個量子設備中萃取可驗證均勻亂數，假設萃取時物理設備無法互相傳訊，

且亂數源有一定的熵值，物理亂數萃取機是唯一能避免已知方法所需的獨

立性或結構性假設的方案。

此結果在物理學上可被理解為一個關於物理世界具隨機性或確定性

（deterministic）的二分定理（Dichotomy Theorem）：只要物理世界不是確

定性的，就可驗證的存在完全隨機無法預測的事件，因此排除了「弱隨機

世界」的可能。過去Colbeck & Renner與Gallego et al. 的二分定理，須對

弱隨機世界做較多的結構性假設。我們的結果避免這些假設，並可視為

最佳版本的二分定理。此結果在物理學上可解讀為關於驗證完全隨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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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一個最佳的二分定理。這項研究的初步成果首先於2014年之第17屆

Quantum Information Processing （QIP）會議發表，並獲選為四個plenary 

talk之一。QIP為國際量子資訊科學首要年度會議。2014年的成果需假設

量子理論的完備性（completeness），鐘先生於2017年進一步移除了完備性

的假設，此進展為論證上述物理學的二分定理的重要一步。最終的成果於

第20屆QIP會議發表。

在我國資訊科技發展的整體環境中，本所的角色定位於上游學術研

究，發展的主要方向在資訊科學研究上追求卓越，並以資訊科技積極貢

獻社會。故本所除了從事資訊科學領域的基礎研究之外，亦以開發具前

瞻性之尖端技術與發展以應用為導向的最先進系統為職志。當前資訊科

技對我國經濟發展、產業升級、社會進步及生活品質提升等均產生重大

影響，身處學術重鎮，本所有責任在國內資訊領域肩負起學術領導地位，

攜手以人才培育為主之各大學的資訊工程研究系所及以中游技術與下游

產品開發為重之研發機構，如工研院與資策會等，共同提升我國資訊科

技水準，使我國躋身科技大國。本所向來自詡扮演「資訊科技國家研究機

構」的角色，所內同仁也一直朝這個方向努力，積極參與我國資訊科技政

策與相關發展策略的制定工作，未來將與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緊密合作，持續對國家社會做出重大貢獻。另外，本所持續鼓勵所內同

仁提高研究的品質，將研究成果發表在頂尖的國際期刊與研討會，並積

極投入相關學術服務工作，已有多位同仁獲邀擔任重要學術會議講者、

被選為學會理監事、擔任重要期刊編輯委員以及重要國際會議議程委員，

並獲得重要學術會議與期刊之論文獎，這些成就均大幅提高本所在國際

學術界的能見度及影響力。

陸 在國內學術界之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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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1982年正式成立以來，所內同仁努力耕耘，致力於高度前瞻性

的研究，開發關鍵性的系統，使本所在資訊領域取得豐碩的成果，並對我

國資訊科學的學術發展與應用，作出重大的貢獻。由於資訊科技的普及，

相對於其他基礎科學的研究所，本所肩負更多社會責任。所內同仁積極投

入世界一流之創新研究，並努力培植資訊科技的高級研發人才。展望未

來，本所同仁仍當一本求真、求善、求美的精神，戮力於資訊科學之學術

與應用研究，對人類知識的累積與國家社會的發展作出貢獻。

柒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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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設立籌備處，1987年正式成所
http://www.stat.sinica.edu.tw/statnewsite/

統計科學研究所

壹 設立沿革

1978年政府依據憲法規定增加國家教科文預算，本院經費得以大幅

成長，當時統計學之發展需求日益迫切，本院院士於是提出成立統計所

之構想。1980年 7月，於本院第14次院士會議中，周元燊、刁錦寰、李

景均（1912-2003）等21位院士聯名建議設立「統計學研究所」案，經會議

決議通過，復提報第10屆評議會同意，並奉總統1981年2月19日批准。
嗣經聘請周元燊院士等13位先生組成設所諮詢委員會，周院士為主任委

員，趙民德博士為籌備處主任，於1982年7月成立籌備處積極展開籌備工

作。至1987年8月，籌備處已具規模，奉准成所，同時將名稱改為現行之

「統計科學研究所」，由趙民德博士任第1、2任所長（1987.8.3-1993.8.2）。
自 1993年起，魏慶榮博士（1949-2004）擔任第 3、4任所長（1993.8.3-

1999.8.2），陳珍信博士於1999年起擔任第5任所長（1999.8.3-2002.12.31），
鄭清水博士於2003年起擔任第6任所長（2003.1.1-2005.12.31），之後，林

國棟博士擔任代所長（2006.1.1-2006.7.2），李克昭博士於2006年7月起擔

任第7、8任所長（2006.7.3-2012.7.2），陳珍信博士擔任代所長（2012.7.3 – 

2013.6.30），鄭清水博士於2013年起擔任第9任所長（2013.7.1-2016.6.30），
丘政民博士擔任代所長（2016.7.1-2017.7.6），陳君厚博士於2017年7月起

擔任第10任所長。
歷任副所長計有林國棟、周金鳳、張源俊、陳素雲、趙晨慶、黃顯

貴、姚怡慶、黃景祥、黃顯貴、丘政民、陳君厚、程毅豪等12位博士。現

任副所長則為蔡風順和杜憶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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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所研究人員共有特聘研究員 4人、研究員15人、副研究員12

人、助研究員3人，研究助理1人，行政技術人員7人，博士後研究32人

及約聘助理49人，共123人。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統計科學研究所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統計科學研究所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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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前主要的研究領域方向與重點

隨著科技進展，各個領域都面臨資料變革帶來的挑戰，包括資料巨量

化、資料高速輸出化以及資料型態的複雜化，以至於許多領域的突破關鍵

點都在資料分析上。本所研究人員經過逾三十年的傳承與創新，在自然科

學、生物醫藥、工程科學、人文社會、金融科技等領域的實務應用與學術

研究，都累積了不少寶貴的經驗與實力。本所以設立一個資料科學統計合

作社，作為本所與院內各研究所以及院外產學相關單位的合作平台，同時

也是本所研究同仁研發的後盾。這個合作平台不僅能幫助所內同仁建立接

觸尖端領域資料的管道，也能成為統計學本身多個次領域的整合平台。 

本所目前的研究方向可概分成數理統計、生物資訊、醫學與遺傳統

計、社會網絡、統計學習、腦影像分析等領域，其中生物資訊、社會網

絡、統計學習、腦影像分析等領域已在所內形成研究團隊。本所研究人員

也參與了本院「健康雲跨領域研究計畫」及「重大疾病新藥與疫苗研發計

畫」等，與本院生物醫學、經濟、資訊研究所研究人員進行跨領域學術研

究。此外，本所研究人員亦進行多項個別型的研究計畫，探索最新的統計

學理論與應用，範圍從最佳實驗設計方法的建構、大數據的統計模型與分

析、電腦演算法分析，時間序列資料的視覺化、函數型資料分析方法、產

品可靠度衰變的機率模型與統計分析方法，到期貨定價的模型與方法、癌

症標靶藥物開發、基因突變與癌症預測分析、癌症病人基因與存活資料的

整合分析、疾病風險預測統計模型之建構、全民健康保險資料庫分析與醫

療成本效益評估等。

本所依循數理統計與機率深厚基礎之研究優勢，將繼續在國際統計機

率主流期刊呈現成果。重要課題包括長相關時間數列之漸近有效性選模問

題、長記憶因子模型方法、高維度資料穩健逐步廻歸變數選取、半參數混

合廻歸模型、長期資料之函數預測方法、連續型變數選取之統計推論、張

量方法之統計低秩降維研究、規則化之廣義模型選取法、函數主成分分析

研究、以競爭風險觀點分析高維度遺傳基因體資料、植物數量性狀遺傳基

因座定位之統計法、發展高維數據分類法、局部最佳馬可夫鏈蒙地卡羅法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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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利用部分重複二變級因子設計搜尋位置效應與分散效應、四元代數

碼實驗設計之理論建構與應用、超飽和實驗分析與多重反應的延伸、高

可靠度工業產品品質統計分類策略研究、抽樣方法、類別資料線性訊息模

型、資料遺漏值研究、測量誤差模型分析、排隊理論的對偶關係研究、二

元順序統計量相關結構、與演算法分析相關的隨機樹狀結構研究、隨機圖

上演算法分析、多維空間點總支配數及次序統計量研究、空間上的天際線

隨機樣本點與閾值現象研究、廣義極大點理論與應用。另外本所研究員獨

創之資料圖示GAP方法，在各類巨型資料的視覺化研究上，將繼續發展開

發更多系統與程式、演算法設計、發表觀念性方法論與實際應用之論文。

本所生物資訊研究團隊已與國內重要之生物醫學研究機構，包括臺大

醫院、臺中榮民總醫院等進行長期研究合作，整理並分析這些醫學中心的

臨床、基因與生化量測數據。從這些大數據分析結果中，找出影響及預測

肺癌、肝癌、大腸直腸癌等癌症或其他疾病病人之存活狀況與病程進展

的基因及其他關鍵因子，為個人化與精準醫療的實施提供統計數據上的依

據。為因應迅速累積的醫療數據，本所生物資訊及醫學與遺傳統計領域之

研究人員亦針對生物醫學大數據分析，提出創新的巨量資料多變量分析方

法，並針對臺灣豐富完整的健保資料庫，發展深層分析的工具與策略，以

及全民健康保險醫療成本效益評估的統計方法。

本所社會網絡研究團隊與本院社會所同仁合作，發展預測人脈網絡規

模與網絡結構的統計模型與方法，並發展有效的計算方法以分析複雜的網

絡資料。同時，本研究團隊已與本院社會所成功合作利用網路平台，收集

到超過兩百位民眾的每日個人接觸網絡以及個體健康資料。未來將持續利

用該平台收集特定群體相關資料，並發展統計方法，探索社會網絡在公共

衛生議題上的影響，以及人際關係網絡的多樣性，亦將關注網絡結構在假

資訊散播現象中扮演的角色及影響。

本所統計學習研究團隊運用統計與數學理論，發展探索巨量資料的分

析工具，包括大數據資料分類、變數數量精簡、有效抽樣設計、電腦演算

方法、統計預測方法與資料視覺化等。此研究團隊並將所開發的大數據分

析工具應用到實際資料，例如與醫學與化學領域研究人員合作開發醫學影

像的統計分析工具，及單分子低溫電顯影像分析工具，並建立由平面影像

重建三度空間結構的方法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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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腦影像分析研究團隊與國防醫學院及本院語言所的專家合作，利

用腦電波儀與磁振造影資料，分析心臟副交感神經控制對於中英文語句認

知行為中之大腦振盪反應的影響，以及年輕及老年族群在情緒和認知行為

中的交互作用。本研究團隊將持續進行腦磁圖與磁振造影資料的整合統計

分析，與語言學、醫學及其他科學領域的專家合作，利用精確統計技術揭

開大腦及神經系統在人類情緒、認知及健康行為中運作的機制。

二、重要領域之個別簡介

（一）機率與數理統計

1.  組合結構上的非正規漸近分析 

組合與隨機模型在當今科學研究上幾乎無所不在，如何導出大樣本時

所需參數的漸近行為，為此計畫探討的主要課題。從模型出發，透過適當

的漸近分析，得出對模型的特徵描述，並進而應用到實際問題上加以改良

或細化，模型、分析、應用三面相及其交互關聯便是我們研究的主軸。本

研究更進一步聚焦於許多應用領域演算法中引出的非正規代數算子，研究

其有別於傳統的漸近特性與相關之應用。

2.  A-最適控制對照試驗多因子實驗設計 

近年來，最適或高效率部分多因子實驗設計已在工業設計、生物試

驗、市場行銷、交通運輸等研究領域得到高度重視。傳統上談到多因子設

計，大部分的研究興趣是集中在對因子間水準正交對比所形成參數 （如主

效應、二因子交互作用效應等） 估計。因此，在文獻裡大部分有關高效率

多因子的設計，都是以正交陣列為基礎來建構的。在這個研究計畫裡，對

應於過去聚焦於因子間水準正交對比參數，我們探討另一個有具實際應

用，但常被忽略的因子間水準非正交對比所形成的參數估計問題。

3.  無母數推論穿戴裝置資料

穿戴裝置現今被應用於生物醫學及臨床試驗等領域，日以繼夜的監測

產生了龐大的資料。然而現有資料科學尚未能提供足夠準確的方法來分析

這些資料，以供流行病學及公衛研究對因果關係的推估。其中一大挑戰為

不同被觀測者間的資料無法被直接比較。本計畫的目標即解決此難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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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戴裝置資料發展無母數推論。無母數推論使用極少的模型假設，即可讓

資料準確說話，適用於模型尚未被完全確立的流行病學及公衛領域的研究。

4. 存活分析中之半參數化維度縮減問題 

在近代的存活分析研究中，研究者通常會面臨多變數以及高維度解

釋變數的迴歸問題。為了避免維數災難（curse of dimensionality），維度縮

減是一個較有效且往往是必須的方法。有別於過去文獻中常使用的參數

化以及半參數化模型，我們考慮一個更一般化的充分維度縮減（sufficient 

dimension reduction）模型，並針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存活資料進行方法論

之發展，其中包括右設限資料、左截切資料，以及遞迴性事件資料。在發

展的方法論中，我們提出的估計準則可以同時進行維度的決定、充分維度

縮減子空間的基底估計，以及最佳帶寬的選取。

（二）時間與空間統計

1. 影像自迴歸模型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於分析時間序列影像，如衛星影像或醫學影像等。

我們擬建構一個新的影像時間序列模型，以處理影像所產生極高維度時間

序列估計之困難。我們考慮某一影像與前一時間影像在行及列兩方向的自

迴歸關係。所引進之多重線性結構將保留影像之內在關係，但卻可大幅降

低高維度自迴歸時間序列估計之困難，並降低估計之變異。此外我們也考

慮影像之空間相關性，以建構適當之時空模型。

2.  在連續時間隨機波動模型下的非交易日效應

本研究探討在連續時間隨機波動模型下的非交易日效應。我們所採用

的模型是連續時間自我迴歸碎形積分移動平均模型，因為此模型可以處理

不規則區間所得到的資料，包含非交易日產生不規則區間資料。我們的目

的是把不規則區間當作是一個參數，用來估計包括週末及例假日所造成的

非交易日效應。

3.  累積報酬其市場風險指標估計之統計推論

風險值（或稱涉險值，亦即報酬分布函數的分位數）為評量市場風險

常用之指標，雖然不滿足相合性（coherent）的條件，但因為簡單實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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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應用與學術研究，仍廣受青睞。傳統時間序列文獻中，報酬分布函數

分位數的分析完全仰賴於平穩過程的假設。由於精算科學領域對於投資

組合報酬長期風險分析的研究甚為重視，基於此，在長期累積報酬之架構

下，本研究探討風險值的估計問題。由於許多財務報酬之波動性呈長記憶

現象，擬以長記憶隨機波動過程作為報酬的模型。預期得到一個具一致性

的估計，此一致性的估計，合理的推斷，由於受到長記憶的影響，不僅其

收斂數度將會比根號n慢，且收斂分布，也將迥異於傳統中央極限定理的

常態分布。

（三）生物統計與生物資訊

1.  肺癌、大腸直腸癌、肝癌、卵巢癌相關研究

我們的目標包括提出整合癌症存活及複合型基因體資料之統計方法，

來整合包括健保資料庫在內的多個資料庫。同時我們與臨床醫師們合作，

協助他們從資料庫萃取資料，並將所有不同的方法用在這些資料上，利用

群體迴歸模型呈現整合性資料分析，及其在癌基因體與藥物反應的應用，

以探討各式癌症療法的表現。我們也會探討癌症發展的機制，所謂的「癌

微環境」（tumor microenvironment）具有支持腫瘤發生、生長擴張，參與

腫瘤復發（recurrence）、轉移（metastasis）、抗藥性（resistance）和免疫調

控的能力，因此對於腫瘤診斷與預後息息相關。為助於個人化精準醫療，

我們致力於分析癌病患間癌微環境之異質性在腫瘤惡性度上的角色。此研

究有助於瞭解癌微環境對腫瘤惡化或轉移的調控，利於個人化癌症治療。

我們將探討肺癌機制及治療的研究經驗推廣到其他臺灣好發癌症的探討，

如大腸、直腸癌、肝癌、卵巢癌，並且我們會更進一步探討癌症基因體演

化之分析模型與操控。

2. 高速定序在轉譯與精準醫學之應用

樣本數目選取的adapting design在轉譯醫學研究中，最常見的資料型

態為同時考慮數目大於10,000的基因體變異且樣本數小於200例，在找尋

與臨床特徵相關的生物標記時，常常會有接近顯著臨界值的結果。理論上

當兩組樣本差異趨勢出現時，增加樣本數目能使p value降低，但是需增加

到多少樣本數目才能達到顯著標準，仍未有一定的準則。因此，本研究擬

利用adapting design方法，發展最適樣本數目的選取標準。我們專注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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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a. 阿茲海默症藥物基因體學研究

b. 利用人類白血球組織抗原（HLA）精準分型探討白血病骨髓移植成功率

3. 建立Affymetrix Axiom®單一核苷酸多型性生物晶片資料分析方法與
系統 

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是國內最重要也最大規模的健康科技基礎建設之

一，本研究招募了二十萬名健康者與十萬名病患，受試者的DNA樣本利

用Affymetrix Axiom® TWB SNP arrays 進行基因型鑑定與分析，此鑑定平

台具備客製化與族群優化的重要特性。然而此晶片目前只提供基因型資料

的分析，無法提供染色體中所發生的等位不平衡、失去異核型、長片段同

核型、拷貝數變異和拷貝數改變的資訊。我們的目標在於開發可以同時分

析本生物晶片所產生的雜交強度與基因型資料的分析系統，作為疾病與癌

症診斷、預後評估和藥效預測的基因標記。

（四）統計與機器學習

1. 高維度資料分析、統計機器學習、深度學習及其應用在低溫電顯影像

之分析

我們之前發展了一套演算法，在群聚分析有很好的表現。群聚的均

值須達到一個門檻，才有助於高解析度三維模型的建構。目前的作法是經

過人為來篩選，而我們目標是將這個步驟自動化，讓機器能夠經由學習已

經有的人為判定資料，而能準確判定之後的群聚結果。我們建立一個類神

經網路，作為機器預測的模型，並且會應用高維度資料分析、統計機器學

習、深度學習，讓整個方法變得更穩健。

2.  從演化算法到強化學習

演化演算法是借鑒生物界優勝劣汰的進化規律所設計的隨機化搜索方

法，模型中族群基因的多樣性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如果多樣性越高，則

族群中可提供環境天擇的基因愈多，其族群對於環境適應能力就愈強，有

利於族群的生存及演化。我們之前的計畫研究了將多樣性這機制擴大方法

的分析研究，現在我們將研究興趣延展到人工智慧常用的演算法，其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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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過去研究背景最合適的是運用深度人工神經網路的強化學習，我們對

演算法的基本機制的算法複雜度問題做進一步分析。

3. 主動式學習的理論與應用 

主要重點在主動式學習樣本的選擇及訊息量的評估，由於此方法在

統計學上屬於適性抽樣（adaptive sampling），涉及隨機迴歸（stochastic 

regression）、Robbins-Monro過程和 Kiefer-Wolfowitz 過程。由於近代資

料結構的複雜，礙於直接引用這些方法計算量，並不實際，故需要適當的

調整，並結合其他近代的計算方法，才能運用於新興領域，如精準醫學、

推薦系統、適性教學等等。所以此一計畫不僅是應用上的重要性，更是理

論及方法學研究中很有趣且很重要的領域。

（五）功能性腦影像研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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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主要是以腦磁圖及功能性磁振造影為工具，藉由情緒影響認知

的作業來觀察年輕人及老年人在前額葉區域（抑制能力相關）及杏仁核、

前額腦區底部與前額葉腹內側（情緒相關）的活化情形，以系統性地了解

不同年齡層如何受意識與無意識呈現之情緒人臉圖片影響，以及是否運用

了不同的神經機制，而有著不同型態的認知資源分配。

另一方面進行情緒反應抑制作業時，檢定情緒人臉圖片刺激造成杏仁

核（amygdala）和前扣帶皮層（ACC）的區域活化與聯結變化。

2. 心律變異性指標

團隊實驗室目前已收集82位年輕受試者的8分鐘心電圖（4分鐘睜眼、
4分鐘閉眼），並已計算出50種常用的心律變異性常用指標；我們發現其

中大部分以 time domain做為指標依據的，對睜眼及閉眼較不 sensitive，
但是在臨床及實驗應用有較高的韌度（robust）。而以 frequency domain

為指標依據，若用計算低頻（VLF）標準化，則多數表現都不穩定。少數

nonlinear指標也對睜眼及閉眼不 sensitive，有較高的韌度。綜合這些發

現，我們計畫改進 time domain及部分nonlinear指標，使得這些指標在行

為及實驗資料分析時，可以有效的作為共變項或解釋變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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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統計方法與應用

1. 混合型資料之矩陣視覺化及其應用

資訊科技的不斷創新與發展，網路社群與媒體的蓬勃發展，生物醫學

實驗的多樣化，都造成資料規模急速成長，而資料型態更是多樣化與複雜

化。傳統的統計分析與視覺化方法不足以妥善處理新一代的資料。其中一

個嚴重挑戰正是如何在同一個視覺化平台上，同時進行包含多種資料型態

之視覺化工作。本計畫以廣義相關圖（GAP）為基礎，開發提供使用者一

套觀察具多種型態之資料結構。

2. 函數資料分析方法與應用 

本研究以函數型資料分析方法為基礎，利用車流偵測系統所蒐集的監

測數據資料，視交通流量資料為隨機函數觀察值，探討統計分析方法於智

慧型運輸系統的應用，包括流量分析、即時預測系統、迴歸分析等統計方

法。由於數據的動態及多元特性，使資料的處理具複雜性，統計分析方面

更具挑戰性。本研究擬以統計機器學習方法導向發展一套自動化預測與分

析系統，在智慧型運輸系統的理論與實務面是重要的研究議題，對於統計

方法，特別是函數資料分析方法亦有所貢獻。

3. 健康照護策略的成本效益評估分析 

在探討與比較治療或照護方案的效率時， I n c r e m e n t a l  C o s t-

Effectiveness Ratio （ICER）是一個常使用的指標。ICER的定義是將兩種治

療的終身醫療成本差和接受這兩種治療的病人其生活品質調整餘命的差來

相除。實務上，病人的追蹤期間是有限的，造成存活、醫藥支出和生活品

質等資料不完整，因此，追蹤期限以外的部分需要藉由外推來估計才能計

算 ICER。我們發展了新的外推終身存活函數的方法，並用來估計終身醫

療成本（Hwang et al., 2017）。我們利用這些死亡前一段時間與生活品質關

係的額外資訊，來發展外推終身生活品質函數的方法，進而估計接受不同

治療病人的生活品質。

4. 逆高斯過程具隨機效應之最佳設計

隨著科技的急遽發展及生活品質的大幅提昇，廠商欲在競爭日趨激

烈的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對於高可靠度產品之推論工作已勢在必行。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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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衰變速度很緩慢時，無法在有限的試驗時間內收集到有效的衰變資料

時，則可改變其環境應力（例如：增加溫度或電流），以加速其衰變速率，

此方法為加速衰變試驗（accelerated degradation tests, ADTs）。在給定試驗

樣本總數之下，我們研究如何配置到多個不同應力之加速衰變試驗，以降

低產品壽命估計的變異程度，與產品衰變路徑的建模工作有著極密切的關

連性。最後藉由模擬分析來探討最佳的樣本配置，達到在小樣本時的穩健

性質。

5. 網絡資料分析的近期發展與其於科研、業界和政府的應用 

網絡分析在近年來社會科學、統計和電腦科學的研究中取得廣泛的關

注。了解網絡結構和動態，成為不少商業活動和社會研究中成功的基本元

素。文獻中網絡分析的方法大多是過於數學化和程序化，缺乏了統計上的

確認和驗證。對於關鍵結果所作的誤導性解釋，很容易引起統計上不合理

的總結。本研究計畫旨從理論、方法論和應用層面建立先進和系統性的方

法，以研究網絡資料和結構。

2008至2017年間，本所同仁獲得「科技部傑出研究獎」者計有丘政民

先生（2次）、程毅豪先生（3次）、銀慶剛先生（2次）等3人；獲得「科技

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者有潘建興先生及江其衽先生2人；獲得「科技部

傑出特約研究員獎」者有黃顯貴先生1人。另外，獲得「中央研究院年輕學

者研究著作獎」者有程毅豪先生（2010年）、楊欣洲先生（2013年）2人；
獲得「美國李氏傳統基金會創新研究傑出獎」者有黃彥棕先生1人；獲得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者有黃顯貴（2次）、丘政民（2次）、銀慶剛、程毅

豪先生4人；獲得「中央研究院前瞻計畫」者有楊欣洲、劉維中、潘建興、
楊振翔、江其衽先生5人。其他榮譽事蹟如下：
1. 丘政民先生、黃信誠先生榮膺2014、2016美國統計學會會士（ASA 

Fellow）。
2. 陳君厚先生榮膺國際統計學會（ISI）理事（2015~2019）。
3. 李克昭院士榮膺2014世界科學院（TWAS）院士。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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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黃顯貴先生榮獲教育部第57屆學術獎。
5. 黃顯貴先生榮獲2013年科技部「臺法科技獎 F-T Science Foundation 

Prize」。
6. 程毅豪先生擔任國際統計頂尖期刊Biometrics之主編（2014-01~2016-

12）。
7. 李克昭先生當選第29屆中央研究院院士、鄭清水先生當選第31屆中

央研究院院士。

最近五年 （2012~2017），本所平均每年在國際統計期刊發表論文約90

篇；最近十年（2008~2017），本所平均每年在國際統計期刊發表論文約70

篇。以下列舉本所近三年所發表的10篇重要論文。

統計科學研究所同仁過去十年在機率論、數理統計、生物統計、生物

資訊、函數資料分析、時間序列、環境與空間統計、單分子電子顯微鏡影

像分析及其他統計方法與應用等方面，持續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茲就不同

研究領域，提供十項發表於國際頂尖期刊的文章，做為本所近十年之重要

成果，分項列述如下：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1. 〈統整型之p值關聯性檢定〉（“OPATs: Omnibus P-value Association 
Tests”, Brie�ngs in Bioinformatics, 2017），楊欣洲、陳佳煒
統整多個來自單一位點遺傳關聯性檢定的統計顯著性（p-value）來進行多

位點遺傳關聯性檢定，已被證實是實際有用的致病基因定位方法。本研究

提出統整型p值關聯性檢定的架構，開發分析工具 OPATs，可分析基因體

研究中的基因型或統計顯著性資料。OPATs提供方便的操作介面，內建資

料品質管制與單一位點關聯性檢定方法，開發多位點關聯性檢定法以定位

與疾病相關的基因體片段、功能基因、生物反應路徑。本研究提供數個實

際分析案例，也透過模擬研究探討各種統整型之p值關聯性檢定的統計表

現與使用時機。整體而言， OPATs 所提供的統整型之p值關聯性檢定具有

以下優點：有助提升統計檢定力、降低多重檢定負擔、減少遺傳異質性影

響、增加結果再現性、方便結果解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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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具有多重中介因子之因果中介存活分析〉（“Causal Mediation Analysis of 
Survival Outcome with Multiple Mediators”, Epidemiology 28(3), 2017），
黃彥棕、楊懷壹

因果中介分析常用於探討危險因子如何透過中介因子而造成疾病風險，然

而適用於存活分析的方法學仍相當缺乏。我們提出三種適用於存活分析的

因果中介分析模型，分別使用Aalen風險累加模型、Cox比例風險模型及

半母數概率模型。基於定義及相關假設，我們進一步推導出各效應的解析

解及其大樣本分布。運用這三種新提出的模型，我們分析臺灣B型及C型

肝炎造成肝癌的中介效應。三種模型呈現一致的結果：C型肝炎在不透過

B型肝炎下會提高肝癌的風險，但另一方面，C型肝炎同時會抑制B型肝

炎病毒活性，進而降低肝癌的發生。

3. 〈使用循環正交表建構功能磁共振成像實驗的最佳設計〉（“Opt i ma l 
Designs of fMRI Experiments Using Circulant （Almost-）Orthogonal 
Arrays”, Annals of Statistics 45(6), 2017），潘建興、林遠隆、高銘宏
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是一項研究大腦回應精神刺激活動的尖端科技，
雖然高效的 fMRI實驗設計對於精確地給予腦波函數的統計推理尤其重

要，但是它們並未有系統地被建構。另一方面，擁有循環特性的實驗設計

是估計血液動力反應函數（HRF）和討論 fMRI實驗優化的關鍵。本研究發

展了一套理論，不但成功地解釋了循環 fMRI實驗設計的結構，而且還提

出了一個系統性地建構高效 fMRI實驗設計的方法。本研究提供了一類高

性能（統計上最優化）的二水平 fMRI實驗設計，它們可以用來估計擁有一

個刺激類型的HRF和比較兩個HRF的不同。本研究進一步提供一些高效

的三和四水平循環 fMRI實驗設計，同時提出一類循環正交表的存在條件。

4. 〈廣義訊息準則在空間迴歸模型選擇之大樣本理論〉（“Asymptotic �eory of 
Generalized Information Criterion for Geostatistical Regression Model 
Selection”, Annals of Statistics 42, 2014），黃信誠、張志浩、銀慶剛
近年來空間資料已被廣泛的監測或收集，而最感興趣的議題之一為對無

資料監測地點進行預測，一般稱為空間預測。空間迴歸模型存在兩種不同

的大樣本架構，第一種架構稱之為遞增域架構，亦即容許收集資料的區域

隨著樣本的增加而擴散；第二種則被稱為定域架構，即資料僅能在一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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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中隨資料量的增加做愈密集的收集。在遞增域架構下的選模問題與傳

統迴歸模型的選模問題差異不大，而定域架構下的選模問題則充滿了挑戰

性，因為在此架構下連部分參數都無法被準確估計，更遑論遠較估計複雜

的選模問題了。

我們採用廣義訊息準則做為選取空間模型變數的工具，在定域及遞增

域的架構下，建立了廣義訊息準則的漸近性質，並給出廣義訊息準則一致

性或漸近有效性的充分條件。我們也在某些互變異空間模型下，刻畫出空

間擴散的速度與迴歸項在空間的平滑程度，對廣義訊息準則選模帶來的影

響，進而為空間資料選模奠定紮實的理論基礎。

5. 〈利用外部資料庫摘要資訊的限制最大概似估計模式校正方法〉
（“Constrained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for Model Calibration 

Using Summary-Level Information from External Big-data Sourc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11, 2016），Nilanjan 
Chatterjee, 程毅豪 , Paige Maas, Raymond J. Carroll
我們考慮在分析一組內部研究資料時，同時利用來自外部大數據資料庫的

摘要資訊。為了達成此目的，我們利用外部資料的摘要訊息，建立了連結

外部與內部資料的一般關係式來進行模式校正，並發展利用此關係式，但

不對內部與外部母群自變量分布進行假設的半參數最大概似推論方法。此

方法可進一步推廣至病例對照或分層病例對照設計下的內部研究，及內部

與外部母群自變量有不同分布的情況。此新法可結合內部研究資料與外部

大型資料庫的摘要資訊，以獲致更精確的統計推論結果。

6. 〈調整非易感性的五種心血管代謝疾病之發病年齡：新陳代謝症候群發
病的意涵〉（“Ages at Onset of 5 Cardiometabolic Diseases Adjusting 
for Nonsusceptibility: Implications for the Pathogenesis of Metabolic 
Synd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 184（5）, 2016），蔡育銓、
陳珍信、潘文涵

為釐清代謝症候群進展之成因，瞭解其五種組構的病症：糖尿病、高血

壓、高三酸甘油脂血症、腹部肥胖及低「脂蛋白A」血症之發病順序是很重

要的。這類的研究卻很少見，而且有關這五種病症分類的研究大多使用橫

斷面資料。本研究利用「竹東及朴子地區心血管疾病長期追蹤研究」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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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資料，採取我們於2013年發表的可同時處理非易感性及不完整追蹤

資料之邏輯斯（Logistic）──加速失敗混和迴歸模型，分析地區及性別對

於五種心血管代謝疾病之終身發病易感機率及易感受者之發病年齡的關聯

性。我們以視覺化檢視所估計的總體機率密度曲線，來驗證這五個心血管

代謝疾病之發病順序。對於女性成人，腹部肥胖與低「脂蛋白A」血症好發

於青年，高血壓與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好發於中年，糖尿病好發於老年。對

於男性成人，腹部肥胖、低「脂蛋白A」血症及高三酸甘油脂血症好發於青

年，高血壓也好發於中年，糖尿病也好發於老年。腹部肥胖、低「脂蛋白

A」血症及男性高血壓在各地區呈現不同的發病型式。本研究的統計方法，
也可對探討各類複雜症候群之發病機制與預防措施，提供新的分析策略與

詮釋。

7. 〈多變量函數資料的線性流形模式〉（“Linear Manifold Modelling of 
Multivariate Functional Data”,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e-
ries B-Statistical Methodology 76（3）, 2014），丘政民， Hans-Georg Müller
函數資料分析方法發展，多以單變量函數資料為主，而現今多變量型態

的函數資料（multivariate functional data）已經相當普遍，其統計分析方

法仍有待發展。本研究提出以線性流形模式（Linear Manifold Model）來

探討多變量函數之間的函數相依性，此線性流形（linear manifold）是由

多變量函數軌跡的線性組合所構成，由落在核空間（null space）且具最

小變異的線性流形來定義此模式，其相依量化關係是由多組時間可變係

數（time-varying coefficient）函數的集合來決定，其函數形式取決於資料

（data-adaptive），不需假設特定參數形式。此線性流形模式有助於洞悉

潛在的多變量隨機過程，而且利用此模式可以推導得到降低雜訊的多變

量隨機過程表示式（noise-reduced representation of multivariate random 

trajectories），成為一種考慮變數相依關係下的多變量函數無母數平滑法。
本研究利用線性流形來描述函數變數之間的相依性，對於多變量函數資料

分析方法，提供一個量化多個函數變數之間相依關係的方法。

8. 〈γ-SUP: 群聚分類方法用以分析非對稱性分子低溫電子顯微鏡影像〉
（“γ-SUP: A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of Asymmetric Particles”,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8（1）, 2014） 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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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謝岱霓、洪弘、杜憶萍、吳佩勳、吳逸民、章為皓、陳素雲

在過去十年中，低溫電子顯微鏡 （簡稱低溫電顯） 逐漸成為解巨型生物分

子三維結構的有力工具，其方法是利用大量的低溫電顯二維投影影像重

建分子的三維結構，來取代以X光繞射結晶學解結構需要分子結晶化的條

件。然而，因為成像中須使用低量電子以降低對生物樣本的破壞，所以低

溫電顯的影像含有大量雜訊。為了提高訊號雜訊比，常用的方法是將相似

的影像訊號取平均值。在低溫電顯的問題中，我們的目標是獲得高解析度

的三維重建，因此我們希望使用的分群演算法，只有當影像與某一群集夠

相似的時候，才將影像指定給此群集。在本論文中，我們採用 q-Gaussian 

混合模型來達成這個目的，我們更進一步使用γ-divergence 來度量從資料

分配到 q-Gaussian 的差異。在使用 q-Gaussian 混合模型和γ-divergence 

下，我們發展出γ -S U P分群法來計算發生最小γ -d i v e r g e n c e  的 

q-Gaussian混合模型。相較於現有的分群法，γ -SUP的優點為不需事

先指定群集數目，而且其過程是確定性的，沒有隨機初始值的問題。

γ-SUP另一個特色是允許極小群，甚至單一成群，這一特色使得那些可

能危害三維結構解析度的影像可以被挑出來。我們將γ-SUP應用到實際

的核醣體低溫電顯影像，我們觀察分類的群集平均和已知的核醣體二維投

影有極高的相似度，印證了γ-SUP是電顯影像群集分析的好方法。

9. 〈受限因子模型〉（“Constrained Factor Model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05, 2010），蔡恆修、蔡瑞胸
當解釋變數很多時，近似因子模型已經被廣泛地應用在經濟預測。我們提

出受限以及部分受限的因子模型，並且使用最大概似估計以及最小平方法

來估計此模型的參數。我們證明最小平方法是基植於受限主成份分析，並

且在某些條件下，最小平方估計法所得到的估計量具有一致性，而這些證

明並不需要常態分布這個假設。我們同時提出似然比檢定，用來檢定受限

因子模型的適當性。此似然比檢定是在常態分布這個假設下導出的，但是

模擬結果顯示，即使真實的分布是學生 t-分布，此似然比檢定的表現跟真

實的分布是常態分布時沒有太大的差別。使用受限條件，可以有效地併入

事先知道的資訊或是實質理論，有助於因子模型的應用。另外，受限條件

的使用，也可以被當做是一種統計工具，用來得到一個比較儉省且預測力

強的計量經濟模型，簡化共同因子的解釋，以及減少因子模型的維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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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有限與無限甕模上的局部極限定理〉（“Local Limit Theorems for Finite 
and In�nite Urn Models”, Annals of Probability 36（3）, 2008），黃顯貴、
Svante Janson
甕模型在許多科學領域上有廣泛應用：從生物到計算機，認知過程到物種

演化，社會科學到生物統計，皆可發現甕模型應用之實例。由應用需求出

發，加上理論本身的興趣，許多統計量在文獻上，皆有深入的探討。統計

所2008年發表於《機率年鑑》的論文中，提出了迄今最弱條件下最強的極

限定理，它同時也包含絕大多數文獻上相關文章所導出的結果，該文目前

已引起諸多討論與迴響。

本所在國內統計界長久以來居於領導地位，每年與中國統計學社合

辦「統計學術研討會」，與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合辦「南區統計研討會暨中

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每兩年舉辦一次「海峽兩岸機率與

統計學術研討會」，每四至五年與行政院主計處合辦「Taipei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Symposium」。後者在2002年同時與Bernoulli Society EAPRC

（East-Asian and Pacific Regional Committee）合辦，2007年與泛華統

計協會（ICSA）合辦，2011年與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tatistical 

Computing-Asian Regional Section 合辦。此外，本所亦不定期舉辦專題研

討會、客座系列專題演講，並與國內大學合作，透過視訊會議系統聯合為

博士生及助理開課等。這些學術活動主要的目的是引進統計新知，及促進

國內外的學術交流合作，進而提升國內的研究水準。本所也訂定了「國內

統計學者來訪辦法」，歡迎國內學者利用寒暑假及休假時來所研究。

統計所每年定期舉辦「統計科學營」及「統計研習營」，期能啟發更多

學生對統計科學的認識與興趣，進而投入研究與實用的行列。「統計科學

營」自2004年開辦，2017年為第13屆，每年均有一、兩百位學員報名參

加，備受好評。它是專為大學生設計的統計知識研習營，藉由深入淺出的

演講及生動有趣的互動活動，讓學員對統計科學的現況、應用及未來發展

有所認識。「統計研習營」於2014年開始舉辦，以提供在學學生學習統計相

關知識及參與學術研究機會為主軸，為期近半個月，規劃統計理論及應用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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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結合實地參訪及分組競賽，由實作中學習。營隊結束後，擇優錄取

學員加入本所研究團隊，由研究人員提供指導，實際參與學術研究工作進

行。2017年研習營活動，自81位申請者中擇優錄取30位，學員們投入度高

且積極參與，每屆均有多名優異學員加入研究工作進行，活動成效頗佳。

此外，統計所每年平均培訓一百多位的博士後研究、研究助理及碩博

士生，在研究人員指導下，參與統計科學基礎研究及導向性應用研究，學

習統計研究方法，定期進行討論會議及共同發表論文，並適時提供表現

優異人員出席國際會議，進行學術交流之機會，開拓國際視野。在此紮實

訓練下，職場出路涵蓋研究機關、大專院校與產業界，且多有優異亮眼表

現，亦培育出不少學成回國的年輕統計學者，再度加入統計研究行列。基

於培育高等科研人才之必要性及迫切性，本所亦積極籌劃「國立臺灣大學

與中央研究院資料科學學位學程」，發揮臺大和中研院雙方優勢，促成合

作交流，由本所與本院資訊科學研究所、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及臺灣

大學電機系、資訊工程系、數學系等合辦「資料科學」碩、博士學位學程，

參與學程的師資共同規劃，共同參與培育學生，以期厚植我國學術競爭

力，培養頂尖科研人才。自106學年度開始招生工作，2017年9月開始授

課。本所研究人員肩負106與107學年度主要教學工作。我們會繼續學程

未來的工作，為培育訓練一流的資料科學家做好準備。

近年來國內社會對中央研究院的期望已日益提高，藉著傑出研究成果

的發表，本所可在國際學術界提升臺灣的能見度，並在國內推廣新統計

方法。臺灣在亞洲的地理位置適中，且本所擁有多項優勢，如一流的期刊

Statistica Sinica，優秀的人力及彈性的預算制度等，目前已與印度 ISI及日

本 ISM簽訂合作辦法，預計於2018年與日本同志社大學簽訂合作辦法。未

來我們會繼續加強與亞洲地區國家的合作，逐漸發展為亞洲統計科學中心。

柒 其他特色

一、創辦《中華統計學誌》（Statistica Sinica）

本所自籌備處時期就有創辦期刊之構想，1986年趙民德所長曾與傅權

教授交換意見，創辦一份屬於華人之統計期刊實屬必要，因為華人學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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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統計界的表現相當傑出，這可由許多華人獲得COPSS獎（統計界最高

獎項）獲得證明。最後在刁錦寰院士的促成下，本所決定與泛華統計協會

合辦一份國際統計期刊，取名為《中華統計學誌》（Statistica Sinica），並由
刁錦寰院士擔任第一任主編，於1991年1月出版創刊號。這是泛華統計協

會正式成立的主要目的，也可以說是《學誌》催生了協會（協會的前身為

「統計留美華人聯誼社」）。

《中華統計學誌》（Statistica Sinica）（以下簡稱《學誌》）為一學術性期
刊，自1991年發行以來，深獲國際統計學者肯定，提高了國內統計學術

研究的可見度。《學誌》在1992年被SCI（Science Citation Index）收錄，自

1997年起，連續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優良期刊之

「傑出期刊獎」。經過多年努力，無論是論文品質、審查流程、編輯陣容等

各方面，都已達國際一流標準，在統計學領域，《學誌》已確立其舉足輕

重之地位，且超越日本、印度及中國大陸，公認為亞洲最好之統計學術期

刊之一。1999年完成期刊全文電子化，讀者連結《學誌》的網址（http://

www.stat.sinica.edu.tw/statistica）即可檢索各項期刊內容。2015年採用

ScholarOne系統，使論文投稿與審查均透過網路線上系統進行。期刊內容

包含所有與統計、機率相關的論文。發行對象為全世界各大統計相關研究

之機構與個人，訂閱者遍布世界各地，除了歐美各國和我國以外，更包含

了中東及印度地區。2015年並被國際知名的期刊儲存非營利機構 JSTOR 

納入Arts & Sciences XV Collection。本所將持續加強《學誌》的各項內容

品質，以提昇本所的國際學術地位，使本所成為亞洲最重要的統計科學研

究重鎮之一。

《學誌》目前的共同主編是張源俊教授和Prof. Hans-Georg Müller, Prof. 

Yazhen Wang。歷任主編則有刁錦寰院士（1991-1993）、吳建福院士（1993-

1996）、鄭清水教授（1996-1999）、李克昭教授和姚怡慶教授（1999-2002）、
王建玲教授和何淮中教授（2002-2005），Prof. Peter Hall、黃景祥教授、梁

賡義教授（2008-2011），丘政民教授、王乃昕教授、姚琦偉教授（2011-

2014），黃信誠教授、蔡瑞胸院士、Prof. Zhiliang Ying（2014-2017）等。

二、學科特性與人員組成

若從工具學科的角度切入，統計科學本質上與許多科學領域之諸多應

用問題密切關聯，其應用層面可用無遠弗屆來形容。而若從理論學科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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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觀之，統計科學（含機率）有其優良傳統與獨特的發展方向。目前所內

成員在數理統計與統計方法機率與應用機率、生物資訊與生物統計，及其

他應用於教育、環境、醫學影像等領域，均有重要的研究。這為未來更多

跨學科合作奠定良好基石。

三、大樓

本所大樓係四層建築物，由李祖原建築師設計監造，建坪1600餘坪，
研究室及討論室共50間，建築經費4,800萬元。1983年動工，1986年3月

完工搬入，內有極大的圖書館、挑高的大廳、舒適的交誼廳及陶冶心性的

中庭、水池、後院。這些設施主要是為了培養研究人員有較高的視野及寬

廣的格局，以便能完成歷久不衰的作品。

統計所大樓原先的設計是提供60人之工作場所，但因統計科學之發

展相當迅速，統計所目前員額約為150人，使用空間明顯不足。2008年5

月院方同意蔡元培館部分撥付本所使用，2011年1月院方收回蔡元培館，
本所研究室位於蔡元培館之4位研究人員及博後、助理，移至資創中心三

樓。近幾年統計所大樓四樓天花板剝落問題愈趨嚴重，2016年經檢測混凝

土氯離子含量超過標準值，俗稱為海砂屋，統計所四樓完全淨空。原位於

四樓的MIB研究群組搬遷至跨領域中心大樓，其餘研究人員搬遷至其他樓

層的討論室、訪客室。本所預計於2018年6月搬遷至環境變遷研究大樓，
統計所大樓將全面淨空，施做建築物結構性補強工程。此工程已於2017

年12月完成招標工作，工程預計於2020年完成。

未來統計科學研究所將繼續推動各項跨領域的研究計畫，並促進與院

內、外其他學術單位及國際的交流與合作，提升國際聲譽。除了數理統計

及機率論等核心基礎研究外，將逐步建立與整合跨領域研究群，發展嶄新

的統計方法以協助解決科學研究問題。

捌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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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設立籌備處，1995年正式成所
https://www.iams.sinica.edu.tw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原分所於 1982年 9月 23日奉准設立籌備處，由張昭鼎先生（1934-

1993年）任籌備處主任，展開籌備工作；林聖賢先生於1993年7月接任籌

備處主任。1995年4月原分所正式成立，由林聖賢先生擔任第一和第二任

所長。2001年10月劉國平先生擔任第三任所長，2004年10月由王玉麟先

生接任第四任及第五任所長。2006年10月，李遠哲院士卸任院長職務後，
回到原分所擔任特聘研究員。2011年1月起由周美吟女士擔任第六任及第

七任所長，陳貴賢先生於2016年9月代理所長，並於2017年7月真除，接

任第八任所長迄今。目前依研究的方向分組為：（一）化學動態學與光譜

組，（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組，（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組，（四）原

子物理與光學組等四組。

原分所成立後，因陸續延攬了多位優秀的青年科學家回國服務，研

究人力與學術成果也快速成長。自1992年起，原分所編制內的實際在職

人員（研究人員和行政技術人員，不含合聘研究人員）自25人逐步增加到

2007年的40人，其中研究人員由14人，增加到26人。年度單位預算也自

1992年度的1億5千萬元，逐步增加到2007年的2億6千萬元。自1996年

至2007年間，總計有20項發明技術獲得共31種專利權。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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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年員額統計

    自2008年起，原分所編制內的實際在職人員（研究人員和行政技術人

員，不含合聘研究人員）均維持40人左右，其中研究人員最多曾至33人。
近年正值多位研究人員屆齡退休，人數略為下降，2017年為29人。行政

技術人員在2008年有14人，2017年則為8人，減少的人員多以約聘雇人

員補充。在本所從事研究工作的博士後、博士生、碩士生、研究助理等，

在2009- 2010年人數到達最高峰。近年來因多位研究人員同時屆齡退休及

少子化因素，人數有減少趨勢（圖一及圖二）。

二、歷年預算成長統計

隨著原分所的發展，年度預算也逐步增加。在 2008年以後維持在

260,000千元至290,000千元之間（圖三及圖四）。近年來因總預算減少，原

分所年度預算亦有下降趨勢。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原分所編制內員額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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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原分所人力統計圖

圖三 2008~2017年原分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7 25 29 30 31 32 33 32 28 29

■ 合聘研究人員 10 9 9 9 10 10 10 10 11 11

■ 行政技術人員 14 14 14 13 12 10 10 9 9 8

■ 博士後研究 39 49 46 47 61 55 64 51 52 49

■ 研究助理 71 92 97 80 81 79 60 58 61 55

■ 博士生 57 64 58 49 74 56 59 53 57 46

■ 碩士生 60 56 51 57 56 48 48 39 33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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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所目前的學術發展分成四個主要研究方向，即（1）化學反應動態

與光譜學，（2）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3）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及（4）
原子物理與光學。各組的研究範圍及重點略述如下：

一、化學反應動態學與光譜組

本組的主要研究課題在於了解化學反應進行時的微觀動態過程，如原

子間的交互作用力、排列方式的改變，與能量的分配等重要訊息，對於人

們想了解、設計甚至控制化學反應，提供了必要的知識。經過20多年的努

力，原分所在化學動態學這個領域已經奠定了雄厚的基礎。目前有6位同

仁加上2位合聘同仁，擁有最先進且各有特色的交叉分子束設備，其研究

成果也居於世界領導的地位。研究團隊成員林志民與李遠哲，設計建造了

數部獨步全球的交叉分子束儀，創造了全世界最低偵測背景雜訊的紀錄。

近年來，此儀器用於過氧化氯光化學上的研究結果，被聯合國世界氣候組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圖四 2008~2017年原分所經費成長比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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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所引用，作為釐清臭氧洞成因的主要貢獻。林志民另外裝設紫外光吸收

光譜法儀器，探討克里奇中間體與不同的大氣分子間的化學反應動力學，

為大氣化學提供重要數據。劉國平以雙旋轉束源的交叉分子束儀來研究化

學反應，首次成功地測量出碰撞構型如何影響反應活性三維分布的完整描

述，並發現在F+CHD3反應中，振動激發的反應物甚至對反應活性造成負

面的影響，這一始料未及的發現，及後續詳細闡明反應物空間取向如何改

變化學反應活性，引起國際學界極大的注目。倪其焜博士設計建造了一部

交叉分子束儀，首次成功以交叉分子束法測量到具高振動能分子的能量傳

遞分布。倪其焜與李遠哲改裝兩台不同性能的交叉分子束儀器，詳細測量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中，基質的離子——中性分子的脫附比，推翻過去

所誤認的高比值，並提出新的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的離子化機制模型。

此外還有同仁高橋開人研究克里奇中間體與大氣分子反應速率常數的理論

計算；許艶珠研究碳三分子自由基與惰性氣體原子形成凡得瓦爾複合分子

的光譜與分子內能量轉移；曾文碧以雙色共振多光子質量解析臨界游離光

譜儀，準確測量多取代基苯衍生物的各類同分異構物子的電子激發能及游

離能，並且記錄電子激發態及離子態光譜，這些數據用以探討取代基對分

子光物理化學特性的影響。

未來我們將進一步結合理論與實驗方法，應用在了解較複雜的系統，

探討大氣化學中多原子分子的質譜、光譜與結構，藉以了解化學反應的動

態詳細過程。重點包括：反應物空間取向如何改變化學反應活性、克里奇

中間體之化學反應動力學與光譜學研究、量子化學與化學熱力學計算反應

速率。

二、尖端材料與表面科學組

本組的研究重點在創製、量測及利用各種新穎材料，並闡明造成這

些特殊結構或物性的微觀機制。原分所自2003年開始跨入表面與材料科

學以來，已建立了一組頗具競爭力的團隊，目前有8位同仁加上5位合聘

同仁。

周美吟、魏金明、郭哲來、許良彥的理論計算團隊進行以第一原理理

論計算探討二維新穎材料、小分子團簇、電漿子材料的性質，積極進行各

種密度泛函理論、擴散量子蒙地卡羅等方法，針對各式新穎材料進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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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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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玉麟和王俊凱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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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和環保署合作，進一步探討在空氣汙染懸浮微粒、水質與食品的

快速偵測上的應用。陳貴賢博士的研究工作則針對各式奈米熱電材料、納

米光伏材料、人工光合作用材料在永續能源上的應用，有多方面開發性的

前瞻研究。王偉華以新穎的製程控制金屬電極邊緣的擴散，製作高品質

的單層石墨烯p-n-p接面元件，在量子霍爾平台之間的轉換區域，觀察到

Landau能階呈現有趣的幂定律。                       
本組同仁與本院應用科學中心、物理所、化學所等相關同仁保持密切

合作的關係，除了能加速增進奈米科學之基礎知識，進而發展先進奈米技

術，並透過技術轉移來解決一些與能源生產、儲存及再生相關的重要課

題。同時也希望可以把能源和環境安全與保護相關課題做一全面性的探

討，未來的研究重點將包括：節約能源相關的奈米材料、新穎奈米材料設

計與合成、結構和界面分析、光譜與動態分析、理論計算與模擬、新穎奈

米光譜檢測技術的發展與應用及系統整合與測試等。

三、生物物理與分析技術組

本組近年網羅數位年輕科學家加入研究行列，目前有7位同仁加上2

位合聘同仁，研究目標是從原子與分子尺度出發，以物理與化學為基礎，

研究生命現象的本質。其中高解析度分析技術的開發，是以發展奈米材

料、高辨識率偵測癌症之螢光分子，結合雷射、超高速光學顯微攝影、超

解析光學顯微技術以及核磁共振光譜技術等，開發獨特的研究工具，探討

生物系統在分子、胞器及組織為重點。

研究團隊成員張煥正致力於螢光奈米鑽石的開發與應用，證明其生物

毒性非常低，適合於長期活體觀測。並建構了臺灣第一台受激放射耗乏顯

微鏡，顯示使用螢光奈米鑽石為生物顯影材料，可以提升生物成像技術至

奈米級的解析度。最近張煥正和張明顯合作，結合微波光譜技術，利用螢

光奈米鑽石，偵測環境中奈米尺度的溫度。張大釗深入研究G–四股結構

的構型，發現新的轉換機制及DNA甲基化對富含G序列形成G–四股結

構的影響。張大釗利用螢光藥物分子可以點亮癌細胞的特質，並與臺大醫

院醫師合作，研發癌細胞篩檢系統。廖仲麒主要以超高解析度顯微技術，

觀察主纖毛內微管上許多不同的蛋白質的相對位置及動態運動。謝佳龍發

展一套獨特的超高速干涉式散射光學顯微技術，能夠觀察單一病毒顆粒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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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秒時間解析度下，奈米尺度的精準運動軌跡。余慈顏開發出環狀的膜支

架蛋白質，成功地從紫膜將bR三聚體，用一步反應轉移到脂質奈米盤裡。
本組同仁未來的兩大方向，是基礎科學的探討及應用物理化學的方法

來分析生物功能。我們希望能積極與本院生命科學組各所及各大學相關系

所尋求合作，使原分所同仁的物化專才在生命科學的研究領域中，作出實

質上的貢獻。

四、原子物理與光學組

近年來，原分所快速成長的非線性光學、超高功率雷射、強場物理

等研究領域均已在國際上嶄露頭角；在尖端雷射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上，已

具國際競爭的實力。過去十年，本組有3位同仁屆齡退休，一位離職，另

新聘2位人員，目前有5位研究人員和１位合聘同仁。何耀錦發展快速精
確的計算，用於原子結構、躍遷率、光游離與碰撞過程等研究。孔慶昌利

用分子調節法，並操控其相位與振幅，達成光學波形的合成器。由汪治平

和陳賜原建造的高功率雷射，瞬間功率可達1,014瓦，脈衝寬度短至30飛

秒，其電場強度遠大於原子內部的庫倫電場，已經用於製作暫態電漿元

件，和產生同步超短軟Ｘ光脈衝。陳應誠成功地將冷原子團的光學密度提
升至1,000以上，最高有達1,700，此為冷原子團光學密度之世界紀錄，並

利用電磁誘發透明效應的光量子記憶體，儲存效率已達到95%，此為光量

子記憶體之最高紀錄。由於冷原子為稀薄的量子氣體，雜質極少，原子間

作用力及空間中各式陷阱的設計，使原子可受到良好的控制，實現以超冷

原子系統來研究凝態物理的重要課題。張銘顯和林育如在本所建造簡單且

快速之超冷原子系統，已到原子玻思凝結，可以用來研究多體關聯系統。

原分所幾乎每一位實驗研究人員均有廣泛使用雷射的需要，實驗的創

新與超越往往需要尖端雷射技術的支持，因此尖端雷射技術的發展和應用

與提升原分所整體的研究水準息息相關。未來我們將繼續加強這方面的投

資，並推動跨組的交流與合作，以獲致最高的總體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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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分所從籌備處設立，歷經正式成所，迄今歷經36年的努力，在研究

成果上已有相當良好的成績。以發表在SCI論文為指標，原分所的論文發

表篇數，由2008年的150篇增加至2017年的163篇，10年間累計總篇數為

1,846篇（圖五），而被高引用之期刊論文篇數也逐年增加（圖六），成果斐

然。另外，原分所的多項發明技術亦在本國、美國、日本及歐盟等國家獲

得專利權，自2008年至2017年間，總計有13發明技術獲得共28種專利權

（表一及圖七）。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一 原分所2008~2017年獲得專利一覽表

技術名稱 發明人 獲專利國家證號及核發日期

可變同調光源及微影像擷取裝置

High Repetition Rate Visible Optical Parametric 
Oscillator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I319113，2010.1.1）

雷射輻射顯示系統及方法

Laser Radiation Display System and Method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I292050，2008.1.1）

聲波脫附質譜儀

Acoustic Desorption Mass Spectrometry
張煥正 中華民國（TW I292822，2008.1.21）

奈米鑽石在臨床生化檢驗的應用

Clinical Applications of Crystalline Diamond Particles
張煥正 美國（US 7,326,837 B2，2008.2.5）

以奈米粒子在陽級處理氧化鋁多孔薄膜上形成之陣列作

為拉曼光譜之增強底板

Substrate for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 sensors, and Method for Preparing Same  

王玉麟 美國（US 7,453,565 B2，2008.11.18）

Controlling pulses in optical microscopy 孔慶昌 美國（US 7,480,045 B2，2009.1.20）

用於樣本成像的方法及系統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I318684，2009.12.21）

可變同調光源及微影像擷取裝置 孔慶昌 中華民國（TW I319113，2010.1.1）

聲波脫附質譜儀Acoustic desorption mass 
spectrometry

張煥正 美國（US 7,645,987 B2，20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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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cer cell detecting devices 張大釗 美國（US 7,691,624 B2，2010.4.6）

用於增強表面拉曼光譜之基板，SERS感應器及其製造
方法

王玉麟 中華民國（TW I325956，2010.6.11）

半導體裝置及其製造方法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I336956，2011.2.1） 

Suppressing Recombination in an Electronic Device 陳貴賢 美國（US 8,080,824 B2，2011,12,20）

Functionalized Nitride Nanomaterials for 
Electrochemistry and Biosensor Applications

陳貴賢 美國（US 8,093,069 B2，2012.1.10）

功能性氮化物奈米材料在電化學與生物感測上之應用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I360656，2012.3.21）

Luminescent Diamond Particles 張煥正 美國（US 8,168,413 B2，2012.5.1）

癌症診斷用之螢光咔唑化合物 張大釗 中華民國（TW I382179，2013.1.11 ）

Fluorescent Carbazole Compounds for Cancer 
Diagnosis

張大釗
美國（US 8,431,708，2013.4.30）
歐洲（EP 002319842B1，2014.4.9）

Reusable Nanowir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 System for 
Detecting Biomolecular Interations

陳逸聰 美國（US 8,420,328，2013.4.16）

一種直接成長高品質石墨烯於基板的方法

Direct Growth of Graphene on Substrates
李連忠 美國（US 8,685,843，2014.4.1） 

石墨烯 -碳化矽 -石墨烯奈米薄片裝置及其形成方法
Strained Graphene-SiC-Graphene Nanohybrid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陳貴賢 中華民國（TW I441736，2014.6.21）

電化學石墨烯及包含其之電極複合材料與鋰電池

The preparation of electrochemical graphene（ec-
graphene） with cathode and anode materials for 
lithium ion battery and the method thereof

李連忠 中華民國（TW I441947，2014.6.21）

快速合成石墨烯之方法

Preparation of graphene sheets
李連忠 美國（US 8,858,776 B2，2014.10.14）

一種製造石墨烯之方法 李連忠 中華民國（TW I480426，2015.4.11）

可捕捉與偵測生物分子之功能化胜肽醣奈米粒子陣列
Glycopeptide-functionalozed nanoparticles arrays for 
capturing and detecting biomolecules

王玉麟
中華民國（TW I481868，2015.4.21）
美國（US 9,329,176 B2，2016.5.3）

製備薄膜之系統 李連忠 中華民國（TW I518198，2016.1.21）

規模化量產製造石墨烯及石墨烯氧化物之設備及其方法 李連忠 中華民國（TW I522314，2016.2.21）

在基板上成長碳薄膜或無機材料薄膜的方法 李連忠
中國大陸（ZL 2011 1 0189082. 5, 
2016.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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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2008~2017年原分所SCI期刊發表篇數

圖六 被高引用之期刊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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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選擇性振動模式對化學反應活性之影響（劉國平）
  雙原子反應物的振動激發對一化學反應的影響已有許多的研究及相當程度

地瞭解，但多原子分子中不同振動模式對反應活性之影響的瞭解仍付諸闕

如。藉由精準地調整反應物間的平動態，我們就Cl+CHD3 → HCl+CD3反

應，不同反應物（CHD3）的振動模式及平動態對反應活性的增強作了深入

地探討。意外地發現激發C-H鍵並不比增加反應物間的平動能更能加快反

應速率。但其動態行為確是很不一樣：激發CHD3中的C-H鍵會產生很多

前向散射且振動激發的HCl生成物。（Science, 2007, 316, 1723） 

 2.  螢光奈米鑽石的量產及其動態顯影（張煥正、范文祥）
螢光奈米鑽石具有優良的生物相容性、光穩定性、及表面容易官能基化的

特性，是一種新穎的奈米材料。當螢光奈米鑽石受到黃綠光雷射照射時，

其晶格缺陷會發出紅色的螢光，此螢光對生物細胞及組織有相當好的穿透

力，適用於活體的生物顯影。本研究顯示，鑽石的晶格缺陷可以藉由中能

量、高通量的氦離子束來轟擊產生。此材料的螢光強度及穩定度都很高，

即使小到25 nm 的粒子，仍保有優越的光物理特性。我們利用廣視野螢光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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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微鏡，成功地追蹤了單一個35 nm 螢光奈米鑽石粒子在活細胞中的三維

運動行為。（Nature Nanotech., 2008, 3, 284）

 3.  ZnO@Cu奈米結構材料作為氣體重組產氫的新一代觸媒（陳貴賢）
我們利用簡單可靠的方法合成並固定奈米結構材料，作為小型氣體重組器

的應用。這種銅奈米顆粒包覆氧化鋅奈米線結構可以附著於微流道上，透

過電子顯微鏡、X光繞射、X光電子光譜、X光吸收光譜、溫控重組反應

等，證實本觸媒可有效提升甲醇重組產氫的效率。本突破可歸因於奈米結

構材料高表面積、高分散率、材料局部微應力與基材誘使銅電子結構變化

等。本發現可開啟高活性、高選擇性奈米結構材料廣泛作為各種觸媒的應

用。（Angew. Chem. Int. Ed., 2009, 48, 7586）

 4.  化學鍵的拉長反而使得化學鍵不易斷裂（劉國平）
選擇反應物的某一個伸縮振動模式激發，照常理應該會增加該化學鍵

斷裂的可能性，或者至少對該反應沒任何影響。採用交叉分子束技術對 

F+CHD3反應進行研究，實驗結果完全出乎意料。對C–H化學鍵的振

動激發反而阻止了該鍵斷裂生成HF+CD3產物。同時另一反應通道——

DF+CHD2 ——的反應速率也慢下來。這一始料不及的發現發表在Science 
期刊上，並在 C&E News, RCS Chemistry World 和 Nature Chemistry 等多
種期刊上得到廣泛報導。（Science, 2009, 325, 303）

 5.  釐清臭氧層破壞之重大爭議（林志民）
近年來，學術界對於臭氧層被破壞的方式引起爭論的關鍵，是「過氧化氯」

的分子吸收陽光的效率。人類使用冷媒等所排放的氟氯碳化合物進入大

氣後，會分解產生氯原子。氯原子會快速地摧毀臭氧，而形成氧氣及「氧

化氯」。在臭氧層中，兩個氧化氯易結合形成過氧化氯。過氧化氯分子會

吸收陽光而分解並再次產生氯原子。如此，只要有足夠的陽光，少量的氯

原子就能破壞千百倍以上的臭氧分子。在這過程中，過氧化氯分子的吸

收截面積是關鍵的數據。愈大的吸收截面積，代表光愈容易被吸收，氯原

子產生的速率也愈快，結果會破壞愈多的臭氧。包括哈佛大學、劍橋大學

等多個著名研究團隊相繼投入此一議題，重新量測過氧化氯分子的吸收

截面積。而他們面臨的最大困難是純樣品難以製備，以致不易獲得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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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我們則是跳脫傳統的思維，以新角度切入，適時解決了這個國際難

題。（Science, 2009, 324, 781）

 6.  CdTe量子點敏化氧化鋅奈米結構做為光解水產氫的應用（陳貴賢）
我們利用CdTe量子點與ZnO奈米線組合的奈米結構，做為光解水產氫的

材料。透過CdTe吸光後，將電子傳遞給ZnO來光解水，可達1.83%轉換

效率，這是純ZnO奈米線的200%以上，而且可以長時間穩定運轉。本結

構證實利用奈米複合結構做為光解水產氫的概念，將是未來能源上的可行

方向。（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5966）

 7.  光學波形的合成（孔慶昌）
訊號產生器是一種用於產生波形等函數訊號的電子設備，廣泛運用在各種

科學研究與電機電子設備之研發及生產。由於光子的運動速度遠超過電

子，目前的訊號產生器受限於電路速度，僅能製造出微波至無線電波範圍

的波形，無法製造光學波形。因此，開發「光學訊號產生器」遂成為物理

學界競相研究的目標，於超高速電子學、電子通訊、奈米電子及奈米材料

等領域之發展，被寄予厚望。運用「分子調節法」產生五種不同和聲，並

操控其相位與振幅，借此合成出即時光場，並導出週期性的鋸齒、方塊或

子循環弦波等實體波形的函數脈衝。這項突破性的創新成果將幫助科學家

進一步達成全光學波形的合成器。（Science, 2011, 331, 1165）

 8.  CH化學鍵的伸縮振動模式激發的 CHD3分子與F、Cl反應的立體動力學研
究（劉國平）

化學反應就是舊化學鍵斷裂，新化學鍵生成的過程，那麼將舊化學鍵振

動激發，鍵長拉長的結果，一般認為應該會促進化學反應的進行。我們最

近的實驗結果揭示了化學鍵的振動激發，對不同種類的化學反應會有顯著

不同的效果。我們詳細描述對CH化學鍵伸縮振動模式激發的CHD3分子

與F，O和Cl原子反應的化學反應活性的比較。與氟原子是抑制反應的進

行，與氧原子和氯原子則是促進反應的進行；同是促進反應的進行，促進

反應的機理卻又不一樣：與氧原子是因為反應接收角的增大，而與氯原子

則是因為同樣的碰撞參數下反應性能的大大提高。利用三維切片成像技術

結合交叉分子束實驗技術，通過改變線形紅外雷射的偏振方向，進而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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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D3的CH鍵的振動躍遷偶極巨的空間取向，得以觀測「頭與頭」碰撞或

「側邊」碰撞的反應機理，進而達到化學反應的立體控制。（Science, 2011, 

311, 900）

 9.  捕捉與偵測細菌雙功能快速檢驗晶片（王玉麟、王俊凱）
此晶片是利用它表面上第一層的「萬古黴素」，將血液中的細菌牢牢地抓

住，以便第二層的「銀奈米粒子陣列」來放大細菌表面分子的拉曼光譜訊

號。我們藉此拉曼光譜指紋來區分細菌的種類。由於此晶片超高的靈敏

度，在幾秒鐘之內就可以取得單隻細菌的光譜，也就可以省略傳統檢測方

法中必須耗費幾天甚至數週的細菌培養步驟。這種「捕捉與偵測細菌雙功

能快速檢驗晶片」，可望在短短幾小時內篩檢出菌血症與敗血症病人血液

中的細菌，一方面幫助醫師決定如何有效使用抗生素，另一方面也可以減

少濫用抗生素的情形。（Nat. Commn, 2011, 2, 538）

 10.  原子尺度下的莫瑞干涉效應促成碳六十在矽表面上自組合成為奇異分子團
（魏金明、王王麟）

利用原子或分子在晶體表面上的自組合來製造未來分子元件，是一項最

有潛力的科技。我們發現碳六十分子在覆蓋著金與銦的矽單晶表面上自

組合成各種島狀的碳六十分子團結構時，因為各個島與下面的矽晶體表

面週期結構產生的莫瑞干涉效應，而使得自組合過程變得非連續地一層

一層長大。這種層狀的自組合使得某些特定形狀與大小的島顯得特別的

穩定，而其數量也特別的多。當我們讓碳六十分子在表面自組合時，一開

始表面上聚集了很多不同大小的分子團，經過 48小時後，絕大多數的碳

六十都自己組合成為一種特別穩定的六角型含37顆碳六十的奇異分子團。
這項新發現指出了一條製造單一尺寸奈米結構的新途徑與科技。（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3, 4, 1679）

 11.  單層二硫化鉬和石墨烯組成的異質結構可成為超高增益光檢測器 
（周美吟、李連忠）

由於石墨烯中的電子及電洞有很高的遷移率，高範圍能量吸收和快速

反應時間，它會是很好的光電元件。另一個二維半導體材料的二硫化鉬

（MoS2）也對光有很敏感的反應。我們的工作證明石墨烯和二硫化鉬的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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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結構可以用為光檢測器，能夠提供高比108 更大的光效益。單層二硫化

鉬吸收光後產生的電子和電洞隨後分離，並穿越到不同的原子層。由於存

在垂直的有效電場，光電子能夠進入石墨烯層，而不是被困在二硫化鉬

層，因此產生了可調的光反應功能。（Scientific Reports, 2014, 4, 3826/1）

 12.  超穎原子尺度下的電漿子奈米線超穎材料（王俊凱、王玉麟）
基於奈米線陣列所構成的電漿子超穎材料已表現出相關於雙曲分散、負折

射、介電常數接近零的行為，強大的柏塞爾效應（Purcell effect）、非線性

等許多特殊的有趣性質。我們透過實驗和數值模擬分析形成於個別奈米線

超穎材料中的電磁波模態，高解析散射式近場光學顯微鏡用來存取此模態

的強度和相位分布，數值和解析分析模型的解則與實驗結果相符，進一步

顯示了其非侷域化反應與奈米線的圓柱表面電漿波存在有關；而相關的遠

場與近場光學研究的相互結合，增進了我們對於在奈米尺度以下，光與超

穎材料如何相互作用之基本機制的了解，進而提供我們可控制並改善新穎

超材料設計的機會。（Nano Letters, 2014, 14, 4971）

 13.  以奈米鑽石之氮——空缺中心進行即時溫測及熱傳導研究（張煥正、張銘顯）
奈米尺度之溫度測量有許多重要的科學及工程應用。近年來，奈米鑽石

中的氮——空缺發光中心被發展成為一種超靈敏的螢光溫度計，同時具有

奈米級的空間解析度。但此技術的使用，目前僅限於穩定態系統的溫度

測量。我們提出一項快速的取樣與演算方法，能測量超過100度的溫度變

化，並有小於10微秒的時間解析度，非常適用於奈米尺度之即時溫測及

熱傳導方面的研究。為了展示此奈米溫度計的功能，我們首先將直徑約

100奈米的螢光奈米鑽石塗佈在玻璃基板上，隨後將其浸沒於奈米金懸浮

溶液中，透過強聚焦、脈衝式近紅外雷射的加熱，進行具有空間及時間解

析度的溫度測量。最後，我們以有限元素數值模擬驗證實驗結果。（Nano 
Letters, 2015, 15, 3945）

 14.  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波相態（周美吟）
單一分子層的二硒化鈦是二維材料中有可能做為電子元件的一員，也呈現

元件縮小過程中遇到的量子極限效應。這些單一分子層材料的電子結構，

是目前材料物理研究的焦點。我們結合同步輻射角分辨光電子譜和第一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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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電子結構計算，來探討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波，以及在此相變過

程中的電子結構變化。我們發現單層二硒化鈦中的電荷密度波相變溫度在

232±5 K，比塊材升高了許多，幾何形式是相似的層內2×2加大晶格。當

溫度從室溫降下，一個微小的能帶隙逐漸加大，其變化情形跟一個平均場

形式的電荷密度波相變十分符合。這篇論文是第一次發現在二維單一分子

層的過度元素硒化物中存在電荷密度波，將對層與層之間的相互作用提供

重要資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5, 6, 8943）

 15.  最簡單的Criegee中間體與水蒸氣反應的直接化學動力學測量（林志民）
羰基氧化物或克里奇（Criegee）中間體為不飽和碳氫化合物與臭氧反應的

重要中間產物。雖然直接檢測克里奇中間體已被實現，但克里奇中間體的

主要大氣衰減途徑仍不清楚。我們在此以紫外吸收光譜的方法測量最簡

單的克里奇中間體CH2OO在各種相對濕度的壽命。在高濕度時，我們觀

察到非常快速的CH2OO衰減速率（每秒〜5000）。此衰減速率與水分子

的濃度呈二次方的關係，暗示與水二聚體的反應為CH2OO在大氣中衰減

的主要途徑。此結果將有助於大氣化學模擬學者，更精準地約束大氣中

CH2OO的濃度。（Science, 2015, 347（6223）, 751） 

 16.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的游離機制（倪其焜、李遠哲） 
基質輔助雷射脫附游離（簡稱MALDI） 是在1980年末期被發明，田中耕一

也因此得到了2002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它是一種近年來被廣泛運用於生

物分子（像是蛋白質、脱氧核醣核酸、醣分子）乃至高分子質譜上的軟游

離，雖然發明至今已超過25年，但脫附及游離過程牽涉複雜的光化學、光

物理性質，以致至今仍然在討論其游離機制。我們改裝兩台不同性能的交

叉分子束儀器，詳細測量四種基質的離子——中性分子的脫附。我們的工

作顯示過去25年來，所有的文獻都把基質的離子——中性分子脫附比和分

析物的離子——中性分子脫附比弄混了。我們推翻過去所認為的高比值，

並依此實驗結果提出新的帶質子之基質輔助雷射脫附離子化的機制模型，

即熱致質子轉移模型。（Annu. Rev. Anal. Chem., 2015, 8, 21–39）

 17.  振動控制甲烷之化學反應：模、鍵，及空間立體之選擇（劉國平）
多原子分子的振動常以多元化之模式呈現：它可以是簡單的化學鍵的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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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或彎曲，亦可以是許多原子的協合運動。而不同的振動激發往往具備不

同的能力以加速化學反應。甲烷及其同位素之化學反應可視為深入瞭解

多原子分子化學反應之標竿。我們對此課題做一批判性地回顧。特別著

重於釐清由這些研究結果所引申出的基本概念，從而將振動模或鍵選反

應、Polanyi’s規律，及振動所引發之立體反應活性等現象融於一。（Annu. 
Review Phys. Chem., 2016, 67, 91）

 18.  螢光奈米鑽石：長期細胞追蹤、超分辨成像和奈米級溫度測量的新工具（張
煥正）

螢光奈米鑽石是一種多功能的奈米碳材，在生物、化學、物理和材料科學

方面有許多的應用價值。此材料最特別之處在於它含有高密度的氮——空

缺中心，同時具備有光學和磁學性質，透過螢光的測量，可以作為高靈敏

度的奈米溫度感測器之用。同時，此材料有極佳的生物相容性，並能產生

非常穩定的紅色螢光，可以作為生物成像試劑，不僅僅能提供單一粒子的

靈敏度和長時間的追蹤能力，也可以提升生物成像技術至奈米級的分辨

率。我們證明螢光奈米鑽石標記是一項無害、可長期追蹤活體內幹細胞的

技術，它能提供單一細胞的解析度，與磁共振成像技術互補，適用於癌症

或其他疾病的細胞治療等領域。（Account Chem. Research, 2016, 49, 400）

 19.  同調式明場顯微鏡提供超高時間與空間解析度用以研究病毒感染活細胞之
早期過程（謝佳龍）

  利用超高速光學顯微影像技術（即「同調式明場顯微鏡」）之原理和特性，
以及該顯微影像技術，探究病毒入侵細胞時，病毒在細胞膜上奈米尺度下

的高速動態行為。本光學顯微技術，可以在每秒十萬張影像的超高速下，

在活體細胞環境中，三度空間追蹤單一牛痘病毒顆粒至三奈米準確度。從

技術發展的角度，這是目前世界上追蹤單一病毒粒子最快同時也最準的一

個顯微鏡技術。同時，為了在活體細胞中實現高準確度的量測，我們也發

展了配套的影像處理方法，將病毒以外的背景訊號有效地去除。我們發

現，當病毒一接觸到細胞表面，約在一秒鐘之內，便被限制在數百奈米大

的範圍。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範圍裡，病毒以非常高的擴散速率，橫向的

在細胞膜上快速的探索，探索過程中，不斷在許多僅有數十奈米大的區域

短暫停留，停留時間小於千分之一秒，這很可能是病毒和細胞膜中受體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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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質互動的實驗證據。（ACS Nano, 2017, 11, 3-2575）

 20.  空間取向之散射實驗能直接描繪出 Cl + CHD3反應勢壘隨構形之變化（劉

國平）

  反應過渡態已被視為瞭解化學反應的中心概念。此過渡態的勢壘高度，可

經由測量反應速率之激發能，或由反應截面積之閾值得知。但另一重要的

過渡態特性：它是如何隨著反應構形而變化？至今仍無任何實驗方法得
以直接測量。我們提出並證明如何藉由空間取向之散射實驗數據，直接描

繪出反應勢壘隨反應構形之變化。此創新方法並不限於文中的 Cl + CHD3 

反應例子，亦可適用於許多其他具線性勢壘之反應。（Nature Chemistry, 

2017, 9, 1175）.

為了促進與國內大學之間學術研究及教學方面的交流，原分所共有11

名研究人員合聘於臺灣大學、清華大學、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中正

大學等校之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工程與系統科學、光機電整合工程研

究所、凝態科學研究中心等共9個系所及研究中心。原分所研究同仁藉教

學的機會，在相關學科的理論得以複習，也將研究所得的新知識傳授給學

生，是教學相長的典例。此外，學生也有機會到原分所從事碩士或博士論

文的相關研究工作，拓展他們的研究視野，也因此造就不少優秀人才。原

分所亦合聘了10位來自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等

校之教授，這些合聘教授的研究領域和原分所的研究方向都有關聯，因而

在儀器的共用、研究課題的討論等方面，都和原分所研究同仁有很好的互

動。合聘教授也善用原分所在玻璃加工暨光學元件、電子儀器修護、精密

機械加工、電子計算機等技術支援，使他們的研究品質得以進一步提升。

由於原分所設立於臺灣大學校園內，基於互利的原則下，提供三間標

準型的實驗室供臺灣大學化學系的合聘教授使用，演講廳、會議室和各個

討論室也都以登記方式提供臺灣大學各單位免費使用。因地利之便，原分

所和臺大化學系的物化及分析組聯合舉辦每學期的定期邀請演講，研究同

仁和臺大的師生們都受益良多。原分所大樓內的聯合圖書室係與臺大化學

陸 與國內其他學術機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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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國科會化學中心共同組成，該圖書室的設立使得原分所同仁與臺大師

生以及全國化學中心成員，得以共享三個單位訂購之研究期刊與相關圖書

資源。目前，館內藏書近20,000冊，現期期刊種類200餘種，化學領域的

圖書相關資源可謂全國之冠。

原分所研究同仁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界的各項學術活動，包括（1）擔

任學術單位進度、研究成果與預算的審核人，（2）擔任國際學術期刊的主

編、編輯成員與論文評審員，（3）擔任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主辦人、協辦人

與演講者等。

一、自行設計特殊創新的儀器

原分所研究員的教育與研究背景涵蓋化學、物理、生物、機械、電機

等學門，所從事的研究常是跨領域的。許多研究人員所從事的實驗主題比

較特殊且具創新性，而市面上現有的儀器無法滿足實驗的需求，因此研究

人員必須自行設計並組裝特殊用途的儀器。例如化學反應動態學組所需的

交叉分子束飛行時間質譜儀、交叉分子束高解析度離子成像儀、多質量離

子影像偵測儀、分子束雙色多光子共振質量分析質譜暨光譜儀等，都是在

國內自行設計組裝。此一全球首屈一指的儀器具有高靈敏度、低雜訊等特

點，可用以量測重要的化學反應相關物理量，所獲致之實驗成果，為其他

研究團隊所難以項背。原分所近年來在化學反應與分子動態學的傑出研究

成果，有目共睹，在同領域中為數不少的國際著名學者認為，原分所的研

究水準堪稱世界第一。此自行設計特殊創新的儀器的特色，近年也在生物

物理領域展現，例如自行組裝的超高速顯微鏡、結合雷射的核磁共振儀等。

二、專業的技術支援

為了支援各類科學儀器的研發與製造，原分所設有精密機械加工場、

電子儀器修護室、玻璃加工暨光學元研磨工場和電子計算機室，以提供

專業技術的服務。機械工場目前共有4位工作人員，主要服務項目為製作

精密機件，並提供技術性的建議，如一般金屬及陶瓷石英類非金屬之機械

柒 其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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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特殊小型超高真空腔體製作加工、暑期機械加工訓練課程。設備包

括：銑床、鋸機、焊接、磨床、車床、衝床等。電子儀器修護室目前有1

位技術人員，主要負責電子電路設計、電子儀器維修、電路板製作、電子

零件之代購或諮詢，及製作特殊電子器材。設備有頻率合成器、雕刻機、

數位萬用電表、信號產生器、示波器、高壓電源供應器、電源供應器、萬

用頻率計及萬用頻率計等。玻璃加工暨光學元研磨工場目前有1位技術人

員，設備有鏡片研削機、研磨拋光機、玻璃車床、高溫爐及玻璃切割機

等，能製作各式精密玻璃儀器，是中研院內唯一的玻璃加工暨光學元研磨

工場。以上各工場所提供的設備及技術服務，是國內大學系所少有的。原

分所亦設有資訊室，目前有5位技術人員，除了負責全所內外的整體網路

系統規劃管理外，還包括電腦軟硬體專業知識的諮詢服務、資料庫的建

立，及協助理論計算與數據的分析等功能。

原分所自1982年底開始籌劃以來，克服種種困難，直到1994年時考

量人員、經費、設備、研究成果及未來的發展等因素後，正式奉准成立。

當時有23位專任研究人員和6位合聘人員，當年總共發表了78篇SCI學術

論文（每人2.7篇）。2004年10週年慶時，有25位研究人員和8位合聘人

員，當年發表了150篇SCI學術論文（每人4.7篇）。2014年我們歡度20週

年慶時，有33位研究人員和10位合聘人員，當年發表了236篇SCI學術論

文（每人5.4篇）。這些數據告訴我們，原分所不但在研究人員總數有穩定

的成長，研究人員的個人績效更有大幅的提昇，特別是化學動態學與光譜

組同仁的傑出表現，更讓我們在國內外的學術界獲得一致的肯定。仔細檢

討過去的成果，分析未來如何更上一層樓的策略。十年前我們就體認到，

過去的成就比較偏向個人「點」的突破，因此我們也重新改組，集中資源

於四個領域，在中長期計畫架構下，整合現有的研究人力與物力，選擇性

針對這四個領域加入新血，近年來已經逐漸在國際舞臺上展現我們的特

色。期待未來，原分所能在我們選擇的特定領域，持續在國際上扮演舉足

輕重的角色。

捌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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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創立，1993年設立籌備處，2010年正式成所
https://www.asiaa.sinica.edu.tw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本院初創時，即於 1928年 2月將「大學院附設觀象臺」改組為天文

研究所，並於南京紫金山興建天文臺（1929年10月起規劃至1934年底完

工）。1937年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天文研究所亦於1938年遷到昆明，並另

於鳳凰山建造天文臺。1946年10月天文所遷返南京恢復工作，惟部分設

備仍留置鳳凰山天文臺。1949年中央研究院遷臺，天文所人員及設備未能

及時撤遷，本院的天文研究工作因而一度停頓。直到1980年代中期起，一

群臺灣本地及海外華裔天文學者集結商議如何在臺發展天文研究，期望能

引領後學並迎頭趕上。為達此目標，他們致力於規劃發展策略、招募人才

並籌措經費。籌建過程面臨諸多困難與挑戰，幸有貴人相助，辛勤籌劃終

得開花結果。本所籌備處於1993年成立，即參與國際合作計畫，於數年內

取得具體成果；而後再接再厲，更上層樓。本所研究發展方向依循創所天

文學者的規劃，係從事尖端科學研究與儀器研發工作，也始終秉持從無到

有的精神，勇於面對挑戰。因此在短短廿多年內，已不負前賢寄望，躋身

國際舞臺，急起直追，達到世界一流水準。

以下為1989年迄今關於本所創立與發展的大事紀，包含人事變遷及

重大獎項：

1989 理論天文物理學者徐遐生訪臺；臺灣天文界決定發展電波天文學。
1990 徐遐生當選本院第十八屆院士（為本院首位天文領域院士）；林家翹

院士（1916-2013）向本院提議重新設置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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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 第一屆臺北天文物理研討會於本院舉行，隨後在吳大猷院長（1907-2000）
倡議下成立天文規劃委員會，由李太楓及魯國鏞（1947-2016）共同擔任主

席，並於11月提出「發展天文學門十年規劃書」草案。
1992 第二屆臺北天文物理研討會於本院舉行；天文規劃委員會正式向國科會遞

交「發展天文學門十年規劃書」；本院評議會通過本所設所計畫。

1993 成立籌備處並組織設所諮詢委員會，由徐遐生院士出任主任委員，李太楓

為首任籌備處主任；天文規劃委員會正式向國科會遞交「發展天文學門十

年規劃書」修訂版。

1994 袁旂（1937-2008）接任本所籌備處主任；與柏克萊 -伊利諾 -馬里蘭協會

（BIMA）簽署合作協定，參與使用BIMA毫米波干涉陣列。
1995 為參與次毫米波陣列（SMA）計畫簽署合作備忘錄，並順利獲得首年經費。
1996 本院與美國史密松研究院簽署合作協議，本所參與史密松天文臺（SAO）

主導的次毫米波陣列（SMA）計畫。
1997 魯國鏞接任本所籌備處主任。 

1998 魯國鏞當選本院第二十二屆院士；本所開始啟動中美掩星計畫（TAOS I）。
1999 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作之「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宇宙學與粒子

天文物理學」（CosPA）計畫獲通過。
2000 本院與臺灣大學簽署「天文物理與數學學術合作協議書」及「宇宙學與粒子

天文物理學合作追求學術卓越發展協定」；本所主導研製之宇宙背景輻射

陣列（AMiBA）計畫開始；李太楓當選本院第二十三屆院士。
2001 遷入臺灣大學凝態中心暨物理學館；本院再與臺灣大學簽署學術合作協

定；開始參與研製加法夏望遠鏡（CFHT）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
2002 賀曾樸任本所籌備處代主任；兩座天線組成之宇宙背景輻射陣列（AMiBA）

原型機於夏威夷毛納洛峰成功取得干涉訊號。

2003 與日本國立天文臺簽訂「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合

作備忘錄；郭新任本所籌備處主任；「臺灣天文及天文物理第二個十年計

畫書」完成並提交國科會，建議臺灣參與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

列（ALMA）計畫；次毫米波陣列（SMA）啟用。
2004 中美掩星計畫（TAOS I）望遠鏡偵測到小行星掩星事件；舉行宇宙背景輻

射陣列（AMiBA）破土典禮；《天文物理期刊通訊》以專刊形式發表SMA

的觀測成果；成立高等理論天文物理中心（TI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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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郭新任中華民國天文學會理事長；賀曾樸接任籌備處主任；本院與日本自

然科學研究機構簽約參與「ALMA-日本計畫」（後更名為ALMA-東亞計

畫）；本所參與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的籌組，為創始成員之一；舉行「天文

數學館」破土典禮。 

2006 加法夏望遠鏡（CFHT）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完工啟用；宇宙背景

輻射陣列（AMiBA）（7座天線）落成啟用，並命名為李遠哲陣列（Yuan-

Tseh Lee Array, YTLA）；四座TAOS I望遠鏡開始運轉。
2007 於本院舉行「2007來去夏威夷」天文觀測遠距教學活動，將次毫米波陣列

（SMA）及李遠哲陣列（YTLA）介紹給青年學生，臺北現場約有200位學

生參與。

2008 前籌備處主任袁旂辭世；賀曾樸當選本院第二十七屆院士；參與研製

Subaru 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駐美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美國在

臺協會簽署合作協定，本所代表臺灣加入「ALMA-北美計畫」；TAOS I

望遠鏡全面自動化，觀測結果的首篇論文發表。

2009 徐遐生院士榮獲邵逸夫獎；本所遷入「中央研究院 /臺灣大學天文數學

館」；李遠哲陣列（13座天線）擴建完成，首篇觀測結果論文發表：參與研

發加法夏望遠鏡（CFHT）新一代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開始規畫

特長基線干涉儀計畫（VLBI）。
2010 本所正式成立，賀曾樸院士為首任所長；本所主導之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

查計畫（TAOS II）開始。
2011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先期觀測計畫開始，臺灣天

文團隊成績斐然；本所為特長基線干涉儀（VLBI）計畫取得一座ALMA 原

型機天線；開始參與研製Subaru 望遠鏡主焦點光譜儀（PFS）。
2012 參與研製的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裝置於Subaru 望遠鏡上；與美國史

密松天文臺（SAO）簽署「格陵蘭望遠鏡（GLT）計畫前期建置發展合作協

議」。

2013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正式啟用；海王星外自動掩

星普查計畫（TAOS II）破土動工；與本院地球所及環變中心合作設置奈米

級二次離子質譜儀（NanoSIMS）實驗室。
2014 本院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簽署「發展地球空間中之能量

與輻射（ERG）」科學衛星計畫合作協議；朱有花任本所所長及中華民國

天文學會理事長；參與之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EACOA）成立東亞天文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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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O），賀曾樸院士為首任臺長；將李遠哲陣列升級，預備進行宇宙學創

新計畫；Subaru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開始巡天觀測。
2015 主持跨洲天文層峰會，推動東亞與歐南天文臺合作；本院與日本自然科學

研究機構簽約，持續透過與日方的合作參與ALMA的運轉及ALMA東亞

科研發展計畫；徐遐生院士自本所退休。

2016 主導研發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第一頻段（Band-

1）接收機獲核定採用；與美國國家電波天文臺（NRAO）簽署ALMA北美

團隊運轉事宜合作備忘錄；本所前籌備處主任魯國鏞院士辭世；日本宇宙

航空研究開發機構/宇宙科學研究所（JAXA/ISAS）成功發射「發展地球空

間中之能量與輻射（ERG）」科學衛星進入軌道，其低能量電子分析儀由本

所與國立成功大學合作建造。

2017 與中華民國天文學會共同主辦「2017國際天文聯合會亞太地區會議」

（APRIM 2017）；朱有花連任本所所長及中華民國天文學會理事長；海

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TAOS II）望遠鏡架設完成；將格陵蘭望遠鏡

（GLT）成功部署到圖勒空軍基地，開光試觀測成功取得月球影像；《日本

天文學會期刊》（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Japan, PASJ）以
專刊發表Subaru HSC-SSP計畫獲得的研究成果（2018年1月正式出版），
本所同仁參與的論文達34篇。

值得一提的是，先後接掌本所的李太楓、袁旂、魯國鏞、郭新、賀

曾樸及朱有花均為 1991年成立的天文規劃委員會成員。本所歷任籌備

處主任的任期為：李太楓（1993~1994）、袁旂（1994~1997）、魯國鏞

（1997~2002）、賀曾樸（2002~2003，代主任）、郭新（2003~2005）、賀曾

樸（2005~2010）。2010年6月本所正式成立，賀曾樸為首任及第二任所長

（2010年6月∼2014年8月），第三任所長朱有花自2014年9月接掌本所，
並連任迄今。

本所自成立籌備處以來，因優先將經費投資於人力及設備上，初期曾

向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及生物化學研究所借用空間。後因與國立臺灣大學

合作「大學學術追求卓越發展計畫」，於2001年暫借遷入國立臺灣大學凝

態中心暨物理學館，再於2009年底遷入由本院於臺灣大學校區興建的天

文數學館迄今。此外，由於參與興建的次毫米波陣列及主導研製的李遠哲

陣列均設在夏威夷，本所在夏威夷亦設有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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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所工作人員約有220人，包括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工程技

術人員、行政人員，以及駐夏威夷辦公室人員。所內本國籍同仁佔多數，

但也廣納國際優秀人才任職。許多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博士後研究均來

自世界各地，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加拿大、愛爾蘭、阿根廷、

澳洲、丹麥、瑞典、瑞士、荷蘭、匈牙利、義大利、西班牙、墨西哥、斯

里蘭卡、克羅埃西亞、以色列、印度、印尼、日本、韓國、中國大陸、澳

門、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

我們的研究項目涵蓋太陽系至宇宙學等各天文重要領域，一方面使用

世界級天文設施進行觀測，一方面以分析與數值方法從事理論研究。本所

積極進行重要國際天文合作計畫並經常舉辦國際學術會議，目標是成為世

界一流的學術研究機構。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天文所人力員額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2 25 27 28 30 32 33 32 28 28

■ 合聘研究人員 6 6 6 6 7 7 7 8 7 7

■ 行政技術人員 12 13 14 14 14 13 13 14 13 12

■ 博士後研究 30 34 32 38 44 53 51 49 56 54

■ 約聘（僱）助理 58 69 68 83 82 85 79 68 65 64

■ 博士生 19 18 17 23 27 21 21 18 19 17

■ 碩士生 23 22 18 12 13 15 17 19 1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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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天文所研究計畫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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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一向以從事尖端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為願景與目標。為了發展臺

灣最重要的資源——人力資源，我們致力於參與興建世界級的儀器，爭取

全球各重要觀測設施的使用權供臺灣天文界使用，並在提升臺灣天文研究

生教育環境方面扮演重要推手。

本所發展的頭十年集中於發展電波天文干涉儀及相關科學研究，第二

個十年積極拓展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後端儀器及相關科學研究，以及理

論天文物理研究。本所第三個十年開始均衡發展這三個領域，秉持創立以

來一貫的策略，持續專注於具挑戰性且可望獲得科學突破的計畫，藉由穩

健建立尖端技術能力，而躋身科學發展前沿。

為解開宇宙的奧祕，天文學家需要進行多重波段的觀測。但觀測設施

通常非常昂貴，為了取得先進望遠鏡和新穎儀器的使用權，並且降低直接

的現金支出，本所採取的策略是以實物或勞務貢獻（in-kind contribution）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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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參與最前沿國際天文設施的興建或儀器研發合作計畫。此方式的

優點尚包括︰發展關鍵技術、培養高科技人才，並結合產業界彰顯臺灣科

技研發及尖端儀器製造能力。本所掌握的技術能力，在電波天文設施方面

主要為研發望遠鏡、接收機、數位相關器及軟體；在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

鏡方面主要為研製相機系統或光譜儀的特定零組件，如高靈敏度互補式金

屬氧化物半導體（CMOS）元件及其控制電路、高精度定位系統等。

本所在電波波段參與的計畫包括：

▪「次毫米波陣列」（SMA）：本陣列是全世界第一座次毫米波干涉陣列，
1996年開始興建，2003年11月啟用，持續積極用於科學觀測，2018年

起增加頻寬及加強偏極化性能。

▪「李遠哲陣列」（Y. T. Lee Array/AMiBA）：位於夏威夷的毛納洛峰，是
亞洲惟一專門研究宇宙學的天文設施，也是首座由臺灣主導興建的重

大天文設施。2000年開始規劃，2004年破土興建，2006年10月啟用，
2009年擴建。2014年起將該陣列更新並升級，用於探索宇宙初始一氧

化碳的起源與分布。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
地面望遠鏡，已由興建期步入運轉期。臺灣分別受到日本（2005年）與

北美（2008年）的邀請而參與本計畫，本所擔任臺灣的執行機構。本陣

列於2011開始先期觀測，2013年啟用，2014年66座天線全數到位，臺

灣天文學家成功地獲得觀測時間，發表科學論文，本所並主導研發及製

造第一頻段接收機系統。

▪「特長基線干涉儀/格陵蘭望遠鏡」（VLBI/GLT）：2009年開始規劃特長

基線干涉儀（VLBI），2011年取得一座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

列（ALMA）原型機天線，已完成改裝，運送至格陵蘭的圖勒（�ule），
並於2017年完成組裝，成為格陵蘭望遠鏡（GLT）。2018年進行初步觀

測，並聯合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對M87 超大質

量黑洞陰影進行VLBI 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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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見光與紅外線波段參與的計畫包括：

▪「中美掩星計畫」（TAOS I）/「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TAOS II）：
1998年開始進行的中美掩星計畫（TAOS I）累積了八年多的觀測資料之

後，已對直徑700公尺以上之古柏帶天體的可能數量設下了非常嚴格的

上限。目前此望遠鏡已功成身退，本所藉此計畫獲得寶貴經驗，並擬更

上層樓。由於墨西哥聖白多祿天文臺的觀測條件極佳，我們於當地建造

TAOS II系統，2017年已完成望遠鏡安裝，2018年開始科學觀測。 

▪「加法夏望遠鏡」（CFHT）儀器研發計畫：本所於 2001起參與研製紅

外線廣角相機（WIRCam），2006年正式啟用，並取得CFHT觀測時間

供臺灣天文學家使用；接著積極參與下一代的高解析度紅外線光譜儀

（SPIRou），負責研發影像穩定與導星相機系統。

▪「Subaru新一代超廣角相機 /主焦點光譜儀」（Subaru HSC/PFS）：
Subaru 8米望遠鏡上的HSC是目前最大的光學廣角相機，本所於2008

年起參與研製，該相機已於 2013年啟用，2014年開始大規模巡天普

查，2017年底已完成預定天區 50%的觀測。臺灣天文學家已利用此觀

測資料發表科學論文，為進行後續光譜觀測正參與建造主焦點光譜儀

（PFS）。

藉參與國際級大型天文設施及其儀器的興建及研發，本所不僅取得其

觀測時間供臺灣天文學家使用，提升研究成果的質與量，亦藉著參與國際

合作計畫，迅速提升對望遠鏡相關儀器元件的研發及製造能力，帶動本地

相關工業界，並使臺灣在國際舞臺上展現實力，促進臺灣與國際學術界交

流及本地產學界的合作。而本所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IARA）為

本所各項觀測研究結果提供理論支援與解釋，使得前述先進電波及可見光

紅外線觀測研究更臻完備。本所的觀測和理論研究專注於古柏帶天體、恆

星形成、星際氣體與塵埃、星系結構與演化、黑洞天文物理學、重力透

鏡，以及宇宙學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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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同仁使用許多先進的地面及太空天文觀測設施從事研究，主題

涵蓋太陽系至宇宙學。本所進行中的重要計畫包括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

毫米波陣列計畫、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儀器計畫（含Subaru HSC/PFS及

CFHT SPIRou）、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特長基線干涉儀/格陵蘭望

遠鏡計畫。此外，次毫米波陣列、李遠哲陣列、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

心、以及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EACOA）等計畫，亦持續進行中。

圖三 天文所歷年SCI論文統計圖 （根據Web of Science）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註：2013-2014年論文數量驟增，乃因本所同仁參與之Planck計畫發表大量論文 （2013年有14篇，2014年有3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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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計畫（�e 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本所參與興建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座落於

海拔5,000公尺的智利阿塔卡瑪沙漠，由66座望遠鏡組成，是有史以來最

大的地面望遠鏡。該陣列於2013年3月正式啟用，2014年66座望遠鏡全

部加入運轉。此儀器是研究早期宇宙遺留輻射、恆星形成與演化、行星系

統、星系甚至生命起源的利器。本計畫的三個主要合作夥伴為北美、歐洲

及東亞。臺灣透過東亞及北美參與此陣列的興建及運轉（經費分別由本院

圖四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王為豪攝）本計畫網址：http://alma.asiaa.sinica.edu.tw/

（左下）智利阿塔卡瑪沙漠上的

ALMA陣列望遠鏡，（左上）望遠鏡
示意圖，接收機配置於天線後面，

（中上）存放十個不同頻段接收機低

溫前級模組的冷凍腔，（右）ALMA
第一頻段接收機包含低溫以及室溫

前級模組。圖片來源：中研院天文

所 /NAOJ/ESO/S. Guisard (www.
eso.org/~sguis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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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國科會 /科技部資助），因此可由雙重管道取得其觀測時間。臺灣參與

ALMA計畫的部分稱為ALMA-臺灣計畫，而東亞團隊、北美團隊及歐洲

團隊參與的部分稱為ALMA-東亞計畫、ALMA-北美計畫及ALMA-歐

洲計畫。

ALMA-臺灣計畫的執行工作由本所主導。2013年已完成並交付所有

由臺灣負責的望遠鏡組件。於臺中設置的東亞接收機次系統整合中心（EA 

FEIC）受ALMA-東亞計畫、ALMA-北美計畫及ALMA-歐洲計畫的委

託，總計完成了26套接收機次系統的組裝及測試。此外臺灣也完成了所負

責的章動式次反射鏡、接收機次系統服務搬運車、接收機次系統測試線、

12米天線、替代性雷射本振（LO）系統等等，並於德國及美國新墨西哥州

進行ALMA軟體研發，在智利進行運轉測試與科學驗證工作。此外，我

們也建立了ALMA區域中心的臺灣支站，支援本地天文學家的科學觀測

活動。

此陣列已步入運轉階段，本階段本所的主要貢獻是負責為ALMA-

東亞計畫研製ALMA Band-1接收機。此任務實為一極大的榮譽和責任。
Band-1接收機已於2016年通過了「關鍵設計審查」，已完成原型機製造，
正準備進行量產。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是透過同儕審查機制來

決定是否給予觀測時間，臺灣所提之觀測計畫書的成功率都持續高於平均

值。臺灣對其建造經費的貢獻僅佔3.7%，但獲得最高優先的觀測計畫書卻

佔了6%以上。由此來看，臺灣在本計畫中的投資獲利很高。
截至2017年底，本所同仁由於本計畫所發表的相關論文，已達150篇

以上。

二、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儀器計畫（OIR Instrumentation 
Program）

為觀測宇宙中星系之分布及演化，本所致力於藉參與儀器研發取得

大型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的觀測時間。透過參與加法夏望遠鏡（CFHT）
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與Subaru 望遠鏡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yper 

Suprime-Cam, HSC）的研發與製造，臺灣分別取得CFHT與Subaru望遠

鏡的觀測時間。本所持續參與新一代儀器的研發，包括Subaru的主焦點光

譜儀（PFS）及CFHT 的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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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左）HSC首度拍攝到的仙女座大星系影像；（右）位於夏威夷毛納基峰的Subaru望遠鏡。
Subaru 望遠鏡計畫網址：http://oir.asiaa.sinica.edu.tw/subaru/

本所自 2008年起，與日本國立天文臺合作建造新一代超廣角相機

（HSC），HSC是天文界興建的最大型光學主焦點超廣角相機，共 116片

800萬像素的感光耦合元件（CCD）晶片緊密排列，可涵蓋1.5度的視野，
為前一代廣角相機SuprimeCam視野的十倍。搭配Subaru望遠鏡，可提供

全球最高的整體觀測效率，迄今尚無其他望遠鏡可出其右。本所同時參與

HSC的儀器研發與科學研究，此相機於2013年成功啟用，於2014年開始

進行300夜的HSC大規模科學巡天觀測。臺灣天文學家已使用HSC巡天

觀測數據進行研究及發表論文。本所自2011年起也加入Subaru望遠鏡新

一代主焦點光譜儀（PFS）的研發，負責研發光纖定位相機，以及整合並測

試主焦儀器（PFI）。PFS預計將於2019年完成，從2020年開始進行360夜

的觀測，臺灣天文學家將可獲得此觀測的第一手資料，並繼續透過由同儕

審查的一般觀測計畫，申請Subaru望遠鏡的觀測時間。
除了參與Subaru 望遠鏡的儀器研發外，本所亦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

（CFHT）長期合作，2006年完成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之後，又

繼續與CFHT合作先進調制光學計畫，並研發新型的CCD波前感應器

Flyeyes。2009年起又參與研發CFHT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所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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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之影像穩定與導星相機系統已交付合作機構進行系統整合，2018年完成

安裝並進行試運轉。此外，本所正準備進行宇宙學與天文物理太空紅外線

望遠鏡（SPace Infrared telescope for Cosmology and Astrophysics, SPICA）
衛星計畫的儀器初步研發，並考慮加入大麥哲倫望遠鏡（Giant Magellan 

Telescope, GMT，為 24.5米望遠鏡）或三十米望遠鏡（Thirty Meter 

Telescope, TMT，為30米望遠鏡）計畫。

三、 中美掩星計畫（Taiwan-America Occultation Survey, 
TAOS I）及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Trans-Neptunian 
Automated Occultation Survey, TAOS II）

第一代TAOS 計畫——中美掩星計畫（TAOS I）於1998年提案，由本

所與中央大學、美國哈佛史密松天文物理中心及韓國延世大學合作，在鹿

林山上架設了4台鏡面直徑50公分的望遠鏡，蒐尋古柏帶天體對背景恆星

造成的掩星訊號。2006年起於鹿林山正式運轉，累積超過860億筆的觀測

資料，已對直徑700公尺以上之古柏帶天體的可能數量設下了非常嚴格的

上限，掩星事件次數低於理論預測值的十分之一。由於TAOS I的偵測率

受限於望遠鏡的性能、鹿林山不佳的天候及大氣環境，因此我們決定進行

第二代TAOS 計畫——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計畫（TAOS II）。此計畫由

本所主導，與哈佛史密松天文物理中心、國立墨西哥自治大學、中央大學

共同合作建造三座1.3米TAOS II新型望遠鏡。本計畫合作機構還包括加

拿大國家研究院，未來將支援觀測數據的存檔管理。

TAOS II 座落於隸屬墨西哥國家天文臺（OAN）、海拔2,800公尺的聖

白多祿（San Pedro de Martir；SPM）天文臺，當地一年中適合進行觀測的

天數有300天，是鹿林山的5倍。所採用的望遠鏡口徑比TAOS I 更大，相

機系統速度更快也更靈敏，採用以CMOS新偵測器技術為基礎設計的新一

代相機，偵測速度至少提高4倍，可提供每秒20至40幅超低雜訊的優質影

像，整體靈敏度提高兩個數量級，可觀測極限提升10倍，從100天文單位

範圍推進至1,000天文單位範圍。總之，TAOS II觀測系統的整體效能將比

TAOS I提升至少100倍。加上位於墨西哥國家天文臺這個更理想的觀測台

址，TAOS II將有機會觀測到更多的掩星事件，找到更小的古柏帶天體。
TAOS II於2013年5月舉行破土典禮，2017年三座望遠鏡架設完成，

預計2019年全面運轉。TAOS II望遠鏡可透過遠距操控，因此部分時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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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於進行時間領域的天文研究，例如系外行星凌日、蒐尋巨行星、變星監

測、瞬變X光源或伽瑪射線源的光學確認等等。
本所亦加入兩個針對海王星外天體的大型光學望遠鏡普查（OSSOS及

HSC SSP），為TAOS II 正式啟用後的科學研究作準備。透過參與上述普

查，本所同仁將能研究不同尺度及軌道分布之海王星外天體的物理特性。

四、特長基線干涉儀 /格陵蘭望遠鏡計畫（Very Long Baseline 
Interferometer/Greenland Telescope, VLBI/GLT）

為增強次毫米波陣列（SMA）及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的觀測能力，本所自2009年起著手規劃研發次毫米波特長基

線干涉儀（submillimeter Very Long Baseline Inteferometer，簡稱 submm 

VLBI）作為延伸計畫。由本所主導的國際團隊於2011年成功取得ALMA-

北美團隊建造的12米原型機天線，便開始對它進行改裝，使其在極低溫環

圖六 （左）於一座TAOS II望遠鏡的遮罩上安裝頂蓋。（右上）位於墨西哥聖白多祿天文臺的三座TAOS II望遠
鏡。（右下）其中一座 TAOS II 望遠鏡。本計畫網址：https://TAOS II.asia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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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還能發揮高性能，然後再安置於高海拔的臺址，作為 submm VLBI的第

三座基地。經過評估與實地考察，因格陵蘭當地大氣的含水量很低，可使

次毫米波的吸收減到最低，研究團隊遂決定將臺址設在格陵蘭，而改裝後

的天線也命名為格陵蘭望遠鏡（GLT）。結合格陵蘭望遠鏡（GLT）、次毫米

波陣列（SMA）及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組成特長

基線干涉儀（VLBI），其角解析力可提高1,000倍。
本計畫的科學目標是取得活躍星系核內超大質量黑洞陰影的影像，並

提供太赫茲（Terahertz）頻段的單碟望遠鏡功能。格陵蘭望遠鏡（GLT）於

2017年完成改裝並運抵格陵蘭圖勒（�ule）空軍基地重新組裝，2018年開

始初步觀測，成功取得獵戶星雲（Orion KL）發出的一氧化碳譜線。格陵

蘭望遠鏡（GLT）已開始聯合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
對M87 超大質量黑洞陰影進行特長基線干涉觀測。

解析黑洞的陰影是研究黑洞物理學的科學家長期以來的目標，而最有

機會透過地面電波特長基線干涉儀（VLBI）解析出來的，是位於銀河系或

巨大橢圓星系M87的超大質量黑洞陰影。又因為M87中的超大質量黑洞

比銀河系中心的質量更大，所以是更理想的觀測目標。

本所研究團隊持續對M87進行研究，朝解析M87中心超大質量黑洞陰

影的科學目標邁進，已使用各種可用設施對M87進行特長基線干涉觀測。
例如，藉由歐洲特長基線干涉儀網（EVN）新擷取之電波影像，分析M87 

圖七 （左）用格陵蘭望遠鏡觀測黑洞噴流的示意圖。（右）由本所位於夏威夷、智利及北極格陵蘭的望遠鏡，可

組成高角解析力的次毫米波特長基線干涉儀。本計畫網址：http://vlbi.asia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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噴流介於毫角秒至角秒尺度間之速度場。此外，也已著手預備超大質量黑

洞的理論研究工作，預估觀測結果，並預習分析特長基線干涉觀測數據。

若本計畫取得的特長基線干涉觀測結果達到目標，且順利獲得各相

關機構的同意和支持，研究團隊擬與合作者共同籌款，將格陵蘭望遠鏡

（GLT）移到格陵蘭峰頂站，重新部署啟用，並計畫在新的臺址建立第一個

北極天文臺。.

五、次毫米波陣列計畫（The SAO/ASIAA Submillimeter 
Array, SMA）

座落於夏威夷毛納基峰（Mauna Kea）上的次毫米波陣列由8座6米望

遠鏡組成，由本所與史密松天文臺（Smithsonian Astrophysical Observatory, 

SAO）共同負責興建及運轉。1996年本院與史密松研究院簽署合作協定，

圖八 次毫米波陣列（SMA）的 8座望遠
鏡中有 2座由本所建造。次毫米波陣列是
本所與美國史密松天文台的合作計畫，臺

灣各大學及工業界對此計畫亦貢獻良多。

（Julia Baumann拍攝）

圖九 左邊為半人馬A星系的可見光影像，右邊的綠色部分是用
次毫米波陣列（SMA）觀測到的一氧化碳分子雲氣分布。本計畫
網址：http://sma.asiaa.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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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所建造其中兩座望遠鏡，與史密松天文臺建造的六座望遠鏡組成全世

界第一組次毫米波陣列。2003年11月本院李遠哲前院長與史密松研究院

（Smithsonian Institution）前首長Larry Small先生共同宣布陣列正式啟用。
截至2017年底，全球使用次毫米波陣列觀測結果發表的論文已有750篇以

上，其中有本所同仁為作者的超過300篇，以本所同仁為第一作者的約將

近150篇。次毫米波陣列能夠研究的天文問題涵蓋範圍很廣，包括偵測冥

王星的衛星夏隆、解析拱星噴流、測繪恆星形成區域的磁場分布、研究鄰

近的星系核，乃至於偵測僅見於次毫米波段的極高紅移星系。

本所正持續進行該陣列望遠鏡與接收機系統的升級工作。我們有數名

同仁長駐夏威夷，另有同仁定期赴夏威夷工作，或在臺北執行遠端觀測。

未來我們計畫進一步更新次毫米波陣列（SMA）的接收機系統，使其具備

超寬之中頻（IF）頻寬，望遠鏡靈敏度可提升3倍，同時亦將具備觀測不同

極化方向訊號之能力。

六、東亞核心天文台聯盟（East Asian Core Observatories 
A s s o c i a t i o n ,  E AC OA）與東亞天文台（E a s t  A s i a n 
Observatory, EAO）

根據2004年第六屆東亞天文會議（East-Asian Meeting on Astronomy, 

EAMA）的決議，本所於 2005年與日本國立天文臺（NAOJ）、韓國天文

研究院（KASI）及中國國家天文臺（NAOC）共同成立東亞核心天文臺聯

盟（East Asian Core Observatories Association, EACOA），目的是推動東

亞地區天文學家之間的聯繫與合作。此聯盟每年舉行兩次成員機構首長會

議，評估現況並研議未來發展方向。2009年舉行的第三屆成員機構首長會

議中，決定設立博士後獎助金，支持優秀青年學者進行為期三年的研究，

並可使用各機構的天文設施，藉此連結東亞地區的天文研究，並促進青

年學者的交流。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亦大力支持此區域的國際天文活動，

包括協助籌辦知名的東亞地區天文會議，如東亞天文會議（EAMA）、東

亞年輕天文學家會議（EAYAM）、亞洲特長基線干涉儀聯盟（Asian-VLBI 

Consortium）、東亞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聯盟（EA-ALMA 

Consortium）等。
此外，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於2014年底成立東亞天文臺（East Asian 

Observatory, EAO），並任命本所賀曾樸院士為第一任臺長。東亞天文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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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接掌的 James Clerk Maxwell Telescope（簡稱 JCMT）已於2015年3月起

成功恢復運轉，效能良好。本所成員領導並參與許多 JCMT多年期大型計

畫，已使用 JCMT 觀測資料發表科學論文。
臺灣在東亞天文臺居重要領導角色。藉由加入東亞核心天文臺聯盟與

東亞天文臺，臺灣將有權使用東亞天文臺的所有觀測設施。為促進東亞地

區的天文合作，本所分享次毫米波陣列（SMA）的觀測時間，而日本國立

天文臺（NAOJ）分享Subaru 的觀測時間。

七、李遠哲陣列計畫（Yuan-Tseh Lee Array for Microwave 
Background Anisotropy, YTLA）

 李遠哲陣列（原名宇宙背景輻射陣列 AMiBA）興建計畫是本所與國立臺

灣大學的合作計畫，屬於教育部、國科會（現已改制為科技部）與本院共

同資助之追求卓越計畫——「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Cosmology and 

Particle Astrophysics, CosPA）計畫的一部分。本陣列是第一座由臺灣（包

括本院、臺大及臺灣工業界）主導、設計、興建的世界級天文設施，座落

於夏威夷毛納洛峰（Mauna Loa）。此陣列於2000年開始規畫，2004年破

土興建，2006年10月啟用，並於啟用典禮上正式命名為「李遠哲陣列」，
以彰顯李前院長對臺灣天文發展的貢獻。本陣列的興建計畫係由本所與國

立臺灣大學物理系及電機系合作，臺灣多所大學及工業界均有許多貢獻。

本陣列的升級及維修工程由本所主導，由臺灣工業界協助執行。2009年

圖十 夏威夷毛納洛峰上的李遠哲陣列望遠鏡，背景為毛納基峰。本計畫網址：http://ytla.asiaa.sinica.edu.tw/



212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由7座天線擴建至13座天線，集光區增大後，角解析力和靈敏度都大幅改

進，使得本陣列能針對更高紅移的星系團進行觀測。2013年致力於改進

整個樣本的信噪比，並對已取得的星系團觀測資料著手執行馬可夫鏈蒙地

卡羅（Markov-Chain Monte Carlo）模擬演算，找出星系團結構的約束條

件，把這些條件與其他觀測（如 X射線、重力透鏡、其他波長或角解析度

的SZE）的數據相結合。2014年起更著手改建，藉研發寬頻數位相關器系

統，將本陣列用於繪製天體發射的分子譜線，進行宇宙學上具競爭力的實

驗——強度測繪計畫（ASIAA Intensity Mapping, AIM），研究早期宇宙的

大尺度結構，並已成功偵測到來自銀河系中分子雲的譜線。接著再藉由進

一步研發新型相關器系統，更有效地觀測分子譜線。我們利用本陣列繪製

一氧化碳分子強度圖的目標是偵測紅移值約為3的氣體分子輻射，並運用

此資訊研究早期宇宙的恆星形成與星系演化。

八、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Theoretic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in Astrophysics, TIARA）

為提供理論天文物理研究與教育之整合計畫，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

中心於2004年成立，初期設置於國立清華大學內，於2013年遷回本所。
有鑑於臺灣及各地天文界關於宇宙中恆星、行星、緻密天體、星系的起源

與演化的觀測資料日益增多，本中心善用這些觀測結果，針對宇宙形成與

結構等天文物理問題進行尖端理論研究，同時以促進臺灣乃至全亞洲的理

論天文物理研究為目標，整合相關研究成果，使其融入臺灣各大學及學術

機構的教育課程之中，以加強對下一代理論天文物理學家的訓練。自成立

以來，本中心每年均舉辦冬季或夏季課程、學術研討會或各種規模的主題

式課程，已成為亞洲最活躍的理論天文物理研究機構。透過經常邀請優秀

學者來訪，並積極舉辦各類學術活動，使理論天文學家有更多機會造訪臺

灣，並將最新的研究成果帶給本所及臺灣各大學相關系所中的觀測或理論

研究小組。

本中心也為本所各項觀測研究結果提供理論支援與解釋，使本所的

各波段觀測研究更臻完備。本中心與本所研發的尖端觀測設施發揮加乘作

用，激發青年學子對天文學的興趣，建立並維持未來理論與觀測天文學研

究所需要的人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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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左）本所研究團隊模擬拱星
盤形成過程中的密度分布；（下）2015
年在本所舉辦的計算天文學暑期學校合

影。本計畫網址：https://www.tiara.
sinica.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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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多年來，臺灣許多大學內的天文課程增多，中央研究院及若干

大學院校均新成立天文研究所，例如中央大學、清華大學及臺灣大學分別

於1992年、2001年、2002年成立天文研究所。天文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及

學生人數大增，均見證臺灣天文學已蓬勃發展。本所頭十年將重點放在發

展電波天文及相關科學研究，藉由參與知名的國際研究計畫，已確立臺灣

在國際天文學界，特別是在電波天文學領域的重要地位。目前我們持續積

極發展可見光與紅外線望遠鏡後端儀器及其科學研究，以及理論天文物理

研究。

本所致力於與臺灣各大學合作發展天文研究，並支持各校天文研究的

成長。2000年本所與臺灣大學、中央大學、及清華大學共同向教育部提出

的追求卓越計畫——「宇宙學與粒子物理學」（CosPA）計畫獲得通過，得

以興建李遠哲陣列，並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合作建造廣角紅外線相機，臺

灣天文界亦因此取得加法夏望遠鏡（CFHT）的觀測時間。「宇宙學與粒子

天文物理學」計畫也推動本所遷入臺灣大學校區，並進行天文數學館（本

所、本院數學所、臺大數學系及臺大天文物理所合用）的興建工程。本所

亦長期與中央大學天文所合作參與中美掩星計畫及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

計畫。理論方面，計算流力與磁流力（CFD/MHD）計畫係由本所與臺大

數學系、本院數學所及輔仁大學合作進行。此外，與清華大學合作的高等

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大幅提高了臺灣理論天文物理活動的深度與強度，

尤其冬 /夏季課程吸引許多本地的學生參加。在技術研發方面，本所與清

華大學物理系合作研發超導-絕緣-超導結（SIS junction）；亦與臺灣大學

電機系密切合作，研發支援次毫米波陣列與李遠哲陣列之單晶微波積體電

路（MMIC）儀器、放大器與紅外線電子儀器等等。在參與阿塔卡瑪大型

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計畫方面，臺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清

華大學、成功大學、臺灣大學、淡江大學和中山大學等七所大學亦聯合成

立「大學聯合團隊（University Consortium of ALMA-Taiwan, UCAT）」，
促進臺灣ALMA科學研究的發展，而臺大電機系微波實驗室亦參與第一

頻段（Band-1）接收機的研發。此外，本所亦與成大合作「發展地球空間中

之能量與輻射（Exploration of Energization and Radiation in Geospace）」科

陸 本單位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所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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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衛星計畫（簡稱ERG計畫）。
在教育活動方面，有來自各大學的學生參與本所研究，由本所研究人

員協助培訓及指導論文。歷年來有臺灣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央

大學及臺灣師範大學的博士生在本所同仁指導下進行博士論文。本所每

年亦舉辦暑期學生專題研究計畫，並訓練研究助理，使其未來能投入天

文研究行列。本所研究人員亦於各大學授課，擔任各系所之合聘教師。過

去數年來，已有數名經本所訓練的研究人員獲聘成為各大學的教師，包括

中央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臺灣師範大學、成功大學、淡江大學、

輔仁大學、臺北大學及中山大學。因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計畫而建立的UCAT大學聯合團隊，亦自2011年起於每年暑假

舉辦「UCAT暑期學生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題涵蓋「電波天文」和「天

文物理」等，由大學教授親自指導，培育有志青年使用該陣列進行天文研

究的能力。這些努力都是為了訓練下一代的天文學家及天文物理學家。

此外，本所亦參與許多推廣活動，目的是教育臺灣一般民眾，並持續

分享最新的天文研究成果及對宇宙的新認識。本所的天文教育及推廣活動

內容涵蓋六大類：推廣文宣、教育與推廣活動、媒體、影音、網路及交流

合作。文宣品包括《天聞季報》、研究成果專刊、簡冊及摺頁傳單等。在

教育與推廣活動方面，除了每年10月的院區開放日活動，也積極參與合歡

山「星光饗宴」觀星活動、屏東墾丁「南十字星星吶」活動，以及臺灣大學

的「杜鵑花節」校區開放日活動。同時經常安排高中學生及大眾參加小型

座談會或至本所參訪，並不定期與外單位合辦小型教師研習會、發布本所

研究成果新聞稿、舉行記者會或安排電視電台專訪。2017國際天文聯合會

亞太地區會議（APRIM 2017）期間，並與國際天文聯合會天文推廣工作室

（IAU OAO）合辦工作坊，與國際專業人士分享交流天文推廣經驗。影音

及網路方面，目前有「中研院天聞網」中文網站，隨時提供天文新知、介

紹各種有趣的天文主題；也設置了官方臉書，隨時發布最新天文訊息與新

知。此外，也翻譯了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兒童網

的天文推廣網頁、宇宙動物園的網路公民天文計畫網頁、美國航空太空總

署（NASA）的「天文趣趣問」及哈伯太空望遠鏡與費米太空望遠鏡的天文

教育短片等，並自製本所同仁研究成果的推廣短片。為加強推廣天文，本

所與臺北市天文協會、臺灣親子觀星會、臺中市天文協會、中華民國天文

學會、臺北市立天文科學教育館、南瀛天文教育園區、國立自然科學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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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等國內天文社團及天文科學館皆有密切交流合作，主辦或協辦各類天文

教育推廣業務。這些天文領域的題材非常吸引民眾，特別是年輕人的好奇

心。藉由投入尖端天文研究，可望吸引下一代青年人投入科學研究。吸引

最優秀的年輕人投入基礎科學研究，不僅有助於知識的擴展，亦有助於工

業社會中的基礎建設。本所期望在臺灣的前述各項發展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國際合作方面，本所與許多國際機構均曾經建立或持續保持合作

關係，包括與史密松天文臺（SAO）合作次毫米波陣列（SMA）、中美掩

星計畫（TAOSＩ）、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TAOS II）及格陵蘭望遠鏡

（GLT）；與澳洲國家天文臺（ATNF）及卡內基美隆大學（CMU）合作李遠

哲陣列（YTLA）；與加州理工/噴射推進實驗室（Caltech/JPL）合作李遠哲

陣列（YTLA）及主焦點光譜儀（PFS）；與美國國家電波天文臺（NRAO）
合作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及格陵蘭望遠鏡（GLT）；
與加法夏望遠鏡機構（CFHT）合作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及紅外線

極化光譜儀（SPIRou）；與野邊山天文臺（NRO）及紫金山天文臺（PMO）
合作研發超導 -絕緣 -超導結（SIS junction）；與日本國立天文臺（NAOJ）
合作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新一代超廣角相機

（HSC）、主焦點光譜儀（PFS）及超導 -絕緣 -超導結；與美國普林斯頓大

學合作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及主焦點光譜儀（PFS）；與美國賓州大

學（UPenn）、勞倫斯利物摩國家實驗室（LLNL）、及韓國延世大學合作中

美掩星計畫（TAOSＩ）；與國立墨西哥自治大學、韓國延世大學及加拿大
國家研究院合作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查（TAOS II）計畫；與歐洲南天天

文臺（ESO）、Herzberg 天文機構（HIA）、智利大學合作阿塔卡瑪大型毫

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與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法國馬賽天文實驗

室（LAM）、德國馬克思普朗克機構（MPE）及巴西國家天文物理實驗室

（LNA）合作主焦點光譜儀（PFS）；與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
合作「發展地球空間中之能量與輻射（Exploration of Energization and 

Radiation in Geospace）」科學衛星計畫（簡稱ERG計畫）；與丹麥哥本哈

根大學合作，使用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 （NanoSIMS）進行有關太陽系起

源的研究等等。

本所主辦過的國際及國內會議包括東亞天文會議（EAMA）、恆星形

成研討會、臺北天文物理研討會（TAW）、2017國際天文聯合會亞太地區

會議（APRIM 2017）等等。此外，本所與日本國立天文臺（NAOJ）、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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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天文臺（NAOC）、韓國天文研究院（KASI）同為籌組東亞核心天文臺

聯盟（EACOA）的發起成員。此聯盟旨在推動東亞地區未來的合作，尤其

是合作興建天文設施，並已建立東亞天文臺（EAO），由本所特聘研究員

賀曾樸院士擔任第一屆臺長。

本所透過集中資源發展特定領域，已在儀器研發、觀測及理論天文

物理等領域建立核心團隊。成立以來，頭十年的重點是放在電波天文學，

1994年與柏克萊 -伊利諾 -馬里蘭大學協會（BIMA）合作毫米波干涉儀訓

練計畫，1996年起參與次毫米波陣列（SMA）的興建與運轉，2000年起主

導李遠哲陣列（YTLA）的設計與興建，2005年起加入阿塔卡瑪大型毫米

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計畫，2009年起規劃特長基線干涉儀 /格陵蘭

望遠鏡（VLBI/GLT）計畫。這一連串的努力已使我們建立起世界水準的接

收機實驗室，專精於製造最先進的超導 -絕緣 -超導結、單晶微波積體電

路放大器、混頻器、相關器及相關電子組件。

在可見光與紅外線天文學領域方面，本所自1998年起參與中美掩星

計畫（TAOSＩ），2001年參與CFHT紅外線廣角相機（WIRCam）計畫，
2008年起參與Subaru 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計畫，2009年起參與研製

CFHT 紅外線極化光譜儀（SPIRou），2010年起主導海王星外自動掩星普

查（TAOS II）計畫。這些努力使我們建立了精通偵測器、電子學與光學的

團隊，也與CFHT及Subaru 望遠鏡機構維持長期且良好的合作關係。
在理論天文物理學方面，本所的計算流力與磁流力研究團隊已發展出

數值計算能力，而高等理論天文物理研究中心不僅促進本所與臺灣各大學

在理論方面的合作，也為本所各項觀測研究結果提供理論支援與解釋，使

我們在各波段的觀測研究更臻完備。

截至 2017年底，本所參與或主導興建的重要望遠鏡——次毫米波陣

列（SMA）、李遠哲陣列（YTLA）、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

（ALMA）——均運轉良好並持續產生科學成果，本所因這三個計畫產生

的期刊論文已達 321篇、45篇及150篇。2006年啟用的紅外線廣角相機

（WIRCam）是加法夏望遠鏡（CFHT）主要儀器之一，使得大尺度的紅外

柒 結語及將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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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成像普查得以進行；2013年啟用的Subaru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於

2014年開始巡天普查，也已發表大量論文；格陵蘭望遠鏡（GLT）和海王

星外自動掩星普查（TAOS II）望遠鏡即將開始科學觀測；我們與中山科學

院航空研究所合作興建次毫米波陣列（SMA）與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

米波陣列（ALMA）的例子，已成為學術界與工業界合作的典範。本所將

持續參與先進天文儀器的發展，為臺灣天文學界取得全世界頂尖天文儀器

的使用權。

本所參與的計畫均為國際矚目的大型計畫，且有大量科學產出，例如

2004年11月《天文物理期刊通訊》（Astrophysical Journal Letters, ApJL）以
專刊發表次毫米波陣列（SMA）運轉初期的研究成果；2018年1月，《日本

天文學會期刊》（Publications of th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Japan, PASJ）以
專刊發表Subaru HSC-SSP計畫獲得的研究成果。本所同仁在這兩本專刊

中均有卓越表現，有相當多的論文由本所同仁主導。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已

成為探索宇宙——從太陽系到最遙遠的早期星系——極有力的工具。本所

同仁利用該陣列前所未有的高角解析力，取得許多突破性的發現。例如對

獵戶座的原恆星系統HH 212進行觀測，清楚揭示恆星形成過程中的盤吸

積現象與噴流的形成。過去的研究認為原恆星附近可能有個小小塵埃盤，

現在透過該陣列的超高解析力，不僅實際偵測到塵埃盤，而且還能解析

出塵埃盤的結構。此外，該陣列總共只有10個波段，而其中的第一頻段

（Band-1）接收機是由臺灣主導研發及製造，實為一極大的榮譽，也證明

臺灣的科技能力已躋身國際尖端水準。第一頻段（Band-1）接收機完成後，
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的可觀測波段更廣，配合所

在地點極佳的天候，將可取得獨步全球的觀測資料，供天文學家進行更深

入的研究。

至於未來國際合作計畫的展望，本所正準備進行宇宙學與天文物理太

空紅外線望遠鏡（SPace Infrared telescope for Cosmology and Astrophysics, 

SPICA）衛星計畫的儀器初步研發，並考慮加入大麥哲倫望遠鏡（Giant 

Magellan Telescope, GMT，為 24.5米望遠鏡）或三十米望遠鏡（Thirty 

Meter Telescope, TMT，為30米望遠鏡）計畫。
現代新觀測設施的成本很高，而且還在持續增加中。為使臺灣能進行

尖端科學研究，我們致力於取得尖端天文儀器的使用權，爭取進行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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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研究，對技術領域帶來貢獻，集中力量於精選的研究計畫。創立廿五

年來，本所已建立儀器研發核心團隊，成功建造次毫米波陣列天線及相關

接收機、完成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的興建計畫，確立在次毫

米波天文學領域的領導地位，為國際級天文台研發製造儀器與望遠鏡並取

得深厚經驗與卓越聲譽。我們不僅參與國際合作計畫，也自行研發天文觀

測設施及其重要儀器與元件，例如主導設計興建李遠哲陣列，以及阿塔卡

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ALMA）的第一頻段（Band-1）接收機。我們

也已由專長的電波天文學領域，拓展至光學與紅外線天文學，具體成果包

括參與Subaru 望遠鏡新一代超廣角相機（HSC）的研製，並使用該相機的

巡天觀測結果發表科學論文。本所自許能領導臺灣天文學的研究，為臺灣

提供更好的天文基礎設施，取得尖端儀器的使用權，使用觀測結果進行創

新科學研究，並為下一代提供最好的訓練。

臺灣已準備進一步深入探索宇宙的奧祕。進入廿一世紀的天文學家，

面對著大量令人興奮的科學謎團，同時也掌握著許多解開這些謎團的資

源。這些問題包括：我們太陽系外的古柏帶天體，乃至太陽系外行星系統

的特性、分布及組成；控制恆星、黑洞、星系形成、甚至宇宙創始時期之

物理機制的本質；各種背景輻射、暗物質、暗能量的本質；宇宙過去的

歷史、現況和未來演化。透過策略性地投入經費與人力資源，臺灣將能

在天文領域中大放異彩，而本所將持續在臺灣天文發展史上扮演重要推

手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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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設立籌備處，2004年正式成立
http://www.rcas.sinica.edu.tw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一、定位與任務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定位與任務在進行院內及院外跨領域應用科學研

究，將目前最先進新穎之科學與工程技術，應用於基礎科學之創新及突破

性的研究與發展上。

二、簡史

▪ 1994年7月1日-3日李遠哲院長於第廿一次院士會議前夕在龍潭龍珠灣

召開「中研院促進應用科學座談會」，建議在中研院設立「應用科學中

心」。

▪ 1994年7月4日院士會議向院方建議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中心」，並獲

通過。

▪1994年12月8日院務會議通過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中心」。

▪1998年3月1日李遠哲院長聘請香港科技大學張立綱院士為應科中心籌

設規劃案小組召集人，於同年2月至8月返臺積極準備籌設之相關事宜，
並且完成規劃案。

▪1998年4月9日院務會議通過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中心籌備處」。

▪1998年4月17日至18日評議會通過先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簡稱

應科中心），待中研院新組織法通過後改為「應科中心」。

▪1998年10月22日規劃案呈送總統府申請設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

▪1999年1月李遠哲院長聘請美國加州大學蔡振水教授為物理所特聘研究

員，返國積極協助籌備處之設立，並主導近、中程研究之推動及興建中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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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大樓等事務。

▪1999年2月11日總統府同意本院設置「應科中心籌備處」。

▪1999年4月1日正式成立「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李遠哲院長

聘任蔡振水教授為籌備處主任，籌備處暫設於物理所舊館四樓。

▪2000年12月1日李遠哲院長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陳長謙教授代理應用科

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2001年2月1日李遠哲院長請資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廖弘源教授代理應

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2003年10月14日院務會議通過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轉型為應

用科學研究中心，並規劃於2004年1月1日成立。

▪2003年11月1日評議會通過應用科學及工程研究所籌備處轉型為應用科

學研究中心，並規劃於2004年1月1日成立。

▪2004年1月1日中央研究院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正式成立。

▪2004年2月1日李遠哲院長請吳茂昆教授代理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4年5月20日李遠哲院長請曾志朗教授代理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6月15日李遠哲院長聘請張亞中教授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5年7月21日院務會議通過成立「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2006年7月20日院務會議通過成立「光電科技專題中心」。

▪2012年4月1日院方聘任蔡定平教授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2年12月21日院務會議通過，將原有的二個專題中心、二個研究組共

四個研究方向，整合成三個專題中心：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綠色

科技專題中心、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

▪2013年1月4日本中心正式組織調整，確立三個專題中心：力學及工程科

學專題中心、綠色科技專題中心、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

▪2014年1月1日本中心正式遷入跨領域科技研究大樓。

本中心自成立以來，同時根據學諮會報告建議，中心已積極持續於國

際上延攬傑出研究人才。至2017年底，中心目前有25位研究人員，2位研

究技師。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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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應用科學研究中心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9 22 22 22 23 26 26 26 26 27

■ 合聘研究人員 7 8 8 8 7 9 8 10 11 11

■ 行政技術人員 13 13 15 15 16 17 17 17 17 17

■ 博士後研究 34 26 39 38 23 31 33 35 31 37

■ 研究助理 38 42 45 54 50 42 38 48 42 49

■ 學生 71 66 79 90 79 81 74 84 7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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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早期所規劃的研究方向，包括了微機電系統、儲存與顯示科

技、蝕刻微影製程、奈米材料以及網際網路技術等領域。而隨著產業界

的市場變化與相關科技的發展，這些研究領域也應隨時調整。特別是在草

創時期，各領域的研究人員如果無法在短期內累積到足夠的人數，很容易

流於個人模式的小型研究，而不易在重要的主題上有突破性進展。有鑒於

此，在2003年年底，科工所籌備處即將改制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之前，院

方特地請吳茂昆院士、彭旭明院士、本院原分所王玉麟所長、本院化學所

陸天堯所長以及臺大凝態中心陳正弦主任等5位學者成立「科工所轉型委

員會」，決定將應科中心正式成立後的初期研究重點方向規劃為「奈米科

技」。在轉型規劃書中特別提到：「奈米科技和其他產業技術的不同是，科

技與科學已經沒有清楚的界線」，而這個特性正與應科中心原先的規劃目

標契合，此即是「（應科）中心因此扮演著觸媒的角色，希望藉著提供資源

給具前瞻性的計畫，建立核心設備使用平台，來促成不同領域間實質的合

作，以期產生新的發展與影響。」

2005年6月至2012年3月，應科中心張亞中前主任將中心發展成奈米

科技相關領域的研究中心，包含奈米科學及奈米生醫科技研究小組、力學

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光電科技專題中心與高等計算及電腦模擬研究小

組。2012年4月蔡定平主任到職後，為使中心研究更加聚焦在當前國家科

技發展的方向，應科中心於2013年1月1日正式組織調整、確立三個專題

中心：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綠色科技專題中心、生醫科學應用專題

中心。分別介紹如下 :

一、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 : 

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中心目前有5位研究人員，執行長為鄭郅言研究

員。研究重點係結合機械自動化與智能演算科學，發展先進自動化的微奈

米製造技術與檢測平台、多尺度刻作奈米材料與元件計算，以及環境力學

如土石流等之監控與模擬。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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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色科技專題中心 : 

綠色科技專題中心目前有12位研究人員，執行長為朱治偉研究員。研

究重點為開發超穎刻作奈米材料與二維系統材料，以提升各種綠色光電元

件的效率，包括太陽能光電系統的能源智能管控。

三、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 : 

生醫科學應用專題中心目前有10位研究人員，執行長為林榮信研究

員。研究重點為發展尖端的生醫影像科技，結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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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發展重要生醫檢測元件與技術。

近六年來，本中心研究人員有重大的研究發現與成果，並在知名SCI

國際期刊發表800多篇研究論文，不管在質與量各方面，都提升了本中心

在相關研究領域的重要性，其中包含2014年陳壁彰助研究員與2015年朱

治偉研究員，皆有重要研究成果榮登Science期刊，實為本中心重要的突
破與發展。部分成果也申請專利與技術移轉，強化學界與業界的合作關

係，同時達到本中心落實Local Impact與Global Excellence的目標。

表一 應科中心2012-2016年在SCI期刊發表論文統計表

Number of papers Percentage (%)

IF<5 503 74%

10>IF≥5 120 17%

IF≥10 60 9%

Total 683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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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應科中心2012-2016各年度SCI期刊發表論文篇數

圖四 應科中心2012-2016各年度SCI期刊論文平均 Impact factor

圖五 應科中心2012-2016年各年度SCI期刊論文之平均領域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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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已技術移轉件數與金額

圖六 技術移轉案金額

編號 姓名 日期 技術 授權廠商 授權金 (元 )

1
朱治偉 
研究員

2014/06/01

Fabrication of low dimensional nano 
materials 
製備低維度材料之方法 (26A-1020912-
1N)

San Rong 
Technology 
Ltd. (Trichem) 
(三榮科技 )

2,500, 000. 
Royalty:  

5%-1%.

2
林榮信 
研究員

2015/07/07
New therapeutics for treating pain 
and neurodegenerative diseases.

LifeMax Ltd.  
(生脈生技 )

2,000,000.

3
林榮信 
研究員

2016/01/05
New therapeutics for cancer 
prevention and cancer treatment  

Taiwan J 
(景凱生技 )

2,500,000.

4
李超煌 
研究員

2016/12/01
使用空間光調變器的超解析率廣視野光

切片顯微術與使用結構式照明的超解析

率光學測繪術

Enli 
Technology 
Co., Ltd.  
(光焱科技 )

2,500,000.  
Royalty: 

3.5%

5
魏培坤 
研究員

2017/02/09

塑膠基板上具閃耀角與曲率光柵之製造

方法與應用 全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

非標定型微陣列生醫晶片及其讀取裝置

6
郭志禹副

研究員
2017/02/23 串聯式光柵光纖感測網及時解算系統

奇博科技有限 
公司

300,000

7
魏培坤 
老師

2018/08/01
塑膠基板上具閃耀角與曲率光柵之製造

方法與應用26A-1050308(非專屬授權
+合作計畫 )

勝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00,000

合計  11,800,000元    

2012

0 0

1

2,000,000

4,000,000

5,000,000

6,000,000

1,000,000

3,000,0002

3

4

(Case No.) (NTD)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Case(s)    ■ Licensing Fee

2,500,000

2,000,000

5,000,000

1,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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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用科學研究中心近年來積極與院外其他教學及學術研究單位合作。

為鼓勵雙方師生交換及互訪，並就雙方學術相關之領域從事資訊交流，聯

合舉辦學術會議及其他學術活動，同時進行研究合作及共同學術出版等，

應科中心與下列單位簽立合作研究協定（表三）：

伍 近年重要學術活動

編號 日期 簽訂單位

1 2012/1/1 國立交通大學 （光電科技學術合作協定）

2 2012/12/3 國立東華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3 2012/12/3 國立東華大學物理學系

4 2012/7/31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The Hebrew University of Jerusalem）

5 2013/1/24 國立臺灣大學分子生醫影像中心

6 2013/8/14 國立中山大學光電系 /材光系 /物理系 /機電系

7 2104/2/18 長庚大學工學院

8 2014/2/18 國立陽明大學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

9 2014/12/22 日本北海道大學電子科學研究所

10 2014/7/17 國立臺灣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暨物理學系

11 2015/5/1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

12 2016/8/26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

編號 日期 研討會活動

1 2013/4/30 2013前瞻電漿子學學術研討會

2 2013/10/24-2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pplied Sciences 2013 （ICAS 2013）

3 2015/11/24-25/ 2015 RIES-RCAS Workshop

4 2015/12/22 2D Materials–Future Trends （英國在臺協會）

5 2015/12/22-25 光電跨領域應用論壇：綠色生醫光電大未來

6 2016/2/22 臺灣太陽能光電產業高峰論壇

7 2016/3/22-25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photonics （ICNP 2016）

8 2017/5/22-26 
第8屆表面電漿子光子學國際會議，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face Plasmon Photonics （SPP8）

9 2018/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pplied Sciences 2018

二、為增加中研院的學術研究能見度，並提供研究人員發表的舞台，應科

中心近年亦舉辦許多場大型會議。（表四）

表三

表四



228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圖七：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anophotonics （ICNP 2016年3月21-25日）

圖八：第8屆表面電漿子光子學國際會議（2017年 5月 22-26日），The 8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urface Plasmon Photonics （SPP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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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晶格層光顯微鏡：於高空間及時間解析下，研究單分子影像到活體多

細胞生物影像（Science 346：1257998/1-1257998/12, 2014）
助研究員陳壁彰博士與 201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貝吉格博士（Eric 

Betzig）的研究成果「晶格層光顯微術」（lattice light sheet microscopy），發

表於 2014 年 10 月 24 日之《科學》（Science）期刊上，並獲選為當期的封
面故事。此技術應用於單分子偵測、超分辨顯微術及活體生物細胞或胚胎

發育上，具有三維空間和時間解析能力，可以進行即時動態研究。此顯微

技術的產生，再次地改革了活體光學顯微術。

有別於傳統的光學顯微鏡，此系統用了兩個正交的光學鏡頭，一個產

生極薄的光層，此光層是利用同時產生大約100多束的貝塞爾層光（Bessel 

Beam），經由彼此間的光學干涉，而形成一面背景值低的光層面用來產生

螢光，以達到光學切片，另一個收集螢光採用寬場成像。三維生物影像的

取得可經由面掃描，以不到一秒時間可得到三維高解析影像，及低生物光

損害，針對活體生物影像可以在空間及時間上進行高分辨率的長時間觀

察，此系統對未來的活體生物研究會有很大助益。（圖九）

陸 近年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二、利用電漿子效應提升可撓性非真空製程銅銦鎵硒薄膜型太陽能電池之

全角度吸光效率（ACS NANO 8：9341-9348, 2014）
蔡定平特聘研究員證明了金奈米顆粒的電漿子效應，可用於提高可撓

性銅銦鎵硒太陽能電池的效率。通過摻雜金奈米顆粒，可以克服用油墨網

圖九



230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印法製備可撓性銅銦鎵硒薄膜太陽能電池的缺點。例如，在太陽光譜中強

度最高的波段，其吸收效率非常低，在光入射角較大時更是嚴重。我們藉

由計算電場的分布，系統性地分析了外部量子效應和光電流的增強效果。

最後，我們利用超寬帶激發探測光譜系統研究在可見光波段中侷域表面電

漿子共振所提供的助益，證實它可以增強吸收和減少表面電子電洞的複合

率。（圖十）

三、單層二硫化鉬——二硒化鎢平面異質結構（Science 349: 524-528, 2015）
電子電洞接面是電子線路中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朱治偉研究員的研

究成功地藉由獨特的兩階段成長法，製備出單層二硫化鉬——二硒化鎢二

維平面電子電洞接面。藉由妥善控制成長時的原料比例，我們得以直接在

二硒化鎢的邊緣成長出二硫化鉬，形成

有著原子解析介面的單層平面異質結

構，而不造成合金的生成。此電子電洞

接面具有整流與光伏效應等二極體特

性，且兩階段成長法可應用於任意圖案

的大面積二維材料上，能夠發展大尺度

整合型電子元件與製作更多元平面異

質結構。除此之外，原子解析等級的平

面異質接面也提供了一個新穎的凝態物

理研究平台，具有深厚的研究與發展潛

力。（圖十一）

圖十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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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胞飲杯形成的新機制（eLife 5:e20085, 2016）
陳壁彰助研究員於2016年的研究發現，很多細胞會藉由大胞飲作用

而取得從外在環境的物質，通常需要細胞的表面形成杯狀的結構來包覆外

面的液體，這是靠著肌動蛋白的聚合而成。然而，細胞如何將這杯狀的結

構再轉為環狀，目前不太清楚。利用晶格層光顯微鏡，加上特定的螢光蛋

白，在進行三維動態活細胞的實驗、胞飲杯的形成機制，及相關的蛋白質

都被解出。這是在探討不同的蛋白質的對胞飲杯形成的機制。由於癌細胞

和免疫細胞也是利用相似的機制來進行養分的攝取，這些結果可以讓我們

在藥物開發及疾病的治療上有幫助。（圖十二）

圖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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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運用逐次硫化過渡金屬的方式建立二維材料異質結構以及其選擇性成

長〔Nano Letters 16（11）：7093-7097, November 2016〕
林時彥研究員運用硫化 1.0 奈米厚度的過渡金屬鉬及鎢薄膜，在藍寶

石基板上成長出大面積及均勻的五層及四層的二硫化鉬及二硫化鎢，接著

我們逐次的濺鍍，並硫化相同厚度的鉬及鎢薄膜後，成功地成長出九層的

二硫化鎢 /二硫化鉬二維材料異質結構。而透過這兩種材料各自的紫外光

光電電子能譜，以及吸收光譜的量測，我們發現這個異質結構應具有型態

二之能帶結構，在將此異質結構製作成電晶體後，由於在熱平衡時，電子

會由二硫化鎢障礙層注入至二硫化鉬通道層，而使得該元件具有較高的汲

極電流以及載子遷移率，由此可看出二維材料異質結構在電子元件實用上

的價值。此外，我們也展現出在單一片藍寶石基板上，我們可以一次製備

出四個不同的區域：（a）空白的藍寶石基板區，（b） 單一二硫化鉬區，（c）
二硫化鎢 /二硫化鉬二維材料異質結構區，以及（d）單一二硫化鎢區。這

個成果顯現出這個成長方式，不僅僅易於成長二維材料異質結構，同時亦

可在基板上進行選擇性成長。此成長方式的發展應會對二維材料的實際應

用帶來極大的幫助。（圖十三）

六、可調式閘極導電氧化物之超穎介面（Nano Letters 16: 5319-5325,  2016）
蔡定平特聘研究員的研究為超薄光學元件的成像與感測應用，開拓了

嶄新的研究方向，以可調式閘極超穎介面控制超穎介面各個單元結構所反

射波的相位與振幅，從而造成光的異常反射現象。當閘極偏壓為2.5伏特

時，反射波的相位可被改變將近180度，同時反射率變化量高達30%，且

其操作頻率可達約1千萬赫茲。（圖十四）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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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寬頻消色差光學超穎元件（Nature Communications  8, Article 
number: 187, 2017）

超穎刻作介面是一種人造的次波長奈米結構，能有效地操控電磁波

的各種特性，進而達成各種光學效果與功能。然而因為物質有不同的折射

率，超穎刻作介面對應在不同波長時，會有不同的光學響應而呈現色散的

效果。蔡定平特聘研究員提出了一種集成式共振單元的概念，設計出寬頻

反射式消色差的超穎透鏡，工作波段從1,200奈米到1,680奈米，如圖十五

（a）所示。我們也依此設計製作出寬頻消色差超穎透鏡，並成功地證實此

超穎透鏡，可將不同波長的光聚焦成一點，如圖十五（b-d），且轉換效率

圖十四 可調式閘極超穎介面（a）可調式超穎介面示意圖。此結構由石英基板、金背光層、氧化銦錫、氧化鋁與
條狀奈米金屬天線陣列所組成，電壓可施加在上層的條狀奈米天線與下層的金，以致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

形成一積累層。結構參數為：週期為400奈米，條狀奈米天線的寬度為250奈米，而條狀奈米天線、氧化鋁、氧
化銦錫、金背光層的厚度分別是 t1=50奈米、t2=5奈米、t3 =20奈米、t4 =80奈米。（b）可調式超穎介面的操作
原理。此工作原理是利用金氧半導體的場效應，當施加偏壓夠大時，在氧化鋁與氧化銦錫的介面會形成一積累層

（如上圖中的圖例所示）。上圖：施加不同偏壓下，空間中的載子濃度分布。下圖：施加不同偏壓下，氧化銦錫的

介電常數隨空間的變化（波長為1,500奈米）。灰色區域標示出氧化銦錫的介電常數數值介於1與 -1之間的範圍。
（c）實際成品晶片圖。（d）奈米天線的電子顯微鏡影像。（e）奈米天線的電子顯微鏡影像放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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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12%。我們還將此概念推廣至其他應用，製作了一個寬頻消色差的梯

度板，能夠讓一個連續的近紅外光正向入射到這個梯度板後，皆在同一個

角度反射。未來透過我們提出的這個設計方法，在物體的成像方面或是全

彩的偵測系統等等，都有可能利用這種消色差的設計達成。（圖十五）

一、生醫科學應用專題研究中心：參與此專題之研究人員為林榮信、蔡定

平、張亞中、楊富量、李超煌、陳培菱、薛景中、董奕鍾、畑中耕治、陳

壁彰；研究副技師謝東翰。

1. 開發具有即時、多維度與高解析度功能的光學顯微科技，進行活體組

織、活體細胞與次細胞尺度之影像讀取與相關生物分子功能研究。

2. 從物理化學原理了解生物分子系統作用機制，由各個面向模擬分析蛋白

質的交互作用，精確分析蛋白質與分子結合強度，以及與功能相關之構

形變化。

柒 應科中心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

圖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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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高準確率與高再現性之整合多重感測元件之非侵入式智慧型血糖偵

測方法。

4. 結合先進生醫影像科技與微流體技術，研究正常細胞與癌細胞間的交互

作用，研究其如何影響癌細胞之抗藥性與遷移特性，了解不同癌症治療

之有效性。

5. 製造捕捉體循環腫瘤細胞之元件，分析循環腫瘤細胞之特性，此研究有

助於早期癌症篩檢與預後檢驗。

二、綠色科技專題研究中心：參與本專題之研究人員，包括朱治偉、蔡定

平、林時彥、施閔雄、程育人、關肇正、張允崇、傅洛夫、張書維、陳

祺、呂宥蓉；研究助技師韓謝忱。

1. 發展雙束型聚焦離子束刻作技術，應用於新式超穎刻作材料及新式超穎

刻作介面之製造，並研究其特殊物理性質。

2. 開發超穎刻作奈米光學元件，結合先進計算與模擬，提升綠色光電元件

的效率。

3. 開發二維系統材料與其異質結構之生成技術，並應用於產能、儲能與節

能綠色光電元件。

4. 研究材料廢熱回收與能源智能管控技術，發展循環永續之實際應用。

三、力學及工程科學專題研究中心：參與此專題中心研究人員為鄭郅言、

蔡定平、魏培坤、梁國淦、郭志禹、包淳偉；研究副技師謝東翰。

1. 結合機械自動化，發展大面積且高品質的尖端微奈米刻作製造技術，應

用於生醫檢測元件與奈米光電元件。 

2. 多尺度力學應用在先進二維系統材料與奈米材料之特性計算。
3. 利用奈米金屬結構的電漿子共振特性，結合尖端晶片製程與樣品前處

理，發展即時的生醫檢測，應用於食品中農藥、抗生素、重金屬之偵測。

4. 環境力學相關研究，如土石流模式與監測技術、發電風機的支撐結構模

擬與最佳化等多尺度力學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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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科中心擁有陣容十分堅強的學術諮詢委員會，在歷屆召集人及所有

委員的支持下，一直對中心的運作有最佳的建議。自2013年三個專題中

心成立以來，所有的學術諮詢委員也針對各專題中心如何聚焦學術研究發

展，提供許多寶貴的建議。

1. 微環境參數對細胞分化與細胞交互作用之影響

研究內容：運用本中心先進活體細胞影像技術，結合微環境操控平台，針

對微環境參數如何影響細胞分化，以及細胞與細胞交互作用，從細胞球體

到次細胞尺度做動態追蹤和分析。在微環境參數如濃度梯度、氧氣濃度、

流體剪力或壓力、電場及藥物分子等的刺激下的行為變化，以及不同種類

細胞間的交互作用如何影響其生理反應。未來此平台也將應用於藥物測試

或篩選。

預期效益：本研究將以幹細胞、神經細胞、癌細胞等為主要對象，以正常

細胞為對照，預期可以對神經再生療法、組織工程、癌症的致病機轉等研

究有很大的幫助。我們也與臨床醫師合作，針對臨床問題開發合適的研究

平台。

2. 整合多重感測元件之非侵入式智慧型血糖檢測技術

研究內容：整合多重感測元件建立非侵入式智慧型血糖偵測技術，目標在

減少患者檢測試片與採血針頭之採購成本，提供具有經濟性、可便攜性、

高敏度、快速判讀及環保性的檢測方式。此技術應用定時序之特定光源或

全譜光源照射手指及皮膚表面，量測穿透或反射手指的光強變化來計算所

需參數資訊，同時利用身體核心溫度、濕度、心臟搏動、血紅蛋白濃度、

血氧飽和濃度、血流量與血流速度等多重感測元件參數，以系統演算估值

以及利用代謝產熱原理，與身體各種散熱形式，加上個人化校正，來提升

儀器設備系統估算血糖水平精確值。 

預期效益：此非侵入式智慧型血糖機有經濟性、可便攜性、高敏度、快速

判讀、極少扎針的優點。可提高檢測血糖濃度的頻率以及實現連續的血糖

濃度監測控制，大大降低糖尿病人長期引起併發症的危險性等優點，將可

捌 結語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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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為居家照護及自我生理監測之用。

3. 利用二維系統材料與超穎刻作材料來研發高效率光電元件

研究內容：我們將結合僅數奈米厚度的單原子層二維過渡金屬二硫屬化物

材料及新式奈米尺度發光結構，開發新式超薄微型高效率發光及相關光電

元件。在研發過程中，我們將研究表面電漿子及超穎刻作奈米結構，用來

增加綠色光電元件效率，並減少能量耗損，以此來克服因為二維系統材料

太薄而相對較低的工作效率。超穎刻作奈米元件製作上，將以本中心核心

設施「雙束聚焦離子束系統」及「電子束微影系統」完成。除了薄型綠色光

電元件，我們也將成長大面積二維過渡金屬二硫屬化物異質結構，並開發

低耗能高效率之新穎光電晶體元件。

預期效益：經由此計畫的研究，我們可以整合新穎大面積二維系統材料異

質結構成長，超穎刻作奈米光電元件結構製造，理論模型建立和光學特性

量測，利用對二維系統材料與超穎刻作奈米結構的結合，研發新世代奈米

尺度的高效率低耗能綠色光電元件，可幫助提升半導體產業及綠能光電相

關應用的技術。

4. 先進智能化超穎結構於熱回收應用

研究內容：我們將針對光超穎平面波導之光學特性模擬與分析，研究波導

結構中不同光學金屬與金屬氧化膜高介電常數膜堆對於各種波長的穿透、

反射、散射現象。經過模擬與計算，分別找出對特定波段之超低反射、最

高通過率、低散射現象以達成特定之多波段分離，目的在嘗試將太陽光中

對於太陽能電池轉換效率有害之廢熱取出分離，並加以回收利用，變成有

經濟價值之用途。我們將進一步進行光學元件實作與測試，同時以自行發

展之智能化管理系統，達成能源之最佳利用，實現綠能永續之太陽能全光

譜系統。

預期效益：結合超穎刻作結構與智能科技，將可應用於廢熱回收，並將光

能、電能、熱能、化學能各項子系統優化、提高能量利用效率，達成節能

目標，創造最大的太陽光能量利用效率。

5. 先進奈米結構製程與可攜式臨床檢驗的發展與應用

研究內容：力學與工程專題中心延續先前研究發展，持續提升奈米結構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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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能力以及結構品質。未來將發展新型式快速製作方法，運用國內精密塑

膠射出成形，製作具多尺度毫米、微米、奈米結構的整合晶片，除了可以

進行應用研究之外，並可望促進臺灣國內產業升級。我們將持續整合功能

性奈米結構，進行人機介面控制程式等元件之製作，發展完成可攜式臨床

檢驗系統。接下來，將擴大不同疾病的臨床檢體收集，以驗證分子標記的

正確性。

預期效益：此生醫檢測晶片與微流體系統整合在檢測應用上非常具有價

值，其具有優異的靈敏度與即時量測、無需標定的功能。我們將發展可攜

式的系統，除應用於腎臟損傷之快速檢測之外，將擴充本方法於其他疾病

檢測的應用。

我們未來將針對應科中心重點研究方向，進行國內外研發人才延攬，

積極聘雇博士後研究學者，並與國內相關大學進行博、碩士研究生之合作

指導。預期可在具高影響之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培養我國在應用科學

研究領域的高等研究人力，並可望產生專利與技轉，提升國內高科技產業

技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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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1月開始籌備，2004年正式成立
http://www.rcec.sinica.edu.tw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類的生產力有了巨大的躍升，而工業生產出的

成品固然使得人類物質生活享受大幅提高，同時卻對原來的自然環境產生

巨大的影響，而這些影響現在看來大多數是負面的。最顯著的，即是工業

生產過程的排放物對環境的汙染——例如PM2.5、酸雨、PCB等問題。近

來因大量的人為二氧化碳排放所造成的全球暖化氣候變遷，其涵蓋全球的

範圍更是令人觸目驚心。臺灣在二次大戰後幾十年也經歷了蓬勃的工業發

展，而從之引起的環境汙染也是此地居民們有目共睹。為了防治臺灣現有

的環境問題及保障未來居住環境的健康，我們必須研究，到底我們的生活

環境產生了什麼樣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又是由於什麼樣的過程產生的？是
自然？還是人為？唯有在清楚了解變化的來龍去脈，才能制定出有效的對
策與治理方法，這就是我們「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創立的動機。

在李遠哲院長強力倡導下，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於1999年11

月成立「環境變遷研究計畫」（Environmental Change Research Project, 

ECRP），聘請喬治亞理工學院劉紹臣教授為特聘研究員，主持環境變遷研

究計畫的籌備工作，期望孕育一所具國際水準的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經過四年的籌備工作，「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穩定成長。遂於2004年1

月正式成立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以劉紹臣教授為第一任中心主任。劉主任

於2012年底任滿卸任，2013年1月起，由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王

寳貫教授回臺接任環變中心主任迄今。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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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研究範圍大致可分為三大領域：

1.氣候科學（Climate Science）

研究全球與臺灣區域氣候變化的科學規律。影響氣候的因素十分錯綜

複雜，二氧化碳濃度、太陽表面輻射量、火山之噴發、雲量之多寡、冰雪

之覆蓋、植被之分布、地表情況之改變、海水冷熱環流變異、工業活動排

放之懸浮微粒等，都會對氣候之狀況產生或大或小的衝擊，從而在短期或

長期造成全球氣候之改變。這些都需要加以詳細研究，以期能了解並定量

出它們的衝擊。

2.大氣物理化學（Atmospheric Physics and Chemistry）

研究臺灣周圍大氣中之物理及化學狀態，並檢測其變異，及可能引發

這些變異的物理化學機制，以及它們對環境及人類社會的可能衝擊。大氣

的物理化學狀態會受到許多因素之衝擊而發生變異，這些變異有些是對人

類健康有直接威脅的（例如有毒氣體及PM2.5），有些則對環境有嚴重損害

（例如酸雨）。我們的社會不但需要對這類變異加以監測，還需要追究它們

的成因、來源及傳送途徑，並建立數值模式，從理論上了解這些現象的詳

細物理化學機制。

3.水圈科學（Hydrospheric Science）

臺灣是一個海島，位處西北太平洋的核心位置，海洋不僅在科學上

具有重大研究價值，對臺灣氣候、漁產、生態及颱風形成等等均有深遠影

響。臺灣有必要深入研究周邊海洋在全球環境變遷下的變動機制，及對上

述各方面的影響。本組研究著重於南海暨西菲律賓海生物地球化學及洋流

研究，研究主題包含：東亞人為產生氣膠對於海洋生態系統的影響、黑潮

模式分析、南海暨臺灣周邊珊瑚礁生態系的海洋學研究、東南亞時間序列

研究、海洋有機生物地球化學研究等。有關東亞人為活動對於熱帶海洋環

境變遷的影響，本組研究成果具有顯著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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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心歷年研究人力概況

目前本中心研究人力有17位，其他研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員、約

聘研究助理及行政支援人員（不包括博士生及碩士生），成員共154位。圖

一為2008-2017年間歷年人力結構。

環變中心依研究領域與範疇，目前有氣候科學、大氣物理化學、水圈

科學三大研究領域（表一）。研究同仁則分屬於氣候變遷實驗室、空氣品質

與區域氣候研究室、環境健康評估實驗室、微量氣體分析實驗室、同位素

分析 /行星科學實驗室、大氣氣膠實驗室、環境系統生態實驗室、海洋生

物地球化學實驗室、海洋核心參數實驗室及雲物理、深度減碳研究與歷史

氣候研究室等研究群。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環變中心人力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3 13 13 15 17 17 13 14 16 17

■ 合聘研究人員 0 0 2 2 1 2 3 4 4 3

■ 行政技術人員 9 10 10 10 13 15 16 17 17 17

■ 博士後研究 13 13 15 19 27 34 37 29 23 27

■ 研究助理 40 54 55 59 69 70 74 71 79 93

■ 博士生 3 10 13 16 9 13 16 20 29 28

■ 碩士生 1 1 3 7 11 10 7 4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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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組 研究人員

氣候科學組

王寳貫特聘研究員、許晃雄特聘研究員、林傳堯研究員、李時
雨助研究員、（辛宜佳助研究員）、李威良助研究員、吳奇樺

助研究員、蔡宜君助究員、陳奕穎助研究員、許乾忠研究助技

師、杜佳穎研究助技師、王懌琪研究助技師

大氣物理化學組

（王寳貫特聘研究員）、周崇光研究員、龍世俊研究員、（林傳
堯研究員）、梁茂昌副研究員、張志忠副研究員、陳怡均助研

究員、陳韡鼐研究技師

水圈科學組
夏復國研究員、何東垣研究員、辛宜佳助研究員、

莊佳穎助研究員、戴仁華研究助技師

2008-2017年中心之研究人力概況，研究人員過去 10年平均為 14.8

人，另由國科會補助之客座研究員平均年約1.6人；支援研究人力（包含研

究技術人員、研究助理、博士後研究員、博士生、碩士生、約聘研究助理

及行政支援人員）總數之年平均為123.9人。以2008-2017之人力年平均數

為依據，支援研究人力總數與研究人員之平均比例為7.55：1。

二、中心2008-2017年預算成長概況

過去十年間，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之總經費由2008年之1.8億元成長至

2017年之2.1億元，累積成長16.7%。在各類經費來源中，科技法定預算是

最主要的經費來源，由2008年之1.26億元成長至2014年之1.36億元，累

計成長7.7%，但是在2014年之後呈現微幅減少的狀況，2017年的科技法

定預算為1.34億元。
由中心研究同仁申請之科技部（前為國科會）專題計畫是另一重要經

費來源，也是中心近十年主要的成長動能。2008年總計獲得19項計畫，
補助金額為2,851萬元，2014年達到26項計畫及5,113萬元後，科技部補

助曾因中心同仁離職、退休、及不幸往生而減少，但是在同仁的積極努力

下，2017年已經重拾動能，補助金額大幅增長至7,066萬元。
整體而言，在中研院基礎預算無法增長的情況下，競爭型計畫補助佔

中心總經費的比例，由2008年之15.8% 增加至 2017年之33.7%，凸顯出環

變中心已經發展為一個具有高度競爭力的研究機構。

表一 環變中心三大研究領域及參與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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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8-2017年環變中心各類競爭性計畫補助經費

年度 單位預算 中研院經費 院外補助

2008 126,141 22,845 31,110

2009 128,830 12,061 32,449

2010 129,718 9,943 36,777

2011 136,397 300 53,211

2012 130,596 35,607 52,716

2013 132,734 78,076 57,728

2014 135,813 57,713 74,350

2015 132,115 72,920 76,082

2016 134,945 51,460 61,182

2017 134,542 40,420 73,712

環境變遷研究不僅是跨領域的研究，其涵蓋面亦極廣，包括大部分地

球科學、生態、健康，並涉及人文與社會科學，不易全面發展，因此本中

心之具體研究重點將針對影響臺灣環境較大的下列領域著手。

本中心主要之三大研究領域，其發展方向與重點分述如下：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圖二 2008~2017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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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經費統計圖

一、氣候科學 

氣候組的研究目標為發展適合臺灣的全球氣候模式群組，以模式模擬

結果為基礎，結合觀測資料進行氣候診斷與機制研究，並進行未來各種溫

室氣體排放情境下，臺灣地區高解析度氣候變遷推估模擬，提供資料給國

內研究團隊使用，並作為氣候變遷調適政策之依據。

氣候科學組的研究方向主要為：

1. 氣候模式發展：包括由環變中心建構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wan Earth 

System Model, TaiESM）與引進自美國的高解析度全球大氣模式 （High-

Resolution Atmospheric Model, HiRAM）：

▪在TaiESM的大氣部分，下一階段的主要項目為改進模式中雲的巨觀物

理與微物理過程、雲——氣膠——降水間的交互作用、大氣輻射傳遞模

組，以及提高模式層頂與增加垂直解析度等。

▪在TaiESM的陸地部分，加入土壤出水度的空間變化，與極端天氣事件

對地表植被的影響等。

▪測試HiRAM的可變解析度伸縮網格以及與一維海洋模式之耦合。

▪以模式資料進行氣候機制研究，並用以分析造成模式誤差的可能原因，
包括海氣交互作用、陸氣交互作用、雲——輻射——環流交互作用、邊

界層與對流等。

2.氣候變異與變遷：
▪結合模式與觀測資料探討氣候變遷與變異的特性，包括氣候平均態的變
遷 （如亞洲季風、副熱帶高壓與熱帶擴張等）、氣候變異的變遷 （如年代

際變化、聖嬰現象、季內震盪、遙相關等），與極端事件的變遷 （如熱

浪、豪大雨、颱風等）。

▪以古氣候模擬重建古地質年代的氣溫與降水的特徵，並探討地質年代中
氣候暖化導致亞洲季風、間熱帶輻合區（ITCZ），與副熱帶高壓的變異

與變遷的機制。

3.未來氣候變遷推估：
▪以TaiESM進行長期氣候模擬與推估，並參與國際氣候模式研究活動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作為 IPCC

第六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Sixth Assessment Report）的科學基礎。

▪與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與資訊平台（TCC IP）合作，提供 TaiE SM與

HiRAM產出之未來氣候推估資料，利用高解析度區域氣候模式進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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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降尺度模擬，以獲得高時空解析度之臺灣地區未來氣象資訊。

4.氣候變遷對環境的衝擊：
▪利用高時空解析度的全球與區域氣候模擬資料，分臺灣地區未來的降雨
型態、頻率及強度變化，進行旱災、水災與水資源風險評估。評估結果

可用於建立「氣候變遷缺水衝擊與調適」利害關係人之風險認知調查與

政策溝通工具。

▪利用臺灣近百年來的土地利用歷史資料，推估未來土地利用變遷，以此
進行區域氣候模擬，以了解臺灣地區土地利用改變對區域氣候的影響，

包括都市化或水體面積減少造成之溫度與降水之變化等。

▪利用TaiESM與HiRAM模擬深度減碳途徑計畫（DDPP）對臺灣區域氣

候的影響，並分析可能的環境衝擊。

二、大氣物理化學 

■都市空氣汙染與低雲及霧霾之物理化學交互作用

大氣氣膠（或稱懸浮微粒）是決定地球系統輻射能量收支的關鍵因子

之一，也是一種嚴重影響公眾健康的空氣汙染物。至今我們對於氣膠的生

成機制和氣膠在大氣中的物理化學行為的科學知識仍然不夠充分，影響所

及，氣膠對輻射收支的影響是目前氣候變遷評估模式中最主要的不確定度

來源，霾害則是都市空氣品質管理上最艱鉅的挑戰。

本計畫的目標為深入研究都市空氣汙染物和低雲或霧的交互作用，進

而探討氣膠對於雲霧的巨觀和微物理性質的影響，以及霧霾對都市外圍

居民的健康衝擊。研究內容整合多項觀測與數值模擬的平台，利用臺灣中

（西）部的地理特徵，深入分析都市空氣汙染物隨海陸風及山谷風等局部

環流向中央山脈西麓傳輸的現象，以及氣流傳輸與抬升過程中，氣膠和雲

霧的交互作用。在計畫執行期間（2016-2019年），研究團隊每年在夏、冬

兩季進行聯合觀測實驗，觀測項目涵蓋氣膠的物理、化學特徵參數、二次

氣膠前驅物、低雲及霧的巨觀和微物理特徵參數，以及邊界層的氣象參數

等。觀測結果將匯入氣象——大氣化學耦合模式（例如：WRF-CHEM、
CMAQ）和雲解析模式（例如：WISCDYMM）中，探討雲霧中的二次氣

膠生成機制，以及都市汙染物對周邊雲物理性質的影響。

本計畫為臺灣首次針對「氣膠——雲 /霧交互作用」這項重要議題進

行詳細的研究，成功執行本計畫將可大幅提升我國在大氣科學的研究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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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術地位。此外，臺灣位處對區域氣候變遷十分敏感的東亞季風氣候帶

中，臺灣中（西）部則是深受PM2.5汙染危害的地區，本研究的成果有助

於提升我國對區域氣候變遷評估以及都市空氣品質管理的核心能力。

■熱危害與空氣汙染影響臺灣社會之脆弱度評估及其調適策略研擬

研究環境變遷的終極關懷是降低環境變遷對社會整體之衝擊。此新興

永續科學主題研究計畫結合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資訊科學研究所，以及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同仁，分別以自然科學方法探討影響臺灣空氣

品質之重要溫度、輻射及亞洲特殊汙染源特性，由資訊科學提供新穎的群

眾外包資訊技術收集環境及行為資料，並由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探討臺灣民

眾接觸熱危害及汙染源之行為模式，來共同探討熱浪下熱危害與空氣汙染

影響社會之脆弱度及其關鍵因子，以期提供熱浪調適策略。

本主題計畫採用跨領域合作方式，探究影響熱浪脆弱度之各項決定

因子，以達到降低臺灣地區熱浪脆弱度及增強其因應能力的目的。本期計

畫應用前期計畫成果，除了原有人文社會、資訊科學及環境變遷的研究團

隊外，新增加流行病學和影像分析專家，多方探討熱浪脆弱度的可控制因

子，以期進行更細緻時空解析度的脆弱度評估。研究架構的特色是採用新

穎的資訊科技，配合既有成熟的大氣環境量測 /模式、社會科學調查研究

方法及健康評量方法，同時考量脆弱度評估的三大面向：暴露量（物理、

化學及行為層面）、敏感度（生理層面）及因應能力（人文社會層面），以

深入探討熱浪暴險直接危害（高溫）與間接危害（空氣汙染）的暴險歷程，

及暴險社群因應能力中的可控制因子，並以此科學證據為基礎，對臺灣需

擬定的熱浪調適策略，提出有助設定優先次序及政策效益的建言。

研究重點在於：1.發展、驗證並應用細緻時空解析度的新穎資訊科學

技術，以偵測熱危害與空氣汙染暴露量，以及社群因應能力之變化，並收

集環境、人口社經、行為、社區及生理因子，探討影響熱浪脆弱度三大面

向的重要決定因子及機制，並特別探究暴險歷程及因應能力之可控制因

子。2.建立兩套系統性方法，分別針對暴露量，及因應能力，以推衍社區

層級實測值所獲得之整合性科學成果，並擬定國家層級調適策略所需之科

學知識，做為「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方法間之關鍵連結。3.進行全盤

綜整性熱浪脆弱度評估，以界定脆弱地區及社群。4.提出熱浪調適策略建

言，整合科學成果對應至研擬熱浪調適之各政府部門，以促成及直接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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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與政策雙方的對話；並建置風險溝通平台，可直接回饋教育民眾，以

降低熱浪衝擊，並提高其熱浪因應能力。

■東亞區域大氣組成之長期觀測及空氣汙染對區域性氣候變遷之影響

此項研究計畫的主要目的在於了解東亞地區大氣組成的變化趨勢，進

而分析影響區域性氣候的化學因子。由於中國大陸的工業化與經濟發展，

東亞地區的空氣汙染負荷也在過去二十年間大幅增加，這些人為的汙染物

無疑會導致大氣組成的改變，目前我們對這項改變的具體內涵及其影響仍

不清楚。

臺灣位在中國大陸的東南沿岸，緊鄰著東亞最嚴重的汙染地區，在區

域性大氣組成變遷的研究中，臺灣是非常重要的觀測地點。本計畫的主要

工作為利用臺灣的地理優勢，進行東亞區域之大氣組成變遷研究。本中心

自2002年即展開大氣氣膠的觀測研究，並於2015年在臺灣島的最北端建

設「富貴角研究站」，做為我國第一座邊界層大氣化學的長期研究基地。觀

測項目包括重要大氣組成物質（例如：溫室氣體和懸浮微粒）的濃度，以

及其他重要的大氣物理 /化學參數。此外，本計畫也藉助海洋研究船，及

海拔2,000-3,000公尺的高山測站，使得觀測範圍可延展到臺灣的鄰近海域

和自由大氣對流層。

三、水圈科學

■南海珊瑚礁生態系海洋學調查（CREOS）與東南亞時間序列研究（SEATS）
南海的「內波」是世界海洋少見的獨特物理現象，其對南海海洋的

環境變遷與生物地球化學的潛在影響是很重要，但卻很少被探討。本

整合型研究包含了兩個互補的次議題：南海珊瑚礁生態系統海洋學研究

（Coral-Reef Ecosystem Oceanography Study, CREOS）與東南亞時間序列

研究（South East Asia Time-series Study, SEATS）。其中CREOS研究的主

要目的，為著重東沙環礁周圍的下沉型與上抬型內波現象的物理、化學與

生物的行為表現過程研究；而SEATS研究則為海洋長時間觀測之必要手

段。此外，SEATS正好位於無內波或內波影響相當微弱的地方，亦可做為

CREOS研究的控制組。本計畫整合以下各研究：1.物理海洋的錨錠系統之

高頻物理量測研究（本中心）；2.化學海洋的無機營養鹽 /葉綠素 /顆粒態

有機碳研究（本中心）；3.有機碳下沉通量輸出研究（臺灣大學）；4.無機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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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系統研究（海洋大學）；5.生物海洋的浮游生物自營性與異營性過程研

究（本中心）；6.群聚呼吸率研究（臺灣師範大學）；7.浮游植物與原生動物

分類研究（海洋大學）；8.浮游動物及細菌群聚組成研究（臺灣大學）。本

計畫首次結合生地化學航次調查與現場的錨錠系統物理量測的研究，研究

結果對碳（有機的與無機的）循環、浮游植物動力學與生物多樣性⋯⋯等

重要的海洋環境科學議題做出顯著的貢獻。

■臺灣集水區生態與生地化監測研究（T-WEBS）
集水區（watershed）位於河川之上游，是大氣降雨最先抵達以及水域

連續生態系統（指集水區→河川→河口→海洋）內各類物質發生生地化作

用的起點。臺灣地勢陡峭，陸地降雨流失極快。為因應防洪、發電、灌

溉、公共、工業給水及觀光旅遊之需要，政府在本島的主要河川上游集水

區均建有水庫，目前本島水庫數量計有109座。水庫水資源的永續經營及

水庫環境變化的趨勢與金機制，在環境管理及環境變遷的議題上均至關

重要。要推行永續經營並了解環境變化的趨勢與機制，設置「時間序列觀

測站」進行長期（十年以上）系統性的「水文」與「生地化研究」是絕對必

要之手段。有鑒於此，本中心於2004年成立「臺灣集水區生態及生地化研

究」（Taiwan Watershed Ecology and Biogeochemistry Study, T-WEBS）團

隊，在翡翠水庫以人工週採樣並結合現場錨定即時監測系統，收集生態資

料。透過國內外（中研院生多中心、臺大、臺師大、京都大學、北海道大

學）合作，結合大氣化學、水文 /降雨、地球化學、浮游生物生態、生態

資料分析及模式六個不同領域的專業學者，對集水區 /水庫的水文與生地

化現象進行完備的時間序列研究及模式分析。本中心領導的T-WEBS團

隊，是國內乃至亞洲唯一長期進行集水區生地化與時間序列研究的團隊，

調查之資料及後續發展出之水文與生地化模式，對學界及公務單位皆具重

要之價值。

■微量金屬海洋生物地球化學暨臺灣GEOTRACES研究
微量金屬是海洋碳及主要營養鹽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的重要調控因子，

其元素及同位素（TEI）組成，已發展為探索各式物質於地球及海洋中循環

及傳輸過程及傳輸通量的重要示踪指標。GEOTRACES計畫過去五年來在

全球開展，在TEI海洋地球化學暨生物地球化學領域取得空前的進展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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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發現。過去十年來，我們於南海及西菲律賓海亦執行了一系列的野外研

究，探索微量元素在該海域的來源、內部循環及垂直沉降過程，掌握了南

海及西菲律賓海在不同季節下的海水溶解態，及顆粒態微量金屬組成、來

源及通量分布特徵，並確認人為生成氣膠在南海及西菲律賓海TEI循環的

主導角色。臺灣位居環西北太平洋核心位置，對於研究TEI輸入大洋的主

要途徑之一——人為生成氣膠沉降，具備全球最佳的地理位置，未來我們

將進一步探究人為生成氣膠微量金屬在西菲律賓海及西北太平洋的生地化

作用，利用實驗室模擬實驗及現場採樣及調控實驗，研究不同季節下氣膠

沉降對於西菲律賓海TEI輸入及其循環的影響，著重於氣膠TEI轉換成溶

解態、不同大小懸浮顆粒態及沉降顆粒態的轉換過程及其循環機制。相對

於國際GEOTRACES計畫著重大尺度跨海盆研究，本研究具備獨特的季

節性轉換研究特色，預期在人為生成氣膠TEI海洋生地化循環的課題上做

出最前緣的貢獻。

■微量金屬與海洋浮游植物的互動：生態區位與族群結構調控

海洋浮游植物佔有全球50%初級生產力，了解調控海洋浮游植物生長

及其族群結構的環境條件，為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基本問題。已知固氮作

用為控制海洋基礎生產力的重要一環，微量金屬條件亦為影響浮游植物

生長及其族群結構的重要環境因子，本研究著重於探索微量金屬與各式

重要浮游植物或單細胞藻類的互動關係，特別著重於固氮藍綠菌中的束毛

藻（Trichodesmium）微量金屬生態區位的測定，透過實驗室養殖實驗，我

們確認束毛藻對於鎳及鈷的需求。本研究同時利用主要及微量營養鹽化學

穩定養殖系統，探究由氣膠沉降西菲律賓所造成的微量金屬化學條件對浮

游植物族群結構，特別是束毛藻及其他固氮藍綠菌生長的影響。除了固氮

藍綠菌，我們也研究珊瑚礁生態系中最重要的共生單細胞藻類——蟲黃藻

（Symbiodinium）的微量金屬的生態區位；我們同時發展測定浮游植物（矽

藻及鈣板藻）體內微量元素同位素組成之方法，利用養殖系統調控海水中

主要營養元素及相關微量元素條件，來探索其同位素分化特徵，及與相關

主要營養鹽或必要微量元素間的互動調節機制，以建立環境紀錄器中微量

元素同位素組成作為現代及古代海洋生長條件的替代性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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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太平洋與東亞邊緣海之環流與水文研究：變異、動力及影響

太平洋為全球最大之海洋，經由海氣交互、海洋環流及水文分布等過

程，太平洋中存在與大氣之氣象（如颱風）及氣候（如聖嬰現象、太平洋年

代際振盪及全球暖化）相關的多重尺度的變異。東亞邊緣海（如東海、南

海）為連接東亞大陸與太平洋之橋樑，許多在太平洋上或在東亞大陸上的

訊號，經由東亞邊緣海直接地或間接地相互傳輸。此外，在水深較淺的東

亞邊緣海域上的物理與生地化對大氣的反應亦較開放海洋快速且劇烈。有

鑑於此，對於北太平洋與東亞邊緣海域之海洋物理過程的了解，將有助於

對其下之生地化改變與其上之區域性氣象，以及區域性（乃至於全球）氣

候改變的認識。對於邊緣海域及熱帶太平洋中海流（如黑潮、沿岸流、赤

道海流系統）與水文分布（如溫度、鹽度、密度）之多重尺度變化、相關

動力機制，以及其對颱風演化、生地化分布與氣候變遷的影響，是本研究

的主要重點。我們以現場實測、衛星遙測、浮球追踪及數值模擬，來進行

研究。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三 2008-2017年度登列的論文發表篇數及研究人員人數：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年平均

SCI篇數 43 57 54 53 68 72 87 76 62 50 62.2

研究人員數 7 12 13 15 16 17 18 15 16 17 14.6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主要分為氣候科學、大氣物理化學與水

圈科學三大領域，成立迄今研究成果顯著，享有國際聲譽。於2001年至

2003年期間（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環境變遷研究計畫」發展時期）已有

48篇論文發表於SCI期刊。自2004年1月1日正式成立中心，至2007年12

月亦發表SCI論文總計122篇。自2008年至2017年12月止，近十年中心

之整體研究表現在質與量皆有亮眼的成績，總共發表622篇在國內外重要

期刊（大多數為國際一流科學期刊），平均每位研究員（PI）發表4.26篇。
在質的方面，在上述三大領域，均有許多突破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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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中心成立迄今之最具代表性研究成果

成果名稱：臺北都會環境中超細徑大氣氣膠之數量濃度及新微粒生成特徵

分析

研究人員：張慶祖、周崇光、黃薇如、蔡朝陽

本研究於2012年夏季在臺北都市氣膠及大氣輻射觀測站（TARO, 25.02N, 

121.53E）進行大氣氣膠特徵分析實驗。實驗期間超細徑氣膠（UFPs, d ≤ 

100 nm）貢獻所測得之總氣膠數量（10 ≤ d ≤ 429 nm）的91%，反映出超細

徑氣膠對區域空氣品質及大氣輻射收支的重要性。本研究以觀測數據為基

礎，推導出都市中核凝微粒（Nnuc, d ≤ 25nm）相對於氮氧化物（NOX）之

排放係數，並發現日間的核凝微粒濃度可偏離與NOX的相關性，並且暴增

至都市背景值的十倍以上，分析結果顯示SO2之光化學氧化是都市UFPs

暴增事件中新微粒生成的主要機制。本次實驗得到新微粒的生成（J10）及

核凝增長速率（GR）分別為6.9 cm-3 s-1和11.9 nhh -1
，其中GR與臭氧的光

圖三 2012年7月8–14日期間於臺北市觀測得到之氣膠微粒粒徑分布、核凝粒子數量濃度以及二氧化硫光氧化
指標之時間序列。研究結果顯示：二氧化硫之光氧化過程是控制核凝粒子生成及氣膠粒徑分布日夜變異

的主要因子。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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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呈現指數函數關係，顯示造成微粒核凝成長的氣態物質主要是由光氧化

反應所產生；核凝微粒的濃度與其生成率（J10）間呈現二次函數關係，此

項函數關係初步推測為氣膠粒徑與濃度趨向動態平衡所致，為都市環境中

二次氣膠生成的重要特徵。

二、本中心2008-2017年重要研究成果代表之簡介與研究概述

1.  全球暖化下影響熱帶降雨變化的錦上添花機制——濕季越濕 

（周佳，2009）

全球暖化下降雨量之所以增加，主要是受到水氣增加的熱力過程的

影響，並且熱力過程會進一步造成全球降雨呈現兩極化的現象，即雨季

越濕、乾季越乾。但是除了熱力過程，影響降雨強度的因素還包含了因

熱帶環流而改變的動力過程。雖然熱力過程能直接影響大尺度降雨的變

化，但動力過程卻是決定區域降雨改變的主要過程。分析 IPCC第四份報

告中氣候模式對於未來氣候變遷模擬的結果，我們提出了可能會造成區域

降雨改變的三種主要動力機制：「錦上添花」（rich-get-richer）、「落井下

石」（upped-ante）和「對流增厚」（deepening of convection）機制。錦上

添花機制會讓全球降雨更趨於兩極化，而落井下石機制則會造成熱帶對流

區邊緣因為水氣供給的減少而減少降雨。除了這兩個機制外，在較暖的大

氣中，對流層的高度有增加的趨勢，使得對流的厚度增加，這會造成大氣

更為穩定，所以對流的強度會減弱，使得原本降雨因大氣中水氣增加，而

圖四 大氣氣膠總數量

濃度（Ntotal）及核凝
粒子數量濃度（Nnuc）
隨核凝粒子生成率之變

動趨勢（J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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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增加的程度降低，這個過程便是對流增厚機制。整體而言，錦上添花

機制讓熱帶環流增強，但落井下石及對流增厚機制則會造成熱帶環流的減

弱，而熱帶環流對於降雨強度的變化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2. 臺灣地區有機氣膠及黑碳濃度的季節變化與空間分布（周崇光，2010）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導的「臺灣氣膠觀測網」於2003年在臺澎

地區展開大氣氣膠質量濃度與化學組成之長期研究。本文依據2003-2007

年的觀測結果，針對「二次有機氣膠」及「黑碳」的空間分布及季節變化

進行深入的分析。研究結果顯示「黑碳」的濃度呈現顯著的城鄉差異，突

顯出都市汙染的嚴重性及其影響程度的空間變異；「二次有機氣膠」的濃

度則呈現顯著的南北梯度，並且與總氧化劑的濃度呈現高度的正相關，顯

示大氣光化學反應對臺、澎地區大氣化學及空氣品質具有關鍵的影響。此

研究成果對臺灣的空氣品質及區域性的氣候變遷都有很大的貢獻，尤其是

臺灣地區氣候變遷受氣膠及黑碳影響極大。本中心在2009年的研究發現，
過去五十年臺灣白天平均氣溫沒有增加，主要是由於氣膠對陽光的撓射作

用，後續將進一步測量及分析氣膠之粒徑及組成對其光學性質的影響。

3. 超微型浮游植物在北南海分佈的遙測研究（黃天福、潘曉駒、何東垣、

夏復國、劉紅斌，2012）

本研究首次成功地發展出一套遙測技術，來估計海水中的浮游植物的

群落結構，及超微型浮游植物的細胞豐度。雖然本研究只是針對北南海進

行研究，但類似的方法也可運用在全球其他海域，本研究提供了一個新思

路來探討海洋中的生物和生物地球化學過程。在此研究中，我們利用一組

NOMAD數據發展出一系列適用於海色遙測的方法，來估計三種主要的

浮游植物色素，即總葉綠素a（total chlorophyll a）、玉米黃素（zeaxanthin）
和岩藻黃素（fucoxanthin），再利用這三種色素的含量，以及改良後適用於

北南海海域的根據色素含量進行水體劃分的方法，我們進而推估浮游植物

的群落結構，辨別出四種主要的水體其占主導的浮游植物，分別為原綠球

藻（Prochlorococcus）、聚球藻（Synechococcus）、顆石藻（haptophytes）
和矽藻 （diatoms）。利用一系列的船測數據，三種超微型浮游植物，即原

綠球藻、聚球藻和超微型真核浮游植物（pico-eukaryotes）的細胞豐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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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浮游植物色素含量估算出來，這些方法被證明可運用於海色遙測衛星

（例如 MODIS-Aqua），來研究整個北南海的浮游植物的群落結構，及超

微型浮游植物的細胞豐度的分布情況，從衛星數據推導的結果與現場採樣

的結果吻合得相當好。這些推導出來的衛星圖像，也與目前已知的許多發

生在北南海的環境現象相呼應。例如：浮游植物生物量離岸遞減、珠江水

流量的影響、冬季的高生物量、臺灣淺灘的湧升、呂宋島西北海域的冬季

湧升，及內波引起的東沙島周遭海域的分別。

4.束毛藻的晝夜固氮模式：光和鎳的交互控制（何東垣、羅艾玲，2014）

束毛藻是一種廣泛大量分布於熱帶和亞熱帶海洋表層水的非異型性固

氮藍綠藻，可在高光條件下進行固氮作用，並同時進行光合作用。固氮作

用所產生的新生產力將會顯著影響氮和碳在海洋中的循環。我們研究了光

照強度和可利用鎳的相互作用，如何控制束毛藻的每日生長速率和晝夜固

氮模式。我們發現，在高光處理下，增加鎳濃度可提高固氮率高達30倍；
束毛藻在高鎳高光培養下，可在12：12小時的光照：黑暗週期內進行固

氮，最高的固氮效率為12小時光照的後期。我們的研究證明了鎳在高光條

件下對束毛藻固氮速率的重要性。

5. 模式實驗顯示中高緯度地表效應影響赤道太平洋氣（李時雨、江俊宏、

張平，2014）

鑒於近來中高緯度地區快速的氣候變遷，與赤道氣候系統對全球氣候

系統的重大影響，已有許多工作針對赤道地區氣候系統對中高緯度氣候營

力的反應。然而大部分研究僅對氣候能量收支進行分析，較為缺乏相關的

過程機制，本研究工作以古氣候重建資料最為完整的過去兩萬年為案例，

研究赤道氣候系統於該時期的變化。結果顯示中緯度的地表與地形結構

對緯向溫度梯度與赤道對流系統有顯著的影響。隨著中高緯度大陸冰川體

積兩萬年來的消退，赤道間熱帶輻合區向北移動，並強化南半球冬季的赤

道上升運動。東赤道太平洋的增溫與西赤道太平洋暖池區的降溫，促使赤

道太平洋的經向環流持續減弱，此一減弱過程於時間演進上呈現非線性變

化，我們認為主要受控於赤道地區海氣交換作用的強弱。上述氣候變化與

氣候重建資料吻合，並且在跨模式不同數值實驗間也獲得相同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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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暖海溫與低海冰量對2013-14年冬季北太平洋 /北美洲極端異常環流的

複合效應（許晃雄、李明營、洪志誠，2015）

2013-14年冬季，北半球中緯度發生史無前例的極端大氣環流與天氣

（如破紀錄的低溫、乾旱與極端降水）。經由統計分析，本研究發現該極

端環流其實源自已知的環流結構 （如太平洋結構或北太平洋振盪 /西太平

結構），結構本身不稀奇，罕見的是破紀錄的振幅。我們近一步利用數值

模擬，探討引發此結構以及其超大振幅的物理機制。結果發現熱帶太平

洋與熱帶外北太平洋異常高的海溫，以及極區低海冰量，都可以引發類似

的擾動，屬於自然因素。在2013-14年冬季，暖海溫破紀錄的高且海冰量

極低，三種現象罕見的同時發生，且振幅極大，形成具加乘效果的複合作

用，以致在北太平洋與北美引發前所未見的巨大擾動與極端天氣。全球暖

化趨勢可能同時導致熱帶太平洋與熱帶外北太平洋增溫，以及極區低海冰

量三種現象同步發生。如果暖化趨勢持續，類似氣候異常現象發生頻率未

來可能升高。

7.北太平洋表面赤道海流系統位置與強度之百年趨勢（辛宜佳，2016）

北太平洋表面赤道海流系統，包含由東向西之北赤道流與南赤道流，

以及位於此兩海流之間且反向之北赤道反流，本研究利用14個海洋再分

析資料 （ocean reanalysis product）之系集分析（ensemble），來探討20世紀

北太平洋表面赤道海流系統之百年變化趨勢。系統分析之運用有助於提高

長期趨勢估算之可信度，然而相較於大氣研究，由於受限海洋資料之可獲

得性，因此系集分析在海洋科學研究上仍十分罕見。本研究發現在過去百

年中，這三股海流之位置具系統性的變化，呈現東太平洋向北移，西太平

洋向南移之趨勢。在強度方面，除了北赤道流在西太平洋具增強趨勢外，

其餘均持續減弱。上述之位置與強度變化可簡單地運用Sverdrup動力學來

加以解釋，亦即此變化是由於大氣中風應力旋度之變化與地球自轉效應與

引發的。

8. 暴風雨影響全球暖化？鷗翼卷雲的秘密（王寳貫、鄭凱元、M. Setvak

及王振剛，2016）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兼主任王寳貫所領導的研究團隊，
利用一個三維雷暴數值模式成功地解釋了新型衛星CALIPSO所觀測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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鷗翼形卷雲的形成物理機制，證實了雷暴可以迅速地把水分上傳至平流

層，從而影響全球暖化現象。此項研究結果於2018年4月4日刊載於AGU

的主要期刊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Atmospheres 上，AGU會刊

EOS中Research Spotlights為之特撰專文介紹。

本中心是臺灣第一個將天然環境的變遷、未來之可能情境，以及預防

環境惡化等提出來當作研究標的中央級學術機構。

本中心的氣候科學組所建構的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ESM），以及引

進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 /地球物理動力實驗室的高解析大氣模式，為

國內最精密複雜之氣候模式，是臺灣目前唯一有能力進行大型全球氣候模

擬，以了解與推估氣候之過去與未來變遷的學術研究單位。氣候研究團隊

將前述模式的模擬資料提供給國內學研界，探討在未來氣候暖化情境下，

影響臺灣的颱風、豪雨、午後雷陣雨、乾旱、熱浪等現象的變遷趨勢及衝

擊與調適。研究領域得以據之評估氣候變遷對臺灣生態、農業、公共衛

生、空氣品質、氣象自然災害、水資源，甚至都市與國土規劃的衝擊，以

及規劃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應有的調適作為。本中心加入世界氣候研究第六

期計畫（CMIP6），將以此二模式進行未來氣候變遷趨勢推估，提供氣候

變遷模擬資料，協助推估全球暖化對地球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的衝擊。

本中心大氣物理化學組致力於研究城市與工業發展造成之區域大氣

組成變遷趨勢，以及大氣組成變遷對於區域氣候及空氣品質的影響。為了

推動上述研究，本中心自設立以來，即積極在臺灣及鄰近區域進行地表大

氣組成觀測研究，以及發展高解析度的大氣物理化學數值模式，歷經十餘

年的發展，本中心已經成功建置國內研究能量最豐沛的大氣物理化學實驗

室，並透過與主要研究型大學合組研究團隊，在國內擔負大氣物理化學研

究社群的領導地位。由本中心創立之「富貴角研究站」，自2003年起即長

期投入大氣組成觀測工作，如今已經發展為西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大氣

科學研究據點之一，是本中心與國際研究團隊的重要合作平台，本中心並

且和環保署合作，於2017年完成國家背景空氣品質監測站的設置，現今

的「富貴角研究站」不僅是空氣品質與大氣科學的研究基地，更是負責看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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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臺灣北端環境品質的重要設施。除了大氣組成觀測研究，本中心也是臺

灣目前唯一有能力進行高解析度大氣物理化學機制模擬的學術單位。除了

透過與中心內氣候科學組的合作，深入評估氣候變遷與區域大氣組成和空

氣汙染的交互作用，也在政府的跨部會合作架構中，與環保署和科技部合

作，擔負發展我國空氣品質分析及預報技術的重大責任。

本中心水圈科學組的研究主軸為生物地球化學暨黑潮研究，運用野外

時間序列觀察及實驗室內養殖實驗暨數值模式研究，探索人為活動及環境

變動對南海、西菲律賓海、黑潮等周邊海域及臺灣水體環境的衝擊。本組

在黑潮模擬研究、內波在南海東沙的物理觀測及其生地化影響、翡翠水庫

的環境變遷研究、微量金屬元素的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研究、人為生成氣膠

對海洋生態環境的衝擊等研究，不僅在臺灣位居領導地位，在全球相關研

究領域亦占有一席之地。本組在微量金屬元素暨其同位素的分析能力在臺

灣首屈一指，亦為全球最為前沿的實驗室之一。此一領域的突出表現，同

時也促成了全球國際海洋科學計畫中極為活躍的GEOTRACES科學指導

委員會將於2018年7月於中研院環變中心舉辦，屆時將有來自20個國家

30位世界級海洋學者與會。    

本中心目前有兩個跨領域之研究。第一是國家政策額度所資助之「深

度減碳，邁向永續社會」研究計畫，涵蓋深度減碳之策略研究、能源供應

之考量、對氣候及環境之衝擊、對經濟之影響及與社會之互動關係，為國

內罕有的大型跨領域研究計畫，其結果將作為國家未來能源及產業政策制

定之重要參考。另一為利用中國歷史文獻氣候資料重建東亞過去二千年氣

候系列之研究，為本院永續科學中心所資助，目的在重建嚴謹的高時空解

析度氣候序列，作為氣候變遷及氣候模式驗證之用。其部分結果已引起國

際氣候研究計畫如PAGES之重視，刻正與本中心接洽合作中。
經過十多年來之整備努力以及人力、物力之逐漸到位，本中心已成為

臺灣環境變遷研究居於領導地位之代表性學術機構，並逐漸為國際環境變

遷研究單位之認可及重視。近年來一些外國駐臺單位（如英國、法國、德

國等在臺辦事處或協會）皆來與我們接洽有關環境及氣候變遷方面之演講

或研討會，以及歐洲大型研究計畫來尋求合作，即是本中心研究實力為國

際認可之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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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是中研院數理組中較晚成立的單位，成立迄今也不

過十四年，然而眼看環境問題事關重大，不但臺灣本地的環境情況需要加

以監測了解，國際上所關注的減緩全球氣候變遷惡化的議題，也給臺灣帶

來沉重壓力，因此本中心同仁這十幾年來，都是抱著兢兢業業的心情，一

方面充實中心的研究實力，一方面竭盡其力地解決當前的緊急問題。十幾

年來，我們自信已有一定成績，也在國際科學界有一定的知名度。

自2017年開始，我們便從事研究臺灣達到深度減碳的最佳途徑，期

望臺灣能在社會經濟安穩的情況下，盡一份國際義務。在這裡我們必須考

量氣候之預測、環境衝擊之評估、經濟之成長及社會之接受配合等，是一

個十分複雜的議題，又是刻不容緩的工作，而環變中心責無旁貸。我們也

負責撰擬一份深度減碳政策建議書，將由院方提供給政府作為制定政策之

參考。

2018年我們將在國家相關單位的委託下，著手研究國內嚴重懸浮微粒

PM2.5的問題。我們布置了大型觀測計畫以及電腦模式進行模擬，以徹底

了解這個問題的本源及防治對策，於2018年展開的臺德合作空中觀測計

畫，也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們深信本中心能夠建立一個實力堅強的研究隊伍，來迎戰本地及全

球的環境挑戰。未來這幾年是我們努力的關鍵期。我們必須在有限的資源

下，擬定最聰明的執行計畫，靈活又嚴謹地來解決這些問題。這是一個艱

鉅的任務，尤其面臨經費不足的情況更困難，我們仍須不斷地充實我們的

觀測設備，並讓我們的電腦模擬能力大大升級，以因應所面臨之複雜的研

究議題。然而，這也是我們同仁發揮實力及創造力的契機，我們會把前此

所蓄積的研究能量施展出來，做出確實的成績。本中心的努力終將獲得國

家及全世界環境研究者的認可，在國際科學界放出光芒。

柒 結語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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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2008-2017年本院主題計畫、前瞻計畫、
深耕計畫及永續計畫

中研院主題計畫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執行期間（年）

黃天福 大氣過程對海洋生物地球化學的影響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臺大大氣

科學系、中央大學大氣科學所、臺大

海洋研究所、臺大國家海洋科學研究

中心

2008-2010

王寳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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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國立中央

大學太空及遙測研究中心
2018-2020

中研院前瞻計畫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執行期間（年）

梁茂昌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010-2014

何東垣
微量金屬及光對海洋藍綠菌氫氣生成

的控制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015-2019

中研院深耕計畫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執行期間（年）

周佳
檢驗全球暖化下積雲對流和大尺度環

境的交互作用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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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永續計畫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執行期間（年）

黃天福

海洋酸化現象淺水熱帶珊瑚礁生態系

統在酸性的海洋環境中的比較生物地

球化學之研究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海洋研究所、國立臺灣大學大氣

科學系、國立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

2012-2014

許晃雄 氣候變遷與都市發展 /土地利用研究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大氣科學系、國家災害防救科技

中心

2013-2015

龍世俊、

王大為

整合性多元高解析度資訊之臺灣熱浪

脆弱度評估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中研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

研究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中原大

學資訊工程學系、輔仁大學公共衛生

學系、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

嘉義大學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2015-2017

王寳貫 利用中國歷史文獻重建東亞歷史時期

氣候序列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中研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嘉義大學應用

歷史學系

2015-2015

許晃雄、

林傳堯、

鄭克聲、

陳亮全

臺灣乾旱研究：變遷、水資源衝擊、

風險認知與溝通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國立臺灣

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銘傳大

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國家災害防

救科技中心、國立臺灣大學大氣科學

系、銘傳大學都市規劃與防災學系、

臺北大學不動產與城鄉環境學系

2016-2018

王寳貫 利用中國歷史文獻重建東亞兩千年歷

史時期氣候序列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中研院人

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嘉義大學應用

歷史學系

2016-2018

龍世俊、

王大為、

陳伶志、

陳孟彰

跨領域都會PM2.5暴險研究及健康
導向之預防策略

中研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中研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國立嘉義大學森林暨

自然資源學系、國家實驗研究院臺灣

颱風洪水研究中心、中原大學資訊工

程學系、中研院統計科學研究所、中

研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2018-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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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富貴角研究站

Cape Fuguei Research Station, RCEC, Academia Sinica

▪Chou, C. C.-K. et al. （2017）, J. Geophys. Res. Atmos., 122, 2026-2042.

▪Chou, C. C.-K. et al. （2010）, Atmos. Chem. Phys., 10, 9563–9578.

▪Chou, C. C.-K. et al. （2008）, Atmospheric Environment, 42, 7508-7519.

臺灣處於東亞冬季季風的下風區，也

因此無可避免地受到亞洲大陸空氣汙染物

傳輸的衝擊。富貴角位在臺灣本島的最北

端（25o17’52.8” N, 121o32’16.8” E），在東北季

風盛行時，本院「富貴角研究站」可以在免

除本地空氣汙染干擾之條件下，進行亞洲大

陸外溢氣團的調查研究。此外，由於濱海地

區具有豐富的海鹽微粒，使得「富貴角研究

站」具備深入研究濱海環境中雲霧凝結核的

條件。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自

2003年起，即開始在富貴角進行大氣氣膠

質量濃度與化學組成的量測，為研究東亞空

氣汙染對於大氣組成與區域氣候的影響提供

了重要的基礎資料 （Chou et al., 2008, 2010, 

2017）。
為了長期支持區域大氣化學的研究工

作，本院於 2015年完成了新的站房建設，
以及投入多項先進的科學儀器，並於 2016

年春季恢復在富貴角的科學研究活動。環

保署也與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合作，於

2017年3月完成國家背景空氣品質監測站的

設置（https://taqm.epa.gov.tw/taqm/tw/Site/

FugueiCape.aspx）。現今的「富貴角研究站」
不僅是空氣品質與大氣科學的研究基地，更

是負責看守臺灣北端環境品質的重要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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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之跨國大型研究合作計畫

一、合作計畫名稱：

E�ect of Megacities on the transport 
and transformation of pollutantson 
the Regional and Global scales - 
Asia （EMeRGe-Asia）

主要合作機構：

University Bremen / German Aerospace Center / 
Max Plank Institute for Chemistry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周崇光研究員

城市空氣汙染是當前發展中和已開發國

家面對的共同議題，其中東亞（尤其是中國）

地區在近二十年的快速工業化，使得這個地

區成為全球空氣汙染物的主要來源。由中國

大陸排放的空氣汙染物可隨著大氣環流傳

送至下游地區，除了改變西太平洋的大氣組

成，進而可能影響區域氣候，也對下游國家

的空氣品質造成衝擊，臺灣也在其影響範圍

之內。

由德國研究基金支持，布萊梅大學領導

的EMeRGe研究計畫（http://www.iup.uni-

bremen.de/emerge/home/home.html），是

一項高精度大氣物理化學調查研究，計畫目

標為探討巨型城市空氣汙染物的傳輸及轉

化，及對大氣組成與空氣品質的影響。計畫

中擇定兩個主要的研究區，一個在南歐，另

一個在東亞。本中心與布萊梅大學環境物

理研究所於 2017年簽署合作備忘錄，參與

EMeRGe的亞洲分支計畫（EMeRGe-Asia）。
德國研究團隊和研究飛機將於2018年3月9

日至 4月8日進駐臺灣，雙方將合作研究臺

灣地區和鄰近海域（東海、南海）上空的空

氣汙染問題。

2017年11月14-16日於Bremen舉行的

EMeRGe國際科學指導委員會議中，進一步

確認該研究計畫將以臺灣臺南機場為基地，

主要的研究空域和飛行航路如右圖，在取得

臺灣民航局及空軍的批准後，更將進一步規

劃在臺灣西部平原的研究航路（飛航許可協

商中），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的研究團隊將同

步在東沙、臺中和本院富貴角研究站執行地

面觀測，提供地表層的空氣品質資料。整體

實驗設計充分考量了我方對於探究臺灣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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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染物性質和釐清中國大陸汙染傳輸過程的

提議。本計畫將是臺灣第一次參與此類國際

大氣化學研究實驗的核心團隊，也將第一次

提供臺灣和上游空域中空氣汙染物的物理化

學性質，此次調查實驗將可為改善我國空氣

品質預報和釐清區域汙染傳輸 /轉化機制提

供珍貴的科學資料。

二、計畫名稱：

第六次耦合模式比對計畫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Phase 6, CMIP6）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李威良助研究員

面對人為暖化的威脅，了解其是否已

經對天氣與氣候造成明顯的影響，以及未

來的可能變遷，當今的主要研究趨勢為結合

觀測與模擬分析診斷過去變化，並利用模

式推估未來變遷。為了整合全世界氣候研

究能量，聯合國與世界氣象組織轄下的世

界氣候研究計畫（World Climate Research 

Programme, WCRP）的耦合模式工作群

（Working Group on Coupled Modeling, 

WGCM）在1995年啟動耦合模式比對計畫

（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 

CMIP），協調全世界主要氣候研究中心，遵

循學界認定的模擬程序協定，以各自研發的

氣候模式，有系統地進行下例研究：1）比

對各模式模擬氣候能力，據以改善模式；2）
探討人為與自然因素（如溫室氣體的暖化效

應、懸浮微粒與火山爆發的冷卻效應、太

陽輻射變化、地表變遷、氣候系統的自然變

異等）對工業革命以來氣候的影響，以評估

人為效應的程度；3）設定溫室氣體與懸浮

微粒的排放情境，推估未來氣候變遷的可

能趨勢，判定其可信程度。聯合國的跨政府

氣候變遷委員會（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所發表的第四

次與第五次全球氣候評估報告（the 4th and 

5th Assessment Report, AR4 and AR5）皆以

CMIP3和CMIP5的氣候模擬與推估結果作

為科學依據。

CMIP的長期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所需

時間與資源相當龐大，在WGCM的策劃

下，CMIP5的後續計畫CMIP6的規劃已經

完成，初步工作也已經展開。CMIP6的研

究結果將成為 IPCC AR6的科學依據。如何

達成第21屆氣候高峰會議（COP21）簽訂之

巴黎協議所提出的1.5°C目標，以及對地球

氣候與環境的衝擊，也將是主要研究重點之

一。CMIP6將透過一系列的氣候數值實驗

回答三大問題：1）地球系統對氣候驅動力

的反應為何？2）氣候模式的誤差之來源與

其影響為何？3）考慮到各種情境下的氣候

變異、可預報度與不確定性，我們如何評估

未來氣候變遷？
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結合大學

研究人員，以美國大氣研究中心（NCAR）
的地球系統社群模式（CESM）為基礎，將自

行發展的大氣物理與化學模組（包括大氣對

流、雲量、輻射與氣膠）植入CESM中，完

成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wan Earth System 

Model, TaiESM）。本團隊將以此模式所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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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的過去與未來氣候變遷結果參與CMIP6，
協助推估全球暖化對地球環境與人類社會

的可能衝擊。TaiESM於2016年10月正式向

WGCM登記加入CMIP6，在所有參與模式

中編為第32號。

三、計畫名稱：

東沙環礁及SEATS時序站初級生產
力與細菌生產力之研究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夏復國研究員

本計畫意欲研究南海內波作用（可將深

層富含無機營養鹽之海水送入上層水體）對

東沙環礁鄰近海域表層水體（100m以淺）生

態系統及東南亞時間序列研究（SEATS）站

內浮游植物初級生產力（自營作用）與異營

浮游細菌生產力（異營作用）之影響及其交

互反應。透過野外定點蹲站調查及操控實驗

提出機制性的解釋。本研究測量之初級生產

力（生物源有機碳的「源」）及細菌生產力

（生物源有機碳的「匯」）為生態系統之基本

參數，可作為其他子計畫之輔助參數。

在世人對人類活動對全球 /環境變遷

之影響的興趣驅使之下，填補了長久以來

我們對海洋了解所需的數據與知識的缺

口，而「時間序列研究」便成為用於了解

環境變遷上最可靠且可行的實驗手段。臺

灣在 1999年開始在北南海建立了位於北緯

16度、東經 118度的「東南亞時間序列研

究測站 （South East Asia Time-series Study, 

SEATS）」。此測站由當時的國家海洋科學

研究中心、1997-2007年由科技部所支持的

虛擬中心維持運作。從1999-2003年間至少

每季採樣 1次，而 2003-2007年減為至少 1

年1次的採樣頻率。自2008年迄今，SEATS

       
照片（左）第一篇 （Shiah et al., 1999, US-JGOFS Newsletter, pp.8-9.）介紹「東南亞時間序列 - SEATS」研究內文
章之插圖，及（右）登錄於2007年Deep-Sea Research Part II SEATS專刊之封面。 



26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計畫便轉移到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

心，進行每年至少2次或更多的航次採樣研

究。國際海洋學界自從 SEATS建立以來便

表示了強烈的興趣，並極力支持臺灣持續地

進行該項研究。在 1999年的國際地圈生物

圈計畫（IGBP）會議中，SEATS正式被認可

為國際時間序列測站之一。有別於其他七個

海洋時間序列研究站，SEATS是全球唯一位

於熱帶邊緣海的時間序列測站。而該測站自

1999-2003年的研究成果已經發表於《深海

研究 II》（Deep-Sea Research II）期刊當中。
SEATS無疑是臺灣眾多國際認可的整合型研

究計畫中表現最為優異的其中之一。

SEATS – South East Time-Series Station

網址 http://ijgofs.whoi.edu/Time-Series/

LTTS.html.

四、計畫名稱：

GEOTRACES研究計畫——探索全球
海洋微量元素及同位素的分布及循環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何東垣研究員

GEOTRACES為目前全球海洋科學主

要研究計畫之一，主要經費來源為各國科研

經費，部分後勤經費由 ICSU之下的SCOR 

（Scienti�c Committee on Oceanic Research）
所資助，該計畫主要目的在探索全球海洋微

量元素及同位素的分布及循環。全球參與國

家有近三十國，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

員何東垣博士，因其相關研究成果，受到邀

請自2012年起成為其科學指導委員會19位

成員之一，並積極參與相關研究。

何東垣博士以其個人科技部計畫進行

相關研究，每年科研經費約 300萬臺幣，
於2010年於中研院舉辦亞洲GEOTRACES 

workshop，並於2013及2014年帶領多國研

究團隊於西菲律賓海執行探測航次，亦於

2011年及2015年參與日本GEOTRACES西

北太平洋航次，過去幾年來與日本東京大學

及京都大學海洋化學團隊已建立緊密合作

關係。何博士對於西北太平洋微量元素及同

位素的分布及循環亦取得第一手的資料，多

篇論文已發表或撰寫中。本研究計畫對於促

進臺灣與東亞各國在西北太平洋的整合性研

究，扮演重要角色。　

臺灣GEOTRACES研究主要目的在於探
索東亞人為產生氣膠 （anthropogenic 
aerosol）金屬在南海、西菲律賓海及
西北太平洋的生物地球化學循環，特別

著重於研究其來源、通量、匯及季節

性的轉變。右圖為本研究於 2013年 7
月及 2014年 1月航次期間之氣膠光學
厚度或相對濃度的比較。（Wang and 
Ho*, in prep; 資料來源 : 美國NASA, 
MODIS衛星）該計畫相關訊息，詳見
http://www.geotrac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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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出版之論文集

《臺灣及太平洋友邦南島民族氣候變遷調適及因應政

策研討會論文集》，2014年4月出版。

《環變風雲十年間：環境變遷研究中心十週年暨劉紹

臣院士榮退研討會論文集》，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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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正式成立
https://www.citi.sinica.edu.tw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本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在學諮會建議並獲院方同意下，於 2004年 1

月成立「資通研究中心」開始運作，並於 2006年 10月經評議會通過成

立「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CITI）」，於 2007年 2月經總統府核准設立。翁啟惠院長於

2007年3月7日聘任李德財院士代理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任，成立數

位典藏內容與技術、網格與科學計算、資通安全三個專題中心。 

「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除了綜合本院數位典藏內容資料庫

整合、營運管理、技術研發外，同時也肩負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

「臺灣數位典藏」的拓展、推廣應用，以及國際學術與數位文化交流之任

務。「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則與國內其他研究機構合作，建立並運作

國家級網格計算平台，同時也尋求國際合作機會，設置全球性、全時性、

穩定的網格服務系統。「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執行先進資安科技相關領域之

研究與發展，協助我國資安產業，強化資通安全管理與應用軟體發展之技

術自主性。 

2008年9月第一任中心主任陳銘憲特聘研究員到任，並於同年11月成

立學術諮詢委員會。2009年2月成立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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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能以創新之資通訊科技在網際網路新世代引領出嶄新而重

要之應用與服務。 

2015年1月第二任中心主任郭大維特聘研究員到任，並於同年7月帶

領中心全體研究人員參與資創中心成立以來第一次的數理科學組學術評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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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在其任內，中心同仁榮獲 ACM Fellow、東元獎、傑出研究獎、有庠

科技論文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年輕學者創新獎、十大傑出女青年獎、

潘文淵考察研究獎、 李國鼎青年研究獎、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各種最

佳論文獎等獎項。 

2016年8月黃彥男特聘研究員代理本中心主任，並於2017年10月就

任第三任中心主任。隨後於 2018年 2月成立「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

心」，期以提升國內人工智慧研究水準，結合產學合作，促成跨領域研究，

並促進國際研究合作與交流，以及培育本土人工智慧人才。 

本中心自2007年2月成立，現有成員約126位，分屬於網格與科學計

算專題中心、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及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原數位典藏內

容與技術專題中心自2013年改組成立「數位文化中心」，故員額數縮減，
近年維持在130位左右。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一 2008-2017年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員額統計圖 （統計至2017年11月30日）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 5 9 13 14 15 15 15 13 12

■ 博士後研究人員 6 16 13 20 19 25 21 21 21 21

■ 研究助理 120 152 172 180 130 91 87 85 87 82

■ 行政助理 6 8 9 11 11 11 11 11 11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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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以下簡稱網格中心）建立了全院最大規

模的分散式計算、儲存與國際網路資源，同時積極與院內各單位合作，

提升各領域研究之計算分析效能，便利使用並整合研究所需，分散世界

各地先進的數位資源、服務與知識。 本中心長期參與全球分散式系統研

發，自2005年起即受邀擔任全球網格（World-wide LHC Computing Grid, 

WLCG）亞洲中心，積極參加核心技術研發，並配合大強子對撞機（Large 

Hadron Collider, LHC）實驗持續增加的資料量與分析需求，全時全球化的

巨量資料分析環境。不僅於 2012 年 7 月證實上帝粒子存在，促成發明該

理論的科學家榮獲2013年諾貝爾物理獎殊榮，更積極與國內外科學研究

團隊合作，共同利用先進的巨量資料處理環境，促進科學前沿的進展，並

藉由各領域實際研究需求以及應用經驗，以研發更先進分散式計算技術。

除大強子對撞機實驗外，所支援的科學研究應用已擴展至地球科學、環境

變遷、生物醫學、災防、物理，以及其他高能物理領域研究應用。 

網格中心目標為持續提升資料分析與處理能力、科學研究計算效能以

圖二 2008 ~ 2017年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預算統計圖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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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資料中心系統效能，以配合先進科學研究的快速進展，建立通用且具高

效能與高能源效益的先進研究分析設施。本中心與國內外產學研各領域研

究團隊共同合作，擴展應用範疇、計算分析規模及基礎架構，同時以全球

網格大規模分散式計算與巨量資料處理技術不斷演進的經驗為基礎，持續

參與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等國際團隊於先進技術的研發，在實際產學研

應用需求驅動下，提升分散式計算與巨量資料分析處理技術與系統能力。 

研究方面，除藉由擴展科學應用範疇提升資料分析處理技術與能力

外，尚包括大規模分散式雲端系統、系統效能最佳化與維運自動化、具

備高能源效率無風扇傳導式散熱技術的智慧型節能機房、網路資源虛擬

化，以及從科學研究需求為主的高效能計算分析技術擴展至產業應用等。

近年主要的研發重點則為節能的單機櫃雲端中心、分散式雲端作業系統

（Distributed Cloud Operating System, DiCOS）以及系統效能最佳化，以整

合全院分散於不同單位計算資源，促進資源效益最佳化，並大幅提升資料

分析與處理能力。 DiCOS系統已於2013年完成第一版系統建置與科學應用

之驗證，並開放使用。單機櫃雲端中心研發，則以研製低耗能、高能源效

率、高系統效能及低噪、低碳排放的單機櫃雲端系統為標的。系統效能改

善包含熱、電、計算、資料傳輸與維運等層面，期望藉由監控、即時分析

與控制，及早偵測軟硬體與程式問題，並進行必要處置，以減低可能的衝

圖三 2012 年全球網格已達處理ATLAS實驗資料產生速率，約每秒十億bit的數量級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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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或資源耗費。此外，網格中心已導入Software Defined Network設備與

技術，以增進網路資源的彈性與效益，並輔助資訊安全分析與防護，預期

從機房自動化管理、先進節能散熱與節能降噪、高效能分散式儲存與計算

系統，到研究應用流程與效能最佳化，逐步建立智慧化系統效能改善之監

控與控制機制等，持續提升網格中心系統效能，以及院內科學計算與巨量

資料處理能力。 

 二、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 

中央研究院自1998年起參與推動「數位博物館專案計畫」，十餘年來

致力於臺灣數位典藏的研究發展，不僅促成跨領域、跨部會的「數位典藏

國家型科技計畫」（2002-2007）與「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

（2008-2012）的成立，並承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委託，由本院歷任人文

副院長擔任計畫總主持人，負責兩期共十一年的國家型計畫之總計畫辦

公室之運作，長期擔負資源整合與跨機構協調的工作，協助國家型計畫所

需數位技術之開發與維運重要的軟硬體設備，提供所有參與單位使用。在

「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於2012年底結束運作後，2013年

起科技部另委託本院執行「臺灣數位成果永續維運計畫」，妥善國家型計

畫之退場規劃，為期三年，至2015年底結束。目前共累積超過五百多萬筆

數位典藏資料，並建立七百多個網站與資料庫。 

基於本院數位典藏計畫之業務性質涵蓋人文、數理與生命三個研究領

域，以及妥善執行國家型計畫成果永續營運工作之必要，奉院長指示，以

原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下設之「數位典藏內容與技術專題中心」為基礎，

自2013年2月1日起，改組成立一跨領域之「數位文化中心」。該中心除規

劃執行本院數典業務核心計畫的總計畫，同時協調管理本院各所處中心執

行的數典子計畫，並承繼「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成果，

永續經營，持續拓展數位典藏內容、研發數位技術，推動數位人文學研

究、連結國際相關研究社群，為臺灣數位典藏機構起帶領與示範的作用。 

三、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結合中研院與國內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的資源與專

家學者，目的在於匯集羣英的力量來強化我國資通安全之研究與發展，

提升全民資通安全認知，並促成政府機關、學術機構以及民間企業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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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管道的建立。目前專題中心協助執行資安旗艦計畫中TWISC2.0計畫，
TWISC2.0設立北、中、南五個特色中心，亦即位於臺北的臺灣科技大學

（TWISC@NTUST）、臺灣大學（TWISC@NTU），位於新竹的交通大學

（TWISC@NCTU），位於臺中的中興大學（TWISC@NCHU），以及位於

臺南的成功大學（TWISC@NCKU） 等五個資通安全研究與教學中心。中

研院資安中心（TWISC@AS）負責國際合作、前瞻研究及各特色中心之橫

向資源整合與合作協調，在國內資通安全相關機制之研發、檢測及建置扮

演重要角色。本中心致力於將研究成果貢獻於學術及實務領域，研究議題

包含資訊安全、網路安全、個人隱私保護以及前瞻密碼研究，牽涉的層級

從個人層級擴展到國家的層級，並與資安領域專家以及學術單位合作，例

如技服中心、資策會、國網中心、工研院、國安局等。 

研究方向 如下：
（一） 資料安全，包含密碼學、後量子密碼學、幾何密碼分析、雲端運算安

全、個人隱私資料安全與保護、資料庫安全及存取權限管理。 

（二） 軟硬體安全，包含軟體弱點分析、組合推論、模組檢測、安全系統評
價、智慧卡/RFID/FPGA 安全測試和嵌入式系統的安全性。 

（三） 網路安全，包含安全協議分析、生物識別分析、入侵檢測和預防、社
群網路安全、無線網路和無線設備滲透測試、可攜式設備滲透測試。 

（四） 安全控管，包含安全稽核、資訊安全管理系統、風險管理。 
（五） 利用巨量資料分析技術，進行資安威脅零時差攻擊分析。 

四、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隨著資訊科技的快速發展，資訊平台漸趨輕薄，功能卻與日俱增。在

軟體逐漸個人化與生活化，智慧優網運算扮演著日益重要之角色。智慧優

網運算可藉由人性化之人機互動，以及嵌於生活環境之各式電腦系統，讓

人們能藉由便利的行動通訊方式隨時隨地取得日常生活環境之各種資訊。

其所涵蓋技術包括行動資訊探勘、無線網路、嵌入式系統、多媒體技術，

以及新興相關雲端應用與創新。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的目標在於研發智

慧優網領域的前瞻與核心之資訊技術，並努力凝聚產學合作重點，推動研

發技術之擴散。鑑於多媒體巨量資料處理、下世代通訊網路與嵌入式系統

技術的重要性，未來本中心在這三個研發方向上聚焦。  

研究方向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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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社群訊號處理  
隨著取像設備及感測元件的進步與發展，新穎的多模態影音資料，以及       

豐富的社群訊號，不但提供有效的資訊以更妥適地處理多媒體領域現有之       

研究議題，更開啟了許多新的應用。本中心致力於多種不同模態之訊號的

內容分析與語意了解，並將開發之技術運用在多媒體資料的辨識、檢索與

推薦。  

（二） 行動多媒體計算  
本中心透過多媒體資料處理技術的研究，開發了許多行動裝置上的應用，

並針對行動裝置在硬體上的限制，提出解決方案。這些議題主要可分為兩

個部分：一是在有限的計算資源下，仍可正常運作的多媒體技術；二是相

關硬體無法存取或使用時的代替方案。  

（三） 高速無線通訊系統傳輸接收機設計  
多天線系統的基地台耗能佔了整個蜂巢式系統耗能的一半以上，若能降       

低傳輸端的功率，可降低大量的耗能。針對這個方向，本中心研究空間調

變及空間偏移鍵控調變技術。此外，在無線蜂巢式系統的架構下，使用者

訊號彼此間的干擾因素是影響傳輸速率的主因，本中心研究利用干擾對齊

的技術，應用在預編碼器的設計來增加傳輸速率，降低錯誤率，提升整體

無線服務品質。  

（四） 多用戶系統的資源管理 
由於物聯網跟智慧電網的興起，通訊裝置的數目將會大量增加，研究接取

網路負載過度的問題及小資料的傳輸問題。此外，隨著行動裝置的普及

化，不同行動裝置的天線能力差異性也越來越顯著，針對無線網路的異質

性，研究隨機存取通訊協定。  

（五） 節能行動系統 
行動裝置的硬體架構持續革新，企圖同時兼顧效能與節能。然而，目前      

沿用傳統作業系統的軟體解決方案可能不再適合下一代行動系統。本中心

致力於使用者感受導向之節能行動系統設計，期望改變目前僅從效能或省

電出發的傳統思維。目前聚焦在節能顯示、低功率計算、低能耗傳輸等核

心技術，未來將朝如何同時增進使用者體驗方向思考。

（六） 人工智慧與深度學習
著眼於深度學習帶來革命性的影響、較少受到人為因素干擾的學習效果、

與其訓練後使用上快速的計算能力，我們針對電腦視覺與多媒體應用、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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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關鍵字推薦、聽視覺語音增強系統與自然語言處理相關應用等問題，開

發與研究相關之演算法、模型設計與系統建置。

成立十年的資創中心已累積豐碩之研究成果，截至2018年1月計11名

研究人員，持續於資通訊領域發表超過700餘篇之學術論文與專利，總引

用數高達8,500餘次。

2008-2017年學術著作統計 

西元年 期刊論文篇數 會議論文篇數 專利 論文被引用總次數

2008 2 16 1 939

2009 9 23 5 1,081

2010 3 18 2 185

2011 7 38 5 805

2012 38 63 1 1,730

2013 21 73 1 1,354

2014 27 70 3 819

2015 41 66 2 741

2016 40 60 5 464

2017 37 73 6 382

總計 225 500 31 8,500

（被引用次數依據Google Scholar Citations）

資創中心目前包含「網格與科學計算」、「資通安全」、「智慧優網」、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四個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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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科學應用研發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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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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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之研究涵蓋網路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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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能以創新之資通訊科

技在網際網路新世代引領出嶄新而重要之應用與服務。2018年新成立「人

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以整合中心人工智慧議題的相關研究，並做

為對外的連繫窗口，促進技術移轉、人才培育及與其他學門及產業的跨領

域研究合作。除了堅持學術的卓越研究精神，致力於前瞻技術研究外，本

中心也加強跨領域之資訊科技研發與整合，不僅在專業研究領域具有國際

影響力，在實務研發上也能做出具體貢獻，促成相關前瞻研究成果，回饋

至產業界。各專題中心過去主要成果，分述如下： 

一、 網格與科學計算專題中心 

網格專題中心長期參與全球網格國際合作，除自2005 年正式擔任全

球網格亞洲第一個 Tier-1 中心，有效支援大強子對撞機實驗巨量資料分

析，以及我國與亞洲地區各國研究分析外，更長期持續參與核心技術研

發，掌握最新關鍵技術，提升系統效能，並發展提供全院與國內使用的分

散式雲端作業系統（DiCOS）。目前已與物理、生物醫學、地球科學、環

境變遷、統計與高能物理等領域團隊共同合作，以DiCOS系統處理大量

的資料分析或計算等不同的研究應用；並已於中央大學、東華大學、國家

實驗研究院、歐洲粒子物理研究中心以及芝加哥大學等單位，建置DiCOS

系統，共同研發或支援前述各領域合作。

同時以新的散熱與節能技術，致力於發展高能源效率及低碳排放的雲

端中心單機櫃構建單元，促進雲端中心熱電與系統效能最佳化。此外，網

路資源虛擬化部分，延續自網格中心於 2005 年起配合全球網格與院內研

究需求，建立了國內最大頻寬、傳輸資料量最大，且與我國學術網路共享

的國際網路。目前正研發動態路由以及頻寬動態調整等虛擬化技術，促進

網路資源與應用效能最佳化。積極參與 Internet2、Geant、APAN等國際

學術網路合作，廣泛建立 Software Defined Network （SDN） 網路的全球

互聯，並與分散式雲端系統各類應用整合，以實際應用經驗，提升大規模

分散式系統效能。目前已於臺北、芝加哥、阿姆斯特丹以及香港設置具備

SDN功能的路由器，並開始與美國西北大學 StarLight 交換中心合作，就

生物資訊應用，與分散式儲存系統的整合以及不同的資料傳輸protocol的

應用等開始。同時，也就網格中心國際網路的資訊安全應用，與資創中心



277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數理科學組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合作，進行智慧化異常樣態分析與監控技術研發。

二、資通安全專題中心  

資通安全專題中心的發展為發揚歷年累積研究、擴大合作範圍，貢獻

於新興應用之威脅問題，以及服務國家與社會。2015-2017年度公開產出

之研究項目包括：隱私資料去識別化研究計畫、移動式物聯網的網絡安全

研究計畫、適合物聯網的橢圓曲線密碼學 FPGA 實作、通過社交網絡及情

感分析探討員工關係、公開金鑰密碼系統加速晶片Hydra等計畫。參與之

合作項目遍及國際組織NGO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包含參

與歐盟計畫成為ECRYPT II從屬會員、Intel合作投入研發可用於物件網際

網路的公開金鑰密碼硬體加速器、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技術服務中心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Security Technology Center, ICST）合作

指令偵測紀錄校正、ISC（International Security Consortium,   國際安全聯

盟）、cert.at （Computer Emergency Response Team Austria,  奧地利電腦網

路危機處理暨協調中心）、匿名俄羅斯電信營運商合作分析DNS資料、工

業技術研究院簽訂委託研究合作、財團法人工業策進會簽訂合作協議，以

及與德國達姆施塔特工業大學CYSEC中心簽訂合作協議，進行多面向之

合作。 

研究成果包括：隱私資料去識別化研究計畫，運用在敏感性資料

保護機制的研究。移動式物聯網的網絡安全研究計畫，研究大規模的全

球熱門網站 redirection 技術普查，期待設計出更透明、更安全的轉換路

徑。適合物聯網的橢圓曲線密碼學FPGA實作研究，對ECC實作進行最

佳化，完成了高效能多核心 FPGA實作，能夠在速度和功耗上達到平衡

和妥協，並能對物聯網中不同的應用進行客製化。通過社交網絡及情感

分析探討員工關係研究，分析基於Enron郵件資料叢集的資料所建構的社

交網絡屬性可視化，透過Enron資料叢集中個體之間的溝通流程，找到公

司中最有影響力的人，討論添加一個中立類別的必要性及其與這個領域

的相關性。發表設計並實作可程式化公開金鑰密碼系統加速器Hydra，運

用在目前當紅的物聯網 IoT應用上面，以提供次世代物聯網高強度的安全

性。 研究團隊於2016年榮獲科技部頒發「雲端計算與資訊安全研發專案計

畫」之績優計畫團隊獎項。本中心研究成果在臺灣和國際資安競賽屢獲佳

績，獲得2016年資安技能金盾獎決賽第二名、Defcamp CTF決賽第九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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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TCON CTF 初賽第14名（為所有臺灣隊伍中的第一名）。近三年一共培

育了2位博士、10位碩士級資安專業人才，以及培育30位臺灣資安漏洞偵

測與防禦的人才。 

三、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的目標，在於研發智慧優網領域的前瞻與核

心之資訊技術，研究涵蓋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多媒體處理、下世代無線網路

與通訊系統、嵌入式系統省電與效能技術等。本中心努力凝聚產學合作重

點，推動研發技術之擴散，與法人和產業界皆有緊密的合作，並申請國內

外專利。培養博士後進入中研院及臺、清、交、成、陽明、臺師大等大學

任教、研究助理與學生也相繼進入外國名校攻讀博士學位，或進入國內外

資訊展業界公司任職，持續為臺灣培養資通訊人才。鑑於多媒體、通訊網

路與嵌入式系統技術創新的重要性，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主要有以下三

個研發方向：

多媒體方面的研究，目前主要以多媒體大數據分析與人工智慧技術

暨應用兩方向為主軸。研究成果多發表於重要國際期刊論文與頂級國際會

議，研究人員亦積極參與國際學術社群，包含相關重要國際期刊與國際會

議之編輯（Associate  Editor、Guest  Editor）與組織工作（General  Chair、
TPC  Chair、Area  Chair、Session  Chair），並持續性擔任相關審查與議程

委員，同時也擔任 IEEE MSA-TC、IEEE VSPC-TC等多個國際重要技術專

業委員會委員。近年更屢獲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包括科技部優秀年輕學

者研究計畫、亞太信號與資訊處理協會（APSPA）傑出學者、有庠科技論

文獎、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國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

會年輕學者創新獎、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等。本中心所發展之多媒體

相關技術，已取得國內外多項專利，並透過技術移轉、委託研究、技術顧

問等方式，與國內法人研究單位（如工研院與資策會等），以及資通訊業界

（如KKBOX、ASUS、一二三視、Viscovery、義隆電子、國泰金控）有密

切之合作關係。

網路通訊的研究主題包括無線網路機制設計、社群網路分析、多天

線系統設計、無線資訊及耗能設計幾個大方向，著重於了解使用者在無線

網路中的傳輸、多使用者自利、節能損耗等，並提出機制設計。針對新一

代（5G）通訊標準發展的架構，例如大規模陣列天線系統（massive MI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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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異質網路（heterogeneous network, HETNET）、小型細胞網

路（small cell network）、裝置間通訊（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s, 

D2D）、個人區域網路（body area network, BAN） 、無線訊號及充電共同設

計（Wireless Information and Power Transfer）等，提出相對應的技術以及

應用方案。政府重點發展的物聯網（Internet of �ings, IoT）關鍵領域，開

發使用無線能量採集（wireless energy harvesting）及無線室內定位（wireless 

indoor localization）之物聯網技術。利用無線電波使其充電，並同時獲取

其中資訊便成為取代定期更換電池的方法。另針對部分 IoT應用，如監控

或災害防治等，針對突發性大量資訊回傳的需求，目前的低耗能 IoT系統

皆無法負荷，所開發之多裝置依序傳遞（Sequential Multi-Relay）技術，突

破系統限制，讓低速的 IoT裝置也能在短時間內透過合作通訊傳輸大量資

訊。針對電子健康（e-health）與行動健康（m-health）相關應用。因應未

圖四 以人為本之嵌入式系統省電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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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老年化社會，科技在輔具上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本中心研究聚焦在電

子健康與行動健康的應用，尤其是以手機當作聽能輔具的系統技術架構。

相關研究獲得科技部吳大猷獎、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等獎項，成果也透

過和電信技術中心、資策會、科技部的合作計畫方式增加其對社會的貢獻

及影響力。

嵌入式系統研究的主軸，在於非揮發性記憶體管理中的低耗電高效

能的系統設計，以及行動系統省電與效能等議題。著眼於物聯網的興起與

人工智慧突破性的進展，研究團隊開始投入非揮發性處理器之系統軟體設

計，支援不須電池之物聯網裝置，同時也研究嵌入式深度學習，讓計算能

力有限的裝置也有能力做深度學習，執行特定的電腦視覺應用。為了節省

嵌入式系統上資料搬移造成的耗電，研究如何利用非揮發性記憶體內部的

架構，減少檔案系統多餘的資料搬移，並利用非揮發性記憶體兼具存儲與

計算能力的特性，探討如何直接在非揮發性記憶體上做深度學習的運算，

減少耗電的資料傳輸。我們的研究理論與實務並重，期許能以創新的軟硬

體設計來幫助未來嵌入式系統的發展。在實務方面，長期維持與產業界密

切互動，與鴻海、旺宏等知名企業進行產學研究計畫。在學術方面，持續

發表創新設計於嵌入式系統最受重視的國際會議以及國際期刊，研究人員

積極參與國內外學術活動，擔任重要國際會議之籌備委員，及國際期刊 之

副編輯與客座編輯。研究成果也獲得ACM  Fellow、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東元獎、有庠科技論文獎、IEEE  ITSOC暨COMSOC臺北 /臺南支會年

輕學者最佳論文獎、科技部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等國內外重要的獎項。

（一）在行動裝置上與其他應用程式整合之經認證金鑰交換協定 

使用行動計算裝置來幫助交換並記錄資料顯然是件很好的方式，兩

個使用者之間只要能安全的交換一組可經認證的金鑰，配合公鑰密碼學，

即可解決彼此之間的身分認證，並保障通訊資料之完整性與秘密性的問

題。但這兩者都不是簡單的問題。Bump technology （http://bu.mp/） 使用

碰觸的方式在  iPhone 間交換資料，但是並無法保證其安全性。透過資安

跨國合作計畫（CAST），由楊柏因博士領銜之TWISC 團隊與美國卡內基

美隆大學（CMU）CyLab Adrian Perrig教授之研究團隊從事一系列的合作

研究，而且在智慧型手機上完成可經認證的金鑰交換 （authenticated key 

exchange, AKE）協定之實作，並證明此一協定可與手機上其他的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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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例如傳送加密的簡訊。我們將此協定命名為SPATE，即小群體中無

須公開金鑰基礎架構的可經認證之金鑰交換協定，並以創新的想法與完美

的實作獲得了重要國際研討會Mobisys 2009的最佳論文獎。 

 （二）無線中繼網路之具品質保證的連線排程 

無線寬頻網路的技術日新月異，新興的無線中繼網路可為次世代的無

線系統提高流量與擴充系統涵蓋範圍。針對一些普遍的即時應用程式，如

網路電話與網路影片觀賞，如何針對客戶需求提供高品質保證，是服務提

供者刻不容緩的議題。現有的無線網路技術 （IEEE 802.11） 因無法有效預

期和處理封包碰撞問題，要提供客戶品質保證是非常困難與昂貴的服務。

近期國際組織 IEEE 802.16j群組致力在802.16網路協定中發展多跳接中繼

模式，透過佈建低成本的 IEEE 802.16j中繼站，無線寬頻網路可達到提高

流量與擴充服務範圍，這將使無線寬頻網路中的即時應用程式發展更加

迅速。 我們研究在無線中繼網路中，兼顧頻寬與延遲時間需求，設計多連

線排程的最佳演算法。此最佳化問題的討論中，針對廣泛的客戶需求運用

了更通用的介面模型。這些客戶目標，諸如流量、公平性或系統能力，可

由服務提供者針對客戶需求來制定。透過理論地分析本問題，首先證明此

問題具有NP-hard的難度，並提供其不可近似性程度 （inapproximability 

ratio）。接著，針對此高運算量的演算複雜度，提出一套高效演算法來找

出本問題的近似解 （approximation algorithm）。此演算法即使在最差的情

況下，還可提供相當接近最佳排程的成果；實驗結果顯示，此演算法在一

般情況中，都可提供接近最佳排程的效能。此研究成果於發表於網路與通

訊領域頂尖的國際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三）達到最佳化整體頻寬之隨機存取通訊協定 

隨著無線網路技術的進步，無線裝置可支援之天線能力也日益增加。

然而，仍有不少無線裝置受限於其體積及成本，僅能支援單一天線。可以

預期未來的無線網路充斥著不同頻寬能力之異質性裝置，小如無線感測裝

置、智慧型手機，大至筆記型電腦、無線基地台、高畫質無線網路電視。

然而，目前的無線網路標準無法有效地利用這種異質性網路的頻寬能力。

在目前的網路中，當單一天線節點傳輸時，鄰近的多天線節點將因偵測到

訊號而放棄同時傳輸的機會。但理論上，即使單一天線節點已經佔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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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帶，多天線節點應當可利用其硬體能力支援多重封包傳輸。 我們設計一

套新的隨機存取通訊協定，讓網路節點不僅能分享網路存取時間，亦能分

享多天線能力所帶來的同時傳輸能力。不同天線能力之使用者，可在不干

擾彼此的情況下，增加同時傳輸的數目，使得每位使用者可以最大化利用

其天線能力，達到最佳化整體頻寬。此外，多天線節點們能夠分散式地競

爭同時傳輸的機會，不需要一個中央控制節點來分配控管網路資源，因此

適用於任何網路環境，如家用、校園、企業網路。 

（四）聲學情緒高斯模型以及聲學視覺高斯模型 

數位音樂服務的興起，開啟了自動化音樂資料分析的需求，音樂相

關的技術也漸被國內企業諸如hTC或KKBOX需要。我們發展出一套新

的機器學習的方法，稱作「聲學情緒高斯模型」（Acoustic Emotion  Guas-

sians Model），不但可以達到較高的自動化音樂情緒辨識的準確率，也可以

借重高斯是機率模型的特質，處理情緒感知的主觀性問題。此技術以長篇

論文發表在多媒體領域最頂級的國際會議ACM Multimedia 。我們更將此

演算法延伸至影像，讓音樂和影片可以以情緒為媒介來結合，將此模型稱

之為「聲學視覺情緒高斯模型」，參與ACM Multimedia由Google所提出的

「自動化音樂影帶生成與配對系統」競賽議題，與來自中國大陸、新加坡、

美國、法國、荷蘭及香港等國的17支優秀的決賽團隊競逐，我們脫穎而

出，榮獲「電腦多媒體應用頂尖挑戰」首獎。這項技術可應用於個人影片的

聲音後製，或是諸如YouTube等社群影像分享網站上，也可自動為音樂錄

圖五 聲學視覺情緒高斯模型示意圖。我們的模型分析給定的一段音樂 (左 )、與一段影片 (右 )的情緒，再根
據情緒進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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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製作人推薦適合搭配的影片，讓使用者輕鬆完成影音俱佳的多媒體作

品，具有很高的娛樂以及應用性，我們計畫將此技術技轉給國內廠商。 

 （五）基於視覺與位移顯著性的視訊物件萃取

影片的自動分類、檢索與搜尋，隨著線上搜尋引擎以及社群網路分享

等應用的普及，其需求逐漸受到重視。現今影片搜尋相關的技術，往往是

依靠影片標題或註解中的關鍵字來進行。然而，儘管是同類型或相似內容

的影片，往往會因為使用者使用習慣不同，而產生相異的標註，甚至因為

使用這當下事件或情境差異，可能會有不相關的標記或關鍵字伴隨而生。

因此，如何有效利用影片本身內容擷取其語意資訊，進一步能有效進行檢

索、搜尋或分類的應用，則是相關多媒體、電腦視覺與機器學習研究領域

所探討的重點之一。針對以上問題，特別著重網路取得等非專業攝影之影

片內容，我們提出一個能夠結合其視覺與動作資訊，以達成自動擷取前景

物體主題之技術。相對於以往技術侷限於固定背景，或者需要使用者互動

介入選取調整前景大小，我們的技術透過分析整段影片內容，可結合各式

視覺與動作之特徵，自動完成前景物體之自動擷取。此技術不僅能分析前

景物體或區域對於所標註關鍵字之關連性，更能大幅縮小影片內容與高階

語意之鴻溝，進而有效解決影片分類、檢索與搜尋之問題。 

（六）延長行動裝置的續航力 

延長行動裝置的續航力一直是行動應用發展重要的課題，過去的研

究針對顯示、通訊、計算等耗電元件開發各種省電技術，創新行動應用

愈趨複雜，智慧終端的效能不斷提升，使得續航力面臨更嚴峻的挑戰，省

電的設計或許不能再單就從終端的角度來思考。此研究提出「雲端省電服

務」的概念，作為計算、通訊、儲存之外，另一種加值服務。可能的實現

方式是設計成電信業者的加值服務，行動用戶在上網的同時，可利用雲端

資源來節省終端的耗電，而用戶並不需要知道此服務背後的原理和系統

建置於何處。為了驗證此概念的可行性，透過中華電信hicloud CaaS產學

合作計畫的補助，我們建置了「動態背光調節服務」於中華電信雲端運算

系統，並開發行動應用軟體，以便讓Android手機與Apple iPad存取此服

務。透過此服務，瀏覽YouTube時，可利用雲端資源最佳化裝置螢幕背光

所需的耗電，可節省10-40%的裝置耗電。研究團隊將此軟體上架至H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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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s，在上千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2011年電信創新應用大賽行動應

用社會組冠軍，也獲得《中國時報》、《蘋果日報》、中央社等媒體報導。

其中關鍵技術在於如何不影響使用者的視覺體驗，理論分析的部分於2014

年刊登在知名國際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更由主編推薦於
Computing Now報導。此研究開創省電技術的新方向，兼具理論分析與
實務應用。 

（七）以單張影像進行臉部辨識之挑戰

對一般臉部影像辨識的技術而言，往往需要針對所需辨識之對象蒐集

多張訓練影像。其目的是在於取得足夠資訊以達成一定辨別力，同時又可

對環境影響如光線表情變化等有一定之忍受度。然而，在許多現實應用環

境中，並無法事先取得各使用者之多張訓練影像，此以單張影像進行臉部

辨識即為一實際卻艱鉅之挑戰。我們以機器學習當中之字典學習技術，輔

以抗影像遮蔽等雜訊之概念，提出了一個學習非特定人物之臉部影像字

典，可配合以上僅有單張訓練影像之情境，有效進行各種表情光亮變化，

甚至遮蔽情況之臉部辨識。目前成果在2015年發表於重要國際影像處理

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Image Processing，所發展技術更陸續收到產學
各界之詢問，表達高度合作之意願。 

 （八） 靜態照片轉換動態影片之自動生成技術

照片記錄生活中的瞬間，但日常世界實際上是以動態存在，因此當人

們在觀看一張靜態照片的時候，所能感受到的視覺體驗往往超越照片本

身所直接呈現的靜態視覺內容（more than a picture）。以國立故宮博物院

近年所展出的動畫版〈清明上河圖〉為例，其在展覽期間受到一般民眾極

大的迴響，足見靜態影像的動態生成技術之應用範圍廣泛，涵蓋文創、互

動導覽、動畫製作等產業。然而時至今日，這樣的動畫生成仍主要仰賴人

工產生，而極度曠日廢時，因此本研究提出一個能夠將靜態照片轉換為動

態影片的自動生成技術，利用單張靜態照片做為輸入，分析照片場景中各

個影像空間位置在時間上的位移量，進而產生相對應的動態影片。日常世

界包含各種視覺物件，在不失一般性的條件下，本研究選擇自然場景中普

遍存在的「雲」做為分析對象。相較於其它視覺物件，雲的動態化分析具

有高度技術挑戰性，主要在於雲並非單一物件，而是由大量雲粒子所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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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氣態物體，因此除了會受到風等外部作用力的影響外，雲粒子間亦具有

複雜的交互作用，使得雲的移動具有極高自由度。本研究所提出之創新分

析架構，包含三個主要技術模組：物件偵測、物件運動分析、物件動畫計

算。從概念上來說，本研究是利用虛擬風場的建立，來「吹動」靜態照片

中的雲物件，以產生高擬真的雲動畫。過去在學術文獻上的相關研究，主

要侷限在剛性物件或具有週期性與隨機性（stochastic）運動特性的物件，
例如樹木與池塘裡的水等等。然而，以照片中大量出現的自然場景為例，

具氣態特性物件亦具有極高的出現比率，例如雲或煙霧等等，其動態化研

究卻付之闕如。因此本研究所提出之創新雲物件動態化生成架構，是學術

文獻上已知第一個氣態物件動態化的研究，可補足相關研究的缺口，進一

步提升使用者的多媒體經驗，使多媒體技術研究的應用更貼近社會大眾的

生活體驗，促進產業界發想創新，創造產值，並提升大眾的生活品質。 

（九）基於深度學習之語音除噪技術應用於人工電子耳之研究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全球的人口數中超過5%的人具聽覺障礙，
而人工電子耳 （Cochlear Implant） 是現今唯一可以幫助全聾患者重新聽見

聲音的重要科技。直至 2009 年為止，全世界大約有15萬人配戴人工電子

耳，配戴人工電子耳的病人除了成年人之外，目前也有越來越多先天性聽

覺障礙的孩童在幼兒時期接受人工電子耳植入。過去的研究中證明，此科

技於安靜的溝通環境下，能有效地幫助聽損者提升語音理解能力，但有研

究亦指出，人工電子耳處於噪音環境時（例如：人聲噪音、交通噪音⋯⋯

等）的效益仍存在著許多挑戰。近年，我們提出一個創新的噪音消除方

法，即深度除噪自編碼模型（Deep Denoising Auto Encoder, DDAE），此

方法主要是利用多層的非線性轉換架構，將帶有雜訊的語音訊號轉成乾淨

的語音訊號。實驗結果證明，相較於傳統方法，DDAE能更有效地提升語

音訊號之品質以及理解度。本實驗室研究將DDAE噪音消除技術應用於人

工電子耳訊號處理裝置，實驗結果證實所提出的演算法能夠有效地提升人

工電子耳配戴者在不同吵雜環境下的聽覺辨識率。綜觀來說，此研究首先

分析當下人工電子耳配戴者使用時遭遇到的噪聲環境，接著提出深度除噪

自編碼消噪技術以消除雜訊，此法在客觀評量及聽測試驗上均證實所提出

理論的有效性。綜觀現今學術及產業界於人工電子耳研究成果，還未有機

器學習架構之系統，也表示此概念是人工電子耳訊號處理的全新領域。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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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本研究為一項具有前瞻性且需要跨領域的研究 （醫學、電機、資訊）。
更重要的是，當前人工電子耳的研究多以西方語言的訊號處理為主，此篇

研究則是針對華語語音訊號處理，相信研究成果及實作經驗會對華語為主

的人工電子耳以及相關聽覺輔具在產、學、研帶來正面影響。

本中心旨在推展資訊科技的創新及應用，著重於關鍵性的資訊通訊技

術之研發，以及跨領域的資訊科技之整合，以求對現今知識經濟及服務經

濟體系裡的發展有進一步提升的作用，同時也致力於創意發展，為人力資

源儲備能量，維繫並提升我國總體的國際競爭力。並運用資訊科技，研發

跨領域的創新資訊科技應用及服務，執行跨領域大型研究計畫，協助國家

經濟社會的發展。本中心未來的研究發展將結合中研院各領域的研究能

量，定位為國家實驗室，主導並執行國家重要的科技政策計畫。 在研究成

果的自我評鑑上，以GREAT一字為目標，並與研究人員互勉。 

G  -  reaching stretched technological Goal

R  -  with identi�ed Receivers for R&D outcome

E  -  becoming an Elite in the R&D community

A  -  producing influential Achievements （producing top quality Archived 

publications）
T  -  encouraging Team work （Teaming with leading IT institutes）

本中心目前包含網格與科學計算、資通安全、智慧優網運算、人工智

慧創新應用等四個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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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應用研發合作。其參與的主要技術研發，包括國際超寬頻網路管理與合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柒 結語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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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全球網格維運技術、高效能計算與大量資料處理等。未來除了持續提

供穩定的全球網格架構與環境之維運，並整合EGEE gLite Middleware、Vo

lunteer Computing 及 Cloud Computing技術，更利用推動實質 e-Science 應

用發展，促進臺灣與亞太各國及歐盟間更密切直接的學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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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研究重點，包括：資料安全、軟硬體安

全、網路安全，以及安全控管。未來除持續努力整合產、官、學、研之資

源，協助推廣資安新知與認知，並追求資安技術研發之卓越性，與世界一

流之研究機構並駕齊驅。 

智慧優網運算專題中心之研究涵蓋網路通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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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將持續進

行以資訊技術為核心的跨領域研究，致力於資訊技術於各新興議題上之發

展、應用與服務，並以雲端計算、行動計算相關之軟、硬體及應用為研究

發展重心，期於基礎研究之外著重於資通訊之應用研究。此外，與國內外

頂尖大學以及研發機構進行學術交流合作，並善用資通訊領域之專業知識

及研發創意促成業學界合作，進而帶動研發價值的提昇。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專題中心專注於人工智慧相關技術應用與服務之研

究，以研究成果帶領業界發展更具實用價值之雲端服務、強化終端設備在

人工智慧上的角色，並有效技術轉移與應用於產業界，引導產業界善用人

工智慧技術，使人工智慧成為產業的新利基。並且積極與國外合作單位聯

繫、培育國內外人才，與其他學門及產業合作跨領域研究，務求在人工智

慧的議題上除了技術進展外，同時降低人工智慧帶來的社會衝擊，亦能探

討其對未來社會、經濟以及產業發展上的影響。

本中心未來將繼續以資訊科技為核心，致力於資訊科學及應用領域

的研發與應用，並著重於關鍵性的資訊通訊技術之研發，以及跨領域的資

訊科技之整合，以求對現今知識經濟體系的發展與進步，有更加提升的作

用。同時也致力於創意發展，為人力資源儲備能量，維繫並提升我國總體

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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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設立籌備處，1962年正式成所
http://ipmb.sinica.edu.tw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歷史沿革、復所與更名（1944-2007）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簡稱植微所）原名為植物學研究所（簡稱

植物所），於2005年5月25日經核定改名。植物所為中央研究院最資深的

研究所之一，其前身為於1929年在中國大陸南京成立之中研院自然歷史

博物館，研究部門包含植物及動物兩組。1934年改名為動植物研究所，植

物學部門有高等植物分類學、藻類學及植物生理學等三組。1944年3月於

重慶召開的中央研究院第二屆評議會第二次會議中決議，將動植物研究所

分立成植物學研究所及動物學研究所，於1944年5月1日正式成立，由羅

宗洛（1898-1978）博士任植物所所長。中央研究院遷臺之後，於1954年7

月10日的院務談話會中決定恢復植物學研究所，聘任李先聞（1902-1976）
院士為籌備處主任。1962年8月植物所乃正式在臺北復所，由李先聞院士

擔任所長。在草創初期之研究經費，包括實驗儀器及圖書設備，由國際

原子能總署設立於菲律賓之國際稻米研究所（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以及美國農業部資助。
李先聞院士於1972年退休，其後接任的所長依序為郭宗德院士、鄔

宏潘博士、陳慶三博士、周昌弘院士、楊祥發（1932-2007）院士、蕭介夫

博士及賀端華院士（圖一）。

植物所在成立初期研究方向以水稻育種為首要目標，主要課題以傳統

植物學、農藝、園藝及植病等為基礎，之後陸續加入生化學及生態學。後

因研究人員日益增加，本所採取合作研究的團隊，進行主要的研究課題，

包括分子與細胞生物學、生物化學、植物生產力、植物組織培養之形態發

生、基礎植物生理學、微生物學及植物病理學、生物天然物的開發與利用

以及自然界中生態平衡系統等。研究團隊發揮群策群力的精神，使研究績

效提升，其中以組織培養的研究成果尤其豐碩。例如，王博仁博士育成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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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馬鈴薯植株及張唯勤博士組織培養的人蔘植株能在試管內開花等。吳

大猷（1907-2000）院長為促進中研院的學術發展，推動兩次五年發展計畫

（第一期1981/07-1986/06，第二期1986/07-1991/06），之後延伸為｢延續

的發展計畫｣，在這段期間植物所積極延攬人才，添購儀器設備及增加研

究助理及技術人員之員額，因此也展現豐碩的研究成果。例如，首創以原

核單胞固氮藍綠藻研究生物時鐘的系統（黃檀溪）、以竹嵌紋病毒（BaMV）
成功研發全球第一個植物性衛星核酸載體具有攜帶疫苗進入植物體內的潛

能（林納生）、以頂梢嫁接法改變植物之生長相繁殖健康且年輕化種苗（黃

麗春）、將細胞分裂素合成基因轉殖於青花菜以延遲青花菜採收後黃化（陳

榮芳），以及透過基因轉殖技術提升植物光合作用中電子傳遞蛋白（硫鐵

蛋白 ferredoxin）的存量，可增加植物對細菌性病原菌更具抗性（馮騰永）。
同時藉由舉辦國際及國內學術研討會，邀請海內外專家學者蒞所訪問，與

同仁進行學術交流和合作研究，對本所學術研究貢獻良多。

有鑑於植物基因體與功能基因的研究領域快速發展，植物所決定大力

推動相關的研究課題，2000年開始積極延攬在相關領域專長的學者加入

團隊，並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在1999年，當時的副院長楊祥發院士鼓

勵植物所團隊加入國際水稻基因體定序計畫（International Rice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 IRGSP），與其他9個國家合作，以圖譜法為基礎進行

定序水稻的12對染色體。植物所團隊由邢禹依和周德源兩位擔任主持人，
負責第五對染色體的定序，其他成員包含陳慶三、鄔宏潘、蕭介夫、鍾美

圖一 植微所簡史及歷任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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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以及成功大學生科所陳虹樺。水稻全基因組定序計畫在2004年年底完

成，隔年發表在國際期刊Nature （Nature 2005, 436:793-800），其中第五條

染色體全長的99%包括中節（centromere）和端粒區域（telomeric region）
均完全解序，成果亮眼，獲得國際肯定。

2004年，吳俊宗、彭鏡毅、趙淑妙、邱志郁及楊棋明等五位研究領

域為生態學或分類學的同仁離開植物所，轉任生物多樣性中心。而本所

的研究領域也由傳統的植物學或微生物學蛻變成以生化和分子生物學為

基礎的現代植物暨微生物學。為了更能明確地顯現本所的研究重點，在

2005年5月經院務會議通過，本所更名為｢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

究所｣（簡稱「植微所」），英文名稱由原來 “ Institute of Botany, Academia 

Sinica, IBAS”改為 “Institute of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Academia Sinica, 

IPMB”。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近十年（2008-2017）概述

最近十年植微所所長分別為林納生博士（代理所長，2 0 0 8 / 0 9-

2009/12）、黃煥中博士（2010/01-2012/12）、陳榮芳博士（代理所長，
2013/01-2014/09）。陳榮芳博士自 2014年 10月起擔任植微所所長，自

2017年9月因屆退轉任代理所長至今（圖一）。隨著人體基因體及一些模

式植物基因體序列之解碼，在後基因體時代，透過基因組體學、蛋白質體

學與生物資訊學之研究成為主流趨勢。本所的研究目標聚焦於二大主軸：

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及植物與微生物交互作用。本所除了持續延攬優秀人

才，也陸續建置生物資訊核心實驗室、基因體學技術核心實驗室、活細胞

影像核心實驗室、植物細胞學核心實驗室、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以及小分

子代謝質譜儀核心實驗室等，並延聘相關專長的研究技師，負責管理並提

供技術服務及諮詢，提升研究水準。

壹 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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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年來，編制內的研究人員總數變動不大，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

生人數稍有增長（圖二）。至2017年有26位研究人員、6位研究技師及3位

正編研究助理。研究人員中包含5位特聘研究員、8位研究員、11位副研

究員及2位助研究員，其中6位為外國籍（2位日本籍、2位美國籍、1位德

國籍及1位奧地利籍）。主要的研究人力包括博士後研究員、約聘研究助

理、博士班學生和少數碩士班學生等，其中有為數不少的外籍人士。

如前所述，本所的研究主軸為研究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及研究植物與

微生物之交互作用機制，以及開發重要植物與微生物資源。根據本所中長

程委員會的規劃，本所應持續發展「植物——微生物交互作用機制」的相

關領域，然而全所現有的26名研究人員中，僅有少數同仁以微生物學為研

究主體，或從事植物與微生物學相關之研究，顯示本所研究人員之專業領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二 2008~2017年植微所人力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7 26 28 28 30 27 27 26 26 26

■ 合聘研究人員 0 0 0 0 0 0 0 0 0 0

■ 行政技術人員 9 9 9 9 9 9 9 9 9 9

■ 博士後研究 27 27 37 36 38 46 42 45 52 51

■ 研究助理 102 104 109 104 112 109 105 101 109 113

■ 博士生 7 9 16 22 30 35 35 31 30 29

■ 碩士生 0 0 0 0 0 5 3 8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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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有所失衡。為維持本所學術領域及各階層研究人才的平衡，植微所近年

來積極延聘植物微生物學及植物——微生物交互作用相關領域之傑出年輕

學者，以加強本所的研究陣容。目前已成功延攬三位傑出年輕學者，將陸

續於2018及2019年就任，預期可以提升本所在植物微生物學及植物——
微生物交互作用相關領域之研究能量。在未來的五年內，陸續會有同仁屆

齡退休，為維持本所研究陣容的規模，我們仍將持續延攬優秀人才加入。

近幾年來，本所同仁發表的研究著作在質與量上均有顯著的增進，尤

其發表在指標性期刊之論文數量及頻率持續增加，每年有多位同仁獲得國

內或國際之榮譽獎項，提升本所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同時因為本所同仁的

學術表現受到肯定，獲得中央研究院、行政院科技部、財團法人國家衛生

研究院、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財團法人研究創新轉譯農學計畫辦公室、財

團法人中華教育文化基金等各類計畫補助經費（圖三），這些補助經費成為

協助本所迅速茁壯與進步之首要原動力。

圖三 2008~2017年植微所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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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研究發展的兩大主軸為（1）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研究：包括阿拉

伯芥遺傳與生長分化、植物對非生物逆境反應、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

表觀遺傳學、作物基因組體學等範疇；（2）植物與微生物之交互作用機制

分析及開發重要植物與微生物資源：包括植物與微生物互動的分子及演化

研究、植物因應病原菌入侵的反應防衛機制研究，及有用植物與微生物資

源的研究與開發等（圖四）。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1. 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的研究：

植物功能性分子機制的研究著重基因體學與系統生物學為基礎，鼓勵

以跨領域合作的方式，從多方面探究植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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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

基因體與功能性基因體相關研究、植物生長與發育與光生物學、基因調控

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植物生長與發育相關之感應與作用機制，以及非生物

圖四 植微所研究發展的兩大主軸



29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性逆境與生質能相關研究。這些研究結果是現代農業科學的學理基礎，可

應用在作物栽培或作為分子育種的根據，創造新農業科技價值。瞭解作物

對環境的適應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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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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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研究：

深入瞭解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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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課題包括生物性逆

境與病理學研究以及生物資源收集、保護與應用等。研究成果可以建立相

關的學理基礎，也可應用於規劃植物抵抗病原菌的策略，以減低作物因病

害產生的重大農損，增加農業收益。我們也繼續蒐集臺灣重要且特有的植

物或微生物，進行其生物特性或演化特質等分析，做為未來繁殖、保育與

利用這些特有植物或微生物之學理基礎。

依目前本所依研究方法所屬學門，將研究課題分成四個範疇，分別是

（1）植物與微生物之交互作用及生物資源開發（Plant-Microbe Interaction 

and Bioresources）；（2）生物化學與代謝（Biochemistry and Metabolism）；

（3）表觀遺傳和染色體生物學（Epigenetics and Chromosome Biology）以及

（4）發育生物學（Developmental Biology）。按照慣例，本所約每2年召開

一次學術諮詢委員會（Scientific Advisory Committee, SAB），邀請諮詢委

員聽取本所現況與進展報告，共同討論並擬定植微所的發展方針。此外，

為因應同仁研究領域之多元性，並促進同仁與國際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的交

流與合作機會，本所學術發展中長期規劃委員會於2016年決議每兩年舉

辦一次以學科為導向的學術評鑑（discipline-oriented review），隔年則召

開學術諮詢委員會。在2017年舉辦第一次以學科為導向的學術評鑑會議

（05/15-17），同時舉辦植物發育暨基因調節研討會（05/15），邀請評鑑委

員擔任講員。本次有12位同仁接受評鑑，分屬「生物化學與代謝」及「表

觀遺傳和染色體生物學」兩個研究領域。在這次會議中，不論是否接受評

鑑，全體研究人員均全程參與，同仁與評鑑委員間的討論熱烈，互動融

洽，受益匪淺，達成預期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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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本所不僅致力於植物學及微生物領域研究成果質量之提升，

更鼓勵同仁提升論文品質，以期在國際一流期刊發表，持續朝院方所推動

的「重質不重量」的目標努力，增進我國在國際學術界的知名度。近年每

位研究人員平均發表論文的質量皆有成長的趨勢（圖五）。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在近三年內共計發表了約250篇論文，其中約有100篇發表在各領域

的指標性國際科學期刊（如Plant Physiology, Plant J, J Biol Chem, etc.），甚

至頂級期刊（如Cell, Plant Cell, PNAS, Nature Communications, Cell Host 
Microbe, J Cell Biol etc.）。根據2018年1月期刊查詢系統Web of Science的

調查，顯示本所於2013-2017年期間的SCI論文總量為362篇，且在生物

圖六 發表於高影響指數之指標型或頂級期刊論文

圖五 2008-2017年植微所發表期刊論文被收錄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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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領域的重量級或頂級期刊的發表篇數亦節節上升，在2017年已達27篇

（圖六）。依ESI（2008~2017）資料庫總計數據，過去十年被高引用的期刊

論文（前百分之一）篇數計有9篇。

近年來本所整體表現突出，在植物學及微生物學的基礎研究上，除了

每年在優質國際科學期刊發表數十篇學術論文外，也將創新的發現應用於

有潛力的農業生物科技。這些重要研究成果發表在生物科學頂尖期刊，研

究成果備受重視，除具基礎學理的學術貢獻外，也有農業生物科技應用的

潛能。許多文章廣為中央研究院及國內各大媒體報導，也被諸多國際領導

期刊或學界媒體選作重點報導。例如，2010年的Nature News及2011年的

CNN News專題報導本所退休研究員馮騰永協助烏干達農民種植無病害香
蕉的成果。茲選錄2008-2017年代表性研究成果摘述於後。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1. 發現微型核醣核酸的關鍵尺寸（吳素幸 2010）：科學界已知「核醣核酸靜
默作用」（RNA silencing）是生物控制生長發育與對抗環境中病原菌侵襲

的重要分子機制。然而，核醣核酸靜默作用是如何精確地進行，仍待學

術界深入探索。吳素幸團隊首次揭示：尺寸決定一切，核醣核酸的長度會

影響靜默作用的產生。只有長度為22個核苷酸的微型核醣核酸（miRNA）
可以誘發次級「小型干擾核醣核酸」（siRNA） 的生合成，進而有效地促

進植物的核醣核酸靜默作用。研究團隊表示，核醣核酸靜默作用的產生

是由於小型干擾核醣核酸（siRNAs）結合到特定序列之「傳訊核醣核酸」

（mRNA）上，引發mRNA的降解或失去轉譯成蛋白質的功能，而造成

基因靜默作用。科學家並且在模式植物阿拉伯芥研究中發現，當特定的

miRNAs或 siRNA與mRNA作用時，會造成核醣核酸靜默作用的增幅現

象（amplification）。因此，找出這些特定的微型或小型核醣核酸的特殊分

子特徵，對於核醣核酸靜默作用的應用與控制極為重要。針對這些問題，

吳素幸研究室博士後研究員陳荷明費時完成生物資訊分析後發現，有別於

植物中較為常見長為21個核苷酸的微型或小型核醣核酸，這些特定的微

型或小型核醣核酸的長度均為22個核苷酸。經由吳素幸與英國劍橋大學

植物科學院David Baulcombe教授合作的研究結果顯示：小型核醣核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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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靜默作用的功能會受長度影響，只有長度為22個核苷酸的微型或小型

核醣核酸可以誘發次級小型干擾核醣核酸的生合成，進而有效地促進核醣

核酸靜默作用。這個發現不僅可以協助科學家更深入瞭解核醣核酸靜默

作用產生的分子機制，也為應用核醣核酸靜默作用於生物抵抗惡劣環境或

疾病的控制帶來契機。此篇論文於2010年8月24日發表在國際重量級專

業期刊《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 Natl. Acad. Sci. U. S. A.）。該刊除在

封面推薦此研究成果外，並以專文肯定此研究對未來學術與應用之貢獻。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oi: 10.1073/pnas.1001738107）

 2. 新型態的光感應調節機制（涂世隆 2012）：光線對於進行光合作用的生物
而言，是最重要的能量來源，這些生物為了有效率感應環境中光線的變

化，因而演化出功能強大多變的光受器（photoreceptor）系統來調控自身

的生長及發育。光敏素（phytochrome）是最主要的一類能感應紅光及遠紅

光，來調節植物型態的光受器，其相關的感應機制及基因調控在高等植物

中已有很多的探討，但是在非維管束植物中，相關研究則仍尚缺乏。光敏

素需要與載色體（chromophore）結合後才具有活性進行光感應及訊息傳

遞，而載色體的合成需要一類酵素。研究團隊在小立碗蘚（Physcomitrella 

patens）中發現除了光敏色素（PFB）合成酶（HY2）之外，還存在替代性

的載色體合成酶，這個酵素能夠合成藻橘色素（PUB），因此他們將其

命名為藻橘色素合成酶（PUBS）。這是第一次在植物中，找到了影響光

敏素進行光感應及基因表現的新調控機制。研究團隊進一步進行轉錄體

（transcriptome）的分析，發現苔蘚中光敏素能夠有效率地調控基因表現，
這也是第一次能夠以系統生物學的研究方法探討非維管束植物中光受器調

控基因表現的機制。結果顯示，綠色植物從水生演化至陸生的過程中，光

感應及訊息傳遞的機制，也不斷地被調整以適應陸地上變化多端的環境。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9, 8310-15）

 3. 農桿菌利用第六型分泌系統DNA分解酶以增進其在植物寄主中的生存優
勢（賴爾珉 2014）：研究團隊與英國倫敦帝國學院MRC分子細菌學與感染

中心跨國合作，以普遍存在於土壤中的植物重要腫瘤病原細菌「農桿菌」

為研究對象，本研究首度提出遺傳、生化及細胞學證據，顯示農桿菌在特

定時機，會把一種名為Tde（type VI DNase e�ectors）的DNA分解酶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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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注射到所接觸到的其他細菌競爭對手的細胞內，以分解競爭對手的

DNA，達到確保自己在植物宿主內的生存優勢，展現細菌生存攻防戰的

新策略。雖然許多證據顯示許多病原性細菌會組裝T6SS成一類似注射針

筒構造，將效應分子或毒素蛋白質送入真核或原核目標細胞中，以促進自

身細菌致病力或存活能力。然而，對於T6SS在寄主生物內如何執行這項

作業，仍有待學界更進一步研究。本研究成果有兩大重要突破，除了發現

農桿菌這一組新穎的DNA分解酶為細菌攻防戰的新武器外，更首度發現

T6SS及其效應分子可增進病原性細菌在植物宿主中的生存競爭優勢。由

於此種DNA分解酶毒素Tde及其相關的同源免疫蛋白質Tdi，亦廣泛存在

於許多革蘭氏陰性及陽性的動植物病原細菌的基因組中，此研究成果或可

應用於農業改良及藥物開發。例如，同源免疫蛋白質Tdi或許可作為發展

新藥的攻擊對象，來抑制病原細菌的族群生長，而Tde-Tdi組合廣泛存在

於植物生長促進菌（plant growth-promoting rhizobacteria, PGPR）中，也

顯示PGPR或許可利用T6SS促進植物生長，以及有效殺死病原性細菌，
此一創新發現可提供生物防治及農業改良新思考。這項研究成果甚受學

界重視，除了被Cell Host & Microbe選為當期預覽文章外，也被國際領
導期刊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選作重點報導（featured highlights），
Faculty 1000推薦選讀，廣為中央研究院及國內各大媒體報導。（Cell Host 
& Microbe 16: 94-104）

 4.  植物學者創新發現脂質可調控開花時間（中村友輝 2014）：發現植物內的
一種磷脂質會隨著晝夜光照變動之調節，與開花素交互作用，進而促成植

物開花。這項以脂質來調控植物開花時節之創新發現，期待未來或許能夠

提供農業創新技術新思考方向，有助於增加作物收成或是發展高效率生質

能源。研究團隊解釋，種子植物能夠感受季節性日夜長短的變化而選擇適

當之開花時間，進而增加授粉率並成功延續物種。大約八十年前，植物學

家提出理論說明植物葉片所製造的一種促開花激素 （或稱為開花素），可

移動至花序並促使開花。因其角色之關鍵性，開花素一直廣為世界各地學

者所研究，從而確認開花素——此種移動訊息蛋白質——可形成「開花素

活化複合體」（Florigen Activation Complex）。然而，對於開花素實際與

何種分子進行結合而促使開花，仍罕為學界所知。根據開花素蛋白質之三

維結構，研究團隊推測磷脂質可能為開花素之配體，進而調控開花。他們

透過篩選植物內的多種磷脂，發現其中一種磷脂（磷脂醯膽鹼）可專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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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開花素結合。同時，他們發展出一種新技術，可在花朵組織局部調控磷

脂醯膽鹼含量，結果發現使用基因轉殖方式，增加頂芽磷脂醯膽鹼含量，

可加速開花，反之則延遲開花。若剔除開花素，其磷脂醯膽鹼造成促進開

花之現象則減弱。同時，磷脂醯膽鹼的分子組成會隨著日夜波動，夜間型

磷脂醯膽鹼不易與開花素結合，以基因工程方式提升夜間型磷脂醯膽鹼的

含量，植物在長日照環境下則會延遲開花。中村友輝博士研究團隊乃獲得

結論，開花素與日照週期中韻律變化的磷脂質相結合，可調控開花時間。

（Nature Communications 5: 3553）
 5.  發現「油滴」被「細胞自噬作用」吞噬，用以作為細胞老化或營養缺乏時
固醇代謝的新機制（王昭雯 2014）：油滴是細胞內專司油脂代謝的重要胞
器，油滴中儲存的中性脂除了提供能量，它同時也是細胞內生成各式膜系

的材料。本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王昭雯副研究員，以酵母菌系統研究

油滴生成和中性脂質代謝的分子機制。研究團隊利用活細胞影像系統，長

時間觀察酵母菌細胞中油滴的形成與變化，研究結果證實當細胞逐漸步入

營養缺乏進而停止生長的狀態，油滴會逐漸離開內質網並開始與液胞進行

緊密接觸，接著細胞自噬作用（autophagy） 會將這些與液胞接觸的油滴逐

步吞噬。科學家一直到去年才首度證實，在細胞面對營養缺乏到停止生長

的過程，液胞的膜上會逐漸區分出固醇類聚集的特殊微結構，並推測這些

固醇微結構的變化會對細胞進入老化時提供生理上重要的功能。王昭雯研

究團隊進一步發現，這些固醇類聚集的特殊微結構正是細胞自噬作用發生

時用來吞噬油滴的地點，油滴也可能利用這個結構生成的進程，得以逐漸

離開內質網並開始接觸液胞，同時，油滴中存在的中性固醇脂又能幫助細

胞在生長停止狀態下，得以繼續形成和維持這個特殊的固醇微結構，因此

這個互助模式對於細胞因應營養缺乏或老化提供生理代謝上的重要功能。

由於這個發現對於瞭解細胞固醇代謝和自噬作用的生理意義上均有重要的

學術指標意義，研究成果已於2014年8月3日刊登在國際細胞學重要學術

期刊《細胞生物學期刊》（Journal of Cell Biology），同時被選為重點報導。
（Journal of Cell Biology 206（3）: 357-66）

 6.  利用轉譯體學策略突破開花植物授粉研究的障礙，對花粉管內經授粉誘
導表現基因進行功能性研究（趙光裕 2014）：對開花植物而言，當雄蕊的
花粉灑落在雌蕊柱頭時，花粉會開始萌發並孕育出許多類似小管道般的

花粉管，將蘊藏其內的精細胞傳送至雌蕊的胚珠以完成雌雄受精及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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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繼而達到繁衍後代的功能。目前學者利用體外培養花粉管方式進

行基因體學研究，已獲知許多基因參與花粉發育及花粉管生長。同時，

最近許多研究指出，雌蕊花柱 /柱頭在授粉過程中對花粉管的生長與引

導十分重要，進而影響花粉管內基因表現。但由於大部分開花植物的花

粉管深埋於雌蕊內，目前尚無有效方式收取雌蕊柱體內生長的花粉管，

相關領域的研究障礙，亟待學界突破。我們以開花植物的花粉管為研究

對象，創新研發出一套無需解剖實驗的策略，成功描繪出開花植物花粉

管於雌蕊體內生長時珍貴的基因整體表現機制與數據。由於相關領域學

者以往都是用植物體外培養的方式來分析花粉管的基因表現，這篇以雌

蕊植物體內生長的花粉管為研究對象的論文，深具創新科技之意義。同

時，對於花粉管的蛋白質轉譯過程與植物雌雄受精的過程，將可提供更

堅實的分子細胞學基礎知識。國際重要植物專業期刊《植物細胞》（The 
Plant Cell ）於2014年2月14日刊登這篇研究成果，並於該期以專文加以

摘要介紹。（�e Plant Cell 26: 602-18）
 7.  染色體軸蛋白DSY2為聯會複合體形成的關鍵蛋白質（王中茹 2015）：減數
分裂是生殖細胞形成時，將染色體數目成套減半之特化細胞分裂。其間，

同源染色體之配對聯會與重組的機制一直是重要的研究課題。已知減數分

裂時所發生的DNA雙股斷裂，對於染色體正確的配對重組非常重要。同

時，形成在同源染色體之間的聯會複合體被認為可以調節DNA重組的發

生。王中茹研究團隊以玉米為研究材料，分離出一個減數分裂特有的染色

體軸蛋白DSY2，經由分析缺少DSY2基因的突變植株，研究發現DSY2對

於DNA雙股斷裂的形成，扮演重要的角色，進而影響基因重組的發生；
同時，DSY2更是聯會複合體形成的關鍵蛋白質。利用超高解析度螢光顯

微鏡，團隊首次發現DSY2與另一個軸蛋白ASY1形成交替的獨特排列。
研究顯示DSY2透過同時與聯會複合體中央蛋白ZYP1和軸蛋白ASY1的互

相結合，成為聯會複合體是否能成功組裝的關鍵因素。這個結果為植物中

首次對於聯會複合體形成機制的重要發現，同時被美國農業部「玉米基因

組研究資料庫（MaizeGDB）」推薦為值得一讀的重要論文，並且登上The 
Plant Cell網站首頁，成為入口影像。（�e Plant Cell 27（9）: 2516-29）

 8.  長絲狀彎曲病毒的分子基本結構（林納生 2015）：長形病毒大致可分成桿
狀病毒與長絲狀彎曲病毒兩種外型。其中桿狀病毒的代表「菸草嵌紋病

毒」是第一個被學界解構的病毒，由於桿狀病毒呈現直桿形狀，容易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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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整齊排列成液態結晶體，目前已可獲得2.9Å解析度的結構模型。相反

地，全球雖有超過半數的農作物皆受長絲狀病毒的威脅，而且自1941年

就陸續嘗試長絲狀彎曲病毒結構研究，卻因為它的彎曲形狀無法整齊排列

成液態結晶體，外鞘蛋白也很難長成晶體，是極為複雜難解的課題。本研

究以臺灣特有的竹嵌紋病毒為研究材料，與中興大學徐堯煇特聘教授及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艾吉曼教授（Dr. Edward H. Egelman）共同合作，首度

成功構建長絲狀彎曲病毒的3D立體結構模型，而且達到近似原子級的解

析度5.6Å，一舉突破75年來植物病毒學家於長絲狀彎曲病毒結構研究的

限制。本研究運用冷凍電子顯微鏡，結合最新發展的「直接電子偵測器」

（direct electron detector）獲得高解析度的影像，再以艾吉曼教授所開發的

「螺旋立體結構重組軟體」（IHRSR）解得竹嵌紋病毒的3D立體結構。研

究發現竹嵌紋病毒外鞘蛋白次單元的左旋排列與菸草嵌紋病毒的右旋排列

不同；相對於菸草嵌紋病毒的緊密排列，竹嵌紋病毒外鞘蛋白疏鬆，且N

端與C端分別暴露於病毒的外圍表面與內部核心處。這個結構解開長久以

來令學界困惑的謎題：長絲狀病毒如何在不同彎曲程度下，仍然保有病毒

顆粒結構的穩定性？這項極為重要的基礎新知對病毒之組裝、結構穩定度
以及病毒入侵感染之研究，挹注更實質的理解。同時，對於未來長絲狀病

毒顆粒應用於分子生物科技（如疫苗、載體等）或奈米材料科學等領域，

亦將有所助益。這是臺灣本土性材料竹嵌紋病毒研究對於病毒結構學的貢

獻。（Nature Structural & Molecular Biology 22: 642-44）
 9.  光系統二QC結合位置的生理功能（朱修安2016）：為了探討光系統二的

QC結合位置的生理功能，我們在模式藍綠菌Synechocystis sp. PCC6803的

光系統二的細胞色素b559和psbJ蛋白質上靠近QC結合的位置建構了一系

列的定點突變株，發現一些突變株在弱藍光下明顯促進了天線蛋白質複合

體的狀態改變效應；在強藍光的照射下則明顯減弱了藍光引發的天線蛋白

質複合體的熱消散光保護機制。顯示QC結合的位置可能具有調節藍綠菌

天線蛋白質複合體的能量傳導和光保護的生理功能，並且在一般生長條件

下，這些突變藍綠菌株的光合作用生長速率和生物質量的累積比野生型的

藍綠菌分別提高了大約1.1倍和30%，因此可以應用在利用藍綠菌生產生質

能源或是其它具有高經濟價值的產物上。 這項研究新發現目前正在進行申

請美國、中國大陸和臺灣的專利。（Biochemistry 55: 221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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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阿拉伯芥在缺鐵反應下的轉錄後協調機制（施臥虎2015）：植物對於環境
改變的適應是由蛋白質調節，而蛋白質豐度的改變來自DNA模版和轉錄

後進程之間更進一步的相互作用。施臥虎研究團隊分析野生型及RING 

DOMAIN LIGASE1（RGLG1）和RING DOMAIN LIGASE2（RGLG2）基

因缺失突變株阿拉伯芥根部在缺鐵下的蛋白質體學和轉錄體學。分析結果

顯示轉錄後調控強烈影響蛋白質體的讀出多於轉錄的調控，並影響調控轉

錄後進程的蛋白質。其中，深入蛋白質體圖譜發現，約有百分之九十的差

異性基因表現在轉錄組研究中沒有被偵測到，由此推測許多關鍵性的調節

機制和主要因子還沒有被發掘。經由合併分析蛋白質體與轉錄體的數據資

料分析，可較完整得知植物在適應低鐵有效性的條件下各層級調節因子，

並突顯其過程中蛋白質翻轉的重要性。（Molecular and Cellular Proteomics 

14: 2733-52）
11.  尋獲植物合成維生素B1路徑的最後一塊拼圖（謝明勳2017）：發現植物合

成維生素B1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酵素：單磷酸維生素B1去磷酸酶，並

證實植物細胞內合成維生素B1的完整路徑橫跨了葉綠體、粒線體與細胞

質。將此項研究成果結合現代遺傳工程技術，可望生產出維生素B1含量

高之農作物，一方面有助於提高植物本身生長效率與抵抗逆境之能力，另

一方面亦可作為動物補充該營養素之糧食來源。可以預見地，在找到了維

生素B1生合成的基因之後，如何精準地調控與利用這些基因，是科學家

們努力的目標之一。（�e Plant Journal 91: 145-57）
12. 以自然變異找出阿拉伯芥中影響乾旱引導離層酸累積的基因（韋保羅

2017）：環境逆境的衝擊，如乾旱影響植物的生產力，因氣候變遷與農
業用地及水資源需求量的增加而漸漸引起更多關注。植物在乾旱環境下

取得水份有限時，逆境荷爾蒙離層酸（Abscisic Acid；ABA）便會高度累

積（A）。ABA量的增加調控著許多幫助植物適應乾旱環境之下游反應。
但且不論ABA在植物逆境生物學中的核心重要性，要了解植物是如何調

控ABA的多寡以及ABA的累積量是如何對應逆境強度，是非常困難的。
為了解決此問題，韋保羅實驗室測量了近 300株阿拉伯芥品系在逆境引

導下ABA的累積（Kalladan et al., 2017 PNAS）。這些阿拉伯芥品系來自

於自然環境中，並已適應該地氣候與逆境因子。我們的分析顯示這些不

同的阿拉伯芥之ABA累積有著非常大的差異（B）。在與Thomas Juenger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及 Jesse Lasky（賓州大學）的合作下，我們利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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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組關聯分析（Genome Wide Association Analysis；GWAS）找出影

響ABA累積的候選基因。數個由GWAS所找出的基因，其突變株缺乏該

基因之表現，有著不同的ABA累積量（C）。這證實了我們已找出新穎逆

境與ABA關聯的基因。這些新發現的逆境關聯基因可利用於尋找可改善

乾旱下植物生產力的新方法，並更深入了解植物逆境感知與訊息傳遞。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14: 11536-41）

本所同仁的成就受到國內學術界肯定，多位同仁曾參與協助政府機關

重要研究計畫之評議、審議、規劃，還有約三分之二的同仁在國內各大學

協助教學及指導研究生論文。同仁們經常受邀擔任國際重要會議主席、講

員與國際重要學術期刊之編輯等。近十年間，本所同仁優異的表現獲得不

少國內或國際性榮譽性獎項 （表一）。此外，本所經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表二），展現研究成果與潛力，促進交流與合作機會。

表一 2008-2017年植微所研究同仁獲得重要獎項及殊榮

獲獎年度 研究人員 獎項及殊榮

2008 張唯勤
Member of the Commission of Biotechnolgy,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s

2008 賀端華
擔任美國植物生物學會會長（2008-2011）
 President of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2008 邢禹依
花剌子模國際科學獎

Khwarizmi International Award

2008 林納生 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獎

2008 蕭介夫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Developing World（TWAS）
Prize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2008 蕭介夫 泰國湄洲大學生物科技榮譽博士

2008 蕭介夫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史托爾傑出教授講座」

2008 吳素幸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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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邢禹依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AAS）

2009 蕭介夫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Developing World（TWAS）
Prize in Agricultural Science

2009 韋保羅
99年度前瞻計畫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2010-
2014）

2009 謝明勳
99年度前瞻計畫 Career Development Award（2010-
2014）

2009 王中茹 奧林巴斯生物攝影世界大賽第二名

2010 賴爾珉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0 中村友輝 Paul Stumpf Award

2010 涂世隆 100年度前瞻計畫（2011-2015）

2010 吳素幸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1 邢禹依 100年度深耕計畫（2011-2015）

2011 賴爾珉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2 陳柏仰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分子生物研究中心傑出博士後研

究員

2012 邢禹依 101年度優秀農業人員獎

2012 涂世隆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2 王昭雯 吳健雄學術基金會台灣女科學家新秀獎

2012 王昭雯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2 施臥虎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會士Fellow of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AAAS）

2012 吳素幸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13 陳柏仰
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學者獎（2013-2017）

2013 郭志鴻 臺灣植物學會新秀獎

2013 涂世隆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3 韋保羅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3 韋保羅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13 王中茹 102年度救國團台北市團委會社會優秀青年

2013 王中茹
102年度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2013-
2017）

2013 吳素幸 102年度中研院深耕計畫（2013-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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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賀端華
美國植物生物學會會士獎 
Elected Fellow of American Society of Plant Biologists

2014 林納生 103年度中研院深耕計畫（2014-2018）

2014 中村友輝
歐洲分子生物組織青年研究者獎

EMBO Young Investigator

2014 中村友輝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4 韋保羅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4 吳素幸 科技部尖端計畫（2014-2019）

2015 中村友輝 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5 施臥虎 104年度中研院深耕計畫（2015-2019）

2015 王昭雯
104年度前瞻計畫Career Development Award（2015-
2019）

2015 吳素幸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2015 吳素幸

2015年國際光生物學會獎
Asian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Photobiology（AOSP）
Award

2015 吳素幸 第五十九屆教育部學術獎

2015 賀端華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講座

2016 中村友輝

日本植物生理學會年輕學者獎

Japanese Society for Plant Physiologists（JSPP） Young 
Investigator Award

2016 中村友輝 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16 王中茹 楊祥發院士傑出農業科學年輕學者獎

2017 郭志鴻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17 賴爾珉 107年度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2018-2022）

2017 涂世隆

2017年國際光生物學會年輕學者獎
Asia and Oceania Society for Photobiology（AOSP）
Award for Young Scientist

2017 金原和江 106年度前瞻計畫（2017-2021）

2017 中村友輝

日本文部科學大臣表彰年輕科學家獎

The Young Scientists’ Prize from the Comme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y the Minister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apan

2017 中村友輝 林秋榮教授植物科學創新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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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8-2017 植微所舉辦之學術研討會

年度 會議名稱

2008
微生物與植物分子交互作用國際研討會（2008/03/18-19）
Advances in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 

2008
生質能源研討會（2008/05/30）
Biofuel Workshop 2008

2008
葉綠體生物學國際研討會（2008/09/25-26）
Symposium of Chloroplast Biology 

2008 
植物學新知研討會（2008/12/02）
Symposium of recent Advances in Plant Biology

2009
植物水分感知暨反應分子機制國際研討會（2009/03/12-13）
Symposium of Sensing, Response and Adaptation to Altered Water 
Status 

2010
國際沼氣及生質燃料研討會（2010/09/06-09）
Biofuel Workshop 2010

2011
植物學新知研討會（2011/06/08）
Symposium of recent Advances in Plant Biology

2011
第九屆國際水稻功能基因組研討會（2011/11/07-0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Functional Rice Genomics

2012
2012國際根系統生物學研討會（2012/09/19-21）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Roots Systems Biology

2012
第10屆國際水稻功能基因組會議衛星會議（水稻功能基因組研討會）
（2012/11/22-23）
Mini-symposium on Rice Functional Genomics

2013
微生物與植物分子交互作用國際研討會（II）（2013/10/3-4）
Advances in Molecular Plant-Microbe Interactions（Ⅱ）

2014
非模式植物系統研討會 :水稻和苔蘚植物（2014/02/25）
The Other Plant Model System: Rice and Moss

2014
植物生殖生物學國際研討會（2014/10/15-17）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t Sexual Reproduction

2015
2015 國際RecA和染色體生物學研討會（2015/9/16-17）
2015 International RecA and Chromosome Biology Conference

2015
第七屆亞太地區光生物學國際研討會（2015/11/15-18）
7th Asia and Oceania Conference on Photobiology（AOCP 2015） 

2016
第二十一屆細菌學研討會（2016/8/17）
 The 21st Conference on Bacteriology

2016
臺日雙邊植物生物研究小型研討會（2016/9/10）
Japan-Taiwan bilateral mini-sympos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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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植物基因轉殖生物科技國際研討會（2016/10/17-19）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Plant Transformation Biotechnologies

2017
植物發育暨基因調節研討會（2017/05/15）
Mini-symposium on Plant Development and Gene Regulation

2017
臺日雙邊植物生物研究研討會（協辦）（2017/11/03-05）
Taiwan-Japan 2017 Plant Biology

2017
第七屆亞洲植物脂質學國際研討會（2017/11/29-12/02）
7th Asian Symposium on Plant Lipid（ASPL2017）

將本所與美國植物相關領域著稱的研究機構、大學相比，本所每位研

究人員於2013-2017五年間的平均論文篇數（13.92篇 /人）高於田納西大

學植物科學系（Dept. Plant Scienc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9.85篇 /人）、
俄亥俄州立大學植物生物系（Dept. Plant Biology, Ohio State University, 

9.19篇 /人），但略低於威斯康辛大學植物系（Dept. Botany,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8.10篇 /人）、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植物與微生物學系（Dept. 

Plant and Microbial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6.79篇 /

人）、美國加州戴維斯大學植物生物學系（Dept. Plant Bi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19.60篇/人）。若與國內頂尖大學相比，本所的論文總

量及研究人員的平均論文篇數也高於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Inst. 

Plant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93篇/人）（圖七）。
這些評比結果顯示本所的學術表現持續進步中，在臺灣居領先地位，

並且已達國際著名大學水準，但仍有進步空間，將繼續努力持續向頂尖邁

進。近期有新聘的傑出助研究員加入研究陣容，帶動新的研究課題，預期

可以強化本所在植物學及微生物學及兩者相互作用關係之研究能量。本所

將致力開創新的研究方向與領域，追求學術創新與卓越，以期持續在國際

知名期刊中發表質量兼備的研究論文，提升本所在國際上的能見度與學術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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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設置核心實驗室提供專業的技術服務及諮詢

在一些模式植物及多數植物的全基因體序列陸續解碼之後的所謂後基

因體時代，透過基因組體學、蛋白質體學與生物資訊學之研究成為主流趨

勢。植微所為提升研究水準，除了積極延聘優秀人才，同時採購各式精密

儀器，陸續建置生物資訊核心實驗室、植物細胞學核心實驗室、活細胞影

像核心實驗室、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小分子代謝質譜儀核心實驗室以及

基因體學技術核心實驗室等，並且延聘相關專長的研究技師或研究助理，

負責管理並提供技術服務及諮詢。

1.生物資訊核心實驗室：設立於2007年初，本實驗室擁有一套10節點的

LINUX CLUSTER。透過高效能運算硬體配備，提供生物資訊運算服務，
使用基於統計、數學及資料探勘理論所發展出來的軟體工具，廣泛地應用

在生物相關的研究及應用上，如基因及蛋白質序列分析、微陣列分析及親

緣分析等。本實驗室也為本所提供生物資訊相關諮詢及教育訓練服務。除

圖七 研究競爭力評比（依2013-2017年度每位研究人員的平均論文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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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利用現有工具提供生物資訊服務，針對生物實驗室的最新需求，本實驗

室也專注於提供研發服務，開發或維護了以下開放源碼專案。

①MACCU（Multi-Array Correlation Computation Utility, http://maccu.

sourceforge.net/）：計算並比較共表現網路（co-expression network），進

一步推論組織專一之基因模組。

②RACKJ（Read Analysis & Comparison Kit in Java, http://rackj.sourceforge.

net/）：根據RNAseq資料，計算基因表現量，並推論與樣本有關之

alternative-splicing事件。

③GOBU（Gene Ontology Browsing Utility, http://gobu.openfoundry.

org/）：提供友善的圖形化使用者介面以操作基因本體論資料，包括快

速計算富集分析。

2.植物細胞學核心實驗室：原為電子顯微鏡室，2004年改名。主要的任務

是發展與植物細胞學研究相關的技術，尤其是冷凍技術在電子顯微鏡方面

的應用。主要工作包括：維持各項儀器的正常運作，並協助使用者使用；

提供樣品製備、切片、染色、免疫定位等服務；提供諮詢，根據研究目

的，幫助研究者選擇最適當的方法；訓練新的使用者使用各項儀器與技術。

3.活細胞影像核心實驗室：因應未來生命科學領域對生物影像分析的高度
需求，於2013年起，活細胞影像核心實驗室由本所植物細胞學核心實驗室

分出。活細胞影像核心實驗室致力於提供所內植物及微生物活細胞影像之

相關服務。提供各項先進的光學影像實驗所需的設備，幫助使用者熟悉基

礎顯微照相所需之光學影像知識，提供使用者實機操作教育訓練，影像截

取與分析軟體的應用，以及各類影像處理相關的疑難排除諮詢等服務。

4.蛋白質體核心實驗室：成立於2005年，由植微所和農生中心合作，以

奈米流速液相層析——電洒離子化——串聯式質譜為基礎的蛋白質身分鑑

定、蛋白質後轉譯修飾分析服務，及以等重試劑標記胜肽的方法，進行蛋

白質體定量分析的服務。另具備蛋白質二維電泳分離實驗及分析所需之設

備及軟體，提供同仁使用，並提供同仁研究蛋白質體學技術的諮詢及教育

訓練。核心實驗室亦積極採用及開發新的蛋白質體學研究技術，以提升及

維持最新的技術方法服務同仁，如蛋白質的差異表現定量分析，利用多維

液相管柱層析的技術來分離蛋白質 /胜肽，以增進蛋白質質譜定性及定量

的分析，磷酸化蛋白質的鑑定及磷酸化位置的分析，及標的蛋白質的檢測

及定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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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小分子代謝質譜儀核心實驗室：設立於2009年4月，提供以Ultra-per-

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UPLC）串聯Synapt High De�nition MS™

（HDMS）及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GC-MSD），進行

GC之質譜鑑定，針對各項小分子代謝物及其衍生物進行分析。此高效能

層析質譜儀（UPLC-MS）可提供比傳統的層析質譜儀少近五倍的分析時

間。搭配統計軟體的分析，可從控制組與對照組的實驗中找出標誌物。因

具備高精準度（<3mDa）與高解析度（>9000），可提供代謝物的可能性組

成鑑定。代謝質體分析中除了針對某一代謝物及其相關代謝產物分析外，

另一種為對於生物樣品中的所有代謝物表現作定性定量分析，此為較全面

性的代謝質體分析（metabolite profiling）。本實驗室提供之服務包括：實

驗組相對於對照組之統計分析、測定化合物之精確分子量、相對定量分

析、一般未知物篩選、GC-MSD質譜鑑定及教育訓練、UPLC教育訓練、
HPAEC-PAD教育訓練、HPLC-DAD教育訓練。此外本實驗室於2009年

底添購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D），進行GC之

質譜鑑定，並提供小分子質譜的諮詢及UPLC教育訓練。
6.基因體學技術核心實驗室：原為 2001年 1月所成立的微矩陣核心實驗

室，於 2017年與DNA核酸定序實驗室合併為基因體學技術核心實驗室

（G-TeC），提供基因表現（使用生物晶片，次世代核酸定序文庫製備及即

時定量PCR）及基因組分析（使用次世代定序文庫製備）相關技術的服務。
G-TeC亦積極開發相關技術及新的實驗方法，藉由迅速建立的實驗流程，
以協助植微所及院內和臺灣其他學術單位的研究人員於基因體學上的研究

分析。基因體學技術核心實驗室包含兩個部門，可在基因體學研究上提供

互補的服務。近年來，由於次世代定序（NGS）的技術迅速發展，已經被

廣泛地應用於基因表現偵測、small RNA和non-coding RNA分析、ChIP

定序分析、SNP檢測及定位，以及新物種的全基因組定序。NGS定序文庫

的製備是獲得可靠結果的關鍵，依據不同的應用領域，定序文庫的製備方

式也有所差異。G-TeC實驗室提供不同應用領域之定序文庫製備的服務，
並可根據研究的需求，進行新定序文庫構築方法的研發。

二、實驗植物生長空間

植微所實驗植物生長空間提供研究人員栽種實驗植物等，進行各項研

究工作。植物所原有溫室位於黃樓對面，面積約400坪，為1963-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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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建造，於1990年拆除，在原地重建一座多功能植物溫室，包含溫室主樓

（白樓）及在其地下室的多功能空間，可舉辦國內及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學術

研習會。2012年4月，中央研究院實驗植物核心溫室完工啟用，植微所為

配合院方之院區規劃，將所有試驗材料移至新建的溫室，舊溫室在2013年

7月拆除改闢為停車場，而溫室主樓（白樓）則移交給農生中心使用。目前

植微所實驗植物生長空間包括院內公用之實驗植物核心溫室、分子育種溫

室、轉殖植物核心實驗室、實驗農田，以及位於所內的植物生長室5間、
組織培養室4間、植物生長箱20台。

三、人才培訓

1. 高中生命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
為因應日益精進的生命科學發展趨勢，及早培育優秀年輕學子從事科學研

究，中央研究院自1984年即由植物所協同動物所主持由國科會、教育部、
臺灣省教育廰、臺北市教育局等委辦之「北區高中生物學習成就優異學

生輔導實驗計畫」，其後陸續有生醫所、分生所的研究人員加入計畫，於

2000年改組為「高中生命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首任主持人為鄔宏潘，
之後由蕭介夫接任（2000-2005），2006年始由陳榮芳接任至今。此計畫之

目的，乃在激發具有潛力之優異學生對基礎生命科學的研究興趣，充實其

能力並擴展其視野，進而奠定其基礎科學的訓練，使將來在生命科學研究

發展上，在既有的基礎上發揮能力而成為優秀生物研究者。參與本計畫之

學生歷年來屢獲選為本國參與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選手，參加國內外

各項競賽屢獲佳績 （表三），本計畫之執行對於生命科學之基礎研究人才之

培育有莫大之幫助。

2.暑期大學生培育計畫：
為培育生命科學與農業科技之新秀，2009年植微所提供優良的師資及暑期

獎（助）學金，鼓勵生命科學、農業科技或相關科系的在學學生運用暑假

期間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經錄取的大學生在暑假期間接受二個月的指導，

俾便完成相關的研究計畫。學生除了在實驗室實習外，亦透過參與專題系

列講座及師生座談會，分享大師學者的研究生涯經驗和風範。

3.研究生學程：
本所的任務，除了從事植物與微生物相關學科的基礎研究之外，另一重點

任務即培育優秀年輕研究人才，以厚實我國研究實力與國際接軌。人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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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參加高中生命科學資優生培育計畫的學生在國內外各項競賽屢獲佳績

年度 參加競賽項目 榮譽獎項 （人數）

2010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1）

2011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3）

2012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2）

2012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動物組） 二等獎（1）

2012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健康與科學組） 二等獎（1）

2013 臺灣國際科展（微生物組） 二等獎（1）

2014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3）

2014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
Dudley R. Herschbach斯德哥爾摩國際青年科學研習獎
（1） 

2014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植物學科）

首獎（1）、
一等獎（1）、
Monsanto公司特別獎一等獎 （1）

2014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微生物學科）
四等獎（1）、
美國微生物學會特別獎一等獎 （1）

2015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1）、
銀牌（1）

2015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分子細胞組） 四等獎（1）

2015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 傑出青年女性科學獎（1）

2015 臺灣國際科展（生物化學科） 一等獎（1）

2015 臺灣國際科展（動物學科） 三等獎（1）

2015 臺灣國際科展（植物學科） 三等獎（1）

2016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1）、銀牌（1）

2016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動物學科） 三等獎（1）

2016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植物學科） 三等獎（1）

2016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微生物學科） 四等獎（1）

2016 美國英特爾國際科展（生物化學科）
一等獎（1）
傑出青年女性科學獎（1）

2017 國際奧林匹亞生物科競賽 金牌（4）

2017 臺灣國際科展（動物學科） 三等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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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為長期的努力目標，院內生命科學相關研究單位，首先於1992年和國

防醫學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共同成立「國防醫學大學生命科學研究所」博

士班學程，隨後於1997年納入國衛院師資。二十多年來，培育了500多位

生命科學菁英，其中包含在植微所接受指導的約20多位博士生，目前受聘

於臺灣各公私立大學或研究機構，研究踪跡遍布臺灣各地區及海外。

植微所參與本院「國際研究生學程」中的「分子與生物農業科學學

程」，該學程成立於2003年，與國立中興大學合作，師資除了本所研究人

員及中興大學教師外，尚包含本院農生中心、分生所、細生所、生化所、

基因體中心及生多中心等，研究重點則包含：植物科學與生物技術、分

子病毒學與疫苗科技、酵素技術之生物農業運用、植物化學與草藥醫學、

微生物遺傳學與基因體學，該學程目前已有約41 位學生畢業，55 位在學

生，國際生約佔總學生人數的二分之一。

為開拓研究生來源，本所於2006年和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院合辦

「農業生物科技」博士班學程。2007年結合農生中心師資，與國立臺灣大

學植物科學研究所合辦「植物科學」博士班學程。2008年和國立中央大學

生命科學系合辦「分子與環境生物學」博士班學程，2016年擴大為研究生

學程，新增碩士班。目前成大博士班學程擴大為以中研院及成大合作的博

士班學位學程，已暫停合作計畫。與臺灣大學植物科學研究所合辦之「植

物科學」博士班學程，因地緣便利，研究領域集中並且聚焦，較具優勢，

目前已有14位學生畢業，約30位學生分散在本所及農生中心接受指導。

四、植物學研究：

《植物學研究》（Botanical Studies, ISSN 1999-3110）為中央研究院植

物暨微生物研究所贊助的植物學國際期刊，刊登論文涵蓋所有的植物相

關課題，包含傳統植物學乃至植物分子生物學，以及植物分類學和生態

學。該刊原名為《植物學彙刊》（Botanical Bulletin of Academia Sinica; Bot. 
Bull. Acad. Sin., ISSN 0006-8063），於1960年創刊，由中央研究院植物學研

究所（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的前身）負責出版，2006年改名為Botanical 
Studies（植物學研究 , ISSN 1817-406X），由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

研究所、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及生物多樣性中心合辦發行。為提升期

刊的水準、國際化、競爭力及瀏覽率，自 2013年第 54卷開始，本所與

SpringerOpen Journal合作出版Botanical Studies，採用線上投稿系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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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投稿及審稿作業，且不再發行紙本，而改以Open Access E-Journal系
統方式發行，並加入SpringerLink與BioMed Central線上資料庫，讀者

可由網際網路連結 SpringerLink（http://www. as-botanicalstudies.com/）

（ISSN1999-3110）或Botanical Studies（http://ejournal.sinica.edu.tw/bbas/）
瀏覽及下載。

此外，全文檢索之全文電子期刊資料庫已建構完成，涵蓋本雜誌

1960年第1卷第1期∼2012年第53卷第4期（網址：http://ejournal.sinica.

edu.tw/bbas/）刊登的所有論文。本刊 2016年之 SCI 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為1.452，在植物科學學門（Plant Science）的212種期刊中排名95

（95/212=44.81%），由2015年的Q3等級（121/209=57.89%）晉升為Q2等級。

植微所為本院生命科學組成員之一，也是歷史最為悠久的研究所之

一。自2005年因人員改組與調整研究方向，由「植物研究所」更名為現今

的「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感謝先前同仁們奠定之優良基礎，使植微所

得以持續自我蛻變。在2014年11月1日舉辦創所七十週年暨更名第十年紀

念及所友歡聚會，邀請曾經在植物所 /植微所工作的同事們回娘家，歡笑

滿堂。近年來，資深同仁陸續退休，新起優秀研究人才加入，本所朝氣蓬

勃。除了研究人員之外，本所擁有先進的核心實驗室，負責管理之6位研

究技術人員持續拓展尖端研究技術以提升所內研究水準。本所也有許多能

力及學識背景優良的研究生、博士後研究人員以及研究助理為我們的主力

捌 結語／展望

圖八 植微所全體行政同仁與所長及兩位副所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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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此外，本所還擁有一群表現出眾、在院內倍受肯定、績效頻頻獲獎

之行政人員（圖八），有了他們的無私奉獻與支援，研究人員得以全心專注

於研究工作，對於本所的整體研究成果功不可沒。

多年來本所致力於植物學及微生物學的重要基礎研究，至今已奠立深

厚的基礎。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將依循這兩大主軸持續相關的基礎研究，

並將著重以基因體學與系統生物學為基礎，以跨領域合作研究方式，擴展

研究課題的廣度與深度。在2016年7月所舉行之本院生命科學組評鑑（圖

九），評鑑委員對本所之綜合表現亦都持肯定看法，並期許所內研究人員集

思廣益，創造具特色之研究課題，在國際學術舞台上綻放光芒。我們也將

積極配合本院與國家政策，同時關注臺灣及全球農業問題，整合具有國際

競爭力之群體合作計畫，積極應用基礎研究成果於農業生物科技的發展，

以期對國家生技產業發展有所貢獻，並提升本所的國際競爭力與能見度。

圖九 廖俊智院長、本院生命科學組評鑑委員與植微所同仁（2016/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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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設立籌備處，1970年正式成所
http://icob.sinica.edu.tw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動物所於1959年成立籌備處。之後經籌備主任梁序穆（1913–2004）
與蘇仲卿（1928-2016）等教授的努力，在 1970年 2月1日正式成立動物

所。研究人員包括第一任所長蘇仲卿教授與林飛棧（1934–2004）、李文蓉

（1933–2017）、黃仲嘉（已故，但生卒年不詳）、詹崑源（1940–2009）、萬

家茂（已故，不詳）、周延鑫及鄭森雄等8人。張崑雄、周延鑫所長努力擴

展各種研究領域，以及周延鑫所長向院方爭取經費，新建「動物所研究大

樓」於1989年落成啟用，對於動物所的發展有重要之貢獻。
1990年吳金洌擔任所長，將本所研究方向分為三組：（1）分子細胞學

組；（2）個體生理學組；（3）族群生態學組。1996年邵廣昭接任所長，延

續三組研究方向，並推展水產動物為模式材料之基因調控機制研究、個

體層級之生理及環境適應，及生物多樣性的研究為本所研究的主要特色。

2002年8月游正博返國接任動物所所長，延續三組研究方向，並擴展斑馬

魚相關研究。

2003年宜蘭縣礁溪鄉臨海研究站落成啟用。本所同仁經過多次會議

討論，一致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最符合本所的新面貌及未來

的發展，因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包含動物所以動物為對象的原

有分子細胞學組及個體生理學組同仁之研究領域及專長特色，並可以彰

顯本所45年來的成長及進步，同時又能表達出本所新面貌及未來的發展。
2005年本所正式改名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Institute of Cellular 

and Organismic Biology），繼續進行前瞻學術研究之探求。更名案經2005

年1月27日本院院務會議、4月9日評議會議、總統府5月20日函以及5月

壹 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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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中研院函奉核准通過。2009年6月謝道時（1948–2016）返國接任細胞

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之後設立5大研究領域包括（1）水生及海洋生

物科技；（2）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3）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

機轉；（4）神經科學；（5）幹細胞機制與應用。進行細胞功能與細胞間相

互作用，來協調生物個體的生長、發育、生理及適應多變環境之基礎機制

的研究。2018 年 3月1日李奇鴻所長受命回國接任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

所所長，並讓所內同仁依據個別的研究興趣組成研究團隊，包括（1）細胞

功能障礙；（2）生態、演化及發育；（3）海洋生物與科技；（4）神經科學；

（5） 幹細胞與再生生物學。繼續進行細胞與生物個體功能及適應環境變遷

的基礎機制及應用的研究。

    本所現有特聘研究員2人、研究員3人、副研究員10人、助研究員7人、
研究副技師1人、研究助技師2人、博士後研究30人、碩、博士班學生41

人、約聘研究助理113人、行政及技術人員8人，共計216人，因研究需

要，研究員額逐年成長。

圖一 細生所沿革示意圖

貳 近十年來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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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細生所人力統計圖

圖三 2008-2017年細生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3 24 23 28 28 28 27 26 24 24

■ 合聘研究人員 0 0 0 0 0 0 0 0 0 0

■ 行政技術人員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10 8

■ 博士後研究 15 19 25 26 27 27 35 40 36 30

■ 研究助理 91 98 103 108 110 106 99 102 104 113

■ 博士生 9 13 13 9 10 13 15 16 13 16

■ 碩士生 15 13 12 18 14 18 22 22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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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以來，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的研究計畫充分利用細胞

及多種動物模式，對生物醫學研究、發育生物學及生物演化提出重要的研

究方針。本所的五大研究方向包括：

（1）水生及海洋生物科技：本所在海洋生物學的兩個特定的領域有長
久的研究興趣與研究歷史。其一為魚類及水生無脊椎動物的基本生理學、

發育及演化發育生物學的研究。其二則為海洋生物學的生物科技發展，包

括觀賞用魚及食用上的養殖魚類，以及剖析專門攻擊魚類病毒的致病機

制，提供預防策略及發展利用來自海洋生物的抗菌胜肽，幫助養殖魚類抵

抗病原菌的侵襲。

（2）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活體細胞顯影技術發展、單分子顯微
術及冷凍電子顯微鏡的應用，是本所聚焦發展的新興重要研究領域。近年

來影像科學迅速的發展，讓我們在下列四個領域有重要的研發方向：大分

子複合物與細胞器結構與功能的連接、神經元的發育、組織再生、胚胎發

育及個體功能。

（3）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本所研究人員運用新穎科技探
討正常及病變的細胞與組織之功能，進而研究細胞與組織功能障礙導致

疾病產生的致病機制。我們研究的範圍包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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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腫瘤抗原的功能並探討其致癌機轉、腫瘤幹細胞的致癌

機轉、研究治療軟骨發育不全症狀、川崎氏症及動脈迂曲度綜合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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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4）神經科學：本所研究人員分別以細胞株、文昌魚、果蠅及小鼠等
模式系統進行神經科學相關領域研究，包括神經退化性疾病的致病機轉、

脊椎動物神經脊細胞與感覺神經系統的演化起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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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蠅視覺神經網路組合

發育及功能，及小鼠大腦皮層的發育與功能等。

（5） 幹細胞機制與應用：本所幹細胞研究在近幾年來的發展下已建立
具規模之研究能量。目前幹細胞研究團隊主要的研究方向包含：對不同狀

參 發展方向與重點



322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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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生及海洋生物科技

本研究領域的研究人員以不同的水生脊椎及無脊椎動物進行發育、生

理、演化、環境適應等基礎研究，並探討石斑魚感染病毒的致病機制，以

及將來自水生動物抗菌蛋白的研究分別應用水產養殖及轉譯醫學上。

黃聲蘋副研究員團隊探討斑馬魚腸道形態形成的基因調控機制。研究

結果顯示，轉錄因子Cdx1b在胚胎發育早期調節，藉由調控Nodal訊息路

徑下游轉錄因子（foxa2, gata5）的表現來控制內胚層細胞的形成，而在腸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

圖四 2008-2017年細生所研究人員SCI論文發表平均篇數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4

3

2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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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分化時期會抑制腸道細胞增生並促進不同腸道細胞，如吸收型細胞、杯

狀細胞及腸道內分泌細胞的分化。轉錄因子Klf4a同樣會抑制腸道細胞增

生，並促進吸收型細胞及杯狀細胞的分化，而Agr2雙硫鍵異構脢則參與

腸道杯狀細胞的末端分化（圖五）。

與哺乳類動物不同，某些脊椎動物如斑馬魚是可以再生複雜組織。研

究斑馬魚為什麼有很強的再生能力，相關的發現可以帶來醫學上的應用、

突破幹細胞治療的瓶頸。目前對於哪些基因可以調控再生能力？所知仍然
相當有限，斑馬魚是唯一可以利用隨機基因突變來尋找「再生基因」的模

式生物。利用失去再生能力的突變斑馬魚，陳振輝助研究員團隊發現特定

的細胞外間質Laminin beta 1a （lamb1a）在受傷後會在表皮基底細胞大量

表現，調控表皮細胞的方向性（cell polarity）和訊息傳導功能， lamb1a的突

變魚因此無法啟動再生反應。陳振輝助研究員團隊目前正在分析其它突變

魚，確定突變點發生的位置，了解其它「再生基因」如何影響複雜組織再

生的細胞和分子機制（圖六）。

觀賞用雙尾金魚（圖七）擁有分岔的尾軸骨骼，但野外缺乏相同型態

的脊椎動物，此顯示人工選擇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了脊椎動物的身體結

構。太田欽也副研究員團隊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奇特的演化事件是怎麼

發生的？」分子遺傳學分析結果顯示，金魚有二個演化近期 chordin基因

複製，而相同突變型態為何沒有出現在其他一樣經歷近期chordin基因複

製？太田欽也副研究員團隊還比較了單尾金魚和鯉魚的 chordin基因敲除

表型。研究結果意味著演化事件以一定的順序連續發生，而不是隨機孤立

圖五 圖六

圖七ʊ雙尾金魚

的背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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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積累，可能會加劇劇烈的脊椎動物的身體結構，發生大規模變化。

游智凱副研究員團隊詳細分析文昌魚生殖細胞發育相關基因的表現方

式，以及利用文昌魚的胚胎進行實驗。研究結果顯示，頭索動物生殖細胞

的發育應是受到早期不對稱分布的母源訊息核糖核酸與蛋白質的調控。此

結果推翻了以往認為頭索動物是在胚胎發育晚期以誘導的方式產生生殖細

胞的看法。研究團隊並進一步以單細胞轉錄體分析的方法，全面性地分析

頭索動物生殖細胞發育的母源決定因子，以及早期胚胎中不對稱分布的母

源訊息核糖核酸（圖八）。

蘇怡璇副研究員團隊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海膽（棘皮動物）及玉柱蟲

（半索動物）的胚胎發育機制，尤其著重在控制身體背腹與左右體軸的發

育基因調控網路。研究發現棘皮動物與半索動物透過基因複製而擁有兩個

調控背腹發育的admp基因，在演化過程中，複製後的基因在蛋白質功能

及基因調控上皆發生了變異。由於棘皮動物與半索動物是最接近脊索動物

的兩個動物類群，透過研究並比較其發育機制，可讓我們推論出脊索動物

可能的演化起源（圖九）。

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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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海熱泉支持著獨特的生態系統，為了要在如此

極端的環境生存，生物發展出特殊的形態和生理機制，

以適應高溫、高硫、低氧、高二氧化碳和低pH值的棲

地。臺灣北方的龜山島的淺海熱泉即是這類生物的代表

棲地。龜山島熱泉是一個高溫（76-116℃）、極度酸化

（pH 1.5-2.5）的海底熱泉系統，在如此特殊的環境中，
只有少數物種可以生存。例如在噴口附近的烏龜怪方蟹

（Xenograpsus testudinatus），是唯一生存於此的後生動

物。在最近的研究中，曾庸哲助研究員團隊找到烏龜怪

方蟹的鰓表皮細胞上有眾多的NKA、VHA與AE蛋白

通道，這些通道幫浦在怪方蟹所有的鰓對上都存在，其

作用是維持了烏龜怪方蟹的酸鹼平衡功能（圖十）。

敗血症是極為致命的疾病，目前尚無有效的治療藥

物。海洋藥物開發是世界各國積極投入的研究方向。陳

志毅研究員團隊從臺灣的經濟魚種點帶石斑魚身上找到

名為Epinecidin-1的抗菌蛋白（圖十一）。Epinecidin-1

可以有效治療小鼠的多菌性敗血症與內毒素血症。

Epinecidin-1除了有極佳的殺菌功效，更能透過破壞內

毒素與內毒素接合蛋白的交互作用，減少內毒素所誘發

的過度發炎，達到減緩內毒素血症與抗敗血症之療效。

此研究在敗血症的新藥開發領域找到一個新契機（圖

十二）。

圖十二ʊEpinecidin-1有效治療小鼠多菌性敗血症。圖A：Epinecidin-1有效提升多菌性敗血症之小鼠存活
率。圖B：Epinecidin-1改善多菌性敗血症所造成的肺部損傷。圖片來源：Biochim. Biophys. Acta. 2017 Sep 
4;1863(12):3028-3037.

圖十一ʊ點帶石斑魚與抗菌蛋白 Epi-
necidin-1。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數
位典藏資源網；DNA Cell Biol. 2007 
Jun;26(6):403-13.

圖十 烏龜怪方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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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壞死病毒與虹彩病毒為水產養殖魚

類重要的感染致病原。張繼堯副研究員團隊

利用具有病毒活性中和能力的單株抗體，辨

識出神經壞死病毒上唯一的外套蛋白的8個

胺基酸胜肽VNVSVLCR為其抗原決定區。
此抗原決定區胜肽具有競爭神經壞死病毒感

染宿主細胞的能力，推測其與宿主細胞上的

病毒辨識受體具有結合能力。透過此抗原決

定區胜肽與病毒外套蛋白，從石斑魚腦細胞

株中可以鑑定出數個與其結合的蛋白質，這

些蛋白群的功能分析，將可釐清神經壞死病

毒感染宿主細胞的致病分子機制。在虹彩病

毒的研究，發現虹彩病毒的極早期基因BCL

和早期基因CARD基因，具有抑制被感染的

宿主細胞由紫外線誘導的細胞凋亡。此細胞

凋亡抑制作用可以確保虹彩病毒在感染宿主

細胞後，有充足的時間來進行病毒的複製與

組裝（圖十三）。

2.細胞結構與個體功能分析

黃鵬鵬特聘研究員團隊過去近十年的貢獻在於重新塑造對魚類最基本

的生理機制──滲透壓調節之了解。由於受限於傳統模式魚種（如鮭鱒、

吳郭魚、鰻魚等）的研究方法，故時至今日，相關議題仍有許多爭議。本

利用病毒覆蓋蛋白結合分析法鑑定出數個可與神經

壞死病毒結合的石斑魚腦細胞蛋白，MP-15為組
蛋白H3。

轉殖表現虹彩病毒 BCL與 CARD基因於HeLa細
胞，可以抑制紫外線引起的細胞凋亡。

圖十四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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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利用斑馬魚、青鏘魚完備的基因資料庫和分子生理技術成熟之優勢，

提出一個嶄新的魚類滲透壓調節機制模式；確認參與離子運輸、酸鹼平

衡、氨排泄的運輸蛋白，解明當魚類面對變動的環境時，這些機制如何運

作、相互影響及其荷爾蒙調控。在斑馬魚 /青鏘魚的發現上，提供進一步

探討其它魚種和水生無脊椎的基礎機制（圖十四）。

寇融研究員團隊過去近十年的貢獻在於發現（1）灰色蟑螂Nauphoeta 

cinerea雄性個體間的攻擊行為，在無脊椎動物中最為猛烈，其攻擊行為

所造成的位階是不穩定的，強弱勢間常互換位階。究其原因，在於強勢蟲

藉由釋放壓制費洛蒙3-hydroxy-2-butanone來壓制對手，使其處於臣服狀

態。然而隨著強勢蟲的生理耗竭，弱勢蟲得以發展並釋放其壓制費洛蒙，

反轉成為強勢蟲。（2）強勢蟲其血液內青春激素 JH-III顯著高於弱勢蟲。

（3）此外，交尾經驗與強勢位階之間具有顯著正相關關係，交尾經驗可使

壓制費洛蒙3-hydroxy-2-butanone之釋放與血液內青春激素 JH-III之含量

顯著提升，進而顯著促進攻擊性（圖十五）。

圖十五ʊ（a）（b）壓制費洛蒙3H-2B及（c）（d）青春激素Ⅲ（JH-Ⅲ）於交尾前後強弱勢雄蟲間的相異度

脊椎動物的骨骼組織是該物種一個重要的特徵。游智凱副研究員團隊

比較頭索動物文昌魚的類軟骨支持結構與脊椎動物高度礦化的骨骼構造在

胚胎時期的發育機制，以瞭解後口類無脊椎動物與脊椎動物是否利用同源

的胚胎組織與發育機制來建構骨骼組織。研究結果顯示，文昌魚的口與咽

喉部位的支持結構非常類似脊椎動物的軟骨組織。同時這些無脊椎動物的

類軟骨支持結構的發育機制，與脊椎動物的骨骼組織發育機制非常類似。

這樣的結果暗示了骨骼組織可能起源於所有脊索動物的共同祖先，或甚至

是可追溯至後口類動物的共同祖先（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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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怡璇副研究員的研究團隊研究海洋無脊椎動物海膽（棘皮動物）的

胚胎發育機制。個體在發育早期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決定方向性，胚胎背

腹體軸的決定是由腹面或背面細胞開啟不同基因，進一步啟動基因調控網

路。然而這些基因如何能在發育早期在特定細胞被開啟，一直是發育生物

學的研究重點。本團隊的研究發現，低氧誘發因子來自母系的mRNA在

發育早期廣泛存在於海膽胚胎中，然而其蛋白質在腹面會被降解，只有在

背面會穩定存在並調控下游基因。這個不對稱的分布現象可能與胚胎內生

性的氧氣濃度梯度相關（圖十七）。

幹細胞能透過自我更新和不對稱分裂來維持組織的恆定性，幹細胞和

個體健康息息相關。然而，時至今日，幹細胞niche如何形成卻一直不為

人所知。許惠真副研究員團隊在2017年發表的Journal of Cell Biology期刊
的論文中推論幹細胞niche建立有可能是先透過細胞和細胞表面特性的不

同，而先將組織中的細胞分群 （sorting hypothesis）。Niche的先驅細胞和

幹細胞具有相同的表面特性，因此會聚集在一起，而表面特性不一樣的細

胞就會被排開而分化成不一樣的細胞。雖然每一種組織所用來建立細胞

表面特性有差異的分子訊號不一定相同，但是這一機制也許能套用在其他

niche的建立。

圖十六

圖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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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元在樹突與軸突發育過程中會彼此連結，進而形成複雜的神經

網路。游宏祥助研究員的研究團隊在過去的研究發現，抑制性蛋白 sema-

phorin-1a對嗅覺投射神經元如何形成正確的樹突連結，扮演著重要角色。
研究團隊將繼續研究還有哪些分子也參與在此過程，與 semaphorin-1a一

起調節正確而又複雜的嗅覺神經網路的形成，進而對動物嗅覺神經圖譜的

建構有通盤的了解。

周雅惠助研究員團隊研究果蠅嗅覺神經迴路與行為決策，希望利

用果蠅來探討不同的感知訊息如何在神經迴路這個層面被整合，尤其是

當訊息之間（如味道與環境溫度或濕度）有利害衝突時，個體如何迅速

判斷並做決策。為了即時偵測果蠅嗅覺的左右不對稱性以及其對局部溫

濕度的感測，研究團隊架構一套果蠅行走軌跡偵測系統，且已研發改良

至第三代，目前正在收集並分析資料。研究團隊結合此系統與光遺傳學

（optogenetics）方式以調控參與此訊息整合的神經的活性，並同時偵測果

蠅的行為反應，最後再以此數據建立數學神經網路模式，以解構不同神經

如何參與此類決策。

近年來，周申如助研究員的研究團隊利用基因剔除以及基因轉殖小鼠

為實驗動物模式，以研究轉錄因子Lhx2（LIM homeodomain containing 

transcription factor）在大腦發育中的功能。研究團隊在之前的研究中發

現，當Lhx2以Emx1-Cre在發育早期於大腦皮質的神經原細胞中剔除時，
會造成大腦變小並有神經分化的缺失。以形態學、基因表現，與神經連結

方法的分析Lhx2基因剔除小鼠中的大腦，研究團隊也發現在Lhx2被剔除

的突變鼠中，嗅腦（Olfactory cortex）變得比野生型小鼠的大了許多，並

發現這變大的嗅腦取代了側面大腦皮質（lateral neocortex）。這些發現顯示

了轉錄因子Lhx2在控制大腦中神經細胞的特化中扮演了十分的重要的角

色。研究團隊將進一步了解Lhx2調控大腦中神經細胞分化與發育的分子

機制。

臺灣正邁入老化的社會，而粒線體功能喪失是造成老化和相關疾病的

決定性因素，粒線體的生物功能和獨特的內外模及脊模構造息息相關。傅

琪鈺助研究員團隊釐清粒線體的三維超微結構及生物分子分布，在粒線體

DNA複製失能的果蠅種系，加速老化情況下的改變。研究團隊也發現有

高能量需求的果蠅飛行肌肉，粒線體發展出密集的螺旋狀嵴模網絡與雙向
基質匯流的高度互聯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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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個體功能障礙及疾病的致病機轉

雖然科技發展進步，但癌症仍是造成國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同時基因

突變引發的遺傳性疾病，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仍無好的治療方法。本所運

用創新科技探討正常及病變的細胞與組織之功能；利用幹細胞模式平台尋

找標的分子，用於疾病檢測及篩選治療藥物。本研究群研究的範圍包含：

異常有絲分裂導致癌症之機轉、細胞老化與重生之調控機制、研究腫瘤抗

原的功能，並探討其致癌機轉、腫瘤幹細胞的致癌機轉、研究治療軟骨發

育不全症狀、川崎氏症及動脈迂曲度綜合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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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治療癌症等。研究成果有助了解人類重大疾病的成因與分子機制，進而幫

助我們研發出可行的檢測及治療方法，將對我國的生技醫藥應用有所貢獻。

抗癌藥物極易進入正常組織，卻難以進入有高組織間質液壓（IFP）的

腫瘤組織。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吳漢忠研究員團隊發展出標靶抗癌藥物傳

輸系統。當具辨識能力的標的配體與抗癌藥物連接後，便能將高劑量的化

學藥物專一地帶至腫瘤組織。在標靶抗癌藥物傳輸系統研究過程中，發現

此新一代標靶藥物傳輸系統，明顯提高藥物的治療效果，並減低藥物的副

作用，適時地克服癌症治療的困境，使癌症治療的策略有突破性發展。除

此之外，吳漢忠研究員團隊已運用噬菌體顯現法之人類抗體庫，配合親和

力篩選技術，針對數種癌症和感染性疾病之數十種重要的蛋白與醣分子作

為標的抗原，研發出有潛力運用於治療與診斷之人類抗體。運用此技術所

成功研發出的治療性抗體，可以有效地治療肺癌、乳癌、胰臟癌、腸癌、

頭頸部癌及登革熱等疾病。此技術平台已可加速新穎抗體藥物進入轉譯驗

證及臨床試驗。期望此研發成果能有助於臺灣抗體與蛋白質新藥產業創造

出更多的利基（圖十八）。

廖永豐副研究員團隊首次發現Presenilin-1蛋白可以獨立調控p62基因

的表現而影響細胞自噬作用。同時也首度證明Presenilin-1基因上的突變

會因為破壞Presenilin-1蛋白調控p62基因表現的功能，而減弱細胞自噬作

用分解Tau蛋白堆疊物的效率，進一步使神經纖維糾結的病理特徵更容易

形成。這是世界首度證明為何在遺傳性阿茲海默症病人腦中，Presenilin-1

的基因突變不但能造成Abeta產量增加，還能造成Tau蛋白的異常堆疊，
而加速疾病進程。本團隊的另一項研究則證明Notch1是神經母細胞瘤

的一個預後不良的預後因子，同時也證明將Notch1訊息傳導機制用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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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ma-secretase的小分子抑制劑阻斷後，可以有效抑制神經母細胞瘤的

增生，未來可發展為神經母細胞瘤的標靶藥物。

細胞惡性轉型過程中，常因有絲分裂異常和基因組不穩定，而獲得持

續增生和轉移的能力，但也因此而導致許多不利細胞生存的生理逆境發

生。易玲輝副研究員團隊發現熱休克反應在細胞轉型過程中會被活化，參

與控制中心體和紡錘體的組裝與解構，從而支持分裂異常的細胞克服生存

逆境而獲得持續增生或轉移的優勢；抑制熱休克反應則會導致細胞因分裂

異常而死亡，阻斷細胞惡性轉型。這些結果，將可協助釐清細胞轉型的過

程，並提供可能的癌症治療標的。

誘導全能性細胞（iPSC）研究，在再生醫學、疾病致病機轉與新藥開

發領域帶來諸多前瞻視野與希望。郭紘志副研究員團隊已建立二十多種人

類疾病的誘導性多能幹細胞，並在體外進行各類疾病相關的細胞分化，已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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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疾病相關的病理驗證。研究團隊於2011年建立了世界第一個龐貝氏

症（Pompe disease）的 iPSC系統，並成功證明了可用於模擬此症的病理徵

候及用於藥物篩選。此外，研究團隊的研究成果亦顯示相同之驗證可於杭

廷頓氏症、小腦痿縮症及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的研究。冀望透過疾病 iPSC

之研究，使我們能更加明瞭人類疾病的成因，進而有效應用全能性幹細胞

於再生醫學之中，成為未來化醫療的基石。

高承福副研究員團隊發現組織蛋白H2B單一泛素化可促進DNA損傷

耐受機制與同源重組機制的有效進行。組織蛋白H2B單一泛素化可能是透

過調節染色體結構的動態變化，使受損傷DNA能順利複製，並在複製完

成後，協助修補受損傷的DNA以避免複製失敗所引起的災難性後果。如

紫外線或致癌物對DNA造成損傷時，細胞複製分裂受阻而引起細胞死亡

或癌化。

哺乳類的大腦分成許多個區塊，每個區塊各司不同的功能，不同的區

塊有不同的神經細胞組成，也有不同的神經連結網路。在大腦中，在不同

區塊中的神經細胞能特化而執行該區塊的特定功能，對腦部的功能是十分

重要的。周申如助研究員團隊近期的研究顯示，轉錄因子COUP-TF1在

大腦的區塊化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COUP-TF1基因剔除小鼠以

及其基因轉殖小鼠中，發現大腦中的區塊化都受到了影響，再更進一步的

行為測試實驗中，更證實了大腦中區塊化的改變會影響到小鼠的行為。另

外，利用COUP-TF1基因剔除小鼠和基因轉殖小鼠來減少或增加COUP-

TF1在大腦神經細胞中的表現量，發現在胚胎發育過程中，COUP-TF1在

大腦神經細胞中的表現量會直接影響到大腦區域化的發展。研究團隊正在

研究COUP-TF1調控大腦區塊化的分子機制，由於COUP-TF1是一轉錄

因子，將進一步的分析這些COUP-TF1的下游基因在調節大腦區塊化的

功能。

為治療FGFR3活化突變引起各種不同嚴重程度的遺傳性骨骼發育不

良症狀以及相關癌症，李宜靜助研究員團隊建立了一高通量細胞影像篩選

系統，從植物萃取物中篩選出調節FGFR3活性的天然成分。同時建立人類

最常見由FGFR3活化突變所引發軟骨發育不全症狀侏儒症模型小鼠。口服

餵食侏儒症小鼠活性天然成分，顯著改善了侏儒症小鼠的生長和相關的臨

床特徵。希望日後可以發展成為治療 FGFR3過度活化所造成骨骼發育不

良和相關癌症的有效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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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神經科學

本所神經科學研究群組的成型，始於2013年時任所長的謝道時院士

的倡議，並經當時學術諮詢委員會的全力支持。順勢結合本所自2011年起

新聘任研究人員在神經科學各個領域的研發動能，促使本所在神經科學做

出突破性學術貢獻。同時也積極與附屬於院內神經科學研究計畫的研究人

員交流，以激發創新的研究主題，提昇本院及國內神經科學的研究創見在

國際上的能見度。近年來在鑽研神經系統於胚胎發育期各個腦區早期發育

的分子調控機轉、解析脊椎動物神經系統胚胎發育的基因調控網絡如何演

化，以及在神經退化性疾病（如阿茲海默症）致病機轉及新藥開發的研究

上均有突破性的進展，研究成果也屢屢登上國際性高能見度的學術期刊。

謝道時院士的遠見以及為本所神經科學研究群組奠下的軟、硬體架構，已

陸續開花結果。

未來神經科學研究群組也將繼續以小鼠、果蠅、斑馬魚、文昌魚，以

及人類疾病誘導性多能幹細胞等生物模式，在現有的基礎上持續研究神經

系統在各個感官神經迴路發育機轉的調控、神經發育異常之人類疾病（如

癲癇、自閉症及精神分裂症等）致病機轉，以及神經退化性疾病（如阿滋海

默症及帕金森氏症）相關的新穎病理反應及新藥研發，期望能為臺灣神經

科學研究奉獻更多心力，以及提升國際能見度。以下就近年來本所神經科

學研究群重要的研究成果及卓越的學術貢獻，分別簡要介紹：

神經網路組合發育及功能

李奇鴻特聘研究員團隊利用果蠅視覺系統作為模型，研究神經網路組

合發育及功能。研究團隊以系統性地操縱神經元功能，找到處理顏色所需

的特定神經原，並使用光學和電子顯微鏡研究來勘測神經網路結構。進一

步用電生理學和雙光子鐳射激發顯微術來解讀神經迴路編碼及其神經機制

基礎。在研究神經網路發育上，以高分辨性成像技術和遺傳操作來描述視

覺神經元的樹突形態，和探尋控制突觸連結特異性的分子機制。研究團隊

發現上游神經元分泌形態發生素和胰島素樣肽以控制下游神經元樹突發育

和突觸發生（圖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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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茲海默症病理機轉及新藥研發

廖永豐副研究員自任職本所以來，持續且專注於阿茲海默症致病機轉

中γ-secretase酵素活性的調控機制。近年更致力於研究不同的γ-secretase

受質蛋白與γ-secretase酵素間蛋白與蛋白交互作用的反應模式及其選擇

性。最近的重大發現為利用核糖核酸干擾法篩選並證明ErbB2具有調控

γ-secretase受質蛋白選擇性的新穎功能。研究團隊利用ErbB2的小分子

化學拮抗劑處理阿茲海默症細胞模式時，的確能選擇性地抑制γ-secretase

圖十九ʊ不同類型的視覺神經元形成獨特樹突模式來接收上游神經元信號及執行特定的功能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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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解APP蛋白的反應，而不影響其分解Notch此一生理受質的反應。以

ErbB2的化學拮抗劑處理阿茲海默症基因轉殖小鼠，的確可以選擇性地降

低動物腦部Ab的產量，並恢復阿茲海默症轉殖小鼠的心智與學習記憶功

能。這些成果也確立ErbB2受體蛋白在阿茲海默症致病機轉的重要性。未

來將可藉由開發新穎的ErbB2選擇性拮抗劑，應用於提昇神經細胞內自噬

作用清除Ab的效率，改善認知記憶功能，以發展新一代低副作用的抗阿

茲海默症藥物（圖二十）。

人類大腦早期神經特化的轉錄子調控網絡機轉

著因於倫理及人類早期腦組織取得困難之因素，對於人類早期腦部

發育的情況及調控機轉的了解仍非常粗淺。多年來，郭紘志副研究員團隊

利用人類全能性幹細胞及體外神經分化技術，利用從全能性幹細胞所取得

的神經幹細胞，研究大腦早期神經特化的基因調控網絡，研究發現轉錄因

子LHX2是一控制人類早期神經特化的轉錄因子，並證明其可透過調控其

他神經轉錄的基因及訊號傳遞路徑，達成促進細胞全能性至神經特化之狀

態。此外，研究團隊亦陸續找出與此調控路經相關的調控網絡，藉以建構

我們對人類腦部發育的早期線索。

脊椎動物周圍感覺神經系統演化起源的基因分子學

脊椎動物周圍感覺神經系統的演化起源，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游智凱副研究員團隊決定研究文昌魚表皮感覺神經細胞的分子發育機制。

本研究團隊發現在文昌魚的胚胎發育過程中，高量的BMP訊息會在文昌

魚胚胎的腹面外胚層表現，進而在此區域造成未來周圍感覺神經細胞的發

育。研究團隊也同時發現轉譯因子Ash與訊息分子Delta會在此區域中的

某些細胞表現，然後經由Delta-Notch訊息傳遞所產生的週邊抑制效應，
使得這些表現Delta訊息分子的外胚層細胞分化成單一的感覺神經細胞。
這種發育機制與脊椎動物由外胚層增厚所衍生出來的感覺神經細胞的發育

過程相當類似，顯示他們在演化上可能是同源的細胞（圖二十一）。

小分子核醣核酸在神經系統發育的功能性角色 
游宏祥助研究員團隊近年來鑽研神經細胞中小分子核醣核酸

（microRNAs，簡稱miRNAs）如何通過調節轉錄後的基因表達，廣泛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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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系統的發育、功能和退化。儘管以前的研究已經確立了miR-34在果

蠅成蟲大腦的慢性神經退化和蘑菇體γ神經元的軸突修剪的重要作用，問
題仍然在於miR-34作用的分子機制是什麼，以及另外的miRNA是否還涉

及不同類型的軸突退化。研究團隊將繼續研究miR-34在蘑菇體γ軸突修
剪及果蠅成蟲發病的慢性神經退化的分子調節機制，希望有助於未來深入

了解神經系統疾病之致病機轉和開發疾病的新穎治療策略。

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嵌入神經迴路之分子機制

許多神經疾病，包括癲癇、自閉症及精神分裂症的病變原因，都與腦

中特定區域中介神經元病變有關。然而因這些神經元的多樣性及差異性，

使得相關研究一直無法突破。周雅惠助研究員團隊以果蠅嗅覺區域中介神

經元作為探討中介神經元發育及其嵌入神經迴路機轉的動物模式。經由大

規模遺傳篩選，研究團隊已找到25株標定不同區域中介神經元的果蠅品

系，進而建立不同的區域中介神經元在發育過程中嵌入神經迴路的模式。

此外，研究團隊最近已完成果蠅全基因組之遺傳篩選，並找到147個基因

可能參與區域中介神經元不同的發育過程。目前正針對這些基因，進一步

深入探討區域中介神經元發育的分子機制（圖二十二）。

圖二十一ʊ文昌魚周圍感覺神經系統發育的基因分子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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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腦皮質體感覺區域發育的基因調控網絡

周申如助研究員團隊專注於研究小鼠的大腦皮質體感覺區域發育的基

因調控網絡。小鼠大腦皮質中的體感覺區域（primary somatosensory area）
接受自鬍鬚傳過來訊息。在小鼠出生後的兩週內，體感覺區域中的第四層

神經細胞會形成細胞不平均的分布。這是由於第四層神經細胞本體會圍繞

著在視丘來的軸突（thalamocortical axons），而形成圈型的排列。先前許

多研究顯示，體感覺區域中的第四層神經細胞的圈型排列是由視丘來的軸

突所引發，但至今仍不瞭解第四層神經細胞是如何對外來的神經活性有所

反應。研究團隊近期的研究顯示，轉錄因子Lhx2調節體感覺區域中的第

四層神經細胞的反應，在Lhx2被剔除的情況下，這些第四層神經細胞便

無法形成圈型排列。研究團隊更發現Lhx2在大腦神經細胞中，會調節一

些會受到神經活性所影響的基因的表現。此研究說明，Lhx2在大腦的神

經細胞中調控神經連結的形成。

圖二十二ʊ果蠅嗅覺區域中介神經元具備複雜的多樣性及變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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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幹細胞機制與應用

本研究群藉由本所長期以來在幹細胞及不同動物個體模型之豐沛資

源，結合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遺傳學及影像技術優勢，形成目前之

研究團隊。本組研究重點聚焦於以全功能性幹細胞，探討不同分子於細胞

全能分化性的調控機轉，以利於達成促進全能性幹細胞的產製、維持，體

細胞分化技術之改善，及未來再生醫學及新藥開發之應用。另外，本組亦

著重於利用不同個體模型探討體幹細胞，如果蠅生殖幹細胞與幹細胞微環

境之交互作用及其於幹細胞老化之影響，藉由小鼠大腦發育模型探討神經

幹細胞於腦部發育的基因調控路徑，及利用斑馬魚鰭部再生及活體細胞影

像技術鑽研複雜組織細胞再生之重要機轉。近年來，本組之研究成果於幹

細胞發育生物學及再生生物學領域均有顯著的研究突破，並屢屢發表於國

際頂尖期刊，引領國內幹細胞相關領域之研究發展。展望未來，冀望透過

更精進之研究，使我們的研究成果能為再生醫學、發育生物學、組織再生

工程、疾病致病機轉與新藥開發領域帶來更多前瞻視野與希望。

人類胚胎幹細胞和誘導全能幹細胞（iPSC）是能夠自我更新和分化成

三種胚層的全能幹細胞，iPSCs在再生醫學領域可能成為一功能強大的工

具。吳漢忠研究員團隊多年來致力於鑽研上皮細胞粘附分子（EpCAM）細

胞對幹細胞全能分化性的功能角色。研究團

隊發現，EpCAM高度表現在未分化的胚胎

幹細胞，而不會表現在已經分化的胚胎幹細

胞。此外，EpCAM能直接調控多能基因，促

進 iPSCs細胞重編程。研究團隊進一步發現

EpCAM結合單一轉錄因子OCT4，或KLF4，
並與EpEX共同刺激，可以成功地重編程小鼠

纖維母細胞成為 iPSC細胞。這些新的發現也

可能在未來幹細胞研究、組織工程和臨床的應

用發展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郭紘志副研究員團隊專注於探索與驗證非

線性RNA（Non-colinear RNA, PtNcl）如何參

與調控幹細胞之全能分化性（pluripotency）與

轉錄因子調節的細胞重編程。研究成果，首度

證實分子間剪接RNA（trans-splicing RNA）如圖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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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參與調控幹細胞之全能。同時該研究成果被Nature Review Genetics期
刊列為突破性研究文章，並特別撰文介紹。另外，研究員團隊2017年發表

在Nature Communication的研究成果，亦闡明功能性環形RNA藉由人類

胚胎幹細胞特化的環形RNA生成途徑，進而調控其細胞全能分化性及細

胞重編程過程。這些研究成果，對於幹細胞全能分化性維持機制，開啟了

另一角度的視野（圖二十三）。

幹細胞能透過自我更新和不對稱分裂來維持組織的恆定性，幹細胞和

個體健康息息相關。幹細胞活性不好時，就會造成組織退化或老化，而幹

細胞活性過好，細胞就會不斷增生，導致腫瘤產生幹細胞位於一個顯微環

境（或稱為niche，是由一群特異化的細胞所構成）。而在成體，幹細胞除

了受到嚴謹的監控，對於外界環境的變化更需要做出回應以因應個體的需

要。例如，個體的老化。同樣地，幹細胞如何受到老化的調控及其分子機

制也不清楚。許惠真副研究員團隊鑑定老化生殖幹細胞的表徵及建立了年

輕和老化的生殖幹細胞基因表現的資料庫。對於幹細胞的老化淘汰，許副

研究員也提出「在老化過程中幹細胞並不會一次性的全部消失，而是逐漸

流失，推測幹細胞之間能夠彼此競爭以留在組織內」的新觀點。在2014年

發表於PLoS Genetics的論文中，就發現母果蠅生殖幹細胞內Notch訊息

的強弱能決定其停留在卵巢的競爭力。這個研究結果不僅有助於了解幹細

胞的老化機制，提升幹細胞的競爭力的理論和分子機制，也希望對幹細胞

的移植治療有新的助益。

調控大腦體積或其神經細胞數量的機制仍不清楚，遺傳疾病中的小

腦症便是神經細胞數量之調控出了問題，小腦症的病人常亦有學習上的

障礙，說明了產生正確神經細胞的數量對大腦的功能是十分重要的。利用

小鼠大腦發育模型，周申如助研究員團隊專注於研究調控大腦形成的基因

調控路徑。團隊之前的實驗結果顯示，Lhx2基因剔除小鼠的大腦在胚胎

發育過程中即比其同胎中的野生型小鼠的大腦來得小，且當Lhx2基因在

大腦神經原細胞（cortical progenitors）中剔除時，大腦的神經原細胞會過

早分化，而因為神經原細胞過早分化成神經細胞，而導致神經原細胞數量

的減少，進而導致大腦變小。研究團隊正進一步以RNAseq的方法來比較

Lhx2基因剔除小鼠與野生鼠的發育中大腦基因表現的不同，進而找出調

控大腦體積的基因調控路徑，此將有助於深入瞭解小腦症等神經發育疾病

之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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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哺乳類動物不同，某些脊椎動物像是蠑

螈和斑馬魚有很強的再生能力，了解再生過程

在這些生物上是如何發生？相關的發現可以影
響再生醫學的發展。利用斑馬魚尾鰭再生作為

研究模式，陳振輝助研究員團隊想了解：不同

組織裡已分化的各式細胞、未分化的幹細胞是

如何集體合作，再生出一個具有正確大小、形

狀和功能的複雜組織或器官。利用新型的基因

轉殖魚、多顏色細胞標記技術和活體細胞影像

擷取，其實驗室開發出新的影像平台，可以即

時量化分析斑馬魚體表所有表皮細胞的集體

動態行為。團隊研究發現表皮細胞會改變大小和形狀，進行複製、移動、

加速分化來完成再生反應，此一過程受到表皮細胞產生的過氧化氫訊號調

控。目前的研究正朝向建立不同的基因轉殖魚，標記斑馬魚尾鰭構造裡所

有的基底幹細胞、骨細胞、組織間質細胞、神經細胞和血管細胞，以達到

同時追蹤、分析複雜組織再生過程中所有參與的細胞。預期這項研究計畫

的成果可以解構再生過程中細胞運動的機制，提供新策略修復、再生人體

組織和器官（圖二十四）。

 

    本所目前有22位研究人員，2008-2017年間共發表了701篇論文，平均

每位研究人員發表31篇論文，H-index為45，被引用次數的總和為11,696

次。這些論文影響力的項目皆高於國立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與國立清華大

學生命科學系。而本所每位研究人員平均發表論文數亦高於日本東京大學

生科系、University of Virginia生物學系與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

分子細胞生物學系。同時本所的總論文篇數也高於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分子細胞生物學系，並接近University of Virginia生物學系。未來

將加強H-index與被引用次數等項目的提升。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圖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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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本所與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論文發表影響力（近十年）之比較

現有PI數 論文總篇數
論文總篇

數 /PI數

2008-2017（10年）

每項目平均

引用次數

被引用次

數總和
H-index

本所 22 701 31.86 16.68 11,696 45

臺大生科系 54 601 11.13 18.27 10,979 38

清大生科系 34 459 13.5 17.25 7,916 36

東京大學

生物科學系
69 1,322 19.16 16.93 22,380 67

Univ. of Virginia
生物學系

45 848 18.84 20.99 17,797 60

UC Davis
分子細胞生物學系

36 648 18 29.1 18,855 67

（資料來源：Web of Science）

表二 本所與國內外學術研究單位發表影響力之比較

深色代表H-index，淺色代表每項目平均引用次數。



342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1.臨海研究站

    臨海研究站源自本院李遠哲院長、本所吳金洌前所長及宜蘭縣游錫堃前

縣長的鼎力協助，由金車公司捐贈1.1公頃基地，2003年9月17日啟用。
成立宗旨在配合當前海洋生物科技發展，以理論分子生物學為基礎，輔

助應用科學之發展。主要任務有：（1）提供試驗設施及儀器設備，協助支

援院內外研究人員推動執行生物科技相關研究計畫。（2）利用臨海環境之

地理優勢及資源，推動海洋生物、海洋生物技術，海洋資源之研發（圖

二十五、二十六）。

研究站除扮演支援角色外，亦積極推

動內部之基礎研究，達到技術創新及研究與

應用並重的期望。目前研究站總共有三位長

駐研究人員，分別是陳志毅研究員、太田欽

也副研究員、曾庸哲助研究員，其研發計畫

以水生生物科技之基礎及應用研究並重。由

於氣候變遷，環境汙染，人類大量使用抗生

素，造成抗藥性細菌產生，使得水產養殖產

業或海洋生物之生存面臨挑戰。另外，魚類

演化上所扮演的角色，骨骼肌肉對稱性之研究，也是研發的另一項重點。

整體而言，臨海研究站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包括：

1. 抗微生物胜肽與免疫相關基因在石斑魚幼苗感染溶藻弧菌（Vibrio 

alginolyticus）後之免疫調控機制能力之研究（陳志毅研究員）。
2. 抗菌肽在敗血症上之研發（陳志毅研究員）。
3. 抗菌肽在抗腫瘤藥物上之研發（陳志毅研究員）。
4. 金魚先祖的雙尾突變表現度（太田欽也副研究員）。

5. 以基因體學方法了解雙尾金魚型態多樣性（太田欽也副研究員）。（圖

二十七）

6. 海洋動物面臨海洋酸化及暖化的衝擊（曾庸哲助研究員）。
7. 動物演化生理之體液恆定系統生理學研究（曾庸哲助研究員）。（圖

二十八）

柒 其他特色

圖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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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水生動物因應環境變異的表觀遺傳適應機制（曾庸哲助研究員）。
在全球人口糧食供應失衡危機、漁業疫病威脅、極端氣候加劇的不利

因素下，水產養殖產業時常面臨病原菌侵襲，面對這些細菌性病原，通常

在飼料中添加抗生素以作預防，感染則施用抗生素及消毒劑進行治療。然

而抗生素的濫用，可能促成抗藥菌形成，以及藥物殘留的問題發生，有用

之抗生素會逐漸禁用與淘汰，因此需要積極尋找與測試新的有用之基能性

添加物。臨海研究站過去的研究成果顯示：吳郭魚及石斑魚部分皆有選殖

出新型抗菌胜肽，包含吳郭魚的hepcidin （TH2-3）、piscidin （TP3、TP4）
及龍膽石斑的epinecidin-1等，並已深入探討抗菌胜肽在免疫調控中扮演

的角色。同時，魚類抗菌胜肽治療老鼠敗血症與腫瘤，都具有取代當今藥

物之潛力。臺灣四面環海，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資源，以上成果顯示臨海

研究站在海洋藥物的研究上，已累積具有特殊意義的研究成果。

臨海研究站具備養殖環境優異與緊鄰生物多樣性熱點之優勢，本站

針對臺灣週邊的經濟性海洋物種──吳郭魚、馬糞海膽、萊氏擬烏賊（軟

圖二十六　（A）進水處理系統與電力供應中心，每天可供應經過濾殺菌後之養殖用750噸海水，300噸淡水。
（B）進水系統使用之大型沙濾器 (可自動逆洗 )。（C）供應養殖用水的大動脈。（D）40噸的基因轉殖池。

（A）

（C）

（B）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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絲）、紫孔雀殼菜蛤（淡菜），深入評估氣候變遷對生物的跨世代衝擊，並

以篩選出非基改性耐逆境品系為目標。作法包括整合各階層的功能性基因

體與代謝體技術，以及代謝體（metabolomics）研究，搭配即時呼吸代謝

檢測與行為分析，得以綜觀海洋生物體內蛋白質在外部環境擾動下的表達

量差異及相關修飾現象，與其所產生的代謝產物種類、數量及變化規律，

精準地從生化反應途徑、代謝網絡及其交互作用中，了

解海洋生物的生理調適機制，並且解析相關的表觀遺傳

性狀，找尋其中關鍵的單核苷酸多型性因子，以精準地

評估臺灣海洋經濟物種正常生理與環境緊迫壓力之間，

是否有基因體或轉錄體層面的調控性生理適應與遺傳可

塑性。而運用基因體學策略獲得之資訊，除了可以提供

研究者重要的基礎資料，更可以實際應用在農漁牧養殖

業等跟我們息息相關的應用農業上。

臨海研究站座落在宜蘭東北部，附近海域面臨太平

洋黑潮的動線上，具有世界上少見的豐沛生物相，與奇

特的生態環境。從 2003年 9月17日啟用至今，研究站

的長駐研究人員已發表研究成果在國際知名雜誌如Na-

ture、Nature Communications、Biomaterials、Frontiers 
in Physiology等科學雜誌，共計100多篇文章，每一篇

都是研究站的長駐研究人員擔任文章的通訊作者或第

一作者。在國際海洋生物學、海洋生物技術學、抗菌胜

肽、發育生物學、演化、生理學等學門，臨海研究站研

圖二十七　各種金魚品種

圖二十八　上：虎斑烏賊初期胚胎，

中：萊式擬烏賊仔稚幼體，下：虎斑

烏賊成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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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員都一直扮演重要的推手與角色。

2.中研院斑馬魚資源中心

斑馬魚被廣泛應用在研究脊椎動物發育、做為人類疾病模式並進行藥

物篩選。在臺灣，有來自89個大學或研究中心的131位學者使用斑馬魚進

行基礎發育及轉譯醫學相關研究。基於斑馬魚可用來進行各項研究的優點

及建立全國性的斑馬魚資源中心來整合各種資源的必要性，科技部從2010

年起提供經費建立了二個臺灣斑馬魚資源中心：位在中央研究院細胞與個

體生物學所的中研院斑馬魚資源中心，以及位在國家衛生研究院的國衛院

斑馬魚資源中心。

為促進臺灣斑馬魚的研究，我們分別與國外兩個中心簽定有限度的交

換斑馬魚材料的合約，讓進口斑馬魚不再是沉重負擔：2010年與位在奧勒

岡大學的美國斑馬魚資源中心簽約；2013年與位在德國的卡爾斯魯厄理

工學院的歐洲斑馬魚資源中心簽約。臺灣斑馬魚資源中心的服務宗旨是：

（1）做為臺灣斑馬魚研究的基地；（2）做為對應國際斑馬魚研究社群的組

織；（3）為不同品系斑馬魚的儲存中心；（4）分配健康的斑馬魚給國內外

學者；（5）舉辦基礎及進階斑馬魚訓練課程；（6）舉辦每年臺灣斑馬魚研

討會、斑馬魚學者會議、亞太或國際斑馬魚會議；（7）提供精子冷凍保存

服務；（8）建立斑馬魚資源中心網頁，整合斑馬魚相關資源與資訊給斑馬

魚研究社群。斑馬魚資源中心的高密度養殖系統具有1,140個3升的養殖

缸，分別用來隔離、飼養成魚及仔稚魚。目前擁有6種野生種、113種基

因轉殖魚，及22種突變斑馬魚品系。2010-2017年間斑馬魚資源中心共提

供國內學者12,035條不同品系成魚、30,000個胚胎、85,500毫升的草履蟲

及99個質體，幫國內學者節省了二千二百萬新臺幣的研究經費。平均每年

有來自22個研究單位及32間系所的國內學者來索取，平均約27個不同品

系的斑馬魚。斑馬魚資源中心亦將中心內的139種魚種及學者委託的56種

魚種，進行了精子冷凍保存。

為推廣斑馬魚研究，自2011-2017年間，斑馬魚資源中心共舉辦8場

斑馬魚基礎訓練課程，共教導96位包括學生、助理或老師的學員，及舉辦

了8次臺灣斑馬魚研討會或斑馬魚學者會議。此外，每年在中研院院慶當

日，斑馬魚資源中心會展出具有不同螢光表現在不同器官的斑馬魚胚胎、

早期胚胎發育、顯微注射製備螢光基因轉殖魚的影片及儀器，每年吸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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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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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3,000-5,000人至本所參觀。
自臺灣斑馬魚資源中心成立以來，使用斑馬魚學者發表的科學文章篇

數由每年50篇增加到近5年每年約93篇。2016年並在Zebrafish期刊發表
專文介紹臺灣斑馬魚資源中心，2017年於匈牙利布達佩斯舉辦的第10屆

歐洲斑馬魚會議中，以口頭報告介紹臺灣斑馬魚資源中心。中研院斑馬魚

資源中心除了上述八個服務宗旨外，亦積極地發展CRISPR-Cas9基因組編

輯進行基因剔除魚的製備，並已成功產製5個委託的基因剔除魚，並將進

行CRISPR-Cas9基因敲入魚的研發，期望替斑馬魚研究社群提供全方面的

服務，來促進斑馬魚相關研究發展（圖二十九）。

3.動物房

動物房於2006年5月15日整建完成後正式啟用。位在本所6樓西側，
佔地約100坪（331平方公尺）。實驗動物之飼養條件符合國際先進標準，
除了維持恆溫恆溼之外，為防止病原入侵，其內空氣經潔淨的處理，並輔

以自動定時空間消毒除臭系統。以提供使用者安心、安全且高品質的動物

圖三十ʊ動物房空調雙主機系統

圖三十一ʊ動物房清潔消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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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環境（圖三十）。

設施內規劃為：（1）行政區；（2）檢疫區；（3）清洗準備區；（4）低屏

障動物實驗區（含兩間實驗小鼠飼養房與一間實驗室）；（5）無特定病原動

物實驗區（SPF區，內含六間實驗小鼠房與一間多功能實驗室），最大飼養

量可達接近2,000個小鼠籠位。實驗室內亦隨著使用者之需求，提供並更

新各類動物實驗專用設備，如小鼠氣體麻醉系統與行為測試模組等，進而

提升實驗效率與使用者之便利性（圖三十一∼三十四）。

設施之工作與任務為：（1）維持高品質的動物實驗設施及設備管理；

（2）實驗小鼠代養管理及健康監測；（3）提供動物實驗的技術指導及實驗

中死亡動物之屍體剖檢與死因診斷；（4）實驗動物與動物實驗之相關資訊

提供及諮詢服務；（5）動物實驗設施各區室之規畫管理；（6）動物保護與

人道要求之觀念宣導，在落實法令規範下，提供完整動物實驗與照顧。

因應需求，2017年初於本所6樓東側完成ABSL2感染性動物房之設

圖三十二ʊ動物房中央監控系統 圖三十三ʊ動物代養房

圖三十四ʊABSL2感染性動物房



349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置，隨即獲得院內生物安全委員會之認證與運作許可。除了設置標準的實

驗動物飼養條件外，亦增設雙重負壓的防護措施與意外警報系統，以確保

操作者在安全可靠的實驗環境內進行感染性病原類與實驗動物相關之操

作、觀察與分析，更加擴增實驗的廣度與應用性。

4.公共儀器室

公共儀器實驗室成立於 2003年 9月，依儀器性質分為影像組及生化

組。成立目的在於整合所內公用空間，及提升儀器設備的使用效能與維護

保養，並提供技術服務、研究方法諮詢，以及貴重儀器購置之長期規劃。

同時，為協助所內不同領域的研究，符合樣品多樣性的分析需求，除儀器

的操作與維護外，更肩負研究方法之開發及建立樣品測試系統的任務。貴

重儀器設備皆有專人提供技術服務並以門禁系統進行管理，部分開放式儀

器則全天候開放使用。主要核心設施及服務項目如下：

（一）影像組

本所過去幾年致力於整合各項影像技術，目前提供各式光學顯微鏡及

電子顯微鏡服務。光學顯微鏡包括螢光顯微鏡、共軛焦顯微鏡，以及超解

析光學顯微鏡；電子顯微鏡則有環境掃描式及場發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各

一部。所內影像設施已涵蓋大部分生命科學所需工具之範疇，如多光子共

軛焦顯微鏡提供厚組織或胚胎的觀察平台；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則讓各種巨

分子如蛋白質/DNA及細胞胞器的結構無所遁形；基態耗乏單分子超解析

顯微鏡，更填補了傳統光學顯微鏡與電子顯微鏡間解析度的間隔，使得細

胞與分子影像的觀察平台更加完備。除了硬體設施外，近年來也陸續擴充

各式影像分析軟體工具，以提供研究人員完整影像設施服務。

（1）共軛焦顯微鏡
目前擁有三部共軛焦顯微鏡供研究使用：二部搭配倒立顯微鏡，一部裝置

於正立顯微鏡上。其中一部倒立共軛焦顯微鏡，配有Airyscan，可提供約

120 nm橫向解析度。另外，正立共軛焦顯微鏡則搭配超快雷射系統，可提

供雙光子激發以及螢光生命期影像相關應用。

（2）超解析光學顯微鏡
為配合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近年購置一台基態耗乏超解析顯微鏡，

橫向解析度可達20nm左右。此超解析顯微鏡架構於全反射式螢光顯微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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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配有405nm、488nm、532nm及642nm波長雷射（圖三十五）。
（3）電子顯微鏡設施
本所負責管理及維護全院性一般電顯核心設施，提供院內外電子顯微鏡設

備使用及技術支援服務，設備包括環境掃描式及場發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各一部，以及樣品處理所需儀器設備等。技術服務包括電顯樣品製備（如

超薄切片、負染色、金屬投影、免疫定位、高壓冷凍及冷凍置換等）、儀

器操作、影像擷取及諮詢等。場發射穿透式電子顯微鏡加速電壓為 200 

kV，配備高角度暗場偵測器及X光能量分散儀，並提供電子斷層三維重構

技術服務，可應用於細胞立體超微構造之研究及樣品元素分析應用。環境

掃描式電子顯微鏡之放大倍率6-100萬倍，具有三種不同真空模，可觀察

未經鍍金或乾燥處。

（二）生化組

生化組負責維護管理所內生化分析相關儀器，主要可分為三個部分：

胜肽合成實驗室、流式細胞儀實驗室，及生化分析儀器實驗室。

（1）胜肽合成實驗室
備有聚焦式微波胜肽合成儀、高效液相層析儀以及質譜儀等分析服務，可

提供客制化胜肽合成，如甲基化、酰胺化、乙醯化或是螢光標定修飾等。
其中聚焦式微波胜肽合成儀具有均勻及高密度的微波場和穩定的功率，可

滿足微波輔助胜肽合成反應中，對系統溫度和壓力精確調控之需求。而聚

焦式環形爐腔設計，可使微波能量均勻地聚集到胜肽上，在最佳的溫度下

利用微波能量，縮短反應時間，促使反應更快，產率更高，微波能量也帶

動極性溶劑與逐漸加長的胜肽之間，降低鏈聚結反應或消旋反應。

圖三十五ʊ細生所影像設施提供各式生物樣品觀察拍攝，如超解析影像技術用於觀察（A）
粒線體及（B）細胞微管形態細微變化（C）電顯影像技術用以解構環狀DNA與RNA分子
（D）螢光生命期影像則用以研究細胞內分子交互作用。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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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流式細胞儀實驗室
本所採用聲波聚焦流式細胞儀，利用聲波產生之共振原理，可快速將流道

中細胞樣品排列整齊，且不受流速影響，因此可提高流速取樣，適合用在

分析比例極低的微量細胞等實驗。

（3）生化分析儀器實驗室
提供並維護所內常用生化分析儀器，如PCR、光譜儀、分光光度計、微量

盤分析儀、近紅外光螢光影像掃瞄分析系統、離心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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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設立籌備處，1977年正式成所
http://www.ibc.sinica.edu.tw

生物化學研究所

壹 本所學術發展

一、研究發展

生物化學研究所成立於1977年，所址初設於國立臺灣大學，與臺大

生化科學研究所共享師資、學生與研究資源，相得益彰，使兩所很快在國

內建立良好基礎。早期研究即以蛋白質生化為主，在蛇毒蛋白的功能研究

聞名全球，成就了蛇毒傳奇，並同時發展生物有機化學，進而擴展至基因

與細胞分子生物學等領域。1995年正式成立新館於中研院，在當時所長劉

德勇先生主導之下，引進醣質生化學。2000年前所長王惠鈞院士就任後，
推動時代潮流的蛋白質體與功能性基因體研究，並發展結構生物學，在本

所爭取建立三個國家核心設施，包括高效能蛋白製備、X–ray結構解析及

蛋白質體分析。近年致力整合各方研究，針對新藥研發注入更多心力。

本所特色一直是著重於跨生物與化學領域之研究，重點包括蛋白質、

生物有機化學、生物醣體，以及利用各式生物物理方法，有系統地針對蛋

白質的特性、摺疊和後修飾作用、酵素催化機制與動力學、分子交互作用

等主題，致力研究結構與功能的關聯性，從而開發新藥物。另外，所內分

子細胞生物學與基因調控諸領域，在生殖系統、斑馬魚發育生理功能、遺

傳疾病分子機轉、訊息傳遞與磷酸化調控等主題上，皆能整合蛋白質體與

基因體學技術，作前瞻性的研究，如膜蛋白或蛋白質複合體的功能與調節

機制。爾後，配合本院基因體中心的成立，生化所更聚焦著力於結構蛋白

質體學的技術開發與應用，結合高效能質譜分析、蛋白質生產、X–光晶體

及其他所內設施與專長，以化學結構的角度有效解決功能性基因體的問題。



353生物化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二、歷任所長及任職期間

蘇仲卿 1970年02月01日~1972年02月28日 籌備處主任

羅銅壁 1972年03月01日~1977年06月30日 籌備處主任

羅銅壁 1977年07月01日~1980年06月30日 所長

王光燦 1980年07月01日~1986年06月30日 所長

張文章 1986年07月01日~1990年08月09日 代理所長

張文章 1990年08月10日~1993年07月31日 所長

蘇仲卿 1993年08月01日~1995年08月31日 代理所長

劉德勇 1995年09月01日~1999年05月31日 所長

陳義雄 1999年06月01日~2000年06月30日 代理所長

王惠鈞 2000年07月01日~2006年10月18日 所長

蔡明道 2006年10月19日~2008年08月14日 代理所長

蔡明道 2008年08月15日~2014年8月14日   所長

陳慶士 2014年08月15日~2017年8月14日 所長

邱繼輝 2017年08月15日~迄今 代理所長

圖一 2017年7月6日舉辦40周年所慶研討會全體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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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十年來員額及預算之變化

一、員額之變化

二、預算之變化

圖二 2008–2017年生化所人力統計圖

圖三 2008–2017年生化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34 34 35 37 37 38 38 37 38 38

■ 合聘研究人員 7 7 7 8 8 7 7 8 8 7

■ 行政技術人員 9 9 9 9 9 8 9 9 9 9
■ 博士後研究 36 47 47 52 53 57 55 70 76 77
■ 研究助理 99 101 114 92 107 94 125 117 123 128
■ 博士生 75 104 89 100 96 95 89 78 84 73
■ 碩士生 67 66 75 69 50 42 44 50 57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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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文

    生化所研究人員完成之論文，陸續在Science、Nature Molecular 和 Cel-

lular Biology等國內外著名科學期刊雜誌上發表，2008年以來所發表論文

數如下： 

參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一 2008–2017年論文發表統計表

Year 篇數 SCI 非SCI Impact Factor
Impact 

Factor≧5
排名前20% 排名前50%

2008 93 91 2 4.739 22 46篇 /51% 82篇 /90%

2009 89 86 3 4.349 20 35篇 /41% 82篇 /95%

2010 93 87 6 4.554 20 36篇 /41% 79篇 /91%

2011 120 117 3 5.135 31 52篇 /44% 109篇 /93%

2012 98 94 4 4.123 18 43篇 /46% 86篇 /91%

2013 102 93 9 5.357 28 55篇 /59% 91篇 /98%

2014 128 114 14 5.203 45 62篇 /54% 109篇 /96%

2015 118 111 7 5.272 40 58篇 /52% 103篇 /93%

2016 102 98 4 5.680 52 66篇 /67% 93篇 /95%

2017 77 70 7 5.199 39 49篇 /70% 67篇 /96%

二、專利

    重要研究成果含各結構的鑑定、其分子機制與功能的探討，及相關研究

技術的開發。成果除發表於學術期刊外，也取得專利並移轉產業界。近年

來取得專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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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名稱 發明人 國家 專利證號 獲證日

含有單子葉植物萃取物之組合物及其

製備方法

陳水田、謝榮峰 中華民國 I327918 2010–08–01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Involving 
Mutated Severe Respiratory 
Syndrome–Associated Coronavirus 
3C–Like Protease

梁博煌 美國 US–8,053,222 2011–11–08

SUMO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for Producing Native 
Proteins

王廷方 美國 US8,034,910 2011–10–11

可降解及減低與阿茲海默症，普昂疾

病及其他澱粉樣變性有關澱粉狀蛋白

纖維之納豆激酶

陳佩燁、李昆達 美國

中華民國

US8,137,666
I381846

2012–02–29
2013–01–11

1,5–Dideoxy–1,5–imino–D–glucitol 
Compounds

林俊宏、何靜玟 美國 US8,466,291 
B2

2013–06–18

Compositions and Assays for 
Treatment and Diagnosis of 
Helicobacter Pylori Infection and 
Conditions

林俊宏、劉大偉 美國 US8,785,402 
B2

2014–07–22

KIT FOR PRODUCING 
RECOMBINANT TAG–CLEAVABLE 
FUSION PROTEINS VIA AT LEAST 
TWO DIFFERENT EXPRESSION 
VECTORS ALLOW PROTEIN 
PRODUCTION IN TWO DIFFERENT 
SPECIES HOST CELLS

梁博煌、石燕萍 美國 US9,206,431 2015–12–08

Aqueous Extracts from 
Monocotyledon Plants and Their 
Use in Cardioprotection

陳水田、吳世雄、

謝榮峰

美國 US9,012,512 2015–04–21

Compositions and methods for 
detecting amyloid–beta–degrading 
enzyme activity

陳佩燁、王勝仕、

胡朝榮

美國 US9,074,238 2015–07–07

用以表現和 /或製備細菌視紫紅質融
合膜蛋白的載體、系統與方法

王惠鈞、許敏峯、

楊啟伸、傅煦媛

美國

中華民國

US9,067,985
I491731

2015–06–30
2015–07–11

HEPARIN/HEPARAN SULFATE–
DEPENDENT INHIBITORS OF 
ACTIVATED PROTEIN C AND USES 
THEREOF IN TREATING HEMOPHILIC 
DISORDERS

蔡蔭和、鄭安惇 美國 US9,206,246 2015–12–08

用以偵測子宮內膜異位之專一性

A1AT單株抗體
楊維中、王惠鈞、

陳水聰、呂肯奮、

彭明棋

美國

中華民國

US9,229,012
I 531580

2016–01–05
2016–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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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肝臟疾病之醫藥組成物 陳水田、羅庭芳、

蔡維中

中華民國 I533873 2016–05–21

用以表現N端具有焦麩氨酸之蛋白的
載體組

王惠鈞、石燕萍、

黃開發

中華民國 I532837 2016–05–11

反式–烏頭酸化合物於抑制第七型磷
酸二酯的用途及於製備藥品與保健食

品的用途

陳水田、李亦書、

陳又群

美國

中華民國

中國

US9,610,268 
B2
I532837
2586800

2017–04–04
2016–01–01
2017–08–15

燕麥麴黴素之用途及製備方法 吳世雄、張靖敏 中華民國 I584806 2017–06–01

用以偵測蛋白S – 亞硝醯化及氧化之
組合物及方法

孟子青、張震東、

徐銘佛

中華民國 I585107 2017–06–01

熱穩定角蛋白酶及其用途 何孟樵、吳世雄、

吳婉玲

美國

中華民國

US9,434,934 
B2
I564390

2016–09–06
2017–01–01

三、已授權之技術

創作人代表 授 權 案 簽約日 合約終止

陳水田 挫瘡篩選及純化具挫瘡桿菌唾液酸酶之抑制劑 2008.10.03 2011.10.03 

梁博煌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Involving Mutated 
Severe Respiratory Syndrome–Associated 
Coronavirus 3C–Like Protease

2009.05 2029.04.23 

抗體中心研發團隊

（契約中的計畫主

持人：李玉梅）

製造多株抗體及融合瘤細胞株 2009.08 2012.08 

陳佩燁
納豆激酶分解澱粉樣纖維之研究（國科會補助產學

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轉授權）
2009.12 2012.12 

王廷方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including TEV 
Protease

2010.07 2012.01.01 

王廷方
SUMO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for Producing 
Native Proteins

2010.07 2012.01.01 

陳佩燁

研究納豆激酶應用在阿茲海默症預防及治療上的可

能性（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先期技術移
轉授權）

2010.12 2013.12 

陳水田 麥芽糖脫水結晶技術 2012.04 2017.04.19

陳水田 微波對加速化學或酵素水解醣甘鍵作用之研究 2012.11.01 2019.11.01

陳水田 肺癌生物標記／Lung Cancer Biomarker 2014.11.20 2034.11.06

吳世雄 利用過氧化氫酶去除廢液中過氧化氫 2016.11.01 2021.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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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牛痘病毒膜蛋白質A27晶體結構有助改進疫苗研發

本所王惠鈞特聘研究員成功解析出牛痘病毒上膜蛋白質A27的六聚體

之晶體結構，繼而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張雯研究員證實此晶體結構的正確

性，並且呈現此A27蛋白質係以三聚體為基本單位，達到其調控病毒感染

路徑的關鍵機制。由於痘類病毒的膜蛋白質結晶體很難解構，預計此篇論

文對於瞭解牛痘病毒散布與控制，以及未來改進疫苗研發，助益甚多。研

究成果於2013年8月23日刊登於國際專業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病原

體》（PLoS Pathogens）。

二、解開「細胞自噬作用」對抗「氧化壓力」的分子機制

本所陳光超副研究員以果蠅腸道系統及人類細胞為研究對象，證實在

氧化壓力下，「細胞自噬作用」（autophagy） 不只能夠分解回收受損的胞器

或蛋白質，更能夠藉由調控幹細胞增生及細胞死亡來維持組織的完整與正

常功能。這些發現對於瞭解細胞自噬作用的功能有重要的學術指標意義，

研究成果已於2013年12月9日刊登在國際重要學術期刊《發育細胞》（De-

velopmental Cell）。這項研究結果同時被12月17日出版的《科學訊息傳遞》

（Science Signaling ）選為重點報導。

三、鎖定XIAP/Caspase–7蛋白複體消滅抗藥性癌細胞

由本所梁博煌研究員，以及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與國內 2家醫院所

組成的研究團隊，針對已具有抗藥性或不良預後的癌細胞為研究對象，

成功研發出一種名為 I–Lys的小分子化合物，可以活化癌症細胞內的

Caspase–7酵素，達到消滅癌細胞的效果。這篇論文於2013年8月27日刊

登於專業國際領導刊物《臨床研究期刊》（�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

tion），該期刊並特撰專文介紹其重要性。

四、解開病毒聚合酶突破DNA黃金配對準則之謎

去氧核醣核酸 （DNA） 是基因遺傳的基本物質，正確地複製DNA是

生物體延續遺傳物質的根本。DNA由四個基本的鹼基 A、T、G、C 所組

肆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359生物化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成。而這些鹼基的配對則遵守大家所熟悉的Watson–Crick配對準則，也

就是A搭T而G配C。複製DNA的工作由DNA聚合酶來負責，受損的

DNA也由聚合酶來修復。然而，近十年來學界發現許多聚合酶並不完全

遵守Watson–Crick的配對準則，而這些聚合酶如何突破Watson–Crick的

配對準則，一直是個相當大的謎題。

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蔡明道特聘研究員所領導的研究團隊成功地解

開這個謎題。此團隊發現非洲豬瘟病毒DNA聚合酶X （Pol X）用來克服

Watson–Crick配對準則的反應機制。研究成果已於2014年3月11日發表

於國際頂尖期刊《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五、大腸及直腸癌抗癌標靶藥物設計新契機

近期許多研究都指出，多個不同的磷酸水解酶與蛋白激酶在很多致癌

機轉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當中，p38γ與PTPN3過量的表現在大腸以

及直腸癌症組織裡，被認為是新穎與相當具有藥物發展潛力的癌症標靶。

本所王惠鈞特聘研究員與孟子青研究員共同執導的研究團隊，首先運

用X光結晶繞射方法（X–ray crystallography），找到了PTPN3以及p38γ
之間交互作用的關鍵氨基酸。接著利用小角度X光散射線法（small–angle 

X–ray scattering），以及化學交聯結合質譜鑑定技術（chemical cross–

linking coupled with mass spectrometry），確定了PTPN3以及p38γ 交互

作用會抵制p38γ的活性。此外，研究結果更進一步發現PTPN3在沒有

p38γ的環境下，會形成一種自我抵制活化區的特殊結構。此一發現將有
助於開發專一性極高的PTPN3標靶藥物。由於PTPN3–p38γ複合體在
Ras癌症基因突變以及致癌機轉裡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這項研究將對大腸

癌標靶藥物提供新穎的思考與設計。研究成果已於2014年10月15日刊登

在國際專業期刊《科學訊息傳遞》（Science Signaling），並被選為封面。

六、發現終止細胞自噬的關鍵因子，可防止細胞死亡及肌肉萎縮

本所陳瑞華特聘研究員研究團隊成功鎖定一個名為KLHL20的蛋白，
對於終止細胞自噬（autophagy）的過程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並已

於實驗鼠模式證實這項發現。此項成果不但解開了該領域長久以來的一個

謎團，未來也將對於與細胞自噬失調密切相關的多種疾病（如癌症，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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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性疾病，肌肉萎縮病變）病因之釐清有所助益。國際專業期刊《分子

細胞》（Molecular Cell）於2015年12月10日刊登這項重要的研究成果。

七、胜肽鼻噴劑可望用來延緩阿茲海默症發病

本所陳佩燁研究員以及前生物醫學研究所杜邦憲助研究員發表延緩阿

茲海默症的研究成果，以新設計出的R8–Ab（25–35）–PEI胜肽，透過鼻

腔進行治療，可望應用於阿茲海默症的預防或減緩發病。該文已於2017

年3月29日發表在國際專業期刊《歐洲分子生物組織之醫學生物》（EMBO 
Molecular Medicine）。

八、發現抑癌蛋白改變腫瘤環境新線索，開創抗癌策略新契機

本所特聘研究員陳瑞華研究團隊，協同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賴明宗特

聘研究員及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已故院士謝道時（1948–2016）特聘研

究員，發現腫瘤細胞可以改變其所處的微環境，促進腫瘤細胞逃脫免疫系

統的攻擊及轉移。此項研究成果不但對於腫瘤細胞如何塑造出一個利於其

生長轉移的環境提出新線索，也對於發展新的抗癌策略提供契機。論文已

於2017年8月1日發表於《臨床研究期刊》（�e 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

gation），並獲選本月重點論文，在 JCI �is Month專文介紹。

九、綠色化學的新途徑：新穎催化酶合成生物鹼天然物

在自然界中，生物體以結構簡單的一次代謝物作為起始物，利用酶

（enzyme）催化有效率且多樣化的化學反應，經由生合成（biosynthesis）途

徑，製造出廣大數量的複雜天然物（natural product）。這些天然物為有機

化合物，通常具生物或藥理活性，在藥物及化學發展的過程中，扮演重要

角色。

生物鹼（alkaloids）為一種含氮化合物，是非常重要的天然物種類，如

嗎啡、咖啡因等都屬於生物鹼。然而，至目前為止，對其生合成相關的催

化酶，已知的種類和數目仍非常有限。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林曉青

助研究員團隊，進一步從真菌發現新穎催化酶參與生物鹼生合成，掀開其

生合成的神秘面紗。此項研究結果，於2017年7月6日發表於Angewandte 
Chemie國際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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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蛋白質晶體構造解釋細菌細胞壁重塑機制

張崇毅副研究員團隊長期以蛋白質結晶及X射線繞射技術研究細胞內

蛋白質水解之調控機轉，該團隊成功分析一個負責調控細菌生長及分裂時

細胞壁重塑所需要的一個蛋白水解酵素系統之晶體構造。論文已於2017

年11月15日發表於學術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生化所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國內外的各種學術及教學活動，並成為國內

及國際學術組織之理、監事，甚至擔任理事長（例如本所王惠鈞院士擔任

IUBMB President–elect），也參與各種國際學術刊物的編輯與審稿，參加

國家科學委員會（現為科技部）、國家衛生研究院研究計畫、各財團法人獎

助金的審查等。本所同仁也積極參與教育工作，不但赴國內大學教學，也

應邀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演講，擔負科學傳播與教育責任。多位研究人員

獲得多項重要獎項的肯定，例如本所王惠鈞院士榮獲總統科學獎（見以下

圖四），王光燦（1929–2010）、羅銅壁、王惠鈞、蔡明道、廖俊智五位獲

選中研院院士，廖俊智院士自2016年6月起擔任本院院長。
與國內大學之合作關係方面，1973年本所與臺大生化科學研究所簽

訂合作研究生化科學合約，同年開始招收碩士班學生，1984年開始招收

博士生。臺大生化所因與本所人員合聘，克服沒有大學部及研究所員額的

困境，中研院生化所亦突破沒有研究生的困擾，兩者相得益彰。兩所持續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如生化大樓、各種儀器設備之共同使用、研究經費之

共同支用、人員之合聘等等，充分發揮相輔相成功能，促進兩所迅速的發

展。歷年來與本所研究人員共同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近400名 （近十

年附表二如下）。傑出畢業學生包括翁啟惠院士（前中研院院長）、洪明奇

院士（德州MD Anderson醫學中心副校長）、盧瀗鍹博士（前美國Amgen

生技公司研發部主任）、唐南珊博士（前美國Tanox公司總裁）等。

伍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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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2008–2017年本所研究人員共同指導碩、博士班學生人數統計表

年度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碩士班 27 34 31 23 18 23 23 26 22 27

博士班 17 16 12 17 8 8 14 8 9 8

合計 44 50 43 40 26 31 37 34 31 25

圖四 本所特聘研究員王惠鈞院士榮獲2017年總統科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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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主要藉著化學與生物學的跨領域研究模式與平台，研究跟訊息傳

遞網路相關的蛋白質後修飾，包括醣化、泛素化、磷酸化等，以及疾病相

關蛋白質，進而使用結構方法，包括X–ray、NMR、MASS、分子影像等

儀器，來瞭解其分子機制，從而發現影響蛋白或酵素功能的分子，作上游

藥物開發。主要研究可區分為二大主題：

一、蛋白質後修飾的訊息傳遞與分子機制

使用質譜儀為工具，邱繼輝特聘研究員探究膜醣蛋白質體之醣化後修

飾如何促成或調節其交互作用功能。安形高志副研究員研究活化型唾液

酸結合蛋白Siglecs，也研究B細胞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B–CLL）的功能

性醣生物學。陳瑞華特聘研究員研究蛋白質泛素化作用在發育上所扮演的

角色。陳光超副研究員則研究泛素化修飾在細胞自噬之分子調控。而楊維

元副研究員則使用單細胞影像來探討胞器在控制自噬體形成的的角色。另

外王彥士助研究員在蛋白聚合泛素修飾研究上，欲發展新穎小分子偵檢蛋

白質設計，以及蛋白藥物研發。黃馥助研究員則研究組蛋白H3離胺酸23

（K23）殘基乙醯化修飾的功能。張瀞仁副研究員欲瞭解TRIM28的輔阻遏

物複合物形成，如何通過蛋白質的乙醯化修飾和磷酸化來調節。孟子青研

究員則聚焦於蛋白質後修飾之去磷酸酶。而何孟樵助研究員則使用X光繞

射解析磷酸化蛋白聚合物的結構。張崇毅副研究員以蛋白質結晶學方法，

研究細胞內蛋白質降解之機轉。徐尚德副研究員則透過核磁共振（NMR）
光譜，建立巨分子結構之研究平台。在其他訊息傳導的研究上，陳宏文研

究員探討胎盤發育及姙娠相關疾病的機制，而姚季光助研究員則在探討神

經突觸小泡回收的分子機制。

二、以功能及蛋白質結構為基礎之藥物研發與機制探討

目前著重在幾個重大疾病，例如（1）抗癌症：吳世雄特聘研究員發現

可抗癌症的天然物，並研究其分子機制。梁博煌研究員發展蛋白質——蛋

白質交互作用的抑制劑，用來對抗具抗藥性的癌細胞。（2）抗感染：吳世

雄特聘研究員發展對抗具有多種抗藥性的能力的重要的院內感染細菌的天

陸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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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物及疫苗，並以蛋白質體學研究其抗藥性的機理。林俊宏研究員則著重

腸道細菌的葡萄糖醛酸水解的酵素，及胃部幽門螺旋桿菌的膽固醇醣化衍

生物研究，以開發新抗生素。而細菌生理研究是了解細菌產生抗藥性及尋

找對抗細菌性感染症策略的基礎，史有伶副研究員以大腸桿菌做為研究模

式生物，探討細菌細胞週期中的生長、分裂與形態生成的調節機制，長程

目標為運用在對抗細菌性感染症的策略發展上。（3）抗神經退化性疾病：
將持續研發藉抑制澱粉樣結構形成，開發在阿茲海默症及普立昂疾病的藥

物。如陳佩燁研究員研發減緩阿茲海默症之胜肽，可透過鼻腔進行治療；

而黃銓珍研究員則從中草藥篩選預防阿茲海默症的中草藥。具有活性的天

然物為藥物研發的重要來源，林曉青助研究員研究天然物的生合成途徑，

期望建立生物工廠合成有用天然物。凌嘉鴻助研究員提出CRISPR/Cas9技

術在應用層面可去除特定基因，有助於發現天然物的生合成必要基因，也

可應用於人類基因工程。而就基礎研究層面，則是核酸和酵素複體的作

用機制，DNA聚合酶亦是和核酸結合的酵素，蔡明道特聘研究員已累積

DNA聚合酶的催化反應機制的研究經驗，將針對這類酵素持續研究，以

作為藥物研發標的及生技應用。

創所迄今，蛋白質與生物有機化學一直是生化所的研究領域專長，結

合醣類結構分析、合成與活性探討等，以各式生物物理方法研究蛋白結構

與功能，在分子細胞生物學與基因調控領域，皆有發揮。本所將延續以上

研究主題，並將研究成果申請專利（包括抗癌藥物、疫苗開發、系統生物

學、生物有機合成、新生物材料、轉殖動物、疾病動物模式、醣分析技術

等），及與國內廠商簽約技術轉移。

面對新的挑戰與要求，本所期望在基礎研究上尋求原創性及新穎性，

在應用研究上達成上游的藥物研發，以便在蛋白質的領域取得基礎研究與

應用研究的突破。



365生物化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36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1982年設立籌備處，1993年正式成所
http://www.imb.sinica.edu.tw

分子生物研究所

本所籌備處於1982年12月成立，歷任籌備處主任分別為王倬、黃周

汝吉、吳瑞、何潛、王正中院士。前棟實驗大樓於1986年7月啟用，陸續

展開實驗工作，後棟實驗大樓則於1995年落成。本所於1993年3月1日正

式成所，沈哲鯤院士擔任首任所長，之後由姚孟肇院士接任，2013年2月

由鄭淑珍院士接任所長一職迄今，目前（2018）共有37位研究人員。

本所現有特聘研究員12人，研究員10人，副研究員7人，助研究員8

人，研究技師1人，研究副技師5人，研究助技師1人，博士後研究73人，
博士班學生103人，碩士班學生34人，研究助理202人，行政人員31人，
共計491人。2008至2017年間本所各級員額數請見圖一。

壹 設立沿革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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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目前有36個實驗室，主要是以分子生物學及分子生物技術為共

同平台，探討現代生物學各研究領域上關鍵性問題。研究層面涵蓋蛋白質

的結構、複合物的形成與交互作用、基因表現的調控機制、細胞核結構與

調控功能、細胞內訊息的傳遞、細胞內蛋白質的運送與功能調節；在細胞

層面上，如細胞間的溝通互動、細胞的分裂、增生及死亡、細胞與病毒的

互動、細胞內的代謝及細胞形態的變化等。另外，免疫系統、神經系統、

胚胎發育、人類疾病及生醫及農業科技應用，也是本所研究的方向。

圖一 分生所2008-2017年員額成長圖

參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PI研究人員 34 34 34 34 34 35 34 36 37 36

■ Specialist研究人員 6 6 6 6 6 6 8 8 8 7

■ Ph.D. Students博士生 156 156 161 134 121 117 107 108 102 103

■ M.A. Students碩士生 42 42 37 52 64 33 23 37 39 34

■ R.A. 約聘助理 223 223 227 232 222 166 172 186 177 202

■ Postdoc.博士後 68 68 68 75 77 63 81 79 81 73

■ Others 其他 36 36 31 31 30 32 31 31 31 31

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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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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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以分子生物及細胞生物技術來探討各種生物問題，主要利用酵母

菌、線蟲、果蠅、斑馬魚、小鼠、阿拉伯芥等模式生物從事基礎研究。依

工作性質，可大致分為以下幾個領域：染色體生物學、發育生物學、感染

與免疫生物學、神經科學、植物生物學、核醣核酸生物學、結構生物學、

系統生物學。目前研究主題包括：

一、染色體生物學

研究工作包括探討細胞分裂時，如何維持染色體之完整性，以及染色體結

構與基因轉錄之間的關係等。

二、發育生物學

發育生物學主要在研究基因功能對細胞及個體發育之重要性。

三、感染與免疫生物學

研究重點包括病毒侵入宿主、調控其基因、進行複製而致病的機制。研究

成果亦有助於疾病之防治。

四、神經科學

神經科學以神經為研究系統，研究神經發育訊息傳遞，亦在分子層次探討

神經突觸之調控機制。

五、植物生物學

研究人員利用阿拉伯芥及水稻為實驗系統探討植物之生理、基因調控，以

及在農業方面之應用。

六、核醣核酸生物學

主要研究核醣核酸剪接反應、降解、非編碼核酸之調控，以及核酸相關引

發的疾病的機制。

七、結構生物學

主要利用X-光結晶繞射學解析大分子之結構，亦使用其他方法分析大分

子之特性，以了解大分子結構與功能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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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系統生物學

研究基因不相容性與種化的分析、遺傳衝擊效應的實驗演化與基因組分

析、線蟲與真菌的交互作用、細胞生長與代謝的調控，以及蛋白降解的調

控等。

本所研究表現相當亮眼，深受國際肯定。表一顯示本所論文發表數與

影響係數持續進步，表二為本所與幾個國內外組織規模與研究方向相近的

單位，以Web of Science之資料庫為準，將近三（2015至2017年）年相互

比較。此外，本所在生物科技及應用方面本所亦繼續有重大貢獻，多項的

專利及技術移轉成果如表三。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一 分生所發表之論文總數以及每篇論文之平均影響係數評比

年  度 研究人員 論文 /年 ＜25% 論文 /年 影響係數 /論文

2015-2017年 37 73 31.67 5.913849

2014-2016年 37 74.66 45.33 5.806

表二 分生所與幾個國內外學術單位評比

2015-2017年 IMB UCD UNC CDB IMCB NTU NTHU

研究人員總數 37 36 52 25 31 85 53

論文總篇數 219 177 205 234 591 168 84

每人平均篇數 5.9 4.9 3.9 9.3 19.1 1.9 1.5

影響係數＞10之篇數 28 26 41 58 120 4 2

排名前25% 篇數 95 102 86 160 256 56 32

這些單位包括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之MCB program 

（UCD），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之Department of Cell Biology and 

Physiology （UNC），RIKEN之Center for Developmental Biology （CDB），
新加坡之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 （IMCB）以及臺大（NTU）
和清華大學（NTHU）之生命科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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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分生所2008-2017年在國際期刊之論文發表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篇數 77 65 65 76 88 74 79 71 84 64

圖二 分生所2008-2017年國際期刊論文發表

分生所除在理論上多有突破，在生物科技產業亦將有相當之成果，由

我們過去已成功地將許多生技成果轉移到產業界（如下表）。預計未來將

會有更多成果，如蛋白生產系統、植物基因改造、肥胖、疾病基因診斷以

及SARS診斷、預防及治療等可以轉移給業界，促進國家之生物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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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分生所之專利及技術移轉成果

發明人 專利名稱 /申請國家 /號碼 申請日期 獲證日 到期日

李 鴻

EPO結合G-CSF同時使用治療腦血管疾病（專利國
家號碼 :EP Germany 2,139,510/ EP; PCT Japan 
5,291,089）

2008-02-07 2015-10-21 2028-02-06

余淑美
水稻谷基因啟動子（專利國家號碼 : USA 
7,928,293）

2008-03-24 2011-04-19 2024-07-02

余淑美
Phytase-Expressing Transgenic Plants（專利國家號
碼 : USA 8,114,443）

2008-03-26 2012-02-14 2024-03-15

趙裕展
蛋白質表現系統

（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375721）
2008-04-29 2012-11-01 2028-04-28

余淑美
Gibberellin 2-Oxidase Genes and Uses Thereof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034,992）

2008-06-16 2011-10-11 2029-09-14

余淑美
一個可開啟基因轉殖植物抗多種逆境之組合式啟動

子與基因（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09331）
2008-07-25 2013-09-21 2028-07-24

余淑美
控制植物生長及型態結構的Gibberellin 2-Oxidase
基因（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56059）

2009-04-23 2014-10-11 2029-04-22

黃昭蓮

Immunogenic Protein Carrier Containing an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Binding Domain and 
a Cysteine-Rich Domain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383,767）

2009-06-25 2013-02-26 2031-04-06

黃昭蓮
具有抗原呈現細胞結合區及半胱胺酸富含區之免疫

蛋白載體（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25952）
2009-06-26 2014-02-11 2029-06-25

沈哲鯤
治療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方法（專利國家號碼 : USA 
9,770,485） 

2009-07-28 2017-09-26 2029-06-20

余淑美
利用Gibberellin 2-Oxidase基因控制植物生長及型
態結構（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426,677）

2009-10-23 2013-04-23 2029-06-12

王廷方

Method of producing virus-like particles of 
picornavirus using a small upiquitin related 
fusion protein expression system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663,951 B2）

2010-01-07 2014-03-04 2030-01-07

王廷方
使用小泛素相關融合蛋白表現系統製備類病毒粒子

的方法（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15623）
2010-01-08 2013-11-21 2030-01-07

沈哲鯤

NON-HUMAN ANIMAL MODEL FOR 
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WITH UBIQUITIN-POSITIVE INCLUSIONS （FTLD-U）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324,450）

2010-05-24 2012-12-04 2031-03-11

沈哲鯤 額顳葉退化症之小鼠動物模式（專利國家號碼 : EP 
England France 2,258,857/ TWN I413690 ）

2010-05-28 2015-04-29 2030-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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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宜芳

利用阿拉伯芥硝酸鹽轉運蛋白基因NRT1.7及其同
源基因提高植物的氮源利用效率（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18632 ） 

2010-07-08 2013-12-11 2030-07-07

沈哲鯤

RREB1是一個可用來發展藥物及其他方法以治療地
中海型貧血及鐮刀型貧血症（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432730 ）

2011-01-20 2014-04-01 2031-01-19

余淑美

臺灣本土真菌（子囊菌門 /肉座菌目）中發現之新
型β-葡萄糖苷酶 （專利國家號碼 : EP England 
Denmark France Germany 2,529,013/ TWN  
I433934）

2011-01-28 2016-08-03 2031-01-27

余淑美
Novel Beta-Glucosidase and Uses Thereof  （專利
國家號碼 : PCT China CN 102858969 B）

2011-01-28 2014-11-26 2031-01-28

余淑美
NOVEL BETA-GLUCISIDASE AND USES THEREOF
（專利國家號碼 : PCT EP 2,529,013）

2011-01-28 2016-03-08 2031-01-28

趙裕展
天牛之高效纖維素水解酶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535,926/ TWN I425089）
2011-03-13 2013-09-17 2031-12-15

余淑美

狼尾草及其用途

（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537387/ China 
ZL201110169038.8 ）

2011-04-19 2016-06-11 2031-04-18

沈哲鯤

肌萎縮性脊髓側索硬化症之小鼠動物模式（專利國

家號碼 : USA 8476485/ EP England Germany Italy 
France 2,400,023）

2011-06-22 2013-07-02 2032-01-10

余淑美
控制植株耐低溫及環境逆境的基因 （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859,851B2）

2011-08-03 2014-10-14 2032-12-28

趙裕展

抑制哺乳動物與昆蟲細胞之miRNA路徑可增加桿
狀病毒攜帶外源基因的表現（專利國家號碼 : USA 
8, 859,8136）  

2011-10-26 2013-12-03 2031-10-25

沈哲鯤

治療地中海型貧血及鐮刀型貧血症的新藥開發（專

利國家號碼 : PCT EP 2,678,339/ USA 8,822,491/ 
China ZL 201280009511.9  ）   

2012-01-03 2016-07-13 2032-01-02

沈哲鯤

Methods for Treating Frontotemporal Lobar 
Degeneration with Ubiquitinated Inclusions
（FTLD-U）（專利國家號碼 : USA 9,186,356）  

2012-01-04 2015-11-17 2032-04-14

沈哲鯤
雷帕黴素治療額顳葉退化症之可行性（專利國家號

碼 : TWN I 455714）
2012-01-06 2014-10-11 2032-01-05

趙裕展
調控DNA複製之核酸分子
（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 487710）

2012-02-23 2015-06-11 2032-02-22

沈哲鯤
治療地中海型貧血及鐮刀型貧血症的新藥開發（專

利國家號碼 : TWN I 466670）
2012-03-28 2015-01-01 2032-03-27



373分子生物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余淑美

臺灣本土真菌（子囊菌門 /肉座菌目）中發現之
新型β-葡萄糖苷酶（專利國家號碼 : PCT USA 
8,394,619）

2012-07-26 2013-03-12 2038-05-08

趙裕展

抑制哺乳動物與昆蟲細胞之miRNA路徑可增加桿
狀病毒攜帶外源基因的表現（專利國家號碼 : TWN I 
460271）

2012-07-30 2014-11-11 2032-07-29

依各實驗室的專長與領域，歸納分類如下：

一、染色體生物學

1. TIN2為端粒上主要結合蛋白之一，細胞學研究指出，TIN2對於端粒結構

維護及端粒酶調控有重要功能。我們發現人類細胞中有多種TIN2亞型表

達，特定亞型在生殖細胞細胞中，及癌細胞株有大量表達的現象，此計畫

將研究調控TIN2亞型表達的機制，及TIN2亞型在生殖細胞及癌症發生

之角色。

2. 在細胞分裂週期中，細胞的膜系必須增加，才能在分裂後的兩個細胞內形

成完整的胞器，所以細胞週期必須與脂質的生合成與代謝緊密結合，這是

一個未被深入探討的課題。我們以單細胞真核生物酵母菌做研究，用影響

脂質生合成及代謝的各種突變體，以細胞生物學及生化學方法，看其對有

絲分裂各階段的影響，以了解不同脂質在細胞週期中的恆定性。

3. 真菌在食品、農業、醫藥、工業等應用廣泛，對人類很重要。我們將持續

研究酵母菌減數分裂的機制，並將相關專長應用於探討工業用木黴菌與醫

藥用擔子菌之有性生殖與減數分裂分子機制，以提升控制與改良經濟性

真菌的技術能力。部分研究成果已於2017年獲得我國與PCT國際發明專

利，且有一件申請中的國際發明專利已技轉給丹麥Novozymes公司。
4. 染色體重組是生物遺傳及分化的重要現象，小自細菌，複雜如哺乳類皆

會發生，它提供了現代生物遺傳工程的新工具。四膜蟲會進行大規模的

染色體重組，是研究這個現象的重要模式。它會在核發育過程中，精準

地割除數千個DNA片段，約近33％的基因體成分。最近發現此種染色體
重組，是經由RNA干擾機制來辨識序列，從而形成異染色質，再經由轉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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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酶基因馴化來切除此段DNA。我們更發現三個相關的轉位酶進行兩種

割除機制。這些特化的基因重組可為RNAi及轉位酶馴化的研究建立一個

新平台。

二、發育生物學

1. 大腦裡的神經細胞透過突觸的形成產生連結，突觸的可塑性，即是突觸

的活性及結構，受經驗如學習與記憶而改變。以往我們研究胞外基質

Laminin A透過 integrin signaling可調控突觸結構的可塑性，最近的研究更

指出Laminin A受到肌肉收縮的影響，可即時調節新突觸的生成。我們將

尋找此一調控的分子機制，及是否參與發育時，具有高度可塑性的關鍵時

期的關閉。

2. 了解類固醇生合成蛋白CYP11A1如何影響粒線體結構與功能及細胞分

化。細胞轉染CYP11A1，並觀察粒線體結構，及探討細胞的新陳代謝受

到的影響。將對粒線體的結構與功能有進一步的了解。

3. 生物在生命週期內，可能遇到不利環境，如不能度過難關，將導致無法生

存。因此，生物在經歷長時間的演化壓力下，會發展出某種回擊或調適機

制，以增加在不利的環境中生存的機會。所有物種都有可能、也是最常遭

遇的逆境就是飢餓問題，我們利用雄性腺蟲C.elegans進行飢餓實驗發現：
短期飢餓會促進核醣體增生，進而增強其生合成能力；飢餓過的雄性腺蟲

生理機能，包括生殖能力及精子品質等，都有顯著提升的現象。此顯示腺

蟲具備了某種可被飢餓逆境所改變的機制，可用來幫助個體在飢餓中生

存，且能增強體能以對抗其他不利的因素。而且，這種飢餓所增進的生理

機能會維持一段時間，導致老齡腺蟲年輕化，亦即有抗老化作用。

4. 癌症為當前威脅人類生命最劇的疾病，目前對於癌症的治療主要以殺死

癌細胞以移除病灶，針對造成癌症難以治癒的原因——持續癌症惡化與癌

細胞轉移，並無有效並可行的治療與藥物。此研究計畫是基於本實驗室

DNA甲基轉化酶具有多重酵素活性的新穎發現，探討DNA去甲基化與癌

症惡化轉移過程中的相關機制，並使用高通量篩選可抑制DNA甲基轉化

酶的DNA去甲基化活性的小分子化合物，以應用於癌症醫療。
5. 果蠅複眼由幼蟲眼碟發育而來，在三齡幼蟲眼碟中有一群膠細胞自腦遷移

入眼碟，有三種主要類型，我們研究這幾種類型的分化、遷移、分裂之調

控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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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感染與免疫生物學

1. 牛痘病毒鞘膜蛋白質Ａ27及H3對病毒在細胞內組裝及移動很重要，我們

將鑑定出與其作用之細胞蛋白質，以了解Ａ 27 及H3如何組成病毒之機

制。我們將研究不同牛痘病毒突變株在感染過程中影響細胞先天免疫之反

應之機制。

2. H7N9 是近年最重要的流行性感冒病毒。此病毒感染性強，死亡率高，加

以抗藥性病毒株已經出現，因此，針對H7N9 病毒株的新藥與抗體開發刻
不容緩。我們將製造表現HA7與NA9之仿病毒表面展示系統，並建立新

一代具高效率的篩選及分析平台。除了H7N9 外，此系統之開發成果對未
來各種流感之研究、檢測乃至防治，都將有極大的助益。

3. 我們利用細胞免疫、分子生物、基因轉殖及基因體等技術，發現了兩種

innate T淋巴細胞。在接觸抗原後，一種會快速分泌�1類型cytokines，
而另外一種則會快速分泌Th2類型 cytokines。目前的研究著重於這兩種

淋巴細胞在胸腺中之發育所需要之條件，以及其完成發育後之功能。

4. 藉由探討凋亡分子影響T細胞活化的新機制，作為調控各種免疫反應及治

療免疫疾病的基礎。使用轉殖基因小鼠及基因剔除小鼠，來研究在活體上

凋亡分子如何影響T細活胞化。預期成果可應用在防止或抑制活體上自體

免疫疾病和自體發炎性疾病的產生。

5. 癌症亟需具長期療效及防止復發的高反應率療法。雖然免疫系統可以辨識

癌細胞，並產生抗癌免疫反應；然而，為了避免免疫系統過度活化而啟動

的內生性負調控機制及癌細胞的改變，造成腫瘤微環境轉為免疫抑制狀

態，而失去抗癌免疫力，這是目前癌症免疫療法面對的難題，因此重新活

化腫瘤微環境免疫力是癌症治療的新契機。我們建立自然殺手細胞癌症免

疫療法，研究其機轉，並發展複合型療法，希望開發具長期療效而且不昂

貴的癌症免疫療法。

6. 利用反（逆向）遺傳策略，以病毒複製子及基因重組病毒，來研究登革病

毒複製及病毒顆粒組裝的分子機制。研究重點有三項：（1）探討病毒核殼

結構蛋白在包裝病毒RNA基因體及組裝病毒顆粒的角色。（2）探討病毒

非結構蛋白NS3在病毒複製及病毒顆粒組裝的角色。（3）研究病毒非結構

蛋白間的交互作用對病毒複製的調控。本計畫預期之學術成果及效益：對

登革病毒複製組裝機制有深入的了解，以期應用於疾病之預防及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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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神經科學

1. 目前的研究著重於三個方面：（1） ncRNA在脊髓發育及神經元前驅細胞

建立的角色；（2）ncRNA如何確立運動神經元的分化過程及亞型的建立；

（3）利用胚胎幹細胞及誘導性多潛能幹細胞（Induced pluripotent stem 

cells，iPS cells）分化技術來研究運動神經元退化性疾病的致病機轉，如

「脊髓性肌肉萎縮症」（spinal muscular atrophy）及「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

（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等。
2. 我們發現神經元型態發育受到蛋白質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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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利用離子通道有效放大信號的特點，拼成複合型的傳導元件。基本設計

以鉀離子通道為雛型，結合一個GPCR單體。藉通道的導電量來監控受體

（或任何信號傳導元件）的表達量，使之到達相當於細胞在10微米直徑內

有100個受體。測量的靈敏度相當於高度放大倍率的受體傳訊系統。數據

顯示G-alpha在相當於一個直徑0.5毫米大小的小區域，僅需一百萬個偶

聯受體蛋白，就可以耦合下游的G-αq，比起先進的半導體，有過之而

無不及。

4. 自閉症是影響廣泛的神經發育疾病，我們利用小鼠模式，針對數個自閉症

致病基因，探討其對神經發育之影響，藉此明瞭致病機制，預期對此疾病

的治療提供可能的方向。

5. 藉由回答「飢餓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以促成覓食行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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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鬱症等之神經機轉，並進一步找尋可能的治療方法。

五、植物生物學

1. 葉綠體結構上最大的特徵是外圍由雙膜構造包圍，蛋白質輸入葉綠體必

須同時穿越兩層膜。過去十多年的研究，已分別找到外膜及內膜的運輸

機組（translocon complexes at the outer and inner membrane, or TOC and 

TIC complexes），但TOC與TIC complexes是如何聯結起來，卻一直無法

得知。我們藉由分離所有與外膜通道結合的蛋白，找到一240 kD的內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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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M4，並證明M4與外膜通道直接聯結，M4-knockout 突變株無法存

活，M4降低的突變株葉綠體雙膜聯結降低，且蛋白質輸入葉綠體受阻。
這些結果顯示M4扮演聯結外膜與內膜的角色，且此聯結為葉綠體及植物

發育所必須，此乃與粒線體蛋白質運輸完全不同之處。我們也將進一步研

究在藍綠菌的M4同源蛋白質，藉此了解葉綠體運輸機組的演化起源。
2. 植物可利用銨鹽為氮源，吸收後在葉綠體內同化成麩醯胺酸，此過程需要

葉綠體內光合作用系統（PS）提供能量，但過度銨鹽會造成植物毒害，我們

利用順向遺傳學的方式，篩選銨鹽毒害敏感的阿拉伯芥突變株AS-1，AS-1

蛋白位於葉綠體內，當AS-1發生突變時，會影響葉綠體PSII相關基因的表

現，干擾PSII複合體的形成，導致光合作用失常，影響了硝酸鹽及銨鹽同

化作用的過程，一個新的氮碳交互調控之可能機制。

3. 乾旱是限制作物生長及產量的主要因子之一，在全球造成嚴重的經濟損

失。植物根部對於自土壤中吸收水分及養分很重要，可以影響植物生長、

耐逆境能力及最終產量。我們發現受逆境（缺水、高鹽）誘導的蛋白去磷

酶—— PP2CABA，能夠調控植物根系生長、適應土壤缺水而存活。這個

發現，對於培育出耐逆境作物品種非常重要。

六、核醣核酸生物學

1. 剪接反應為真核細胞內最基本且必要的生化反應之一。先前已發現當剪接

分岔點發生突變，剪接體組合將被阻絕而累積類前剪接體的結構，我們將

利用已建立的酵母菌剪接系統，來探討DEAD-box核酸解旋酶家族蛋白

Prp5及Sub2，如何協調以移除結合在分岔位上的Msl5蛋白，導引U2小核

核醣體穩定地作用在分岔位上，調節前剪接體的形成。這個研究工作將幫

助我們了解剪接體組合初步前剪接體形成的機制及調控。

2. Parkin是E3連接酶，參與細胞內蛋白質降解和誘導線粒體自噬。Parkin

誘導線粒體自噬是透過PINK1蛋白，當PINK1和parkin兩種基因失去作

用時，會導致細胞異常粒線體堆積，神經細胞減少，最終發病。我們實驗

發現PINK1-parkin介導的線粒體自噬過程中，Gas7扮演正調控作用。未

來的研究會聚焦在老化細胞可否利用量產Gas7，去避免異常粒線體堆積

及了解其運作機制。

3. 線粒體是細胞中提供能量的工廠，而核醣核酸（RNA）的降解是達成線粒

體正常運作的基本程序。我們將會鑑定人類線粒體內參與核醣核酸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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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解酶和解旋酶之生物化學的特性以及晶體結構。這項研究可以闡明線粒

體核醣核酸降解的分子機制，也可以說明為何這些水解酶和解旋酶的缺失

會造成人類疾病，並提出可能治療疾病的方向。

4. 染色體重組是生物遺傳及分化的重要現象，小自細菌，複雜如哺乳類皆會

發生。它提供了現代生物工程新工具。四膜蟲會進行大規模的染色體重

組，是研究這個現象的重要模式。他會在核發育過程中，精準地割除數千

個DNA片段約近33％的基因體成分。最近發現此種染色體重組，是經由
RNA干擾機制來辨識序列，從而形成異染色質，再經由轉位酶基因馴化

來切除此段DNA。我們更發現三個相關的轉位酶進行兩種割除機制。這

些特化的基因重組，可為RNAi及轉位酶馴化的研究建立一個新平台。

七、結構生物學

1. 在真核細胞中，第三型核醣核酸聚合酶 （RNA polymerase III, pol III）合成

轉運核醣核酸（transfer RNA, tRNA），此聚合酶系統除聚合酶有17個次單

元蛋白外，需與轉錄因子如TFIIIA、TFIIIB（含有Brf1、Bdp1、TBP等次

單元蛋白）及TFIIIC（6個次單元蛋白）等，於轉錄起始、延展、終結及再

起始的各環節中，形成特定的蛋白質與蛋白質反應，因此研究轉錄過程中

的動態蛋白質反應網路，為探討轉錄機制的重要課題。我們於持續性的計

畫中，使用專一性定位光交聯（photo-cross-linking）與氫氧自由基探測法

（hydroxyl radical probing），來探討聚合酶與轉錄因子各胺基酸位置於轉錄

過程中之反應目標，目前已解出詳細反應模式，更進一步根據蛋白反應網

路進行基因突變，藉此了解各蛋白質在轉錄過程之功能。此研究更解出目

前結構生物學未能解決的動態蛋白質反應，有助於了解轉錄過程的完整結

構。預期本計畫將對真核生物核醣核酸聚合的機制和聚合酶與轉錄因子的

功能提供深入的探討，研究成果將可增進我們對基因表現的了解，進而提

供生物發展與疾病起源的分子機制。

2. 我們研究微管如何新合成，目前著重研究TuRC與 augmin兩個蛋白質複

合物。我們利用包括生物化學、結構生物學和細胞生物學在內的多學科方

法去研究相關議題。細胞學的實驗設計依據生物化學和結構研究結果，使

我們了解在細胞層次如何調節微管之合成。

3. 新生成的膜蛋白質如何被運送到內質網的過程，是極為重要的細胞機制，
大部分的膜蛋白質是藉由訊息辨識顆粒（SRP）辨認，並且伴隨在轉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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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入內質網。然而，將近有10%的膜蛋白質是屬於尾端固（tail-anchored）
的膜蛋白家族，這一類的膜蛋白質並不藉由訊息辨識顆粒完成此步驟。我

們利用X光晶體學以及各種生物物理及生物化學實驗，來研究運送這一類

的膜蛋白質的成員間的交互作用關係。

4. 蛋白質的不正常堆疊與許多的疾病有關，最常見的例子有老年痴呆症及帕

金森症。近來研究發現，帕金森症患者可出現不同的症狀，而不同症狀竟

與同一蛋白質不同的堆疊方式有關。蛋白質在細胞中的正確折疊，是由另

一組分子來輔助。這些輔助分子統稱為伴護蛋白。我們發現伴護蛋白胺基

酸序列上些微的改變，可影響蛋白分子的不正常的堆疊形狀，因此病人間

症狀的差異，可能由體內伴護蛋白的些微改變而造成。我們的研究，可更

仔細地闡明伴護蛋白與蛋白不正常堆疊的微妙關係。

八、系統生物學

1. 細胞不斷接收著時間與空間裡傳來的訊息，來決定它們的下一步。例如成

長、死亡抑或分化。在行為決定的過程中，因為細胞內訊息傳遞系統的活

化，使得訊息分子會湧現各種動態的變化。這湧現的訊息分子動態，就像

是細胞在做決定前「思考」的體現。為了解細胞如何下決定，我們會觀察

並研究在訊息刺激下，每單一細胞的行為及其內部訊息分子 /訊息系統湧

現的動態變化。藉由整合各種量化的研究方法包括：長時間單細胞顯微攝

影、生物化學、數學模擬與生物工程，我們希望對細胞行為能有整體性與

系統性的了解。我們未來的終極目標是能夠預測並控制細胞行為，並將這

些知識應用在疾病醫療上。

2. 過去RNA曾被認為只是DNA的傳話者，但近年發現RNA的調控不但

豐富多元，且是決定細胞命運的重要因子，許多疾病也被發現是因RNA

調控失衡而導致。因此我們致力研究與疾病表現相關的突變，或 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 （SNPs） 是否影響RNA層次的調控。藉由新的

RNA定序技術，並結合生物實驗及電腦演算法，我們將系統化地分析序

列的變異，如何透過調控RNA的活性而左右細胞的命運。
3. 線蟲動物門是動物界最大的門之一，而大約有一半的線蟲物種為寄生型線

蟲，這類寄生型線蟲在開發中國家造成許多災害及疾病，像河盲症、象皮

病等等，皆為線蟲所引起之疾病。許多真菌具有獵食線蟲的能力，我們聚

焦在這類真菌與模式線蟲C.elegans之間的交互作用，利用分子遺傳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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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探索真菌捕食線蟲的分子機制。

4. 利用酵母菌研究遺傳不相容性的演化與分子機制。我們先前的研究已證明

細胞核與粒線體的不相容性現象在物種間相當普遍，我們將進一步研究這

種不相容性對細胞生理的影響。我們也利用實驗演化，找出其形成過程，

並系統性地篩查快速演化基因，尋找其他不相容性的可能。研究重點為種

化基因的演化廣泛被認為由適應性演化所驅動，我們找出這些基因將有助

於了解構成種化的潛在力量與演化的趨勢。近年來，粒線體已被發現參與

在各種人類遺傳疾病，如老化和癌症的發生。我們研究結果所衍生的理論

已為這些擾人的困境，提供一個新的思考方向與解決途徑。

5. 肝癌為世界第三大癌症死亡造成之原因，雖然目前肝癌研究已有很大的

進展，醫學界仍致力於找到肝癌治療之新標的物。我們利用肝細胞剔除

Mcl-1之基因轉殖鼠會產生類似人類肝癌之特性，以全基因轉錄分析，找

尋和肝癌生長相關之蛋白質。目前已找到數個可能的蛋白質因子，未來將

持續研究評估這些蛋白質因子作為肝癌治療之新標的物之可能性。

6. 老化、神經退化性疾病、甚至癌症的發生，都與缺陷蛋白質的堆積密切相

關，因此深入了解細胞內蛋白質的降解運作機制，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工

作。我們將開發新一代高通量測量蛋白質降解速率的技術，並用此技術釐

清異常蛋白質堆積與上述疾病的關連。

分生所成立之始，為國內殷切需要發展此領域，如今已卓然有成。在

此期間，分生所一直持續建立及開拓新的領域，引領國內研究發展。分生

所早期建立蛋白質結構研究小組，成績斐然。後來也建立植物分子生物學

小組，除了模式植物外，近來也擴展到水稻突變種庫的建立。而動物模式

小組近來更利用小鼠與果蠅研究發育、細胞生物、人類疾病。在培育國內

研究人才方面亦不遺餘力。我們訓練各種階層的研究人力，如碩士及博士

級研究助理、學生。許多分生所訓練出來的人才，已投入國內各研究機構

及生技公司服務，在國內各大學擔任研究及教職。將來分生所將加強與大

學間的合作，積極訓練優秀的博士生及博士後人才，深植國內的基礎研究

能力。分生所將持續開拓新的生醫科技領域，帶領國內研究前進。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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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結語／展望

分生所以分子生物為基礎，研究現代生物學的原理，對分子結構、細

胞生物、動植物以及生醫科技皆有相當多貢獻。我們的研究見諸於國際重

要雜誌，如《自然》、《科學》等。除了盡一份對科學研究的責任外，並引

導一些科學領域的發展。本所研究人員廣受邀請於國際會議演講，以促進

學科研究交流，分享重要研究成果。分生所當在此基礎上持續積極推動，

使臺灣成為國際科學研究重要的一分子。

本所經籌備至正式成所迄今逾三十年，雖然強調基礎研究，但也重視

生物科技的應用與發展。例如，利用小鼠建立人類疾病模型，來研究疾病

成因與尋找醫藥；我們也建立水稻突變種庫，可有利於品種改良與植物分

生的研究。分生所將持續擴展研究成果的應用性，以利國家社會之福祉。

本諸學術與應用並重的原則，積極展開研究工作，在研究人員陣容、實驗

室房舍、儀器設備以及研究成果等方面經逐年增強擴充後，均已達相當規

模與水準。 

展望將來，為求能在研究方面更上層樓，除加強已有之主題外，本所

亦開始進行後基因體時代研究，並與現有之基因轉殖及基因剔除研究互相

配合，大幅推動建立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式。此外本所亦已開始推動：

一、神經分子遺傳研究的整合。

二、細胞與細胞核構造對基因調控的影響。

三、利用突變鼠來發現與身體發育及疾病有關的新基因。

將來希望能延攬更多具潛力的研究人員加入，以擴大研究成果；同時

繼續與國內外相關學術機構進行學術交流活動，期望獲得日新月異的科學

新知，並大幅提昇研究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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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設立籌備處，1993年正式成所
http://www.ibms.sinica.edu.tw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在余南庚院士建議下於1981年2月成立籌備處，
並由李鎮源、郭宗德、彭明聰、葉曙、蔡作雍、魏火曜、艾世勛、何曼

德、曹安邦、錢煦等多位院士在國內外同時進行設所之籌備工作，擬定研

究領域重點，以基礎與臨床研究並重。

錢煦院士於1986年11月接任第二任生醫所籌備處主任，在一年半期

間，延攬20餘位研究人員返國從事生物醫學研究。同時以海外專家短期輪

替方式，從事各領域之研究。1988年7月吳成文院士接任生醫所籌備處第

三任主任，人才延攬極為順利，研究人員激增。

籌備十一年後的生醫所，終於在1993年12月1日經總統府核准正式成

所，吳成文院士成為生醫所第一任所長。吳所長於1996年轉任國家衛生

研究院院長，所務交由李德章博士及李旭東博士代理，直至1997年第二任

所長伍焜玉院士到任為止。

第三任所長陳垣崇院士，以基因體醫學群體計畫參加本院的基因體 /

蛋白體研究；本所先後成立四個國家型公用核心設施，為全國基因體研究

學者服務。在基因體研究實施後，本所人數增加了400餘人。
劉扶東院士於2010年返國接任本所第四任所長，其專長為生物醫學、

醣類生物學、免疫與皮膚學，以豐富的國際視野及傑出的協調整合能力，

致力於推動轉譯醫學研究，希望讓基礎研究與臨床醫學並進。本所積極

合聘臨床醫師參與研究，並推動與臨床中心的合作與交流，經由與大學合

作，設立分子醫學學程、轉譯醫學學程，積極提倡各校的博、碩士培訓。

此外，為提供國內研究學者生物檢體與臨床資料，遂結合生活習慣、環境

壹 設立沿革（含重要人事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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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子、臨床醫學與生物標誌等資訊，推動建立「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以

便進行生物醫學領域相關研究。終於在2012年取得衛生福利部核發設置

許可成立，為解開臨床醫學上的體質之謎帶來曙光，希望藉此能找出致病

或促成疾病的原因。

劉扶東院士在2016年榮任本院副院長，協助處理院務，於2017年10

月將所務交予第五任所長郭沛恩博士。郭博士的學術成就受到國際高度

評價，他同時是基因組學創始者，也是大規模基因組計畫的領導人，未

來將繼續推動轉譯醫學及分子醫學領域的發展，並促進與國際學界的交

流與合作。

表一列出歷任籌備處主任及所長、副所長名單及任期。

表一 生醫所歷任籌備處主任及所長、副所長名單

姓名 職稱 任期 副所長 / 行政主管

余南庚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1/04 ~ 
1986/12

行政主管：蔡作雍

錢 煦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7/01 ~ 
1988/08

吳成文院士 籌備處主任
1988/08 ~ 
1993/12 

行政主管：李小媛、于重元、

李德章

吳成文院士 所長
1993/12 ~ 
1995/12

副所長：李德章

李德章博士 代所長
1996/01 ~ 
1997/01

伍焜玉院士 所長
1997/01 ~ 
1999/12

副所長：李德章、唐 堂、蘇燦隆

李德章博士 代所長
2000/01 ~ 
2001/01

副所長：李旭東、王 寧

李旭東博士 代所長
2001/02 ~ 
2001/07

副所長：王 寧

陳垣崇院士 所長
2001/07 ~ 
2010/07

副所長：李旭東、王 寧、

陳儀莊、嚴仲陽、蕭百忍、

陶秘華、黃明經、廖有地

劉扶東院士 所長
2010/07 ~ 
2017/09

副所長：范盛娟、廖有地、

施修明、沈志陽、林宜玲、

周玉山、林天南、林文昌

郭沛恩博士 所長 2017/10 ~ 副所長：林宜玲、林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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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陳垣崇所長推動近十年的基因體醫藥研究，自2010年劉扶東所

長上任後，除繼續推動轉譯醫學研究外，也帶動分子醫學深入探討，進行

分子醫學與疾病關係的研究。因應分子醫學研究之需及研究人員陸續退

休，生醫所自2008年起至今，延攬了11位研究人員及4位研究技師，本所

研究人員遂達到56人。由於計畫項下以及公共核心儀器設施的增加，助

理、研究生及博士後研究人員也相繼增加。2012年由於「臺灣人體生物資

料庫」建立後由本所代為執行，故人力及經費顯著成長，目前全所人數達

900人之多。綜觀經費成長，由於擴展跨領域研究的新視野，致力爭取院

方主題研究、重大疾病研究等計畫，使本所的所外經費自2014年起進入

另一高峰。在國際上，衡量一個研究機構的研究實力，是以該所爭取到的

外援經費的多寡為標準。本所的所外支援經費，已超過院方支援的所內經

費，這表示本所研究實力廣受肯定，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圖一 2008-2017年生醫所人力圖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的成長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51 50 49 49 49 49 50 50 50 49
■ 合聘研究人員 5 5 7 6 6 6 6 6 7 5
■ 研究技術人員 7 7 6 8 8 8 8 8 7 7
■ 行政技術人員 14 14 13 13 12 12 11 11 10 10
■ 正編研究助理 32 31 30 30 30 30 29 28 26 24
■ 約聘研究助理 341 343 325 324 373 386 478 508 523 529
■ 博士後研究 69 79 93 90 87 93 118 123 123 127
■ 博士生 37 45 47 48 49 49 59 75 101 111
■ 碩士生 21 22 24 21 13 10 9 11 1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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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為本所自2008至2017年研究人員、助理人員、研究生、博士後

研究人員、以及行政人員人力圖。表二分列本所2017年編制內的研究人

員、技術師、研究助理及行政支援人員名單及職務。圖二為本所近十年來

所內經費的分析圖。圖三為本所近十年年所內及所外支援經費的統計圖。

表二 2017年度生醫所編制內研究人員、技術師、研究助理及行政支
援人員職務表

職稱 總人數 助研究技師 2

特聘研究員 12 研究助理 24

研究員 23 行政 /支援 11

副研究員 5（含4位長聘） 通信研究員 2

助研究員 7 合聘研究員 1

研究技師 1 合聘副研究員 1

副研究技師 4 合聘助研究員 2

圖二 2008-2017年生醫所所內經費成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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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所以研究人類疾病為主，以基礎科學研究為本，發展臨床應用醫

學，以期改善疾病的預防、診斷及治療效果，增進國民健康福祉。研究重

點分為六大領域：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神經科學、心臟血管、感染疾病與

免疫學、癌症，以及結構生物學。

流行病學與遺傳學

流行病學與遺傳學研究組的研究課題涵蓋：癌症、代謝疾病、精神疾

病、藥物不良反應等之病程機制探討，基因庫建立，微小RNA的調控，
以及遺傳統計方法學等大方向。目前本組針對史蒂文強森氏症、第二型糖

尿病、川崎氏症、思覺失調症、雙極性情感疾病、骨質疏鬆、乳癌及老年

症候群等疾病，以流行病學及遺傳學方法，進行基因體 /代謝體、功能性

及介入性研究；目的在發掘這些疾病之致病基因及環境與生活型態因素，

瞭解基因環境之交互作用及致病機轉，設計轉譯防治方案，進而貢獻於這

些複雜疾病之個人化預防及治療。

圖三 2008-2017年生醫所各類經費統計圖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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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科學

神經科學研究組目前的研究重點分為幾個方向：神經系統疾病的致病

機轉及保護機制的探討、神經可塑性的探討、痛覺的分子生物機制及電生

理機制探討。上述研究將使我們對於特定神經系統疾病的致病機轉，有更

深一層的瞭解，進而達到診斷及預防的目的。例如：阿茲海默症、漢丁頓

舞蹈症、自閉症及中風等。我們也會對神經滋養因子和幹細胞應用於治療

神經系統疾病的可能性，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同時，我們也將對於神經細

胞內的訊息傳遞，和調控基因表現的機制、後轉譯修飾、表觀基因體學，

以及高等動物長期記憶形成，及神經可塑性的分子生物機制有更深入的

瞭解。這部分的研究成果，也可與神經退化疾病與神經再生的研究相輔相

成，並對這些疾病在臨床治療上提供線索。此外，對於痛覺機制的瞭解，

有助於開發臨床上新的止痛藥物，並且對痛覺有關的基因功能延伸到認知

行為層面的瞭解。而對腦部控制脊髓交感神經的研究成果，則有助於了解

神經性高血壓的成因，並有助於脊椎受傷的認知與復健。

心臟血管研究

心血管研究組的研究重點，為探討不同基因蛋白在各種心血管與代謝

疾病中之功能與角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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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成果將有助於了解疾病發生之病理機制，以

利未來開發新的藥物標的，來預防與治療與心血管和代謝相關之疾病。

感染疾病與免疫學

感染疾病與免疫學研究組主要專注於病毒、細菌、寄生蟲及免疫疾病

的研究，對於感染病源及宿主在感染過程中的分子、生化、細胞、免疫及

發炎等變化進行分析；並以此基礎研究為根基，發展感染疾病疫苗與治療

免疫疾病的新方法。著重於肝炎、登革熱、日本腦炎、腸病毒、流行性感

冒病毒、細菌等本國常態性感染疾病。另一方面，也利用小鼠動物模式研

究免疫相關疾病，包括氣喘、發炎性腸道疾病 IBD和試驗性自體免疫腦脊

髓炎EAE（多發性硬化）。粘膜免疫機制、先天免疫及細胞激素/趨化因子

等相關基礎研究，也是本組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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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

癌症研究組從事癌症相關之診斷、治療及致癌的分子機制研究。目前

研發重點為延續前期研究成果，並在癌症發生、轉移的分子機制以及研發

癌症治療藥劑方向做更深入探討。主要重點如下：肝癌及肺癌基因體學研

究、研究無機砷及天然物抑制DNA修復及抗癌之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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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氧化傷害與發炎反應

促進癌症發生及轉移的機轉、探討腸胃道癌症之致病機轉、探討突變的上

皮生長因子受體（EGFR）及幹細胞轉錄因子促進肺癌病變之機轉、測試酵

素結合前驅藥物的抗癌療法、DNA雙功能作用劑之抗癌藥物的研發。

結構生物學

結構生物學研究組的研究包括三大主題，生物巨分子核磁共振研究、

磁振造影研究及電腦模擬及計算生物學研究。本組研究人員發展及使用

高精密度貴重儀器及高速電腦，來探討生物體在分子、組織及器官層次之

結構功能關係。此外，也負責管理高磁場核磁共振中心及功能性微米磁振

造影中心兩核心設施，提供全國在此方面之儀器使用及技術協助。歷年來

已解出包括致癌蛋白、成長因子、離子孔道阻塞體、蛋白酶、SARS病毒

核蓋蛋白、類泛素及塵螨過敏原早幼粒細胞白血病蛋白等許多個蛋白質結

構。發展核磁共振光譜自動標定模式（RIBRA），發展出藥物設計及結構計

算所需軟體程式（NALOOP），並闡明樂無喘（omalizumab，一種anti-IgE

抗體）的作用機轉，以及辨識輔酶NAD（+）和NADP（+）與蛋白質分子之

間的交互作用及分子作用力計算，並發展先進之功能性磁振造影技術，包

括小血管造影及擴散基礎頻譜影像，並應用於探討人類疾病之動物模型。

未來研究重點仍以此三大方向為主，繼續發展核磁共振、磁振造影及電腦

模擬計算等三方面的技術及其應用。

本所研究人員持續發表文章在國際知名的期刊上，出版文章的數量在

近十年穩定成長，且文章的品質有顯著的提昇。在過去十年裡，我們每年

發表的期刊論文中，每一年的論文影響指數平均在5.2到7.3之間，論文影

肆 研究成果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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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指數大於5的文章約占三成，近三年則皆超過五成，發表在該領域排名

前20％的期刊則在近幾年達到近七成（表三）。高影響指數文章（>9）每一

年皆有20篇以上，這些期刊包括：《刺絡針》（Lancet）、《新英格蘭醫學雜
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自然——遺傳學》（Nature Ge-

netics）、《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刊》（Proc. Natl. Acad. Sci. USA）、Circulation Research、EMBO Journal、
PLOS Pathogens、Oncogene、Oncotarget、Journal of Allergy and Clinical 
Immunology、Biomaterials、Nucleic Acids Research及Journal of Investiga-

tive Dermatology等。除了期刊論文發表外，我們的研究成果還包括了專
利、技術轉讓和新創衍生公司。生醫所自2008至2017年，共獲得83件專

利，專利授權及學術合作的收入總計達1億2千萬元臺幣，本所為中央研

究院專利使用費收入最高的研究所之一（表四）。

以學術統計分析軟體SciVal分析2008-2017年生醫所的出版論文，其

中約有三分之一的出版物發表在排名前10%的期刊，領域加權引用衝擊指

數（Field-Weighted Citation Impact）為1.58（1為世界水平），每篇論文平

均被引用次數（Citations per Publication）為27.7次。在與幾所醫學研究單

位的比較中，雖然各單位經費、人力的基準不同，但以出版論文的領域加

權引用衝擊指數、發表在排名前10%期刊的比例，及每篇論文平均被引用

次數做比較，我們的研究水平與美國擁有著名醫學院的杜克大學醫學領

域、貝勒醫學院及俄亥俄州州立大學醫學領域接近，在各項指數表現各有

所長，並且優於國內研究領域類似的國家衛生研究院與臺灣大學醫學領域

（表五）。

表三 2008-2017年生醫所期刊論文發表統計分析

年份 篇數
所有期刊論文影

響指數的平均值
影響指數>5 影響指數>9

期刊排名前

20%的論文

2008 201 5.681 76/37.8% 27/13.4% 96/47.8%

2009 253 6.083 94/37.2% 37/14.6% 132/52.2%

2010 242 5.181 82/33.9% 25/10.3% 106/43.8%

2011 302 6.795 106/35.1% 54/17.9% 172/57%

2012 277 7.266 108/39% 53/19.1% 167/60.3%

2013 284 6.17 107/37.7% 47/16.5% 17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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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254 6.837 94/37% 42/16.5% 140/55.1%

2015 262 6.75 137/52.3% 53/20.2% 179/68.3%

2016 226 5.46 125/55.3% 20/8.8% 151/66.8%

2017 165 5.672 99/60% 20/12.2% 112/68.3%

表四 2008~2017年專題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件數與技轉件數及收入 (資
料來源：研究成果系統 -智財技轉處）

年份
獲專利

件數

授權

件數

授權金 (新臺幣 )
合作

件數

合作金額 (新
臺幣 )

權利金

(新臺幣 )
現金 股票

2008 5 29 10,114,429 0 4 3,800,000 6,321

2009 3 23 10,607,197 50,000 1 970,419 183,062

2010 11 18 1,856,342 0 0 0 803,713

2011 8 45 7,246,670 0 1 1,000,000 329,151

2012 12 41 14,231,517 0 1 1,920,000 376,817

2013 10 39 6,998,870 0 0 0 64,743

2014 3 53 6,332,841 0 0 0 71,223

2015 6 55 9,394,431 0 2 7,750,000 116,893

2016 8 3 12,164,500 0 5 7,981,228 190,257

2017 17 1 5,583,289 0 7 9,984,366 442,364

總計 83 307 84,530,086 50,000 21 33,406,013 2,584,544

表五 生醫所與國內、外相當的研究大學院所或研究機構期刊論文之分

析比較（學術統計分析軟體SciVal）

單位
每篇論文平均

被引用次數

排名前10%的
期刊 （%）

領域加權引用

衝擊指數

（1為世界水平）

生醫所 27.7 31.3 1.58

杜克大學 -醫學領域 25.3 42.6 2.19

貝勒醫學院 24.0 31.3 1.87

俄亥俄州立大學 -醫學領域 19.9 31.4 1.95

國家衛生研究院 14.5 22.2 1.17

臺灣大學 -醫學領域 11.7 17.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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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穎致病基因篩選及精準醫療的成果

▪鄭泰安團隊進行臺灣常見精神疾病（包含憂鬱症和焦慮症）近二十年趨
勢的研究，結果顯示臺灣民眾心理健康的惡化，主要與過去二十年來的

社會環境變遷有關。

▪鄭泰安、李明達、陳建勳、范盛娟、鄔哲源、陳垣崇團隊為全球第一個
利用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進行漢人雙極性情感性精神疾病（bi-

polar I disorder）遺傳基因研究，該研究結果提出兩個此疾病的致病機轉

之假設，一為神經發展缺損，一為離子通道致病機轉。而離子通道基因

（鈉、鉀、鈣），很可能與目前用來預防此病復發的情緒穩定劑（包含鋰

鹽和幾種抗癲癇藥）之藥理作用有關，尋找此病和情緒穩定劑藥理作用

的遺傳基因似乎開始有了交集。

▪周玉山、杜邦憲、鄔哲源、陳垣崇團隊成功建立一套利用高密度SNP晶

片分析癌症基因體套數變異的方法，並且利用此方法找到二個新穎肝癌

基因FNDC3B及SLC29A2，未來將可發掘更多癌症標靶基因。

▪陳垣崇、鄔哲源團隊利用高密度基因型鑑定方法，進行全基因體關聯性
研究，找出川崎氏症可能致病基因BLK和CD40。此二基因主要參與在

發炎反應以及免疫反應活化機制的調控，這些發現顯示發炎反應、免疫

活化及自體免疫機制在川崎氏症扮演重要角色。

▪陳垣崇、李明達團隊利用先行鑑定患者之VKORC1及CYP2C9基因型，
再同時加上身高、體重等因素，發展出一套嶄新的計算公式，達到精確

預測口服抗凝血劑Warfarin的適當劑量。

▪沈志陽、陳垣崇團隊發現用藥前HLA-B*1502基因篩檢，對於抗癲癇藥

物Carbamazepine引發藥物副作用史帝文生氏——強生症候群與毒性表

皮溶解症有顯著的預防效果。

▪鄭泰安、陳建勳、鄔哲源、陳垣崇團隊發現躁鬱症患者多個第一型谷氨
酸脫羧酶樣蛋白（GADL1）基因的單一核苷酸多型性位點SNP，對躁鬱

症預防性用藥鋰鹽治療效果有很強的關聯。

▪沈志陽、陳建勳、鄔哲源、陳垣崇團隊發現在使用降低尿酸或治療痛風
的藥Allopurinol（異嘌呤醇）前，先檢測病患的HLA-B*58:01基因型，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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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可完全避免病患發生嚴重皮膚藥物過敏的副作用。

▪鄔哲源、羅傅倫、陳垣崇、陳建勳團隊發現特異性免疫球蛋白基因
（IGH）標記與臨床聚乙二醇修飾藥物抗體反應的發生具有高度關聯性，
並有機會做為臨床藥物治療有效性評估的早期預測標記。

二、疾病致病分子機制研究的成果

▪林天南、徐松錕團隊發現梵帝雅膜衣錠Avandia/Rosiglitazone與增加伽

瑪型過氧化體增殖劑活化受器蛋白質PPAR-g的表現，藉由提升14-3-

3ε蛋白質的表現，來抑制缺血性腦梗塞與神經細胞凋亡。

▪陳儀莊團隊發現亨丁頓舞蹈症病人早發性的聽力障礙，和耳蝸內的腦
型肌酸激酶（creatine kinase B）的含量降低有關。此為亨丁頓舞蹈症造

成聽力障礙的第一篇正式報告，確立了腦型肌酸激酶在亨丁頓舞蹈症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未來將可為人類亨丁頓舞蹈症提供一個新的治

療標的。

▪周玉山團隊證實轉譯起始因子3（eIF3I）在肝癌（62%患者腫瘤）、子宮頸

癌、結腸癌與轉移的黑色素瘤都有過度表現，該因子持續活化Akt1致

癌訊息傳遞路徑，造成肝癌細胞快速生長和移動、增強肝癌細胞非貼附

性生長功能，並加速腫瘤生長。

▪陳儀莊、張程團隊發現在亨丁頓舞蹈症的病人和小鼠中，星形膠質細胞
釋放出過多的發炎因子，造成大腦的血管數目明顯變多。這項病變可用

大腦影像技術偵測，做為大腦病變的生物標誌。

▪李小媛、鄭信忠團隊發現若增強大腦中MeCP2蛋白的類小泛素修飾，
可挽救實驗小鼠因泛自閉症——雷特氏症（Rett Syndrome）所導致的社

交、記憶與腦神經細胞的缺陷。

▪唐堂團隊一系列的研究，發現 4個畸型小頭症蛋白（CPAP、STIL、
CEP135、RTTN），參與中心粒的複製與生成，可能與神經幹細胞分裂

與神經細胞死亡有關，因而造成人類畸型小頭症。

▪陳金榜團隊成功解開克雷伯氏肺炎桿菌PmrA蛋白質和啟動子DNA形

成複合體之動態與結構，此蛋白質可活化特定基因與病原菌抗生素的抗

藥性有關。

▪陳志成團隊發現一直以來認為促進疼痛的蛋白——物質 P（substance 

P），可藉由非G蛋白偶合的機制來開啓一種特定的鉀離子通道，藉以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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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痛覺神經的活化，而且這個抑制性的作用具有高度的細胞專一性，僅

作用在對酸敏感的肌肉痛覺神經上。

▪陳建璋、徐百川團隊發現慢性神經痛能夠活化大腦中前腦室側視丘（an-

terior nucleus of the paraventricular thalamus PVA），進而增加副交感神

經活動來保護心臟，減少心肌梗塞。

▪王桂馨、鄭敬楓團隊首次提出心臟在擴張病變時，核醣核酸結合蛋白
CELF1蛋白會增加，促使間隙連接蛋白Cx43 mRNA降解，導致Cx43蛋

白量降低，此機制扮演「促使心臟功能惡化」的關鍵性角色。

三、基因及蛋白質功能探討的成果

▪施修明團隊發現藉由 clathrin heavy chain，TACC3得以座落在紡錘體

上，以發揮其調節紡錘體穩定性的能力，進而幫助已複製的細胞順利分

裂成二個健康的子細胞。

▪施修明、黃太煌團隊解析細胞是如何透過訊息傳遞，調控蛋白質不同的
小泛素修飾及結合，並闡述磷酸化的Daxx蛋白在細胞凋亡中所扮演的

角色。

▪陳志成團隊發現第三型酸敏性離子通道蛋白（ASIC3）負責參與偵測肢體

細微與快速的動作，或肢體如何移動的感覺（或稱為本體感覺）。當本體

感覺神經上的ASIC3蛋白被「關掉」後，本體感覺神經細胞再也無法偵

測細微的移動，分離出的肌肉反而對快速的動作更加敏感，動物的後肢

動作變得笨拙。

▪林小喬團隊之研究歸納出蛋白質本身即可藉著基質（protein matrix）來

影響鎂離子與鈣離子的競爭結合模式，並藉由在內外層之間產生一個相

當大的能量障礙，來引導所需金屬離子結合。

▪陳建璋團隊發現Cav3.2 T-型鈣離子通道具有促進軟骨生成的潛力，並

且提出其參與調控軟骨生成的機制，期望未來這項研究方向能延伸探討

Cav3.2與軟骨修復的關係，並能應用於臨床之軟骨組織修復與再生的有

效方法。

▪黃明經團隊的研究顯示，在許多生物個體的基因體裡存在一組非個體存
活必需的基因，它們可以用來產生高演化能力的蛋白質，也因此加大了

生物個體可用以適應環境的基因材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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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疾病治療技術的成果

▪林小喬團隊解構了兩種可能應用於 IgE調控過敏疾病的治療性抗體之作

用區域。另外，還解構人類mIgE特有的基本結構特徵，未來可用於開

發針對本質上無序肽段的其他單克隆抗體（mAb）或靶向膜蛋白 IDR的

疫苗樣產物。

▪謝清河團隊確認血液循環細胞（circulating cell）可以透過融合（fusion）
及轉分化（trans-differentiation）二種方式，自然形成新的心肌細胞，本

研究對於心臟疾病治療之應用具備重要潛能。

▪謝清河、羅傅倫團隊利用新型奈米藥物傳輸系統結合組織工程技術，成
功開發具導航能力、可重複投遞之新型標靶藥物輸送系統，使藥物、幹

細胞或血管生長因子得以精準輸送至人體患部，能促進心血管疾病患者

的心血管再生。

▪謝清河團隊成功找到能夠快速促進人類與老鼠心肌細胞成熟生長的創新
方法，將可以此成熟心肌細胞為實驗素材，應用於新藥開發、藥物毒性

測試或發展治療心臟疾病之細胞療法。

▪羅傅倫團隊開發新型雙特異性抗體，使奈米醫藥能夠有效專一地針對癌
細胞釋放，進而能夠安全有效地治療三陰性乳腺癌，未來應有機會應用

於其它癌症類型與疾病。

本所的使命是以生物醫學研究為基礎，發展臨床應用醫學，最終目的

是希望增進國民的健康。例如本所從事的精準醫療研究案例，成功地協助

醫師及早篩檢出對特定藥物嚴重過敏而有藥害副作用的病患，避免藥物對

個人的傷害與痛苦，減少浪費醫療資源，另外也提供精神科醫師在躁鬱症

上更有效的用藥策略。在群體醫學研究上，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建立及

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在分析所得的資訊後，將有助於公共衛生政

策的制定，以及提供國民有關健康的正確觀念。除此之外，在國家有重大

感染疾病發生時，例如近年南部爆發登革熱疫情，本所研究人員也積極參

與由國家衛生機構、國內外醫學中心及疾病控制中心所組成的團隊，共同

找出解決辦法。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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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來說，本所的研究著重於各項疾病的致病機轉，進而改善臨床醫

療的預防、診斷與治療效果，以下簡要說明：

一、協助與獎勵國內基礎生物醫學科學與臨床醫學科學之研究

本所自1983年度成立三臨床醫學研究中心（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簡稱CRC），與三大醫學中心（臺大、榮總、三總）簽定合約，從事臨床

與基礎醫學合作，給予臨床研究計畫（即CRC研究計畫）經費獎助，探討

本國常見疾病之成因、預防、診斷及治療。2004年起，擴及各大醫學院、
醫院之專任研究人員與本所研究人員共同合作計畫。為符合生醫研究新趨

勢和階段性課題，2007年起CRC研究計畫進展為轉譯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跨院際的多年期研究計畫，每年至多獎助5個研究計畫。
2015年起由中央研究院與臺北/臺中/高雄榮民總醫院、三軍總醫院 /

國防醫學院建立合作研究平台，結合豐富醫療經驗之臨床人才與尖端優秀

之生醫研究人才，彼此資源分享、研究成果共享並培訓生醫人才，以達成

學術研究成果大幅領先之目的。此平台並特訂定合作研究計畫，由各合作

機構提供經費，自2015至2018年共計通過45件整合型計畫，其中16件與

本所人員合作。

為發展轉譯醫學研究，將實驗室的研究成果應用在疾病的預防、診斷

及治療，及配合「國家生技研究園區」建置生醫轉譯研究中心。中研院自

2009年開始執行「轉譯醫學研究計畫」，旨在積極培育轉譯醫學研究人才

及進行轉譯醫學研究。生醫所亦積極參與「轉譯醫學研究計畫」，以合聘

方式延攬醫師科學家（Physician scientist）在本所進行轉譯醫學研究、鼓勵

臨床研究醫師（Fellow）在本所進行短期訪問或參與研究工作、培養臨床醫

師攻讀生物醫學博士學位，以加強培育醫師科學家，為未來參與轉譯醫學

研究做準備。

二、培訓基礎與臨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與教學卓越人員

學術研究外，本所另一個重要使命是提供一個優良的學術環境，培

養下一代優秀的生物醫學研究學者。本所與陽明大學生科院、國防醫學院

生科所及臺大醫學院微生物研究所合作學程，加上中研院內的國際研究生

（TIGP）分子醫學（MM）、化學生物與分子生物物理（CBMB）、生物資訊

（Bio）、跨領域神經科學（INS）等學程以及轉譯醫學學位學程，目前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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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接受訓練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有129人，在學的博士生有131人、碩士生

28人。
為了培養新世代，培育未來的醫生科學家，投入生物醫學研究，繼

2015年度首次舉辦暑期大專生培育計畫，成效良好，至2017年止，完成

實習的大專生總計138名，其中包含醫學系學生30名。
生醫所除提供博士後研究人員及學生具競爭力的研究學習環境，也舉

辦優秀論文比賽，以獎助優秀博士後、學生或助理出國開會，拓展他們的

視野。近年來，因為學術研究工作機會減少，為輔導優秀博士後研究人員

及畢業學生就業，本所持續舉辦職涯發展座談會，以提供年輕學子未來在

生物醫學領域就業的方向。自2016年起，本所已連續兩年配合並協辦中央

研究院生醫暨化學人才就業博覽會，實際提供就業機會媒合平台，初步成

效佳，未來將會繼續支持協辦此類活動。

目前由本所培養出來的研究生及博士後人員，散布全國以至歐、亞、

美洲各國。據統計，由1989年開始，本所培養出來可連繫到的 367位博

士研究生以及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65%任職於國內外大專院校及研究單

位，2%繼續進修，14%加入生物科技產業，其他行業佔19%（圖四）。本所

雖非我國教育體系之一員，著實為培養基礎與臨床生物醫學科學研究人才

付出諸多努力。

圖四 博士後及博士生就業情形

■ 至產業界    ■ 至研究機關    ■ 擔任教職    ■ 進修    ■ 其他

至研究機關

200
55%

至產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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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擔任教職

37
10%

其他

71
19%進修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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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促進國內外最新生物醫學科學知識與技術交流

本所每年撥出經費邀請70多位國內外著名的相關科系學者專家，包括

諾貝爾獎得主，到所作公開演講及指導。此外，本所自2008年至2017年

與國科會 /科技部、衛生署 /衛福部等相關單位合作，一共舉辦了48場國

際研討會，題目涵蓋本所各組研究主題。研討會皆邀請到國內外一流的學

者專家參與主講，為國內帶來最新的生物醫學知識與技術，同時亦搭起國

內外學者專家的溝通橋樑。

有鑒於複雜的基因體研究很難由一個實驗室完成，本所過去通過研

究團隊合作，得以在基因體研究上有很好的成果，進一步將團隊合作擴展

到其他領域的研究，所內許多成員參與群體型計畫。例如生技醫藥國家型

科技計畫（NRPB）、中研院主題研究計畫、登峰計畫，以及新成立的奈米

科技研究計畫和重大疾病之新藥與疫苗研發計畫。以學術統計分析軟體

SciVal分析2008-2017年生醫所的出版論文，90％的出版物是團隊合作的
成果，33.3％的論文發表為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合作，60.5％是與國內
其他大專院校或研究機構合作。

四、加強及充實各種疾病診斷、治療及預防之方法與技術

本所提供優秀的研究環境和基礎設施供所內研究人員及中研院內同仁

使用，包含有許多一般與尖端儀器的核心實驗室、病理學核心實驗室與實

驗動物設施。除此之外，另外還有幾個受科技部 /國科會委託、對全國開

放、對生物醫學發展及疾病研究極為重要的國家型核心設施：（一）國家

基因體醫學研究中心（鄔哲源主持）——提供單核苷酸多型性SNP分析、次

世代定序、生物統計學及生物資訊服務。（二）遺傳醫學轉譯資源中心（陳

垣崇主持）——提供研究者全面服務的臨床研究組織（CRO），以幫助早期

臨床研究到晚期新藥、醫療器材及生物標記的開發。（三）小鼠診所（陳志

成主持）——協助基礎醫學科學家鑑定基因突變小鼠各項性狀，包括代謝、

心血管、神經行為、生物成像、發炎反應、組織病理學，同時幫助利用小

鼠模式評估候選藥物的安全性及藥效。（四）高磁場核磁共振中心（黃太煌

主持）——提供便捷穩定的核磁共振光譜儀與核磁共振技術，以支援國內

核磁共振相關應用。（五）動物核磁共振造影設施（黃聖言主持）——提供先

進的核磁共振設備與全面的技術支持，通過各類動物模型的核磁共振造影

研究來促進對人類疾病研究的了解。（六）人類疾病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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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聯盟——將提供產製建立人類疾病誘導型多潛能幹細胞株之服務，進而

研究疾病發生成因，並提供新藥物篩選與細胞治療可行性。（七）臺灣人體

資料庫（沈志陽、劉扶東主持）——建立臺灣群體遺傳與醫療病史資料庫，

透過追蹤方式，更新參與個案生活習慣變化、健康狀況、臨床治療 /用藥

資訊、病程進展與生物檢體等，未來將根據這些資料了解疾病的發生，作

為預防與治療的依據。這些設施不但增強本所之研究能力，同時也為全國

研究人員提供服務，加速國內生物醫學的研究腳步。

生醫所的研究受到世界各地的科學和醫療機構的關注和的認可，可

以由幾項指標性獎項與榮譽得知，有本所研究人員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和UK councils擔任編輯委員會委員和參與計畫審查委員會，許多本

所研究人員受邀於國際會議演講或為國外期刊論文擔任審查委員。同時，

本所很多研究人員都曾獲得國科會 /科技部的特別研究獎、中央研究院年

輕著作獎、十大女青年、十大傑出青年、國內外學會的獎助，以及其他國

內重要科學研究獎等等，更有多位曾獲擔任國內外學會理事長的殊榮。表

六列出歷年來本所研究人員所獲獎勵與殊榮的一覽表。

表六 生醫所研究人員獲得研究獎項與其他殊榮

國際殊榮

2006 陳垣崇 世界科學院院士

2008 楊泮池 世界科學院院士

2011 潘文涵 榮獲亞太臨床營養學會年度獎

2013

劉扶東 美國科學促進學會會士

謝清河 「轉譯研究頂尖科學家——年輕研究員組」榜首

謝清河 美國心臟學會國際會士

國內獎項

獎項名稱 獲獎年度 獲獎人

總統獎
2009 錢 煦

2011 吳成文

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2011 何美鄉

2015 潘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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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術獎

2002 楊泮池

2004 李小媛、李德章

2005 趙麗洋

2007 林小喬

2014 唐 堂

十大傑出女青年 /青年

1992 李小媛

1993 楊泮池

2000 陳儀莊

2002 陳儀莊

2015 張雅貞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1996 嚴仲陽

1998 陳儀莊

1999 陶秘華

2000 林宜玲

2001 沈志陽、陳士隆、譚婉玉

2002 謝如姬

2004 黃明經

2005 施修明

2006 謝小燕

2007 廖 楓

中央研究院模範公務員

2000 陳麗玲

2010 胡彩雪

2014 何美鄉

科技部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988 李德章

1990 蔡作雍、李德章

1991 李小媛

1992 蔡作雍、唐 堂、李德章

1993 楊泮池、李小媛

1994 李德章

1995 楊泮池、李小媛、唐 堂、鄭泰安

1997 楊泮池、鄭泰安

1998 陳儀莊、唐 堂

1999 王 寧、趙麗洋、林小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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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0 陳儀莊、鄭泰安、沈志陽、陶秘華

2002 陳儀莊、沈志陽、王 寧、趙麗洋、林宜玲

2003 陶秘華、譚婉玉、嚴仲陽

2006 陳儀莊、施修明

2012 林宜玲

2013 施修明

2015 林宜玲、謝清河

2016 林小喬、陳志成、洪士杰

私立機構獎項

獎項名稱 獲獎年度 獲獎人

嘉新優良學術著作獎 1986 李小媛

王民寧學術研究獎 1997 楊泮池

王民寧傑出貢獻獎

2010 鄭泰安

2011 沈志陽

2013 施修明

2014 唐 堂

東元科技獎

2000 白果能

2002 陳垣崇

2003 楊泮池

2017 謝清河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2004 趙麗洋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卓越醫藥科技獎
2005 陳垣崇

2014 陳儀莊

永信李天德醫藥科技獎：青年科學家獎
2005 林宜玲

2007 譚婉玉、施修明

臺美文教基金會傑出人才成就獎

科技工程成就獎
2007 陳垣崇

李氏傳統基金會獎助金
2013 張雅貞

2016 胡哲銘

青年醫藥科技獎 2015 李永凌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第3屆年輕學者創新獎」
2015 張雅貞



401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生命科學組

本所未來將繼續利用遺傳流行病學、基因體學和蛋白體學、生物資訊

學及小鼠遺傳學等多種科學研究方法，鑑定新的、未知的、與多因子人類

疾病有關的基因變異，希望透過基礎研究及轉譯臨床應用，進而了解疾病

機轉。未來幾年內將聚焦臺灣精準醫學的實現，長期目標是找出新的致病

基因或變異基因，了解疾病的發病機制、基因與基因，以及基因與環境相

互影響的機轉，同時了解其對公共衛生的影響。最終我們希望對複雜的人

類疾病開發個人化預防醫療和治療策略。

柒 結語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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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設立籌備處，2006年正式成所
http://abrc.sinica.edu.tw/ch/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臺灣曾創造了經濟奇蹟，農業是重要的基礎，在有限的土地上充分

發揮傳統生產技術，不但國內豐衣足食，並且對國際提供了技術支援。未

來，臺灣的農業如欲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社會中生存，及確保糧食安全與環

境永續發展，勢必需要積極轉型。農業轉型必須利用新興生物技術來推

動策略性整合的計畫，以突破現今農業發展之困境。許多先進國家經過長

期有計畫的努力，將生物技術應用於農業及相關產業，已獲致相當好的成

果，臺灣因人、畜、禽、農作物與養殖水產等密集及可用農地面積小，更

應重視此種經驗。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簡稱農生中心）的前身為生物農

業科學研究所籌備處。經過吳瑞院士與李遠哲前院長長期的努力，此一研

究所 /中心籌備處成立於1998年元月，並於2006年8月依原宗旨轉化成立

為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農生中心近年來對任務性導向的研究課題提供了具體的規範，即以發展與

民生及生物科技有關之農業研究為本中心之重要任務，並以整合型與團隊

合作選擇具前瞻性、可發展為科技平台之課題為研究重點目標。 

2009年底，北部院區的同仁遷入農業科技大樓（圖一），並於2013年

起接手前植微所溫室白樓，農生中心北部院區的研究空間大致確定。在

學諮會與中心同仁的腦力激盪下，北部院區農生中心共成立「植物環境逆

境」、「草藥科技」、「分子疫苗科技」及「酵素科技」等四個研究專題中心，

且持續擴充並增聘及合聘研究員及研究技師，一起參與研究工作，使農生

中心組織更健全化。同時，又與中研院各相關研究所和中心及國內各大學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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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技術合作，共同推動大型跨領域研究計畫。

農生中心內部已建構數個技術平台，包括次世代定序、基因體、蛋白

質體、代謝物體、動植物組織培養、實驗動物等，並充分利用數項核心

設施：一、代謝體學核心設施 （Metabolomics Core Facility）；二、植物技

術核心實驗室 （Plant Technology Core Facility）；三、實驗動物核心設施 

（Laboratory Animal Core Facility）；四、蛋白質體核心設施 （Protein Core 

Facility），強化研發設施與能量。位於臺南的南部生技中心增設北部院區

所缺乏的研發設施，如一般溫室、GMO溫室、實驗田及中間量產工廠

等，大幅增加上游基礎創新生物科技研發成果落實於產業的能量。目前農

生中心共有20位研究人員、5位研究技師和200多名其他人員（圖二），分

別在中央研究院南港院區及位於臺南科學園區的中央研究院南部生技中心

進行研究工作。從2012年起，中央研究院開始規畫在臺南沙崙科學城旁興

建南部院區，以農業生技、綠能循環經濟、臺灣文史等三大領域研究為主

要研究範疇。在廖院長俊智支持下，南部院區將發展農業生技前瞻研究，

包含轉譯農業生技、農業系統基因體、優質種苗與合成生物學及經濟作物

加值等，由本中心擔負重責。 

圖一 農業科技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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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歷年員額及預算之成長

圖二 2008-2017年農生中心人力員額統計圖

圖三 農生中心歷年預算統計圖 （南港和南部生物技術中心）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1 13 13 17 17 18 18 19 21 21

■ 研究技術人員 5 6 6 5 5 5 5 5 5 5

■ 碩、博士生 15 34 35 45 52 42 34 51 54 40

■ 約聘研究助理 95 118 93 103 124 131 138 137 131 150

■ 博士後研究 27 37 26 28 19 29 30 30 38 29

■ 行政人員 18 19 19 20 21 20 29 29 31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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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物改良研究

全球農業正面臨氣候變遷、資源枯竭、可耕地減少等因素的嚴峻考

驗。由於環境逆境為農業損失最大的因素，為了確保糧食安全和永續農

業發展，農生中心成立「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專題」，企圖以整合跨領域的

資源、技術和設備，投入基礎研究，來探討植物對環境逆境的因應機制，

以提供先進知識作為改善作物抗逆境能力的基石，同時發展應用生物尖

端科技。

植物逆境之研究，主要包含非生物性逆境、生物性逆境、植物與土

壤之互動及農業基因體學，以系統生物學方法從事轉譯農學研究。我們以

水稻、番茄、蘭花或其它重要作物為主要標的，以阿拉伯芥為輔助模型植

物，來研究植物受逆境誘導下的基因調控與抗逆境反應；結合基因體、蛋

白質體、代謝體和生物資訊學等系統化研究，利用高通量核酸序列分析和

質譜儀等先進實驗工具，來找尋與環境逆境相關的基因群。並進一步以遺

傳學及基因轉殖等方法，闡釋其功能，評估其應用價值。此外，建構及測

試自動化性狀分析系統，以加速基因型和表現型的鑑定與關連性。我們的

研究成果將可創見新知，並發展出增進作物適應氣候變遷或環境逆境能力

的策略與方法。

本中心與各大學和其他研究單位成立聯盟，共同探討氣候變遷對臺灣

水稻生產之影響，及發展新一代能適應環境變遷的作物品系，並協助規劃

全國性優質種苗之研究計畫，利用高通量定序建立臺灣重要農作物基因體

資料庫，提供快速分子育種平台，並以產學合作方式，提高臺灣種苗公司

育種之能力，增強其國際競爭力。本中心亦成立特殊作物基因轉殖及基因

編輯研究組，進一步加速研究成果之轉譯，讓農業生產更加環保，農產品

之產量、品質、安全性及附加價值均得以提升。

二、藥用植物研究

藥用植物應用上之改良及現代化，為科學、社會、經濟及現在農業範

疇上相當重要的課題之一。農生中心藥用植物研究團隊利用先進分子細胞

學、生化學、有機化學、分子生物學等策略，系統性評估與鑑定目標藥用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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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或傳統複方之防癌、抗發炎及調節免疫功能等生物活性。除了建立體

內及體外抗氧化活性、發炎調節與誘發癌細胞凋亡，及調控指標基因啟動

子等實驗系統，應用於評估目標植物或其化合物在預防癌症或抗腫瘤生成

之活性；同時建立檢測免疫細胞 （如骨髓細胞、脾細胞、樹突抗原表達細

胞和T細胞）之分裂、活化、分化能力之實驗系統，用以分析單方或複方

草藥萃出物影響免疫細胞之活性。我們建立數種疾病的細胞與動物模式，

用來分析可能抗癌與調節免疫活性之草藥成分。本中心草藥研究組除了利

用人類或老鼠系統，鑑定目標藥用植物的功效與相關重要藥草二級代謝物

之藥理活性外，亦利用整合型體學技術（Omics）由基因微矩陣、蛋白質體

與生物資訊技術進行系統化之分析，鑑定癌細胞或免疫細胞內，受藥草抽

出物或化合物調控之基因組與蛋白質，以及相關訊息網絡，以闡明草藥成

分之防癌或免疫調節的重要標的因子（如標識蛋白質或其基因），做為未來

在健康食品或製藥生物工業上使用之重要指標。另外，亦進行藥用植物的

轉錄體、功能性基因體，以及代謝體學研究，試圖將參與重要草藥活性成

分之生合成代謝途徑、重要之酵素基因與調控因子，以作為未來有效改良

或生產優質藥用植物之長期研究計畫目標。

三、疫苗科技研究

疫苗科技研究團隊結合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細胞學、蛋白質學、

免疫學、病毒學等科學技術，來研發動物疫苗，以抵抗病毒所引起的疾

病，尤其是會引起家畜嚴重傳染的疾病如口蹄疫，以及重要的人畜共通疾

病如禽流感，以避免重大經濟損失及病毒感染人群。

四、酵素生物科技研究

本研究組以「探討活性成分之生合成途徑」為研究目標，利用轉錄體

學結合基因體學以及代謝體學研究，欲闡明重要草藥中參與活性成分之主

要合成酵素基因與調控因子。此外，利用次世代高效率核酸定序技術之轉

錄體學研究策略，研究臺灣白腐真菌所含的木質纖維素降解能力的新穎酵

素（如內切葡萄糖酶、外切葡萄糖酶、半纖維素分解酶及漆化酵素），目標

是希望由臺灣白腐真菌中發現並創造具有經濟價值之新穎酵素，以提升其

在工業上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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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部生物技術中心

2004年，中研院人員陸續進駐南部科學工業園區，「中央研究院南部

生物技術計畫中心」成立。2006年底，本中心的溫室正式啟用。而「中央

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計畫中心」也於2008年重新命名為「中央研究院南部

生物技術中心」，本中心正式成立（圖四、圖五及圖六）。

中央研究院南部生物技術中心（以下稱為南科中心）整體研究重點，

著重在水稻及蘭花等選定之重要作物之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以及生物

有用基因之利用的開發。在設施服務方面，繼續提供國內三大合法認證之

一的基因轉殖溫室，供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及院外相關單位使用，作為進

行轉殖植物繁殖及小型溫室性狀與產量試驗評估之用；建立基改作物田間

試驗作業平台，以提供研究人員基改作物田間試驗之服務。設置中研院南

部育成中心，其主要目標有五：（1）透過育成中心對於新創企業上述之投

圖五 南瀛生技研發大樓 圖六 溫室核心設施（南部生技中心）

圖四 溫室核心設施（南部生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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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為國內生物科技產業之孕育建立新典範；（2）協助廠商進行人力培訓

與產官學多角化合作；（3）運用中研院技術與環境，提供個人及新創產業

資訊或技術服務；（4）強化研究與創新產品之聯繫；（5）增進中小企業創

新能力及新穎領域之開發。

整體研究方向持續著重在水稻、蘭花生物技術的基礎研究，以及生物

有用基因之開發，並提供基因轉殖溫室給相關研究人員使用。另建立及改

善基因選拔指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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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原球體基因轉殖技術運用於多種品系蝴蝶蘭以及其他蘭科

植物基因轉殖（圖七）。

在此之前，中央研究院南港總院因缺乏應用生物科技研究所需中下游

級之研發設施，如量產溫室、實驗田及中間量產工廠等，影響本院上游基

礎創新生物科技研發成果落實於產業界。為了對國家產業界之發展作出具

體貢獻，有必要尋找適當地點與合作夥伴建立生物科技實驗中心，共同為

本院與國家之發展而努力。如今，南科中心擔負起中研院南院於農業生技

基礎課題研究的任務，更圖將生物科技的研究成果轉譯成農業生技產業，

並同時培養相關業界人才。

圖七 蘭花基因轉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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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8-2017年論文數、專題研發成果獲得專利件數與技轉件數

種類 2008-2011 2012-2014 2015-2017 

論文總數 (SCI前25% / 總數） 105/155 113/165 143/182

獲得專利件數 33 37 16

授權件數 7 9 2

合作件數 9 0 7

專題研發成果獲得專利件數與技轉件數資料來源：研究成果系統（由智財技轉處登錄）

一、植物環境逆境研究

如前所述，在這全球氣候變遷考驗農業的時代，為了確保永續發展及

進而提升農業生產力，了解植物對環境逆境的因應之道，成為極重要的研

究課題。面對這樣的趨勢，農生中心成立了「植物環境逆境研究專題」，企

圖以整合跨領域的資源、技術和設備，投入基礎研究，來探討植物對環境

逆境的因應機制，以提供先進知識作為改善作物抗逆境能力的基石，進一

步發展衍生可供應用之農業生物尖端科技。茲簡述代表性成果如下：

1.微型核糖核酸功能模組協同調控磷酸的恆定

磷是植物的必要營養元素，藉由植物根部磷酸運輸蛋白PHT1以磷酸

鹽的形式，自土壤中獲取。我們之前的研究顯示，阿拉伯芥微型核糖核酸

399（miR399）和827 (miR827）受到缺磷誘導表現，而分別去抑制其目標

基因——泛素接合酶PHO2與泛素連接酶NLA的表現。我們的研究進一步

利用膜蛋白質體學和分子遺傳學的方法，闡明PHO2和NLA分別在細胞

的內膜系統與細胞膜上，協同調控磷酸運輸蛋白PHT1的降解。miR399-

PHO2和miR827-NLA這兩個功能模組，以微型核糖核酸的轉錄後，及蛋

白質泛素化的轉譯後之機制，因應土壤中磷酸的多寡，使細胞膜上磷酸運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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輸蛋白PHT1得以維持最適量，進而調控細胞內之磷酸恆定。除此，我們

所建立之植物根部膜蛋白質體資料庫，將可應用至未來的相關研究。The 
Plant Cell （2013） 25: 4044-4060; （2013） 25:4061-4074.

2. 多肽訊號為植物系統性免疫及生理調控之關鍵
為了環境永續，在作物病蟲害防治上必須找尋對環境更友善之策略。

藉由研發全面鑑定植物多肽之技術，得以首次了解植物受傷時，如何自行

釋放多肽訊號以提升植物對病蟲害之防禦力。本研究發現一植物防禦多肽

CAPE1，為植物內系統性防禦指標蛋白PR-1所衍生出。此多肽在番茄上

被證明可預先且系統性地啟動植物多道防禦機制，以防止病蟲害入侵及擴

散，且施加濃度僅為農藥的千萬分之一。此外，CAPE1於高等植物之演

化保守度高，且為植物可自身分解之訊息分子。此發現提供了提升植物自

身免疫力之新策略，並有機會應用於作物病蟲害之防治。我們進一步在阿

拉伯芥中發現與番茄CAPE1序列最相近的胜（AtCAPE1），在高鹽逆境中

扮演著負調控因子的角色。在阿拉伯芥中，此胜肽前驅基因主要表達在根

部，而遭受鹽害之逆境下，植物不僅於根部，地上部組織都可觀察到此胜

肽受到根部高鹽環境之誘發，這顯示此分子可能為植物系統性調控逆境訊

息的關鍵訊號。本研究除了證實阿拉伯芥確實存在CAPE1胜肽調控植物

對鹽害的反應外，也提出植物可能藉由CAPE1胜肽來權衡生物性及非生

物性逆境的新見解。�e Plant Cell （2014） 26: 4135-4148; Journal of Experi-

mental Botany （2015） 66: 5195–5203.

3. 淹水逆境促進植物免疫力之分子機制

我們發現在淹水狀況下，阿拉伯芥細胞內一群WRKY轉錄分子基因

表現量很快地被誘導而增加，而一群免疫相關基因的表現也同時被誘導。

我們並發現淹水前處理也能增加植物抗帶形線菌（Pseudomonas syringae）
病害的能力。在WRKY轉錄分子群之中，WRKY22是最早被淹水誘導的

基因，其表現量也最高。跟野生型阿拉伯芥相較，wrky2222的突變種在
淹水之後，其抗病菌的能力有顯著的降低，免疫相關基因的表現量也明顯

地下降。我們的實驗證明在淹水狀況下，阿拉伯芥細胞經由WRKY22轉

錄分子調控一組基因的表現量，其中包括重要免疫相關基因，而提高植物

抗病的能力。�e Plant Cell （2013） 25: 2699-2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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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植物根部鐵吸收轉運子的降解調控

土壤中含有大量的鐵元素，但受制於可利用性，使其成為限制植物生

長與發育的三種元素之一。作為鐵的擷取與傳輸，高等植物因此發展出精

密的系統，其中包含感知與訊息傳遞分子、酵素、轉運子等和其他調節相

關因子，非禾本科與禾本科植物分別使用策略 I與策略 II的鐵吸收系統。
策略 I的植物如阿拉伯芥，以 IRT1作為鐵的主要轉運子，這種位在細胞膜

的蛋白可吸收還原態的二價鐵，IRT1的表現反映了生物體內鐵利用的下游

調控。缺鐵狀態下可累積大量 IRT1蛋白質，當鐵充足時，IRT1很快地由

泛素化（ubiquitination）分解而減低。多重調控機制中，IRT1後轉譯調控

對鐵的恆定性逐漸受到重視。我們研究發現了一個新穎基因 IDF1，它的產

物俱泛素化E3接合子活性，並與 IRT1直接作用，在 IRT1 泛素化及分解上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e Plant Cell （2013） 25: 3039-3051.

5. 揭露植物細胞儲存磷酸的奧秘——液泡膜磷酸轉運蛋白的發現

磷是植物生長發育的必要元素之一，而磷酸是吸收和儲存的主要型

式。在植物細胞內，磷酸主要被儲存於液泡中，具緩衝並維持細胞質磷酸

濃度恆定的重要功能。然而，過去我們對於磷酸如何進出液泡，以及負責

轉運磷酸的蛋白並不清楚。我們研究發現磷酸轉運蛋白5家族（PHT5）成

員是負責運送磷酸進入液泡的關鍵因子。藉由分析阿拉伯芥喪失PHT5功

能的突變株以及過量表達PHT5的植株，並利用P核磁共振分析，我們發

現磷酸在PHT5突變株液泡的累積明顯下降；反之，過量表達PHT5，不

但導致大量的磷酸累積於液泡內、植株矮小，在基因調控層面上，也造成

異常的缺磷酸反應。此外，利用酵母菌表達水稻PHT5同源蛋白於其液泡

膜上，進一步證實PHT5具

運送磷酸到液泡內的活性。

我們的研究揭露植物液泡

膜磷酸轉運蛋白的身分，並

闡述其調控細胞質磷酸含

量、基因表達與植物生長的

重要性。Nature Communi-

cations （2016） 7: 10552.（圖

八）圖八 揭露植物細胞儲存磷酸的奧秘——液泡膜磷酸轉運蛋白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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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參與葉綠素週轉之葉綠素去植醇酶的發現
葉片的葉綠體是光合作用主要的場所，其中由蛋白質包裹著葉綠素在

內的色素及小分子化合物所組成的「光系統」負責吸收，並轉化光的能量

成為細胞可利用的化學能。像所有的機器一樣，「光系統」的運轉也會產

生耗損而影響光合作用的效率，尤其不良的環境更增加其耗損率。因此，

「光系統」必需經常移除，分解壞掉的零件並換上新的，做為組成分子的葉

綠素，也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週轉。其中，至少一部分的葉綠素經過兩個

連續的步驟被回收利用：1.將葉綠素水解成去植醇葉綠素（chlorophyllide）
及一條由長碳鏈所組成的植醇（phytol）；2.去植醇葉綠素的再酯化。後者

已知可由葉綠素合成酶執行，而參與第一個反應的酵素卻一直是個謎。由

於維生素E的合成也需要植醇的參與，因此，了解葉綠素的水解機制，除

了增進對葉綠素代謝的認識外，也有助於維生素E合成途徑的探究。本實

驗室在植物高溫逆境反應的研究中，發現一個位於葉綠體內具有葉綠素

水解活性的新穎蛋白質CLD1。遺傳及生化學實驗的結果，顯示CLD1參

與葉綠素回收循環的第一步；缺乏CLD1的植物在長期高溫處理下，光系

統效率顯著下降，並造成死亡率增加，顯示葉綠素回收循環除了維持供

光合作用效率，並具有對於植物耐高溫逆境的重要性。CLD1的發現，連

接起葉綠素代謝中回收循環途徑的斷鏈，這對光合作用「光系統」修復機

制，及周邊相關問題之研究有很大的幫助。�e Plant Cell （2016） 28: 2974-

2990.

7. 抗蟲生物治劑之研發

    Pseudomonas taiwanensis是利用蝦殼粉當作唯一碳氮源篩選出來的革蘭

式陰性土壤菌，經由對農業病蟲害做生物活性測試，發現P. taiwanensis具

有廣泛宿主（鱗翅目）之抗蟲效用，如小菜蛾、甜菜夜蛾、粉斑夜蛾、斜

紋夜蛾，其中又以抗小菜蛾效果最佳。而我們的研究顯示，處理高濃度劑

量毒蛋白複合體（toxin complex, tc）的C元件（C component of insecticidal 

toxin protein complex （TccC）突變株，只有42.2％的致死率，我們比對了
不同種細菌的TccC氨基酸序列，發現N-端TccC的氨基酸序相識度非常

高，而C-端TccC氨基酸序列差異度非常低。P. taiwanensis的C端TccC

的氨基酸序具有相識 sodium/glutamate symporter和TraT區域。因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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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P. taiwanensis 抗氧化與抗吞噬作用有關。經實驗證明TccC突變株會

降低對於抗氧化與抗吞噬作用的能力。P. taiwanensis對於小菜娥是具有口

服感染，感染過後小菜蛾呈現黑化、脫水、硬化、生長緩慢等症狀。免

疫組織化學染色法和Annexin-V研究發現，被感染的小菜蛾腸道細胞有

細胞凋亡的現象，像是受P. taiwanensis 野生株感染時，腸道細胞會大量

表現 JNK-2 和caspase-3，然而TccC突變株卻並沒有細胞凋亡的現象。P. 

taiwanensis的菌液很有潛力發展為生物農藥試劑。PLoS Pathogens （2014） 

10: e1004288.

8. 蘭花基因體資訊資料庫

蝴蝶蘭長年來為臺灣重要外銷花卉，然而國際市場的競爭與日俱增，

隨著各國技術的提升，臺灣蝴蝶蘭外銷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需要

不斷提升花卉品質和育種技術，以維持蝴蝶蘭產業的競爭力。為了達到此

一目標，不可能單單只用傳統農業栽培的方法。我們結合蘭花基因體資料

庫、分子生物科技以及基因轉殖技術，以建構蘭花分子科技育種的平台，

可望改善傳統育種耗時費力的缺點，加速優良品種的育成。蝴蝶蘭所屬的

蘭科，雖是開花植物中擁有最多物種和分布最廣的物種，但長期缺乏基因

體資訊，而在分子生物科技上的研究難以深入。農生中心使用次世代定序

技術解讀蝴蝶蘭的基因密碼，可作為蘭花分子科技育種的基礎。我們選用

具有優良性狀的臺灣原生種——臺灣阿嬤（Phalaenopsis aphrodite）作為解

序的對象。根據蝴蝶蘭表達基因序列設計製作高經濟效率的生物晶片，可

以用來檢測蝴蝶蘭所有的基因的表現，並且同步檢測試驗材料的病毒感染

狀態。我們所發表的Orchidstra資料庫，提供了臺灣阿嬤在內18種蘭花

的轉錄體資料，涵蓋5個蘭亞科，不僅有多個蝴蝶蘭主要的原生種育種親

本，還有數種高經濟價值的蘭科植物，如香莢蘭（用於製作布丁、甜點之

香草莢的來源）、藥用蘭科植物天麻以及石斛。這個資料庫改善了蘭花基

因的註解，可以用於比較不同蘭花物種的同源基因序列以及基因表現，並

提供各種資訊查詢功能，此一資料庫有益於我國蘭花產業的升級。Plant & 
Cell Physiology （2011） 52:1501-1514; （2013） 54: e11; （2017） 58: e9; PloS One 

（2013） 8 :e80462;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2014） 84: 529-548.（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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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草藥科技研究

    在草藥醫學研究方面，著重於分離、鑑定植物所含具有醫療保健功效的

化學成分，建立各種與發炎疾病相關的細胞培養、小鼠模式等實驗系統，

並藉以篩選、驗證標的草藥之抽出物、分離層，以及植物代謝物用於醫療

及動物保健的功效。

1. 利用功能比較性基因體學研究具有免疫調節活性之中草藥對訊息路徑

的影響

圖九 蘭花基因體資訊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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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草藥萃取出的抗發炎植化物，對免疫調節的影響是相當地複

雜。農生中心草藥研究團隊研究從三種單一植化物（emodin、shikonin、
cytopilotne）及一種西方草藥「紫錐菊」莖葉的萃取物 [BF/S+L/Ep]，藉由

特定免疫相關基因群組之DNA晶片，從中尋找出對於抗發炎具有高明顯

差異性的基因群，利用生物資訊分析得到在抗發炎作用機制上的差異，及

可能的關鍵作用分子。此項成果有助於利用特定基因群的生物晶片來分析

抗發炎植化物的研究，且可以有效分析出關鍵分子並具開發應用之潛力。

BMC Genomics （2010） 11: 513-531.

2. 黃花蜜菜天然抽出物抑制雄性素受體活性與前列腺腫瘤之原位生長

草藥是前列腺癌患者中使用最普遍的化學預防及輔助療法。在許多

植物的抽出物中多含各式各樣的抗發炎化合物，俗稱黃花蜜菜的黃花蟛蜞

菊是青草茶中慣用的材料，研究團隊從黃花蜜菜中萃取出有抑制雄性素效

果，且可阻止癌細胞增生與腫瘤血管生成的一群天然化合物，在前列腺癌

原位移植裸鼠實驗中證明，口服黃花蜜菜天然抽出物能顯著減緩惡性腫瘤

之生長。實驗數據亦顯示幾乎沒有毒性問題，即使腫瘤已對睪丸切除、抗

雄性素藥物的療法產生抗性後，「黃花蜜菜還是有效」。未來這種天然抽

出物可以作為癌症病人的輔助治療，針對手術後病人體內殘留的微小腫瘤

產生一定的抑癌效果，值得開發利用。不過，在實驗室裡用酒精萃取再經

過部分純化提高有效成分的含量，不能與水煮的青草茶一概而論，最重要

的是所有的藥物和療法都必需經臨床試驗確效。Clinical Cancer Research 

（2009）15: 5435-5444.

3. 有效抑制BRAF突變及具標靶藥Vemurafenib抗性黑色素腫瘤之新穎

植物倍半內酯衍生物

Vemurafenib （PLX4032）為專一性抑制BRAF突變黑色素瘤的口服型

藥物。不幸的是，接受Vemurafenib治療的黑色素瘤病患普遍伴隨著抗藥

性等副作用。目前研究結果顯示，重新活化MAP kinase訊息傳導路徑為

產生抗藥性的主要原因。臨床上治療帶有BRAF突變之黑色素癌病患，常

以MEK抑制劑合併Vemurafenib療法。然而此合併療法所產生的副作用

比例高於Vemurafenib單藥療法，且腫瘤始終會復發。因此，尋找新穎抗

黑色素瘤藥物，或輔助Vemurafenib 療法之佐劑，是非常重要且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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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本研究成果揭露一類新穎的植物倍半萜類衍生物（DETD-35），此

類化合物是將我們先前證明可抑制乳癌腫瘤及發炎相關疾病的天然化合

物deoxyelephantopin （DET），以有機化學合成修飾而來的新穎衍生物。
DETD-35在抑制A375（BRAF 突變）及A375-R（具Vemurafenib抗藥性）
黑色素瘤細胞增生實驗中顯示具有比DET更佳的抑制活性，且對正常黑色

素細胞沒有毒性。DETD-35抑制A375細胞活性與Vemurafenib相當；此

外，DETD-35亦能有效抑制對Vemurafenib產生抗藥性之A375-R黑色素

瘤。更重要的發現是，DETD-35透過與Vemurafenib之加乘作用，而達到

最佳抑制抗藥性A375-R腫瘤的生長，效果比單一藥劑使用更佳。分子作

用基理研究證明，DETD-35是以抑制癌細胞內多種訊息傳遞路徑，以及啟

動氧化壓力造成之癌細胞凋亡等機制，達到其抑癌效果。我們的研究結果

顯示，DETD-35具有潛力發展為抗BRAF突變黑色素瘤之小分子藥物或癌

症化療藥之佐劑。Molecular Cancer �erapeutics （2016） 15: 1163-1176.

4. 「昭和草植物新藥」獲准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IND臨床試驗可望造福癌

症患者

本中心研究團隊針對臺灣常用的民俗菊科草藥「昭和草」進行深入之

抗發炎與抑制腫瘤的研究，發現可有效抑制「黑色素瘤細胞的器官轉移」，

延長癌症動物的存活期，改善數項化療引起的不適副作用等。創新的研究

成果，除部分結果發表於Cancer Research，其適應症用途與製造技術獲得
兩項美國專利與一項中華民國專利，並於2014年獲得「國家發明創作獎」
之銀牌獎。此外，進一步與生物技術開發中心 （DCB） 合作進行量產與研

發接軌，包括生產與品管、品保流程（Chemical Manufacturing Control, 

CMC）、藥理活性確效，並完成量產昭和草活性分離物之毒理試驗，證明

其安全而無毒性顧慮，成功將昭和草活性成分進一步研發加值。2017年

初順利授權臺灣生技公司，推動發展為「昭和草抗癌植物新藥」（DCB-

BO1301） 並獲得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US FDA）核准進行「試驗用新藥」（Investigational New Drug, IND）之新

藥臨床試驗，後續將依序啟動 Ib/IIa臨床試驗，未來可望循孤兒藥策略模

式加速研發上市期程。昭和草植物為臺灣極適合生長與種植的藥、食兩

用植物，為管控原料藥材品質，已委託臺中農業改良場進行昭和草GACP 

（Good Agricultural and Collection Practice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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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研究，掌握臺灣在地的植物種源與種植農藝，毋須由其他國家或地區進

口，並可活絡臺灣藥用植物的發展與提升相關的農業經濟。

5. 誘導腫瘤相關纖維母細胞所分泌出的介白素25能抑制乳腺癌轉移

    腫瘤相關纖維母細胞（TAFs）在腫瘤微環境裡有著功能性的支持作用，
並且對腫瘤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我們研究由腫瘤相關纖維母細胞所分

泌出的介白素 25（IL-25），在抑制 4T1小鼠乳腺癌細胞轉移所扮演的角

色。苯並二氫呋喃類木脂素（Q2-3）為一咖啡酸甲酯的二聚物，我們評估

其具有主導纖維母細胞分泌出的 IL-25所參與其中之4T1小鼠乳癌細胞轉

移抑制的效果。在細胞實驗中，Q 2-3可促進小鼠或人類的纖維母細胞分

泌 IL-25，進而對乳癌細胞造成毒殺作用。更進一步的動物實驗結果則顯

示，Q2-3與臨床的抗癌藥物（紫杉醇，docetaxel）一起使用時，具有加乘

作用，可以有效地抑制4T1小鼠乳癌細胞或是MDA-MB231人類乳癌細胞

的轉移。由此可知，由腫瘤相關纖維母細胞（TAFs）所分泌出的 IL-25可以

做為一個調控點，用來控制乳癌的轉移。而植化物Q2-3可以有效地促進

IL-25的抗癌活性。Nature Communications （2016） 7: 11311.（圖十）

圖十 誘導腫瘤相關纖維母細胞所分泌出的介白素25能抑制乳腺癌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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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草藥在動物疾病防治的應用

我們以科學方法研發可食性藥用植物，作為人類與動物防治用途。

開發了咸豐草防治禽類球蟲的飼料添加物與動物藥，作為一種控制禽類

球蟲病天然配方。這新穎配方只含植生素，無食品安全疑慮，且抗藥性

性低。它可增加雞隻的體重和減少雞隻飼料轉化率，導致優異的生長性

能。此配方也可降低發病率 /死亡率，糞便中球蟲卵囊排放量和腸道病變

卵囊，增強抗球蟲指數，並改善腸道菌相。該產品經過完整的藥理實驗、

毒理試驗、作用機制與田間試驗，符合動物新藥申請。除學術價值外，本

研究申請 6國專利（臺美專利已取得），專利已技轉 2家公司。目前本產

品已經在臺灣與東南亞使用，並與生技業者合作，進行動物新藥開發與

申請。Research in Veterinary Science （2015）, 98:74-81; PLoS One （2016） 

11:e0146141; Scientific Reports （2016） 6:24692; 6:24285; eCAM （2016） 

2016:2657981.

三、分子疫苗科技研究

「分子疫苗科技研究專題中心」的研究目標，是利用先進的分子生物

方法發展疫苗，用來對抗動物與人類的傳染病。本中心已經研究過的病原

主要計有口蹄疫病毒、豬第二型環狀病毒（PCV2）、豬生殖和呼吸道症候

群病毒（PRRSV）、SARS 冠狀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等。我們已成功研發

出口蹄疫的 DNA 疫苗與次單元疫苗（包含重組鞘蛋白 VP1 和利用植物病

毒表現 VP1 抗原表位）來防禦口蹄疫，近來更利用類病毒顆粒（Virus-like 

Particle 簡稱 VLP）研發 SARS、口蹄疫與流感疫苗。

1. 研發流感疫苗的尖端科技：利用哺乳動物細胞表現之類病毒顆粒模擬

流感病毒

A型流感病毒對人類和動物造成每年全球性的呼吸道傳染疾病，嚴重

影響社會經濟與人類健康。研發先進的流感疫苗是為預防季節性流感，甚

至是禽流感的利器。本研究發展以哺乳類細胞產生流感類病毒顆粒（virus-

like particles, VLPs）作為新型流感疫苗之生產平台。利用基因植入技術，
將四個病毒結構蛋白（HA、NA、M1及M2）於製備病毒疫苗用之Vero細

胞同步表現，篩選出穩定生產及大量表現VLPs之細胞株。此外，以置換

HA及NA基因方式，可快速產生不同亞型的VLPs，如H3N2及 H5N1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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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之VLPs。我們彙集諸多實驗證據顯示，哺乳類細胞表現的VLPs不僅於

外觀、大小上，相似於A型流感病毒，且在蛋白質外鞘組成和功能特性方

面，也具有高度相似性。我們以肌肉注射方式投予小鼠H5N1-VLP作為免

疫抗原，結果顯示，VLPs可有效誘導小鼠產生抗體，且能專一性的辨認

H5之抗原。又攻毒試驗結果證明，VLPs可有效保護小鼠免於流感病毒之

感染，即便是針對疫苗效果較季節流感更差的禽流感，VLPs也能在很低

的劑量下提供有效的免疫保護力。本研究所建立之流感VLPs生產技術平

台，具有快速發展有效流感疫苗之潛力，能用以對抗不同物種來源之流感

病毒。PLoS ONE （2010） 5.3: e9784.

2. 重組鞘蛋白VP1調降COX-2/PGE2 and MIG-7以壓抑肺癌細胞轉移

口蹄疫病毒的重組鞘蛋白VP1（rVP1）能調節Akt/GSK3-β信號，抑
制腫瘤細胞的遷移、入侵和轉移，但其作用機轉尚不清楚。我們研究發

現，rVP1抑制AKT/GSK3-β信號，會伴隨著磷脂肌醇（3,4,5）——三磷酸

（PIP3）的下調，減少整合素連接激酶（ILK）和 IKK/NF-κB信號，而抑制

COX-2/PGE2和MIG-7。rVP1所造成COX-2/PGE2和MIG-7的下調，不

僅導致上皮——間質轉變衰減，MMP2活性降低和肺癌細胞的侵襲能力減

弱，而且可在異種移植小鼠中減少肺癌腫瘤生長和轉移。此外，我們也發

現下調COX-2/PGE2和MIG-7，可顯著延長肺癌荷瘤小鼠的生存。這些

結果證明，rVP1抑制癌細胞轉移，主要通過下調PI3K/Akt，ILK和 IKK/

NF-κB信號傳導，來抑制COX-2/PGE2和MIG-7的表達。Oncotarget 

（2014） 5: 3931-3943.

3. 類病毒顆粒疫苗策略能迴避H3N2流感病毒變異，誘導更大範圍的中和

抗體

季節性流感病毒的不停演化是人類每年必須面對的重大疾病，傳統

的死毒流感疫苗保護範圍有限，即使WHO每年都更新疫苗株的調配，也

難保對當年冬天流行株預測的準確度，仍可能造成的疫情擴大。為了降

低疫苗株失準的衝擊，我們研究類病毒顆粒（VLP）作為進步性的疫苗抗

原。VLP疫苗所誘導的抗體，比起傳統的死毒疫苗，對流行演化中的病毒

具有範圍更寬廣的交叉保護力。以H3N2而言，2010-2011年和2014-2015

年冬天相繼發生流感病毒抗原飄移，以致有傳統疫苗失準的情形。我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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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12年3月分所預測的疫苗株序列，製作傳統的死毒疫苗和H3N2-VLP

疫苗，用小鼠免疫模式誘導抗血清，追蹤抗體對歷年流行病毒株的中和

力價，結果發現傳統的H3N2死毒疫苗保護範圍僅限2011至2014年，而

H3N2-VLP疫苗則保護力橫跨2007至2016年的病毒株，包括2011年後的

clades 1, 4, 5, 3B and 3C，甚至往前回溯到2007年。這樣的優異性質指出

H3N2-VLPs作為疫苗抗原，所誘導的抗體比傳統疫苗更不受抗原飄移所

影響。值得關注的是，H3N2-VLP誘導的抗體能辨認流感病毒血球凝集素

（HA）抗原柄部的最低度變異區，因此能有效攔截長達十年的連續變異流

感病毒株，明顯鈍化了因抗原飄移對疫苗功效所造成的衝擊。此一優勢是

因為H3N2-VLP所攜帶之HA抗原為未經蛋白酶切割的原型蛋白結構，因

此暴露出此一蛋白酶切位環，所有的流感病毒HA的這個切位都必需被蛋

白酶切割後，才能有效在宿主細胞內釋出病毒遺傳物質（RNA），讓流感

病毒複製。因此利用流感病毒複製方式製造抗原的生產技術，都不能產生

這樣的抗原結構，必須用重組蛋白技術，特別是VLP，才能產生辨認此一

低變異區且高抗原性的流感疫苗。本研究延續以前的VLP疫苗研究，證明

其血清性交叉保護的原理，可以降低疫苗更新頻率與抗原飄移所帶來的疫

情衝擊。 Antiviral Research （2017） 140: 62-75.

四、酵素科技研究

開發關鍵酵素生物技術，是一項世界性農業、工業發展之重要研發項

目。農生中心成立的跨領域工業酵素研發團隊，利用應用基因體學與酵素

生物技術學，開發新穎工業酵素，用於生物復育、食品 /飼料添加酵素、
生質能源等之開發。

1. 開發優質本土真菌漆化酵素用於生物復育及紙漿脫色

漆化酵素（laccase）具廣泛的基質催化能力，在生物科技與工業的應

用潛力相當大。例如，合成染劑的去色與降解、紡織工業之廢水處理、化

學合成，以及紙漿的漂白等。我們由臺灣福山植物園分離一株新品種的白

腐真菌，經鑑定並命名為Lentinus sp.。此新穎真菌在液態培養基中可有效

生產具高活性的漆化酵素。經生化與催化能力之研究，我們純化出一新穎

的漆化酵素 lcc3，並利用質譜儀確認為N-端連結的醣蛋白。lcc3具相當之

熱穩定性，並在高濃度有機溶劑（醇類溶劑）中極為穩定，對於有癌症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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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常用合成染劑，也具高效率的去色或降解效果。更值得一提的是，我

們發現合成染劑也會抑制水稻種子的發芽，但若染劑先行以 lcc3處理，則

可有效解除或減緩染劑抑制水稻種子發芽與根系生長的情形；此外，lcc3

也具有去除紙漿（kraft pulp）中殘餘木質素的能力。此研究發現的本土分

離之真菌漆化酵素，在生物復育、紙漿脫色等的應用上具有發展的潛力。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2） 46: 5109-5117）。

本中心定位在從事農業生技相關之基礎研究，經過二十年的發展，於

部分領域已逐漸成為帶動臺灣農業生技研究的火車頭。在促進國內相關研

究水準方面，本中心過去十年來積極主辦、協辦在國內舉行的大型國際學

術研討會，邀請到相關領域的國際一流學者專家與會，提高我國農業生技

研究在國際間的能見度。例如，一年一度的楊祥發農業生技講座、第一屆

植物維管束生物學國際研討會、第十五屆中藥全球化聯盟、國際中草藥科

技研討會，以及不同主題的農業生物科技國際研討會等，獲得學界一致好

評。本中心同仁經常受到國內外著名大學、學術機構、學會及國際研討會

邀請演講，並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擔任審稿、編輯與客座總編輯的工作。

本中心同仁亦貢獻心力於國內學術審查及重要學術團體的服務性工

作，扮演領導及促進臺灣學術發展的重要角色。例如，邱子珍研究員擔任

科技部生科司農業資源學門召集人、施明哲特聘研究員擔任中研院前瞻轉

譯農學研究計畫總召集人及臺灣植物學會理事長、楊寧蓀特聘研究員擔任

中藥全球化聯盟理事，以及其他多位同仁獲選為各種專業學會之理事。邱

子珍研究員亦擔任國際植物分子生物 （IPMB）理事會理事，參與各國重要

學術審查機構之計畫審查，如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以色列科學基金會、

香港研究資助局計畫等，顯示中心同仁的學術表現受到國際學界的高度肯

定。

在培養學術人才方面，本中心同仁參與擘劃中研院國際研究生院分子

與生物農業學程，及轉譯農學學位學程，邀請院內農業生技領域學者強化

師資陣容，與臺灣大學、中興大學及成功大學合作培養尖端研究人才。部

分同仁參與生物多樣性學程與其他學程。本中心同仁亦合聘或兼任於國內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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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主要研究型大學，協助訓練研究生與教學工作。此外，農生中心也是國

內外博士後訓練的重要機構之一。人才培育的成果已逐年浮現，目前已有

數十位博士畢業生及博士後進入國內外學術及教學機構任職，為農業生技

研究注入了新血。

比較農生中心與國外知名之相關研究機構近年來的表現，從表二

的論文發表情形可以明顯看出，本中心的學術水平雖距離美國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還有一段距離，但與歷史悠久的英國 John 

Innes Centre及美國的一流大學相關科系相距並不遠。除科學研究外，本

中心更鼓勵有價值的智慧財產產出，已獲得57個國內外醫學與農業相關專

利；並與生技公司合作7件產學合作計畫（Industrial CRADA） 與6項專利

授權（Patent Licensing）或技術轉移（Technology Transfer），金額達1.4億

臺幣，在國內外都是不錯的成績。

表二 農生中心與國內外相關研究學系論文成果比較（2015-2017）

自我評比 2015-2017  （資料來源 : web of science）

University
or Academy

Institute
or Department

Faculty 
number

Paper 
number

# of
SCI >5

High impact factor  
papers per faculty
（SCI >5）

Donald Danforth Plant 
Science Center

19 265 132 6.9

John Innes Centre 60 551 301 5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56 550 223 4.0

Academia Sinica 
Agricultur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20* 143 73 3.7

University of Georgia 
Department of 
Genetics

29 296 102 3.5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MSU）

MSU-DOE 
Plant Research 
Laboratory

18 89 54 3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Plant Biology 25 128 6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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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ge of 
Agri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UC Davis

Plant Sciences 68 753 157 2.31

Purdue University Biological Science 84 417 157 1.9

Cornell University

Plant Biology 
Section School of 
Integrative Plant 
Science

27 69 39 1.4

* average faculty # /year

一、  中央研究院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 : 從系統生物學到農業生
技產品關鍵技術之開發

（一） 背景說明：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提供機會予科學家，探索先端

高風險研究，藉此為臺灣農業開發創新科技及尖端技術，使臺灣農業發展

能引領及符合世界變動潮流。

（二） 目標：創新轉譯農學研究計畫（ITAR）網羅優秀之研究團隊，利

用創新的農業生物技術，使臺灣農業能克服環境和經濟的挑戰：氣候變

遷、永續能源、糧食安全、環境問題等；為達成此目標，ITAR將1.作物

及花卉科學，2.水產科學，3.藥用植物科學，及4.農業基因體學列為重點

發展項目；相關研究需以「體學（omics）」進行，如基因體學（genomics）、
蛋白質體學（proteomics）、代謝質體學（metabolomics），整合系統生物學

（systems biology），作為臺灣農業生技持續發展之基石。

二、中研院南部育成中心

於本院2014年6月9日向南部科學工業園區臺南園區申請成立中央研

究院南部育成中心，並於同年7月7日通過科技部第四次科學工業園區審

議委員會審議。育成中心是為妥善運用院內基因體及相關領域之研發成

果，協助進行新技術的開發，加速新創事業及科技業者營運之發展而設

立，為達成帶動國家持續發展知識型生物經濟產業之目的。

柒 其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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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生中心自成立以來，經過二十年的成長及同仁們的共同努力，已建

立了堅實的研究基礎。過去幾年來，農生中心在植物抗逆境、中草藥科

技、分子疫苗及酵素科技研發等四個整合型研究專題，於臺北及臺南研究

據點皆有重要之學術貢獻。我們規劃具前瞻性的發展藍圖，利用先進的研

究策略，期望為臺灣農業生物科技研發創造出具體的實踐藍圖。未來我們

仍將致力於下面幾個目標：

1.在臺灣農業生物科技研究提供具國際視野的尖端技術及學術基礎。 

2.對臺灣農業永續發展及糧食安全有實質貢獻。
3.促進臺灣生技產業之發展。
4.推展國際合作，增加國際聲譽。
5.培養傑出的農業生技研發及科學人才。
6.對臺灣的農業政策規劃有所助益。

生技產業已被公認是21世紀最具成長潛力的科技產業，農業生技產

業為政府推動生物經濟重點產業之一。本中心除學術發展之外，也積極培

訓人才，對臺灣之生技產業將有相當程度的貢獻。未來我們以現有成果為

基礎，將農生中心發展為國際一流的研究單位，為臺灣永續農業及生技產

業之發展盡一分心力。

捌 結語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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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正式成立
http://genomics.sinica.edu.tw/

基因體研究中心

人類基因體序列草圖在西元2000年完成後，生命科學研究進入了新

的後基因體紀元，以生物科技為主的產業隨之蓬勃發展，科學界得以更深

入瞭解基因的功能及機制，發展新的技術及醫療產品，改進人類生活及生

命品質。2001年元月本院李遠哲前院長提出設立「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

中心」的規劃後，成立推動委員會，2002年10月評議會通過設置，經總統

府核定於2003年元月1日正式成立。本中心的任務為「進行基因體與蛋白

質體之科學研究，以致力於找尋與確認人類疾病之標的物，發展新穎的治

療方式來消弭與克服疾病」，旨在奠定國家基因體研究之基礎建設，以從

事基因體與蛋白質體之研究，教育及培訓優秀人才，並將所研發的重要成

果技術轉移給生醫科技公司，予以產業化，帶動臺灣生技產業之發展。

2003年翁啟惠院士應聘返國擔任中心主任，積極投入研究方向的規

劃，延攬相關研究人才，建立高科技研究的精英團隊。2006年10月翁主

任接任院長，中心主任一職由陳仲瑄博士代理，2007年7月正式受命為中

心主任，2016年7月由洪上程博士繼任主任。
本中心為突破研究瓶頸及開拓創新領域，積極建立核心研究設施，除

原有之超高速篩檢系統、質譜實驗室、核磁共振實驗室、胜肽合成實驗

室、核醣核酸干擾設施平台，於2008年建置基因轉殖鼠實驗室，目前已設

有X光機、分子影像及數位病理實驗平台，收集及建立逾30個品系的基因

轉殖或剔除老鼠，提供人類各種癌症、免疫疾病與老化的老鼠研究模式，

進行藥物或基因製劑之動物臨床前期實驗。2010年三級生物安全實驗室經

當時行政院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認證正式啟用，設有合乎二級生物安全管制

壹 中心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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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體外細胞實驗的研究平台，以及合乎三級生物安全管制的隔離室，與可

進行小型動物實驗的獨立換氣淨化籠具，進行高風險傳染性疾病原檢測及

防制之研究。2014年設立醣質定序分析設施，購置新穎高效能陰離子交換

層析儀、液相層析儀、質譜儀，並合成各種均相醣質異構物，作為標準樣

本，藉以分析關鍵醣分子的序列、組成及結構。

2009年為發展新藥和新興生醫技術，加強跨領域研究，整合原有5個

專題中心為3個專題中心：（1）化學生物學，著重於疾病標的物的尋找和

新藥合成；（2）醫學生物學，著重於癌症醫學、幹細胞學、免疫學及流行

病學之轉譯研究；（3）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著重於生物資訊處理及發展

高創意的生物技術平台。2015年起，於暑假期間與臺灣流行病學學會合辦

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習營，講授全基因體關連研究、次世代定序資料及表觀

遺傳學等研究之設計、執行及分析相關課程；同年也開辦大學生暑期培育

計畫，鼓勵並補助國內外數理與生物醫學相關科系之大學生，運用暑假期

間至本中心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藉此激發年輕學子之科研潛力及興趣。

本中心為加強與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提昇研發能量，2016年10月由

洪主任率團至日本大阪大學訪問，並洽商合作事宜。2017年3月日本大阪

大學理學研究所及科學學院代表團前來訪問，共同舉辦研討會、簽署學術

交流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流合作備忘錄，以期建立多元化研究合作模式、分

享研究設備、設施與經驗、交換學生等。同年10月日本大阪大學理學院代

表團再度來訪及舉辦研討會，繼續加強雙方實質的合作與發展。

本中心自2003年成立以來，陸續延攬基因科學相關優秀研究人才，由

2003年最初的5位研究人員及4位研究技術人員，至2007年底已增至23位

研究人員及15位研究技術人員。近十年則趨於穩定，至2017年底為25位

研究人員及16位研究技術人員。然因近年來預算緊縮及少子化影響，研究

助理及研究生人數逐年減少，而博士後研究則維持每年聘用約130位（圖

一）。2017年底研究人員、研究技術人員、博士後研究、研究生與研究助

理人數各為25、16、133、115與194位，比值約為1.0：0.6：5.5：4.7：7.5。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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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至2008年為本中心新創階段，研究經費依主體建築及實驗室設

置的需要逐年成長。2009年起主要設施建置完成後，建築及儀器設備預算

大幅減少，單位每年總預算維持於新臺幣4.1至4.8億（圖二）。除了由政府

編列預算，本中心研究人員也向院內外提研究計畫，積極爭取經費，各年

大約獲得新臺幣2至3億經費補助。

圖一 2008-2017年基因體研究中心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基因體研究中心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2 23 23 25 26 26 26 25 25 25

■ 研究技術人員 18 15 14 13 13 14 15 13 16 16

■ 合聘研究人員 45 43 44 44 45 40 40 38 36 30

■ 行政人員 4 4 4 4 4 4 4 4 4 4

■ 博士後研究 73 87 91 97 117 139 127 134 118 133

■ 研究助理 207 219 212 229 241 235 206 205 201 194

■ 研究生 184 219 216 207 202 165 129 137 141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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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長期致力於與臺灣人民疾病有關的基礎科學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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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期帶動臺

灣生技產業之發展。本中心的學術主軸專注於感染性疾病、癌症和腦退化

性疾病的探討，這些疾病皆與核醣核酸（RNA）轉譯後之蛋白質的各種修

飾反應有關（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即俗稱的後基因體學），特

別是醣苷化（Glycosylation）的課題。中長程學術發展規劃係針對這些與

後基因體學相關的疾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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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這些疾

病的致病機制和小分子的作用機理，期望能將這些突破性的基礎研究成

果，進一步發展成為新的生物技術或儀器，作為早期診斷的工具，並且開

發成為具有治療性的新藥、抗體和疫苗，建立精準醫療，為臺灣的製藥與

生物技術產業紮根。

一、化學生物學的研究

化學生物專題研究中心將持續開發新的化學生物技術以解決醫藥和生

物科學的問題。主要目標為：（1）發展以醣為主之抗癌、抗菌和抗病毒的疫

苗和藥物，包括生物寡醣的合成和定序分析、免疫佐劑的開發和抗體的記

憶與治療；（2）因應傳染病帶來的問題，特別是流感和金黃色葡萄球菌和

肺結核等抗藥性細菌；（3）研究腦神經退化性疾病，包括阿茲海默症和普

昂蛋白；（4）開發新的分子探針，探索與癌症、癌症幹細胞和新型疫苗開

發有關之生物標的物；（5）運用高速篩選系統進行藥物研發，繼續充實分

子庫的收集及分離天然藥用植物中具有藥效的成份；以及（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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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外與體內）、

機制、修飾（甲基化，磷酸化和醣基化）、交互作用和治療應用的研究。

二、醫學和生物學的研究

醫學生物專題研究中心的目標是運用細胞或動物模式來研究疾病的致

病機轉，以開發新的疾病預防、診斷和治療策略；並透過跨領域的整合研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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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發展長期風險的計算方法，進行轉譯醫學研究，以彌合科學發現和臨

床醫學之間的差距。研究主軸涵蓋免疫學、幹細胞學、癌細胞生物學及流

行病學。具體研究課題與目標為：（1）鑑定慢性感染疾病與癌症相關的生

物標記、危險因子和遺傳易感性基因；（2）研究宿主抵抗外來感染源之辨

識系統所扮演之角色；（3）研究抗體反應的調控機制及發展人類單一B細

胞平台，以建立疾病抗體庫；（4）瞭解醣在癌細胞及免疫反應所扮演之角

色；（5）探討人類癌幹細胞和其微環境間的交互作用與調控；（6）以人類

幹細胞為平台，鑑定細胞命運決定的關鍵因子；以及（7）執行健康雲跨領

域研究，建立巨量健康資訊。

三、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學的研究

物理與資訊基因體專題研究中心有兩個主要目標，包括新技術和分析

平台的開發和計算生物訊息技術的發展。在硏發新技術方面，將注重更靈

敏且可以更廣泛使用之新質譜儀及新癌症物理療法的發明，並開發創新抗

體技術平台，以協助質譜儀應用蛋白質體技術及癌症免疫療法的開發。在

分析平台方面，將專注於醣蛋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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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染性疾病、癌症和腦退化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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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算生物訊息

技術方面，重點一是比較基因體學的研究，藉以從建立基因及表達的生物

資訊，進而探討免疫反應、感染性疾病及癌症的機轉及治療；重點二是瞭

解物理療法的分子機制及跨基因間功能性的探討和轉錄體的機制。

本中心長期投入具前瞻性與創新性的跨領域研究，針對國人重大疾病

和再生醫學，分析人類疾病與微生物基因體、蛋白質體的結構與功能，藉

以開發新的技術及藥物，已有突破性的進展，2008年至2017年間於國際

SCI期刊及專書計發表1,830餘篇研究論著（圖三）。其中1,650餘篇期刊論

文約有82.5%發表於各領域排名前10%期刊，所發表期刊的影響指數平均

值為5.93。根據2017年12月Web of Science統計，這些期刊論文被引用次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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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逾32,000次，平均每篇被引用19.7次。本中心多項成果相當具有臨床應

用潛力，已申請的國內外專利數目超過470件、獲證者超過210件；其中

並有22件授權案，逾50項發明轉移至生醫產業，授權金包括現金及股票，
折合股本對價共逾20億。

本中心近十年來進行免疫學、幹細胞學、流行病學、演化基因體學等

研究，以及醣類合成與臨床運用開發、疫苗與新藥候選物研發，針對感染

性疾病、癌症以及腦退化性疾病等國人重大疾病和再生醫學，發展高靈

敏度的醣晶片、全功能生物質譜儀、奈米材料技術，以及演化基因體等研

究平台和儀器，分析人類疾病與微生物基因體、蛋白質體及醣體學結構與

功能，研究其關鍵生物分子之功能及與疾病的關係，發展新型的藥劑、疫

苗、抗生素和新的檢測技術，研發早期檢測與防治疾病的新策略，均有重

大的研究發現和成果。其中醣蛋白、醣晶片、醣探針、均相醣基抗體合成

技術、抗過敏抗體新藥、治療肺癌與乳癌小分子藥物及全功能生物質譜儀

等重要發明，已技術轉移至生技業者。重要成果簡述於下。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圖三 基因體研究中心歷年研究產出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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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染病防治研究

■「醣」的多寡是流感病毒的感染以及疫苗設計的關鍵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4, 111, 2476-81.）

▪流感病毒表面的HA醣蛋白可藉由醣分子的種類以及位置，調控與宿主細胞結合時的強
度以及專一性。

▪單醣化的HA醣蛋白作為流感疫苗，可提供廣效的保護力。

■細菌表面關鍵膜蛋白PBP1b轉醣酶的晶體結構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09, 106, 8824-9.）

▪此結構為臺灣首次解出
膜蛋白結構。

▪細菌表面關鍵膜蛋白
PBP1b轉醣酶的結構為
設計新抗生素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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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取抗生素氧化中間產物以發展新型態抗生素衍生物（Nat. Chem. Biol., 2011, 7, 304-9.）

▪解析出參與抗生素A40926生合成之六碳醣氧化酶Dbv29 的蛋白質結構以及催化作用機制。
▪利用Dbv29 合成各種不同化學結構的衍生物，對於抗藥性腸球菌（Enterococcus）具有比抗
生素Vancomycin 與Teicoplanin 更好的抑菌效果。

■金黃色葡萄球菌轉醣酶與

受質Lipid II類似物的複合
晶體結構以及解構細胞壁

胜肽醣的合成機制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2, 109, 6496-501.）

▪完整提出細胞壁胜肽醣的合
成機制。

▪受質Lipid II的結合區域為新
一代抗生素細胞壁合成抑制

劑的可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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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長鏈醯基轉移酶蛋白複合體結構解析及應用於合成有效對抗抗萬古黴素腸球菌之
2,6-雙醯基/2-醯基取代醣胜肽抗生素（J. Am. Chem. Soc., 2014, 136, 10989-95.）

▪解析出多個參與抗生素Teicoplanin A2-2/A40926生合成之關鍵醯基轉移酶Orf11*/Dbv8的蛋
白質複合體結構及其酵素催化機制。

▪Orf11*/Dbv8能利用多種acyl-CoA/acyl-NAC作為醯基提供者，也能利用萬古黴素作為醯基接
受者，產生一系列新抗生素。

▪雙醯基化新衍生物對於所有測試菌株皆表現出優異的抗菌效果，能有效殺死主要的抗萬古黴素
腸球菌菌株，其效力優於現今臨床使用的抗生素Teicoplanin及萬古黴素。

■全化學合成α(2→9)唾液酸多醣並將其應用於均相C型腦膜炎疫苗之製備（Angew 
Chem. Int. Ed., 2011, 50, 9391-5.）

▪開發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唾液酸寡醣合成法。
▪合成出12個唾液酸組成的寡醣，是當前以化學合成法合成此分子的世界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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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合成W135型腦膜炎疫苗的開發（Angew. Chem. Int. Ed., 2013, 52, 9157-61.）

▪開發出快速合成此種細菌外翹膜多醣的方法。
▪成功合成出有效的疫苗。
▪成功技轉給國內廠商進行疫苗的開發。

■細胞表面肝素八醣分子的合成及其抑制疱疹一型病毒感染宿主細胞的研究

（Nat. Chem., 2011, 3, 557-63.）

▪首度完成二個結構複雜之細胞表面肝素八醣分子的全合成研究。
▪5 mg/mL的濃度即能抑制50%的宿主細胞被疱疹一型病毒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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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醣體40S次單元體減量可壓制C型肝炎病毒的複製
（PLoS Pathog., 2012, 8, e1002766.） ▪在宿主因子篩選中觀察

到：當核醣體 40S次單元
體中的RPS6蛋白短缺時，
C型肝炎病毒在肝細胞中
的複製能力明顯下降。

▪深入探討驗證：降低細胞
內核醣體 40S次單元體含
量，即可顯著抑制 C型肝
炎病毒的大量複製。

▪推斷此因病毒 IRES導引的
轉譯系統無法與宿主競爭

使用減量的 40S次單元體
轉譯病毒蛋白，進而限制

C型肝炎病毒的複製。
▪經長久演化下的宿主核醣
體不易產生抗藥變異，可

做為開發抗病毒藥物的一

項嶄新標的。

■新一代醣分子癌症疫苗的新突破（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3, 110, 2517-22.） 

癌症防治研究

▪開發出新一代的癌症疫苗，此疫苗可
誘發出高含量具記憶效果的抗體。

▪成功授權給國內廠商，目前已進入一
期人體臨床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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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特異性胚胎抗原 -4（SSEA-4）為多型性神經膠母細胞瘤等癌症的潛力治療標靶（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4, 111, 2482-7.）

▪SSEA-4在多形性膠質母細
胞瘤等 16種癌細胞上都有
高度表現。

▪SSEA4抗體具有毒殺癌細胞
的效果，顯示SSEA4是極佳
的抗癌標的。

■利用自行研發的 IL-17受體B抗體抑
制 IL-17B/IL-17受體 B訊息傳遞所
引發的驅化激素阻斷胰臟癌轉移（J. 
Exp. Med., 2015, 212, 333-49; Onco-
target, 2015, 6, 18244-5.）

▪發現胰臟癌患者的腫瘤細胞是否有高
度表現 IL-17受體B，與病患的術後轉
移有高度相關，並且也擁有較短的術

後無疾病生存率。

▪論證受體 IL-17受體B及其配體 IL-17B
的訊息傳導，在胰臟癌細胞轉移的過

程中，扮演了非常關鍵的角色。

▪研發出新的 IL-17受體B單株抗體，阻
斷 IL-17RB受體與其 IL-17B配體結合後
的訊息傳遞，並且發現抗體治療能降

低人體胰臟腫瘤移植小鼠的癌細胞轉

移，並且增加了小鼠存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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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乳癌的微環境探討癌細胞與脂肪細胞的交互作用，並論證第二型單羧酸運輸蛋白可作為

乳癌治療的新標靶（Nat. Commun., 2017, 8, 14706）

▪脂肪細胞為乳癌細胞微環
境中重要一環，乳癌細

胞膜上MCT2的表現在與
脂肪細胞互動上扮演重

要角色。

▪脂肪細胞透過β-HB的分
泌，經由MCT2將β-HB
送到乳癌細胞中，藉由活

化 IL-β及LCN2兩種促進
生長的基因，進而促成癌

細胞的生長。

▪MCT2 的高表現量在臨床
上伴隨著較差的預後，

以MCT2做為標的進行治
療，或許可成為乳癌治

療的新方向。

■從乳癌的微環境探討癌細胞與免疫細胞的交互作用，證明 IL-17受體B可作為乳癌標靶治
療（EMBO Mol. Med., 2017, 9, 1660-80.）

▪乳癌模式小鼠的腫瘤引流淋巴結可增強乳癌細胞的毒性。若將乳癌模式小鼠的腫瘤引流淋巴結以
手術移除，乳癌細胞擴散的機率就會大幅降低。

▪腫瘤引流淋巴結內大量增加的調節性免疫T細胞是乳癌細胞毒性增強的主因。因此在乳癌模式小
鼠剔除調節性免疫T細胞，就能降低乳癌細胞擴散到遠端器官。

▪調節性免疫T細胞會分泌TGF-β1分子，該分子會促使腫瘤引流淋巴結內的乳癌細胞增加 IL-17受
體B基因的表現，進而增強乳癌細胞的毒性，導致乳癌細胞擴散到遠端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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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退化性疾病研究

■TDP-43蛋白球狀多聚體是導致失憶症的關鍵分子（Nat. Commun., 2014, 5, 4824.）

▪首度觀察到腦前側額顳葉退化症患者腦內存在全長TDP-43蛋白的類澱粉多聚體。
▪以免疫沉澱法驗證TDP-43轉殖鼠腦細胞中的TDP-43蛋白球狀體隨著年齡增長而累積。

■針對澱粉樣蛋白β開發阿茲海默症的新療法（ACS Chem. Neurosci., 2016, 7, 1097-106.）

▪發現澱粉樣蛋白β (Amyloid-β，Aβ) 異構體可以特異性、非競爭性、且直接地抑制 caspase-3
活性，其中Aβ42比Aβ40具更高的結合親和力。

▪可藉由調控Aβ與 caspase-3活性，開發阿茲海默症的新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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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晶片應用再突破，可有效研判流感血清型（J. Am. Chem. Soc., 2010, 132, 14849-56.）

醣體學研究

▪開發可快速偵測流感病毒的醣晶片。
▪此醣晶片可清楚辨別流感病毒血清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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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組化N型多醣及晶片合成用於愛滋病病毒抗體的異相配體分析
 （Nat. Chem., 2016, 8, 338-46.）

▪脂開發出快速合成N-型
多醣的方法。

▪開發出高密度的醣晶片，
可使偵測更加靈敏。

▪此成果協助愛滋病等疫苗
的設計。

▪以化學酵素合成法
合成出更具免疫原

性的癌症醣類抗原

Globo H衍生物。
▪利用此Globo H衍
生物為抗原，合成

出可誘發更高含量

能辨別癌細胞特有

的Globo H抗體，
此抗體具有毒殺癌

細胞的效果。

■醣類抗原Globo H之還原端及非原端衍生物的免疫性研究
 （J. Am. Chem. Soc., 2014, 136, 1684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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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球蛋白G上一種共通的醣體結構可增強其作用功效
 （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5, 112, 10611-6.）

■四丙烯酸酯化磷脂酸肌醇六甘露醣的合成與其免疫調控活性的探討

 （Nat. Commun., 2015, 6, 7239.) 

▪	研發出可製備均相化抗體的方法。
▪	均相化抗體可提升抗體效能，並使抗體的生
產時品質控制更加容易。

▪	此項技術已授權國內廠商，其開發出的產品
已進入一期臨床試驗。

▪ 首度完成高度複雜甘露醣衍生物的全
合成研究。

▪ 免疫反應顯示介白素（Interleukin, 
IL）-4及干擾素（interferon）-γ效能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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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醣化酵素的互動，決定醣蛋白上醣分子的組成、功能與疾病的關係

 （J. Am. Chem. Soc., 2017, 139, 9431-4.）

■結合化學方法與數值分析，精準預測蛋白質醣化位置和效率（J. Am. Chem. Soc., 2017, 139, 
12947-55.) 

▪	釐清第八型岩藻醣轉移
酶對醣分子的選擇性，
並探討細胞內醣轉移酶
之間的交互影響，有助

了解細胞癌化過程中醣

分子結構的變異，找到

醣分子癌症標記。

▪	開發超高溫多孔性石墨
碳液相層析質譜分析

法，成功區別醣分子的

同分異構物。

▪ 結合基因誘變、策略性篩選技術及多階段統計
模式，成功預測蛋白質上醣化位置及效率。此

演算法可應用於改良蛋白藥物上醣基化程度，

以促進其活性以及穩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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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學研究

■開發治療氣喘新藥第二代Anti-CεmX抗體（J. Immunol ., 2010, 184, 1748-56; Nat 
Commun., 2014, 5, 3139; Allergy, 2015, 70, 384-90.）

▪利用融合瘤技術篩選標的CεmX上特定位置的第二代Anti-CεmX單株抗體。
▪Anti-CεmX抗體可抑殺表現膜嵌型 IgE的B細胞，阻斷分泌 IgE的漿細胞分化，進而降低

IgE的生成。
▪抗體人源化確保抗體保有原本抗體與對結合CεmX所具的專一性及親和力。

■成鼠表皮細胞剔除Blimp-1基因引發慢性皮膚發炎（Proc. Natl. Acad. Sci. USA, 2013, 110, 
6476-81.）

▪轉錄因子Blimp-1在某些濕
疹病人慢性皮膚炎的表皮中

的表現量會下降。

▪以誘導的方式將表皮細胞
中的Blimp-1基因剔除的小
鼠皮膚，會自發性地引起慢

性皮膚發炎，並有大量嗜

中性白血球與巨噬細胞的浸

潤。其中參與的機制是藉由

Blimp-1會直接抑制可促進
細胞素與細胞激素表現的兩

個基因—— Fos與Fosl1。
▪發現了在一般生理狀態時

Blimp-1可以約束皮膚免疫
力的新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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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凋亡訊號調節磷酸酶 -1（ASK1)促進正常與癌化之漿細胞進行細胞凋亡（Blood, 2012, 
120, 1039-47.） 

■Lsp1蛋白O-連結乙醯葡萄糖胺修飾和磷酸化修飾在B細胞活化所引起的細胞凋亡過程中
的時序調控作用（Nat. Commun., 2016, 7, 12526.） 

▪ 由磷酸化蛋白質體學分析發現，在B細胞受到
刺激的活化路徑中，O-連結乙醯葡萄糖胺修飾
（O-GlcNAcylation），會影響一連串的訊號傳
遞路徑。

▪ O-GlcNAc在絲胺酸209位點的後轉譯修飾Lsp1
蛋白，會促進與蛋白激酶 C（PKC）的結合，

PKC進而對Lsp1蛋白上絲胺酸243位點進行磷
酸化，而減少抗凋亡蛋白BCL-xL與 BCL-2的表
現，促使活化的B細胞走向凋亡路徑。

▪ 揭露B細胞受器與抗原結合後的活化過程中，
如何藉由後轉譯修飾的動態交互作用，啟動細

胞凋亡的機制。

▪	生產抗體的漿細胞透過一維持漿細胞生存重要的轉錄因子Blimp-1，抑制ASK1表現及下
游細胞凋亡訊號，以維持漿細胞生命週期。

▪	抗原免疫後之ASK1基因剔除小鼠中存在較多的抗原專一性漿細胞，而在移植漿細胞癌細
胞之小鼠體內誘發ASK1表現，亦能有效減緩漿細胞癌的生長。

▪揭露藉由調控ASK1進而調控漿細胞存活及抗體的產生，提供治療漿細胞相關疾病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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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天免疫受體CLEC5A為對抗李司特細菌感染的關鍵因子（Nat. Commun., 2017, 8, 299.） 
 

▪	CLEC5A是細菌活化PAD4並引發Neutrophil Extracellular Trap（NET）的重要因子。
▪	細菌被CLEC5A與TLR2辨識，同時活化Syk及Myd88並傳遞訊息，以增強NLRC4、AIM2等
發炎體（in�ammasomes）之活化以產生促發炎激素。

▪	與腸胃道免疫反應至為重要的CD3+γδ+ IL-17分泌T細胞之分化仰賴CLEC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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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質譜技術開發

幹細胞與再生醫學研究

■開發新穎全質量區域量測質譜技術（Anal. Chem., 2010, 82, 10125-8; Angew. Chem. Int. Ed., 
2010, 49, 3460-4; Anal. Chem., 2012, 84, 4965-9.）

▪研發量測全質量區域的粒子質譜儀，精確測量
 單一細胞、單一病毒、單一微米及奈米粒子的質量。
▪研發新型生物分子加速器，可測量質量超過3仟萬原子單位帶單一電荷的大生物分子離子。
▪突破物理性質的限制，量測細胞吞噬「非金屬」的奈米物質，也能測出單顆細胞的吞噬量。

■揭開胰腺細胞轉分化為肝細胞的機轉：透過誘發胰腺細胞再程式化產生多能性類幹細胞

（Gastroenterology, 2010, 138, 2519-30.）

▪胰腺細胞活化醣皮質素受體及胰島素受體時，會激活PI3K/Akt的訊息路徑並啟動轉分化產生。
▪在轉分化初期會產生表現ABCG2的前驅細胞，而這群細胞具有類似多能幹細胞的特性。
▪利用誘導式Cre/loxP 特定點重組追蹤系統，證實了胰肝轉分化必須先誘發胰腺細胞再程式化產
生表現ABCG2的多能性類幹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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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及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究

■B型肝炎病毒基因型和突變株
與肝細胞癌危險性之長期追蹤

研究（J. Natl. Cancer Inst., 2008, 
100, 1134-43.）

■臺灣地區生育婦女B型肝炎病毒感染與肝細胞癌發生風險之全國性世代追蹤研究（J. Natl. 
Cancer Inst., 2008, 100, 1134-43.） 

▪慢性 B型肝炎帶原者所感染的
是C基因型B肝病毒，比起感染
B基因型B肝病毒，有兩倍得到
肝癌的風險。

▪慢性 B型肝炎帶原者體內的 B
肝病毒，在基礎核心促進子

（basal core promoter, BCP）發
生突變，得到肝癌的可能性會

增加兩倍；如果是在前核心區

（precore region）產生突變，
反而會大幅降低得到肝癌的可

能性到三分之一。

▪B型肝炎病毒慢性感染或B型肝炎病毒複製活躍的婦女，有偏高的肝細胞癌發生風險。
▪相較於HBsAg陰性個案，持續HBsAg陽性或HBsAg陰轉的婦女，亦都有偏高的肝細胞癌
發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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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懸浮微粒污染、肝功能指數及肝癌風險：臺灣長期追蹤研究（J. Natl. Cancer Inst., 2016, 
108, djv341.） 

▪血中HBV DNA之清除是降低肝癌風險的決定因子，而HBsAg清除是確保HBV被免疫系
統廓清的重要指標。

▪降低血中HBV DNA量可增加HBsAg清除的機率並降低肝癌風險。

▪全球首篇論文證實PM2.5 可能增加罹患肝癌的風險。
▪臺灣本島與澎湖居民暴露 PM2.5的年平均濃度，每立方公尺各增 13.1微克和 0.73微克
時，罹患肝癌風險提高2成2。

▪PM2.5暴露濃度和肝臟發炎指標（肝功能指數）有顯著相關；利用中介分析，發現肝功能
指數升高是PM2.5暴露和肝癌相關的顯著中介因子。

■B型肝炎血清生物標誌的自發性
清除及其後罹患肝細胞癌之風險

評估（Gut., 2014, 63, 16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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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基因體學研究

■基因家族的大小在跨物種間的保守性是一個評估演化速率的重要指標（Mol. Biol. Evol., 
2010, 27, 1750-8.） 

■NCLscan：一個同時具備高敏
感度與高精準度用來廣泛尋找

非線性RNA（包括基因融合、
分子間剪接以及環狀 R NA）
的高可信度方法（N u c l e i c 
Acids Res ., 2016, 44, e29.） 

▪釐清單一基因和複製基因，誰的演化速率較慢的爭議。
▪同源基因家族的大小在人類、黑猩猩、恆河猴跨物種間保留的複製基因演化速率最慢，其
次是單一基因，再其次是基因家族的大小在跨物種間沒有保留的複製基因。

▪率先提出基因家族的大小在跨物種間的保守性，是影響基因演化速率的重要指標。

▪領先全球，開發出一個具最高精準度與靈敏度的尋找非線性（NCL）RNA的軟體──NCLscan。
▪第一篇有系統地將NCL事件區分出基因融合、分子間剪接與環狀RNA的研究。
▪NCL事件中，環狀RNA比基因融合、分子間剪接有較高的出現頻率、較高的表現量以及較低
的細胞型態專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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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觀遺傳學研究

■蛋白質N端乙醯轉化酶促進DNA甲基化、維持基因體印記並調控胚胎發育
 （Mol. Cell, 2017, 68, 89-103 e7.）

▪蛋白質N端乙醯轉化酶 10（N-a-
acetyltransferase 10 protein, 
Naa10p）可以維持全基因體甲基
化，並且標記印記對偶基因，維持

基因體印記。

▪Naa10p基因剔除小鼠胚胎發育異
常，基因體印記缺失，基因甲基化

降低，且突變之人類Naa10p蛋白
結合至印記基因DNA之能力明顯
降低。

▪不但對於蛋白質 N端乙醯轉化酶
1 0的功能提出新註解，也對於
Naa10p基因突變之人類罕見疾病
奧格登綜合症（Ogden syndrome）
和相關發育遲緩的致病機轉提出新

的看法。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基因體研究中心的任務為進行基因體、蛋白質體與醣體的科學研究，

發現及確認人類疾病之標的物，並開發新的技術與藥物。

本中心建置國內唯一的超高速藥物篩選系統，已蒐集或合成超過250

萬種化合物或天然藥物，配合1千億抗體分子庫、RNAi、醣晶片等平台，
同時已開發多種高速篩檢流程，可於短時間內同時進行百萬種新藥候選物

的篩選，成為我國新藥開發的研究重鎮。

在醣體學研究，本中心以獨特醣化學「一鍋化位向選擇保護法」及「一

鍋化立體控制鏈結法」技術，突破醣類的合成瓶頸，合成各種特定序列、

長度、結構的複雜醣分子，進行疾病致病性、抗藥性等相關研究，也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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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疾病的早期檢驗及治療。配合醣晶片的製備，更將醣體學的研究推進到

分子層次，可快速了解醣分子的結構與生理功能，並可開發用於檢測癌症

及病毒的利器，為醣分子探針技術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指標性技術，且相關

技術已授權生技公司。本領域在學術獲獎方面，翁啟惠院士榮獲「美國化

學協會亞瑟科博獎」、「美國國家發明家學會院士」、「日本日經亞洲賞」、

「以色列沃爾夫化學獎」、「以色列科學與人文學院——愛因斯坦講座」、

「英國皇家化學會羅賓遜獎」等多項重要殊榮；洪上程主任榮獲「行政院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以色列大衛——金斯柏格紀念講座」、「科技部傑出技

術移轉貢獻獎」等重要殊榮。

在免疫學研究，本中心已建置單一B細胞抗體製備平台，分析免疫疾

病的致病原理、免疫細胞在傳染病或癌症所扮演的角色及研發治療策略，

致力開發及改良過敏用藥，成功篩選出治療氣喘新藥第二代Anti-CεmX

抗體，相關技術已授權生技公司。本領域在學術獲獎方面，張子文博士榮

獲「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醫學科學獎」、「臺灣兒童過敏氣喘免疫及風濕病醫

學會終身成就獎」；林國儀博士先後榮獲行政院國科會及科技部「傑出研

究獎」。

質譜技術開發，本中心針對生物細胞、大分子及奈米級標記粒子等，

研發質譜技術，突破偵測範圍，可偵測全質量區域，並開發可攜式質譜

儀，對生物分子、尤其是醣分子的測量，提供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精確資

訊。相關技術授權生技公司，應用於生物醫學及生物工程研究與新藥開

發，該公司榮獲「臺北生技獎技術移轉銀獎」。

癌症防治研究，本中心持續尋找及分離癌細胞及癌症幹細胞的特有分

子，研究癌細胞與體內系統微環境間的交互作用，並發展生化奈米材料，

偵測及分離癌症幹細胞，藉以研發新型早期檢驗技術及新藥、疫苗等治療

策略。本領域在學術獲獎方面，李文華院士榮獲「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

「美國國家發明家學會院士」等重要殊榮。

分子與基因體流行病學研究，本中心進行B型及C型肝炎病毒感染標

記與肝細胞癌的長期追蹤，肝細胞癌、子宮頸癌與鼻咽癌的易罹癌基因連

鎖分析，根據大數據流行病學分析，建立國際慢性肝炎臨床診斷治療指

南，及我國健康保險局雲端「健康存摺」肝癌風險預測系統。本領域在學

術獲獎方面，陳建仁院士榮獲「行政院國科會科學專業獎一等獎章」、「行

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等重要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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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神經退化性疾病防治研究，分析蛋白質摺疊機制與錯誤摺疊所

產生的疾病，證實導致腦前側額顳葉退化症神經病變的關鍵蛋白球狀多聚

體，藉以了解阿茲海默症的致病成因。本領域在學術獲獎方面，陳韻如博

士榮獲「發展中世界科學院年輕學者」、「阿茲海默氏症和帕金森氏症青年

研究學者獎」、「臺灣傑出女科學家新秀獎」。

演化基因體學研究，本中心建立多套網路介面系統，可互動式顯示

人類基因結構，加速基因演化的研究，促進國內外學者交流。進行跨物種

基因分析，提供瞭解人和大猿之間在重要的病毒流行疾病或癌症的治療

線索。本領域在學術獲獎方面，莊樹諄博士榮獲「梵蒂岡宗座科學院庇護

十一世勳章」。

基因體研究中心的研究群結合各領域專才，致力於發展高速生物體學

分析與單一細胞生物體學研究技術，利用蛋白質體學研究在多種疾病樣本

中尋找生物標的，以及研發新技術增進生物標的物的分析速度與偵測標的

物的敏感度。在醣化學及其在醫藥方面的運用、免疫學、質譜分析技術、

疫苗研發等，皆具有極優的競爭力，在國際間已佔有一席之地。

本中心並設有生技育成中心，位於生物科技發展聚落之核心南港軟體

園區，負責科技轉移、育成、產業合作與國際交流等工作，主要是將本中

心及中研院其他單位的研發成果進一步產業化，透過技術、策略及管理協

助，輔導進駐公司共同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使其成為新生物技術、新藥

開發或新精密儀器的明日之星，以達到拓展落實中研院技術、協助產業升

級、創造就業機會，促進臺灣生技製藥產業的深耕與發展。至今共有15家

新創公司先後進駐生技育成中心。他們與本院簽訂合作授權契約，引進中

研院技術，透過生技育成中心的輔導，其中有7家公司已成功研發產品進

入生技市場。若涵蓋其他移轉本中心之技術但尚未上櫃或上市的其他8家

公司，則已成功創造將近700個就業機會，顯示本中心對促進我國生技產

業及整體經濟發展，已做出具體貢獻。目前經由本院技術移轉並輔導育成

的7家上櫃公司的市值約1,350億。

柒 其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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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研究中心專注於國人重大疾病預防、診斷、治療及產品導向的

創新研究，建立國家級的基因體學核心技術，發展高效率關鍵技術，也整

合生命科學、自然科學和資訊科學等領域之研究人員，針對國內環境變遷

及人口老化所面臨的重大疾病 (如傳染病、癌症與神經退化性疾病等 ) 及

再生醫學，進行跨領域研究，分析人類疾病與微生物基因體、蛋白質體、

醣體的結構與功能，藉以開發新的技術及藥物，解決重要生物與醫學的問

題。所研發的藥物標的及技術並將連結「國家生技研究園區」，進行基礎研

究銜接至動物及臨床試驗階段的轉譯醫學研究，研發新藥候選物與疫苗，

並開發新式檢測、診斷及治療技術與工具，以發展精準醫療。本中心將藉

由動物藥理及毒理試驗、GMP規格設備、臨床醫學研究、產品商化等，
建立我國新藥研發的大環境，並與國家整體生技產業基礎建設接軌，持續

開創及扶植新創公司，促成新興產業的持續成長，向國際市場邁進，打造

臺灣成為亞太地區生技創投及研發中心，推出高產值的生醫產品。除了致

力於研究，也透過合作學程或與大學合聘師資從事教學，以培育高級研究

與技術專才，促進生命科學教育及生技產業的發展。

捌 結語：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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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正式成立
http://www.biodiv.tw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

為了深入探究臺灣豐富的生態體系，並使資源永續，本院於2004年

1月1日正式成立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由邵廣昭研究員擔任代理主任。
2005年1月起，動、植物兩所原有17位從事生物多樣性研究之同仁，正式

轉任至本中心，並陸續新聘助研究員加入本中心研究團隊。2008年1月起

至2016年12月15日，由李文雄院士兼任主任，期間分別由吳俊宗、鄭明

修、湯森林和邱志郁研究員兼任副主任。2016年12月起由趙淑妙特聘研

究員兼任主任，邱志郁研究員、王達益副研究員兼任副主任。

原本分屬於動物及植物所之動物標本館及植物標本館，於2005年歸併

本中心，並於2007年1月經由院務會議通過正式合併為「中央研究院生物

多樣性研究博物館」，由彭鏡毅研究員（1950-2018）兼任館主任，2016年起

由鍾國芳副研究員兼任。本中心亦設有「系統分類及生物多樣性資訊專題

中心」，由邵廣昭研究員兼任執行長，2016年起由端木茂甯助研究員兼任。
另外，本中心在鴛鴦湖設有工作站，在綠島則設有海洋研究站。原動物所

出版之Zoological Studies期刊亦在2006年1月起改由本中心獨立發行。
為健全本中心之發展方向，本中心顧問委員會於2003年底組成，由

李文雄院士及Peter Raven教授共同召集，成員共包括9位國外及2位國內

在生物多樣性研究領域及學術領導方面的頂尖學者。第一次委員會於2004

年3月底召開，完成本中心組織架構及未來發展方向之審議，會後並做出

28點建議。2005年顧問委員會經院方重新改聘更名為學術諮詢委員，並

增聘吳仲義院士為委員，於 2006年 3月召開第一次學術諮詢委員會，會

後做出14點建議。後於 2008年1月起改組成立第二屆學術諮詢委員會，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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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10名委員。2017年再次改組，共有9位委員，分別為Profs. Günter P. 

Wagner、Stephen J. Hawkins、Ove Hoegh-Guldberg、Walter D. Koenig、
William F. Martin、Peter K. L. Ng、William B. Whitman、吳仲義院士與楊

秋忠院士。

研究人員自2005年起員額正式轉入本中心，院方也正式核給本中心約

聘助理的員額，人員統計詳見圖一。

為使本中心能早日發揮功能，院方於2003年起即提供先期規劃之經

費進行先導與整合之研究計畫，包括在當時動物研究所管理之礁溪臨海研

究站展示蘭陽地區之生物多樣性。2004年起編列經費4,300餘萬元，正式

推動若干跨院校任務導向之整合性研究計畫，但研究人員之大部分研究經

費仍分別編列於動、植物兩所。2005年起本中心正式獨立運作，編列經

費1億1,700餘萬元，而後每年之預算配合政府政策，近年則幾乎維持零成

長。研究人員也承接科技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及所屬單位、翡翠水庫、

國家公園與各縣市政府之委託研究計畫，協助推動生物多樣性之基礎研究

及保育與復育之相關工作。經費統計詳見圖二。

1.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學門 
（Division of Marine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藉由基礎與系統分類研究方法，闡明海洋生物多樣性以及其產生之機制。

同時，分析生態系統中物種多樣性的組成、豐度與族群動態相關的生活史

特徵（例如，生長、生殖、入添與死亡率等），建構因逆境干擾所產生的群

聚改變，用以探討海洋生物族群面對環境變遷的逆境反應機制、發展模式

建構與演算、長期生物多樣性消長與生態資料分析、推估海洋生態系長期

變遷的趨勢，以作為面對環境變遷影響下的監測指標並提供預警功能。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2008年至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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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9 19 20 22 23 22 20 20 21 22

■ 合聘研究人員 1 1 1 1 1 1 1 1 1 1

■ 行政技術人員 3 4 4 4 4 4 4 4 4 4

■ 博士後研究 10 20 16 17 14 11 11 9 8 17

■ 研究助理 93 136 119 123 123 114 137 136 114 134

■ 博士生 20 21 34 25 36 41 47 48 51 49

■ 碩士生 17 44 43 39 36 38 42 27 36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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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學門 
（Division of Terrestrial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s）

探討森林、湖泊、溪流、河口、溼地等自然生態系，著重於釐清生態系中

植物——動物——微生物物種的組成和角色之相互關係，並根據環境因素

變動，建立生態系能量及物質的循環模式。另外探討生態與環境因子對陸

域生物社會行為和演化的影響，以及社會動物的社群遺傳和行為之間的關

連。

3. 演化遺傳與基因體學門 
（Division of Evolutionary Genetics and Genomics） 

在植物方面以亞洲秋海棠、銀杏、蘇鐵等為材料，利用粒線體、葉綠體、

細胞核DNA序列，來探討生態型間的遺傳變異、族群遺傳與種化。在動

物方面，從基因體的角度研究行為、鳥類羽毛及其他特徵的演化。其他課

題包括C4光合作用的起源與演化及調控網路的演化。

4. 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學門 
（Division of Microbial Diversity and Bioinformatics）

長期被忽略的微生物多樣性，近年來得到相當地重視。本中心以臺灣重要

保育物種、特有棲地為據點，研究微生物群落組成、變動和基因體，藉此

了解微生物在其中所扮演角色，以利於保育和管理。生物資訊方面則是開

發新研究方法，因應次世代技術所產生的大量基因體和轉錄體資料分析，

並建立物種數位典藏和物種資料庫。

圖三為同仁於2008-2017年所發表之SCI報告之統計圖。論文篇數明

顯增加，且學術期刊之品質也顯著提昇。其中有Nature、Science及PNAS
等高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之期刊。此外，如分類、生態及保育、應

用等領域的報告，也有不少是以非SCI期刊及技術性報告或專書之形式發

表，如再以院方所投資之人力與經費來標準化作比較，則更突顯生物多樣

性研究中心同仁之進步成果。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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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同仁也致力於相關的社會教育與服務工作，包括出版通俗生物

多樣性保育與教育之書刊及光碟、網站製作、協助政府各機構政策的規劃

及推動，配合行政院「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之資料庫整合、生物誌編撰、

長期生態研究、生態工法、生態旅遊、永續漁業、國土規劃、入侵種防

治、基因轉殖植物審議、海洋事務推動與保護區規劃等等之工作。本中心

同仁之熱心服務與付出，亦使本中心成為中研院見諸媒體報導最多的單位

之一。

本中心成立以來，研究人員在生物多樣性的基礎研究，包括分類、生

態、演化及保育等方面，不但陸續發表在國際著名期刊，還協助政府的生

物多樣性政策研擬及教育宣導的規劃。茲選列2008-2017年之重要研究成

果如下：

圖三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人員2008-2017年發表之SCI期刊論文統計圖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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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

（1） 以藤壺為模式生物研究潮間帶生態、生物地理分布與地理親緣關係。
2010年發表臺灣深海及潮間帶藤壺之分類回顧，共記錄了17個新記

錄種及2個新種。更發現在波羅的海，藤壺外來種可藉由候鳥遷徙而

傳播。在潮間帶螃蟹之多樣性研究方面，發表西太平洋2個股窗蟹及

和尚蟹之新種，並對招潮蟹進行回顧之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於Bio-

fouling。
（2）  全世界淺海珊瑚礁區，有數百種石珊瑚具碳酸鈣骨骼形成珊瑚礁的能

力，傳統教科書論及珊瑚礁時，認為珊瑚礁都是由石珊瑚建構而成。

至於另一類軟珊瑚，柔軟並帶有豐富肉質，其體內有大量的微細骨

針，具有支持其體態、防禦捕食者的功能，亦能防止海流對珊瑚群體

的破壞，其骨針並不會膠結，被認為不具造礁的功能。然而，由臺灣

與以色列學者的研究成果，證實指形軟珊瑚具有膠結其體內的游離骨

針，並形成堅固「骨針岩」的能力。

在臺灣南灣海域的研究樣區，軟珊瑚的覆蓋率超過50%，調查該

處指形軟珊瑚群體，發現有22種指形軟珊瑚會在群體下膠結骨針形

成骨針岩。研究團隊透過掃描式電子顯微鏡觀察指形軟珊瑚，說明骨

針在群體底部膠結情形，並進行骨針發育和細胞切片觀察，發現在脈

結指形軟珊瑚群體基部，骨針間有特殊的顆粒囊泡存在，可能與骨針

的膠結有密切的關係。在附近的海岸隨處可見大小不同的軟珊瑚骨針

岩塊，最大的可超過百公斤，將一塊18.5公斤的骨針岩切成薄片，以

X光觀察骨針岩發現，似年輪般呈現不同密度的規律堆積，估計骨針

岩每年可增加0.3-0.6公分的厚度。這些創新發現，將增添教科書新內

容，且讓人們必須重新思考，所謂「造礁珊瑚」的定義與本質。研究

成果發表於Coral Reefs。
（3）  當珊瑚礁由造礁珊瑚為主的群聚，轉變成以大型藻類為主的群聚時，

可能因不同大型藻類底棲競爭者占據了原本珊瑚礁的空間，使得珊瑚

入添產生差異，進而造成礁體間珊瑚礁恢復力的差別。利用珊瑚集體

產卵季節生產美麗軸孔珊瑚幼苗，與三種臺灣海域常見大型底棲藻類

（莫氏馬尾藻、南方團扇藻與殼狀中葉藻）的接觸，測試美麗軸孔珊

瑚的浮浪幼生對於著床的喜好選擇。結果顯示，在不同藻類的接觸和

化感物質分泌影響之下，珊瑚幼生的著床效應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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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檢視不同海草生態系對於提升珊瑚礁生態系抵抗力與恢復力的研

究。研究成果發表於Coral Reefs。
（4） 為探討影響珊瑚受精率的可能因素，使用八種珊瑚，並操作精卵接觸

時間與精子密度兩個主要因子。研究結果第一次發現精子密度對17

種排放配子型造礁珊瑚的受精狀況。受精率在精子密度約106精子 /

毫升時達到最高（＞75％），而在104精子 /毫升時降低到＜50％。受
精率在精卵接觸後的30分鐘內開始下降，顯示造礁珊瑚具有快速受

精的能力。研究結果可幫助估計排放配子型造礁珊瑚在原地受精的成

功率，特別是衰退和低密度的族群。研究成果發表於Coral Reefs。
（5） 殼狀珊瑚藻（CCA）鈣化成的大型生物礁石或礁體，通常生長於水深

10米的溫帶水域裡，很少出現在亞熱帶及熱帶海洋中。但是在桃園有

大型的殼狀珊瑚藻藻礁，沿著潮間帶的海岸線生長。藻礁大約有 27

公里長、450公尺寬，潮差大約有4公尺。碳十四穩定同位素定年法

顯示，這個藻礁大約從7,500年前開始跟一些耐沈積物的珊瑚一起生

長。從4,400年前開始到現在，藻礁大都是由殼狀珊瑚藻的一些屬，
一層層堆疊出多孔隙的礁體而成。桃園的殼狀珊瑚藻藻礁有著與一般

珊瑚礁同樣的生態功能。然而，由於長期的工業污染，以及興建工業

園區跟風力發電而造成的棲地破壞，都嚴重威脅著藻礁。近期在藻礁

發現了臺灣特有種的柴山多杯孔珊瑚（Polycyathus chaishanensis）、
兩種未被發表的殼狀珊瑚藻，加上藻礁組成的歷史變化，都顯示桃

園藻礁具有獨特性，並且應該優先列入保育。研究成果發表於Coral 
Reefs。

2. 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物態系研究

（1） 從陽明山鴨池的湖積物中，探討湖中花粉、矽藻的變化，並配合有機

碳、氮、同位素碳十三分析等資料，重建北臺灣近1,300年來的氣候

和湖沼環境變遷。沈積物可區分為五個花粉帶，此與矽藻之區分十分

雷同。結果發現，由草本植物和蕨類等之變遷，可反映出溫度和雨量

之變化，其變化與中國大陸氣候變化之歷史記載大致吻合。此研究提

供近一千餘年來北臺灣之環境變化資料，並證明與高等植物與草本

植物之比率以及矽藻之酸鹼度指標有一致的結果。研究成果發表於

Journal of Paleolim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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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氣候變遷可能帶來惡劣環境與生存威脅，地球上的生物將如何應變？
是同舟共濟？還是明爭暗鬥？本中心與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
袁孝維教授所領導的研究團隊，長期研究臺灣特有種冠羽畫眉，發現

冠羽畫眉在惡劣的生態環境中，會減少個體間的衝突而採取合作的生

殖策略，並結合演化賽局理論，提供了解氣候變遷對生物社會生活影

響的嶄新思考方向。

研究團隊在臺灣中海拔山區收集了37個冠羽畫眉鳥巢，共85天

的孵蛋競爭錄影，再利用無線射頻晶片（RFID）辨識與數位錄影系統

進行監測。分析了288小時的餵食雛鳥資料後，發現冠羽畫眉在惡劣

的天候條件下，個體會減少與其他群內個體的競爭，包括減少競爭生

蛋時的卡位打鬥、產下較少的蛋，以及增加共同孵蛋行為。更重要的

發現是，因為減少競爭，較少雛鳥因為親鳥間競爭而死亡，反而使得

更多的雛鳥得以成功離巢。透過建立演化賽局理論模式，證實了老祖

宗《孫子兵法》裡同舟共濟的概念，否定了一般人直覺式認為資源越

少越要明爭暗鬥的想法；也闡釋了在困頓的環境裡，其實大家更要戮

力合作，共體時艱，才能獲得最大的利益。研究發現，在合作的利益

對個體很重要的前提下，惡劣的環境將促進個體間的合作，相信同樣

的法則也可以應用在包括人的社會生物上。研究成果發表於《自然通

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期刊。
（3） 「氣候變異度假說」已發展四十餘年。該假說認為，隨著緯度或海拔

增高，生物身處的氣候變動幅度會加大，其生理上對氣候變異度的耐

受性也會增加，因此在高緯度、高海拔地區生物分布範圍較廣。該假

說是目前被廣泛接受的「巨觀生理學規則」，但根據本中心研究團隊

長年在臺灣山區的微尺度生態觀測發現，生物更需面對各種短期（例

如日溫差）的氣象變異，原先的假說顯然未能充分解釋生物的適應機

制，尤其是對於熱帶與亞熱帶這些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的生物。為重

新檢驗此經典假說的普及性，使用結構方程模型建立各種氣候因子的

影響途徑，配合理論生態學方法，再輔以高解析度的氣候資料庫、大

量的生物數據，重新分析來自全球180座山的16,592種陸域脊椎動物

之海拔分布跨幅資料。結果發現，年溫差越大，生物海拔分布跨幅越

大，此結果支持傳統的「氣候變異度假說」。然而同時，若日溫差越

大，生物海拔分布跨幅卻越小；也就代表生物在短期氣候變異度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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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環境下，生理上能適應的溫度範圍反而較小。這似乎說明了生物在

面對長期（例如年溫差）及短期（例如日溫差）的氣候變異度時，會出

現不同的生理適應策略。研究成果發表於《科學》（Science）期刊。
（4） 刺竹林在惡地環境中扮演關鍵的先驅植物，刺竹林所貢獻的有機

物，可改善土壤物理化學性質，包括提升土壤保水性、通氣性。也因

為增添了土壤孔隙，有助於排水和洗去土壤中的鹽鹼成分。透過土壤

性質的具體改善，營造後續植物演替的客觀條件。微生物呼吸量對微

生物生質碳量的比值，呈現裸露地土壤高於刺竹林，顯示裸露地土

壤中的微生物比刺竹林需要消耗更多能量以維持其族群存活。宏觀

而論，刺竹林造林是有效改良惡地土壤的經營策略。這項最新的研

究成果已發表在《自然》（Nature）期刊旗下的《科學報導》（Scienti�c 
Reports）期刊。

3. 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1） 基因調控機制主要分為順式與反式等兩種調控方式。順式調控子係

指在基因啟動子區域的片段序列，反式調控子則是指調控蛋白的作

用。測量酵母菌雜交種和親本之間基因表現上的變化量，可以幫助我

們了解此兩種調控機制在演化上扮演的角色。研究酵母菌種內表現

有差異的兩百多個基因，顯示反式調控機制較多，而發表在Genome 
Research的研究，進一步利用高通量定序技術分析了一千多個基因，
發現酵母菌種內的順式調控機制亦不少，唯反式調控機制還是較常出

現。與其他研究酵母菌種間的調控機制比較，在基因表現的演化過程

中，順式調控在演化上受到正向選擇影響較大，反式調控機制在演化

上則受到選擇限制影響較多。

（2） 研究發現，導入果蠅基因組中的近緣種基因組區段，經過 20代培養

後，大部分的外來區段都被淘汰。此結果顯示，即使在生物種化初

期，基因組內許多區段已分化至無法相容於另一個基因組內。此基因

組的不相容，無法簡單地只由雜交不孕性和無法生存性來解釋，提供

一個全新的生物種化遺傳學的觀點。研究成果發表於PLoS Genetics。
（3） 銀杏門植物在 2億 7千萬前已出現在地球上，但至今僅殘存銀杏 

（Ginkgo biloba L.）一種，被稱為「活化石」。有關銀杏的親緣地位，
學界有六種以上的說法。我們建立了一組涵蓋最多裸子植物的葉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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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體資料庫，分析後發現核苷酸或氨基酸序列，是推算銀杏親緣地

位的最關鍵因子；他們驗證了以氨基酸序列所建構的親緣演化樹較為

可信，並支持銀杏和蘇鐵植物是姊妹群的假說。再次確認研究室於

1997年所提出的主張。研究成果發表於Genome Biology and Evolu-

tion。
（4） 松柏類植物俗稱針葉樹，是裸子植物內的最大一類群。針葉樹是一

群古老的物種，被稱為「活化石」，高大的針葉樹為溫帶森林的優勢

樹種，除了維護陸域生態系的穩定外，亦提供人類良好的用材。葉

綠體為植物的食物工廠，擁有自己的基因體，其大小約在 120kb至

160kb，並具有兩大段反向重複序列（large inverted repeat），但針葉

樹卻丟失了一段大反向重複序列。我們的研究發現，針葉樹的柏與松

類個別丟失不同的大反向重複序列，而丟失後，卻發生趨同演化，其

葉綠體基因體皆具有高頻度的重組現象，並演化出多樣性的小重複序

列，大小約在200 bp至1,000 bp，而這些小重複序列亦被證實具有促

進基因體同源重組的能力，增加葉綠體基因體的結構複雜性，而此發

現亦間接證實大反向重複序列的存在，具有穩定基因體結構的功用。

相關研究成果發表於Genome Biology and Evolution及Plant Biotech-

nology Journal等期刊。
（5） 紅火蟻（Solenopsis invicta）有「單蟻后」與「多蟻后」兩種社會型態。

研究發現，紅火蟻之所以能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社會型態，是透過社

群染色體上的超級基因，來做全盤縝密的調控。在紅火蟻基因體中，

有一段含有大約600個基因的區域無法進行基因重組，此區域被稱為

「超級基因」，其所在之染色體，即為「社群染色體」。這樣的社群染

色體有兩種，就像人類的性染色體X與Y，不同染色體的組合 （如XX

或XY），可決定個體的表徵與行為。紅火蟻經由不同社群染色體的組

合，來確保單蟻后與多蟻后族群中的個體，均可發展出正確的表徵與

特性，以符合其各自所屬之社會型態。研究成果發表於《自然》（Na-

ture）期刊。
（6） 國寶牛樟芝是稀有的真菌，具有極高的經濟價值，有防癌、保肝以及

多樣化的保健功能。本研究解開牛樟芝的基因體圖譜，揭示了牛樟芝

有性生殖發育和代謝產物的生物合成機制，以及菌絲和子實體的基因

表現之差異，並藉以推衍出牛樟芝關鍵性萜類酵素的合成途徑。從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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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表現及差異分析顯示，代謝物的生物合成途徑的基因表達與化合物

含量的組織特異性有相關性。同時，由於牛樟芝最珍貴的萜類必須經
過後修飾過程始能產生，研究團隊得同時解開參與具活性成分生物合

成之一次代謝與二次代謝酵素之作用與合成途徑，並找出數種特定的

酶在不同階段扮演著修飾的功能。本篇論文是首篇牛樟芝的全基因體

研究，有助於藥用二次代謝物的生物合成的研發策略，以增加生產有

價值的代謝產物。研究成果發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

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7） 鳥類的皮膚器官包括羽毛、鱗片、爪和喙。它們覆蓋鳥類身體，並且

提供了多樣功能來適應不同環境。這些角質化結構主要是由脊椎動物

都有的α角質蛋白，以及僅存在鳥類和爬蟲類的β角質蛋白所構成。
在此研究中，針對組織形態發生，利用角質蛋白家族來探討基因家族

的演化如何產生新特徵和適應性。利用家雞作為一個模式動物，應用

RNA定序和原位雜交法，來為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在胚胎發育時
期的皮膚附屬物定位基因表現。這些資料顯示，時間和空間上的表現

差異決定了皮膚附屬物表型的多樣性。胚胎羽毛比起其他皮膚部位表

現了更多β角質蛋白。在羽毛的形態發生中，β角質蛋白在羽毛分支
的多樣次結構上，也有複雜的表現。為了了解功能互動，利用反轉錄

病毒轉殖系統來異位地表現突變α角質蛋白或反義β角質蛋白。研究
發現，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有相互依存的關係，其中一種角質蛋
白的突變，都會造成角質蛋白網路的破壞，並且無法形成正確的羽毛

分支。資料顯示，不同組合的α角質蛋白及β角質蛋白形成了鳥類皮
膚附屬物的形態和結構多樣性，而羽毛β角質蛋白的多種組合，得以
建構羽毛間的構造複雜性，讓羽毛功能產生形態的演化。研究成果發

表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PNAS）。

（8） 過去對親緣地理學的研究，多侷限於探討生物族群結構與地理事件的

關聯，鮮少考慮生物本身的特徵對於生物親緣地理結構的影響。本研

究團隊與美國Smithsonian Institute及University of Nebraska合作，研

究高加索地區30種森林性鳥類的親緣地理結構與其生態特性以及遷

徙行為的關聯。研究發現，生態棲地專一性的鳥種，較非專一性的鳥

種容易因棲地破碎造成族群分化，非遷徙性鳥種也較遷徙性鳥種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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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棲地破碎造成族群分化。推斷高加索地區特有鳥種或亞種多樣性，

主要由生態棲地專一性與非遷徙性的鳥類所維持。本研究是少數針對

生物特徵的多物種親緣地理學研究，對於此研究領域具有突破性的影

響。研究成果發表於Molecular Ecology。

4. 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

（1） 共棲菌和共生藻是珊瑚體內主要微生物成員，它們經常隨環境的變動

而改變。然而兩者的關係為何，過去並沒有研究。針對此問題，我

們採用二代解序技術的新方法，克服過去採樣和解序數目不足的缺

陷，為期一年，每個月密集採樣和觀察兩族群在籬枝軸孔珊瑚上數目

和組成的變動。經交叉分析發現，珊瑚共棲菌的多樣性遠比過去報導

來得高許多，證明了過去因為傳統方法的侷限，遠遠低估了珊瑚共棲

細菌的多樣性。在研究中也偵測到數個可能是珊瑚專一細菌主要菌

群，其中以Clamydiae內共生菌最具代表，然而分類上卻與已知的菌

親緣關係相當遠。在共生藻方面分為兩群，Clade C和D，兩個亞族

群隨著時間變動地非常劇烈，並非過去所觀察有季節規則的變化，顯

示傳統方法可能是過於簡化共生藻族群變動的關係。雖然兩者微生物

族群組成變動在統計上並無顯著的關係，但固氮細菌群相對大量出現

在共生藻族群密度較少的期間，推測與提供珊瑚氮源有關，但仍需進

一步確認。本研究透過二代解序技術的應用，成功地完成傳統技術無

法辦到的實驗：長時間密集觀測共棲菌和共生藻的族群變動關係，這

是首次能提供這樣高解析度的分析試驗，因此成果得以發表在知名族

群的微生物生態學�e ISME Journal雜誌上。另外，相關新的生物資
訊方法和分生技術，已經陸續轉移給國內其他的實驗室。研究成果發

表於�e  ISME Journal。
（2） 星野海綿（Terpios hoshinota）是一種匍匐型黑皮海綿，能造成珊瑚死

亡，對西太平洋珊瑚礁的珊瑚造成極大的生存威脅，包括臺灣的綠島

和蘭嶼。在綠島有些珊瑚礁已有百分之三十的石珊瑚因此而死亡。星

野海綿何以如此強勢地造成珊瑚死亡，在海綿內部的大量細菌，被認

為是重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針對海綿內部微生物組成和受海綿部分覆

蓋的鐘型微孔珊瑚共棲菌變動進行分析，期望對海綿生活史有更進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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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了解。透過非依賴培養分子技術調查16S核糖核酸基因，發現從

五種不同珊瑚上採集的海綿內部微生物都有共同特徵：海綿內部細菌

群是以藍綠菌為主（61-98%）的低多樣性的細菌群。藍綠菌的密度高

達4.9x105 cell/cm2
，確認該藍綠菌群是接近Prochloron sp.的一群新

種藍綠菌，並非過去所猜測的Aphanocapsa sp.。在部分受海綿覆蓋

的鐘型微孔珊瑚共棲菌變動分析則發現，靠近海綿的共棲細菌群會出

現與珊瑚黑帶病相類似的群聚結構，顯示海綿可能獲得珊瑚病原菌出

現的助益，以及珊瑚出現逆境的反應。掃描式電子顯微鏡的觀察也顯

示，珊瑚刺絲胞在靠近海綿的部位大量釋放來進行防禦。本研究首度

釐清海綿內部細菌組成，而且提供更多對於海綿如何「殺死」珊瑚機

制的線索。研究成果發表於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3） 在已開發國家，人類及家畜所排放的固醇荷爾蒙主要經由汙水處理廠

分解。該類物質的生物活性很強，如未妥善處理，將釋放到水域環境

中，造成水域生物魚類及兩生類的生理、行為乃至性別比的異常。雖

然迪化汙水廠透過生物降解，移除雌雄激素的功效良好，關於該類物

質的生化降解機制與降解菌群的多樣性之相關資訊，非常缺乏。研究

結果顯示，好氧汙泥中的變形菌Comamonas testosteroni及Pseudo-

monas spp.分別是降解雄激素及雌激素的主要菌株。這些細菌係透過

一系列的氧化酶來攻擊固醇的A環，該化學結構為固醇荷爾蒙的生物

活性所在。本研究對汙水廠處理固醇類物質，提供重要的參考依據。

研究成果發表於Scienti�c Reports。
（4） 四湖後龍高位沙丘的各種微生物量均較低位沙丘高，顯示地形上的差

異確實會影響微生物的族群。至於低位沙丘不同林相存在明顯差異，

黃槿林土壤微生物量明顯高於木麻黃。使用PLFA分析技術，證實木

麻黃林土壤微生物屬於貧瘠環境的族群，黃槿林土壤微生物則是屬於

較為肥沃環境的族群。林相的差異，確實改變了微生物族群的分布。

研究成果發表於Applied Soil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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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中心的使命

本中心成立之使命在：（1）因應國際的潮流與趨勢——了解地球上的

物種快速滅絕之主要原因，進而能謀求改善之道；（2）解決本土的需要與

急迫性——臺灣島嶼雖小，陸地面積約佔全球萬分之三，但位於全球生物

多樣性最豐富的地區，在臺灣這蕞爾小島上已記錄超過5萬種的物種，可

能還有10到15萬種生物尚未被發現和命名，其中更有相當大的比例是臺

灣特有種。

但近年來，臺灣因為重經濟、輕環保，過度利用開發自然棲地及生物

資源，加上外來入侵生物的危害以及環境之汙染，使得許多物種急速消

失，天然資源大幅減少，甚至危及生態系的穩定，亟待從研究、教育和立

法三方面來積極挽救及復育。

中央研究院是臺灣最高學術研究機構，其任務在指導、聯絡與獎勵國

內之學術研究，故在「生物多樣性保育」的課題上，中研院亦應接受挑戰，

發揮領導力。因此本中心的使命即定位在：「推動、協調、鼓勵國內生物

多樣性之基礎科學研究；促進及整合國內外之學術合作與交流；結合生

物、生技、生態及社經領域，共同致力於追求學術之卓越與創新；提供新

知識，作為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及永續利用的科學基礎」。

2. 本中心的任務

（1）  結合國內外生物多樣性（含跨領域）研究之學者專家，以本土生物為

主，東亞或西太平洋地區為輔，從事系統分類、生態、演化、保育等

基礎科學之研究，使中央研究院成為亞太地區生物多樣性研究之重鎮。

（2）  配合政府「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對中央研究院的要求，協助基礎研

究及若干應用科學研究，如資訊整合、分類倡議、族群遺傳及演化、

物種普查、生態監測系統建立、海域、陸域、濕地長期生態監測、種

源保存及利用、資源永續利用、入侵種防治、生態工法、生態旅遊及

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等。

（3） 培育生物多樣性之人才

A. 本中心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合作成立「生物多樣性國際研

陸 本中心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所扮演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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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生博士學位學程【Taiwa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Program （TIGP） 

Ph.D. Program on Biodiversity】」，於2012年首度招生。學程全程採英

文授課，並提供優渥獎學金，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年輕學子。學

程研究方向包括四大研究學門：演化與遺傳多樣性、物種多樣性、生

態系統多樣性以及環境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至2018年已經有2位學生

順利畢業，取得博士學位。

B.  自2014年起，每年暑假有「大學生暑期培育計畫」，招收大學二年級

以上之學生至各研究室進行二個月短期專題研究，並提供生活津貼，

期能拓展大學生的視野、學術熱忱，將來投入生物多樣性的研究或保

育及復育的工作。

C.  自2015年起，每年暑假在綠島海洋研究站舉辦為期約2週的「珊瑚礁

生物多樣性與水下生態調查技術研習會」，邀請國內從事珊瑚礁生物

多樣性的研究學者，參與教案的設計與教學。同時，延聘國際潛水教

練協會課程總監，進行開放水域空氣水肺潛水課程訓練，並核發證

照。期望藉由研習會與潛水課程的結合，吸引國內大學相關科系學生

的參與，培育海洋生物多樣性學術研究的種子。每年約招收16位學

員，迄今已有10位學員進入生物多樣性相關科系之碩士班就讀。

3. 生物多樣性研究博物館典藏

（1） 典藏現況

 植物方面主要蒐藏臺灣（含附屬島嶼）及東亞、東南亞維管束植物。

重點包括菊科、秋海棠科、鴨跖草科、珍珠菜屬（報春花科）、茜草

科、地錦屬（大戟科）等；蕨類則有王弼昭先生畢生採集遺贈的珍

貴標本約 9,000份。此外，尚有日據時代重要採集者島田彌市（Yaiti 

Simada）先生之標本2,000餘份、臺灣蘭科專家蘇鴻傑教授贈送本館

包含 85屬 246種臺灣原生蘭科標本，以及與美國加州科學院及哈佛

大學交換獲得的大量中國西南地區植物標本。迄2017年12月，典藏

之植物標本已達141,000餘號。動物的典藏主要為本中心同仁研究採

集的憑證標本，包括魚類、兩棲爬蟲、鳥類、哺乳類、珊瑚、環節

動物、軟體動物、昆蟲、甲殼類、棘皮動物等。館藏近55,000件動物

標本；其中魚類標本37,000餘件，含本土魚類2,000餘種，是臺灣最

完整的魚類標本典藏；多毛類標本雖僅900多筆，但其中模式標本有



471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生命科學組

167筆，亦為國內重要的典藏。

（2） 數位典藏

 自2002年起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各類動、植物之標

本、文獻、分布及生態影像等珍貴典藏品數位化，建置資料庫，並公

開於網路，提供各界查詢利用。博物館之典藏品經過數位化過程，獲

得重生；經由網際網路之流通平台，提供學術研究、科普教育等全方

位之利用，並呈現了臺灣傲人的生物多樣性。

4. 研究人員獲得之國內、外獎項
本中心的研究人員近年來獲得諸多獎項，包括HUGO Chen Award、

英國遺傳學會孟德爾獎章、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本院

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另外，也獲得社會服務相關獎項，包括臺灣扶輪公

益獎、「國家地理雜誌」臺灣探險家獎、農委會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

等，茲整理如表一。

表一 2008年至2017年獲獎名單

研究人員姓名 得獎年度 得獎名稱

李文雄 2008 HUGO Chen Award

邵廣昭 2008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十大傑出農業專家

李文雄 2008 英國遺傳學會孟德爾獎章

趙淑妙 2009 97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劉小如 2010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

陳昭倫 2010 Australian Endeavour Awards

邵廣昭 201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

沈聖峰 2014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鄭明修 2014 優良農業基層人員獎

王忠信 2015 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鄭明修 2015 「國家地理雜誌」臺灣探險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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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信 2015-2020 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蔡怡陞 2016-2018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獎

李文雄 2017 2016-2017年度臺灣扶輪公益獎

邱志郁 2017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人士

蔡怡陞 2017
代表我國參加於約旦舉行的

第八屆世界科學論壇

目前本中心的研究同仁均為生物多樣性研究的菁英，加上本院完善的

研究設備與資源，使本中心被認為是國內推動生物多樣性研究之重鎮。因

此同仁們更需加倍努力，自我期許，除了自我提昇外、亦應同時加強拓展

與國內外各大學或研究機構之交流與合作，同心協力，共同為重建臺灣美

好的生態環境和永續的資源利用奮鬥。

本院生命科學領域目前已有細生、植微、生化、分生與生醫等五個研

究所，以及農生、基因體與本中心。但這五所和三研究中心共約兩百多位

編制內的研究人員中，絕大多數均是以分子或基因的工具從事生命科學的

基礎研究，而從事分類、生態、演化和保育為主的研究同仁，則集中在本

中心21位研究人員。本中心過去的研究經費常處於相對劣勢，主因是生

物科技在近年來成為生物科學之顯學，被認為才是具有學術價值與前瞻性

的尖端研究，而生物多樣性則被誤認為屬於傳統、落伍、調查性的研究工

作。此種偏差的印象，多少影響到整體生命科學研究的社會價值觀，和相

關領域之平衡與正常發展。所幸，近年來生物多樣性研究對保育急速惡化

的地球環境之重要性，已獲得全球的重視。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成立與

未來的發展，乃得以在追求學術研究卓越之餘，兼顧國家社會應用面的實

際需求。因此，前述本中心的使命及任務中亦明載這方面之工作。

本中心計畫於未來五年內增聘若干研究及研究技術人員，組成國內最

堅強之生物多樣性研究團隊，充份發揮協調、推動、鼓勵與整合國內研究

的角色。未來二年內，微生物多樣性與生物資訊、演化遺傳與基因體研究

柒 結語 /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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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應各增加一人，因這兩個領域是目前最具前瞻性與應用性的領域。尤其

是生物資訊學是發展快速與應用最多的學門。由於臺灣的人才相當缺乏，

因此需特別著重國際研究生的招募與國內碩、博士班學生的培育與訓練，

以免產生斷層。

另外，本中心的女性研究人員僅佔5%，嚴重低於本院與教育部的平均

值33%，亟須改進。再者，陸域生物多樣性與生態系研究的研究範圍非常

廣泛，卻又是本中心最弱的一環，研究陣容亟須增強。

本中心亦鼓勵同仁研究具有挑戰性的大問題，並加強與國際知名研究

機構和大學交換研究學者、學生，積極參與和生物多樣性有關之合作研究

計畫。

展望未來，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的同仁將繼續承襲過去的優良傳統，

且加倍努力，對國家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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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創立，1954年遷居南港
http://www2.ihp.sinica.edu.tw

歷史語言研究所

本所於1928年7月在廣州中山大學正式成立，由傅斯年（1896–1950）
代行所長職務，10月22日遷入廣州柏園，始有獨立所址。1929年遷北平，
組織調整為歷史、語言、考古三個學術組。1933年由北平遷上海，繼遷南

京，同年5月增設人類學組。中日戰爭期間，本所曾遷至雲南昆明及四川

李庄等地。1948年冬，由南京遷臺，暫居桃園楊梅，1954年隨本院定居南

港現址。

1958年增設甲骨文研究室，後易名文字學組。另有傅斯年圖書館、歷

史文物陳列館、臺灣考古館，分別收藏本所重要圖書和文物。2014年增

設檔案館。1995年起，陸續設置專題研究室、工作室、實驗室。1997年，
語言學組獨立成所，本所名稱維持不變。2003年配合院方廢組政策，改

「組」為「學門」。

歷任所長依序為：傅斯年、董作賓（1895–1963）、李濟（1896–1979）、
屈萬里（1907–1979）、高去尋（1910–1991）、丁邦新、管東貴、杜正勝、
黃寬重、王汎森、黃進興、臧振華，現任所長為王明珂。

本所現有四個學門、四個館，九個專題研究室，略述如下：

一、四大學門

歷史學門：主要研究範圍包括中國與西方，時代則從上古到當代，主

題涵括思想文化、政治史、史學理論與學術史、宗教及醫療社會史、法律

與制度史、海洋史等；並持續擴建「明清內閣大庫檔案」、「漢籍全文資料

庫」與歷史GIS計畫的內容與功能。研究方向主要以研究人員個人之專長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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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興趣為主，再透過專題研究室、讀書會等，達到集體合作之效果。數十

年來，累積不少具突破性之典範著作，個人研究成績堪稱卓著，而集體性

之史料整理也相當可觀。

考古學門：本所早期在河南安陽進行殷墟發掘，出土大量甲骨及器

物，為中國古史研究開啟新紀元，也樹立中國現代田野考古學的典範。遷

臺之後，以臺灣考古為主，並擴及東南亞地區，同時大力協助政府及民間

機構進行文化資產維護工作。此外，佛教美術考古、生態考古和科技考古

學等亦為重要研究課題。近年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東南沿海、東南亞島嶼

及環太平洋西側地區的研究，逐漸形成跨區域考古文化探索，強化南島民

族起源與遷移課題，並發展跨學科區域研究。

人類學門：早期以文化人類學與體質人類學研究並重，近年研究重

點，除了利用歷史材料之外，亦大量運用文字、圖像及田野調查所得資

料，從事醫療文化、禮俗宗教、族群歷史與跨文化比較研究，以新穎的角

度探討過去史學界較少注意的課題。過去十年研究主軸為（1）政治、社會

與禮儀制度結合的研究；（2）醫療史與科學史；（3）地域、環境與文化互

動的研究等領域。其中醫療史研究不僅在臺灣史學界引領風潮，研究成果

在國際漢學界也居於領先地位。

文字學門：早年主要從事甲骨文及其相關研究，先後出版重要的甲骨

及金文著作。隨後古文字材料不斷出土，研究工作乃分為甲骨、金文及簡

牘三大部分。除了從事基本資料的解讀、考釋之外，並以此基礎拓展新領

域，包括出土文獻與傳統文獻比較研究、先秦社會生活及禮制研究、金石

學以及漢字發展史研究等。2006年開始推動結合古文字與古代史的研究。

二、四館

傅斯年圖書館：建於1961年，藏書以歷史學、考古學、人類學、文字

學等傳統文獻及研究用書為主，總量近90萬冊，是國際重要的漢學圖書機

構。重要的典藏，包括4萬多冊善本古籍、14萬餘冊古籍線裝書、2千餘

種地方志古籍，以及普通線裝書、民間俗曲、地圖、歷代金石拓片等。館

內重要設施有圖書燻蒸室、裱褙室及數位攝影室。2011年設立「傅斯年紀

念室」，展示傅先生私人文物、文書手稿、照片等。

歷史文物陳列館：本所所藏文物總計約14萬餘件，其中以考古文物

居多，另有居延漢簡、商周青銅器、歷代碑帖、中國少數民族文物與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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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為展示蒐藏品，於1986年設置歷史文物陳列館，後來經過重新規劃、
整修，在空間設計上力求展示不同文物的歷史或考古情境，並突顯學術研

究成果，堪稱為「學術性博物館」。透過一系列常態展、年度特展、專業導

覽、通俗演講，以及各類教育推廣活動，已成為本所與社會大眾交流的主

要窗口。

臺灣考古館：本所考古學門同仁在臺灣地區的田野發掘與調查遍及島

內各地，以及花東海岸、綠島、蘭嶼和澎湖群島等；發掘遺址比較重要的

有大馬璘、圓山、曲冰、左營、十三行、鵝鑾鼻、南科道爺、西寮、花崗

山以及籬仔尾、漢本遺址等。這些考古發掘所累積的大量標本、田野紀錄

及相關文獻等，對臺灣古代文化的研究和重建提供重要的資料。標本的整

理、分類、鑒定、物理與化學分析、建檔、數位化以至於存庫，均在館內

進行。

檔案館：本所自成立以來，即積極蒐集與研究相關之文物、圖籍、檔

案等各種史料，分別庋藏於傅斯年圖書館、歷史文物陳列館與考古館。自

2001年起，本所陸續進行考古標本、拓片、善本圖籍、民族學資料、內閣

大庫檔案等各項典藏的數位化工作。為有效統籌、協調所內各單位典藏之

檔案文獻與相關數位資源，於2014年設置檔案館，期能逐步進行有系統

的管理與維護，同時並持續徵集檔案。

圖一 史語所‧歷史文物陳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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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題研究室

1995年起，本所為推動專題集體性研究，並強化與國內外學術社群的

交流，累積專題研究資料，陸續成立專題研究室，各室設召集人，並視執

行情形及研究方向增設或裁併。現有文化思想史、法律史、臺灣與東南亞

考古、文物圖象、生命醫療史、禮俗宗教、古代文明、世界史、數位人文

學等九個研究室。

一、員額

本所在遷臺之前，研究人員曾多達50餘人，來臺初期一度減至20餘

人。1980年起，本院連續推動兩個五年發展研究計畫，經費及員額俱增，
各組逐年引進新人，加強陣容，其中以1987–1988年間增加最多。後續十

年，人數約為60餘人。1997年語言組獨立成所。此後，人數大致維持50

餘人。

由於本院於1980年代進用之研究人員，近年多數已屆退休年齡，自

2008年迄今，已有21人相繼退離。由於研究人力急遽流失，使得本所某

些領先全球的研究領域（如七世紀以前中國古代史）人力日趨單薄。目前

正積極延攬人才，希望加緊引進新秀，以維繫相關研究。

二、預算

本所創所之際以及遷臺初期，適逢國家財政困難，政府核撥之預算僅

敷維持基本運作而已。1981年起，本院獲得政府支持，連續實施兩期五

年發展計畫，經費逐步充實，本所各項研究計畫隨之推展。最近十年，本

所經費大致維持穩定，因應計畫之推動，資訊等硬體設施亦與日俱增。另

外，為了妥善保存維護中原考古文物，特購置耐震六級以上之防震典藏

櫃。在建築物方面，因屋齡老舊，各項維護工作持續進行中。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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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史語所人力統計圖

圖三 2008-2017年史語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56 53 52 54 55 52 54 52 51 45

■ 合聘研究人員 1 1 1 1 1 1 1 1 1 1

■ 兼任研究人員 25 24 26 26 16 15 15 16 7 10

■ 通訊研究人員 5 5 5 5 14 14 13 12 12 14

■ 研究技術人員 1 1 1 1 1 1 1 1 2 2

■ 博士後研究 3 9 6 8 11 10 6 8 12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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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發展方向

史語所自1928年創立，至今已九十年。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具此歷史

背景的研究機構並不多，因此我們始終念茲在茲，希望維持卓越的學術水

準與研究品質，並對社會有所貢獻。

創所之後，在傅斯年先生的帶領下，本所即在歷史、考古、語言、民

族和民俗調查等學術領域建立領導地位。1949年遷臺之初，儘管環境艱

困，仍維持研究不輟。1981年起，因推動兩個五年計畫，逐年引進新人，
加強陣容，學術活動隨之蓬勃發展，尤其自1985年推動「史籍自動化」以

來，本所在資料與方法兩方面皆有相當突破。為強化集體性學術研究績

效，1995年起，陸續增設專題研究室與工作室，促進與國內外學術社群之

交流，亦透過整理典藏，深化既有領域並開拓新興課題。2001年起，本所

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進一步擴大漢籍文獻自動化及其運用，

將學術研究和社會服務的層級推上另一高峰。近年數位人文學興起，本所

也結合數位科技的專家與人文領域的學者，共同探索如何利用數位科技與

數位內容進行人文研究，以建立新的研究典範。本所努力的方向，簡言之

至少有三：第一，全體研究人員的學術發表質量，以及在各研究領域的領

導作用。第二，學術材料的積累、研究工具的開發、後繼人才的培養，及

對學術社群的貢獻（包括授課、學術行政），乃至社會服務與社會教育等。

第三，研究成果的推廣及數位環境的建置。

近年來，本所各學科在研究課題上有些變化，歷史學除了傳統的政治

制度史、社會經濟史等課題之外，也興起文化史研究，包含常民文化、庶

民心態等等；而人類學也結合歷史學，為史學研究開拓了新領域，如醫療

史與科學史、宗教禮俗、族群與歷史記憶、地域／環境與文化等。考古學
方面，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的建構以及南島語族的遷移與擴散問題是關注的

重點，同時發展科技考古學，並持續參與中國新出土資料的討論與研究。

文字學研究則專注於新出土之文字材料，強化中國文字學的理論基礎，並

結合研究古代社會與文化變遷。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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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近十年研究重點

（一）歷史學門

歷史學門的研究範圍涵蓋傳統中國史，及以歐洲近代史為主的世界

史。除秉持傳統，尊重研究人員個別興趣與專長之外，本學門也注重團

隊合作，配合法律史研究室、文化思想史研究室、世界史研究室，以及

研究群，以集體計畫方式凝聚共同課題。歷史學門的研究重點有以下諸

項：1.思想、文化與學術史之研究：以明清為主，兼及宋元時期，主要以

士人文化和不同文化間的思想交流為核心，亦涉及史學理論之議題。2.政

治、軍事與制度：結合傳世文獻與各種新出土史料，如簡帛、圖像與金石

銘文等，對制度作細密的考察，尤其著重其具體運作之細節與過程，透過

制度來看社會。3.社會史（物質文化、宗教與醫療）：主要著重於明清，少

數則聚焦於中古，分別從物質文化、宗教、醫療等角度，探討社會生活與

變遷。4.法律史：近十年法律史的研究，專注在宋代司法，探討宗教對司

法的影響，並從法律規範擴充探討婦女的家庭地位，以及宗教與司法的互

動關係。5.經濟史：亦集中在明清，包括貨幣制度、海外貿易等。6.世界

史：主要以科學思想與啟蒙運動為研究課題。7.典籍與史料整理。

（二）考古學門

考古學門研究基本上包含二大區域的考古研究：一為以中原為中心的

亞洲大陸地區考古學研究，一為以臺灣為中心的東南亞地區考古學研究；

另外，也推動科技考古學研究。2013年起，由於本院人社中心考古學研究

專題中心併入本所，研究領域更擴及太平洋考古學。研究課題包括：1.臺

灣考古文化史架構的充實與研究範疇的擴張，包含臺灣考古文化史架構的

充實；舊石器時代考古學的研究；歷史時期考古與原住民祖源研究；水下

考古學的啟動。2.整理出版本所前輩的早期工作成果，並對所藏中原考古

資料進行研究。3.史前南島語族擴散與臺灣周邊地區考古學研究。4.古生

態研究、交易與人群互動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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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類學門

人類學門過去發展的主要領域包括醫療文化、宗教禮俗、族群歷史。

隨著研究的推進，族群歷史的探討延伸至包括空間與環境變數，醫療文化

史的研究拓展到與其他科學史結合，2014年進用1名研究東亞醫學史、精

神醫學史人員，有助於拓展東亞醫學史的比較研究。此外，不論宗教、醫

療或人群研究，都加入了性別的因素，增強了婦女史的研究成果。團隊合

作方面，則有生命醫療史研究室、禮俗宗教研究室、世界史研究室、古代

文明研究室相配合。

（四）文字學門

文字學門有甲骨、金文及簡牘三大研究重心，兼重解讀與資料整理的

工作。自2006年開始，每二年舉辦一次「古文字與古代史學術研討會」，
利用近現代新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結合傳統文獻，對先秦古代史研究提出新

的探討議題，是古文字領域重要的學術活動。迄今已舉辦五屆，並將所發

表的會議論文，經嚴謹審查後集結出版為《古文字與古代史》，現已出版

五輯，業已成為古文字領域的專業學術刊物。又經多年協調，國立歷史博

物館於2013年將所藏甲骨4千多片撥借本所，由專業研究人員進行整理出

版、研究。

一、研究人員發表著作統計

以下先依學門，分別列出研究同仁近十年發表之論文（包括有／無審
查制度）、專書、田野報告和會議論文等統計資料（在當年度中退休或離職

者，其研究成果仍有計入）。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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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歷史學門

年度

篇數

2008
(25人 )

2009
(25人 )

2010
(25人 )

2011
(24人 )

2012
(24人 )

2013
(24人 )

2014
(22人 )

2015
(22人 )

2016
(21人 )

2017
(19人 )

總計

發表論文 41 47 41 32 47 58 39 59 46 37 447

發表專書 (本 ) 7 1 4 5 6 4 11 4 3 7 52

會議論文 46 52 25 55 36 32 24 39 16 39 364

2. 考古學門

年度

篇數

2008
(13人 )

2009
(13人 )

2010
(13人 )

2011
(13人 )

2012
(13人 )

2013
(14人 )

2014
(14人 )

2015
(14人 )

2016
(12人 )

2017
(11人 )

總計

發表論文 14 11 25 17 24 36 22 18 13 18 198

發表專書 (本 ) 4 4 1 2 1 1 4 4 1 3 25

考古調查報告 7 7 12 15 9 6 8 6 4 2 76

會議論文 48 29 42 34 36 15 39 30 15 28 316

3. 人類學門

年度

篇數

2008
(12人 )

2009
(12人 )

2010
(11人 )

2011
(11人 )

2012
(12人 )

2013
(12人 )

2014
(13人 )

2015
(12人 )

2016
(13人 )

2017
(13人 )

總計

發表論文 10 13 14 11 13 21 16 17 21 16 152

發表專書 (本 ) 3 3 1 2 2 2 2 1 5 1 22

會議論文 16 10 13 7 18 10 12 13 9 15 123

4. 文字學門

年度

篇數

2008
(6人 )

2009
(6人 )

2010
(5人 )

2011
(5人 )

2012
(5人 )

2013
(5人 )

2014
(5人 )

2015
(5人 )

2016
(5人 )

2017
(2人 )

總計

發表論文 12 8 6 6 9 20 6 17 8 4 96

發表專書 (本 ) 2 1 2 1 3 1 3 13

會議論文 18 17 19 12 17 10 7 10 10 7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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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數位典藏計畫（2008−2012），數位文化中心（2016−2017）

年度

篇數

2008

(1人 )

2009

(1人 )

2010

(1人 )

2011

(1人 )

2012

(1人 )
2013 2014 2015

2016

(2人 )

2017

(2人 )
總計

發表論文 2 1 3 5 11

會議論文 1 2 5 7 15

以上係就各年度同仁提供之工作報告作統計，有些會議論文後來經過修改

正式發表，故此一統計僅供參考。

二、出版狀況

 1.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創刊於1928年，向以建立高標準的出版原則為學界所重，是國內歷史最悠

久，也最具權威性與國際聲望的人文學報。每年出版一本四分，至2017年

已發行至第88本。

2.  Asia Major

Asia Major是西方漢學界素有聲譽的學術期刊，1924年發刊，其間中斷兩

次，最後由Denis Twitchett（1925–2006）教授接辦。Twitchett教授對本所

的學術地位極為肯定，1997年將該期刊轉給本所接辦，對本所、本院以及

臺灣的學術聲譽有極正面的意義。每年出版兩期，至2017年已發行至第

30卷。

3. 《古今論衡》

1998年《古今論衡》創刊，主要是在《集刊》之外，提供學界刊載探索性、
討論性，甚至爭議性文章之園地，以收相輔相成之效，期以滋長可能茁壯

的學術新趨勢。本刊為半年刊，至2017年已發行30期。

4. 創辦並合編《新史學》

1990年3月由本所同仁創刊的《新史學》雜誌，結合國內中青代史學工作

者共同努力，本所有多位同仁為常務社員或委員，行政及編輯作業均在本

所完成。本刊強調議題的創新，頗能引導學術潮流，因此廣受年輕學者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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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的重視，是國內閱讀率最高的史學刊物。一年出版4期，至2017年

出版至28卷。

5. 合編《法制史研究》

為推廣國內法律史研究風氣，並爭取國際法律史研究的卓越地位，本所於

2004年與「中國法制史學會」合作出版《法制史研究》。本刊亦為國內最權

威之法律史刊物，自2004年起改為半年刊，至2017年已發行至第32期。

過去十年，我們的發展策略是一方面充分尊重個人研究，鼓勵撰寫專

書，另方面則籌劃集眾式發表，匯聚成果，形成傳統，突顯本所之特色。

首先，集結數年來專題研究室或學門成績，陸續出版「法律史叢書」（三

冊）、「生命醫療史叢書」（五冊）、「古文字與古代史」（五冊）、「明清的社

會與生活」等系列叢書，並重新進行漢簡紅外線掃描與釋讀工作，出版《居

延漢簡》（已出四冊），突顯同仁的成果累積，建立全所研究特色。其次，

編撰《中國史新論》，重新詮釋中國歷史，並對全所的新發展作一個階段

性的總結。計有十冊：《古代文明的形成》、

《基層社會》、《生活與文化》、《美術考古》、

《思想史》、《法律史》、《醫療史》、《宗教史》、

《性別史》、《科技與中國社會》。另外，《臺灣

史前史專論》一書是首次以臺灣史前史為範

圍，綜合、詮釋史前臺灣歷史之著作。

又，本所於2012年受命領銜籌辦本院「第

四屆國際漢學會議」，邀集國內外相關領域學

者近千人交流，會後除統籌全院出版事宜，並

負責審編包括《出土材料與新視野》、《信仰、

實踐與文化調適》、《東亞考古的新發現》、《近

世中國之變與不變》、《衛生與醫療》、《覆案

的歷史：檔案考掘與清史研究》、《古代庶民社

會》等七個主題之論文集，共九冊。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圖四 2012年6月20日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
漢學會議開幕典禮翁啟惠院長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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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呈現研究業績的大型出版之外，個別人員也展現了可觀的成

績。以下分別概述本所幾項主題性研究，以及個別研究人員所發表之重要

論著。

一、主題性研究

（一）近世以來士人文化研究

士人（知識分子）自來是學術思想的擔綱者，也是社會文化的創造者

與引導者，因此中國文史討論都難免涉及士人，自來研究甚多，但大多置

於學術思想史或文學流派之脈絡下，或者只是對個別士人或群體作傳記

性敘述，實際上對士人階層之生活與文化之研究並不多。近一、二十年

來，本所有幾位同仁試圖突破傳統學術思想史之研究取徑，從社會文化史

角度，另啟士人研究的新面向。如：石守謙從繪畫解析近世文人文化的內

涵；陳雯怡透過各種書寫文類，對宋元士人文化作考察；王汎森結合思想

史、生活史、文化史，廣泛而深刻地探究16–20世紀之士人心態、知識流

變與權力作用；李孝悌從城市生活角度深探個別士人的生活、心態與文化

意識；祝平一由知識史角度出發，對明清跨界士人與知識作考察；王鴻泰

從生命史與文化史角度對明清士人生活與文人文化作論述；李仁淵經由實

際田野調查，討論明清底層士人與文字下鄉的問題。這種主題性研究，可

說是由傳統轉出新局的發展，本所同仁在此發展中開風氣之先，且不斷產

出示範性論著，持續創新議題且引導發展方向。

圖五 《中國史新論》10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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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界視野下的學科史與中國

本所世界史研究人員李尚仁、陳正國、戴麗娟和張谷銘，分別從英

國、法國與德國歷史研究專長出發，突破傳統西洋史或歐洲史之分野，將

中國納入帝國殖民與學科發展的歷史脈絡中理解，成績斐然。

李尚仁的《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一書，研究

人稱「熱帶醫學之父」的英國醫師萬巴德（Patrick Manson, 1844–1922）。
該書在當代醫學知識脈絡與大英帝國擴張的時代背景下，分析萬巴德的科

學研究與醫療工作，詳述其事業及熱帶醫學這門專科的創建過程，獲得第

二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3）。
陳正國專攻蘇格蘭啟蒙思想研究，主要關注歐洲啟蒙思想如何在近代

中國重生的歷史，由歐洲思想對東方社會的影響與互動開始，進而深化學

界對於蘇格蘭啟蒙思想的認識。他一方面擴展蘇格蘭啟蒙思想研究的時空

範圍，另一方面由嚴復（1854–1921）研究入手，討論歐洲思想與現代中國

史的連結。他的著作以闡釋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的社會

倫理與宗教，以及政治經濟學的基本概念為主軸，構成了一連慣性的整體。

戴麗娟的L’anthropologie française entre sciences coloniales et décoloni-

sation (1880–1960)（《歷經殖民科學運動與解放殖民運動的法國人類學，
1880-1960》）運用過去未使用的檔案資料，還原該領域進入大學的建制

化過程，並重新探討殖民科學的意涵。書中分析人類學如何從十九世紀

以體質為範式到二十世紀以文化為主流的演變，並說明建立於殖民時

期的此一學科的確具有帝國性格，卻未像某些主導者原本宣稱的為殖民

事業服務；而新一代學人在二戰後的解放殖民運動中採取的新方向，讓

它得以選擇性批判的方式繼續在原有的基礎上發展，卻也因此錯過了一

個反思學科自身的機會。該書獲得法國海外科學研究院之Luc Durand–

Réville獎（2011）。
張谷銘主持本院前瞻計畫「語言學獨立的歷史：語言研究自十九世

紀到二十世紀中的發展」，邀集歐美學者共同研究，成果豐碩，以World 
Philology為題，2014年秋天由哈佛大學出版。該書為國際學界第一本比

較世界主要文明文字與文獻研究傳統的論文集。內容觸及歐洲、中國、

阿拉伯、印度、波斯、希伯來與日本等文明的傳統。張谷銘除共同主編

之外，並撰寫最後一章，簡述現代語言學（linguistics）由philology獨立

出來的過程，以及兩者分別由趙元任（1892–1982）與傅斯年引進新創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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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研院史語所的歷史。全文將全球philology的大歷史，連接到現在已

在臺灣生根的史語所，從而突顯史語所的意義與在全球學術史的地位。

（三）拓展古文字研究與古代史結合

「古文字」是「古代史」最直接的證據，刻意強調兩者緊密結合，是一

項新的嘗試。自2006年開始，文字學門舉辦第一屆「古文字與古代史國際

學術研討會」，其後每兩年舉辦一次，至今已舉辦五屆，已形成一個深具

影響力且有特色的學術研討會。會議論文集至今已出版五輯。

二、個人成果

（一）中國古代史系列論文集

邢義田長期深耕秦漢史，廣泛利用各種傳世文獻與出土資料，尤其在簡

牘與圖像上用力極深，在厚實資料基礎上，對秦漢政治軍事史造詣深厚，

圖六 史語所藏「明清內閣大庫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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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專論發表，見解深刻。2011年以來，陸續出版系列論文集：《天下一

家——皇帝、官僚與社會》、《治國安邦——法制、行政與軍事》、《地不愛

寶——漢代的簡牘》、《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立體的歷

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這些論文的集結出版，在中國古

代史領域擲地有聲，已足以改寫既有的歷史圖像。

（二）中國繪畫史及其相關之歷史發展

石守謙自2007年起執行本院深耕計畫「移動的桃花源——第十世紀至十六

世紀山水畫在東亞的發展」，以東亞為一整體，對十至十六世紀間山水畫

在中、日、韓三國的發展進行全盤的觀察，特別注意三區域間的互動，審

視過去對於山水畫的一元單線式論述，並重估「東亞」概念的歷史意義。

所發表《移動的桃花源——東亞世界中的山水畫》一書，榮獲第一屆「中央

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2）。《山鳴谷應——中國山水畫

和觀眾的歷史》（2017）一書，在回顧始於10世紀、止於20世紀第二次大

戰前各種山水畫變化的歷史之餘，更著重於在此過程中繞過傳統畫史獨尊

「畫家」的迷思，轉而揭示「畫家」與「觀眾」間互動關係的不同面貌，尤

其聚焦於各個時代、甚或中、日、韓不同地域的山水畫家們，如何與其特

定的社群觀眾建立起互動關係，促成各種值得注意的新主題誕生，於山水

畫史上帶引出新的畫意、新的境界。

（三）思想史與史學理論、學術史

黃進興近十年來，除了持續深化與擴充孔廟文化的探究之外，也著重在清

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十九世紀末葉至二十世紀初葉，恰是中國由傳統

邁向現代的分水嶺，揆諸道德思維，即是「理學」到「倫理學」的遞嬗。

2013年出版的《從理學到倫理學：清末民初道德意識的轉化》一書，即探

索世紀之際中國道德意識的轉化。該書出版後，亦獲得學界高度重視，甚

受兩岸學者的激賞。

陳鴻森長年致力於纂輯清代名家年譜，年譜的一大特色為譜中蒐羅大量譜

主遺文、題跋，和書札墨跡，同時著意於學風遞嬗、學術變遷，從而昭示

年譜知人論世之學術價值。即將出版《乾嘉群賢遺文輯存初編》、《西莊遺

文輯存》、《潛研堂遺文輯存》、《揅經室遺文輯存》等書，並致力編纂《清

代學術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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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衛所、軍戶與軍役：以明清江西地區為中心的研究》（于志嘉，2010）
明代於全國各地廣設衛所，各地衛所因所處位置不同，功能常有不同，衛

所軍役的內容也不盡相同。江西地居腹裡，衛所軍役以屯田、漕運最為重

要。本書從明代江西地方兵制的演變談起，探討江西衛所軍役的演變、屯

田與漕運的關係、明清時代江西衛所軍戶的管理與軍役糾紛、清代江西衛

所的沿革與人口分佈等問題。書中大量使用方志等原始史料，對府級以下

地方單位的個別狀況有較為準確的掌握，從而瞭解明末江西府級以下各地

方單位已具備獨自發展的條件。

（五）《宋代的宗教、身分與司法》（柳立言，2012）
本書主要處理宗教和身分與宋代司法的關係，以僧人和婢妾為具體的探

討對象，分別由刑事與民事兩方面來討論：當人們涉及刑事案件，或主張

其民事權利時，其宗教和身分如何影響司法審判。本書以宗教和身分為線

索，試圖探索宋代司法過程中影響審判的各種人為因素。此研究由具體案

例，精細地考察宋代法律的實際運作過程，從而思考其社會意義。

（六）《清代前期的粵海關與十三行》（陳國棟，2014）
本書以清代前期對外貿易核心的粵海關為中心，討論制度、實務，並且深

入分析整個制度架構背後的細密考量。全書分為三篇，第一篇以清代前

期的廣東省海關為研究對象，第二篇以同一時期的廣東對外貿易特許商行

「廣州十三行」為探討重點，第三篇為延伸課題，討論清朝皇帝為何選派內

務府「包衣」（世僕）出任粵海關監督等與財政稅收相關的職官，說明清朝

皇帝如何利用這些人員於本職之外兼做皇室耳目，並且協助內務府取得或

製作宮廷所需的工藝品。

（七）《北朝佛教造像銘研究》（倉本尚德，2016）
從佛教在中國社會的演變來看，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一個時代，

在佛教逐漸普及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的，即是佛教的造像。作為這個時

期佛像的代表，從區域社會的佛教信仰觀點來看，在華北各地都有遺物

留存至今。其中，被稱為義邑、邑義、法義的信仰集團所造的石佛像尤為

重要。本書以被刻在造像上的銘文為主要材料，同時利用正史或佛典，以

及敦煌出土的相關文獻資料，對北朝時代區域社會的佛教信仰和實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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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探討。此書獲得第六屆「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

（2017）。

（八）《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王汎森，2017）
本書包括兩部分，一是與近代中國思想中「主義時代的來臨」這個主題

相關的內容，另外一部分則是闡明「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這個研究的

方向與態度。作者主張思想史亦應探討「思想的生活性」及「生活的思想

性」，而本書中與「主義時代的來臨」有關的幾篇論文，也刻意從廣義的

「思想與生活」主軸出發，略有別於從政治角度處理「主義」的問題。若想

了解思想在歷史發展中實際的樣態，則不能忽略「思想的生活性」與「生活

的思想性」的問題。所以，一方面是「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另一方面

是「生活是思想的一種方式」。作者認為，「思想的生活性」、「生活的思想

性」，以及這兩者之間往復交織，宛如「風」般來回有趣。此處所謂的「生

活」，範圍比較寬廣，包括有社會生活、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

（九）《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王明珂，2015）
本書說明，人類的社會性以及相關的知識與記憶，讓人們生活在典範知識

建構的表相世界裡，而難以見著表相下深藏的社會本相。藉由表相／本
相、記憶／社會、文本／情境等成組概念，結合相關的社會科學理論，本
書提出一種文本與表徵分析邏輯，以及依此邏輯的幾種研究分析策略。希

望此新的史學與社會科學研究體系，能讓人們對社會現實及其歷史變遷有

反思性認識，因此能有行動反應，造成社會改變。此書獲得中國大陸多種

報刊選為2015、2016年度十大好書之一。

（十）《巫者的世界》（林富士，2016）
巫覡在中國古代社會中曾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在現代臺灣民間社會仍然

有其影響力。只是，不同時代巫者的社會角色與身分，也因時而異。本書

視野開闊地對巫者的歷史變遷進行深刻的探討，且將討論範圍涵蓋臺灣，

更可以古今對照，歷史與現實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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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旅行者的史學——中國醫學史的旅行》（李建民，2009）
醫學史是1990年代臺灣新史學運動的一支。相對於醫生的醫學史具備的

「臨床目光」，臺灣的醫學史研究更重視探求其歷史文化意義，思考其如何

認識生命、想像身體。李建民通過醫學及非醫學的大量史料，爬梳古代中

國人對疾病的恐慌及死亡的想像，本書也論及灸法、外科與對影子相關的

法術等，擴充了中國醫學史的多樣性（diversity）。

（十二）《鏡花水月：中國古代美術考古與佛教藝術的探討》（顏娟英，2016）
本書主要運用考古學、圖像學的研究取徑，並結合田野調查，根據佛教美

術跨越時、空的特質，以宏觀視野展開相關議題。首先以唐代銅鏡文飾風

格與武周時期長安七寶臺雕刻研究，架構初唐圖像風格與社會、文化、政

治的關係，再進一步作縱向朝代延伸，橫向跨地域研究圖像風格；並試圖

研究走入信仰背景，探究石窟的宗教功能。本書另有兩篇針對佛教美術考

古學方法進行檢討與省思，以及一篇拓片整理側記。

（十三）南科及其周邊考古調查與搶救發掘相關成果

從1996年開始，臧振華、李匡悌二人所領導的考古隊在臺南科學工業園區

展開考古遺址搶救發掘工作，前後歷時15年之久，共發現了考古遺址58

處，搶救發掘了30處，發掘總面積超過8萬平方公尺。所出土的遺物與遺

跡，數量龐大、類別繁多，分別代表了六個主要的考古學文化，年代涵蓋

了將近5,000年，是極為珍貴的文化資產。相關成果已出版《南科的古文

明》（2013）、《南科出土文物選粹》（2014）、Archaeological Heritage in the 
Tainan Science Park（2015），《南關里》（出版中）。另外，在南關里遺址

（東）出土的稻米，距今約5,000年，是迄今臺灣所發現年代最早的栽種稻

米，經與本院植微所合作，建立四千年前稻米的種系，可釐清臺灣史前農

業的發展源流及與周緣地區的關係。

（十四）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的建構

劉益昌長期關注臺灣史前文化層序的建構，尤其在文化變遷、交通與交換

體系、人群互動與邊界等方面。交通與交換體系的研究，以玉器作為研究

主體，曾與本院地科所合作，建立從距今兩千年至一千多年之間，長達兩

千多年以來東南亞玉器傳播的系譜。從玉器以及各種器物的研究，指出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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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向南遷移的時間與路徑，並討論二地間的互動方式，說明臺灣在大東

南亞地區人類往南遷移路線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近十年來，亦從事歷史

考古學研究，針對17世紀以來各階段歷史時期遺址進行考古發掘與詳細

資料建構，延伸考古學研究領域於文字紀錄以來的臺灣歷史，配合多年來

關注的史前文化與臺灣原住民族關連性的研究，進一步連結史前與歷史兩

大段落的人群發展史。

（十五）八仙洞遺址長濱文化考古計畫

長濱文化屬於舊石器時代，代表臺灣人類歷史的開端，因此被文化部指定

為「國定遺址」。以往有關長濱文化的研究資訊不多，亟待充實。臧振華

接受臺東縣政府委託，進行了四季度密集而有系統的調查與發掘工作，新

發現13處洞穴，使八仙洞的洞穴數目累積到33處，並在其中14處洞穴及

地點進行發掘，獲得70多個碳–14年代數據，確定了長濱文化至少於距今

25,000年前即已出現，釐清了地層關係，並且出土大量舊石器及新石器時

代的考古遺物。對進一步瞭解臺灣舊石器時代的年代與來源、文化內涵、

人類生活樣貌與人地關係，有重要的貢獻。

（十六）水下考古的發展

臺灣四周海域存在大量人類活動的遺存，是一座極為重要的歷史文化寶

庫，其中不但蘊藏了大量學術和科學研究的材料和證據，更是珍貴的文化

資產。然而，臺灣的水下考古發展，由於缺乏專業的人才，亦乏水下文物

相關的法規和制度，以致珍貴的歷史資產未能獲得適當的處理。經過本所

臧振華近二十年的呼籲之後，文化部文化資產總管理處委託本所執行「澎

湖馬公港古沉船調查、發掘及水下文化資產研究、保存科學人才培育計

畫」，該計畫已完成的目標及成果，包括：（1）馬公港水下疑似古沉船之調

查、評估工作；（2）水下考古人才初步培訓及實習課程；（3）擬訂水下考

古作業準則；（4）澎湖海域水下文化資產系統性調查；（5）擬訂水下文化

資產評估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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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甲骨文字編》（李宗焜，2012）
本書是總結甲骨文最新研究成果，收集資料最全面的一部甲骨文字集大成

之作。收錄截至2010年底所見的全部殷墟甲骨文字，以原形、原大精確摹

寫；全書摹錄甲骨字形46,635文，使各字的重要異體略無遺漏。以自然分

類法為架構，分門別類建立部首，使甲骨文字依其類別得其歸屬。每一單

字標示其出處和時代，又按時代先後詳加編排，使每個字的時代風格和字

體演變，在字表中一目了然。

（十八）《寶雞戴家灣與石鼓山出土商周青銅器》（陳昭容，2015）
本書係由戴家灣青銅器影像和石鼓山石嘴頭村新出青銅器資料合編而成。

全書依器類排序，圖版共編176號，所收青銅器超過190件（其中五個編號

的圖版內容包括多件器物，部分雜器難於確實估算），每件器物盡可能呈

現器物影像、銘文拓片及細部紋飾，並提供類似或相關器物以為參考。

本所成立於新國家體制及新學術進入中國之初的1920年代，因此在

國家全力支持下，在最初的二十年間便成為各人文學科菁英匯聚之所。隨

後雖歷中日戰爭之遷徙顚簸，各項研究、調查、發掘及資料徵集工作仍全

面展開，如安陽殷墟考古發掘、中國西南邊疆民族考察、西北科學考察等

學術成果，至今仍影響中國文史及考古研究。當年領導這些學術調查與

研究工作的學者，如考古學者李濟、語言學者趙元任、人類學者凌純聲

（1901–1978），皆被譽為華文學界各該學科的開創者。
本所隨政府遷臺後，繼續從事典籍、文獻之整理與研究，並開創世

界史、醫療史、法制史、婦女史諸領域，因此將本所之研究擴及至中國之

外，並擴及跨學科之人文學研究。再者，藉由1980年代以來進行的史籍自

動化及國家數位典藏計畫，本所在國際間成為以史籍資料與研究見長的國

際漢學重鎮。每年皆有為數眾多的國外學者、博士生，至本所進行學術交

流訪問；法國遠東學院及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等機構皆在本所設置其臺

北中心。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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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物、典籍與史料整理

本所收藏之重要資料，包括考古文物、居延漢簡、商周青銅器、甲

骨、歷代碑帖、墓志、中國少數民族文物、明清檔案、俗文學資料等等，

各項資料皆持續進行整理研究及出版，以供學界利用。近十年出版的史

料有《傅斯年遺札》、《（宋本）文苑英華》、《遼金石刻拓本目錄》、《元代

石刻拓本目錄》、《內閣大庫檔案臺灣史料彙編》、《殷墟發掘照片選輯，

1928–1937》、《殷墟出土器物選粹》、《傅斯年圖書館藏未刊稿鈔本》方志

／集部／史部／子部／經部、《傅斯年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等等。此外，
俗文學資料已整理出版《俗文學叢刊》，共六輯。由邢義田帶領的「居延漢

簡整理小組」，重新將漢簡進行掃描、釋文，已經出版《居延漢簡》4冊。

柒 其他特色

圖七 臺南科學園區道爺南遺址發掘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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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要考古遺址搶救、調查研究及臺灣考古標本整理

近年來重大的考古發現，除臺南科學工業園區之外，位於臺南縣（現

已併入市）東西向快速公路北門玉井線中的「西寮遺址」，為目前公認臺灣

最大面積之史前文化遺址，具有大湖、蔦松二個史前文化層。花蓮市花崗

國中新建校舍用地則發現大量文物，包含新石器時代至日據時期的文物器

具，涵蓋南島語族與漢民族在花蓮的歷史。此外，「臺東縣八仙洞遺址」、

「臺南籬仔尾遺址」、以及「宜蘭漢本遺址」也出土豐富的文物。這些計畫

的成果，預計將可帶領國人一窺臺灣史前文化及歷史時代的豐富面貌。

本所收藏的臺灣考古標本，計來自一千餘個遺址，目前已入庫標本約

近11萬餘筆，暫存且已建檔標本13萬餘筆。

（三）典藏數位化工作

本所自1980年代中期以來，即著手進行「史籍自動化」計畫，將傳統

中文古籍建置為數位資料庫，此後並積極運用數位化方式重新整理珍貴的

典藏文物，期望透過嶄新的研究平台，跨越時空與地域，提供漢學界更豐

富優質的研究素材。目前的「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已有5億9千萬餘字資

料可上線使用，是目前學界極具規模的中文古籍資料庫。

2001年開始執行「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將本所善本古籍、考

古發掘成果、拓片與古文書、民族學資料、內閣大庫檔案等珍貴典藏進行

數位化，已於2012年12月結束，共建置主題網站18個、資料庫19個、系

統11套。2013年接著進行「史語所學術創新數位深耕計畫」，使本所多年

來的數位典藏成果得以永續經營。

2006年起，本所、美國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及北京大學中古史研

究中心共同合作發展「中國歷代人物傳記資料庫（簡稱CBDB）」，是目前

世界最大的宋人及清人傳記資料庫，對唐、宋、元、明、清史研究上的運

用，具有相當大的貢獻，加上與GIS聯繫，對歷史時空分布的分析研究將

更為便利。

二、國際學術合作

本所與國際學界之交流，除了學者參訪、講學、進修，以及參與國際

會議外，自1990年開始，陸續與國外學術機構簽訂合作交流協議，並視執

行成效續約或中止。最近十年簽訂學術合作交流的機構，依序有新喀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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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與太平洋考古學中心、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紐西蘭奧塔哥大學、美國

亞歷桑納大學、國立歷史博物館、英國牛津大學e–Research Centre、四川

大學近代文化研究院、韓國國史館、義大利佩魯賈大學、捷克科學院亞非

研究所、成都考古文物研究所、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日本國立文化財

機構奈良文化財研究所、日本慶應義塾大學附屬研究所斯道文庫、美國舊

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日本九州大學亞洲考古學研究中心。

三、學術榮譽

本所創所九十餘年來，對學術界的貢獻極多，個人的成就亦備受矚

目，專任研究人員在任內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者，迄今已有27人。最近十

年（2008–2017）研究人員所獲學術榮譽累計如下：中央研究院院士6人、
教育部學術獎1人、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4人、中央研究院人

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3人、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2人、傑

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2人、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6人、科技

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1人、哈佛燕京學社獎助金3人、美國Fulbright獎助

1人、德國洪堡基金會資深學者研究獎助1人、新聞局金鼎獎——圖書著

作獎1人、亞洲歷史地理資訊學會會長1人、韓國「坡州出版獎」1人、文

化部「國家文化資產保存獎」（保存貢獻類）1人、法國海外科學研究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d’outre–mer）之Luc Durand–Réville獎1人、亞洲

鑄造史學會「研究奬勵賞」1人、中國大陸2012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

一等獎1人、中國大陸2015年度全國優秀古籍圖書獎二等獎1人、郭沫若

中國歷史學獎1人。又，本所執行的「臺南科學園區搶救出土考古遺存整

理分析計畫」入選科技部「50科學」成就。

本所自創始以來，曾經歷兩個快速成長及轉變的時期。一是創所的前

二十年，在當時國民政府之強力支持下，本所網羅各方人才，而成為一包

含歷史、考古、語言學、人類學（民族學）及文字學等學科的綜合性國家

級研究機構。國家的強力支持，讓本所在史料徵集、田野考察、考古發掘

與相關學術研究出版等方面皆得以全方位進行，並獲得極大成果。然而當

捌 結語／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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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國家力量支持學術研究的時代背景，無疑是全球性國族主義的產物，亦

即國族主義下成立的中華民國需要一套知識體系來說明國族的一體性、其

間人群分殊，以及其歷史演變過程。因此本所前二十年的學術活動與成

果，也不免染上些國族主義色彩。

1980年代本所進入第二個快速發展及轉變的時期。當時在中研院連續

兩個五年計畫下，本所得以大量進用新成員，又正當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

在國際間蔚為風氣，在此風雲際會下，本所杜正勝、黃寬重、康樂（1950–

2007）等先生推動的新史學研究，黃進興、王汎森等先生的思想史研究等

等，不僅改變本所的整體研究體質，也帶動臺灣史學研究之趨向。同時多

年來的史籍自動化及國家數位典藏計畫，也讓本所成為推動國際漢學研究

的重鎮。

如今1980年代入所的同仁先後退休，而本所有機會大量進用新成員

正是開創另一新局面的契機。我們希望這樣的新局面，一面能沿承創所以

來注重發掘、蒐集與利用原始材料的傳統，以及1980年代以來結合社會

科學與跨學科的研究傳統，並注意近年來人文世界如何深受數位科技改

變，藉此進一步思考如何發掘及領導新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議題，以應對新

的世界現實，與可能的未來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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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設立籌備處，1965年正式成所
https://www.ioe.sinica.edu.tw

民族學研究所

民族所1955-2007

1928年，中央研究院由蔡元培故院長倡議，在社會科學研究所之下成

立民族學組，是為本院民族學研究所之濫觴。1934年，民族學組改隸歷史

語言研究所，改名為人類學組。本院遷臺後，為研究文化存續瀕臨危機的

臺灣南島語系土著族群（後改稱「原住民族」），並兼及中國、東南亞和太

平洋地域民族，遂於1955年8月1日成立民族學研究所籌備處，並於1965

年4月正式設所，創所所長為凌純聲（1955-1970，1968年李亦園受聘為副

所長）。至2007年期間，先後繼任之所長為李亦園（1970-1976）、文崇一

（1976-1982，副所長謝繼昌）、劉斌雄（1982-1988，副所長莊英章）、莊英

章（1988-1994，副所長蕭新煌）、徐正光（1994-2000，副所長許木柱、黃

應貴）、黃應貴（2000-2005，副所長潘英海、黃宣衛、蔣斌、張珣）、黃樹

民（2006-2014）。
本所負有民族學（社會文化人類學）研究的宏觀學術使命，自成立以

來，於不同時期著重不同的主題、領域、取向與方法。籌備處成立後，在

凌純聲（1901-1978）的主持下，展開各項民族學資料的整理及臺灣土著民

族社會文化的調查與研究，並以中國大陸邊疆及環太平洋各土著民族的文

化，作為比較研究的對象。創所至1970年代，本所有四項研究方針：（1）
中國民族文化史的研究；（2）臺灣土著民族社會文化的研究；（3）臺灣漢

人社會及民俗的研究；（4）東南亞華人社會的研究。
臺灣南島民族（原住民族）研究是本所長期的研究關懷與重點。研究

人員早期主要的田野調查地點，包括屏東排灣族和魯凱族、蘭嶼雅美族、

花蓮阿美族、宜蘭泰雅族、新竹賽夏族等。社會組織與運作是這時期原住

民研究的重要課題，並涵蓋了物質文化、經濟、政治、宗教、財產等各面

向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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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代，國際人類學界開始重視漢人社會文化的研究，卻苦於無

法進入中國大陸進行實地調查，國際學者因此紛紛來臺進行漢人社會的研

究，使得臺灣成為陳紹馨1966年所稱的「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驗室」。在這

樣的趨勢下，1965年，李亦園（1931-2017）與王崧興分別在彰化縣伸港泉

州厝及宜蘭縣龜山島，從事農村與漁村社區的田野調查，開啟本所漢人社

會研究之端。1968年，李亦園成立「漢人社區研究小組」，積極推動臺灣

漢人社會的田野調查。這個階段的研究，確立了宗族、家族、祖先崇拜、

村廟等漢人社會研究的主要議題，對於往後數十年本所的漢人社會研究，

具有深遠的影響。

1970年代開始，本所在「臺灣漢人社會研究」、「科際整合研究取向」
與「當代社會議題研究」三個學術方向的主導下，進行幾項重要的集體研

究計畫：（1）臺灣北部地區社會文化變遷與適應的研究；（2）臺灣濁水、
大肚兩溪流域自然與文化史科際綜合研究計畫（簡稱濁大計畫）；（3）臺灣

南島語系土著族群的研究。其中濁大計畫呈現人類學強調整體性研究的特

色，以區域為研究單位，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不論對於臺灣漢人社會的

形成（例如，宗族組織、祭祀圈、地域組織的研究）、南島民族社會文化變

遷的分析，抑或漢人與南島民族互動關係等議題，都指引新的方向，提出

突破性的理解。

1979年之後，本所致力於建立我國人類學及行為科學的理論體系，以

及分析實際的社會問題並提出對策。1980年舉辦「社會及行為科學研究的

中國化」研討會，就廣義「西方社會」中發展出來的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

如何應用於非西方的社會研究中，以及文化在科學研究工作中，究竟是一

個考慮的因素，還是具有更「後設性」的地位與影響，進行深入的討論，

這個論述在臺灣的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回響。此時期配合本院第一期五年

發展計畫，本所提出五項具體的研究計畫：（1）臺灣地區漢人社會的發展

與現代化研究；（2）高山族社會文化與調適的研究；（3）海外華人社會的

研究；（4）中國社會文化的結構與變遷的研究；（5）利用「人類關係區域

檔」，進行親屬結構的泛文化比較研究。

1992年開始，本院為整合院內各學門特定具有發展潛力的議題，提出

跨所研究計畫，藉以促進與國內外各大學校院及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在

這個新的資源整合形態下，本所於1992年至2007年間，陸續推動以下的

主題計畫：（1）臺閩民族誌基本調查與比較研究（1992-1996）；（2）臺灣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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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土著文化與血緣關係（1992-1996）；（3）結構與東南亞的農業問題：
以GATT的衝擊為中心的探討（1994-1996）；（4）文化、氣與傳統醫學科

際綜合研究（1994-1996）；（5）東南亞發展過程中階級結構轉型與中產階

級的興起（1994-1996）；（6）東南亞區域研究（1994-2001）；（7）亞洲季風

區高地與低地的社會文化（1997-2001）；（8）感同「身」受：日常生活與身

體感的文化研究（2005-2007）。
在研究人員方面，本所初創研究人員為凌純聲、李亦園、任先民、李

卉，1956至1980年的二十五年間，加入鮑克蘭（Inez de Beauclair）等32位

研究人員。自1981至2007年約二十七年間，加入呂玉瑕等44位研究人員。
研究組織方面，1973年，本院院務會議通過本所成立文化研究組

（Section of Cultural Anthropology）與行為研究組（Section of Behavioral 

Anthropology）；1986年成立區域研究組（Section of Area Studies）。此分

組架構一直持續到2002年，依全院政策性決議撤銷研究組的建置。本所

的研究組架構自始即未採取硬性分組原則：研究組並不掌控人事與經費，

其主要任務在於研究課題的開發與研究計畫的推動。個別研究同仁均選擇

一組加入為主要成員，同時仍得以次要成員身分，參與其他研究組推動之

各類計畫與學術活動。三十年來，研究組相當程度地發揮凝聚小團隊研究

方向、開拓研究課題與領域的功能。

請補圖片

圖一 1955年凌純聲主任率全體專職人員前往屏東縣來義鄉排灣族部落做田野調查。左
起：李亦園、李卉、任先民、來義頭目、凌純聲與當地人（鄭格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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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所2008-2017

民族學研究所在臺灣人類學與跨文化心理學研究兩方面，一向被國內

外學術界公認為臺灣的領導單位。對國內人類學及文化心理學界而言，本

所在研究議題的開拓、人才培育與機構設置方面，均扮演領導與樞紐的角

色。對國際學界而言，本所為臺灣南島民族研究與漢人社會與文化心理研

究的重鎮。由於本所研究人員的研究專業與學術聲望，以及軟硬體資源設

備，長年以來成為國際相關研究之學者來臺訪問與進修首選的接待機構，

亦為各種學會組織、合作計畫、學術研討會與知識交流激盪之所在。

為因應全球化與國際學術發展的新趨勢，近十年本所同仁積極開發新

的田野調查地區，並創新研究議題。在研究地區方面，除了已經營多年的

中國大陸地區之外，更增加了馬來西亞的砂勞越、菲律賓、越南、緬甸、

泰國、琉球和太平洋島嶼的所羅門群島等地區的民族誌研究，擴張涵蓋的

地理範圍。研究議題方面也增加許多新議題，諸如原住民教育、日本新興

宗教、正名運動以來的臺灣原住民族撒奇萊雅、噶瑪蘭等族的研究、全球

暖化與生態環境變化造成的社區性災害與災後社區重建議題、原住民社

區的健康與衛生、非物質文化遺產對地方社會與地方觀光經濟的影響、兩

岸少數民族文化政策與宗教政策的跨國比較、亞洲的文化創意產業、日常

生活與身體感研究、儀式與文化展演研究、情感與認知研究等。在研究方

法上，增添研究者本人親身體會的身體人類學、研究者本人的社區實踐方

法，以及在社會運動主題上的行動人類學，而不侷限於舊有的觀察與描述

方法。在研究成果的呈現方面，本所也不囿於文字紀錄，而從事民族誌紀

錄片的製作，並運用數位影像、錄影、錄音等媒介，以及進行實際物品的

收集、整理與分析。

根據本所同仁個人研究領域與研究群的研究內容與規劃方向，本所目

前重要發展取向可分為以下九大類：（1）臺灣南島民族（原住民族） 研究；

（2）臺灣漢人社區和族群研究；（3）臺灣漢人社會宗教研究；（4）海外研

究；（5）人類學與心理學科際合作研究；（6）社會文化及華人心理與行為

研究；（7）醫療與身體經驗研究；（8）文化展演研究；（9）經濟、生態與環

境的人類學研究。

壹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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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院方特聘長期在美任教的黃樹民返國接任本所所長，朱瑞

玲、蔣斌、張珣、葉光輝先後擔任副所長，黃樹民於 2010年當選院士。
2015年胡台麗接任第九任所長，由余舜德與周玉慧擔任副所長。

人員組織方面，為因應本所資深研究人員相繼退休，自2008年以來招

聘國外歸國的年輕學者，以充實本所研究團隊人力。目前本所共有28位專

任研究員，在本院屬於中型的研究單位，其中有19位人類學者、6位心理

學者、1位宗教社會學者、1位宗教學者及1位民族音樂學者。
下圖二為本所2008至2017年間年度預算變化；圖三為本所十年間編

制內研究人員與支援研究人力員額數（含行政技術人員與行政／研究助
理），同時標示每一研究人員可分配之支援人力比例：平均每年有1.4倍人

力協助本所研究人員行政與研究工作。圖四為本所十年間計畫補助經費狀

況，其中尤為明顯的是，本所研究人員申請科技部計畫經費呈現急遽提升

的趨勢。

貳 人員組織、預算與計畫經費補助概況

圖二 2008-2017年民族所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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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年度

■ 中研院主題、深耕、前瞻計畫    ■ 國科會 /科技部    ■ 其他

2008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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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9 29 29 30 29 29 27 27 29 28

■  行政技術人員 7 7 8 8 8 8 8 8 8 8

■  約聘助理 35 31 35 30 37 32 31 31 30 31

      支援研究人力比例 1.45 1.31 1.48 1.27 1.55 1.38 1.44 1.44 1.31 1.39

圖三 2008-2017年民族所人力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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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2017年各類競爭性計畫補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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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院方推動研究架構重整，取消各所內研究組，鼓勵設立功能

性的研究群。此一研究架構的改變，使全所的研究方向與組合產生根本變

化。研究群是以特殊研究題目、興趣或研究方法為依歸，與所內外學者進

行有機的結合，組成研究團隊，更有彈性地開拓新的議題與研究方法。研

究群的建構隨著階段性計畫的完成而結束，而新的研究群可以隨時孕育產

生，不僅結合個別同仁的研究取向，更積極推動跨所、跨院校與國際合作

的整合型主題研究計畫。

本所2002年設立的研究群為「蘭嶼」、「國家形成」、「Narration: From 

Reading to Performance」、「階序與權力」、「醫療與身體經驗」、「歷史人類

學」、「界限的反思」、「本土心理療癒」、「媒體科技與文化變遷」等。歷經

十五年來的更迭，目前本所研究群為以下10個：

一、當代情境中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群

（召集人：胡台麗、劉璧榛） 
著重在變遷的文化脈絡中，探討傳統儀式的展演與創新、音聲唱頌與話語

的文化展演，從臺灣原住民族社會普遍存在，且於當代情境中仍發揮作用

的巫師及其儀式展演研究往外開展，擴及中國和東南亞族群的巫文化現象。

二、身體經驗研究群

（召集人：余舜德）

從「身體感」重新思考「人如何感知」的課題，主張感知（perception）乃是

行動，人乃經由個人於文化環境中長期養成之感知方式與技能，主動地探

索、接收訊息，以瞭解內在與外在的世界。身體做為經驗的主體，以感知

體內與體外世界的知覺項目（categories），是人們於進行感知行動（enact 

perception）中關注的焦點，從身體感的理論觀點進行人類學、史學、中國

文學及宗教學的研究。

參 研究群之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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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醫療人類學研究群

（召集人：劉紹華）

提供臺灣的醫療人類學者一個交流平台，透過討論彼此的研究成果，讓大

家瞭解醫療人類學在本地及國際上的現況，並討論未來發展臺灣的醫療人

類學時，有何值得進一步探究的議題與方法。同時也擴及與亞太地區醫療

人類學者的交流，引進新興研究與開展區域性重要議題。

四、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研究群

（召集人：余安邦）

嘗試從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精神分析，及詮釋現象心理學等

觀點，集合本院及國內外人文及社會學科等不同學門之專家學者與臨床實

務工作者，進行跨領域、多學門的整合性研究討論。不僅探討臨床與諮商

心理學本土化過程的關鍵要素，亦轉回人的生活世界，讓華人生活世界的

行事理路說話，讓華人自行建構的人間系統說話。在華人生活世界的秩序

與失序之間發現苦痛的因子，並進一步瞭解華人的心理與文化療癒／療遇
（healing encounter）之道。

五、音聲發微研究群

（召集人：劉斐玟）

以「音聲」為起始點，尋「聲」開展，透過人類學和心理學的跨學科對話，

企求增進對於人類心性與行為的理解。探討個人的心性、人情與音聲表意

如何在文化慣習中薰陶，如何在社會人事的建構中涵養，以及心性與人情

如何化為行動；並在行動中，體會到個人與外在世界，乃至歷史脈流與天

地萬物之間的互為主體，從而引發自身與他者的自我觀照；既正視自身的

侷限性，也認清自身的潛在動量，進而促發行動者探試生命極限，在可能

與不可能中，尋求超越與啟蒙。

六、比較南島研究群

（召集人：楊淑媛、郭佩宜、陳文德）

著重探掘在當代政治、經濟與社會文化脈絡下，不同文化區域的南島民族

如何認識生活世界的鉅變，並創意地以在地實踐與想像理解與因應。現階

段處理的課題有：法律與人類學、本土基督教、文化相對化、文化展演與



508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真確性、當代國家與文化政治、當代資本主義的多重形貌與異質本體等，

並嘗試整合從事臺灣與海外南島研究的學者，提供當代臺灣南島民族社會

文化研究的新方向。

七、行動人類學研究群

（召集人：陳奕麟、黃智慧）

深刻體認全球原住民社會所面臨生存危機，將學界／教育界、行動組織／
社會資源、部落社區組織三者做有機連結，構成良性循環與互動。透過法

律、社區營造、人文地理、災害研究、生態保育、社會企業等各項專業知

識，結合行動組織、社會資源及原住民部落在地的能量。

八、區域研究與區域治理研究群

（召集人：黃宣衛、陳文德）

焦點有二，一為「區域研究」，另一為「區域治理」。前者不僅從歷史、生

態環境、經濟發展、宗教信仰、市場體系等角度來研究區域，更從人的活

動性質、行政區域、城鄉空間，以及上述的人、物、資金、資訊的流動，

來建構不同的「區域」與提出不同的課題。後者關注區域內部各個組織、

單元間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公私權力的交互作用，強調地方政府、社區組

織、企業組織、非營利組織之間建立起策略性夥伴關係，將以堅實的區域

研究來展現其特色。

九、家庭、世代與生命歷程研究群

（召集人：周玉慧、葉光輝、張仁和）

現階段重點議題包括：（1）成年親子關係與世代傳承：全球社會人口結構

皆朝向高齡社會發展，將探究此種社會變遷發展模式，對華人或臺灣成年

親子關係及既有世代傳承現象，所可能帶來的衝擊及可能的正向轉化歷

程；（2）婚姻與家庭生命歷程：藉由結合理論展望與實徵資料分析，探討

當代夫妻關係中的價值觀、角色義務、情感表達及權力展現，對當代婚姻

與家庭生命歷程提供更清楚的理解；（3）多元文化下的人我互動與生活經

驗：臺灣新移民融入、族群融合，及多元家庭的社會變遷中，將探討個體

在面臨不同文化訊息時，其內在心理與外在行為會有何改變，抑或如何對

這些訊息進行有效調節，甚至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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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宗教生活實踐研究群

（召集人：張珣、高晨揚）

奠基在過去「民眾宗教研究群」（2007年成立）漢人宗教研究的基礎上，並

關注具有去地域性（de-territorialized）特徵的制度性宗教（如基督宗教與伊

斯蘭教）和新興宗教在臺灣、中國與東南亞地方社會與跨國網絡中被實踐

的方式，以及當代宗教文化之遺產化（heritagization）的形式與影響。強調

打破大傳統與小傳統、菁英宗教與大眾宗教之二元對立與界限，並著重於

宗教在物質文化、飲食衣著、空間部署與身體經驗等生活面向的展現。 

本所重要研究成果以同仁個人學術專書或共同合作出版的論文集具體

呈現，書中所討論與關注的焦點，皆涵蓋本所近年發展的研究議題與研究

取向。

一、專書

肆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1. 劉璧榛，2008，《認同、性別與聚落：噶瑪蘭人變遷中的儀式研究》，共
379頁，臺北：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本書除匯集過去噶瑪蘭族祭儀研究的文獻資料外，整合了將近十年在花蓮

新社田野間調查的資料，比較分析噶瑪蘭內部不同種類的儀式特徵，讓人

們對於噶瑪蘭社會的過去、現在與複雜多元的認同儀式，有更深入的理解。

 2. 丁仁傑，2009，《當代漢人民眾宗教研究：論述、認同與社會再生產》，共
560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討論傳統漢人宗教如何成功適應於現代社會，並繼續延續傳統文化

權力與階序原則的過程。本書以四個個案為研究焦點：（1）民間信仰在臺

灣全島化過程裡，所產生的兼具個人靈修與集體朝聖雙重目的的會靈山運

動；（2）慈濟所代表的現代公眾性參與；（3）佛教菁英在面對現代化潮流與

殖民主義衝擊中，被引發的人間佛教論述與實踐；（4）民間教派將傳統經

典和神明啟示相調和，而產生新的文化本位性運動。

 3. Shu-min Huang, 2010, Rep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in Diaspora: Sus-
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Petrified Culture in Northern Thailand,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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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本書為民族誌專書，全書分為6章，是作者黃樹民根據2002年到2007年

在泰國北部金三角地區一個雲南難民村收集的田野調查資料所寫成。此書

不但討論該村的歷史，同時更深入探索對當地居民產生重大影響的各種區

域性及全球性的外力衝擊，以及村民的因應之道。

 4. Shao-hua Liu, 2010,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248 p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共366頁，臺
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本書是關於中國毒品與愛滋問題的深度民族誌。以現代性與全球化為時代

背景與理論視野，將海洛因與愛滋病比喻為中國彝族男性青年的當代成年

禮，其所引帶出來的劇烈社會變遷，則可視為宏觀中國社會改革的過渡儀

式。本書呈現彝族流動青年與吸毒者的生命經驗，將之與中國在過去一世

紀的鉅變中所經歷的多元現代性、社會災難、族群韌性以及個人生命憧憬

等交織在一起，並從其中看到少數民族文化的延續與斷裂。

 5. 胡台麗，2011，《排灣文化的詮釋》，共288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

  本書是作者在晚近文化人類學的理論與方法思辨中，以特殊的田野敏感

度與感性觸角，對臺灣排灣族文化作出有別於以往的探索與詮釋。本書細

緻地描述、分析田野實例，顯現排灣族重要的文化表徵，例如百步蛇、熊

鷹、鼻笛等，與排灣傳說中情感元素的關聯。作者並發現「哀思」是排灣

族高度認知的情感與美感，是排灣文化的核心概念。此書還從排灣巫師的

祭儀經語、祭歌等，探討排灣族最盛大的「五年祭」和極為重要的「家」與

「村」等較深層的文化意涵。更透過民族誌影片的攝製，體悟到排灣族對

於「影像」的獨特在地文化認知，進而挑戰觀察性紀錄片的「真實」。

6. 呂心純，2012，《未褪色的金碧輝煌：緬甸古典音樂傳統的再現與現代
性》，共264頁，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本書是臺灣首部有聲的音樂民族誌，期望在視覺與聽覺的感官經驗上，提

供讀者貼近他文化的多面視角。以音樂民族誌為書寫定調，內容深入作者

十多年來與緬甸古典音樂家的習藝成果，透過每章開頭的軼事敘說，並利

用敘事、訪談、議題討論及區位分析等方式，撰述緬甸德欽基音樂的結構

分析及其社會文化脈絡，以利讀者瞭解音樂家的流動生命脈動下，當代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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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基複雜的展演情狀。其內容牽涉當代民族音樂學的反思：音樂的再現是

一種傳統，是建構於特定的歷史社會脈絡、披覆著意識形態外衣所再現的

樣貌。

 7. 黃應貴，2012，《「文明」之路》，共745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
究所。

  本書分為三卷，主要描述布農族社會這一路走來的各個歷史階段。這可清

楚見於每一卷的卷名：第一卷為《「文明化」下布農文化傳統的形塑（1895-

1945）》，第二卷為《「現代化」下文化傳統的再創造（1945-1999）》，第三卷

為《新自由主義秩序下的地方社會（1999-迄今）》。
 8. 丁仁傑，2013，《重訪保安村：漢人民間信仰的社會學研究》，共686頁，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是臺南西港鄉保安村的當代民間信仰民族誌，歷經兩年密集性田野工

作而完成。保安村是人類學家焦大衛1960年代末期進行民族誌書寫的地

方。奠基在焦大衛的經驗材料和理論視野之上，本書重訪保安村進行田野

追蹤，將時間向度納入考量，試圖將聚落民間信仰研究，延伸為具理論整

合性的「民間信仰社會學分析」。本書內容涵蓋漢人民間信仰象徵世界裡

幾個最重要的主題︰靈驗、香火、巡狩、儀式類型、災難治理、地方性與

大型地方性、民間信仰與教派宗教間的分野與互動等。當代鄉村民間信仰

如何具有跨越不同層次的資源動員實力，和權力象徵建構的潛能，是本書

的考察重點。

 9. Fei-wen Liu, 2015, Gendered Words: Sentiments and Expression in 
Changing Rural China, 252 pag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奠基於二十餘年的田野考察，本書乃國際學界第一本以「女書」為題的民

族誌。「女書」是流傳於中國湖南江永縣農村婦女間的書寫系統，也是世

上唯一的婦女專用文字。女書雖說是「書」，但卻以唱誦的形式表達，因

而與當地婦女的另一表意傳統「女歌」，形成相濡以沫的對話關係，而這

也促發吾人思考婦女如何交錯運用口語與文字所獨具的表意利基，來建

構她們的「表意深度」。本書亦提出一個創新的理論視角：結合書寫（女

書）、唱誦（女歌），和口述史（生命敘說）來析離婦女幽微、複雜而又辯

證的情意音聲，以及音聲與表意媒介之間如何相互表述又相互掣肘。本書

亦希望能在女書消失之前，忠實記錄女書的文化動態，並以女書見證婦女

的生命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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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llen Chun, 2017, Forget Chineseness: On the Geopolitics of Cultural 
Identi�cation, 284 pag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書中數篇文章不僅針對中國認同的諸種論述試圖形塑批判性的詮釋，而且

指出這些論述是如何反映了不同「中國」社會間所呈現的差異——香港、

臺灣、中國大陸、新加坡以及其他海外社群。本書強調「認同」頗具文化

意涵，但更重要的是現代性、殖民主義、民族國家形成與全球化等地理政

治過程及其抽象運作所造成的現象和危機。在不同地方脈絡下，上述認同

論述與其制度化過程互相共謀並衝突，透過若干社會轉型或歷史形成，

將能夠闡明各種構成社會文化特徵的突破因素——認同形成的代表性時刻

（epistemic moments）。
11. 葉光輝，2017，《從親子互動脈絡看華人性格的養成》，共225頁，臺北：
五南出版社。

  本書以華人性格研究為主軸，針對如何理解、運用臺灣本土心理學累積的

相關知識，進行深入淺出的介紹。全書從親子互動角度探討華人性格養成

的三項關鍵——「孝道信念」、「自主能力」、「親子衝突轉化行為模式」，除

了依序簡介作者針對上述議題提出的本土性格理論，也著重回歸心理學觀

點，審視這些本土理論的應用價值。例如，華人最熟悉的孝道如何與心理

學知識連結、對華人而言怎樣才算真正的做自己、如何適當掌握華人家庭

文化對親子衝突的影響，並直接在衝突中尋找親子關係轉化的契機等。

二、論文集

 1. 余安邦主編，2008，《本土心理與文化療癒——倫理化的可能探問》，共
576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收錄11篇論文，旨在探究療癒倫理的本土化生成的可能性，以便釐清

臺灣民間社會在各種處境下發展後現代倫理照顧的深化途徑。本書布局上

分成以下四個面向，包括：（1）倫理技術與療癒的存有基礎探問；（2）臨

床心理與療癒的倫理化問題；（3）倫理主體與文化療癒的本土實踐；（4）
心理治療的倫理與道德議題。

 2. 余舜德主編，2008，《體物入微：物與身體感的研究》，共447頁，新竹：
清華大學出版社。

  本書的作者群企圖結合人類學近二十年來相當受到矚目的身體與物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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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兩項課題，亦認為各文化的成員對這個世界有不同的認識，不只源自

於過去強調之宇宙觀的差異，更與各自體物的方式有密切的關係。同時提

出「身體感」的研究取向，強調過去感官人類學的研究多以單一感官作為

研究的單位，並以修正西方社會文藝復興以來過於強調視覺的現象作為研

究的主題，乃錯失重點。本書以不同的主題，提出身體感研究的見解。

 3. 胡台麗、劉璧榛主編，2010，《台灣原住民巫師與儀式展演》，共569頁，
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雖然巫師信仰在某些臺灣原住民族群聚落中，有衰弱或轉化的趨勢，但同

時發現在另一些族群聚落的現代日常生活中，許多事情仍依賴巫師處理，

其相關儀式活動仍相當興盛，甚至近年來不斷有復振的現象。本書收錄11

篇文章，涵蓋8個臺灣原住民族，12個聚落的巫師與儀式展演研究，嘗試

將巫師及巫師信仰放在區域連結、當代國家的交織網絡中理解，進一步理

出其特定的發展脈絡。同時，也從跨文化比較的視野，切入探討臺灣原住

民巫師的特殊性與區域性的討論。

 4. 黃樹民、章英華主編，2010，《台灣原住民政策變遷與社會發展》，共678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的構想是以李亦園在1983年出版的政策評估為基點，檢視其後四分之

一世紀原住民社會所面臨的轉變，以及政府在政策上所做的對應調整，進

而評估其實際的效應。撰文的學者聚焦於以下議題：「全球化對原住民政

策改變的影響」、「原住民人口遷徙與分布及社會經濟地位的改變」、「原住

民的勞動就業」、「原住民的社會福利與健康政策」、「原住民的教育與人才

培育」、「原住民的語言現況與多元文化教育」、「原住民的文化產業」、「原

住民的傳統領域與土地共管機制」及「原住民的政治參與與行政」。

 5. 張珣主編， 2013，《漢人民眾宗教研究：田野與理論的結合》，共304頁，臺
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民間信仰一向是臺灣漢人社會文化的重要研究面向，長期以來也吸引了國

際漢學界與社會科學學者前來探究，足可稱為全球華人信仰研究的實驗

室。本書收錄6篇論文，除延續前人關懷焦點，以臺灣田野為核心，並擴

展到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陸以及東南亞華人信仰。在宗教類別上，也增加

了佛教、儒教與道教的比較研究。在宗教文本上，增添善書、寶卷、科儀

本的比較研究。在研究議題上，也拉近到最新的無形文化資產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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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葉光輝主編，2013，《華人的心理與行為：全球化脈絡下的研究反思》，共
288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全書收錄9篇華人本土心理學相關論文，內容含括：方法論與相關研究典

範引介與評析、本土化理論建構與發展過程實例分享，以及對本土社會特

定焦點議題深度剖析等不同層次的內容。不僅彰顯出本土心理學在當代全

球化脈絡下的自我反思、重新定位與相應於未來趨勢的潛力議題，更可視

為華人心理學本土化運動發展迄今的回顧與前瞻。

 7. 余安邦主編，2013，《身體、主體性與文化療癒：跨域的搓揉與交纏》，共
422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文章涵蓋臨床哲學對於「養生」的自我技藝操作、人文臨床脈絡下有

關人文身體空間的營造、身體與話語如何做為個人技藝與素樸的文化療

癒、聆聽感知與身體記憶如何表述集體的離散認同與再現歷史、宗教傳統

對於殘障的思考如何回應當代將殘障「異類化」與「問題化」的思維、徒

步進香旅程之身體經驗對於過渡或轉化個人生命經驗的影響、「身體靈動」

如何成為理解漢人宗教經驗與文化療癒的關鍵觀念、阿美族人的病因觀與

儀式治病機制所牽涉的信仰象徵，以及如何回到臺灣「文化處境」來思考

精神病主體的建制過程等。

 8. 劉斐玟、朱瑞玲主編，2014，《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人類學與心理學
的對話》，共448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是從跨學科視角，集結人類學與心理學家，兼及精神分析與哲學領域

的學者，共同探討文化與心理現象之間，如何相互涵化、相互表述的論文

集。透過理論思辨與世界民族誌材料，本書作者分從不同的學術關懷，探

討在理解他者，進入他人文化、知識傳承，與內心世界的過程中，所涉及

諸如「同理心」、「情感」，與「互為主體」等概念，從中並揭櫫「理解」作

為一種對話過程所面臨挑戰，包括知行合一的實踐共做或習藝，觀看的偏

誤，聆聽的藝術，敘說的脈絡化，知非自省的觀照能力，情感的展演、擬

入與超越，異己之別的差辨框架，權力結構的運作模式，乃至在同理、感

知他者之餘，如何不至因之消融自我的主體性，甚至達到相互理解。

 9. 余舜德主編，2015，《身體感的轉向》，共308頁，臺北：臺灣大學出版
中心。

  本書作者從各自的學科出發，說明為何選擇「身體感」（而非感官）作為研

究的切入點，並闡釋從身體感的理論觀點，如何能夠提供研究社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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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歷史的新方向。本書為一理論探索與闡釋的論文集，參考腦神經科學、

認知及感知研究與人類學象徵的理論，以定義並建構身體感的理論觀點。

本書命名為《身體感的轉向》，說明作者們的企圖，期望身體感研究的發展

具有典範性的意義，能夠經由身體感的概念探索新的研究題目，提供研究

社會、文化、歷史的新觀點。

10. 黃應貴、陳文德主編，2016，《21世紀的地方社會：多重地方認同下的社
群性與社會想像》，共288頁，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本世紀以來，由於新自由主義化的前提——網際網路、交通及溝通工具的

快速發展，使得人、物、資金、資訊的流通加速，造成既有社會組織的

沒落，以及個人先於群體的存在，導致地方社會的沒落與解體。但另一

方面，透過人、地、物、事的互動過程，當代人往往建立了多重的社群性

（sociality）群體。這種立基在個人基礎上的流動、多重而不穩定的群體，
之所以可以成為地方認同的對象，往往來自成員共同的社會想像，以及納

入更大的區域體系，乃至於全球金融市場的再結構，帶動了文化再創造，

使其區域性的活動群體有了共同的社會想像之文化基礎，而成為地方認同

的對象。當然，這發展往往會造成多重的新地方認同及地方形成的個人化

趨勢。

11. 胡台麗、余舜德、周玉慧主編，2017，《跨‧文化：人類學與心理學的視
野》，共618頁，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本書主要由本所同仁撰寫，將2015年「民族學研究所60週年所慶研討會」
發表後，通過審查的論文彙集成此書。全書收錄14篇文章，內容反映研

究同仁多年來穿梭於己文化與異文化間，以族群文化研究與社會實踐為焦

點，在研究領域、研究地區、研究方法和研究議題上不斷跨越、連結、拓

展、躍升的努力。文章分置於「跨時間的臺灣原住民族研究」、「跨學科的

社會文化心理研究」與「跨境域的比較性人類學研究」三個大標題之下，

呈現民族所科際綜合研究的傳統，以及同仁「跨出」、「跨越」、甚至「超

越」學科領域、地理區域與文化界線的研究取向。

12. Hsun Chang and B. Penny, eds., 2017, Religion in Taiwan and China: 
Locality and Transmission, 436 pages, Taipei: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本書探討近現代與當代中國與臺灣的宗教，是如何在一個特定地區被創

造、傳承、實踐與變遷。研究地點挑選了諸如寺廟、回教聖地、教堂、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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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茶館、儀式場所、墳地與神壇之外，還有城市、社區、郡縣，從而發

現以往被忽略卻極端豐富的細節，讓讀者看到了宗教實踐者活生生的經驗

世界。為了理解地方、人物與文本之間的互動關係，本書更是爬梳了層疊

與個別的歷史事件與事蹟，梳理了三者之間交錯之發展。藉由縮小區域尺

度到特定地方，本書得以重新評價宗教的變遷、改宗的過程、人物的生命

轉變、宗教權威人士與宗教文本的傳承。

13. 黃應貴、鄭瑋寧主編，2017，《金融經濟、主體性、與新秩序的浮現》，共
352頁，臺北：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新自由主義又稱金融資本主義，因為金融經濟主要制度與機制的運作，以

及資本新分類的浮現與流通，往往滲透到社會文化各個層面，成為其轉變

背後的動力。這不僅造成社會文化現象的金融化趨勢，使具有自我認同與

主體性的工作取代勞動，更塑造出新的人觀、主體性、知識及認識世界方

式，同時，它更促使超越既有族群、民族國家以及社會文化等界線的新秩

序逐漸浮現。

有鑑於人才培育為學術發展的根本，本所研究同仁除研究工作外，並

與國內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保持密切的合作關係。合作內容包括協助教

學、論文指導、經費支援等。2008至2017年間，平均每年約6間國內大

學人類學相關系所接受本所經費支援，補助該單位學生田野研究經費。過

去十年在本所人力與經費支援下，配合院方進行獎助計畫有三項：博士後

研究計畫、人文社會科學博士候選人計畫及碩士班研究生論文寫作獎助計

畫，總計獎助研究計畫共71項。1998年開始執行，至今將近20年的「臺

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計畫，每年獎助3至6名原住民研究者之研究計畫，
支持有志從事研究工作的原住民籍的非學院專業研究人才，利用本所研究

資源，在本所研究人員的指導下，進行原住民研究，2008至2017年共補

助42項研究計畫。
自2007年開始，為鼓勵有志人士對偏遠之臺灣原住民社區或部落發

展提供服務，加強本所與原住民之交流與合作，積極推動「臺灣原住民部

落服務獎助計畫」，每年補助10位部落工作者進入部落。2016年正值此獎

伍 國內學術界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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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畫執行十週年，本所舉辦「臺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的內涵與省思」研討

會，邀請過去十年受獎助的學員（現已有多位獲得學位，於大學相關系所

服務）撰寫論文，分享部落服務的經驗與心得；並邀請研究原住民文化與

長期從事部落服務的專家學者擔任評論，共同討論部落服務的推動及社區

發展之道；並集結會中學員發表的論文，於2018年出版專書。
本所為推廣人類學，特撥經費每年由同仁規劃舉辦「人類學研習營」。

「人類學研習營」的用意，除了學術對話與反求自身的精神外，並借鏡人

類學在西方學界的發展，希望在與各相關學科密切對話與交流之際，能以

潛移默化的方式，向下紮根，並達到以下目標：1.引發學生對人類學更深

切的好奇心與研究熱情；2.令學員瞭解人類學天地之寬廣，人類學視野之

無所不在；3.鼓勵人類學走出校際鴻溝，使各院校、研究機構的老師、學

生有互動與切磋的機會；4.為未來的跨學科對話、科際整合、跨校合作等

前景鋪路。自2004年起開辦第一屆「人類學研習營」，迄至2017年已舉辦

14屆，近幾年的主題分別為：「這些事與那些事：人類學怎麼說」、「體驗

當代宗教︰人類學的視野」、「人類學與心理學交會的火光」、「關鍵字：文

化」、「民族誌‧民族誌」及「人類學的應用、倫理與挑戰」，每年吸引近

百位師生參與研習。

圖五 民族所大樓現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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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自初創時期以來，對於圖書與文物設備的購置收集、管理使用，

投注了無數的心力。今日本所的圖書館與博物館，在國內相關學術領域首

屈一指，服務對象不限院內同仁，更擴及各界。

一、本所出版品

本所的學術出版品甚多。《臺灣人類學刊》創刊號於2003年，為中英

雙語的半年刊，至2017年已出刊至第15卷第2期，共出版31期，目前為

TSSCI第一級期刊。自1990年起出版的《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原為

本所不定期刊，2016年調整為一年一期刊物，至2017年共發行25期。此

外，本所於2008至2017年出版16冊專書，及14冊翻譯專書。

二、博物館

2010年，本所博物館研擬整體展示空間分期分區改善計畫，分別於

2010 至2011年間完成特展室硬體更新、漢人宗教及中國少數民族等常設

展示更新工作。2011年起，增闢小型專題特展室一間，此後每一至二年定

期換展，提供本所研究同仁一個與大眾分享研究成果的園地，也讓民眾有

機會更貼近本所的研究脈動。至2017年分別展出：「扎根與傳承」、「偶的

世界，偶的魅力」、「威權時代中多元論述的星火」、「未褪色的金碧輝煌：

緬甸古典音樂的近代發展與多元再現」、「人類學家的錢包：貨幣的社會生

活」。2012年博物館進一步投入展示數位化工作，以便更有效推廣並保存

同仁研究成果。

2016年博物館通過「與原住民團體共作展示案」，鼓勵國內藏品來源相

關地區、社群、機構、團體與所內研究人員共同提出非商業性展示之借展

申請。2017年2月至4月與「野桐工坊」共同策劃了「『她方』的記憶——泰

雅女性之婚嫁與日常服飾與用具展」，為本所博物館與原住民團體共作展示

系列的第一場，由「野桐工坊」主持人尤瑪‧達陸和本所蔣斌與陳文德共

同策展。本所博物館在苗栗象鼻村的「野桐工坊」展出，被定位為一個大安

溪小學生、泰雅編織手與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泰雅老物件相認的特展。透

過此次展示，為來自各方的泰雅女性創造對話的空間，並提供大安溪流域

陸 設備與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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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文化傳承教學的場域，讓學子從學習中體會理解不同的生命歷程。

三、數位典藏

（一） 民族學研究所暨臺灣原住民數位典藏

本所自1998年開始進行數位典藏相關計畫，陸續將蒐藏與研究轉為

數位資源，提供學者與各界運用於研究、出版、展示、教育等場域，其中

較為獨特的資料庫包括：

1. 博物館典藏文物：本所博物館館藏文物7,000餘件，包括臺灣南島民族

文物、漢人民俗與宗教文物、臺灣考古出土文物，以及少部分環太平洋

地區之文物，還有部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文物。

2. 博物館典藏田野照片及影音：研究人員田野工作拍攝之照片內容豐富，

有許多珍貴的臺灣戰後初期原住民部落照片。另有田野影音紀錄，為本

所研究同仁進行田野工作時留下的第一手錄音與錄影資料。

3. 出版品暨研究人員著作資料庫：收錄本所歷年出版刊物，以及研究同仁

的著作。

4. 宗教調查資料庫：結合本所以及本院臺灣史研究所（原為籌備處）典藏

之宗教調查資料，含括之調查紀錄範圍從日治時期到戰後1991年止。
5. 古文契書全文影像資枓庫：內容為本所及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館藏之古

文契書資料。

6. 道教特藏文物網：本館館藏書目中三個道教單位（新竹通靈壇、竹山通

玄壇混真壇、新屋徐姓師壇）之全文影像資料。

7. 臺灣民間信仰書目資料庫：內容包括民間信仰、新興教派、巫術信仰、
生命禮俗、歲時節令、廟會演藝等民俗領域 。

8. 民族所典藏宗教善書資料庫：本所林美容、張珣、潘英海三位研究人員

從事相關研究時，在田野收集的個人所屬之善書文本（多為戰後善書，

少部分為日治時期文本），全數捐贈給本所圖書館典藏並數位化，資料

約近6,000筆 。

（二）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

「臺灣民族誌數位影音典藏計畫」之數位化目標，為本所博物館收藏

的一批極具特色的民族誌影音資料。這批資料主要是本所胡台麗從1984

年開始，長達二十餘年主持的各類研究計畫所採集的影音資料，應是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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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學界迄今採集為數最多的一批珍貴民族誌影音資料。這批一手影音資

料涵蓋臺灣的各族群，有南島語系的原住民以及漢語系的閩南、客家和外

省榮民之影音紀錄，充分呈現臺灣文化的多樣性與豐富內涵，可據以研究

和瞭解臺灣各族群的傳統文化與現代變遷，此計畫已於2016年完成。

（三）阿美族、雅美族口語傳說採錄翻譯資料數位典藏計畫

此計畫的主要數位化目標，為本所劉斌雄1982–1989年主持國科會補

助之「阿美、雅美兩族的口傳文學」計畫（1982–1985）和「雅美族口傳故

事的收集與研究」計畫（1986-1989）時所採集的錄音和完成的記音、翻譯

紙本資料。另包括劉斌雄1977年開始所採集的雅美族漁撈儀禮資料，以

及1958年所採錄的阿美族馬太安大頭目Unak Tafong（何有柯）口傳錄音

資料和其記音與翻譯。耗時十年收集整理的珍貴資料和萬餘頁記音翻譯紙

本稿件，收藏於本所博物館。本數位典藏計畫由胡台麗主持，將二族錄音

資料和記音翻譯資料對照呈現，公諸於世，以促進阿美、雅美（達悟）二

族語言、文學、歌謠與社會文化內涵的研究、傳承和推廣。

回顧民族所六十餘年的歷史，在學術研究主題與取向的變化上，可以

看出本所研究同仁在各項議題的開創均扮演積極引導的角色，不僅茁壯臺

灣本土人類學的研究，也透過理論與民族誌研究的優勢，拓展海外研究場

域與多元化議題，以及參與國際學術論述。另一方面，人類學與心理學科

際合作的研究取向，以及主導各項跨領域跨學科的研究計畫，也反映國際

研究趨勢。在國際學術交流方面，本所先後與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

究科社會階層與不平等教育研究中心（2010-2013）、中國北京清華大學社

會科學學院（2016-2019）、法國史特拉斯堡大學社會學院（2017–2022）簽

訂學術合作協議或交流合作備忘錄，除鼓勵雙邊學者交流互訪外，亦合作

舉辦研討會；更積極與國外享有聲譽的人類學系所合作，邀請專家學者來

臺演講、參與本所舉辦之國際研討會，以及合作出版英文學術專書。

本所雖屬研究單位，但並不囿限於學術研究，對厚植優秀學術人才仍

期望能盡份心力。透過設立數個獎助計畫，加強與國內外其他學術與教育

柒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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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的連結，培訓人類學領域的人才。此外，秉持回饋研究場域的理念，

亦積極培養臺灣原住民籍的年輕研究者與部落工作者，一方面建立與擴展

原住民研究的多重視野，另方面則鼓勵原住民青年（擴及漢族青年）回流

原鄉，為部落貢獻知識與能力，藉以翻轉原住民部落發展的困境。為拉近

與大眾知識的距離，本所亦試圖藉由民族所博物館的特展規劃，以及與原

住民部落共作的回歸部落展示模式，以淺顯易懂的方式與民眾和在地原住

民社群分享本所多年累積的學術研究成果。數位影音典藏計畫的進行，則

讓研究人員在田野採集與紀錄的各種資料（文字、影音等）產生研究和實

踐的功能，有助於文化的傳承、推廣與創新。

圖六 民族所大樓擴建後外觀



近代史研究所
1955年設立籌備處，1965年正式成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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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研究所在郭廷以（1904‒1975）的主導及帶領下，於1955年2月

成立籌備處，1965年4月正式成所，郭廷以擔任首任所長。至2007年期

間，先後繼任之所長為梁敬錞（1893‒1984）、王聿均（1919‒2007）、呂實

強（1926‒2011）、張玉法、陳三井、呂芳上、陳永發。近史所在多位所長

的領導下，經過數十年的努力，無論就整理、典藏、出版史料，或學術研

究的成果而言，均獲得國際學界的高度肯定，是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國際

重鎮之一。

近史所早期主要研究晚清以降政治外交、社會經濟、思想文化，尤其

著重探討中國現代化的歷程。1962年起本所接受福特基金會資助，開始積

極整理檔案史料、培育人才。1973年在國科會的資助下，展開「中國現代

化的區域研究」與「中國現代化專題研究」兩個集體研究計畫，以紮實的檔

案史料為基礎，研究成果廣受國際學界重視，並獲得「南港學派」的美名。

1981‒1991年間正值臺灣經濟起飛發展，中研院推動研究計畫，引進

大批人才，近史所的研究人力與學術成果也快速成長。在研究人力方面，

1991年全所已有44名專任研究人員，1992‒1993年間更高達53名。但隨

著全院各研究中心的擴展，近史所專任研究人員員額從1994年之後遞減，
至2007年時為39名。

1980年代開始，本所同仁的研究領域也從 19世紀中國史之研究，
逐漸擴展。在第一期五年發展計畫（1981.7~1986.6）時期，本所提出

四項研究計畫：（1）民初歷史研究計畫，（2）抗戰前十年經濟史研究計

畫，（3）抗戰史研究計畫，（4）臺灣史研究計畫。第二期五年發展計畫

（1986.7~1991.6）時期，除了繼續前一期的研究課題，又向前擴展到明清

近史所1955–2007



圖一 近史所鳥瞰（1990）

表一 1955–2008年歷任籌備處主任及所長、副所長名單

姓名 職稱 任期 副所長

郭廷以 籌備處主任 1955/02 – 1965/03

郭廷以 所長 1965/04 – 1970/09

王樹槐 代所長 1970/09 – 1971/06

梁敬錞 所長 1971/07 – 1973/08

王聿均 所長 1973/08 – 1979/07

呂實強 所長 1979/08 – 1985/08 張玉法

張玉法 所長 1985/08 – 1991/08 陳三井

陳三井 所長 1991/08 – 1997/08 黃福慶

呂芳上 所長 1997/08 – 2002/05 熊秉真、張瑞德

陳永發 代所長 2002/06 – 2002/08 張瑞德

陳永發 所長 2002/08 – 2008/08
張瑞德、沈松僑、

張 力、謝國興

523近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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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此時新進同仁的研究受到西方史學的影響也日益加深。在硬體方

面，則陸續興建圖書館、檔案館、研究大樓，各種軟硬體設施逐漸完備。

在組織架構方面，從1988年2月起，全所共有四個研究組：（1）一般

近代史組，（2）政治外交史組，（3）社會經濟史組，（4）文化思想史組，每

位研究人員隸屬於一組。2003年因應院方組織架構之調整，近史所廢止研

究組的組織，改採研究群的型態。所方鼓勵同仁以研究主題的方式成立研

究群，針對重要議題進行集體而深入的研究；研究群每兩年考核一次，評

估是否繼續運作。歷年來近史所同仁所成立的研究群見附表二。

表二 2008–2017年近史所歷任所長、副所長名單

姓名 職稱 任期 副所長

陳永發 所長 2002/08 – 2008/08 張瑞德、沈松僑、張 力、謝國興

陳永發 代所長✽ 2008/08 – 2009/07 謝國興、黃克武

黃克武 所長 2009/08 – 2015/07
張 力、林美莉、沙培德、 
呂妙芬、巫仁恕、游鑑明

呂妙芬 所長 2015/08 迄今 李達嘉、余敏玲、巫仁恕

✽陳永發所長在2008年8月至2009年7月，因新聘所長無法到任，再度擔任所長職務。

近史所2008–2017

從2008年到2017年，陳永發、黃克武、呂妙芬先後繼任為所長。近

十年來，近史所的學術研究受到全球化與在地化的雙重影響，同時也感受

到中國迅速崛起所帶來的挑戰，一方面繼續積極與國際中國近代史學界的

合作與對話，另一方面也希望以臺灣的觀點，持續爭取對於中國及東亞近

代史研究的發言權。

壹 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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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從16世紀大航海時代開始逐漸加入世界體系，本所同仁主要的研

究興趣便是在全球化背景下，關注中國與域外的多重交流，以及中國獨特

的現代性發展。與早期同仁專注於中國及中國現代化的研究相較，近年來

本所同仁對於混雜的現代性、多重現代性有更深刻的研究，對於中國、邊

陲、域外之交流，東亞區域研究，以及一般庶民百姓的生活與思想，也有

更濃厚的興趣。研究領域包含從傳統到現代的知識轉型、東亞區域研究、

城市史、婦女史、中日關係、西學與中國、海峽兩岸發展比較、國族邊界

與少數民族、宗教等。

本所同仁除了開拓更多新領域的前沿研究外，也保持充沛的學術活

力，近十年共主辦34場國際學術研討會（見附表三）。在學術交流方面，
我們目前與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

所、韓國成均館大學中國大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大

學歷史系等單位簽署合作備忘錄，除了學者互訪外，也共同舉辦研討會。

本所每年接待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自2008年至今本所訪問學者累積

人數達297人次。我們也延聘來自世界各地的博士擔任博士後研究人員，
並與國內大學合作，共同培養近代史研究相關領域的年輕新秀。

圖二 近史所研究大樓現貌（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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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中本所資深研究人員相繼退休，新聘研究人員速度較緩。在人力

資源方面，行政人員與助理人數增加頗多，除了圖書館、檔案館、胡適

紀念館業務需要外，研究人員的研究計畫也聘用許多研究助理。本所近

十年之員額統計如圖四。

近十年來近史所的總預算（見圖五），以2013年度金額最高，之後有遞

減的趨勢。

圖三 學術諮詢委員與研究人員合影 (2018）

貳 研究資源：人力、預算、設備

人力

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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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2017年近史所人力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專任研究人員 39 40 40 38 39 39 37 32 32 31

■ 兼任 /通信研究員 20 15 16 16 16 16 15 18 16 17

■ 行政技術人員 13 13 13 12 12 11 11 13 12 12

■ 博士後研究 5 10 8 6 2 6 6 3 6 9

■ 約聘專任助理 40 40 42 43 45 46 49 49 46 48

■ 人數合計 121 120 121 117 116 121 121 118 115 119

圖五　2008–2017年近史所經費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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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館

隨著資訊技術演進與出版趨勢，圖書館近年積極購置電子資料庫。截

至2017年止，資料庫已達40餘種，以報刊類為例，《申報》、《大公報》、
《人民日報》、《北華捷報》、《字林西報》、《泰晤士報》、《紐約時報》、《倫

敦新聞畫報》、《金融時報》、《朝日新聞》、《東洋經濟新報》等、晚清及民

國時期中文期刊全文資料庫等，均在館藏之列。此外，與本院人文組各所

共購共享人文社會科學相關資料庫數十種，包含：歷史、文學、哲學、民

族學、社會、經濟、法律等主題，擴大現今近代史研究之觸角。

館藏數量統計達40餘萬冊，如下表：

表三 圖書、微縮資料、期刊、電子資料庫館藏一覽

語文 圖書（冊） 微縮資料（捲） 期刊（種） 電子資料庫（種）

中文 295,950 8,649 3,631 17

日文 26,674 2,574 335 3

西文 61,613 7,521 745 22

總計 376,173 18,744 4,711 42

在管理與服務方面，以全院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建立各項管理作業和研

究支援服務。2005年起，因應數位化的時代趨勢，針對微捲資料進行數位

化掃描，迄今累計255種、4,766捲、464萬個影像檔，並於2012年建置報

刊資料檢索與管理系統，收錄報紙、剪報、期刊、公報等類型數位檔，計

600餘種報刊、346萬個影像檔。2016年，新建圖書館數位典藏網站，收錄

圖書類數位檔，並按書庫分類方式整編，俾

利紙本與數位一致性分類瀏覽。

此外，本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匹茲

堡大學、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上海

復旦大學、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

20餘所海外圖書館交換贈送；定期發佈新

書通報、期刊目次訂閱服務（Table of Con-

tents）；提供國內外館際合作、文獻傳遞服

務，包含RapidILL，可在 24小時內取得北

圖六 郭廷以圖書館

設備



529近代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組

美地區合作圖書館之文獻電子檔；並與臺灣大學、國史館等18個館所簽約

互換借書證；與院內各館分工合作，共同參與NBINet、OCLC、TAEB-

DC等國內外合作編目和採購組織。因應現代化圖書館發展趨勢，分期逐

步導入RFID智慧型圖書管理機制，於2017年9月啟用，成為本院第一個

建置RFID的圖書館。

二、檔案館

近史所檔案館致力於第一手原始檔案史料之蒐集，近年來更廣大徵

集學術、文化、社會等民間檔案，可與官方檔案相互參照利用。本所於

2007‒2017年間與外交部簽訂外交文物寄存協議書，由檔案館將外交部

1928年後之檔案進行數位化並提供閱覽，對推動近代中國外交史的研究貢

獻頗大。

截至2017年止，開放閱覽之檔案包括外交部門、經濟部門、地圖、民

間資料等，總計有全宗39種，電子檔51萬餘筆，影像1,249餘萬頁。外交

部門檔案包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外務部、北洋政府外交部、國民政府外

交部、外交部等5個全宗；經濟部門檔案包含商部、農工商部、工商部等

22個全宗；地圖資料包括有經濟部地圖、外交部地圖等2個全宗；民間資

圖七 近史所檔案館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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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包括陳之邁、王叔銘、郭廷以、丁文江、馬星野、包公毅、李費蒙、朱

家驊、王世杰、錢思亮、吳大猷，以及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大陸時期總

辦事處）等12個全宗。此外，並建置館際合作資料庫，包括有本所與中國

第二歷史檔案館合作完成之中央研究院院史資料，以及臺灣拓殖株式會社

等2個全宗檔案。藉由數位化工作之推動，在既有基礎上建構更為便捷的

學術研究環境，使檔案充分發揮研究價值，是本所努力推動的目標。

檔案館亦配合院區開放參觀活動，主辦以下檔案特展：「近代名人

日記及近代外交經濟檔案數位典藏特展」、「檔案中的印記與書法藝術特

展」、「草原風情：蒙古生活體驗」活動暨特展、「世界屋脊：西藏高原風

情」活動暨特展、「郭廷以先生與口述歷史特展」等。藉由檔案史料之展

示互動，豐富近代史研究之面貌，並結合數位化檔案，整合數位典藏資

源，促進近代史學術研究。

三、胡適紀念館

胡適紀念館除了常設展外，自2006年起共舉辦了6場特展：「胡適與中

央研究院」、「『熱眼旁觀』：胡適對『胡適思想批判運動』的回應」、「胡適

與辛亥革命：敲響自由鐘」、「胡適與蔣介石：道不同而相為謀」、「胡傳與

臺灣：入世豈愁多險阻」、「胡適與林語堂：吾輩已返，爾等且拭目以待」。

本館除維護文化資產、發揮社教功能外，也致力於推展胡適相關學術

研究與交流，不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學者專家演講，並陸續建置胡

適檔案資料庫，供大眾使用。資料庫內容包括紙質文件、照片、器物、衣

物、底片、微捲、錄音帶、錄影帶，以及胡適藏書批註等。另外，自2012

年起，為鼓勵胡適及自由主義等研究，本館亦設置「胡適研究獎學金」。

四、數位資料庫

本院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於2012年升級為漢籍3.0版，開放國內機關

及個人申請使用。漢籍3.0的《近代史全文資料庫》總數約7,500萬餘字，
收錄的資料類型涵蓋工具書、文集、日記手稿、檔案史料等，係瞭解近代

中國政治、社會、外交、文化、思想、經濟等各方面難得之史料。除全文

資料庫外，本所也建置各類主題式資料庫，包含清代檔案與史料、性別與

婦女史、近代城市史、研究工具等四大主題，還有以時間軸為查詢關鍵的

《近代春秋TIS系統》（Timelines Information System）、彙集各類人物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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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胡適紀念館

圖九 近史所數位資料庫MHDB入口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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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近現代人物資訊整合系統》等整合系統，建立不管是從人、時、事、

地、物，還是以概念為出發點，均可追蹤史料關聯性的數位歷史網路。

在2014年，我們公開了近代史數位資料庫（MHDB,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統合平台，整合現有數位學術資源——圖書館、檔案館、胡適

紀念館、資料庫小組所建立的資料庫，以及館際合作計畫。此外，本所亦

致力於國內外各單位的學術交流與資源共享。例如，楊建成博士的《日治

時期台灣人士紳資料庫》轉由本所負責維運後，提供更多使用者運用這些

珍貴史料。與德國海德堡大學合作的《早期中國報刊資料庫》（ECPO）及

《近現代漢語學術用語研究》也已匯入MHDB，共享國際資源；而《英華

字典》則與《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畫》（CTEXT）互連，可以合併查詢各自

獨立的資料庫。

本所同仁研究各有專長，基本上以個人研究為主，但也會因應課題，

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執行研究計畫。以下將同仁研究主題略分為政治與外

交、經濟與社會、思想與文化三方面，簡要介紹。

一、政治與外交

在政治外交史方面，同仁承繼前輩學者實證研究的精神，勤於利用

各國檔案與史料，但研究的時段與課題則有擴展。除了中國政治外交史

外，近年研究議題更擴及近代東亞國際關係變化、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影

響、中國族群政治與邊疆地區、琉球與釣魚臺主權、南海問題，以及臺灣

地位等。張力近年整理前駐蘇大使傅秉常、前駐荷蘭大使金問泗的日記出

版，並展開國民政府與義大利、荷蘭等外交關係的研究。許文堂利用多國

檔案，研究第二次大戰期間中、法、日對法屬印度支那的交涉過程，以及

中法建交史，也關注南海諸島歸屬問題及東南亞各國的觀點。黃自進除了

研究中日及日美同盟關係，近年專研孫中山、蔣介石兩人與日本的交流，

以及戰後的日臺關係。李達嘉持續關注中國近代政治、社會、經濟、思想

相關議題，近年特別關注五四時期知識分子與群眾運動的關係。張淑雅研

究中美關係，近年對於國府遷臺後爭取國際反共同盟的政治策略，多有研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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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林滿紅除了研究經濟史外，近年在政治史

上也著力甚深，尤其利用檔案研究中日和約、

釣魚臺與南海主權等當代議題。林泉忠研究19

世紀末至今，中日兩國的合作與衝突，及其對

東亞周邊地區的影響。陳儀深長期研究戰後臺

灣政治史，尤其是戒嚴時期臺獨政治案件的研

究。林志宏結合政治史與文化史，探討滿洲國

的學術調查與文化事業，以及日本殖民當局如

何透過這些事業以合法化其統治。

國共兩黨的比較也是同仁關心的議題，余

敏玲繼《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

一書之後，持續探討蘇聯修正主義在中國如何

對文藝界產生影響，蘇聯共產革命的經驗如何

移植中國並發生轉化。陳耀煌從農村副業與市

場經濟的視角，探討1937‒1965年間中共組織

如何在農村發展共產革命，以及國家與農村的

關係，他也擬從組織史的角度來研究中國共產革命發展的特色。吳啟訥比

較國共兩黨在族群政治的觀念、思惟、論述、設計與實踐等方面的異同，

及其後續在海峽兩岸的發展。汪正晟研究國民黨現代政治所體現之現代

性，及其與政治的複雜關係，並從政治論述與實踐兩方面，比較國共兩黨

幹部教育的異同與成敗。黃克武近年的研究除了繼續原本思想史的議題，

也跨足政治史領域，他主持「蔣中正與1960年代的台灣」研究計畫，出版

主編的論文集《1960年代的台灣》，目前亦正撰寫顧孟餘的傳記。
除了個別研究外，政治外交史的集體研究以下列兩個研究群為主：

（一）蔣介石研究群

蔣介石研究群透過蔣介石的研究來反思20世紀上半葉中華民國史研

究，並領導國際學術界對於蔣介石研究的開展。此研究群在黃自進研究

員的領導下，先後執行「敵乎？友乎？蔣介石的權力網路及其政治運作」、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

再省思」三個大型研究計畫，邀集國內外學者參與，舉辦多場國際學術研

圖十 會議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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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出版《蔣介石與現代中國的形塑》、《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近代

中日關係史新論》等論文集。

（二）東亞區域研究群

東亞區域研究群主要的研究課題為：近代東亞政治外交關係、近代東

亞經濟貿易的形成與發展、戰後中日韓政經關係。同仁以東亞各國的雙邊

或多邊的關係為研究重點，針對外交、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面向進行

研究，並積極與中、日、韓的學者交流。近年針對以下議題舉辦多場國際

學術研討會：東北亞國際政治與琉球歸還、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東亞共

同體——傳統與現代的觀點、多元視角下的釣魚臺問題新論、中日大戰在

緬甸（1941‒1945）、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等。

二、經濟與社會

由於近代世界經貿體系的形成，研究近代貿易史和經濟史不再受限於

國別史的視角，區域性、全球性和比較性的研究更受重視，本所專研經濟

史的同仁近年的研究相當明顯反映這種趨勢，從經濟思想、經濟制度、經

濟倫理和經營實態等角度，審視在東亞架構之下，中國如何從傳統向現代

轉型，也從全球史的視野觀察中國、東亞經濟與世界經濟之間的脈動。賴

惠敏長期研究清代財政史，近年對於內務府財政及清代蒙古貿易有豐富的

研究成果。劉素芬研究中國近代工業化的過程，利用經濟和外交檔案，探

討抗戰前後國營事業和民營企業的合作與競爭，也研究東亞地區經貿外交

關係、晚清條約體制與通商口岸下的國家與社會互動等議題。李宇平探討

經濟大恐慌下的亞洲經濟，從亞洲內部勢力圈的消長、對外國際關係的變

化、貨幣圈與商品圈的變動等方面，觀察亞洲經濟在世界經濟蕭條期間的

變化，並比較英國和日本的殖民形態，以及印度和中國如何因應帝國主義

金融支配。朱瑪瓏主要研究上海等通商口岸英文商業報紙的資訊網絡，探

討訊息的流通，及訊息情報被不同團體利用等事例，內容包括經濟、政

治、外交、文化各層面。林美莉研究民國時期的財政，近年主要在撰寫民

國會計師的專書。

與現代政經制度變化相關的專業化趨向、城市現象、社會文化變遷

等，也是本所同仁關注的主題，城市史的研究更是本所近十年來的重要領

域，研究議題包括：城市的空間變遷、城市經濟與工商業之發展、城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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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與社會結構、城市生活與消費、城市與鄉村等。同仁亦運用性別的角

度，對上述相關議題進行研究。巫仁恕研究從明清江南城市，到抗戰時期

蘇州城市的消費文化，2017年出版《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

市生活》。連玲玲研究上海的百貨公司，探討資本主義如何介入階級、華

洋、性別等權力關係的型塑，已出版《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

海城市文化》。張寧研究英式運動和總會進入上海後的發展與變形，正撰

寫專書《文化的轉譯：近代上海的跑馬、跑狗、回力球賽》。孫慧敏研究上

海的租賃問題，探討近代上海為何會發展成高賃居比率的城市，這些賃居

人口如何凝聚共識，推動房屋租賃法制的建立，以及不同時期的執政者之

回應等。

另外，游鑑明長期研究中國與臺灣近現代婦女史，除個人研究外，亦

投入期刊編輯與口述歷史的工作。康豹則致力於中國近世宗教的研究，除

了個人專書外，曾執行「1898‒1948：改變了中國宗教的50年」院內主題計

畫，出版和高萬桑主編的《改變中國宗教的五十年，1898‒1948》論文集。
除個人研究外，有關社會與經濟史方面的集體研究，多集中在以下兩

個研究群：

（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

本研究群旨在推動近代中國婦女與性別史之研究，除了所內同仁，亦

積極連結海內外學者，舉辦各種研討會、工作坊、座談會，並辦有《中國

近代婦女史研究》期刊。近年來研究群主辦的學術活動包括：「從性別看

現代戰爭」研討會、「日記中的性別」工作坊、「戰爭記憶與性別」工作坊、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二十週年座談會。

（二）城市史研究群

城市史研究群主要從城市來探析中國的現代性，研究方向為城市文化

的建構與都市社群的網絡，研究課題包括：城市的休閑消費、外來文化、

宗教活動、新興職業群體、城市法律、宮廷與城市等。近年召開「小報文

化與中國城市性」、「近代東亞城市的社會群體與社會網絡」等研討會，以

及「清代中晚期群眾運動新探」、「宮廷與城市」、「動亂中的城市：歷史地

理資訊系統與近代中國的城市生活」等工作坊，並出版《從城市看中國的

現代性》、《萬象小報：近代中國城市的文化、社會與政治》等論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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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想與文化

思想文化史方面，同仁除了對知識菁英與重要文本進行研究外，對於

知識人的社群網絡、知識內容的傳播與翻譯，以及學術思想在歷史中的延

續與轉型等，也相當重視。個別同仁的研究主題如下：張壽安研究清代學

術思想史，以及中國近世知識轉型。羅久蓉主要研究近代中國的政治與思

想，探討近代中國國族主義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黃克武除了持續

對嚴復進行研究外，也投入政治史與翻譯的研究，以及《天演論》對於中

國近代知識與宗教的衝擊。呂妙芬研究中國近世《孝經》的學術文化史，

以及明清之際的思想轉型、近世儒學與基督宗教交涉之歷史。潘光哲以近

代中日關係史與胡適研究為主軸，探討近代西方思想在中國的發展，以及

中日學術交流。葉其忠持續研究張東蓀思想與中國近代重要的學術論戰。

陳建守從概念史的角度，研究「啟蒙運動」一詞輸入中國所引發的歷史效

應及變化歷程。

藝術史方面，王正華任職本所期間（2001.8－2016.8）主要從事近現代

中國的展示文化及城市圖像研究。賴毓芝除了關注中國近代大變局對於傳

統美術的影響，尤其是日本所扮演的角色外，也從全球史的角度，觀察清

宮圖像與歐洲的互動，探討清廷編纂的大型圖譜，如何藉用西方建構的世

界知識作為其帝國統治的工具。醫療科學史方面，張哲嘉的研究重點在於

探索近代東西方身體觀、自然觀的翻譯與對話。雷祥麟已完成探討中醫現

代化的專書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

na’s Modernity，目前除了繼續反思現代科學史與現代性的大議題外，也試
圖從吐痰的習慣著眼，探討衛生現代性及身體感知等問題，並進行跨國比

較研究。

除個人研究外，以下三個研究群的主題亦多有相關：

（一）知識史研究群

知識史研究群主要探討1600‒1949年間，近代史上中西學術交會、互

相影響、變化與重建的複雜過程。一方面從中國傳統學術自身的脈絡出發

探討其流變，同時梳理西方科學知識在中國的建構與實踐。2010至2013

年間，研究群在張壽安研究員的領導下，執行「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

傳播，1600‒1949」院內主題計畫，2013年出版《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集：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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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胡適研究群

胡適研究群主要研究胡適及相關知識人的互動往來，以及現代中國、

臺灣自由民主運動歷史的相關課題。曾舉辦多次演講，近年舉辦研討會

有：「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等。

（三）西學與中國研究群

西學與中國研究群成立於2013年11月，是一個跨領域的研究群，同仁

從貿易、藝術、宗教、思想、文化等各方面，探討中西文化接遇與交流的

課題。除了不定期舉辦讀書會與演講外，曾以「文化接遇」為主題召開研討

會，亦與國內運用海關研究的專家合作，共同彙整史料並舉辦學術活動。

近年重要之研究成果，在質與量方面均相當可觀，因篇幅有限，在此

僅舉例說明本所同仁重要研究成果之梗概。

學術專書

肆 重要研究成果簡介

 1.  Max K. W. Huang, 2008, �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
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408 pages, Hong Kong: �e Chinese Univer-
sity Press.

  本書以嚴復翻譯約翰彌爾的《論自由》為中心，探討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

作者認為嚴復深受傳統「成己成物」、「明德新民」等觀念的影響，是在群己

平衡的前提下強調個人的價值。嚴復的自由理念結合了儒家理想與西方自

由的觀念，既有思想上的創見，也蘊含了對西方自由主義的深刻批判。

 2.  Paul R. Katz, 2008, Divine Justice — Relig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egal Culture, 240 pag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本書以跨學科的方法綜合歷史文獻、田野調查，並參酌相關理論，對於漢

人社會中的神判儀式進行全面考察，探討這些儀式的背景、內容與功能，

說明神判儀式在中國社會所扮演的角色。

 3. 游鑑明，2009，《運動場內外：近代華東地區的女子體育（1895–1937）》，
共431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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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從性別視角，審視女子體育與國家、社會文化的關係，除了討論國族

問題外，也探討西方女子體育帶來的新觀念與新行為，如何反映在公眾輿

論、學校教育、學生生活、運動競賽、大眾傳媒和視覺文化等各層面，提

供近代中國體育史一個性別詮釋。

 4. 黃克武，2010，《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共272頁，臺
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以嚴復為例，探討近代中國文化轉型的複雜過程。嚴復在翻譯西方經

典與宣揚西方啟蒙思想上有傑出的貢獻，但他也受到傳統思想與生活方式

的影響，表現出「反啟蒙」的一面。作者認為嚴復思想在傳統與現代的雙重

影響下，具有部分矛盾、兩歧的性格，其現代性方案亦與佛道思想有關。

 5. 呂妙芬，2011，《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共395
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根據中國近世出版的眾多《孝經》文本，探討中國歷史上，特別是從

晚明至民初之間，關於《孝經》詮釋內容的變化，以及相關的政治和文化

實踐。從政治、社會、思想、教育、宗教、經典詮釋、性別、儀式實踐等

角度，考察《孝經》在不同歷史情境中，與歷史人物之生活與思想交會的

豐富圖景。

圖十一 重要研究出版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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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黃自進，2011，《蒋介石と日本――友と敵のはざまで》，共248頁，東京：武
田ランダムハウスジャンパン。

  本書透過蔣介石一生的軍政經歷，探討他對日本的敵我意識變化。蔣介石早

年留學日本，期盼中日兩國合作，北伐以後開始視日本為仇敵。滿洲國成立

後，日本與蘇俄相互敵視，蔣介石運用「聯蘇制日」政策維護華北主權。盧

溝橋事變後，蔣介石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爭取大量軍事援助，

並預測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調度戰力，奠定中國長期抗戰的基礎。蔣介石在抗

日戰爭結束時制訂「以德報怨」政策，則影響1950年代東亞國際政治的布局。
 7. 張淑雅，2011，《韓戰救臺灣？解讀美國對臺政策》，共343頁，新北市：

衛城出版。

  臺灣成為一個特殊的政治實體，當前的兩岸關係，以及中、美、臺三方的互

動，均與1950年代的韓戰相關。本書指出美國並未因韓戰爆發或者中共介

入，而「決意」拯救國府或保衛臺灣，也非因冷戰意識形態才延遲了與中共

建交。美國對於臺灣的政治戰，主要依據時勢與考量美國本身利益，在韓戰

前後逐步調整定調。

 8. Peter Zarrow, 2012, After Empire: �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395 pag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圖十二 重要研究出版品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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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1885至1924年間，中國菁英與庶民百姓在短短的兩個世代內，就徹底

地摒棄了對皇帝神聖不可侵犯之地位的崇奉態度，不僅帝制瓦解，並讓中

國社會陷入重大的文化危機。這可從康有為在1880年代中期所發表的融

合東西方思想的國家主義觀點，及其所描摹的一種公民概念中看出端倪。

本書主要研究身處於近代中國歷史關鍵時期的思想家與政治運動家，探討

帝制文化思想崩壞、新政治思想逐漸形成的過程。

 9. 孫慧敏，2012，《制度移植：民初上海的中國律師（1912–1937）》，共
412+xii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考察民初中國律師在上海發展的經驗，探討律師制度移植到中國的過

程中，各種政治、社會力量如何角力與協商，逐步確立中國律師存在的法

理基礎，及形塑律師業的運作軌範等。

10. 陳耀煌，2012，《統合與分化：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1921–1949》，共510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國共產黨誕生於一個分裂的中國社會，它既不能單純依靠黨組織的力量

由上而下地掌控此一分裂的社會，又不想讓自身被社會所吞沒，故必須

透過統一戰線包容社會的多樣性，又要發動階級鬥爭，重新撕裂中國社

會，使統一戰線與社會的多樣性服從於黨的領導，並建構一個更龐大的黨

圖十三 重要研究出版品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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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組織。本書探討1921‒1949年間河北地區的共產革命，正是上述歷程的

具體表現。

11. 黃自進，2012，《蔣介石與日本——一部近代中日關係史的縮影》，共470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討論蔣介石自擔任國民黨領導中樞以來，如何面對中共與日本兩大勁

敵，及其所擘劃的建國藍圖與抗敵方針。蔣介石與日本的合作始於1927

年，但在經歷濟南慘案、九一八事變、盧溝橋事變之後轉為全面抗日，戰

爭結束後「以德報怨」政策則是為了「扶日制蘇」，以達成與日本合作的反

共策略。

12. 巫仁恕，2013，《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共418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主要研究明中葉至清中葉江南城市居民的休閑消費活動，探討明清城

市內休閑消費活動如何改變了空間結構，進而分析現象背後所反映的社會

與權力關係。作者先從休閑與購物兩方面探討明清城市的消費性格與消費

的動力，再以蘇州的園林與旅遊為例，探討城市休閑消費所反映的社會空

間，並從性別視角看消費活動。

13. 羅久蓉，2013，《她的審判：近代中國國族與性別意義下的忠奸之辨》，共
364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以五位女性的戰爭故事為主軸，以性別、國族為經緯，從法律、政

治、社會、經濟等不同角度，呈現近代中國女性面對日益高漲的政治意識

形態，接受政治審判與社會審判的歷程。在「忠誠」與「背叛」交織的人生

中，她們的女性意識受到壓抑，但也各自透過不同方式獲得釋放。除了漢

奸審判，本書也試圖透過這個議題豐富的延展性，探討國族與性別論述中

所涉及的忠誠與背叛問題。

14.  Sean Hsiang–lin Lei, 2014, Neither Donkey nor Horse: Medicine in the 
Struggle over China’s Modernity, 382 pages, Chicago: �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本書試圖以超越過去傳統與現代二分的框架，討論中醫、西醫、國家三者

在近代歷史中複雜的交互影響，呈現全球史意義下中醫特殊的現代性。作

者指出，改革派的中醫師曾正面遭逢與吸納現代性論述以及科學知識，又

同時透過與其協商及自我創新而得以存活至今，成為一個傳播全球、活著

的傳統。這個「非驢非馬」的現代中醫，不僅是中國追求現代性的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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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其獨特的本土創新，更是我們反思現代科學與非西方知識傳統關係時，

極具啟發性的歷史經驗。

15.  Paul R. Katz, 2014, 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242 pages, 
Waltham, MA: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本書探討浙江、上海地區1898至1948年間，傳統中國宗教如何轉變成現代

全球文化的一部分。主要討論地方民間信仰的轉型、宗教知識的產生、菁

英分子的宗教信仰與實踐三大議題，內容觸及廟產興學、破除迷信等政策

及其影響，城市的宗教活動，以及宗教團體如何利用新興媒體進行傳教等。

16. 賴惠敏，2014，《乾隆皇帝的荷包》，共526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
史研究所。

 本書認為乾隆皇帝利用宗教和商業，解決中國長期的邊疆問題，並有效管

理新占領的蒙古區域，其私人財政發揮極大功能。書中主要探討清朝皇家

收入的來源，北京和長城一帶的藏傳佛教寺院的建設，以及皇朝與藏傳佛

教之關係，及如何維持蒙古與西藏地區的穩定治理等。

17. 潘光哲，2014，《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共483頁，臺
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在西力東漸的大背景下，有心知悉世事時局的晚清士人，開展追求世界知

識的事業，追索與西學相關的書報，猶如進入一方積蘊豐富的知識倉庫，

士人的閱讀實踐從此大有改變。士人閱讀的意圖、個體經驗、思想回應，

錯綜複雜，作者以具體的個案細述晚清士人尋覓接受西學的讀書歷程。

18. 余敏玲，2015，《形塑「新人」：中共宣傳與蘇聯經驗》，共405頁，臺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從政治、外交、社會和文化的多重視角，闡析中共如何借鏡蘇聯經

驗，運用多種媒介塑造「新人」。傳播「新人」必須要站穩無產階級立場，

實踐黨國至上、集體為重、勞動光榮和男女平等諸多觀念。全書藉由比較

與對照中蘇風俗習慣、國家發展，以及領袖觀念與價值偏好，分析蘇聯經

驗在中國發生變化的原因，說明1949年後中蘇關係的複雜性。
19. 李達嘉，2015，《商人與共產革命，1919–1927》，共563頁，臺北：中央
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本書指出中共雖以打倒資產階級為目標，但在早期發展工人運動的過程

中，卻頗注重與商人建立聯合戰線。此一策略與中共和國民黨建立聯合戰

線是同時並行的，具有多重作用：化解商人對國民黨聯俄容共的疑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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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商界力量、緩和罷工運動造成的衝突、削弱國民黨右派的群眾基礎等。

本書透過五卅運動、省港罷工、上海工人三次暴動為例，為中共早期革命

歷史提出新的論述，開拓學界對「中共與商人」這個領域的研究。

20. 黃克武，2016，《言不褻不笑：近代中國男性世界中的諧謔、情慾與身體》，
共560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是一部有關近代中國男性心態史的專著。作者以明清以來的笑話書、

俗曲、豔情小說與民初報紙的醫藥廣告等史料，探究明末至民初之間男性

的情緒、欲望、身體與私人生活，並分析其所反映之思想、文化意涵。全

書分為諧謔、情慾與現代轉型等三篇，而關懷的焦點是近代中國在傳統至

現代的轉換中，男性世界中幽默感、情慾表達與身體觀念之間的關係。

21. 巫仁恕，2017，《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共304
頁，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本書透過蘇州的菜館、茶館、旅館、煙館等四種休閑行業的研究，呈現淪

陷時期蘇州「畸形繁榮」的城市生活，翻轉過去對抗戰時期淪陷區城市經

濟凋敝的既定印象。淪陷時期的蘇州吸納大量的流動人口，加上當時普遍

瀰漫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逃避現實的心理，帶動當地的休閑產業，但同時

也出現謀生不易、自殺率增高、暴力充斥、勞資糾紛持續、物化女性，以

及貧富兩極化等現象。偽政權實施保甲制、通行管制、控管城市衛生、公

共休閑空間、調控物價與實施消費配給等，較諸戰前更深入城市生活，但

休閑產業者也透過消極不配合以及黑市與茶會等手段，反抗政府的政策。

淪陷時期的蘇州正體現了歷史上戰爭影響城市的另一種型態。

22. 呂妙芬，2017，《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共
403頁，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書以明末清初理學文本與論述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重探明清之際思想

轉型的問題。全書從儒者的生死觀、工夫論、舜的聖人形象、孝行與家

禮、夫婦之倫、人性論等主題，分析明清之際儒學如何在歷史發展及反

思中自我修正與轉化，試圖建構一個能兼顧個人道德修養與家庭社群人

倫，能對治晚明學風之弊，並在日用人倫中重建社會秩序的思想體系。本

書也論及儒學與其他宗教的交涉及庶民化的現象，並對過去的啟蒙論述進

行反思。

23. 連玲玲，2017，《打造消費天堂：百貨公司與近代上海城市文化》，共456
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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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以「消費主義」為核心概念，探討百貨公司在近代中國的意義，特別

思考這種資本主義的企業組織如何藉由創造全新的消費經驗，傳播現代消

費主義。百貨公司與傳統商店最明顯的差異在於規模：建築之大，往往占

據整個街區；商品之多，足以涵蓋人生所有需求；而其經營原則乃以交易

量極大化，來達成利潤極大化的目標。百貨公司不只是人與物的集散地，

也是觀察社會關係的視鏡及權力再現的空間。由於這個行業在階級、國

族、性別等層面有較為複雜的組成元素，我們可以藉此打破許多既定的界

線，重新析論上海城市文化的內涵。

24. 王建朗、黃克武主編，2016，《兩岸新編中國近代史》，上卷1170頁、下卷
1224頁，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本書由本所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合作規劃，邀約大陸、香港、

臺灣學者撰稿，歷經約五年多的時間完成。全書共57章，其中大陸學者撰

寫34章、香港學者撰寫2章、臺灣學者21章，為中文學界在中國近代史研

究領域，集體合作的系統展現。本書包括了晚清史與1949年之前的民國

史，也討論清季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至光復初期的臺灣史。內容從鴉片戰

爭開始，描述了洋務與變法運動、立憲運動、清朝的覆滅、民國的肇建，

乃至其後內憂外患之紛擾、國際關係之演變、內政外交之調適、國民黨內

部的派系紛爭、國共兩黨之發展等。

伍 史料蒐整與出版

一、口述歷史

本所重視口述歷史，希望為近代史留下珍貴的史料。迄今已出版口述

歷史叢書101種，《口述歷史》期刊14期，訪問對象廣泛，涉及軍事、政

治、黨務、僑務、外交、文教、財經、交通、郵政、農業、工業、企業、

科技、醫學、婦女史、家族史、政治案件等領域。

近十年間，本所出版的口述歷史叢書包括《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

述史（含續編）》、《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蔣經國先生侍從與

僚屬訪問紀錄》、《台北榮民總醫院半世紀——口述歷史回顧（上、下篇）》

等。另外，本所亦出版院士回憶錄，包括《家事、國事、天下事——許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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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院士一生回顧》和《臺灣蛋白質化學研究的先行者——羅銅壁院士一生

回顧》等。

二、近史所出版品

近史所定期出版兩本重要史學專業期刊：一、《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集刊》創刊於1969年，出版海內外學者優秀之學術論著、書評及研究

討論，為近代中國史研究領域的重要期刊。二、《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創

刊於1993年，主要出版中國近代婦女史研究的論著與書評，二十餘年來已

獲得學界普遍的重視。另外，近史所亦出版同仁學術專刊、主題性學術論

文集、口述歷史叢書、史料叢刊等。

圖十四 史料出版品照片

表四 史料出版品統計（2008–2017）

出版類別 種類 冊數

史料叢刊

口述歷史叢書

口述歷史期刊

院士回憶錄

名人日記

4
10
1
5
5

 4
 16

2期2冊
 5
 11



54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表五 近史所學術研究出版品統計（2008–2017）

出版類別 種類 冊數

專刊

集刊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

研討會論文集

演講集

10
1
1

11
1

 10
40期40冊
15期15冊

 12
 1

近史所已有64年歷史，在許多前輩學者的共同努力下，已在國際學界

奠定優良學術聲譽，成為全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學者都樂意前來切磋交流

的研究機構。早期在臺灣研究中國近代史的最大挑戰來自政治意識形態，

在一切要求政治正確的時代裏，前輩學者為建立客觀研究的學術聲譽，必

須冒著受特務政治和檢舉文化迫害的危險，堅持一切以學術為重的信念，

辛苦地為近代史研究領域奠定學術研究的基礎。現在臺灣享有完全學術自

由，我們的研究不再受到政治力的介入，但有新的挑戰。我們深刻體認到

當前正處於世代交接、學術環境快速變化、國際競爭激烈的關鍵時刻，如

何繼續開創具有學術新意的重要研究？如何用更寬廣的視野、更細緻的研
究方法與分析能力來研究歷史？尤其面對當前人文學在高等教育中逐漸萎
縮的現象，如何做到學術世代傳承與推新？都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挑戰。我
們期許自己在前人奠定的基礎上持續努力，繼續與國際學界社群的合作與

對話，書寫近代史研究的新頁，同時也積極與國內大學合作，藉由授課、

舉辦讀書會、研習營、工作坊等活動，建立更多知識交流的平台，共同為

臺灣史學研究與史學教育貢獻心力。

陸 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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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表一 2008‒2017年同仁主持本院主題計畫、深耕計畫一覽表

中研院主題計畫

總主持人 計畫名稱 參與研究人員所屬單位 執行期間

陳永發
歷史視野中的中國地方社

會比較研究
中研院、交通大學、香港中文大學 2007－2008

康 豹 
高萬桑

1898–1948：改變了中國
宗教的50年

中研院近史所、CNRS, France, GSRL, 
Paris

2011－2013

張壽安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與知識

傳播，1600–1949
中研院、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復旦大

學、美國聖塔克魯茲加州大學
2011－2013

黃自進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

（1850–1949）

中研院、北京大學、Rowan University, 
USA、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日本早稻
田大學、日本青山學院大學

2013－2015

黃克武

文化、歷史與國家形構：

近代中國族群邊界與少數

民族的建構歷程

中研院、吉首大學、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Vancouver

2015－2017

潘光哲
西方經驗與近代中日交流

的思想連鎖

中研院、日本成城大學、國際日本文化研

究中心
2017－2019

中研院深耕計畫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康 豹
近代宗教與族群關係之演變——以湘西地區的道教跟苗族之互動為討論

中心
2010－2014

賴惠敏 清代蒙古買賣城的商貿網絡 2017－2021

附表二 歷年研究群名單

研究群名稱 成立時間

◎海外華人 1998.1.15

東亞區域 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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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群名稱 成立時間

◎戰爭與社會 1998.1

婦女與性別史 1998.1

◎蔣介石先生與日本 2000.4

◎同質與異化：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發展比較研究 2001

知識史 2001

胡適 2001.5

◎記憶與認同 2002.6

◎物質、消費與文化 2002.9

城市史 2005.4

蔣介石 2007.3

◎近代早期 2009.12.15

西學與中國 2013.11

國家與社會 2018.3

◎：研究群已停止活動

附表三 2008–2017年近史所主辦國際學術會議一覽表

年度 學術會議名稱

2008 「從性別看現代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
「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

「九十年來家國：1919‧1949‧2009」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 「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理念、學科、出版、社群」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1

「蔣介石與現代中國再評價」國際學術研討會

「辛亥革命百年回顧」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國際學術研討會

「胡適與自由主義：紀念胡適先生120歲誕辰」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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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學術會議名稱

2012

「近代東亞城市的社會群體與社會網絡」國際學術研討會

「Cosmopolitanism in China, 1600–1950」國際學術研討會（與美國加州大學
Santa Cruz分校合辦）

「東北亞國際政治與琉球歸還」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3

「國共關係與中日戰爭」國際學術研討會

「Questioning Modernity: Critical Engagement with Western Knowledge in 
Late Imperial and Republican China」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德國哥廷根大學合辦）

「東亞共同體——傳統與現代的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

「多元視角下的釣魚臺問題新論」國際學術研討會

「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與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會合辦）

「清代財經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物品．圖像．性別」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

第一屆郭廷以學術講座——張朋園教授演講會

「中日大戰在緬甸（1941–1945）」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代中日關係的多重面向（1850–1949）」國際學術研討會

「英華字典與近代中國」國際學術研討會

「近代東亞國際秩序的變遷與原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日戰爭衝擊下的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6

「明末清初學術思想史再探」國際學術研討會

「數位時代的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跨區域與跨文化的接遇」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日國力消長下東亞秩序的重構」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7

「釧影留芳：包天笑與近代中國的媒體、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

「世界史中的中華婦女」國際學術研討會

「邁向和解之路：中日戰爭的再省思」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二屆郭廷以學術講座——William Kirby教授演講會

「戰爭與東亞國際秩序」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四』的先聲：民國初年的歷史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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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設立籌備處，1970年正式成所
http://www.econ.sinica.edu.tw

經濟研究所

本所自1962 年 10 月正式成立籌備處以來，經過篳路藍縷、人才培育

與積極發展等階段，至今已屆五十五年。創所初期，本所以政策研究為

重點，所內同仁對臺灣經濟的實證研究與政策分析貢獻良多，先後完成

「臺灣金融發展」、「臺灣所得分配」、「臺灣經濟計量模型」、「臺灣人力資

源」、「臺灣經濟發展方向及策略」、「當前臺灣物價問題」等大型專案研究

計畫。

隨後，由於研究領域日益擴充，本所於1982–2001年間將研究人員依

研究領域分成四組：第一組以應用經濟分析為研究重點，包括產業及區域

經濟、農業、環境與資源經濟，以及醫療與福利經濟等領域之實證與政策

分析；第二組偏重於總體面的經濟分析，主題包含貨幣金融、財政理論及

國際貿易與國際金融等領域；第三組之研究重點為經濟史、經濟發展及人

口與勞動經濟；第四組則以經濟理論及計量方法為主。後因本院研究所組

織規程修改，於2002年底廢除各所組編制。雖然如此，本所仍秉持各領

域並重方式，持續積極地從事理論與實務的研究。

從 2008年到 2017年，本所所長先後由彭信坤先生與簡錦漢先生擔

任。目前全所共有研究人員28名，包括特聘研究員4名、研究員12名、副

研究員5名以及助研究員7名；另有通信研究員6名、合聘研究員4名及兼

任研究員4名。近年來，因院方對各所研究人員採全院總額集中控管，以

及亞洲許多學術單位積極以優渥條件爭取優秀研究人才之故，本所人員

編制欲持續有所成長，實屬不易。然而本所研究人員雖較往年減少，但仍

兢兢業業於提升研究成果，未曾稍有懈怠。本所鼓勵同仁自發性研究，並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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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論文品質的卓越，以刊登於傑出期刊為目標。依近十年之統計資料顯

示，本所同仁在國內外重要經濟學術期刊發表的論文品質與數量，均有傑

出表現，各界有目共睹。

此外，本所在國際學術活動的參與及合作方面也愈來愈積極頻繁，除

維持過去已建立之學術合作關係外，亦積極開發更多跨國交流機會。自

2009年起，陸續與首爾國立大學經濟研究系、京都大學經濟研究所、新加

坡國立大學經濟系（2015年退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2014年加

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2017年加入）合作輪流主辦聯合學術

研討會。2013年更分別與大阪大學社會與經濟研究所，以及德國基爾世界

經濟研究院簽訂學術交流協定，藉由雙方研究人員、知識和技術的交流，

建立長期合作關係，汲取彼此研究經驗，提升研究水準與學術競爭力，促

進重要經濟議題的合作。在人才培育方面，本所自2015年起與芝加哥大學

東亞研究中心合作，於每年暑假舉辦「臺灣經濟學術研究營」，藉此增進年

輕研究學者間彼此交流切磋的機會，為臺灣經濟學界儲備優秀人才。

為提供所內及國內學者研究成果發表之機會，及與國外優秀學者進

行學術經驗交流，本所亦積極爭取主辦各項國際間重要學術會議。近年

來曾主辦「公共經濟理論學會年會（2012）」、「計量經濟學會亞洲會議

（2014）」、「經濟成長與貿易動態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2016）」以及「健

康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研討會（2017）」等多場規模盛大之重要國際學術會

議，為所內研究風氣、研究品質與產能，及與國際優秀學者的學術交流合

作帶來豐碩成果。 

放眼未來，本所將持續推動理論與實證的均衡發展，並加強公共政策

的分析研究。不僅鼓勵同仁踴躍發表研究成果，更結合所內同仁的專長，

針對臺灣相關政策從事嚴謹的分析，並對當前經濟問題以及長期經濟發

表一 重要人事變遷

2007年 8月 管中閔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彭信坤先生接任所長。

2012年 6月 特聘研究員朱敬一先生借調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3年 8月 彭信坤先生第二任所長任期屆滿，簡錦漢先生接任所長。

2016年 10月 特聘研究員朱敬一先生借調任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大使／常任代表。

2017年 9月 特聘研究員彭信坤先生兼任本院秘書長。



552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展，提供中肯且務實的政策建言。同時，本所仍將積極延攬更多優秀學者

加入本所研究陣營，並持續爭取與各國專家學者交流合作之機會，為國內

經濟學界之發展貢獻心力。

本所自創所以來，研究人員數呈穩定成長。然而隨著資深研究人員

相繼退休，以及近年來新進人員之聘僱，必須與東亞各國，尤其日本、韓

國、新加坡、香港等地激烈競爭，加以臺灣地區由於薪資偏低，爭取人才

不易，導致本所研究人員數逐年減少。

一、研究發展方向

本所一直以來秉持「學術研究」與「政策研究」二者並重的傳統，一方

面追求基礎學術研究的卓越，持續推動經濟理論與實證的均衡發展，一方

面則對本土實際經濟問題提出建言。透過鼓勵不同領域同仁間之互動與合

作，加強基礎研究之廣度，並提升政策研究的深度；同時推廣將學術研究

的嚴謹方法運用於政策研究的風氣，使可兼顧政策研究與學術發表，並發

揮本所政策建言之功能。

除上述研究發展方向外，有鑑於跨領域合作所帶來的成效，本所亦積

極推動與其他學門間之合作研究。近年來本所已有多位同仁投入跨領域研

究，並提出多項研究計畫，主題包含重大傷病經濟效益成本分析、環境資

源與永續發展、使用巨量資料分析評估政策效果等。

本所先後於1970年和1973年發行《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與《經濟論

文》二種期刊。《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為半年刊，由于宗先先生策劃創

刊。除發布經濟預測數據外，也以政策研究與評估、預測、模擬及評估方

法等為研究重點，同時著重於當前經濟問題或政策相關討論，是國內最早

的經濟預測刊物，亦是國內產官學界重要的參考資料。《經濟論文》為季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553經濟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組

刊形式，出版各種經濟理論與實證論文，是國內首度被列入美國經濟學會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的期刊，並在1998、2001–2004年獲選為國

科會傑出期刊。上述兩種期刊皆收錄於「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
資料庫，以及EBSCO、ProQuest等國際間重要文獻索引資料庫。

圖一 2008–2017年經濟所研究人員員額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經濟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34 33 32 31 32 32 30 31 29 28

■ 合聘研究人員 2 3 3 3 2 3 3 4 4 4

■ 博士後研究 0 2 4 5 4 7 9 10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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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重點

（一）總體經濟模型與實證

1. 勞動法規對勞動市場衝擊效果

2. 高頻總體計量模型之設立與分析

3. 人口變遷、經濟成長與所得不均度

4. 專利權對於不同型態的研發之非對稱效果

5. 產業發展的最適政策工具

（二）計量及財務經濟模型與實證

1. 計量方法：時間序列資料之新創計量模型、預測方法、假設檢定

2. 多變量CARR理論與實證

3. 資產報酬率分配的假設檢定

4. 高維度實證環境下的總體、財務時間序列分析與維度簡化

5. 以因子模型建構之多變量動態時間序列模型。

（三）產業發展與國際貿易

1. 國際環保協定與經濟成長的表現

2. 技術勞工及非技術勞工之移動產品研發之區位選擇

3. 區域間所得不均之影響

4. 後金融風暴時代的全球經貿版圖變化與國際經濟整合之動向

5. 全球化、產業聚集效應與經濟成長

（四）個體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

1. 一致或公認合理的成本分攤準則

2. 傳訊者較低的可信度與收訊者的困境

3. 成本分攤問題

4. 共同認知的理性

5. 易變環境中從眾心理的演化穩定分析

（五）人口動態與家庭決策之經濟分析

1. 家庭內部的勞動、教育、價值觀等作交叉的研究分析，及家庭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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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比較與研究

2. 家庭內不均度分析：臺灣與中國

3. 人口老化對社會保險財政負擔之影響

4. 所得及教育的代際動態

5. 人口與世代公平：政治經濟學的探討

（六）環境、資源、社會外部性與永續發展

1. 能源危機、經濟危機與氣候變遷之長期風險評估

2. 快樂幸福經濟政策之建構與評估

3. 跨代正義、公平與外部性之理論與制度

4. 氣候變遷風險評估

5. 建構後代權益促進機制之可行性分析

（七）經濟預測與政策

1. 石油價格與總體經濟關聯性之探討

2. 信用管道在總體經濟計量模型中所扮演角色

3. 高頻率資料與低頻率總體計量模型之接軌

4. 經濟預測之損失函數的估計、穩定性檢定與動態性質

5. 即時更新之混合頻率時間序列模型的設定、估計與檢定

（八）公共政策研究

1. 生態旅遊、環境保護與區域經濟發展

2. 兩岸經濟之競與合及其對應產業發展、經濟策略

3. 全球化下臺灣的勞動政策

4. 臺灣老人儲蓄與代間關係

5. 勞工退休制度之評估與建議

（九）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的深化和應用

1. DSGE模型推廣到訊息不對稱、執行問題、與加入道德風險

2. DSGE模型應用於社會安全制度的理論分析

3. 臺灣所得風險的動態過程

4. 生命循環的不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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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DSGE模型分析臺灣的健保制度

（十）後金融危機下的國際金融市場及經濟成長

1. 債務法則與開放的經濟成長模型

2. 貧窮陷阱、經濟發展與穩定的租稅政策

3. 貨幣（匯率）戰爭下央行的最適貨幣與匯率政策

4. 智慧財產權保護、外國直接投資與經濟成長

5. 產業競爭管制、智慧財產權保護政策與經濟成長

（十一）人口老化與代間分配

1. 產業轉型如何影響經濟發展與勞動市場

2. 高科技產業對臺灣勞動市場的影響

3. 臺灣地區勞工退休所得替代率

4. 國民年金保險是否改善或惡化世代不公

5. 長照保險是否改善或惡化世代不公

本所的研究成果向來豐碩，近十年來，本所同仁已在國際著名經濟學

相關學術期刊發表兩百餘篇論文，包括：Journal of Economic �eory, Re-

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Economic �eory,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Journal of Pubic 
Economics及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等。所內亦有多位同仁研究成果
優異，榮獲多項學術榮譽。其中包括：傑出人才發展基金會「年輕學者創

新獎」、台灣經濟學會「台灣經濟研究傑出論文獎」、教育部「學術獎」、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及中研院「年輕學者研

究著作獎」等殊榮。茲將本所學術論文發表情形與國內外多所學術單位比

較之結果列示於表2。國內部分，選擇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前

身「國科會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針對1995–2000年國內經濟學術單位發表

文章篇數前段的2個單位；亞洲部分，則選擇6個地區具有代表性的頂尖

經濟學術單位，包括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東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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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學術論文發表情形比較

教授

人數 1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2
論文

總篇數

平均每

人每年

發表

篇數

h-
index4

中研院經濟所 28 37 22 20 23 42 28 38 28 24 15 277 0.9893 36

國內學術單位

臺灣大學 
經濟系所

43 20 26 27 30 19 22 28 19 12 18 221 0.5140 35

政治大學 
經濟系所

23 10 7 9 4 11 8 9 6 8 14 86 0.3739 19

國外學術單位

香港中文大學

經濟系
36 15 19 21 20 20 25 19 12 21 27 199 0.5528 30

香港科技大學

經濟系
25 11 10 11 12 15 11 20 12 24 21 147 0.5880 30

新加坡國立大

學經濟系
44 34 29 20 15 30 40 43 14 27 44 296 0.6727 42

東京大學經濟

系暨研究所 3 65 27 31 24 32 46 30 44 23 44 64 365 0.5615 34

首爾國立大學

經濟系
36 8 8 18 20 21 22 27 22 18 45 209 0.5806 32

北京大學中國

經濟研究中心
25 9 13 n/a 11 9 12 23 9 22 22 130 0.5778 26

北京大學光華

管理學院
112 38 52 39 46 40 54 54 59 67 48 497 0.4438 63

註：1. 各單位之教授人數以專任教師（研究員）為主，剔除訪問學者、兼任、及統計期間借調至其他單位之人員。檢索日期
為2017年12月1日。

2. 統計數據至2017年12月31日止。
3. 東京大學經濟系暨研究所包含：Graduate School of Economics及Faculty of Economics。
4. h-index為2005年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 Jorge E. Hirsch教授提出，目的是藉由h-index 來描述個別科學家的
研究產出之影響和質量。簡單定義之，即一個機構有至少h篇被引用至少h次以上的文章。具以下三項特色：（1）去
除極值影響，h-index僅會呈現出多數文章的被引用表現。若以總被引用次數或平均被引用次數比較，該機構反而會
因該篇文章而拉高表現；（2）去除單看論文質或量的偏頗，綜合評估質與量；（3）簡單易懂。亦即透過簡單的一個數
字，即可大致了解該機構論文質量。

5. 表中所列各單位之論文篇數，係依論文登載之作者服務單位為搜尋條件，但不包含 forthcoming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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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學、首爾國立大學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光華管理學院）。

依據以上數據，我們得到如下結論：本所2008–2017年共發表277篇

論文，從平均數字來看，本所平均每人每年發表約 0.9893篇，從h-index

來看，本所指數為36，在論文質與量的整體表現上，明顯優於國內其他學

術單位。與國外其他學術單位相較，亦高於多所大學之研究表現。

二、本所與世界各經濟研究單位之比較

再者，依Tilburg資料庫 1之期刊表（包含經濟計量、經濟、財務經濟

領域之頂尖期刊共70種）以及科技部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 2
，將二份期刊

表進行交集並分為五個期刊等級（Excellent、A＋、A、B＋、B）。隨後，
檢索Tilburg資料庫，並篩選出全球共1,159所（包括亞洲188所）學術單位

之論文發表數，依據論文篇數排名如表三及表四所示。

表三  2008–2012年論文發表數排名（A & UP級）

A & UP級
本所世界排名：98（1,159所，共974所上榜）
本所亞洲排名：16（188所，共145所上榜）

亞洲地區名次依序摘錄如下（括弧內為名次）：

1.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1)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2)
3. 香港科技大學 (5)
4. 北京大學 (7)
5. 東京大學 (8)
6. 香港中文大學 (12)
7. 中研院經濟所 (16)
8. 首爾國立大學 (16)
9. 臺灣大學 (25)

10. 政治大學 (55)

1　 Tilburg資料庫網址：https://econtop.uvt.nl/。其資料來源為美國科學資訊研究所 
(Institute for Scienti�c Information, ISI) 發行之社會科學期刊引文索引 (SSCI) 資料庫。

2　 科技部「經濟學門專題研究計畫審查須知」附件三「經濟學國際期刊分等表及其與
國內期刊之對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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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2008–2012年論文發表數排名（B & UP級）

B & UP級
本所世界排名：74（1,159所，共1109所上榜）
本所亞洲排名：6（188所，共174所上榜）

亞洲地區名次依序摘錄如下（括弧內為名次）：

1. 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 (1)
2. 新加坡國立大學 (1)
3. 香港科技大學 (4)
4. 中研院經濟所 (6)
5. 北京大學 (7)
6. 東京大學 (9)
7. 臺灣大學 (10)
8. 香港中文大學 (12)
9. 首爾國立大學 (20)

10. 政治大學 (33)

註：1. 本排名採計資料為2008至2012年之論文發表數，並僅以論文「篇數」作為排名依據。資料
下載日期為2014年2月21日。

2. Tilburg資料庫的排名對象為「學校或學術單位」而非「經濟學術單位」，除本所外，各學術
單位的成績包含「非經濟學術單位」或「跨領域性質單位」。論文作者隸屬單位以當時之任

職單位為依據，未進一步釐定作者身分（例如：訪問學者、兼任或合聘等）與任期。

由表三及表四所示，我們得到如下結論：本所2008–2012年在經濟學

專業學術期刊之論文發表成果，在亞洲地區排名前段。本所在論文質與量

的整體表現，不僅優於國內學術單位，與亞洲其他重要學術單位相比，亦

具有顯著的地位。

（一）不完全耐久財與寇斯猜測

    本研究討論「不完全耐久財」的獨占市場，是否會造成社會福利損失的

問題。大部分的產品都屬於「不完全耐久財」，因此在產業經濟學中原本是

該被廣泛研究的課題，但因其數學分析模型，較兩種極端產品「完全耐久

財」與「完全耗財」要複雜太多，故既存文獻一直無法用嚴謹的理論分析，

以得到符合大家直覺的結論。本研究是第一篇以嚴謹的角度，找出此模型

中所有均衡解的文獻，成功地詮釋了在「完全耗財」的獨占市場中，廠商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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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壟斷而具備的市場力量，所造成的社會資源配置上的扭曲，是如何隨著

產品持久性的增加，過渡到「完全耐久財」後，壟斷市場力量消失，而無

任何扭曲社會資源配置的完美市場效率結果。除了澄清舊文獻中，因為只

找到這模型的部分均衡，而產生對此市場銷售運作上的一些盲點，與偏離

直覺的結論外，經由完整的分析，本研究亦導出既有文獻中未曾發現的兩

個因為市場獨占結構，而影響資源配置的扭曲力量。相較於傳統「完全耗

財」下，反市場壟斷的理由，「不完全耐久財」的獨占市場，可能存在更嚴

重的社會資源浪費、廠商利潤降低，與消費者需求無法被充分滿足的三輸

局面。

（二）操作元方法與破產問題

本研究著重於日常生活中經常發生的破產問題。何謂破產問題？簡言
之，當一個經濟個體的負債大於資產，而所有債權個體都向該經濟個體索

取應有的債權時，我們應當如何來分配該債務人有限的資產。在此研究

中，我們引進一套新的方法，來探討破產問題中分配法則的產生與特性，

並提出三種相當符合直覺與簡單的操作元：對偶（duality）、截短（claims 

truncation）、最小權利（attribution of minimal rights）。我們發現對偶、截

短、最小權利這三種操作元是等冪（idempotent），並且也滿足各種直觀的

基本性質。當我們經由操作元創造新分配法則時，一個有趣的問題隨之發

生：當原先的分配法則擁有一些好的法則性質時，是否新的分配法則也同

時擁有呢？易言之，分配法則的性質是否會被操作元保留下來？我們發現
就保留分配法則的性質角度而言，這三種操作元各有優點，沒有哪一個比

另一個好。譬如，對偶操作元保留自我對偶的性質，截短與最小權利操作

元卻違反該性質。截短操作元保留人口遞增性質，對偶與最小權利操作元

卻違反該性質。但是，就保留分配法則的數目的角度而言，對偶操作元是

優於其他兩個操作元。

（三）減稅政策的總體效果及對政府財政影響的評估

既有文獻在探討減稅政策的效果時，大多遵行政府可用非扭曲性的財

政工具來平衡預算的假設，而得出減稅政策有擴張的總體效果的結論。本

研究的主要目的在討論政府必須舉債時，其減稅政策的總體效果及對財政

的影響。我們使用新古典成長模型，探討三種財政工具來達成財政預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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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調升未來所得稅率、調降未來政府消費，以及調降政府對民間的補

貼或財富移轉。結果發現，縱使短期內減稅有利刺激景氣的擴張效果，然

而就中、長期而言，可能出現緊縮的反效果。此外，在財政開始惡化的情

況下，倘若政府延遲平衡長期預算的財政調整，則中、長期緊縮的效果會

更大。這是因為越晚調整，所累積的利息會越多，故需要的調整幅度也越

大，而其所帶來的負面緊縮效果也就越大。

（四）勞動市場摩擦、人力資本累積、經濟成長：實證性分析和

政策評估

標準經濟成長模型假定勞動市場完全忽略勞動需費時找工作，公司需

費時找工人的事實。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立一個勞動搜尋的人力資本內生

成長模型，以研究經濟成長與人力政策。我們發現，勞動市場越不完全、

摩擦性越高的社會，人力政策越重要，且人力政策對經濟成長也越有效果。

（五）開放經濟內生成長架構下的非確定性、規模報酬遞增，與

Friedman法則的最適性

本研究建構兼具投資有調整成本、生產要素外部性、從國際資金借貸

市場取得資金三項特質的小型開放經濟內生成長模型，並藉以研究這三項

特質與經濟體系的非確定性之關係；同時，本研究更進一步由社會福利極

大化的觀點，檢視貨幣當局如何設計最適的貨幣成長率。本研究有下列的

重要發現：（1）如果投資沒有調整成本，則不管生產外部性的大小為何，
及透過國際借貸所取得資金的邊際成本是否遞增，本國經濟皆呈現確定性

的特質；（2）如果投資有調整成本，則生產外部性足夠大時，本國經濟可

能呈現非確定性的特質；（3）如果取得國際資金的邊際成本呈現遞增，則

名目利率為零的Friedman 法則將無法成立；（4）如果取得國際資金的邊際

成本維持固定，則不管投資是否有調整成本，名目利率為零的Friedman 

法則仍然成立。

（六）不完全訊息下的多數決談判

本研究著重於Baron and Ferejohn（1989）多數決談判在不完全訊息下

的情況，模型基本上混雜著Spence的傳訊號和多數決談判中的結盟兩種

性質。主要發現包括：（1）超過最小多數決的結盟均衡上會發生，且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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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是提案者的最佳策略；（2）被認為是高的 type對參與者可能是好事，
但也可能是壞事；（3）參與者藉由延遲來區分自己和別人的不同，但是分

離均衡經常不存在；（4）混合均衡和最低成本的分離均衡；兩種均衡可能

同時存在。

（七）策略性出價和出價凍結期限

本研究探討如下的情境：一買方在一段期間向N個賣方出價，且向最

先接受的賣方購買。出價次數由買方出價的頻率決定，結果顯示當對出價

頻率無限制且無折現效果時，有兩種可能的出價路徑：即（1）價格大部分

時間持平，而在接近結束時快速跳升，或（2）價格持續上升至結束。在均

衡時會出現何種路徑，主要決定於買方在以下兩要素間的取捨：成功地承

諾價格上限及精細地區分得出關於賣方成本的資訊。在有折現效果時，限

制出價頻率改善了第一種均衡下買方不願及早提高價格造成的交易延遲問

題，因此有利於買方。此結果亦解釋為何在現實中，我們觀察到協議雙方

常設法令自己的提議不易被改變，因而減少雙方可協商提議的次數。

（八）從公設與策略觀點來探討均等利益成本分配法則

本研究聚焦於如何分攤興建或維護機場跑道成本的問題。何謂機場跑

道成本分攤問題？想像有一群航空公司一起使用一條跑道。每家航空公司
必須負擔所使用跑道的成本，並且每家航空公司擁有不同機型的飛機。飛

機跑道的長度需能讓最大機型的飛機起降。我們探討哪一種成本分擔法則

是最公平合理的？本研究提出兩個新的公設，我們稱它們為「左端點一致
性」與「左端點逆一致性」。我們利用這兩個公設與其他基本的公設，來刻

畫一個特定的成本分攤法則，稱之為「等利益」分配法則。這一組公設的

刻畫，提供等利益分配法則一套合作賽局的理論基礎。此外，我們利用這

兩個公設設計一個非合作賽局，並證明子賽局均衡的結果，是唯一同時與

等利益分配法則所建議的結果是一致的。這一組結論提供等利益分配法則

一套非合作賽局的理論基礎。

（九）內生處置模型中累積分布函數及分位數函數的估計與推論

本研究提出估計法來估計處置效果模型（treatment effect model）中

可能結果（potential outcomes）的累積分布函數（cumulative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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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nction）。藉由反函數從累積分布函數得到整個的分位數函數（quantile 

function），可證明這些估計的函數都弱收斂（converge weakly）到常態

的隨機過程（zero mean Gaussian processes）。藉由乘數中央極限定理

（multiplier central limit theorem），本研究採用模擬的方法來近似這些

極限過程，運用這些結果，可以檢定可能結果間的隨機優越（stochastic 

dominance）的關係。本研究利用蒙地卡羅（Monte Carlo method）模擬來

檢測隨機優越檢定的小樣本性質，並同時將此檢定方法用到工作訓練的資

料上，也發現了工作訓練對收入有正向的影響。

（十）汙染稅：廠商聚集與社會福利之影響

在既有之文獻中，一般假設消費者有異質性偏好或廠商之生產函數為

規模經濟，均可能造成廠商聚集或區隔之空間均衡。本研究則立論於當這

些前提假設都不存在之情況下，如果針對汙染性廠商課徵固定之環境汙染

稅，同樣可能造成汙染性廠商及非汙染性廠商之空間區隔均衡。本研究建

構一個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包括汙染性（製造業）及無汙染性（服務業）兩

種不同產業，汙染性產業之產出將同時對環境形成汙染，因而對居民有不

利之負面影響，而消費者必需同時消費兩種商品，及選擇其中一種產業就

業，就業將考慮跨區通勤成本。在此模型架構下，本研究發現即使廠商之

生產呈現遞減規模報酬，如果對汙染性廠商課徵固定之環境汙染稅，亦將

形成汙染性廠商聚集之空間區隔均衡，此種結果提供現實社會中，汙染性

廠商常有聚集現象之另一種詮釋。此外，本研究亦發現「線性汙染稅制」

無法達到Pareto optimum之社會福利最佳狀態。為了達到社會福利最佳狀

態，必須將所課徵之汙染稅收重新分配給兩地區之居民。

（十一）低生育率是問題嗎？論人口老化、經濟依賴、消費水平

在今天的世界，人類壽命延長且生育率低於「替換水準」（即每位婦

女一生約生育2.1個子女），許多國家都出現人口快速老化的現象，而一般

人皆認為人口老化將造成財政惡化與生活水準降低。低生育率的確是問題

嗎？根據全球40個國家之國民移轉帳（National Transfer Accounts）創新資

料，考量的角度與生育率的高低有不同的影響：若生育率高，對舒緩國家

財政最有利；若同時考量年齡結構對政府和家庭的影響，則當生育率接近

替換水準時，最有利於國民生活水平；若再考量勞動必須有資本來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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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資本是有成本的，則當生育率稍低於替換水準時，人均消費會達到最適

水準。然而低生育率不利於政府財政平衡，且過低的生育率也不利於國民

消費水平。準此，微低於替代水準的生育率對國民消費水平最有利，人口

政策應以此為目標。

（十二）具消費外部性的兩部門內生成長模型

本研究以一個消費和休閒分離為非齊序效用、實體資本和人力資本都

是必要投入的商品和教育兩部門模型，探討休閒和休閒外部性偏好對經濟

成長和勞動供給的影響。儘管休閒外部性造成效用的非凹性，本研究發現

平衡成長路徑是唯一的，此結果保證了比較靜態時的全域穩定性。除了既

有文獻所發現的仰賴勞動所得邊際稅率差異的機制之外，本研究發現對休

閒或休閒外部性的偏好小小的不同，就可以導致工時和成長極大的差異。

此結果在解釋歐美成長路徑的差異上，可扮演顯著的角色。然而模型也指

出，對休閒或休閒外部性較高的偏好，不只會帶來較低的成長，也意味著

較低的教育程度，此涵義似乎與事實較不符。

（十三）開放經濟的通貨膨脹、研發與成長

本研究設定兩國的熊彼得成長模型（Schumpeterian growth model），
探討在消費及研究與發展（R&D）投資受到交易付現的限制下，所造成的

長期通貨膨脹效果。本研究發現：本國通貨膨脹率提高時，將降低本國的

研發投資與本國的技術成長率。由於本國的經濟成長率，與本國及外國的

技術水準息息相關，因而外國通貨膨脹率也能藉此管道影響本國的經濟體

系。當每一個國家的政府單獨施行貨幣政策，以期獲得該國福利水準的極

大化，此時所對應的通貨膨脹率稱為納許（Nash）均衡的通貨膨脹率，則

該通貨膨脹率數值，高於兩國政府合作追求共同福利水準極大化的最適通

貨膨脹率。在研發（消費）受到交易付現的限制時，較大的廠商獨占力將

增強（緩和）這個通貨膨脹傾向。本研究使用跨國追蹤資料，檢測通貨膨

脹對研發的效果，且運用歐元區與美國的資料刻畫兩國模型，並量化研究

通貨膨脹率從納許均衡降低至最適水準的福利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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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弱認定與疊代可容許性

Brandenburger et al.（2008）證明了在任一完整且連續的類型空間裡，
理性且共同認定理性（rationality and common 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
是不存在的。本研究則證明，藉由引進一個替代的概念──弱認定（weak 

assumption），在一個完整且連續的類型空間裡，理性且共同弱認定理性

（rationality and common weak assumption of rationality）是存在的。此一

存在性的結論，同時也為疊代可容許性（iterative admissibility）提供了一個

認知的刻畫。

（十五） 利用平滑化指示函數來建立檢定多重不等式假設之檢定
方法

本研究提出在以加總參數估計值的負值部分為檢定統計量，來檢定

參數之多重不等式關係的假設檢定方法中，所用之判定參數負值之指示函

數在原點平滑化之漸進估計法。本研究所建立之檢定方法不需使用模擬或

bootstrap方式來取得檢定臨界值，因此本檢定方法在實作上可迅速並簡

單地取得檢定結果。本研究證明所提出之檢定方法在大樣本下具有正確的

檢定 size，且此大樣本下的檢定 size之控制是全面性的。換句話說，對於

所有符合虛無假設下之資料，本檢定方法錯誤地拒絕虛無假設之在有限樣

本下之最大機率，將隨樣本數增加而收斂至所給定之檢定顯著水準。這個

理論結果在參數估計值的變異數矩陣為 singular時仍可成立。本研究並證

明，本檢定方法對大多的局部對立假設的檢定上具不偏性，且推導出本檢

定在某些局部對立假設的檢定上具有最高的檢定力。本研究並在檢定建立

方法、理論及模擬結果方面，將所提出之檢定方法和文獻上的多重不等式

檢定方法，進行比較與討論。

（十六）在職學習與訊息驅動的景氣波動

本研究旨在討論經濟體系遭逢「訊息驅動的景氣波動（news-driven 

�uctuations）」時，利用在職學習（on-the-job learning）的ㄋ機制，解釋消

費與勞動具有同向波動（co-movement）的現象。本研究發現，當我們將

在職學習機制納入考量，則新聘員工的價值將反映該員工未來各期能為廠

商帶來的所有利潤；因此，廠商的勞動需求將具備前瞻（forward-looking）
的特質。換言之，一旦經濟體系遭到訊息衝擊（news shocks），「未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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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技術的增加，將能刺激廠商提高「目前」的勞動需求。此時，即使所

得效果（income effect）會造成勞動供給的下滑，但是只要勞動需求增加

的幅度大於勞動供給減少的幅度，就能解釋實證研究所呈現的消費與勞

動同向波動之現象。本研究亦發現，在職學習的機制配合投資調整成本

（investment adjustment costs）及資本使用率內生化（endogenous capacity 

utilization rate）的機制，則在訊息衝擊下，將可完美地詮釋產出、消費、
投資以及勞動同步循環的特性。

（十七）貧窮指數優越的一致性檢定

此研究探討用於比較兩個收入分配的貧窮指數的方法，首先討論

Poverty Gap Profile（PGP）能用來比較貧窮指數的概念跟它有用的地方。
一個PGP曲線比另一個優越代表的意思是，對一群能定義成 PGP 的泛函

數的貧窮指數也會有優越的關係。接著討論用來檢定PGP優越的虛無假

設與對立假設，除了介紹用估計的PGP，還有估計貧窮線定義的統計檢定

量，也介紹一個模擬的方法還得到可用的臨界值。本研究使用蒙地卡羅模

擬的方式，來表現新檢定的有限樣本的性質，也把方法用來討論澳大利亞

1988/1989–2009/2010相對的貧窮指數的變化。

（十八）消費行為的探討：利用臺灣消費券的實證研究

本研究利用2009年臺灣的「消費券措施」作為自然實驗，探討消費行

為，並評估消費券措施作為振興消費工具的效果。為評估消費券的效果，

中研院經濟所委託中研院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電訪方式，於2009年4–5月

進行調查，以了解一般民眾使用消費券的消費行為。本研究利用該調查所

得到的數據（總共3,832位受訪者），發現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marginal 

propensity to consume）為0.243。這與文獻裏的其他研究所發現的一致（如

Shapiro and Slemrod利用2001及2008年美國退稅措施的研究）。臺灣消費

券措施的一項特色是其能見度非常高，而且廠商也因應消費券的發放，推

出一係列的宣傳及優惠。這些宣傳及優惠也推升了消費券的效果：若扣除

廠商的宣傳及優惠效果，消費券的邊際消費傾向只有0.164。故此，一項振

興消費的措施的成功，能見度及廠商的配合是一大關鍵。另外，民眾用於

耐久用品（如電器、家具等）及服務（如餐飲、旅遊等）的邊際消費傾向（分

別為0.377及0.428），遠高於用在生活必需品的邊際消費傾向（0.1870）。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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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一項振興消費的措施應把重點放在耐久用品及服務的項目。

（十九）估計條件處理效果

本研究定義條件處理效果（conditional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CATE），這個參數能捕捉處理效果在不同的子群體下的異質性。相對於

分位數處理效果是定義在不同分位數下的子群體，條件處理效果討論的

子群體是由解釋變數的數值來定義的。本研究首先證明 CATE 在條件獨

立（unconfoundedness）假設下可以被認定，也提出機率倒數加權平均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估計式來估計，證明估計式的一致性跟漸進

常態性質。在實證研究中，我們應用新的估計式來探討懷孕母親在懷孕期

間抽菸對新生兒體重的影響，我們發現當懷孕的媽媽年紀越大時，抽菸對

新生兒體重的影響越大（體重下降越多）。

（二十）具未知分配的無法觀察到之狀態變數的離散選擇動態模

型之模型參數的識別方法

本研究著重於Rust（1994）提出之離散選擇動態模型的半參數識別方

法。我們建立在對附屬某項選擇行為之即期效用函數做參數化設定，但對無

法觀察到之狀態變數做非參數化設定的情況下的模型結構參數識別之充分

條件。我們提出的參數識別方法，並不需要模型最終期的資料，因此該方法

可以適用於無限期結構化動態模型。此方法假設經濟個體的即期效用函數決

定於選項專屬的狀態變數，而這些變數的值可以被觀察，並在資料中具有充

分的變動，且和其他可觀察變數之時間序列符合某種條件化獨立的假設。在

這些條件成立下，我們可以刻畫出能產生結構參數識別力的識別條件。

本所身為我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研究機關，一向以提升國內經濟學研

究水平為己任。除出版期刊與專書外，亦積極主辦各項學術演講、公共政

策會議與論壇，以及國際或國內研討會等學術活動。其成效不僅為提升臺

灣經濟研究的學術水準帶來極大助益，增加所內及國內專家學者與各國學

者進行學術交流合作之機會，更大幅提升臺灣在國際學界的能見度，促進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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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間對我國經濟、社會與學術的了解。

近十年所舉辦之公共政策研討會主題，均與政府最新政策或國內外

經濟情勢息息相關，諸如「人口老化議題研討會」（2008）、「二代健保財

務制度研討會」（2010）、「經濟投資展望論壇」（2011）、「匯率政策研討

會」（2014）、「跨世代正義、公平與外部性之政策研討會」（2015）、「年金

改革研討會」（2016），及「政策研究方法與應用研討會」（2017）等。此

外，本所自1995年起，每年與行政院主計總處合辦「總體經濟計量模型研

討會」，在為期兩天的議程中，不僅有相關領域學者與會發表最新研究成

果，更針對近期政府政策及經濟趨勢舉辦「政策論壇」，邀請政府機關及

民間機構代表共同進行對談。論壇議題包括：季節調整（2010）、所得分配

（2011）、臺灣經濟危機（2012）、兩岸經濟競合（2014）、產業發展困境與

突破（2015）、年金改革（2016）以及人口與總體經濟（2017）等。
近十年來，本所積極爭取主辦多項國際重要學術會議，成果斐然。

2012年主辦「第 13屆公共經濟理論學會年會」，吸引來自世界 25 個國

家、200位以上國外學者與會。公共經濟理論學會（Association for Public 

Economic Theory）年會每年舉辦一次，開放由世界各國學術機構申請主

辦。年會之舉辦目的在於提供可讓各項研究成果發表的跨國平台，增進公

共經濟領域研究成果之重要性，並促進該領域專家學者間溝通交流。本屆

會議不僅吸引多位公共經濟領域知名學者前來發表最新研究成果，更邀請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馬斯金（Eric S. Maskin）
教授來臺發表專題演講。

在2012年公共經濟理論學會年會圓滿落幕後，本所於2014年再次主

辦「世界計量經濟學會亞洲會議（2014 Asian Meeting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此次會議不僅規模更為盛大，與會人數亦創下近十年來新高。
計量經濟學會成立於西元1930年，為國際間享負盛名之知名學會，其所出

版之期刊 “Econometrica” 為學界極具公信力之專業期刊，每年年會均吸引

數百名來自全世界各國優秀學者出席與會討論交流。會議涵蓋主題相當廣

泛，除關注當前國際間研究趨勢，亦邀請經濟計量領域權威與會進行專題

演講，提供深度廣度並重之相關討論與意見交流機會。本次會議的專題演

講分別邀請到美國芝加哥大學講座教授，同時也是2000年諾貝爾經濟學

獎得主詹姆斯‧赫克曼（James J. Heckman）教授，以及美國普林斯頓大學

講座教授暨201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里斯多福‧西姆斯（Christop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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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ims）教授與會。除上述兩場演講外，在為期三天的會期中亦安排十數

場專家演講，以及近300篇文章發表。
除上述大型國際會議外，本所亦主辦或與其他學術單位共同合辦多場

系列型跨國研討會。自2009年起，本所與首爾國立大學經濟研究所、京

都大學經濟研究所及新加坡國立大學經濟系（2015年退出）共同舉辦聯合

學術研討會。研討會每年由上述合作單位輪流主辦，於2014與2017年更

加入了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共同進行

學術合作。本所於2011年及2015年擔任主辦會議主辦，會中各國與會者

各就所屬學術單位目前的學術研究方向與內容，以及亞洲地區的經濟發展

與走向，提出精闢的解析與意見交流。同時，本所於2010年及2016年主

辦兩場「經濟成長與貿易動態」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兩場會議屬於本所自

1998年起開始舉辦之「經濟成長與貿易」會議系列，會中廣邀各國專家學

者蒞臨，針對國際貿易及各國經濟成長情勢，發表最新研究成果並交流研

究經驗。此外，本所亦持續進行自1996年起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之學術交流合作，每兩年輪流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會議中針對彼此關心

之經濟議題、兩岸目前及未來可能面臨的經濟發展與挑戰，進行研究成果

之切磋與討論，期許深化兩岸之學術互動與發展。

圖三 經濟所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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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協助臺灣年輕經濟學者建立一套長程之學術合作研究管道，並且有

效率地促進海內外臺籍學者共同研究合作的風氣，本所與美國芝加哥大學

東亞研究中心自2014年起共同研擬相關措施，於2015年正式舉辦第一屆

「臺灣經濟學術研究營（Taiwan Economics Research）」。研究營主要目的，
在於希望能為臺灣年輕經濟學者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社群網絡，提供一個

共同合作、交換彼此意見以及深入討論的研究平台。此研究營性質，在臺

灣經濟學界是一項全新的嘗試與挑戰，2015年舉辦第一屆研習營後，與會

學者不僅學術交流成果豐碩，本研習營之舉辦訴求亦廣受學界好評。故本

所於2016年及2017年續辦第二屆與第三屆研究營，除邀請海外臺籍學者

與會，亦開放國內優秀青年學者報名參加。本所以「深耕臺灣經濟學界」

的精神，期許能持續定期每年舉辦，為臺灣經濟學界注入新的研究能量。

本所於草創時期即著手策劃臺灣經濟預測工作，並自1970年代起持

續於本所期刊《臺灣經濟預測與政策》發布臺灣總體經濟預測數據，供政

府、學者及業界參考。2009年起，由本院主持，固定於每年年中以及年底

舉行「臺灣經濟情勢總展望」媒體記者會，針對臺灣經濟現況進行進一步

解析。此外，本所研究人員亦積極參與院方政策研究小組，先後提出「醫

療保健政策」、「人口政策」、「賦稅改革」以及「臺灣經濟競爭與成長策略」

等政策建議白皮書。同時，因應政府之公共政策，本所亦經常舉辦相關政

策研討會，邀請產官學界共同參與討論，以期對當前時事議題提出合宜之

建言，俾供政府施政參考。展望未來，我們將持續奉獻心力於公共政策相

關研究，以回應國家社會對本所的期待。

近年來，有鑑於跨領域合作所提高之研究成效，「跨學門研究」儼然

成為學術界的新趨勢。本所目前與本院數理、生命與人文社會三組之跨領

域合作「健康雲跨領域研究：巨量健康資訊科技之研發與應用」計畫，正

著手推動巨量健康資訊科技之研發。臺灣擁有獨步全球的全民健康保險資

料，運用全國巨量健康資料庫，將可發展健康資料之倉儲、檢索及資訊安

全之技術平台，結合統計分析與整合運用以評估健康照護之成本效益；並

介接「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之生物檢體與健康資料，提供國內學者進行

柒 結語與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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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研究與醫藥研發，並在法律層面致力人民基本人權之保障與健康科學

之發展。透過跨領域合作研究，提供政府部門科學化決策依據，協助達成

健保永續經營。

除了盡心於社會服務，本所亦將持續精進，提升專業學術研究成果品

質。回顧近十年統計數據，本所在期刊論文的表現上與亞洲多所頂尖學術

單位相比，成就不落人後。今後本所將持續深化各研究領域的發展，加強

所內同仁之間或與所外專家學者的研究合作，不僅追求論文「量」的增加，

更達到「質」的提升。在研究人才延攬方面，本所將依據各領域之發展情

形，積極向國內外延攬該領域的傑出及年輕人才，強化表現良好的團隊並

予傳承，使本所在該領域的學術地位進一步提升。

經濟所自1962年正式成立籌備處以來，已屆五十五年，回首逾半世紀

以來，本所見證了臺灣經濟發展之歷程，也與臺灣之經濟成長同步發展。

本所同仁承繼了前人心血與成果，在學術研究工作崗位上無不兢兢業業，

期許自身能夠承先啟後、創新精進，不愧身負我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研究

機關之使命，並持續貢獻所學，回饋國家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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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設立「美國研究中心」，1974年改制「美國文化研究所」，1991正式更名
https://www.ea.sinica.edu.tw

歐美研究所

一、簡史

歐美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院內12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中心中兼

具兩大特色的研究單位。特色一：是本院唯一以西方國家做為研究標的與

最具國際化色彩的學術研究單位。特色二：是多學門的研究單位，也是本

院最能充分展現橫跨哲學、文化、社會、法律、歷史及政治等領域，與多

學門集體合作特色的研究單位。

本所的組織沿革，最早可追溯自1964年本院與美國國家科學院共組中

美科學合作委員會而來。1966年在「中美人文及社會科學合作會議」後，
成立委員會，專責「美國研究中心」的籌設事宜。1969年成立「美研中心

籌備小組」，設址於臺北市寧波西街87號。1972年「美研中心」正式成立，
並遷址中研院，由陳奇祿（1923–2014）博士擔任主任。1973年「美研中心」
正式移轄本院，並在1974年改制為「美國文化研究所」。在陳奇祿博士擔

任首屆所長之後的歷任所長，分別為朱炎博士、孫同勛博士與魏良才博

士。1991年，為因應歐洲研究之需要，在魏良才所長任內完成研究大樓之

興建後，正式更名為「歐美研究所」。之後歷屆所長分別為許嘉猷博士、林

正義博士、李有成博士、單德興博士與柯瓊芳博士。現任所長為鄧育仁博

士，於2018年8月上任。歐美所歷任所長與任期如下表：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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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歐美所組織沿革一覽表

組織沿革 歷任首長 任   期

美國研究中心

（1972–1974）
陳奇祿　主任 1972–1974

美國文化研究所

（1974–1991）

陳奇祿　所長 1974/07 – 1977/06

朱　炎　所長 1977/07 – 1983/06

孫同勛　所長 1983/07 – 1989/06

魏良才　所長 1989/07 – 1991/08

歐美研究所

（1991迄今）

魏良才　所長 1991/08 – 1993/06

許嘉猷　所長 1993/07 – 1998/02

林正義　所長 1998/03 – 2003/03

何文敬　代所長 2003/04 – 2003/07

李有成　所長 2003/08 – 2009/07

單德興　所長 2009/08 – 2012/07

柯瓊芳　所長 2012/08 – 2018/07

二、建築

歐美研究所在美國研究中心階段，設址於現今之圖書館。該建築於

1972年建造完工，面積約728坪，包含地上三層與地下一層。本建築係由

建築師王秋華與古德曼設計監造，屬於現代主義作品，強調以簡約的線

條、樸實的建材，讓建物與自然環境結合，前衛綠建築理念，極具特色，

被認定為1970年代以前臺灣最具代表性30棟建築之一。長期以來，時有

建築系所師生前來參訪調研，做為綠建築個案研究的一項經典性活教材。

原美國研究中心之建築設計是以大禮堂與圖書館為主，只設8間研究

室，但因人員增加，後再釋出部分圖書館書庫空間，增闢5間研究室，惟

仍不敷使用。故在配合本院五年發展計畫下，於1980年8月始另選定目前

圖書館現址對面空地處，與近史所合建一幢三層式建築的研究大樓，即現

今之近美大樓。1981年7月完工驗收後，可使用面積約500坪，計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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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33間，大/小會議室3間及地下室。惟於2001年進行結構勘查鑑定完成

修繕補強後，原由歐美所使用的3樓，現則歸屬嶺南美術館專用。
隨著研究規模之日益擴增，為使研究人員有更充裕與完善的研究環

境，及預留足夠空間容納更多新進人員使用，復於1989年6月著手興建六

層式建築的歐美所新研究大樓，1991年初完工，1992年4月正式啟用。新

研究大樓共約1,325坪，分隔成研究小間62間，大 /小會議室 4間及地下

室，分別規劃作為研究室、行政室、助理室、資訊室、電腦資料室、閱報

室、交誼廳、會客室、自我健康照護室、影印室及工作室等不同用途設施

空間使用，藉以協助研究工作之順利推展。

三、研究設備

因應多學門研究人員之需，歐美所圖書館所蒐羅之資料包含歐美文

學、歷史、哲學、教育、政治、法律、社會、經濟等不同領域，類型則涵

蓋圖書、期刊、報紙、微縮資料、光碟、錄音帶、錄影帶、資料庫等。截

至2017年12月底止，計藏有西文書136,530冊，中文書6,792冊、期刊計

西文1,292種，中文198種，日文2種、報紙8種、微縮資料計有微捲5,584

捲，微片55,768片、光碟1,929片、錄音帶891捲、錄影帶262捲、DVD 

958片、電子書463冊及資料庫20種等。至於資訊室，則負責規劃並配置

多種先進之軟硬體設備，並隨時更新，以應研究人員研究之需。

歐美所屬跨領域與多學門之研究單位，研究人員的專長領域涵蓋歷

史、哲學、文學、法律、社會、與政治等不同學門。歐美所目前設有所長

與副所長各1人外，現有專任研究人員25位，其中，特聘研究員2位、研

究員9位、副研究員8位、助研究員6位，分屬五大重點研究計畫。另有兼

任研究員7位、通信研究員4位。歐美所近十年（2008–2017）之員額（圖

一）與預算統計（圖二）如下：

為加強學術交流與提升研究水準，歐美所設有學術諮詢委員會，目前

委員共11位，分屬法律、政治、文學、哲學、歷史、與社會等不同學門。
另外，歐美所設有學術審查委員會、《歐美研究》季刊編輯委員會、圖書

貳 近十年（2008–2017）之員額與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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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歐美所員額統計表

圖二 2008–2017年歐美所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8 28 29 27 27 25 28 27 28 25

■ 合聘研究人員 0 0 0 0 1 1 2 2 2 2

■ 行政技術人員 7 7 7 7 7 7 5 7 7 6

■ 博士後研究 1 2 0 4 3 3 4 2 4 1

■ 研究助理 26 26 26 26 28 28 26 27 25 25

■ 博士生培育計畫 2 2 4 2 2 2 3 3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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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管理小組、資訊小組和文康委員會等，藉以推展學術、處理出版與協助

所務工作。圖書館設主任1人，負責督導圖書館業務。資訊業務則由資訊

室負責，並由研究人員兼任資訊室主任。

歐美所旨以研究西方文化與文明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為要，與本院其

他單一學門設所（或中心）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單位之研究屬性，明顯

有別。其次，歐美所的學術發展規劃兼具跨學門與集體合作之特性，除以

學術性的基礎研究為主外，若干學門之研究領域更強調理論與實務並重。

此外，為充分發揮科際整合研究之效，也在既有的研究分組下，陸續規劃

並推動各項重點研究計畫，發展至今，已樹立獨具科際整合特色且重要的

集體性學術研究成果，在特定歐美研究領域更已躍居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

研究基地。

在研究分組建制方面，歐美所於1988年 6月即正式成立人文、社經

及法政等三大組別，各研究人員依其專長分就歐美文學、哲學、社會、經

濟、政治、法律、歷史等不同面向從事基礎研究外，也針對當前歐美國

家、歐洲聯盟、國際關係上若干實質問題，進行跨學科的集體研究。人文

組包括文學、哲學與歷史學等學科，其研究對象主要為歐美弱勢族裔文

學、文化翻譯、語言哲學與心靈哲學、英美文學、美國史、美國婦女史、

德國現代史及中美關係史等。社經組的研究重點在於探討歐美社會與經濟

的特質與變遷、全球化與其影響等，同時也比較臺灣與歐美社會的異同，

以增進對於臺灣社會未來發展之瞭解。此外，歐美社會政策、教育理論與

發展與其所衍生的文化問題等，也是該組的研究課題。法政組的研究重心

則是以美國與歐洲各國政府、歐美公共政策以及中美關係為主，其中歐美

公共政策主要涉及勞工、社會、家庭、婦女就業、政府再造、海洋、漁業

與環保等。而如何從法律與政治角度觀察歐洲聯盟的發展，也是該組的

研究重點之一，主要關注議題包括歐盟的組織與運作、歐盟整合理論與模

式、人權保障、歐洲中央銀行、歐元與歐洲貨幣聯盟、歐盟擴大以及歐盟

憲法的發展等。

1997年9月6日與13日，在針對中央研究院「人文組研議報告書」的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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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反覆詳加討論後，歐美所決議重新修正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書內容，

除檢視各組既有的研究重點與未來研究領域和主題外，也就組際間的互動

現況提出檢討，並據此規劃出五項優先發展的重點研究計畫，希冀有效推

動跨學科的集體研究，以期對全所性的學術發展提供完整的與長期的研究

方向。五項重點研究計畫分別為：（一）文化研究；（二）歐美社會結構與

社會變遷之比較研究（後更名為「全球化與歐美社會變遷研究」））；（三）

中美（外）關係（史）專題研究；（四）歐美公共政策之研究（後易名為「歐

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研究」）；（五）歐洲聯盟研究。

至2001年時，則又增設「語言與心靈哲學：新實用主義」重點研究計

畫，並列為歐美所的六大重點研究計畫。自2003年起，在配合院方的組織

調整政策下，廢除人文、社經及法政等三大研究分組建制後，則轉以上述

六大重點研究計畫與個別研究計畫作為推展研究工作之主軸。其中，「全

球化與歐美社會變遷研究」計畫因成員之重組，在分別併入其他重點研究

計畫後宣告中止。爾後之若干計畫，雖也陸續經歷研究重點之更動或成員

之更迭而易名，但始終一直維持著由五大集體性與跨學門之重點研究計畫

群合組而成的研究編制迄今。

歐美所迄今出版有專書95冊。歐美所的《歐美研究》（原《美國研究》）
季刊創刊於1971年，到 2017年已發行至第 47卷。《歐美研究》曾分別於

1998年、2002年、2003年及2004年四次獲頒「國科會獎助國內學術研究

優良期刊」優等期刊獎及科技部2014年人文社會科學綜合類A級期刊認

可，並被收錄於Academic OneFile, America: History and Life, Historical 
Abstracts,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of Periodical Literature in the Human-

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BZ),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IPSA), 
ML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 Periodicals Index Online, Political Science 
Complete, SocINDEX, Sociological Abstracts (SOCA), TCI Core–THCI, TCI 
Core–TSSCI, Worldwide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s, 月旦法學知識庫、華藝
線上圖書館、碩亞學術研究知識網、臺灣人社百刊與臺灣全文資料庫等國

內/外資料庫，為亞太地區研究歐美社會與文化之重要學術論壇。

肆 研究成果的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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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所研究人員近年來屢獲重要學術獎項。以最具指標性的科技部

（前身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的傑出研究獎論之，歐美所約有四分之一

的研究人員曾經榮獲國科會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人次比例之高，在

各大學系所或研究單位中，實屬罕見。表二為歐美所研究人員近年來所獲

國內／外重要學術殊榮。

表二 2008–2017年研究人員獲得重要學術殊榮一覽表

姓名 重要殊榮 備註

方萬全 2010–2011年資深學者傅爾布萊特研究獎助金

李有成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八屆傑出校友（2008年）

科技部2016年傑出研究獎

單德興
教育部第54屆學術獎（2010年）

國立政治大學105學年度傑出校友（2017年）

鄧育仁 科技部2016年傑出研究獎

洪德欽

Member,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Consumers 
Committee, International Law Association（2013年）

Honorary Fellow,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2013年）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人文社會類中山

學術著作獎（2014年）

中央研究院2014年「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中央研究院2008及2015年深耕計畫（兩次獲獎）

林正義 2009年日本交流學會臺日研究獎助

吳金桃

2008年德國Felix Burda研究獎

中央研究院2009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行政院國科會2012年傑出研究獎

李瑞中
2008年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積極爭取國外優秀年輕
學者獎助」

2015年9月1
日離職

王智明

2008年美國研究學會榊原胖夫國際學者論文獎

行政院國科會20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中央研究院2014年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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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雄 2012–2013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人

吳建輝 科技部2014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馮品佳

中央研究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2012年） 交通大學講座

教授，2011
年10月起擔
任本所合聘研

究員。

科技部2013年傑出研究獎

教育部第59屆學術獎（2015年）

藍亭

Wayne G. Basler Chair of Excellence fo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Arts, Rhetoric, and Science, 
Tennessee State University, 2014–2015

自2008年起至2017年底止，歐美所共舉辦309場學術演講與討論會，
69場中大型的學術會議，其中29場為國際學術研討會。為了加強與各國

的學術合作，並積極推動國際化，歐美所一方面邀請國外知名學者來訪，

一方面鼓勵成員出國進行短期研究或參加研討會。迄今共有來自歐美及亞

洲等國約270位學者與歐盟執委會等重要成員蒞所訪問，除有利於相關研

究成員與來訪學者之互動對話外，也有助雙方學術交流與合作關係之增

進。自1978年起，歐美所成員出席國際會議700餘場，並在會議中發表研

究論文，與相關領域的學者交流，成果豐碩，對我國和中央研究院在國際

學術界的聲譽和地位之提升，極有助益。此外，本院目前與英國學術院、

德國國家學術協會和法國高等社會科學院等都分別有交流合作協定之簽

訂，歐美所多位成員亦多次利用此等雙邊協定進行國外訪問研究，增進國

際學術交流合作。

為配合本院積極推動各所 /中心發展具有研究特色領域的訴求，歐美

所目前計有五項重點研究計畫，皆屬於長期性之計畫，執行至今已累積出

可觀的研究成果。以下為目前各重點計畫重要研究成果之簡要說明：

一、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濫觴於1950年代的英國。二次大戰之後，
英國社會產生了若干新生事物，諸如青少年流行文化、移民問題、女性

伍 重要研究成果的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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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工人階級的文化生產等。由於傳統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在面對上述新生

事物時顯得捉襟見肘，文化研究因此應運而生。早期的文化研究偏重於

女性、青少年、工人階級與弱勢族群的文化分析，在方法上除根植於英國

本土的文化理論之外，另頗受葛蘭西（Antonio Gramsci）、阿圖塞（Louis 

Althusser）及法蘭克福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的影響。經過四、五十

年的發展，文化研究已逐漸開拓出自己專屬領域，尤其在納入美國的學院

建制之後，如今已成國際顯學，在不同學科與地區發揮重大影響。

歐美所曾於1994年舉辦「文化研究：歷史與理論」學術研討會，針對

文化研究的歷史發展與理論進行深入探討。有鑒於文化研究的影響日增，

遂於1998年12月成立「文化研究」重點研究計畫，除了原有的文學領域人

員之外，也陸續延攬所內社會學、藝術史學與法律等不同領域研究人員的

加入，期許能從不同的學科專長出發，針對全球化、後現代主義與後現代

性、弱勢族裔文學與文化研究、後殖民論述與文學、藝術收藏的社會學、

廣告與視覺文化、生態與科技文化、法律與文化等主題進行集體合作研

究，以期拓展多元學術視野，發揮歐美所跨學科與科際整合的特色，並達

到創新學術與提升研究水準的目標。

為與國際學術接軌與交流，繼續累積歐美所在歐美文學與文化研究

方面之成果，文化研究重點研究計畫迄今已舉辦多場國際與國內學術研

討會，如：英美弱勢族裔文學研究方面： “In the Shadows of Empires: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British and Asian American Lit-

eratures” （2008年11月），“Asian American Studies in Asia: An International 

Workshop” （2010年6月）；“War Memories: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

ference on Asian British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s” （2011年12月），

「我們的『歐美』：文本、理論、問題」（2012年6月），“2013 The Summer 

Institute in Asian American Studies—Asian American Studies through Asia: 

Fields, Formations, Futures” （2013年8月），「他者與亞美文學」（2013年9

月），以及 “Re–visioning Activism: �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sian British and 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s”（2015年12月）。
歐洲社會理論方面：「哈伯馬斯」（2009年10月），「當代社會文化理

論的饗宴」（2010年11月），「綠色思潮與環境政治」（2011年11月），以

及「文化、藝術與社會」（2014年10月）。
藝術史研究方面：“Feminist Masterclass— Griselda Pollock: Aesthe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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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nessing in the Era of Trauma”（2010年1月），“Tamar Garb & Abigail 

Solomon–Godeau: The Politics of the Image”（2011年9月），以及 “Carol 

Duncan & Andrew Hemingway: Faces of New Left Art History”（2013年10月）。

二、語言、認知與社會：當代歐美哲學新發展

本計畫前身為「新實用主義重點研究計畫」，成立的主要目的在於以語

言和心靈哲學為研究主軸，涵蓋計畫成員間不同的專長領域，針對新實用

主義哲學的重要議題與重要的哲學家思想，進行長期系統性的研究。為使

未來研究主題更符合當代歐美哲學的發展趨勢，及契合新加入成員認知科

學、心理學哲學跟語言哲學之研究背景，於2015年起，更改研究計畫主題

為「語言、認知與社會：當代歐美哲學新發展」。希冀在原本語言與認知的

專業外，加強對社會面向的關注，由所在的學術脈絡，本於語言與認知的

專業研究，提煉合適的觀點介入歐美重要的政治、社會、倫理與道德等哲

學議題研究。

本計畫涵蓋五大研究領域，分別為：「公民哲學」（civil philosophy）、

「語言與感覺運動系統」（language and sensorimotor system）、「指涉與脈

絡」（reference and contexts）、「概念、認知與行動」（concept, cognition, 

and action）和「神經哲學」（neurophilosophy）。研究方向不外有：檢討並

解釋自17世紀以來以知識論為主軸的現代哲學，在過去半世紀以來遭受的

挑戰與轉折；研究體現（embodiment）與行動理論；分析生活中的隱喻佈

局等，從而統合相關的研究方向。再者，也注重以哲學為主的跨領域、跨

學門的合作議題，例如，身體、認知與意義哲學、語言文化與認知計畫、

當代哲學家系列中與新實用主義重要哲學家相關研討活動的交集，以及有

關身境連動、隱喻佈局與公民論述位置聯合下的新觀點。除了符合以體現

與規範性為共同核心議題的研究方向外，並將研究拓展到「傳統與創新、

民主與科學」此公共場域裡重要且長久以來一直被討論的主題，未來仍有

待深入探索與持續研究。成員除深耕各自的專業研究外，對於相關重要典

籍與文獻的定期研讀與討論，也是本計畫提升研究產能的另一種重要的學

術整合活動。

本計畫一直積極與國內外學術社群進行交流與合作。成員多次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亦經常受邀至國內各大學哲學系所演講，更透過邀

訪學者、舉辦演講、論壇或會議等方式，深厚培植並展現學術能量。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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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知名學者至本計畫發表專題演講之主題涵蓋語言、認知、行動、文化、

及神經科學哲學等議題，近年來尤重對歐美重要的政治、社會、倫理與道

德等哲學議題討論的關注。近五年來，本計畫舉辦之國際與國內學術研討

會如下：“First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Philosophy in East Asia” （2012

年9月7–9日，與陽明大學及清華大學合辦）；2012規範性哲學（II）學術

研討會（2012年11月17–18日）；“2013 IEAS Conference on Language and 

Action” （2013年9月17–18日）；“2014 IEAS Conference on Reason and 

Rationality” （2014年8月14–15日）；「2015認知與社會：當代歐美社會重

要哲學議題」（2015年11月19–20日）；「2017假設性思考工作坊」（2017

年11月23–24日），討論包括理性與合理性、語言與行動、規範性、假設

性思考等歐美哲學之重要議題；會議中發表之論文亦都規劃經修訂與審查

程序出版。

本計畫成員除致力於語言、認知和心靈哲學的研究專業外，亦積極推

動及參與社會學術服務。成員曾借調公職，對國內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基礎

學術研究的政策與執行，發揮實質且直接的影響與貢獻。此外，計畫成員

秉持知識分子為社會服務的核心精神，以具體行動參與基礎人文教育，除

於院內人文講座「哲學與心靈」領域授課，亦支援教育資源較少的私立大

專院校，開設邏輯、認知哲學、心靈哲學等課程。同時也持續參與社會上

相關之哲學、歷史與文化社群，於各個社會層面積極推廣哲學思潮與改革

倡議。

三、美臺中關係研究

早於歐美所前身——美國研究中心與美國文化研究所時期，中美關係

一直為歐美所之重點研究課題。1979年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後，中美關係

之議題研究外，更臚列為全所跨學科重點研究計畫之一。相關成果展現於

每隔兩年出版的《中美關係年度報告》中，內容包括美國、中華民國及中

共間的政治、軍事、外交、經濟及文化交流關係。自1992年起，改以「中

美關係專題研究」為題，每二至三年舉辦一次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相

關學者與專家就當時美、臺、中關係之重要發展提出研究論文，進行研討

並出版《中美關係專題研究》系列專書。2014年出版的《中美關係專題研

究：2009∼2011》為該系列第十三本專書。
此外，近年來在國際亦出版了 4本英文專書，分別為Asia 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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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and the US Rebalancing Strateg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6）、�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Navigating Diplomatic and Strategic 
Tensions （Singapore: Yusof Ishak Institute, 2016）、Major Law and Policy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European and American Perspectives （Surrey, 

UK: Ashgate, 2014），以及The Future of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本計畫早期從國際關係以及歷史學的角度，探討1950年代以來美國

與兩岸關係的發展，近期則聚焦探討美臺中三角關係之互動與政策演變。

近年來雖然陸續有若干成員因借調政府部門或退休，進而影響及集體性的

研究工作，但本計畫仍持續進行「美臺中關係在歐巴馬政府時期的演變」、

「美中在南海議題的衝突與合作」、「美臺中在亞太區域整合機制」和「國際

海洋法律、政策和專責機構，及其對美臺中之影響」等議題的研究，並持

續借重院內外其他學術機構之優秀專家學者的共同參與，以提升本計畫之

研究產能。目前研究重點為：川普新政府與美臺中關係、美臺中在國際組

織的互動、美國在亞太地區區域經濟整合所扮演角色、美日中之國家安全

委員會之組織與政策分析、美中互動關係中語言建構的道德面向、美臺關

係的權力與安全社群、美國政府對海峽兩岸勞動人權概況評估之研究、美

中在南海衝突及其對美臺與兩岸關係的意涵，以及美國與東協發展關係中

有關南海議題之互動研究等。

四、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研究

歐美所於1998年6月正式成立「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重點研究

計畫，嘗試從理論與實務兩個面向分別探討歐美性別歧視、兩性平權理論

及婦女政策的推動方向與成效。在理論方面，除自歷史觀點探究歐美女性

主義與婦女運動之發展外，也進一步剖析兩性平權、女權與母親角色的立

論與爭議。在實務方面則以分析歐美政府對女性工作與家庭權益的保障為

主，並探討立法內容、政策環境及其政策演進方向的異同，以作為臺灣推

動兩性平權政策與立法的借鏡。

本計畫尚未正式成立前，歐美所曾於1995年在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支

持下舉辦「歐美兩性工作平等制度之比較研究」學術研討會，所發表之論

文普獲學界的重視與肯定。2001年，適值臺灣《兩性工作平等法》的草擬

初期，為配合我國兩性工作平等與禁止就業歧視法制之建構，本計畫特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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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歐美兩性工作平等之議題進行研究，積極強化與國內其他研究單位的

學術交流與互動。自2002年起，轉以歐美女性主義、女性社團組織、社會

福利政策與工作場所對女性權益的影響為研究焦點，並針對各相關議題提

出研究成果報告。2004年後則改以歐美各國育嬰假政策、托育政策與立法

等為主題，召開國内 /際研討會並舉辦一系列相關議題的演講活動，強化

研究計畫內容的深度與廣度，成效良好，備受好評。

其次，為促進女性研究學者的學術交流，本計畫結合國內外女性研

究之學者與專家數度召開演講、研討會等學術活動，旨在吸取歐美國家經

驗，供我國行政與司法部門在實務上之參考。綜言之，自2002年我國性別

工作平等法制實施以來，本計畫持續將歐美之先進措施與作法引進國內，

研究成果可供相關單位參考援引之處頗多，與目前所倡導的國際化及本土

化的做法相契合。

此外，在公共治理議題上，本重點計畫曾於2002年舉辦「911事件後

美國政府與政策之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及2011年相繼以歐美各國

政府的治理政策為議題，召開「歐美政府治理理論與實踐」學術研討會。

此外，定期舉辦「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研討會，至2011年已出

版了5冊《美國最高法院重要判決之研究》系列專書。
在遵循2008年學術評鑑報告之建議，復因社會學門成員於2010年的

陸續加入下，本計畫決議將研究重心擴及至社會發展與政策議題，並於

2013年8月更名為「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在因應計畫成員組成的改變

以及回應2014年學術評鑑報告之建議下，則另新增「歐美國家人口結構與

家庭政策」和「歐美國家轉型正義法制研究」兩大研究議題，與「公共治

理」並列為本計畫三大中長程發展研究重點。其中，「歐美國家轉型正義法

制研究」，於2017年因成員之離退，已修正為「歐洲國家轉型正義研究」。

「歐美國家人口結構與家庭政策」聚焦於少子化與高齡化社會所可能引發

的重要社會議題，諸如因為勞動力不足而引起的移工、人才培育與運用發

展問題、老人的健康與照護、性別角色期待與生育率等議題；並於2016與

2018年相繼召開有關歐美社會的高齡、少子與健康議題的國際研討會，俾

有助於解決當今臺灣社會人口老化問題與困境的參考。「公共治理」研究

則著重於與上述議題相關的制度與政策探討，如社會福利、教育、勞資關

係、海洋環保政策等。其中，有關學生數學表現城鄉差異的研究發現，甚

獲教育部國教署的重視與肯定，更列為政策實施的重要參考。「歐洲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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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正義研究」則針對德國現代歷史發展與轉型正義過程中的歷史經驗，

進行歷史觀察與經驗歸納，並於2017年召開「德國統一前轉型正義」學術

研討會，深獲國內學界與社會的一致好評。

此外，為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歐美重大社會議題的瞭解，及發揮本所學

術智庫的角色功能，本計畫成員在本所「歐美公共政策論壇」之公開平台

網站上，也有一系列介紹歐美國家社會發展的相關理論與實務經驗，及剖

析歐美各國所面臨的重大問題及其因應之道的文章發表，如「美國育嬰假

福利不及北歐國家優渥原因之探究——兼論對臺灣之啟示」、「支持或不支

持？臺灣與歐美國家同性戀的比較研究」、「中小學生的數學表現：臺灣與
各國之比較」等。

五、歐洲聯盟研究

歐洲整合運動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開始推動，不斷朝向深化及廣

化發展迄今，歐盟已從1952年歐洲煤鋼共同市場發展為歐洲經濟與貨幣

同盟，由6個會員國擴大到目前的28個會員國，歐盟在國際關係上已扮演

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故自1991年8月美國文化研究所更名為歐美研究所以

來，即十分積極延攬優秀人才發展歐洲研究，並於1998年6月正式成立跨

學門、整合型的「歐洲聯盟」重點研究計畫，旨在以研究歐盟政治、法律、

社會與經濟發展為要，試圖從宏觀角度探討歐洲聯盟統合過程中所遭遇的

問題、歐盟如何促進整體利益，以及如何維繫各會員國之間的和諧關係等

課題。

本計畫的研究目標有二：一為基礎研究，以期在理論與方法方面有所

創新與貢獻；二為應用研究，以法律與政策分析提供建議，作為政府決策

的參考。歐盟研究採取綜合研究法，由歷史、整合理論、政策分析、法律

規範與實踐，以及國際關係理論等不同面向進行比較研究與綜合論證，希

冀建立具有紮實研究基礎的歐洲聯盟研究成果。歐盟重點研究計畫經由多

年的發展經驗，逐漸集中於四項主題的研究：（一）歐盟人權保障；（二）歐

盟憲政發展；（三）歐盟整合模式的理論與應用及其對東亞經濟關係的啟

示；（四）歐盟與臺灣、中國大陸的互動關係。第一與第二主題由計畫成員

共同參與，進行集體研究；第三與第四主題旨在開發歐盟研究的新領域，

從事理論的實證分析與應用研究，提供實務的政策參考，並參與國際對話。

除此之外，歐盟重點研究計畫以歐盟政經統合理論、歐盟經貿政策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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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政治暨安全之研究等三大領域為中程發展重點，長程規劃則將發展重

點擴大至歐盟新興議題研究、歐盟社會變遷暨社會政策、歐盟對外關係，

以及歐盟與臺灣及中國大陸關係等議題研究。據此，目前所規劃的研究方

向，係以歐盟整體法律體系研究為主，特別是關於歐盟的憲政發展、人權

政策、食品安全、銀行監理的保障研究、歐盟個人資料保護規則、歐美關

於言論自由保障或基礎法學理論探討與相關比較研究，以及歐盟在國際法

秩序下之角色等。例如：歐盟與臺灣及歐盟與中國大陸的雙邊關係、歐盟

與東南亞國協為主的區域整合比較、多層次治理及多層次憲政主義、全球

經濟治理之重塑及全球法秩序或區域法秩序對於國內法秩序之影響、歐盟

東擴研究、21世紀歐盟與亞洲關係、歐洲化之衝擊、歐美生物科技法律與

政策、氣候變遷與歐美政策回應、歐洲移民、認同與社會凝聚、歐盟對外

經貿協定與談判策略、歐盟與國際法秩序、後里斯本條約歐盟組織運作與

政策治理，以及關於英國脫歐後，歐洲整合的新情勢、歐洲議會在歐盟對

外協定談判中所扮演之功能。

在人權保障方面，本計畫著重歐盟人權政策的外部影響，尤其對於國

際規則與國際關係的衝擊。在歐盟憲法發展方面，本計畫針對歐盟條約從

事集體研究，以闡發歐盟條約對歐盟未來的影響，包括歐盟的憲政主義、

憲政體系、組織結構、歐洲公民、人權保障、對外關係等課題，同時也關

注歐盟條約對歐盟經濟整合、政治同盟、超國家組織或歐洲邦聯、聯邦、

合眾國的建構所帶來的意義。本計畫除透過學術研討會，提供國內外學者

對話與交流的平台外，對於特定議題也有創新的看法，例如歐盟整合模式

對兩岸經貿關係的啟示與應用等，乃是我國具有競爭優勢的歐盟研究議題。

針對上述主題，本計畫自1998年起平約每年舉辦一次以上國內學術

研討會，每二至三年舉辦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1998年至2017年已舉辦

過44場國際 /內學術研討會或工作坊，會議主題包括：歐洲統合與歐盟東

擴、歐盟人權、歐盟憲政主義、歐盟生物科技法律與政策、歐盟食品安

全、歐債危機與歐盟對外關係等，除有個別會議論文刊登於《歐美研究》、

《臺大法學論叢》、《問題與研究》、《政治科學論叢》、《政大法學評論》等

國內法政學門一級TSSCI期刊或European Law Journal, European Foreign 
Affairs Review, European Integration, World Competition等國際主流學術
期刊外，也出版了EC Integration and EC–ROC Relations （1995）、《歐洲聯

盟：理論與政策》（1998）、《歐洲聯盟經貿政策》（2000）、《歐洲聯盟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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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2006）、《歐盟憲法》（2007）、《歐盟人權政策》（2009），以及《歐盟

與美國生物科技政策》（2011）等歐盟研究系列專書7冊，及以專號方式於

《歐美研究》出版，如「歐洲聯盟重要法政議題」 、「歐盟人權政策」、「食

品安全」等專刊，均有助於促進國內外學術交流合作，提升歐盟研究的學

術與水準，累積歐盟研究成果，使歐美所不僅成為亞洲地區歐盟研究的重

鎮外，在國際學界也備受重視與肯定。

本計畫十分積極從事國際學術交合作活動，以歐美研究所名義加入的

全球歐盟研究組織會員，包括：美國的「歐盟研究學會」（European Union 

Studies Association, EUSA）和歐洲的「當代歐洲研究大學聯盟」（University 

Association for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UACES）、「歐洲政治學

會」（European Consortium for Political Research, ECPR）及「歐洲政治學網

絡協會」（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Network, EpsNet）。目前正積極尋求

加入亞太地區歐盟研究學術組織，如European Studies in Asia （ESiA）以及

Network of European Studies Centres in Asia （NESCA）等。本計畫成員除

積極參與上述組織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外，並多次邀請國際重要學者來臺

訪問講學，同時鼓勵成員前往歐洲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訪問研究等。國際

交流主要對象包括：歐洲大學（European University Institute）、牛津大學、
倫敦政經學院、倫敦大學高等法律研究所、巴黎第一大學、巴黎第四大

學、柏克萊加州大學、Max Planck比較公法與國際法研究所、魯汶大學、
日內瓦大學、愛克斯馬賽大學、奧地利英斯布魯克大學、美國歐盟研究學

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與歐洲中央銀行

等機構。

歐美所一向重視國內的學術紮根工作，更積極朝學術國際化的目標努

力。近年來，除有不少研究成果發表在國際重要期刊外，也鼓勵研究成員

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不只期許成為國內與亞太地區研究西方文

化的重要研究機構，也以在國際相關研究領域中佔有一席之地為目標。

除不定期舉辦週二學術演講，作為所內外學者發表研究成果的平台

外，歐美所每年持續舉辦4至6場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歐美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的地位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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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相關議題發表論文，深化研究成果，引領國內歐美研究的發展。此

外，也有重點研究計畫採用讀書會的方式，邀請所內外學者針對特定議題

進行合作研究與學術交流。除了結合所內研究人力之專長外，各重點研究

計畫也不遺餘力地推動與院內、所外學者的學術交流活動，俾有助益提升

研究產能與學術曝光度。

一、文化研究

本計畫所從事的學術活動性質相關的社團組織，在國內目前有文化研

究學會，而相關研究機構主要有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及幾所研究型

大學外文系。國外相關之教研單位中，以香港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系與本

計畫在立足點與性質上較為接近。其他國外相關研究機構則為倫敦大學高

思密學院（Goldsmiths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社會學系，以及耶魯

大學社會學系文化社會學中心（Center for Cultural Sociology）。前者與本

研究計畫直接相關之研究人員，包括拉許（Scott Lash）教授與後來轉任英

國布魯納爾大學（Brunel University）校長的簡克思（Chris Jenks）教授等；
後者包括亞歷山大（Jeffrey Alexander）教授等人。這些學者在文化研究，
尤其是視覺文化研究，以及文化與社會之關聯方面的研究聲譽卓著。歐美

所若干參與文化研究的同仁，在藝術社會學與弱勢族裔文學研究方面甚受

國際學界重視。從事弱勢族裔文學研究的同仁與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英文

系張敬珏（King–Kok Cheung）教授以及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族裔研究系

（Department of Ethnic Studies）黃秀玲（Sau–ling C. Wong）榮譽教授等一

直保持學術上的聯繫。

二、語言、認知與社會：當代歐美哲學新發展

本計畫長期以來，一直與國內清華大學哲學研究所和中正大學哲學系

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係。前者與本計畫直接相關之研究人員有趙之振教授

和吳瑞媛教授，後者有梁益堉教授和鄭凱元教授。國外相關研究學者為美

國匹茲堡大學哲學系馬克道爾（John McDowell）教授和布藍登姆（Robert 

Brandom）教授。而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以分析哲學為專長的教授成

員，與歐美所學術互訪與合作機會頻繁，也有水準頗為一致的研究成果，

能夠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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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美臺中關係研究

本計畫之研究成果向來兼具學術性與實用價值，自1979年以來，一直

秉持系統性與嚴謹的學術研究立場，探討美國與兩岸之間的政治、經濟與

軍事關係。國內與美國的智庫及學界雖有針對美國與兩岸關係的研究，卻

少見較持續性的研究，因此本計畫之研究成果一向廣受國內外各界之重視。

國內與本計畫性質頗為接近的研究機構，首推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

中心第一研究所（美國與歐洲研究所）。該所從事美洲、歐洲及非洲各國情

勢、國際關係、國際經濟以及國際組織之研究，然而2017年8月1日國關中

心改制後，該中心已無專研美歐關係研究主題的組別。其餘教學機構則有

政治大學外交系、臺灣大學政治系、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中山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等。除了從嚴謹的學術研

究立場，探討美臺中之間的政治、外交、貿易、安全與價值文化等關係發

展外，成員亦提供政府政策性建議，經常參與外交部、陸委會、國安會，

以及國內智庫之座談會與研討會，提供政策諮詢。本計畫研究因人力有

限，整體研究成果雖尚不及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

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或喬治城大學國際學院的美中臺關係專家群，但較諸

美國上述大學之外的研究單位，歐美所在美中臺關係專題研究上，因兩岸

文化背景相近與交流互動日趨密切，相對上擁有較佳的研究主體優勢。

四、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研究

本計畫之前身為歐美公共政策與兩性平權研究，其迥異於國內外其他

教研單位處在於融合兩性平權與公共政策議題於一，並以歐美各國育嬰假

政策、托育政策與立法等為研究重點。為落實學術研究的實用價值，曾與

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合作執行行政院勞委會委託的各國育嬰休假制度之

研究計畫，成效甚佳。本計畫也與本院近史所婦女與性別史研究群、臺灣

大學婦女研究室與女性學學會等進行學術合作交流，累積女性研究議題成

果。在因應成員之離退與研究重心擴及至社會發展與政策議題之轉變下，

已自2013年起，更名為「歐美社會發展與政策」重點研究計畫。
由於每個學術機構的研究主題不盡相同，要選出與本計畫同樣從事歐

美人口變遷、公共治理與轉型正義等三大主題的研究單位進行評比，並非

易事。再者，即使是從事相近研究議題者，國內教研單位泰半是以臺灣為

主要研究對象，並以出版具有實用價值的中文文章為主。但本計畫則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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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美社會為研究標的，偏重以英文撰寫並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為主，另外

也強調研究成果須兼具回饋臺灣決策單位參考之實用價值。設若與歐美國

家的研究中心相較，本計畫則明顯欠缺文化及語言優勢。惟如與亞洲國家

研究團隊相互評比，則不難發現，亞洲國家的研究單位多側重在引進及介

紹西方的理論與實務經驗，不在強調歐美研究。相較之下，本計畫則重視

歐美研究，並以將成果發表於國際優良刊物為主，近年來已成為亞洲國家

中從事歐美研究重要的學術據點。

五、歐洲聯盟研究

在國內專研歐盟研究的單位，除了本計畫外，尚有政治大學國際關係

中心美歐所。然而自2017年8月1日國關中心進行改制後，該中心已無歐

盟研究組別，益發凸顯本計畫專精歐盟研究之獨特與重要性。不過，教研

單位則有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臺灣大學與中興大學的歐洲研究中心。就

研究質量而言，歐美所的歐盟研究重點計畫在國際學術表現和研究深度

上均有突出表現，尤其在歐盟憲法、法律制度及人權經貿法議題之研究

方面。經過多年努力，歐美所已為國內歐盟研究的學術先驅，在諸多議題

（如人權、憲法、統合理論、歐臺中多邊關係）上已居執牛耳地位，甚至在

華人地區，較諸大陸最重要的北京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和上海復旦大學

歐洲研究中心，都毫不遜色。難能可貴的是，在欠缺歐盟官方資源的支援

下，歐美所尚能建立歐盟研究的規模，進而受到歐盟官方與國際學界的肯

定，歐盟文官訪問團即曾多次至歐美所訪問或舉行座談。歐美所舉辦的歐

盟研究學術研討會，歷來也皆能吸引眾多歐美知名學者參加並宣讀論文，

有效促進了學術交流合作。就亞洲地區而言，歐美所的歐盟研究確已取得

競爭優勢，毋庸置疑。

歐美所是中央研究院內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最具國際化色彩的

研究所，也是全院唯一以西方國家作為研究標的之學術單位。在國內人文

與社會科學研究深受近代西方學術影響的情形下，歐美所既以研究西方思

想、文化、哲學、法律、政治、社會等建制為宗旨，常得風氣之先，在本

柒 結語／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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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方面扮演更為積極的角色。本所研究人員專長及

研究成果，經常受到國內產官學界之重視，做為諮詢對象或立法、政策及

改革之比較參考。本所同仁除了基礎研究之外，也善盡社會責任，對學術

及實務皆有重大貢獻。對於未來，歐美所有以下之期許與展望：

一、尋找新的研究議題

學術研究有其延續性、累積性、系統性及開創性，因此歐美所未來的

工作重點除鼓勵研究成員繼續強化自己的研究工作之外，將繼續積極推動

前述各項重點研究計畫，希冀在既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尋求新的議題與

方法，擴展並充實重點研究計畫之規模，也期待有更多的機會，在共同的

議題上與院內其他研究單位攜手合作。

二、加強國際交流與合作 

歐美所因研究領域的獨特性，長期以來對於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活動

之推動，一直不遺餘力，除透過合作計畫、邀訪、出國短研與開會等方式

與機會外，也積極透過舉辦研討會，進行國際學術互動與合作。尤其希望

增進對鄰近國家與地區——大陸、日本、韓國、紐西蘭、澳洲及東南亞諸

國——在歐美研究領域與動向的瞭解，也期盼未來可再深耕並加強國際學

術交流互動機會，俾在相關學術議題的研究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三、提升《歐美研究》的國際重要性 

歐美所定期出版的《歐美研究》季刊創刊迄今已有46年，水準不斷提

高，在國內學術界已有定評。目前的退稿率約達百分之七十，編輯委員也

以所外學者居多，近年來已四次獲得科技部（及其前身國科會）獎勵優良

學術期刊優等獎外，更於2017年甫獲第一級別綜合期刊之評比殊榮。未

來希冀再繼續提升《歐美研究》的國際能見度，吸引更多國內外優秀論文

的投稿與刊登，期使《歐美研究》成為亞洲地區乃至於國際上相關領域或

研究社群的重要期刊。

四、發揮學術智庫功能

為展現科際整合研究特色，及提升社會大眾對於歐美社會主流議題以

及最新發展趨勢的瞭解，並發揮本所學術智庫功能，期使學術研究成果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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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兼顧學術性與實用性，得以在制訂公共政策時發揮影響力。為此，

本所設有「歐美公共政策論壇」之公開學術討論網頁平台，自2014年4月

正式完成建置迄今，已有一系列如氣候變遷、食品安全、歐債危機、文官

制度、言論自由、育嬰假、同性戀、中小學學生學習表現等多篇介紹及剖

析歐美國家理論與制度之發展經驗的文章發表，期有助各界針砭與省思

臺灣所面臨的重大問題與需求之所在，進而共同思索我國相關政策因應之

道。由於所收錄之文章內容皆是淺顯易懂的文字用語，除便利社會大眾閱

讀外，也能提供國內實務界「他山之石」之借鏡與參酌。

五、充實研究人力

近年來，歐美所陸續有研究人員離退，為了持續提升研究產能，本所

除了積極審慎甄選研究新秀外，也透過合聘、兼任與跨國合作等方式尋求

新的研究途徑。歐美所的理想研究人力規模為40人，希冀未來十年能逐

步達成此一目標。

綜言之，在歷任所長與研究成員的共同努力下，歐美所已建立備受肯

定的研究規模與優質的研究環境，除了勠力於推動獨創性的研究計畫，並

完成多項重要學術研究成果外，也為我國培養諸多優秀的歐美研究專業人

才。展望未來，歐美所將繼續致力於提高學術研究水準，網羅優秀人才，

加強跨學科研究，以及強化與院內外的交流與國際學術合作外，更希望在

若干學術領域能不斷累積研究產能，擴大學術貢獻，俾利豐富化並累積我

國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寶貴學術資產，以期提升歐美所成為亞洲地區乃至國

際上在歐美研究領域的學術重鎮，並對我國學術與實務做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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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設立籌備處，2002年正式成所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

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研究所於1989年 8月由吳宏一先生擔任設所諮詢委員會召

集人兼籌備處主任，並於隔年3月舉行第一次諮詢會議，商訂研究方向與

人才延攬。1990年8月，研究人員報到。經戴璉璋與鍾彩鈞（代理）兩位

先生的先後主持，於2002年7月1日正式成立，由王靖獻先生擔任所長一

職。2006年2月由鍾彩鈞先生接任第二任所長，胡曉真女士則於2012年2

月接任第三任所長。

　　　　　　

壹 設立沿革

圖一 文哲所圖書館（左）與研究大樓（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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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籌備時期開始，本所即規劃文學、哲學、經學三個研究方向，並細

分為五個研究領域。各研究方向名稱及重點如下：（一）古典文學：中國

古典詩詞、小說、戲曲、散文及文學理論。（二）近現代文學：清代中葉以

降之白話文學、民間文學、中外文學、近現代文學。（三）中國哲學：中國

歷代重要哲學思想，哲學與文學、政治、社會、宗教之交涉。（四）比較

哲學：中外哲學思想之比較、近代哲學相關問題。（五）經學文獻：經學思

想、經學文獻、經學史。

本所現有27位編制內研究人員，依研究方向設立了古典文學、近現代

文學、中國哲學、比較哲學與經學文獻等五個研究室。本所除鼓勵個別學

者從事獨當一面的深度研究外，並尋求不同學門與領域之間自發、有機的

整合，推動集體研究工作。目前已發展出若干具特色及領導地位的研究項

目，且積極聯繫海內外學界，以促進學術交流，提昇國際漢學研究水準。

過去十年來，在全體研究人員的參與下，本所進行了不同主題的研究

計畫，這些計畫表現出以下幾項共同特點：

圖二 2012年2月13日文哲所所長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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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文獻內容的細膩分析與對議題內容的開創解讀；

（二）具有跨文化與跨地域的視野；

（三）嘗試與掌握跨學科的研究方法；

（四）中國、東亞與世界的交錯與環狀關係。

針對前三項特點，研究同仁近十年先後推動26項集體主題研究計畫，
並就計畫及其他重要議題召開學術會議。從各計畫的內容與表現來看，第

四項「中國、東亞與世界的交錯與環狀關係」是通貫所有議題的主軸。中

國文化與思想乃本所同仁研究立基點，而臺灣特殊的文化、歷史與地理位

置，也讓投身研究的同仁們自覺地走向與中國切身相關的東亞及世界。歷

來執行的計畫中，各種跨文化議題與多角度的文化想像，即足以說明這一

點。這些豐富的議題與創新的思維，具體呈現在本所出版成果：中國文哲

專刊、中國文哲論集、近代文哲學人論著叢刊、文哲研究系列、朱子會議

紀念專刊、孟子學研究叢刊、當代儒學研究叢刊、珍本古籍叢刊、古籍整

圖三 2008-2017年中國文哲研究所人力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6 27 28 29 29 28 27 28 25 27

■ 行政人員 5 5 5 5 6 6 6 6 6 6

■ 技工（工友） 2 2 2 2 2 2 2 2 2 2

■ 約聘僱人員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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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叢刊、圖書文獻專刊、經學研究叢刊、第三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明

清文學研究叢刊、秦賢次先生展覽特輯、中國文哲論叢、近現代文獻叢

刊、文學與宗教研究叢刊、東亞文哲研究叢刊、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

集等系列。就數量來說，迄今已出版專書357種，442冊；近10年出版品

則為72種，93冊。此外，本所尚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和《中國文哲研

究通訊》2份定期刊物，《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自創刊後，一直列為科技部

（國科會）評比的核心／一級重要期刊。

本所現有研究人員27人，行政人員6人，技工2人，約聘僱助理人員

19人，合計54人，茲列圖如下：

（一）2008-2017年中國文哲研究所人力統計圖（圖三）

（二）2008-2017年中國文哲所預算統計圖（圖四）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圖四 2008-2017年中國文哲所預算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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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設有文學、哲學、經學三大研究方向，又細分為古典文學、近現

代文學、中國哲學、比較哲學、經學文獻五個研究領域及相關研究室。近

年來不但推展傳統的研究範圍，且視角亦更趨多元。文哲所的五個研究領

域都將研究範圍由臺灣、中國推向東亞，乃至於世界性的跨文化脈絡，並

反思中國文學、文化、思想及歷史內部的複雜性與多元性。

茲將近十年本所研究方向與重點，依文學、哲學與經學三大方向分述

如下：

一、文學研究方向

（一）古典文學研究室

古典文學研究領域曾成立「明清詞曲研究室」（1997年）、「明清文學

研究室」（2002年）。2011年因應本所五大研究領域學術資源有效整合之

需求，成立「古典文學研究室」，推展古典文學研究工作。

古典文學研究同仁立足於多年明清文學文化研究的心得，一方面開展

與近現代文化對話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推進較早期文學的研究，從而朝向

全面性的文學史反思。由此發展出的研究重點，可概括為：（一）明清文學

與文化，（二）文學與宗教的跨領域研究，（三）世界脈絡下的中國古典文

學。茲分述如下：

1.  明清文學與文化研究：明、清二代文學，上接宋元傳統，與近現代發展
關係亦極為密切。除了對此階段文學進行系統性及理論性的研究，本研

究室尚與本院及國際的跨學科明清研究接軌。重要成果有The Poet-his-

torian Qian Qianyi（2009）、《錢謙益〈病榻消寒雜咏〉論釋》（2012）、《新

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

秀作家的轉型現象》（2012）、《忠義菩提：晚明清初空門遺民及其節義論

述探析》（2014）、《明清文學中的西南敘事》（2016）、〈清初《千忠錄》裡

的身體、聲情與忠臣記憶〉（2016）、〈身外身：視覺文化與「我」的魅影

史〉（2017）等。
2.  文學與宗教的跨領域研究：宗教面向的探求實係中國文學領域不容忽視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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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層面。不論是文體的興起、文學理論的深化、議題的拓展、作品

的刊刻與流傳，乃至於海外的傳布與影響等，往往關涉當時宗教的發

展。重要成果有《中邊．詩禪．夢戲：明末清初佛教文化論述的呈現與

開展》（2008）、《朝向生活世界的文學詮釋——六朝宗教敘述的身體實踐

與空間書寫》（2010） 、《明清西學六論》（2016） 。
3. 世界脈絡下的中國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既有其獨特的區域特色，也
有跨區域交流的歷史性。開發的議題如翻譯實學、翻譯作為方法、東亞

意象等，重新省思其流動、重組與創造的文化價值。重要成果有〈從雞

黍約到菊花約——一個死生交故事的中、日敘述比較〉（2008）、《譯述：
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2012）以及 “Translation as a Means to the Dis-

covery of Poetic Argumentation: An Experiment with the Tang Poet Liu 

Zhangqing”（2016）。

（二）近現代文學研究室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成立於2011年。本研究室旨在結合國內外相關學

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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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

學。近年來跨國、跨領域研究蔚為顯學，本研究室的工作亦逐漸趨向跨文

化的思考，一方面與臺灣及國際學界跨文化研究社群的來往合作日益密

切，另一方面則將文學研究置於整體文化發展的脈絡中，積極發展跨文化

研究。跨文化研究在此具有三個層次的意義：（一）拋棄傳統區域研究和比

較研究的對抗、敵對進路，以相互依存的概念建構新的區域和文化關係；

（二）放棄中心／邊緣的位階，任何看似無足輕重的小地方都可能是中心；
（三）體會地球遠方任何時刻發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和自己地域文化中進

行的事情息息相關。本研究室企圖在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進路之外，

另闢蹊徑，打破優勢／弱勢、殖民／被殖民的焦慮，提倡跨文化研究的相
互依存概念。

在上述的意義基礎上，本研究室進行了「集體意識與現代性：歐亞研

究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批判」、「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華文文

學文化」、「翻譯與跨文化協商：華語文學文化的現代性、認同、性別與創

傷」等多年期主題計畫。重要研究成果有《台湾における下村湖人——文
教官僚から作家へ》（2009）、《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〇年代
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2012）、《欲望與絕爽：拉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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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2013）以及甫獲2017年「余英時先生人文

研究獎」的《以俄為師：魯迅、瞿秋白與曹禺的跨文化文學實驗》等。

二、哲學研究方向

哲學方向之同仁曾透過「當代儒學研究室」，推動多項研究計畫。研究

工作主要涵蓋以下五個層面：一、中國哲學文獻之蒐集與編輯；二、中國

哲學文本之研究與詮釋；三、中國哲學研究之理論與方法；四、哲學思想

與歷史文化之關係；五、比較哲學之問題與方法論。2011年則依工作性質

分別成立「中國哲學研究室」與「比較哲學研究室」。

（一）中國哲學研究室

中國哲學研究室整合中國哲學方向同仁的研究能量，提供國內、外中

國哲學研究學者交流平台，致力開發中國哲學研究的新議題。本研究室除

紮根於經典詮釋所深化的意義世界外，在時間方面，著重中國哲學的現代

詮釋，並與西方思潮對話，就政治文化哲學、生態環保與倫理學、宗教哲

學的終極關懷等議題，試圖彰顯中國哲學的當代性；在空間方面，強調藉

由經典在域外的傳播、詮釋與接受，表現中國哲學在不同區域所呈顯的在

地化特色，以及跨文化哲學對話的可能性。

本研究室成員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務求深耕與創獲，重要議題有宋明理

學與東亞儒學，先秦道家與魏晉玄學，佛教詮釋學與三論、中觀哲學等。

目前已執行及推動的共同研究方向與計畫，包括「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

教傳統」所內重點研究計畫（2008–2011），與越南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

合作的「越南儒學」研究計畫（2009–2012），「東亞哲學中的生死觀與終極

真理」所內重點研究計畫（2013–2014），「當代中國哲學經典之詮釋與論

爭」所內重點研究計畫（2015–2017）。

（二）比較哲學研究室

本研究室的前身係1993年成立的「當代儒學研究室」，其宗旨在於推

動當代儒學研究計畫，蒐集有關當代儒學研究之相關資料，迄今已經累

積相當的成果。2011年起本研究室擴大研究範圍，改名為「比較哲學研究

室」，致力於從東亞與世界的角度推動哲學的對話與思想的創造，在既有

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繼續發展，並為國內外學者提供資訊服務。人員配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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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六名及約聘研究助理一名，負責學術會議之籌畫與執行、研究成

果之編輯，以及相關研究資料之蒐集。本研究室蒐藏之資料包括牟宗三、

徐復觀、黃振華之手稿、筆記及相關剪報資料、《再生》雜誌影本（自創刊

號至第三卷）、《孔教報》影本、有關當代儒學研究之大陸期刊論文及其他

研究資料等。本研究室近十年之工作成果如下：

1. 推動「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主題計畫（2006–2009）、「跨

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主題計畫（2009–2012）、「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交

流中的跨文化現象」主題計畫（2012–2015）與「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

爭」主題計畫（2015-2017），分別舉辦了小型研討會與大型國際會議。
2. 以上計畫之研究成果經編輯後，出版了以下著作：《跨文化視野下

的東亞宗教傳統：多元對話篇》（2010）、《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
體用修證篇》（2010）、《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當代新儒學與京

都學派》（2011）、《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個案探討篇》（2012）、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理論反思篇》（2013）、《跨文化哲學中的

當代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越性》（2014）、《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
政治哲學》（2014）、《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與京都學派哲學的對話》

（2015）、《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方法與政治》（2016）、《近代

東西思想交流中的西學東漸》（2016）。

三、經學研究方向

本所經學研究秉持之理想有四：一、整理及研究經學文獻；二、利用

新的詮釋方法，對經典及歷代經學的演變重新加以詮釋；三、規劃各種研

究議題，結合國內外經學研究人力共同進行研究，期使本所成為全世界研

究經學的重鎮；四、翻譯並介紹海外研究經學的成果，冀能拓展國內學者

的研究視野。

經學文獻研究室

1997年本所成立「清代經學研究室」，2006年改名為「經學研究室」，
2011年再次改名為「經學文獻研究室」。經學文獻研究室成立之目的有二：
一是協助研究經學的同仁推動各種研究計畫和相關業務，一是收集典藏經

學相關論著，提供國內外經學研究者參考之用。本研究室自2008-2017年

之間，計完成下列數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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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辦各代經學史研討會：承續清代、明代、元代、宋代、隋唐五代等各
代經學史研討會，溯而上之，分別召開魏晉南北朝、秦漢經學國際研討

會。已出版隋唐五代、魏晉南北朝的會議論文集，秦漢經學會議論文集

即將付梓。

2. 執行國際學術合作，與國外大學共同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

集：如 2009、2014年與香港嶺南大學共同主辦「經學」國際學術研討

會；2010年與香港浸會大學共同主辦「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年與德國慕尼黑大學共同主辦「正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

變」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與揚州大學、2012年湖南大學共同主辦

首屆、第二屆「尚書學」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2017年與德國特

里爾大學共同主辦「經學與社會」、「經學：文體與體裁」國際學術研討

會。出版成果計有：《首屆國際《尚書》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2）、
《正統與流派：歷代儒家經典之轉變》（2013）、《第二屆國際《尚書》學

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4）、《嶺南大學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2014）、《中日韓經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5）。
3 執行經學研究計畫：完成「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民國以來經學

研究計畫——新中國時期」、「臺灣經學研究計畫——明鄭時期∼日治

時期」、「戰後臺灣經學研究」計畫。已出版《變動時代的經學和經學

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7冊，2014）。
4. 整理點校彙印經學家著作：已出版《李源澄著作集》（4冊，2008）、《楊

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3冊，2011）、《周易人生觀》（2012）、
《儀禮注疏詳校外三種》（2012）、《袁鈞集》（2013）。

5. 整理與出版目錄文獻：2009-2013年編輯「民國經學家著作目錄彙編」，
已出版《張壽林著作集——續修四庫提要稿》（4冊，2009）、《張壽林著

作集——古典文學論著》（上下，2009）、《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

（2013）、《文革時期評朱熹》（上下，2013）。
6. 翻譯出版優秀西方漢學著作：已出版夏含夷《孔子之前：中國經典誕
生的研究》（2013）、賈德訥《朱熹與大學：新儒學對儒家經典的反思》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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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是一純人文學的研究所，與自然社會科學等所性質迥異，並不適

用以SCI、SSCI或TSSCI等資料庫或影響指數進行評估。此外，由於本所

是文學、哲學與經學兼設的研究單位，歐美及日本等地亦無可與本所性質

類比的研究機構，因此謹以可查見資料較為齊全的臺灣大學中文系與復旦

大學哲學學院近四年（2014-2017）正式出版之學術成果的統計，作為本所

研究成果評估的參照。另以本所近四年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的情

況，與臺灣大學中文系進行比較。必須說明的是：由於臺灣大學中文系與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之著作資料係從網頁取得，可能無法反映全部事實。

由以上之著作量統計以及獲得科技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比例進行分

析，可以看出本所之整體研究表現以及研究人員推動研究計畫之積極性。

在論文篇數與科技部計畫案方面，均居於領先地位。至於專書量方面，因

本所同仁對論文集結成書抱持謹慎態度，故在數量上略少於復旦大學哲學

學院，但從論文量來看，則本所較佔優勢。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表一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表

本所 臺灣大學中文系 復旦大學哲學學院

研究人員 /教師人數 28 53 43

專書
合計 21 21 37

平均 0.75 0.42 0.86

論文
合計 202 200 129

平均 7.21 4 3

獲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補助比例

合計件數 54 101 --

獲補助之比例 50％ 47.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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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學研究方向

古典文學研究室

古典文學同仁曾先後執行本所重點研究計畫、全院主題計畫、深耕計

畫多種。其主題與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之開展」重點研究計畫（2006–2008）：本
計畫致力於明清敘事文本的詮釋，以及敘事理論的相應特徵與理論模式之

探討。成果為：「新知與舊學——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專輯」（刊載於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17卷第3期，2007年9月），並出版《經典轉化與

明清敘事文學》論文集（2009）。
（二）「書寫懺悔：中國文學與宗教的接點」重點研究計畫（2008–2010）：本
計畫從宗教意識與文學書寫的特質，觀察懺悔文學的淵源傳承、演變與特

徵，及其與公共道德、神聖世界的互動關係。成果已選編為「近世東亞出

版文化視野下的宗教實踐與通俗倫理」專輯（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

第20卷第3期，2010年9月），並出版《沉淪、懺悔與救度：中國文化的懺

悔書寫論集》（2013）。
（三）「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重點研究計畫（2009–2011）：探討中
國文學傳統中行旅、離亂、貶謫的書寫。自晚明天主教士來華傳道，即與

中國士大夫有不同程度的接觸互動，中西文化交流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局

面，西方傳教士之中國「行旅」也開啟了以漢文書寫天主教文本與以漢文

翻譯天主教文學作品的傳統。本計畫成果選編為「行旅、離亂、貶謫與明

清文學」專輯，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
（四）「明清文學經典中之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文本‧理論‧文化交流」

重點研究計畫（2012–2014）：本計畫一方面探討明清文學經典所賴以成就
的「知識」及其建構歷程，另一方面則探討文學經典被「經典化」之後所產

生、帶動之文化思維及其影響。成果已集結為《圖書、知識建構與文化傳

播》（2015）；「關鍵詞與文化互動」專題（刊載於《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

期，2016年6月），另有編輯中的《清代文學與翻譯》。
（五）「苦、劫、惡、魔：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試煉書寫」重點研究計畫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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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4）：本計畫以「試煉」為主題，對中國文化傳統中試煉書寫的特
色、源流與演變進行梳理，並探討中國文學與宗教傳統中的善惡糾葛、迷

途狀態、救贖話語、得道過程等面向。計畫成果有「宗教視野下的試煉與

苦難專輯」（刊載於《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3卷第1期，2013年3月），
並預計出版《試煉、苦難與宗教書寫》、《戰爭隱喻：衝突、生命、書寫》

兩部論文集。

（六）「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重點研究

計畫（2015-2017）：本計畫以中國近世文學文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
為研究主題，結合跨文類、跨領域的專家，參照新的問題視野，讓文學、

藝術、歷史、思想、宗教等不同領域的學者進行深度對話。預期成果為

《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論文集。

（七）「共相與殊相：東亞文化意象的流傳、匯聚與變異」中研院主題計畫

（2014–2016）：本計畫從文化史層面探討東亞諸國的交流互動及其相關的
文化生產，並與當前學界的跨文化研究、旅行研究、翻譯研究等重要的研

究趨勢相互呼應。成果結集為《東亞文化意象的形塑》（2011）、《轉接與跨

界：東亞文化意象的傳佈》（2015）兩冊專著。
（八）「使節‧海商‧僧侶：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中介人物」中

研院主題研究計畫（2017-2019）：本計畫引進各種新視角（物質文化、藝

圖五 文哲所出版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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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手法、書寫方式與翻譯史），探討文化實踐活動中的彼此觀看與摹寫。

本計畫結合文學史、海洋史、思想史、科學史、出版史、藝術史等不同領

域的研究者，範圍涵蓋中國、日本、韓國，對東亞文化意象形塑過程的認

識將有所裨益。

（九）「明末耶穌會文學：聖傳與聖歌」中研院深耕計畫（2007–2011）：本計
畫以「明末耶穌會文學」為重點，探討八本耶穌會士在華譯介的文本，試

圖解決兩個問題：「譯者」的定位，以及「翻譯佈道法」的成因。成果包括

《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2012）、《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箋注》（4

冊，2014）。
（十）「翻譯實學：明末耶穌會的故事新說」中研院深耕計畫（2013–2017）：
本計畫系統地呈現明清之際西學東漸中有關文學的諸多面向，成果結集為

《明清西學六論》（2016），另著譯有Jesuit Chreia in Late-Ming China: Two 
Studies with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Alfonso Vagnone’s Illustrations of 
the Grand Dao （2014）一書。編輯之作則為賀清泰譯注《古今聖經殘稿》

（2014）一函9冊。
此外，為使研究基礎更加堅實，古典文學同仁曾以個人與團隊方式

搜集、整理文獻，並建置數位資料庫。重要成果有《晚明天主教翻譯文學

箋注》（2014）、《明清華嚴傳承史料兩種：《賢首宗乘》與《賢首傳燈錄》》

（2017）、葉德輝書籍流通與人物往來數位資料庫、《宋書》數位整理。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

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同仁執行本所的多項重點研究計畫，其主題與研究

成果如下：

（一）「記憶、歷史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文化研究」（2006–
2008）：近十餘年來有關傷痛或浩劫的記憶與歷史研究蔚為顯學，在歷史
重建中，記憶扮演關鍵性的角色。研究同仁以此為出發點，研究現當代臺

灣、香港、馬華與中國文學及影像文化（包括電影、電視、博物館或紀念

館等），目的是比較華人社群的文學和影像敘事中，對記憶和歷史重建的

處理和表現，探討現當代華人社群如何建構民族創傷的記憶、操弄認同政

治，進而想像國族歷史。本計畫已出版英文論文集China and Its Others: 
Knowledge Transfer through Translation, 1829-2010（2012）、From Eileen 
Chang to Ang Lee: Lust/Caution（2014）、Modern China and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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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diation（2014）。
（二）「集體意識與現代性：歐亞研究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批判」（2009-

2011）：現代華文文學文化的成長背景，與各種集體意識的影響與操控密
切相關。如何運用當代理論（如批判理論、精神分析、解構主義、女性主

義、後殖民主義、後現代主義等）來解釋與揭示文學文化作品中的集體意

識與意識形態的面貌，進行批判性的分析與探討，是當今現代文學研究的

一個重點。本計畫透過對種種文化符碼與文化敘事的修辭學、美學與心理

分析，探討文學文化現代性的集體意識深層結構，包括威權時代與商業時

代的文學文化、文學文化中的情色與身體、文學文化話語與政治話語的關

係、文化修辭與敘事中的欲望與烏托邦。

（三）「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2012–2014）：文學
主體性的問題，是近幾十年以來文學和文化研究（及其理論探討）中或隱

或顯的關鍵議題。本計畫從理論化的角度探討現當代華文文學、文化（包

括電影、視覺藝術、通俗文化等）中所呈現與主體性有關的面向，包括作

者與主體性、敘事者（或抒情者）與主體性、作品人物（角色）與主體性、

語言與主體性、主體性與記憶、現代主體性與後現代主體性、後殖民主體

性、主體與自我、主體與他者、主體的歷史性、主體化與流動的主體性、

政治語境與跨文化情境下的主體建構與解構、意識型態與主體性、主體性

圖六 文哲所出版品之二



608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與修辭等等。本計畫專書有：《翻譯與跨文化流動：文本、文體、語言與

知識建構》（2015）、�e Politics of Memory in Sinophone Cinemas and Im-

age Culture: Altering Archives （2017），即將出版�e Assassin: Hou Hsiao-

hsien’s World of Tang China（2018）。
（四）「翻譯與跨文化協商：華語文學文化的現代性、認同、性別與創傷」

（2015–2017）：本計畫擬結合翻譯研究與跨文化研究（transcultural stud-

ies），探討華文文學文化的現代性、認同、性別與創傷議題。跨文化研究是

近十餘年來國際學界新興的研究領域，翻譯研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環。

跨文化研究的興起，既是對多元文化概念的檢討，也是回應及挑戰傳統比

較研究及後殖民研究。有別於多元文化概念，跨文化研究的重點不在討論

差異、認同與溝通，而是關注各文化的混雜本質、各文化間的相互連結，

體認他者文化的不斷滲透，如何成為自我不可分割的部分，進而促成自我

的轉化與創新。本計畫已出版論文集：《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

（2016）。

二、哲學研究方向

中國哲學研究室

中國哲學研究同仁推動數個研究計畫，並進行哲學文獻的資料整理，

重要成果如下：

（一）「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研究計畫（2006–2009）：這是由中
國哲學與比較哲學的同仁共同參與之計畫，主要從跨文化的比較與宗教哲

學的對話角度，解析中國哲學與／在東亞哲學的互動與發展關係。研究成

果匯集為《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體用修證篇》（2010）、《跨文化

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2011）、《跨文化視野下

的東亞宗教傳統：個案探討篇》（2012）。
（二）「越南儒學」研究計畫（2008–2011）：本計畫為本所與越南社會科學
院哲學研究所的國際合作計畫，也是跨文化視野下東亞哲學的具體研究。

一方面探討越南後黎朝著名的百科學全書式儒者，也是越南儒學的代表性

人物黎貴惇的哲學、經學、史學、文學與宗教的多面向研究，另一方面從

東亞文化交流的觀點，研究越南文學、宗教與獨立運動等議題。成果編輯

為《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2012）、《東亞視域中的越南》（2015）。



609中國文哲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組

（三）「東亞哲學中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研究計畫（2013–2014）：本計畫
聚焦於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問題，藉由此研究議題的開展，既能

使中國哲學與東亞各國的哲學思想產生內在的聯繫，也能提供當代實存問

題的思考，顯示東方哲學的特色，並進一步與西方哲學進行對話與會通。

研究成果為《東亞哲學的生死觀》（2016）、《東亞哲學的終極真理》（2017）。
（四）「當代中國哲學經典之詮釋與論爭」研究計畫（2015–2017）：本計畫
針對當代中國哲學研究的經典著作，分別從哲學史的反思、哲學詮釋類型

與義理型態的論爭，以及中國哲學的當代論爭等面向加以開展，期能藉由

當代中國哲學經典之詮釋與論爭，返本開新，促進未來中國哲學的健全發

展。研究成果為《中國哲學史書寫的理論與實踐》（2017）。
（五）哲學文獻資料整理方面：1.《羅洪先集補編》（2009）之點校：羅洪先

是陽明後學重要的思想家，本書所彙集的資料，未見於大陸所出版陽明

後學文獻叢書的《羅洪先集》。故此書對於陽明後學羅洪先思想之研究，

有所助益。2.《四書私存》（2013）之點校：此書是浙中王門季本的重要著

作，除有助陽明後學季本思想之研究外，也反映陽明學發展與傳播的情

形。3.《善餘堂文集》（2013）之點校：此書是清代徽學的代表人物江永的

重要著作，在清代學術史具有重要的地位。4.《劉子節要（附惲日初集）》

（2015）之點校：本書主要收入明末清初學者惲日初編輯之《劉子節要》及

圖七 文哲所出版品之三



610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惲氏個人著作。惲日初仿照高攀龍編《朱子節要》的方式，分為十四卷，

將劉蕺山著述文字分門別類採入其中；惲氏個人著作則包括《惲遜庵先生

文集》、《惲遜庵先生文槀》、《不遠堂文集》鈔本、《續證人社約誡》。此書

有助於學界認識惲氏個人學術思想，並釐清清初蕺山學說的傳播歷程，有

助於認識清初學術思想發展的面貌。5.《周易》（2017）之點校：本書據越

南翰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圖書館所藏抄本點校，內容主要為明朝胡廣

《周易傳義大全》的節錄。本書原是以科舉為目的的基本讀物，本書編著

者、校讀者有不少加筆，從本書的節錄方式與加筆內容著眼，實為研究越

南《易》學的重要資料。6.《泉翁大全集》（4冊，2017）、《甘泉先生續編大

全》（上下冊，2017）之點校：此兩套書為明代著名學者湛若水（甘泉）著

作全集、續編的點校，是研究明代哲學思想、政治社會、書院教育的重要

資料。

比較哲學研究室

比較哲學同仁近十年進行了以下數個主題計畫，其計畫名稱與成果為：

（一）「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2006–2009）：本計畫旨在對東西主
要宗教傳統進行比較研究。研究方法強調跨文化的面向，以哲學（如詮釋

學與現象學的進路）與思想史的探討為主，輔以社會學及人類學的探討。

具體成果包括《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多元對話篇》（2010）、《跨

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體用修證篇》（2010）、《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

宗教傳統：當代新儒學與京都學派》（2011）、《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

統：個案探討篇》（2012）、《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理論反思篇》

（2013）。
（二）「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2009–2012）：本計畫站在跨文化哲學
的視野處理儒學工夫論的基本問題、修養論與主體問題以及工夫論與政

治哲學。計畫成果有《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工夫論與內在超越性》

（2014）、《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政治哲學》（2014）、《跨文化哲學中

的當代儒學：與京都學派哲學的對話》（2015）、《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

學：工夫、方法與政治》（2016）。 

（三）「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2012–2015）：本計畫包
含三項重點：概念轉換問題、西學東傳問題、近代東亞思想與西方文化之

互動與比較。除採用哲學和歷史學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也參考文化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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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文化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相關論述。具體成果包括《近代東西思想交流

中的西學東漸》（2016），其餘成果正編纂中。
（四）「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爭」（2015–2017）：本計畫就近代啟蒙脈
絡中的「信仰與價值」、「實踐與倫理」及「思想與方法」三項主題，探討相

關的思想論爭，以其反思論爭的意義及其方法論。研究成果正編輯中。

三、經學研究方向

經學文獻研究室

經學研究同仁之重要研究成果如下：

（一）經學文獻彙校整理：出版《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文獻》（2008）、《楊

復再修儀禮經傳通解續卷祭禮》（2011）、《儀禮注疏詳校外三種》（2012）、
《文革時期評朱熹》（上下，2013）、《袁鈞集》（2013）。
（二）歷代經學史研究：召開魏晉南北朝經學、秦漢經學會議，以期深入探

討歷代經學史。為更有系統地研究民國以來經學的傳承演變，乃編輯「民

國時期經學叢書」十輯六百冊（2008–），收書一千四百種。
（三）重點計畫：

（1） 「民國以來經學研究」計畫（2007–2010）：已出版《變動時代的經學和

圖八 文哲所出版品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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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學家——民國時期（1912–1949）經學研究》（7冊，2014）。計畫成

果還包括《李源澄著作集》（4冊，2008）、《張壽林著作集——續修四

庫提要稿》（4冊，2009）、《張壽林著作集——古典文學論著》（上下，
2009）、《周易人生觀》（2012）。

（2） 「民國以來經學研究——新中國時期」（2011–2012）：計召開四次學術

研討會，發表論文共60篇。

（3） 「臺灣經學研究——明鄭時期∼日治時期」（2013–2014）：共召開二次

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25篇，計畫成果包括《清領時期臺灣儒學參考

文獻》（2013）。

（4） 「戰後臺灣經學研究」計畫（2015–2017）：召開六次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共128篇。
（四）小型經學研討會：如「《春秋》人物形象之轉變」（2015）、「離詞、辨

言、聞道——古典研究再出發」（2016）、「日本江戶時代《論語》學之研究」

（2017）。

圖九 文哲所出版品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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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本所歷年所執行之集體主題研究計畫一覽表（2008-2017）：

執行時間 計畫名稱 主持人

2006.1-2008.12 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之開展 王璦玲、胡曉真

2006.1-2008.12 中國文人生活之道與藝（一）：自我技術之探討 劉苑如、何乏筆

2006.1-2008.12 記憶、歷史與敘事：現當代兩岸四地文學及影像文化研究 彭小妍、李奭學

2006.2-2009.1 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 李明輝、林維杰

2006.1-2008.12 「儒家經典之形成」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7.1-2011.12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 李奭學

2007.1-2012.12 民國以來經學之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2008.1-2008.12 兩岸三地當代大眾文化批評 楊小濱、張季琳

2008.1-2010.12 書寫懺悔：中國文學與宗教的接點 李豐楙、廖肇亨

2009.1-2010.12 集體意識與現代性：歐亞研究語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批判
彭小妍、楊小濱、 
張季琳、陳相因

2009.1-2011.12 行旅、離亂、貶謫與明清文學 嚴志雄、林玫儀

2009.2-2012.1 跨文化哲學中的當代儒學
李明輝、何乏筆、 
林維杰、黃冠閔

2009.1-2013.12 漢詩與外交：十四至十九世紀東亞使節及其文化書寫 廖肇亨

2012.1-2014.12
明清文學經典中之知識建構與文化思維：文本‧理論‧文
化交流

王璦玲、李奭學

2012.1-2014.12 苦、劫、惡、魔：中國宗教與文學中的試煉書寫 劉苑如、劉瓊云

2012.1-2014.12 主體性的流變：跨文化情境中的華文文學文化
彭小妍、楊小濱 
陳相因

2012.2-2015.1 近代東亞與西方思想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
陳瑋芬、李明輝 
黃冠閔

2013.1-2014.12 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
林月惠、鍾彩鈞 
周大興、鍾振宇

2013.1-2014.12 臺灣經學研究（一）——明鄭時期∼日治時期 林慶彰、蔣秋華

2013.1-2017.12 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翻譯實學：明末耶穌會的故事新說 李奭學

2014.1-2016.12 共相與殊相：十八世紀前東亞文化意象的匯聚、流傳與變異 廖肇亨

2015.1-2017.12 中國文學文化中的武備論述與戰爭書寫：以元明清為中心 廖肇亨、胡曉真

2015.1-2017.12
翻譯與跨文化協商：華語文學與文化中的現代性、認同、性
別與創傷

彭小妍、楊小濱、 
陳相因

2015.1-2017.12   當代中國哲學經典之詮釋與論爭
鍾彩鈞、吳汝鈞、 
林月惠、周大興、 
鍾振宇

2015.2-2017.12  近代啟蒙脈絡中的思想論爭
楊貞德、林維杰、 
黃冠閔

2015.1-2017.12 戰後臺灣的經學研究 林慶彰、蔣秋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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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文化與創新思維的交融。中國文哲研究所成立宗旨在於擷取

古往今來中國文化的精髓，以作為當前文化創造的活水源頭。面對當前由

歐美文化主導的現代社會，如何闡發中華文化精深的人文精神，為現代科

技社會注入人文關懷，並為當前的世界文明提供寬廣視野，乃是本所的根

本任務。因此，本所將加深中國文哲的傳統精蘊，開發新的學術話語與多

元表述，為傳統注入新生命，讓新文化充實內涵與深度。

（二）多元研究與科際整合的強化。本所同仁具有多元的學科背景，各

自接受過東西不同傳統的學術訓練，對於世界相關研究成果具有開闊的視

野與精密的操作能力。本所希望在堅實的文獻解讀之上，開展多元的研究

觀點，與國際學術潮流對話，並對海內外的理論原型提供修正基準。而在

參照新理論、融匯新方法、開發新課題與文獻編校整理方面，本所更始終

是國、內外漢學研究重要的參考座標。

（三）國內資源整合與國際交流平台的並重。本所自成立以來，即積極

展開與國際漢學界的溝通對話，同時與國內相關學者及學術機構建立合

作關係，並善用院方提供的資源人力，發掘優秀人才，提供彼此學習的平

台，一方面引入新觀點、新方法，一方

面也希望將臺灣學界卓越的研究成果

介紹給全世界。除了有系統、有計畫地

譯介海外的研究成果，並召開各種國際

會議，提供國內外優秀學者溝通對話的

場域。同時匯通海內外學界的優點，培

育優秀人才，從而創生新的學術形態與

論述方式，成為動力十足的學術交流平

台，儼然成為本所極為鮮明的特色。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圖十 胡曉真所長與博士後研究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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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圖書館自1990年 7月開始訪求文哲書刊以及接受各界贈書，迄

今將屆滿28年。截至2017年12月底，館藏圖書資料總計435,785冊（捲、
片、種），其中圖書337,898冊（含普通線裝書42,781冊、善本書2,278冊）、
期刊合訂本39,981冊、微縮單片7,063片、微縮捲片1,635捲、光碟3,424

片及錄影帶725捲。在研究同仁與館員的齊心努力下，兼顧當下與未來的

研究需求，有系統地逐年蒐集各項資訊與學術資源。目前以採購、交換及

贈送等方式，取得各種媒體形式的館藏資源。本館依據同仁的五大研究方

向——古典文學、近現代文學、中國哲學、比較哲學、經學文獻，進行館

藏資源發展、資料整理、參考諮詢、館際合作等服務，在國際資料交流方

面皆有長足進步，成為國際重要漢學研究資源典藏機構，乃是本所圖書館

長期館藏之發展目標，已普獲國內外學界人士佳評。今後將在既有的基礎

上，為學界提供更好的資源服務。

柒 一座「文哲研究」的專業圖書館
——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

圖十一 文哲所圖書館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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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設立籌備處，2004年正式成所
http://www.ith.sinica.edu.tw

臺灣史研究所

一、籌備與設所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之成立，曾經歷「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

「臺灣史田野研究室」、「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長達十八年之醞釀。1986

年，在已故院士張光直（1931‒2001）先生積極推動國內臺灣史研究，結合

歷史語言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三民主義研究所的人力

資源，共同籌劃「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1988年4月轉型成「臺灣史田野

研究室」，翌年7月，院方正式編列預算，推展史料蒐集與各項研究工作。
1993年 1月，臺灣史田野研究室召集人張光直院士鑑於設所時機已趨成

熟，遂在2月向院方提出「建議成立『臺灣史研究所』案」。同年6月26日，
總統府核准設立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7月10日，吳大猷（1907‒2000）院

長聘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黃富三教授出任籌備處主任。1998年7月，
黃富三先生請辭籌備處主任，由本院院士、經濟學研究所研究員劉翠溶女

士接任。2003年10月，由於劉翠溶女士獲聘為本院副院長，遂由當時本

院的總辦事處處長、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莊英章先生於11月接任處主任。
2004年3月，籌備處基於基礎資料的蒐集整理、研究人力的增強、組織架

構的設立、總體研究成果的累積等方面已趨於成熟穩定，並獲學界的肯

定，乃提出正式成所建議書，提請評議會審查。4月7日，經第十八屆評

議會第四次會議審查通過，由院長呈請總統核准。7月1日經總統府核准，
正式成立臺灣史研究所，由莊英章先生擔任所長。2005年9月，因國立交

通大學借調莊英章先生轉任客家文化學院院長，李遠哲院長聘請本所研究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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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許雪姬女士擔任第二任所長。2011年由謝國興研究員續任第三任所長，
2017年再由許雪姬女士接任第四任所長迄今。

二、成立宗旨

臺灣史研究所的成立宗旨，在以宏觀與微觀角度重建臺灣歷史演變的

形貌；透過與東亞及世界相關區域的比較，探究臺灣社會發展的特質，進

而以整合性的臺灣研究，致力於歷史學及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創新。

三、使用空間

隨籌備階段的不同，本所的使用空間屢有更迭，但至今仍為空間不足

所苦。1986年臺灣史田野研究計畫初設工作室時，位於本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的舊大樓一樓（已拆除，目前為歐美所現址）。1990年遷入史語所傅斯年

圖書館地下室左側（時為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1993年6月，臺灣史研

究所籌備處成立，遷址於近代史研究所舊大樓C棟，不久即面臨空間不足

圖一 2017年9月4日臺灣史研究所第四任新、卸任所長交接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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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處境。1996年2月遷入動物所舊大樓標本館，並保留原近史所C棟作為

圖書館。迄2004年7月正式成所前，仍需仰賴本院動物研究所、近代史研

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中國文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以及物理研究所

惠借空間，以濟不時之需。長期的空間問題，導致本所研究人員、行政部

門、圖書館設備等分散多處，對業務推動、人員溝通，均造成相當的不便。

院方至為關切本所的空間問題，因而在籌建「人文社會科學館（人文

館）」時，將本所規劃於人文館北棟的五、六、七共三個樓層。在大樓即

將完成時，院方因獲得臺塑集團捐建臺灣文物歷史大樓的承諾，遂協調本

所在過渡階段先行讓出一個樓層給原未規劃遷入的法律所籌備處，作為該

所日後的發展空間。後因捐贈生變，導致本所樓層減少，在2007年 1月遷

入人文館時，反而需向政治、法律兩籌備處借用若干空間，方敷使用。

近幾年，隨著檔案館典藏數量的增加、人員的擴增，空間的使用需求

更形迫切。目前雖已獲院方同意使用南棟10樓層（原環變中心，因環變中

心尚未遷出，故今尚未遷入），即使遷入仍懸隔北、南棟，使用仍有不便。

如何解決空間問題，避免對本所的長期發展造成障礙，可說是本所及院方

亟需面對及解決的問題。

本所在籌備處設立之初，專任研究人員僅有2名，雖至2017年12月

止，專任人員已增聘至研究員10名（含合聘4名，包括一名特聘研究員）、
副研究員10名、助研究員4名、研究副技師1名，兼任研究員3名（包含一

名特聘研究員），但依本所1993年提出的「設所規畫案」，預算、員額與相

關設施需依隨本所的發展而有相應的成長空間。如以本所設所目標為準，

並參酌增強國際競爭力的最低需求，臺史所至其成熟期，應有編制內研究

人員30名、行政人員5名，目前與理想目標尚有一段距離。
本所2008至2017年歷年員額與預算參見圖二及圖三，預算執行率均

達95％以上。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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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2008-2017年臺灣史研究所人力統計圖

圖三 2008-2017年臺灣史研究所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8 19 19 20 19 19 21 21 19 21

■ 行政人員 3 3 3 3 3 3 3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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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預算 74,545 80,667 85,180 91,214 93,042 91,995 91,519 95,257 96,574 94,070

■ 院外補助（含委託） 20,686 21,300 18,250 21,680 39,552 42,395 39,991 30,746 17,776 39,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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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發展目標

    臺灣史研究所的發展，在於達成中央研究院作為國際臺灣史研究重鎮的

目標，並推動本土學術的發展。基於前述的設所宗旨，本所致力於推動社

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環境史五大重點研究領域，並依

據中長程目標，發展以下三種取向的研究：

（一）基礎學科研究

以歷史學為基礎，結合相關學科之理論與方法，從事貫時性實證研

究；並廣泛調查、蒐集國內外官方及民間資料，設立檔案館，從事資料整

理、典藏、閱覽、展覽與數位化，建立臺灣史研究的史料學，推動臺灣歷

史文化的發展。

（二）區域比較研究

探究臺灣內部的區域差異，並注意臺灣與中國大陸、東亞及環太平洋

地區等的歷史文化交流，包括人群來往、互動及認同等關係。

（三）整合性研究

對於臺灣歷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推動跨學科、跨區域和長時段的整合

性主題研究計畫，以擴大臺灣歷史的研究範圍和理論視野，進而建構臺灣

歷史與社會發展的系統性知識。

二、研究與重點

「臺灣史」成為歷史學門的明確領域，在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

備處設立時已正式標示。目前，本所研究人員的學科專長有歷史學、人類

學、政治學、地理學、社會學、法律學等，使本所具有學科對話及科際整

合的條件，並進而凝聚出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

史五個研究群，做為學術研究重點與發展方向。各研究群除依個別規劃進

行獨立研究，亦採取相互協調的合作模式，分享相關主題的研究成果。

參 研究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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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以各研究群的主要研究課題與未來研究重點，及規劃中之整合型主

題計畫等，分述如下：

（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

成員：林玉茹（召集人）、謝國興、陳宗仁、曾品滄、鄭維中、黃富三（兼

任研究員）

主要研究課題著重在臺灣農工產業與對外經貿關係的發展，以及社

會生活變遷等研究。目前規劃並執行的中長期研究重點，約可分成四個主

要領域：1.「近代東亞多元勢力的競合與早期臺灣的發展」，主要探討16、
17世紀以降伴隨著航運的發展，所引起各種商業、政治勢力對於市場、領

土、商品、宗教傳佈等目標所採取的合作與競爭關係，及其對臺灣的影

響。除了研究之外，也致力於中、日、荷蘭、西班牙古文獻資料的蒐集、

解讀與翻譯等工作。2.「臺灣農工產業與對外貿易的躍進」，探討自17世

紀以來，臺灣各種農業與工業的變遷，以出口貿易為導向之經濟體制的塑

成，及其在不同時代的特色與影響。3.「臺灣社會生活與傳統信仰的傳承

與遞變」，探討多族群社會在臺灣的發展歷程，包括地域社會型態、社會

組織、民間信仰、生活儀俗的傳承與轉變等。4.「輿圖與圖像研究」，著重

蒐集、解讀自17世紀以來與臺灣及周遭海域相關之各種形式的輿圖或圖像

資料，考證版本、申論其所反映的歷史訊息，更進一步將這些圖資與解讀

資料彙編出版。

為了深化上述課題的研究內涵，並突顯臺灣在全球史脈絡中的地位

與獨特性，在研究策略上，本研究群近年積極與國內外相關研究者與學術

研究機構合作，舉辦國際研討會與工作坊，藉以強化跨學科對話、跨區域

比較及科際整合，包括：1. 每二∼三年舉行一次國際學術研討會，固定會

議主題有二：「臺灣商業傳統」、「產業發展與社會變遷」。此外，因應不

同主題需求而不定期舉辦之國際研討會，如2013年與國立清華大學、西

班牙塞維亞大學、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等共同舉辦「大航海時代的臺灣

與東亞」國際研討會；2014年與林本源基金會、本院社會所合辦 “Island 

vs. Empire: Taiwan, Hong Kong, and Ireland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等。2. 依特定研究議題之需要與國內外研究機構

合辦之工作坊，如「檔案間的對話：近代史上的社會與法律變遷讀書會」

（2008‒2011）、「霧峰林家文書解讀會」（2008‒2014）、「〈臺灣田園墾禁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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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地圖解讀工作坊」（2012‒2015）、與韓國高麗大學合作舉辦「臺灣與朝

鮮殖民地經濟史比較工作坊」（2102‒2016）。3. 不定期舉辦「午餐演講會」，
固定邀請國內外學者前來報告和交換研究心得。4. 將各種重要國際研討會

會議論文與各史料解讀班或工作坊的史料解讀成果，加以彙編出版，使研

究結晶得以積累並推廣。

（二）殖民地史研究群

成員：鍾淑敏（召集人）、許雪姬、陳姃湲、曾文亮、王泰升（合聘研究員）

殖民地史研究群以日本在臺統治五十年為主要研究斷限，由於臺灣歷

史具備縱的繼承與橫的移植兩個面向，本群的研究觸角也向前延伸至清

代、向後延伸至戰後臺灣，強調歷史主體性。首先關注於清代到日治時期

政權交替時政治、社會與文化各種變化發展，特別是人物與重要家族研

究，例如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如何重新與執政者建立關係。

在主要的日治研究上，涵蓋家族史、統治政策、政策史與社會邊緣底

層的探討。 目前著重的研究議題包括：1. 有關總督府確立統治後，如何有

計畫實施官營移民計畫，招攬日本資本進入臺灣，並逐步以臺灣為中心向

南洋與中國華南地區進行產業開發，其南支南洋政策如何建立等；2. 法制

史研究上，本群強調法律對當時的社會意義，對於1895年臺灣總督府如

何逐步導入西方式的法律體系於殖民地臺灣，並依據其需要加以調整。例

如，對祭祀公業性質的探討，傳統中國家族體系如何轉化為符合近代法體

系的過程。3. 日本帝國擴張後，人的流動問題。例如，朝鮮娼妓在臺灣、
臺灣人前往中國（包含滿洲國）的發展，被殖民者如何在海外進行活動。

本研究群將持續研究日治及戰後的霧峰林家、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

也在既有基礎上探討臺灣地域上人群分類機制，釐清當時統治者劃分本島

人與內地人之意義，也希望對當時辯護士（律師）社群進行了解。4. 為跳

脫以往以殖民母國日本為核心所進行的帝國史研究脈絡，對長期被忽略的

社會底層人物，包含娼妓與精神病患的生活史加以討論，致力從被殖民者

及邊緣社會的立場，勾勒出日本帝國版圖中的東亞世界內部結構性質，及

其中一分子的殖民地臺灣的社會特質。

除深化前述日治時期各項重要議題外，本群也將研究視野向後擴及至

戰後，關注「橫向移植」制度與統治體制等對臺灣造成的深遠影響。2011

年至2013年執行本院「戰後臺灣歷史多元鑲嵌及主體創造」三年期主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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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便是上述議題的呈現。主要關懷有三：（1）「外來政權與臺灣本地人才

登用」：外來政權如何利用考試制度，在統治、懷柔本地菁英與保持自身利

益之間，透過額定的方式，限制臺灣人材的任用，以取得統治平衡？（2）

「二次戰後臺日政經關係之重建與發展」：戰後日本與臺灣如何在「日華關

係」下維繫、成長？戰後日、臺兩地之人，如何憑藉臺灣淵源，在「脫殖
民」之後恢復或者重新建立官、民之政經關係？（3）「國家法律上人群分類

機制」：戰後臺灣地域在國家法上如何延續日治時期人群分類機制及其產生

的法律效果。隨該主題計畫的結束，上述議題的研究也積累了不少成果。

另外，本群透過日記解讀與出版，嘗試從不同階層的人物理解當時政

治社會環境，彌補以往研究多著重官方或有限的私人文書的不足。至2017

年為止，出版的日記史料包括《灌園先生日記》、《臺灣總督田健治郎日

記》、《黃旺成先生日記》（未完）、《楊水心女士日記》、《陳懷澄日記》（未

完）、《陳岺女士日記》、《林紀堂先生日記》、《籾山衣洲在臺日記》、《駐臺
南日本兵1904年日記》、《葉盛吉日記》（未完）等多種。除文字史料外，本

群也長期進行大量的口述歷史訪談，舉凡婦女史、特定政治事件議題（如

二二八、白色恐怖）、大家族興衰，更與立法院、行政院國家防災中心等

機構合作進行立委、九二一災後重建的人物訪談，配合研究主題，讓口述

訪談的對象更為多元，前述訪談均已出版。在數位資料庫的建置上，本群

與本所檔案館更合作進行包括「臺灣人物資料庫」（已完成約六百位人物）、

「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臺灣日記知識庫」（已收錄14種日記）的建

置。目前本群也持續擴大與國內外研究者的對話，舉辦演講、研討會與工

作坊等學術活動。其中，常態性的研討會活動，包括自2000年以來舉行六

次日記研究的研討會、兩屆人流與跨境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2016年以來

與韓國漢陽大學比較歷史研究所共同舉辦之「臺韓比較研究」工作坊等。

（三）族群史研究群

成員：詹素娟（召集人）、洪麗完、林文凱、施添福（兼任研究員）、柯志

明與康培德（均為合聘研究員）。

史前時代以來，臺灣島內的人群結構與社會發展就呈現多元分立、各

自發展且相互影響的複雜形勢。本群在研究上，除以臺灣各族群的空間特

性與意義、社會文化、互動接觸、歷史變遷等作為主要內容外，亦擴及臺

灣與東南亞、東北亞、中國邊區，甚至大洋洲等地的族群類緣、往來、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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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文化、認同關係的研究與比較。核心議題有三：一是殖民理論、殖民

與被殖民關係的國家與社會研究，二為區域差異、貿易體系與交流往來研

究，三是族群性、族群認同與國家建構研究。而在獲致特定時空或族群研

究成果後，再進行跨地區、跨時間層的比較研究。具體的研究課題，以下

分項說明。

1.  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的建立與發展
此一研究主要從國家統治理性（日治殖民統治、國民政府威權統治與解

嚴後民主統治）、民族主義（日本民族主義、中國民族主義、臺灣民族主

義）兩個面向，針對考古學、人類學與歷史學的學科知識，透過日治到

戰後以來臺灣考古學者、人類學者、歷史學者的研究發現與詮釋架構，

討論臺灣原住民族起源與演變、原住民族對人類學知識體系的反省與回

饋，以及歷史學如何從以文獻為準的研究取向，朝跨學科、多素材轉向

的發展。

2.  臺灣沿山邊區社會秩序考察（18–19世紀）
此研究聚焦於臺灣沿山地區的移民方式、民間習俗，兼及國家的軍事武

力與政治控制，一方面探討原住族群的社會組織與習俗如何影響其回應

外人的方式，進而指出區域的特色與差別；另一方面，藉由沿山邊區「撫

番租」不同於一般「番大租」的性質釐清，可說明山麓作為原住民族與外

來者互動接觸的灰色地帶，其歷史圖像能揭示臺灣史的多元族群性。

3.  帝國與地方社會：恆春半島與埔里盆地之比較（19–20世紀初）
此研究針對1875年清廷全面撤除番界後，移民在帝國支援下如何在恆

春半島、埔里盆地取得資源如林木、土地及山產，並與當地原住民、舊

移民相互競爭與合作，以建立新的生活空間。具體課題包括：移民與當

地「生、熟番」及閩、客、土生仔（閩人與「生番」混血兒）的互動關係，

原住族群的生活空間與社經變遷，以進一步瞭解「開山撫番」後沿山邊

區族群關係與部落社會的變遷。

4.  國家身分制度下的原住民歷史發展
此研究以清代對原住民族（即歷史上的「生番」、「熟番」）的治理單位

「番社」與藉此產生的「身分」特性，日治時代屬地主義的「蕃地」與「蕃

人」身分區別，以及戰後基於「特別行政區」、「普通行政區」的空間差

別所衍生的「山原」、「平原」的身分差異，討論其在不同時代的歷史延

續、斷裂轉折，進而對當代原住民族政治經濟發展的影響。其次，18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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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中葉以來，「熟番」族群意識經歷了凝聚、發展、消失與再現的多重變

化。因此，「熟番」多重認同變遷研究，也是重點之一。

5.  歷史上的原住民族土地問題
此研究主要在探討日治時期所謂「蕃地」從廣義到狹義的發展過程，一

方面注意東臺灣平地編入普通行政區及「平地蕃」人群類屬的出現，二

方面鎖定中央山地的「蕃人所要地」劃設過程與重要特徵。在此歷史理

解的基礎上，進而對戰後「山地保留地」的政策、規劃、發展與流失，

提出不同於地政學者的觀點。同時，亦關注「傳統領域」在日治時代的

界定與當代劃設行動間的辯證關係。

6.  客家研究
祖籍鄉貫的閩、粵，方言文化的福佬、客家，是臺灣歷史上兩組人群的

認同、結合、分類標準，且在北臺灣呈現清楚的交替軌跡。本研究即在

追溯從清代至民國時代，從「粵人」到「客家」的發展，作為掌握臺灣北

部客家基本面貌的有效途徑。此外，本研究群也從族群互動角度釐清臺

灣內山社會的形成。以客家族群遷徙與社會適應議題為例，討論晚清到

日治結束以前的客家聚落歷史發展，此研究將有助於了解客家社會在歷

史與地方社會中的複雜性。

為凝聚課題、深入探討研究群的主要學術關懷，本群以「族群、歷史

與地域社會」主題作為整合同仁個別研究議題的討論框架與長期發展方

向，藉以辦理大型學術研討會、工作坊與演講會，並與國內外或學院內

外同仁交流研究資料、經驗與心得。包括：1. 本群成員洪麗完自2006年

起即主持「沿山地區研究小組」，辦理演講、古文書研讀、工作坊（2007、
2012）與研討會，延伸相關的研究課題。迄今為止，「族群、歷史與地域

社會」研討會已舉辦四屆（2007、2009、2011、2015），「沿山地區聚落與

族群」研討會亦已召開兩屆（2009、2012）。2. 2013‒2017年間，本群積極

參與本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支持補助的學術活動，如林文凱與詹素

娟2013年進行的「新清史讀書會」、林文凱與曾品滄於2014年進行的「世

界史觀點下十九世紀的臺灣歷史」工作坊、詹素娟與林玉茹合作進行的

「1784年臺灣田園分別墾禁圖說」解讀工作坊（2013‒2014）、「清乾隆中葉

臺灣番界圖」解讀工作坊（2015）等。3. 本群也重視田野調查，除「沿山地

區研究小組」、「邊區臺灣研究」定期辦理臺灣沿山地帶及中國邊地（廣東、

新疆、湖南）現地考察（2006、2009‒2013、2015）外，亦與研究領域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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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群密切合作，共同主辦田野考察等。

（四）文化史研究群

成員：吳叡人（召集人）、陳培豐、張隆志、陳姃湲、宋錦秀

本群專長涵蓋歷史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不同學科背景，是本

所最具跨領域特色及科際對話能力的研究團隊。本研究群自1998年成立以

來，便力主重視成員的研究自主性和原創性，希望透過長期而深入的學術

對話，逐步形成具有實質意義的研究傳統。研究策略更強調跨領域科際對

話、跨斷代比較研究，以及多語言史料運用等研究取向。本研究群的研究

課題，涵蓋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法律史、建築史、17世紀臺灣社會史、
清季暨戰後臺灣婦女醫療史，以及當代臺灣文化社會學等領域。

本群均以臺灣近代文化史與東亞比較殖民史為參考主軸，積極與國內

外相關領域學者交流互動，並逐步朝向下列集體研究的方向發展，包括﹕

一、在基礎學科方面：以臺灣近代文化史為核心，除致力於日治時期研究

外，並從長時段的整體觀點進行晚清和戰後初期的跨斷代比較研究。二、

在區域比較方面：以東亞近代殖民史為範疇，結合當代民族主義研究與後

殖民史學思潮，開拓比較殖民主義的新領域。三、在科際整合方面：以多

學科為研究群發展特色，致力推動跨領域對話及國際交流，期能逐步建立

臺灣文化史成為本土研究的新興領域。另，本所研究員跨領域轉向文化史

研究，策劃編校《阪神地區與大眾休閒：近代日本現代性再考》一書，也

呼應了這股研究的趨勢。

目前，本群進行中及未來個別研究計畫與主題有：

1. 臺灣民間儀式與文化、助產醫學史與性別論述。其學術旨趣為（1）性

別、醫學與宗教論述，（2）臺灣婦女史，（3）民間儀式與文化研究。研

究主題包括：性別、知識生成與臺灣妊娠文化；性別分業暨醫學知識的

建構；性別、疾病與文化；本土文化療癒等。現正進行臺灣妊娠文化英

文專書的修訂工作，未來擬進行近代臺灣助產專業史的比較研究計畫。

2. 臺灣民族主義的歷史社會學分析、臺灣政治思想史系譜之建構，以及臺

灣政治史詮釋架構之提出。理論關懷則為民族主義、國家形成、政治認

同等。近年研究方向包括：臺灣政治思想史（「臺灣左翼傳統研究」）、

原住民政治思想史、從轉型正義的角度，詮釋臺灣殖民經驗的道德意義

等。現階段除了持續進行臺灣政治思想史的建構之外，亦將焦點延伸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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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政治史架構之上：第一，從地緣政治、社會整合與制度積累的角

度，建構臺灣國家形成史的詮釋架構；第二，確立日本殖民統治之「差

序吸收」體制對臺灣認同的塑造效果，以及戰前、戰後臺灣民族主義的

解釋機制。

3. 臺灣殖民現代性分析、日本殖民論述與殖民地文化政治。近年來的研究

課題包括19世紀臺灣的邊疆治理與領土政策，日治前期臺灣的殖民論述

與文化政治，臺灣史學的多元知識傳統與典範變遷，以及當代臺灣公共

歷史與地方記憶。在研究討論方面，則以臺灣殖民現代性分析、後殖民

史學與跨國歷史，以及臺灣島史觀等課題為主。現正進行臺灣殖民文化

史與史學史的專書寫作，以及臺灣公共歷史學的研究計畫。

4. 臺灣原住民史、明清史、西洋史學經驗與成果。近幾年除探討「臺灣史」

的史學思想與理論實踐外，主要是將漢、歐語等各語文獻，放眼於近

代初期世界史，或明清東亞／東南亞的歷史脈絡中，探索16到18世紀

臺灣的社會與文化。研究對象在原住民史方面，已由先前的所謂「平埔

族」，深入到現在的法定原住民族，如泰雅、賽德克、布農、排灣等。

除了原住民族之外，也考訂荷語文獻、檔案所載之歷史地名，並持續致

力於荷語檔案，如「決議錄」、「長官書信」等的文獻譯註工作。

5. 臺灣語言與文學史、流行歌謠、日本語同化政策。臺灣的「殖民特異性」

做為問題意識的出發點，其範疇大致包括：（1）日治時期的臺灣文學發

展與讀書大眾之間的關係，（2）臺灣的漢詩與漢文體，（3）近現代臺灣

的聲音文本——歌謠。上述三個研究對象雖然都是臺灣，但均以東亞、

特別是日本與中國為思考座標；是一跨領域式的研究，希望能克服以往

一些研究以單線式的手法、將文化問題扣連到Nationalism的缺點，而

企圖能更精緻地闡述臺灣的本質。

本群也致力舉辦各種學術討論活動，引介當代各國關於殖民主義及民

族主義之代表性研究成果，進而開拓比較殖民文化史等新的研究領域。在

國際學術工作坊及研討會的舉辦方面，自2007年起，陸續主辦「比較殖民

主義」等小型讀書會、「比較殖民主義與文化」國際學術工作坊、「帝國在

臺灣」工作坊、「比較殖民主義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日治時期的譯

者與譯事活動」國際學術研討會。此外，每月定期舉行咖啡時間演講，邀

請各相關領域的研究人員進行報告和討論。未來將著重以日本殖民時期為

出發點，透過工作坊及整合型研究計畫，推動臺灣近代社會文化史及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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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殖民史等兩大方向的主題研究。

（五）環境史研究群

成員：劉士永（召集人）、顧雅文、劉翠溶（兼任研究員）

本群以疾病史、災害史、生態環境史等為主要研究課題，2007‒2009

年間曾執行中央研究院主題計畫「二十世紀臺灣與華南沿海地區疾病感染

與環境變遷互動之探討」。此一為期三年之中長程研究計畫以寄生蟲疾病

為重點，在時間上以有近代公共衛生資料的二十世紀，在空間上以臺灣與

華南沿海地區，尤其是福建與廣東，為主要研究範圍。除完成預定之研究

目標外，本研究群希望藉著執行此一計畫，更為有系統地整合研究群內既

有的人力與研究目標。自2007年開始，本研究群即透過中長期研究計畫之

執行，除對內深化社會經濟、生態環境與疾病之間的互動關係，並探討這

些關係帶來的影響，以深化目前方興未艾的疾病發生與環境變遷研究向度

外，也結合所外其他學門如人類學與地理資訊（GIS）中心之研究人力，將

現代分析技術與其他學門觀點，運用於分析因農業發展、工業化及都市化

等因素所導致之人為與自然環境變遷。2010‒2013年更投入「中央研究院

新興專題研究計畫：環境變遷」，在環境變遷的大主題下，環境史分項由

四個團隊分工合作，探討臺灣水資源利用、土地利用與生態環境的變遷，

以及原住民遷村的問題。

本研究群既往之研究課題涵蓋面甚廣。其中，為東亞環境史研究提

出總體發展方向，以及用疾病作為環境變遷評估指標，可視為本研究群

較有特色之項目。劉翠溶院士從環境史的角度，鼓勵學者由永續發展性

(sustainability)的角度，探索中國歷史上農業移墾對邊疆地區環境的衝擊，
以及當前臺灣地區工業發展與環境承載力的關係。劉士永另就日治時期臺

灣地區山林墾殖與瘧疾發病間之關係，追蹤兩者間在流行病地理學上的意

義。劉士永亦嘗試運用GIS技術，試圖分析日治時期臺灣特定疾病發生的

區域特性。顧雅文則從水權開發與環境變遷的角度，進行一系列有關臺灣

水圳開發、水權與地方社群及金雞納樹造林等一系列研究。

除從事學術研究外，本群亦致力於參與國際相關學術活動，其中尤以

組織東亞環境史學會（Association of East Asian Environmental History）最

受注目。2010年由劉翠溶院士發起組織東亞環境史學會，迄今已有正式會

員200餘名，分別來自臺灣、中國大陸、菲律賓、印度、日本、美國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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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國家或地區，誠然已為環太平洋地區凝聚東亞環境史學者之重要國際

學會。2011年10月24‒26日在本院召開第一屆東亞環境史學會年會，年

會期間，經國際環境史學會（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Organization, ICEHO）會長Professor Jane Carruthers FRSSAf正式

來函確認，並推選劉翠溶院士擔任首屆會長。2017年，劉士永研究員以臺

灣區代表再度獲選新任會長，除努力推動學會庶務外，並積極籌備2019

年在臺灣舉辦的環境史年會。

本群成立時間最晚，現有研究人員也僅三人，然具有高度跨學科合作

研究的特徵。由於不論是研究主題還是分析方法，環境史研究都需要其他

學科的啟發及支援，是以，與所外或其他學科研究同好形成合作關係，遂

為發展該學科與本群的必要手段。近三年來在劉翠溶院士的指導與本所歷

任所長的支持下，環境史研究群的研究數量堪稱穩定，相對地研究成果也

具水準以上之表現，除單篇論文外，代表性專書出版品則有劉翠溶主編之

《自然與人為互動：環境史研究的視角》等。

為深化臺灣史的研究發展，本所自1993年籌備處成立開始，即設置古

文書室、圖書館等任務編組，以延續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採集蒐藏民間

文書和臺灣史重要圖書的傳統。近年來，隨著史料與圖書資料蒐羅範圍擴

大、捐贈風氣增加、典藏空間擴展，以及數位資訊系統的運用，無論是史

料整理或圖書收藏等方面，皆獲致驚人的成果。

（一）史料整理成果

1993年古文書室成立；同年，因價購取得費邁克（Michael H. Finegan）
文書，開啟購買珍稀性文書原件的新徵集方式。雖然如此，田野採集、家

族或個人捐贈所藏文書，仍為原件典藏的主要來源。

2000年以來，數位典藏成為本所大宗檔案的主要蒐藏方式，如林務局

所藏日治時期及戰後接收林業檔案、臺灣博物館所藏日治時期勸業銀行檔

案，以及臺灣圖書館的日治時期圖書館舊藏文獻等數位化成果。自2004年

起，本所開始參與國科會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與臺灣省諮議會共同

肆 史料整理與圖書收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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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臺灣省議政檔案數位典藏工作，使本所檔案館的蒐藏從民間文書擴大

至機構檔案；同時，許雪姬主持的國科會臺灣文史資源海外徵集與國際合

作計畫，亦將檔案徵集工程擴展到日本、俄羅斯、中國等散存海外的臺灣

史料。

2009年，本所為進一步從事系統性的檔案文獻蒐集、整編、數位典藏

與開放應用等工作，提請院務會議通過設置「臺灣史研究所檔案館」。在檔

案館正式編制的運作下，2010年以來陸續展開如楊肇嘉（1892‒1976）之六

然居所藏臺灣史料、陳澄波（1895‒1947）畫作與文書，以及長崎泰益號文

書等大宗珍貴私人檔案的數位典藏與加值推廣計畫。目前檔案館的典藏，

依檔案來源可區分為家族與民間文書、個人文書與集藏，以及機構團體檔

案等三大類。

1. 家族與民間文書

現存的臺灣民間文書，多為維繫家族宗親生活與財產證明所留下

來的一手紀錄，型態包括土地契字、鬮書、人身契字、宗族規約、帳

簿、族譜、書信等。檔案館典藏的家族與民間文書有：岸裡社潘家文書

（1732‒1888）、金廣福文書（1775‒1938）、張達京（1690‒1773）家族文書

（1769‒1906）、鹿港郊商許志湖（1841‒1901）家族文書（1895‒1897）、長崎

泰益號文書（1889‒1950）等，都是關於土地交易、人身關係與商業貿易的

第一手史料。

2. 個人文書與集藏個人文書與集藏

個人文書與集藏個人文書與集藏，則是由個人產生或保存與工作、生

活經歷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型態也是包羅萬象，有日記、手稿、訴訟文

件、信件、明信片、照片、美術畫作等。本館的個人文書與集藏有：楊

雲萍（1906‒2000）文書（1929‒1985）、費邁克集藏、林獻堂（1881‒1956）
日記（1927‒1955）、孫江淮（1907‒2013）文書（1911‒2004）、高慈美

（1914‒2004）文書（1910‒2004）、池田幸甚（1884‒1924）文書（1910‒1924）、
吉岡喜三郎（1882‒196?）文書（1907‒1939）、中田秀造（1876‒?）家族照片

（1903‒1917）、楊肇嘉六然居典藏（1899‒1976）史料、陳澄波畫作與文書

（1913‒2003）等，包含臺灣人或外國人在臺經驗的文書紀錄。以上總計約

7.3萬件、20萬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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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林獻堂昭和6年（1931）2月19日日記：18日臺灣民眾黨結社被禁止（林獻堂日記）

圖五 辛丑（1901年）臺北大稻埕老源順寄給陳世望的書信（長崎泰益號文書）



632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3. 機構團體檔案

主要的大宗機構團體檔案有：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895‒1945）、
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檔案（1897‒1945）、日治時期與戰後接收林業檔案

（1895‒1975）、臺灣拓植株式會社移交土銀經營檔案（1936-1945）、日本勸

業銀行在臺分支機構檔案（1923‒1946）、臺灣省議政檔案（1946‒1998），
已達13.5萬卷/冊/件、超過800萬頁數位影像。

檔案館的任務，在於蒐藏具有獨特性的臺灣史料，推廣多樣性的檔案

資源與應用服務。因此，在一手檔案的典藏基礎上，因應數位科技進展，

自1990年代始，陸續開發多種數位資訊系統，並上線開放各界查詢與使

用，以支援臺灣史學術研究的資源服務。目前累積已近4,000冊圖書、100

多種期刊的數位成果，計有100萬頁數位影像外，2008年至今建構的資料

庫如下：

①臺灣史檔案資源系統：2008年開放，收錄本館20多年來累積的臺

灣民間文書、個人文書，以及公私機構檔案的實體館藏與數位典藏。目前

已開放3萬餘件、150萬頁數位影像，並持續新增中。

②臺灣日記知識庫：2009年開放，以

wiki自行開發，收錄本所及相關單位出版的

日記全文與註解內容。目前已開放林獻堂、

黃旺成（1888‒1978）、呂赫若（1914‒1951）、
田健治郎（1855‒1930）、楊基振（1911‒1990）、
簡吉（1903‒1951）、張麗俊（1868‒1941）等共

14種日記。

③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2011年開

放，收錄日治時期臺灣總督府歷年發行的職

員名錄。目前開放1896年至1944年、共約

95萬筆，包括單位、姓名、職等、俸給、本

籍、地址等職員任職資訊。

此外，為推廣社會大眾對臺灣歷史文

化的認識，檔案館近年舉辦各種檔案展覽，

2008至2017年共舉辦九次特展與移展，除

拓展檔案的多元化應用面向，亦吸引社會大

眾更親近認識臺灣歷史。圖六 2013年臺史所「時空旅行」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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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收藏

2004年成所後，圖書館除徵集一般圖書資料，亦加強數位研究資源的

採購，並著手將特藏資料數位化。2006年，本所圖書館遷入人文社會科學

聯合圖書館，繼續積極徵集相關書刊、史料、數位資源。國內出版書刊，

以採購、交換、贈送等多重管道徵集，以求齊全。又以專題方式，計畫性

收集校史、方志、同鄉會、寺廟志、教會史等研究資源。此外，韓文研究

資料的典藏亦有成長。

目前本館館藏係以臺灣史論著與原始資料為主，內容涵蓋史前、荷

治、明鄭、清代、日治及戰後初期等各斷代，與殖民地研究相關的日文論

著及資料尤屬大宗。由研究人員採集入藏的寺廟台帳（已數位化）、宗教團

體台帳、土地台帳、祭祀公業、戶籍簿等一手史料，亦為特色典藏之一。

近兩年來，圖書館更接獲國內外個人及單位捐贈的大批圖書，包括青木和

夫（1926‒2009）教授贈書、濱下武志教授贈書、最高法院贈書等。曹永和

（1920‒2014）院士亦於2012年10月將其藏書約2.5萬冊捐贈本所，2016年

1月成立曹永和文庫，已開放供各界參考利用。

一、個人研究成果之統計

本所研究人員在各研究群主題上的學術表現，已受學界肯定。綜合本

所研究人員近十年（2008‒2017）之學術著作，可說明研究能量的充分發揮

（表一）。

 二、代表性研究成果

從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開始至今，本所研究人員二十餘年來累積的成

果，不論在史料蒐集與整理的基礎工作上，以及在論著質量與議題原創性

上，都有重要貢獻。在理論與方法、新研究課題開發、區域研究方面，更

扮演引領學術風潮的先行角色。目前具代表性的成果如下﹕

伍 重要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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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環境史研究

本所的環境史研究群是國內第一支該領域的專業研究團體，除了致

力於環境與醫療史研究外，也組織環境史工作坊，結合國內現有相關研究

人才，定期舉辦討論會，推動國內相關研究。為求加速統整環境史研究方

向，並了解國內外相關研究進程，環境史研究群除了於2002年與2006年

舉辦第一、二屆「環境史研究國際研討會」外，更於2010年發起成立東亞

環境史學會，承辦第一、二屆東亞環境史會議，與東亞各國學界同好交換

心得或發展可能的合作關係，本所劉翠溶院士更榮任該學會主席與榮譽主

席。整體來說，在東亞諸國（中、日、韓等）中，臺灣的環境史研究起步

相對較早，累積成果及研究人員的訓練較值得信賴，而本所環境史研究群

則是最重要的引領者。

表一 研究人員（不包括合聘人員）研究成果統計（2008~201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合計

專 書 4 5 2 3 3 3 1 1 1 4 27

期刊論文 13 11 15 18 23 18 20 30 18 13 179

專書（論文集）

之一章
22 12 16 20 24 27 20 17 17 19 194

學術會議論文

（未出版）
40 52 41 39 53 48 48 42 34 35 432

主編之專書 4 6 4 4 3 7 4 6 8 6 52

研究報告 2 3 3 1 2 2 2 1 0 2 18

資料彙編

（含口述歷史）
11 7 20 12 12 7 10 16 7 7 109

書 評 4 1 1 0 3 2 0 2 0 1 14

他類論文 7 2 9 6 14 16 8 7 5 5 79

影音作品 1 1

年度
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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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埔族群史與沿山邊區社會研究

本所平埔族群歷史的研究，無論就質量、影響力等，不但早已是臺灣

學界的研究主力，更可視為臺史所最具特色的研究課題之一。在地域上

涵蓋達全臺三分之二；而涉及族群主要為凱達格蘭、噶瑪蘭、道卡斯、巴

宰、拍瀑拉及西拉雅，可以說對大部份族群已有初步掌握。研究時間則從

17迄19世紀的傳統時段，延續到20世紀中葉的戰後初期。相關研究不但

具有系統性，也多屬該類議題的先驅研究，開拓了新的課題；而「地域社

群」、「熟番集體意識」兩個概念的提出，則是最具啟發性的研究結果。近

年來，在既有的平埔族群史基礎上，更進一步朝向沿山邊區社會研究發

展，以清帝國在沿山地帶劃定的「番」界作為空間範疇，探討「生番、熟

番、漢民」各族群在此邊區的爭競、妥協與融合，再加上國家的介入，進

而形成清帝國邊陲地區特有的族群政治。此概念不僅成為研究清代臺灣沿

圖七 2011年10月24日東亞環境史學會成立大會



636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山邊區社會的重要詮釋架構，也可以解釋清帝國其他邊陲地域社會的發展

脈絡，是本所關於清代歷史研究的重要貢獻。

（三）社會生活史

伴隨日記、報紙、圖錄、帳簿、口述史等種種記錄民眾生活瑣事之史

料的解讀、出版與數位資料庫的建置，本所同仁已利用這些資料開展各種

前所未有或較少人著墨的研究議題，諸如邊緣社會、疾病與醫療、慶典儀

俗、歌謠、食生活、水文化、公共生活、臺灣人的跨境流動，以及對於歷

史生活圖像解析等。這些新議題的出現，不僅打破過去以政治、經濟史為

主軸的歷史研究模式，呈現更活潑、細緻且立體化的景象，也呼應了當代

社會對歷史的多元想像與探索，受到更多矚目與回應，因此吸引新一代研

究者紛紛投入相關研究。展望未來，此一研究趨勢或將持續擴大，對歷史

學發展趨向形成革命性影響。 

（四）臺灣政治史研究

近年來，無論是對於政治案件的發掘、探悉或政治思想的詮釋等政

治史研究，本所皆獲致突破性進展。一方面，自本所籌備處成立，黃富

三、許雪姬等研究員已投入二二八事件的調查活動，而後因應各種檔案資

料的陸續出土、口述史料的採集，以及許雪姬帶領國內相關學者組織保密

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解讀班等種種努力下，原本屬於禁忌的政治議題，已

在論文的質與量上大幅提升，對威權體制暴力本質的探索也越趨透澈。更

重要的是，該議題的研究不僅具有學術意義，也使原來混沌不明的真相得

以釐清，歷史傷痕、社會裂痕皆得以撫平，對當代臺灣轉型正義發揮重要

作用。另方面，早期臺灣政治思想史研究，多著重在日治時期日本統治者

的殖民主義與臺灣人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研究；近年來，由於比較史學的盛

行，以及政治學者加入本所行列，逐漸將既有的研究框架擴展至近代日本

與歐美比較殖民主義，以及東亞比較民族主義等。在新的詮釋架構下，不

僅得以重新論述1920及1930年代的臺灣民族主義，也強化戰後臺灣民族

主義的解釋機制。

（五）十六、七世紀臺灣與東亞海域史研究

本所自籌備處成立以來，即在曹永和、翁佳音等學者的帶領與積極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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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2008-2017本所各項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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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下，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發展為論述核心，積極擴展東亞海域史

研究。近年來，由於陳宗仁、鄭維中與合聘的康培德等同仁陸續加入，本

所已成為國內該領域首屈一指的研究重鎮，研究重心不再只局限於荷蘭東

印度公司在臺灣的經貿與殖民活動，更擴大論述中國、日本、荷蘭東印度

公司、西班牙等海權勢力在東亞海域的競逐，以及人員、商品和文化在此

海域的流動，也透過與荷蘭、西班牙、菲律賓等地檔案典藏機構、大學的

合作，發掘並解讀各種16、17世紀的古荷蘭文與西班牙文史料，舉辦各式

研討會與工作坊，論述大航海時代東亞海域的多元發展，可以說是本所最

具全球史視野的研究團隊，其研究成果更突出臺灣史研究在近代全球史脈

絡中的重要價值。

就研究資歷、領域與視野而言，本所可謂臺灣史學界研究人才最為集

中的單位。國內雖有政大臺史所、師大臺史所的成立，但因兩所設立時間

尚短，難以比較。而就國內大學院校臺灣史教學與研究人力的現況來看，

無論教學或碩、博士生論文指導，均相當仰賴本所；此外，相關政治案件

也必須委託本所進行研究，充分說明本所研究人才的多元與集中。從研

究成果來看，不論專書或論文的發表出版，質量亦遠超過其他臺灣史相關

單位；以外文（日、英）發表的論文，也與日俱增，有助於將臺灣史研究

推上國際學術舞臺。就科際整合來看，本所不只任用歷史學者，也有法律

學、政治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其他人文學科研究者的加入；藉由研究群

的運作、討論會的溝通，增廣成員的研究視野，也能使用各種方法探討臺

灣的歷史。未來除持續當前的研究方向與重點，更希望加強與國際學界的

交流合作，提升臺灣研究的水平。

本所在臺灣史研究的各種學術推展歷程上，均扮演重要角色。以下分

項說明之：

一、學術研討會

本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有三種類型：一是定期的小型研討會，主要

由本所研究人員發表個人研究成果，亦邀請所外學者或來訪學者主講。二

陸 臺史所在國內外學術界之地位與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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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研究群講論會，由各研究群邀請相關學門的學者、研究生報告討論。三

是不定期的中大型研討會，以所內研究人員的專長為核心，針對已累積相

當成果或深具開發價值的原創性議題，邀請國內外學者發表論文，以引領

相關領域的研究發展。自2008年至2017年底止，本所共舉辦63場學術研

討會、44場工作坊，12場座談會（包括新書發表會及研習營），以及定期

演講94場及各研究群講論會279場次，總共492場次的學術活動。咸信這

些研討會的舉行，對臺灣史研究各議題、領域的深化與擴大，已發揮學術

推展的功效。

二、出版品

本所的代表性刊物為《臺灣史研究》，是臺灣史學界極為重要的學術

期刊。1994年6月創刊，原為半年刊，自2007年起改為季刊，至2017年

已出刊 24卷 68期（68冊）。至於本所專刊、史料叢刊、論文集、口述歷

史、工具書、展覽手冊等，自2007年至2017年間，共計有67種，129冊。

三、人才培育

（一） 邀請研究者

本所早在臺灣史田野研究室時期，即積極與國內外學者進行各種交流

活動。籌備處成立後，基於培育人才、促進學術交流目的，亦特別編列經

費，提供國內博、碩士班研究生及國內外學者來所訪問研究的機會。

（二）文獻解讀

本所同仁為了充分運用各種史料，深化解讀的知識與技能，培植研究

人才，陸續組成不同形式的史料解讀班或工作坊（除日記解讀班為長期、

每週固定一次外，其餘為短期），帶領相關研究學者與研究生共同研讀史

料。依史料類型區分，包括：1. 長期的日記解讀班：如「林獻堂日記解讀

班」、「黃旺成日記解讀班」、「吉岡喜三郎日記解讀班」等，由本所同仁邀

請院內、院外研究人員、教授、博士後及博士班研究生，對林獻堂、黃

旺成、吉岡喜三郎日記逐句研讀，擇要註解，再將解讀成果彙整出版，並

匯入日記知識庫。2. 日文文語與候文研讀班：包括1997年3月開辦的「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2005年1月組成的「臺灣史日文文獻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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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解讀臺灣總督府檔案及明治時期相關文獻為主要目標，並出版《臺

灣總督府公文類纂研讀班通訊》、《古典日文解讀法》等。3. 古文書、輿圖

史料研讀班：2004年8月，為加強古文書室同仁對契約文書的了解，並訓

練解讀、整理能力，特成立「古文書研讀班」；2008年為解讀清末霧峰林

家大批帳冊、信函等文件，由黃富三研究員主導成立「霧峰林家文書解讀

會」；2012年為解讀北京故宮所典藏的〈臺灣田園墾禁圖說〉地圖，由林玉

茹研究員主導成立解讀工作坊。4. 戰後不當審判政治案件史料解讀班：自

2009年開始，由許雪姬研究員帶領國內關於戰後不當審判政治案件研究

者，解讀二二八事件期間保密局臺灣站之相關史料，並陸續出版《保密局

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五冊。

四、國際交流

本所同仁除致力於臺灣本土研究的提升及民間史料的發掘整理，亦

積極建立臺灣史學界與世界各重要學術機構、學者的交流，地區則涵蓋美

歐、日韓、東南亞及中國大陸等地，對增進國際學界對臺灣史研究的理解

和重視，做出實質而深遠的貢獻。如2010年發起組織東亞環境史學會、承

辦第一、二屆東亞環境史會議，2017年本所劉士永研究員獲選擔任東亞環

境史學會會長；2012年與美國聖塔巴巴拉臺灣研究中心簽訂合作協議書，
隔年與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自2013年

起迄今，每年固定與北美臺灣研究學會（North American Taiwan Studied 

Association，NATSA）合作召開年會，對北美臺灣研究相關學術活動形成

一定的影響。2012年至2017年，本所社會經濟史研究群成員與韓國高麗

大學及國民大學合作，透過日韓交流的方式進行殖民地經濟史比較研究，

擴展日本殖民統治研究的視野。無獨有偶，2015年起，本所殖民地史研究

群成員也開始與韓國漢陽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比較日本帝國時期臺韓兩地

的獨特性與共通性。

本所的研究人力，在研究重點的分布上，已呈均質規模；不僅如此，

多數同仁的專長與研究興趣亦不限一項，大部分都有跨領域的研究嘗試，

柒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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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獲致很高的評價。此一特點，對本所未來發展跨領域、多學科整合型

研究團隊的規劃而言，是極為有力的條件。因此，本所除以研究群為主要

團隊，致力推動社會經濟史、殖民地史、族群史、文化史及環境史等五大

重點領域的學術研究外，將依據中長程研究規畫，強調基礎學科、區域比

較、科際整合等三個主要研究取向。一方面鼓勵個別研究者開拓相關課

題，發表優異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則推動整合型主題研究計畫，促進歷

史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相關領域的科際對話。最後，期能以宏觀與微觀角

度，重建臺灣歷史演變的真貌，並透過東亞及世界相關區域的比較，探究

臺灣社會發展的特質，進而以臺灣研究的具體成果，對歷史學及人文社會

科學的理論創新，做出重要貢獻。期待臺灣史研究能成為國際上的顯學，

本院的臺灣史研究所成為海內外研究臺灣史的重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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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設立籌備處，2000年正式成所
https://www.ios.sinica.edu.tw

社會學研究所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社會科學研究所，下設法制、民族、經濟和

社會四組，1934年併入北平社會調查所。1954年，中央研究院組織法明文

設置的23個研究所中，列有社會研究所，然一直未正式成立。
1981年，經中國社會學社社員大會通過後，促請中央研究院設立社會

學研究所。中央研究院雖決議成立專案小組討論，但並無進展。1988年，
該小組擬訂社會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經當時的三民主義研究所、歐美研究

所及民族學研究所三所所長同意，促請院方設置「社會研究中心」。院方

因無房舍，未能成立。同年，海外華裔社會學者林南等28人致函吳大猷

（1907-2000）院長，敦請成立社會學研究所，經提第十三屆評議會第二次

會議時，卻遭反對。

1994年，新任副院長張光直（1931-2001）院士召集院內社會學相關同

仁徵詢成立社會所之意見，大家一致贊成。同年8月31日完成草案初稿，
9月16日經全體社會學相關同仁修正通過後，10月送評議會表決通過，中

央研究院在11月正式函請總統府核准成立社會學研究所。1995年3月，總

統府正式核准設立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院方並在5月1日聘請瞿海源為

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進行籌備成所事宜。7月1日，本院各所14位

從事社會學研究之同仁轉入籌備處。經五年籌備，終獲本院第十七屆第一

次評議會通過，經總統府核定，於2000年1月10日正式成立研究所，由

瞿海源擔任第一任所長，其後由章英華、柯志明、傅仰止與蕭新煌陸續擔

任，2015年7月由謝國雄接任第六任所長。

壹 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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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促進學術發展，於所務會議下設立

「學術發展委員會」，由所長與四位所務會議選出之研究人員組成，並推選

一位研究人員為召集人。本所各種章程、作業要點及中長程計畫等，均由

學術發展委員會規劃草擬，經所務會議通過後施行。另有新聘聘審小組、

出版品委員會、事務委員會和圖書委員會等協助各項事務之推動。

為求積極推動研究活動，從 2010年 1月開始，本所以「主題研究小

組」（Thematic Research Team）取代行之有年的「研究群」（Research 

Clusters），做為推動研究人員之間以及本所與院外學者合作的平台。
本所每年舉辦多項學術會議，並在 2009-2015年間與 15個國外學

術單位簽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2016年之後，本所開始使用臉書

（facebook）、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介推送本所各類活動訊息及成果，並

將2012年以來經講者授權的演講語音壓縮檔變更為線上收聽（看）服務。
與此同時，本所也強化與臺灣社會學界的合作，如和臺灣社會學會共同舉

辦「社會學教學工作坊」，以及與臺大社會系、政大社會系、清大社會學研

究所共同辦理博士班「公共議題與社會學」組，集結全臺灣優秀的師資與

中央研究院提供的優厚的獎學金，共同培育下一代的社會學人才。

一、歷年聘任人員

本所目前共有26位研究人員。2008-2017年間，陸續有7位研究人員

加入。除了研究新血的加入，這10年間也陸續有6位研究員退休。
圖一是本所2008-2017年人力統計。從圖一我們可以發現，除了研究

人員和公務體系行政與技術人員外，本所尚有為數眾多、支持研究人員的

研究和本所行政事務運轉的專任研究助理和約聘行政人員，以及學術社群

生力軍的博士後研究人員。

二、歷年預算

除固定編列的預算外，本所研究同仁也向院方、科技部、教育部等單

位申請研究經費補助，見圖二。值得一提的是，中研院的主題計畫強調跨

貳 歷年聘任人員及預算之成長



644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圖一　2008~2017年社會所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社會所經費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6 26 27 28 28 27 27 26 26 26

■ 行政人員（公務） 4 4 4 4 4 5 5 5 5 5

■ 行政人員（約聘） 12 12 13 13 13 13 13 13 15 14

■ 研究助理 27 34 32 33 37 40 40 42 34 38

■ 博士後研究 7 6 9 8 9 6 9 10 11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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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合作，而本所自2010年起，每年都執行相當比例的中研院主題計畫，
進行跨領域合作。

本所成立時，對本所的發展擬定了長程和中程兩個層次不同的計畫，

推動本所的學術研究發展。

一、長程計畫

依據設所五項宗旨，推動各項研究計畫。此五項宗旨為：

（一） 推動臺灣本土社會研究，建立臺灣社會學的主體性。

（二） 加強臺灣周邊社會研究，進行區域與跨國比較研究。

（三） 深化重要研究領域成果，並付諸系統化。

（四） 積極發展開創性和具特色的研究領域。

（五） 增進與國內外社會學界合作，並提升國際學術地位。

二、中程計畫

（一）設立「主題研究小組」的組織形式，取代過去行之有年的「研究群」，

做為推動研究人員之間研究合作的主要平台。

「主題研究小組」有以下幾個目標： 

1.  深化成熟卓越研究領域，開拓有潛力或新興研究課題。
2.  增進所內同仁合作及集體研究活力。
3.  動員院外社會學界的研究能量和引導臺灣社會學研究方向。
2010年成立了4個主題研究小組：｢家庭與生命歷程｣、｢社會與企業

｣、｢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和｢中國效應研究｣。2016年｢族群、民族與

現代國家｣主題研究小組在出版《族群、民族與現代國家：經驗與理論的

反思》後，因階段性任務完成後解散。本所陸續成立｢社會網絡｣、｢比較

亞洲社會轉型｣、｢世界社會的歷史進程：多元現代性的形塑｣與「南臺灣

區域社會」主題研究小組。截至2017年，本所共有7個主題研究小組，關

注的焦點從臺灣的地方社會、臺灣社會，擴展到中國、東亞、東南亞，乃

至於全世界。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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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集合全所力量，探討本所共同關注的課題。

目前中程計畫關注的課題有：

1. 透過既有議題與新興議題的探討，確立攸關臺灣社會的社會學基本

議題。

2. 計量方法與質性方法的整合。
3. 學術研究與社會實踐的整合。

本所研究人員的研究成果的展現以學術論文出版、發表為主。2008-

2017年的論文出版、發表，揭示如圖三。圖三的統計，除了「其他」類外，
其餘均是通過學術審查的作品。

圖三顯示，本所最常用的發表途徑是經審查的學術會議論文，其次是

期刊論文，再來是經審查專書論文，最後是經審查的專書與論文集。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圖三 2008-2017年學術成果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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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看來，本所在經濟、政治、家庭、歷史與社會網絡等課題，累積

了亮眼的成果。

一、經濟

有關經濟生活的研究，本所在臺灣資本主義、臺灣的經濟組織、臺灣

經濟發展帶來的後果，以及中國資本主義等方面，都有佳績。

（一）臺灣資本主義發展史

日治時期的殖民資本主義到底如何運作？殖民資本與臺灣社會的關係
為何？柯志明的研究指出，在殖民政府的協助下，日本糖業資本透過各種
機制（如「原料採集區」與米糖比價制）來萃取家庭農場的勞動成果，既保

存又利用了臺灣的家庭農場。以此為基礎，他從階級與部門的相對力量來

理解日本殖民經濟發展的一個核心謎題：米糖相剋。

1960年代以後出口導向的工業化是臺灣資本主義在戰後的展現，又是

如何運作？謝國雄發現在外銷導向工業化中，產品種類不斷變化，產量大
幅波動，意味著快速、彈性而且平順地動員勞動力，這有賴外包網絡中多

樣的生產單位（發包者、代工廠、外包點、家庭代工）、不同單位間的「吸

納吞吐」、單位內部彈性與快速的因應，以及創業機會所帶來的階級流動

等。之後，他繼續探討「工資」範疇的在地理解及其與在地理解範疇的連

屬，從勞動者的角度來理解臺灣資本主義的運作：是擁抱、挑戰，或者二

者兼具？在與「結構 /能動」相互切磋後，他提出了一個新的基本議題「存

在感」。

（二）臺灣的經濟組織

臺灣的經濟組織，大體由民營的中小企業與大企業與國營的大企業組

成，本所同仁都有耕耘。

謝斐宇以臺灣自行車業個案，指出以中小企業網絡為主的臺灣經濟，

平權的安排讓製造的知識與技術很容易擴散到不同的產業，並進一步發展

出更多的技術，從而促成了臺灣產業的轉型與升級。與此有關的是政府設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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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組織（如金屬研究中心）研議產業標準，創造了產品輸出的有利環境，

並促成了技術的升級。

李宗榮指出政府在經濟上的有力角色與家族關係，共同形塑了臺灣的

集團企業，進而影響了他們的所有權安排、政治獻金等政經活動。

張晉芬以臺灣汽車客運私有化為例，反駁了官方的說詞：公營事業

私有化可以促進競爭、提高經營效率和增加私人投資的機會。她並指出

公營事業私有化的政治動機，如為了增加國庫收入、國民黨主流派的結盟

需要，以及在各種抗爭下公營事業成為國民黨的政治包袱等。她也提出更

深層的批判：不能以盈虧為評估公營事業經營績效的唯一判準，公營事業

私人化是「將原先由國家負擔的責任，轉嫁到最弱勢和最沒有聲音的人身

上」。

除了經濟組織本身的運作之外，上述的研究都在處理臺灣在國家經濟

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這可以與本所有關｢國家與公民社會的關係｣的研究，

相互呼應。

（三）經濟發展帶來的後果：階層化與工業災害

1. 階層
階層化是動態的過程，既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經濟發展的後果。

傳統階層化的研究課題包含了：地位取得、教育機會分配、職業量表、薪

資和勞動力市場區隔、階級意識等，本所同仁都有深入的探究。

蔡淑鈴探討了性別、族群、家庭背景、成就抱負對階層化的影響，也

帶入語言資本對社經地位的影響。晚近，她則透過跨國的資料來細緻探究

高等教育的擴張對於薪資回報的影響，以及家庭背景與學校因素對各國學

生學業成績的相對影響力。

張晉芬關注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區隔，發現年資、是否參與組織內的

決策、是否取得高階層職位等因素，影響了女性與男性的薪資差異。相對

於其他國家，她也發現臺灣與中國特別看重教育對於社會地位主觀感受的

影響。

林宗弘指出1990年以後的臺灣，則因為產業升級、資本外移與兩岸

自由貿易等，擴大了勞資間以及技術工人與非技術工人間的所得差距，兩

個階層的投票行為從而有別：勞方投給民進黨，資方投給國民黨。對照之

下，中國則是戶口、單位與幹部職位等因素形塑了社會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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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新煌探討了國家與各個階級（小農、勞工、中產階級）間的關係，

並聚焦在中產階級的跨國比較；謝國雄有關勞動體制的研究，聚焦在勞工

的經驗，都可以算是對單一階層的研究。

2. 工業災害
彭保羅（Paul Jobin）探討日本核能災害中「核能暴露計量標準」訂定過

程中，科學專家、科學專業和常民認知與反核運動者之間，如何提出「倫

理依據」來正當化其論點與立場（modes of justi�cation）。在曠日廢時的臺

灣RCA職業災害案中，他指出了「公共衛生學論證」與「受害者身體經驗」
不同的「證據力」，以及「法院的因果推論」和「統計上的相關因果關係」

應如何連結等的問題。結合了傳統的工業社會學與「科學、技術與社會」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STS），這方面的研究呈現了公共爭議中的

知識邏輯與倫理依據。

（四）中國的資本主義

除了臺灣資本主義發展之外，本所同仁也探究了中國由社會主義轉型

為資本主義的過程。吳介民指出這個轉型過程出現了非正式的產權安排，

也就是表面上仍是公有，但實際上是由幹部掌控的虛假財產關係，這雖然

有助於鄉村的工業化，但卻也帶來許多爭議。陳志柔比較閩南與蘇南的個

案之後，發現中國邁向資本主義的過程中，不同的地方制度影響了財產權

的變遷，閩南是家族控制了產權，蘇南則由地方黨政幹部主導。

吳介民並以內地遷移到東南沿海的農民工為例，說明他們受到戶籍制

度的歧視與村落集體所有制排擠，並遭到外來資本的壓榨，成為三重剝削

下的弱勢勞工，是「有中國特色的原始資本積累」。

立基在上述有關臺灣資本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成果上，進而比

較與整合兩岸的資本主義發展，可以成為本所深化本土研究，進軍國際學

界的一個亮點。這也是切入「當代臺灣資本主義的性質」的策略點，有助

於我們回答「當代臺灣資本主義與過去有何異同？」

二、政治

在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所在「國家的客觀面向」與「國家的主觀面

向」這兩方面的表現相當搶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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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的客觀面向

國家與社會的關係是本所在政治方面重要的議題。在國家與公民社會

的關係上，張茂桂系統地勾勒了「公民社會」在臺灣的各種展現與變遷，

以司法改革委員會的個案來說明「公民社會」是社會運動組織建構出來的

網絡。張茂桂更身體力行，參與高中公民教育課綱的擬訂，介入臺灣公民

社會的打造。蕭新煌則以中產階級、公民社會與民主化的三角架構，探究

公民社會與國家的關係之變化。吳介民發現臺灣從1980年代以來的民主

化，並未促成公共領域的形成，其中一個因素是公共領域中的各個行動者

的修辭策略不同，從而不能有效達成溝通與對話的目的。陳志柔分析中國

臺商企業中的罷工，指出其中「順法鬥爭」的特色以及制度化的發展，釐

清中國的國家與社會的關係。

除了上述以臺灣國家為焦點的研究之外，也有從臺灣之外的觀點來考

察臺灣國家的研究，如吳介民探究中國因素對臺灣民主制度與公民社會的

影響，提出「第三種國想像」的論點（在中國機會論、威脅論之外的公民社

會合作論）。陳志柔有關臺灣社會對外籍配偶取得公民權之態度的研究，

發現政黨動員與政治論述才是關鍵因素，也是從涉外的觀點來分析國家與

社會關係。

在國家與公民社會的辯證關係上，本所累積了相當豐碩的成果，是本

所「立足臺灣，放眼世界」的一個利基。

其次，就國家與族群的關係來說，柯志明發現18世紀中葉，清廷發展

出了三層式的族群分布（最外面是高山族，中間是平埔族，裡面是漢族）

來處理原、漢關係，並給予平埔族地權，以酬庸其貢獻。番通事的設立，

結合清廷的協力菁英與社內的地方頭人，由合而分，形成敵對派系，最終

導致岸里社的瓦解。

王甫昌追溯了臺灣社會由「省籍意識」轉變成「四大族群」的過程。原

來相當鞏固的「省籍區分」，因為1970年代臺灣退出聯合國與中美斷交而

出現挑戰機會。1980年代出現了黨外的挑戰團體，質疑「中國中心」的國

家想像與制度安排，1980年代以來則浮現了「四大族群平等」的概念。他

以社會運動的角度，釐清了「族群」這個類別形成的社會過程與後果。

在國家與教育的關係上，黃庭康透過新加坡及香港的比較研究，發現

既存的教育政策與執政當局相互衝突，影響了國家的霸權策略，族群扮演

了關鍵的角色，這不同於霸權研究所強調的階級。他也指出，國家與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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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關係，並非單向，而是雙向的互動。

在國家本身的運作上，湯志傑指出國民黨政權在 1970年代的轉型，
並非加強與地方派系的結合，而是以「革新保臺」的本土化政策與論述來

進行內部正當化，並且開放了中央政治參與的機會，帶來一定程度的民主

化。他指出「象徵」在權力正當化中的關鍵角色。

此外，謝國雄的茶鄉個案研究，指出了派系、行政管理與情治通報來

的政治經驗，發現了常民「有政府，無國家」的認知，這就涉及了國家的

主觀面向。

（二）國家的主觀面向

臺灣民族主義的起源、發展與變遷可說是本所「國家的主觀面向」的

核心議題。更寬廣地說，臺灣民族主義的研究是在探討臺灣社會的集體身

世與集體心態。

張茂桂關注臺灣民族主義的生成史、族群因素在政治場域的運作，以

及國家認同的應然面與情緒面。他指出臺灣民族主義源自幾個歷史與制度

因素：臺灣地處邊疆拓墾區，且被不同政權殖民，以及國民黨的威權體制

的本土化（如選舉制度的變革）。

吳乃德則從族群歷史文化、自由主義的普遍原則與物質利益來探究

臺灣民族主義。他觀察到族群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原則與自由主義的普遍原

則，本相互對立，但在臺灣卻互補而共同促成了臺灣民族主義，這與鄰近

的中國之民族主義有關。他也指出了在族群間的信任關係、社會流動與選

舉行為上的差異，從而讓臺灣民族主義變得更為複雜。

蕭阿勤從1980年代的人文知識分子切入，發現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

與政治民族主義同時或稍晚，有別於西方，其意義在於民族主義不是原初

的存在，而是政治與文化變遷的結果。他進一步從敘事與世代的觀點分析

民族主義，發現1970年代的年輕世代從「中國民族主義的歷史敘事」轉向

臺灣社會（支持鄉土文學、挖掘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投入黨外運動等），

是一個「回歸現實」的世代。

中國民族主義一直是臺灣民族主義的對位，汪宏倫指出了1949年以後

中國民族主義的重要內涵：由「統一戰線」與「推崇暴力」打出來的「人民」

主體的大眾民族主義，延續到改革開放與當代全球化。他也指出情感與情

緒結構在民族主義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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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論化上，汪宏倫以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的特殊性（地位問題、國

際孤立、名稱問題），挑戰了西方的民族主義論點，並發展出「公民——領

土」與「族群——文化」兩個軸線的架構來考察全球各地的民族主義。

在臺灣民族主義這個攸關臺灣社會靈魂的議題上，本所同仁的研究成

果斐然，體現了「西方個案化，在地普遍化」。

三、家庭

伊慶春發現臺灣家庭結構的變遷與婦女的就業形態影響了臺灣婦女的

地位（如家務分工、家庭決策權力等），並以資源與文化規範的互動來解釋

這個變遷。

楊文山探究了日治時期臺灣不同婚姻狀態（大婚、招贅婚、妾婚）的

婦女的生命史、婚姻與家庭的長期變遷趨勢，並且分析了嬰幼兒早期健康

與成人時期健康的因果關係。

鄭雁馨分析了臺灣社會的結婚率與離婚率，發現了一個逆轉的趨勢：

從1980年代開始，低教育程度的女性的離婚率逐漸高過高教育程度的女

性，男性離婚率的逆轉則發生在稍晚的1990年代。同樣地，低社經地位的

男性與女性，其結婚意願都低於高社經地位的男性與女性，這挑戰了一般

的看法。

在青少年研究方面，吳齊殷從家庭與學校來探討青少年發展歷程，發

現同儕團體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但也必須考慮個別差異（如個人在學校系

統中能獲得的資源）。伊慶春則指出了臺灣社會的獨特處，如升學壓力、

補習與「離家獨立」的觀念等，對青少年成長歷程的影響。

四、歷史

本所的研究也特別凸顯歷史面向，如柯志明對清朝岸里社、日治時期

殖民資本主義，蕭阿勤對於1970年代與1980年代臺灣民族主義的研究，
湯志傑從系統論的觀點來解析中國的長程歷史與文明化等。這些歷史取向

的社會學研究，凸顯了時間、過程、敘事、世代與系統性的觀點。

「現代性」也被援引做為歷史性的概念，如蔡友月以世代、遷移經驗

與不同的世界觀（達悟族與西方醫學）的撞擊，來解釋達悟族高比率的精

神失序，從而指出體現現代性的現代醫學對於病痛經驗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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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齊偉先從臺灣民主論述中的自決訴求、在地化（如社區總體

營造）與國際化來解釋臺灣宗教發展中的現代性。除了上述的宗教治理之

外，他也探究了臺灣宗教中的生命政治（如自我倫理觀）與宗教品味（如儀

式中的身體實踐）中體現的現代性。

五、社會網絡

本所在社會生活的微觀基礎上，也有具體的成果。傅仰止分析了社會

網絡的結構性原理，指出他人與他人間的弱聯繫影響了個人自我網絡的結

構特質。他並進一步由網絡研究的「聯繫」向前推進為「接觸」。在觀察單

位（社會網絡）與操作化指標（接觸）上，他的研究都深化了對社會生活的

微觀基礎的理解。

簡言之，不論在具體的社會生活面向（經濟、政治、家庭、歷史），宏

觀（資本主義、現代國家、家庭制度）或者微觀（社會網絡）上，本所都做

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研究成果。

在研究的進程中，本所同仁採取了四個策略來面對國際化的挑戰：首

先是深化自己的研究，並進行國際比較。如蔡淑鈴曾收到一封來自美國期

刊的退稿信，信中提到： “�is is an American journal, why should we care 

about the case of Taiwan?” 她當時回應的策略是：利用更細緻的材料與量化

分析模型來確認因果關係，並進行國際比較。

其次，是指出臺灣社會的特色，並以此挑戰並修正西方的論點。如吳

乃德發現臺灣民族主義中「特殊主義取向的族群歷史文化意識與普遍主義

取向的自由主義並存」這個弔詭；蕭阿勤指出臺灣的文化民族主義與政治

民族主義出現的時序，不同於西方，進而重新概念化「民族主義」；汪宏倫

指出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特殊性，挑戰了西方的民族主義論點，並發展出

另類架構。再如，伊慶春與章英華發現臺灣家庭在奉養上一代的居住安排

上的獨特之處，進而理解作為結構力量的父系繼嗣之特殊展現。這些都是

立基在臺灣社會的特殊性，挑戰西方論點，試圖發展出另類架構的例子。

第三個策略是透過彙整各國的資料，以「世界」為觀察單位，進行分

析，如林宗弘有關自然災難的研究。這個策略剛剛萌芽，十分有潛力，是

否能有效回應國際化的挑戰並且深化研究，尚待觀察。

最後一個策略則是在西方社會學所確立的基本議題（如「結構 /能

動」）之外，另行提出並確立新的議題（如謝國雄發展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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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國外學術界扮演之角色與地位

（一）建立跨國學術合作關係

為增強研究能量以及建立跨國聯繫，本所自 2010年開始與本所

的學術合作單位共同舉辦聯合工作坊或研討會。如 2011年 12月 16日

與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 “Asian Sociology Workshop 

2011 - ‘Divergence and Convergence of Asian Sociologies: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2013年2月22日和韓國首爾大學社會系共同舉

辦 “2013 IOS-SNU Workshop - Comparing the Post-War Experiences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同年9月26-27日和日本東北大學共同舉辦 “2013 

IOS-Tohoku Symposium on Social Change and Social Inequality in Taiwan 

and Japan”，11月4日則和日本北海道大學共同舉辦 “2013 IOS - Hokkaido 

University (Sociology) Joint Workshop on Contemporary Social Change in 

Taiwan and Japan”、2014年9月19日和韓國延世大學共同舉辦 “2014 IOS 

(Academia Sinica) - DOS (Yonsei Univ.) Joint Workshop on Sociological 

Research”、2016年5月26-28日和荷蘭萊頓國際亞洲研究院以及新加坡東

南亞研究中心共同舉辦 “Heritage as Aid and Diplomacy”、2017年12月4日

和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共同籌辦｢中國效應與台港經驗工作坊｣。

（二）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活動

本所研究同仁也積極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參與國際期刊的編、

審工作，或受邀到國外演講，企圖透過這些活動認識同儕，尋求跨國合作

的機會，走出臺灣到國際舞台。如圖四顯示：本所研究同仁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的次數最多，其次是參與國際期刊的編審工作，且逐年增加。

（三）籌辦國際學術會議

除了走出臺灣到國際舞台，本所亦積極籌辦國際會議，向國際學術界

展示本所的學術能量和成果。2008-2017這十年間，除了2008年和2009

年，每年都舉辦至少4場國際會議。至於每年舉辦的場次則如圖五所示。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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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008-2017年國外演講、參與國外期刊編審、出席國外學術會議
統計圖

圖五 2008-2017年社會所舉辦的國際會議統計圖

（四）執行由國際社會學會籌劃的國際會議

如 �e ISA Conference of the Council of National Associations (2009, 

2017)、ISA Laboratory for Ph.D. Students (2012)，以及 ISA-Executive 

Committee Meeting (2016)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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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擔任國際學術組織的要職

如伊慶春擔任國際社會學會執行委員（2010-2018），並從2014年擔任

國際社會學會家庭研究委員會主席與執行委員會委員。

二、在國內學術界扮演之角色與地位

本所立基於學術研究，並積極關懷臺灣社會現實脈動，透過舉辦、參

與各類活動，或執行研究計畫，與社會頻繁互動與連結，進而對本土社會

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一）建構臺灣社會學社群的公共資產

本所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執行已逾30年。此調查計畫由

社會、政治、心理、人類、教育、傳播及精神醫學等領域學者共同參與，涵

蓋的領域廣泛；又每年會根據不同主題進行調查，並與國際社會調查計畫

合作設計問卷，調查對象遍布全臺灣，至2017年已累積58份問卷的全臺抽

樣調查。上述資料有助於系統地探討臺灣社會變遷。

此外，本所「青少年成長歷程追蹤研究（Taiwan Youth Project , 

TYP）」，亦已執行近20年，為臺灣社會完整建置了一個長期追蹤的生命

歷程資料庫，也為國內研究青少年成長議題的學者，提供了最重要且高品

質的研究素材。此計畫目前已是本所的招牌研究計畫之一，其資料品質廣

為國內外相關學者所愛用與稱頌。

（二）培育國內社會學人才

本所同仁以從事社會學研究工作為主，但是基於身為臺灣社會學社群

的一份子，考量到未來整個學術社群的發展，並為本所未來發展與召募新

成員，本所同仁對於臺灣社會學新生代的培育工作也投入不少心力。這方

面的工作包括：

1. 開設研究所課程
從圖六可知，2008-2017年間，本所有多位研究同仁，分別於國立臺

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國立臺北大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東吳大學、淡江大學

等10多所學校任教，總共開設101門（次）博、碩士層級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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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指導博碩士學位論文
除了開課之外，更直接的培育工作是指導博碩士學位論文。2008-

2017年間，本所同仁一共指導了15位國立臺灣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

立政治大學的博士學位論文，以及100位各校的碩士學位論文。其中有4

篇博士論文獲得臺灣社會學會的博士論文／佳作獎、2篇碩士論文獲得碩

士論文／佳作獎，並有1篇論文獲得田野工作特別獎的肯定。
3. 指導博士培育計畫學員

在院方經費的支持下，本所也由研究人員擔任所方的指導人員，接受

國內外各大學社會學系（或相關領域）博士候選人之申請，來所進行「博

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的研究工作，以協助其研究工作及博士論文書寫。這

項計畫已經成為國內外學生（包括本國籍及外國籍）競相爭取的研究獎助，

申請人數逐年成長。2008-2017年間，本所一共接受了32位博士培育人

員，其中10位是國內大學的博士候選人，22位是國外大學的博士候選人。
當中29位是本國籍，3位是外國籍。
4. 指導博士後研究
本所在院方及科技部經費的支持下，接受已取得博士學位者來所擔任

「博士後研究人員」。這項職位的申請人也逐年增加，特別是2010年之後，
院方經費支持的博士後研究人員，每年都有10-15位不等的申請者，競爭

相當激烈。2008-2017年間，本所一共接受了72人次院方和科技部經費支

圖六 2008-2017年兼任教職、開設博碩士課程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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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博士後研究人員，其中34人次為畢業於國內大學的博士，32人次畢

業於國外大學。為了讓這些學術新人有發聲機會，並提供與本土學界對

話的平台，本所自2015年開始，定期舉辦｢中研院社會所博士後論壇｣，

目前已在2015年12月29日和2017年2月23-24日舉辦兩屆，並在2018年

3-5月間舉辦第三屆。
5. 舉辦「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工作坊」

本所鑑於近年來年輕社會學學子在量化研究方法訓練上，漸有不足之

象，為培育未來社會學量化研究充足的人才庫，在2015年7月2-8日，舉

辦首屆｢2015中央研究院社會學量化研究工作坊｣，共有將近120位學員，
全程參與課程學習，其中不乏深具潛力之學術研究生力軍，為本所未來中

長期發展，以及本土社會學研究所需之人才，提供了豐沛的原才基礎，其

成效超乎預期。在2016年暑假期間，接續舉辦工作坊，亦廣受年輕學子

的期盼與歡迎，逐漸產生連鎖效應，有志學習社會學量化研究方法之博

碩士生，已將此活動列為每年暑假必須參與的學術活動盛會。2017年7月

10-21日，除了在本所舉辦長達10天的工作坊，亦在10月14-15日跟國立

成功大學合辦南部場。

6. 舉辦社會學研究生研習營「春之鬧」
在各大學社會系所主管的建議及支持下，本所於2012年2月及2014

年 2月辦理兩次社會學研習營，分別是「第一屆春之鬧」及「第二屆春之

鬧」。2017年2月14-17日的營隊主題是「學術寫作精進班」，係針對期刊

論文書寫和評論，邀請本院院士及本所同仁，分享寫作投稿經驗，透過

現身說法、示範操刀等方式，積極協助並教育研究生，完成學術期刊論

文的寫作，集本所全體研究同仁之力，積極培育具有學術競爭力的年輕

世代學者。

7. 舉辦亞洲年輕社會學者工作坊
本所自2010年開始，與簽署學術合作協議的單位，如東京大學東洋

文化研究所，輪流舉辦年輕社會學者工作坊，如 2010年 2月22-23日以

及2012年3月19-20日和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共同舉辦的 “IOS-

IASA Joint Workshop of Young Sociologists”和 “2012 IOS-IASA Joint 

Workshop of Young Sociologists”。
8. 辦理｢社會學博士班『公共議題與社會學』組｣ 

本所與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系、國立清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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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社會學研究所合作辦理社會學博士班「公共議題與社會學」組。本計畫

已經本院國際事務處通過，2018年9月起開始招收第一屆學生。此計畫結

合本所與三校的師資，加上本院提供的豐厚獎學金（每月24,000元，連續

兩年），將可以招收到優秀學生，為臺灣培養下一代優秀的社會學者。

（三）擔任國內重要學術機構要職

本所研究員時有被借調擔任國立大學系所、國家機關單位，或者獲

選擔任重要學術社團單位要職。如謝國雄借調擔任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

研究所所長（2007-2010）、張茂桂擔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2008-2009)、
傅仰止所長卸任後，借調擔任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發展處處長（2009-

2011）；吳齊殷為現任臺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以及陳志柔2018年起

接任臺灣社會學會理事長。

一、實踐「公共社會學」(public sociology)
公共社會學是社會學家對於各種公共議題、社區營造與社會運動貢獻

所學。首先，本所同仁立基在自己的研究成果上，發表公開學術演講，影

響社會。其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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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重大事件與公共爭議的平台，並且設定討論的議

題。例如，探討中國因素或臺灣的集體認同及其在世界中的角色，增進民

眾與媒體對臺灣社會的理解。再者，在各種媒體平台撰文，或接受媒體訪

問，對公共議題發表專業看法，這都促成了本所同仁與臺灣社會的對話。

第三，本所同仁的研究成果為政府機關採用、在政府機關擬定政策前提

供諮詢、直接參與公共政策（如高中公民課的課綱制訂）或者促成社會運

動的反思（如籌辦戰後臺灣「學生運動史展覽」，或者與「哲學星期五」和

「g0v.tw臺灣零時政府」等單位共同籌辦「跨世代學運論壇」，以及召開「學

生運動與社會正義學術研討會」）等「公共參與｣，逐漸顯現本所研究同仁

在學術之外的社會影響力。最後，面對臺灣國際地位上的困境，本所也透

過學術交流、舉辦國際會議等，讓國際學界看見臺灣。

柒 其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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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前項的學術社群服務與培育人才納入，本所從2008-2017年的

公共社會實踐，成效卓著，如圖七所示。

由圖七可知，2014年以前，本所的社會影響主要是透過立基在學術研

究上的公開演講，其次是社會對話，之後兩者易位。而過去一年（2017）
本所有關社會影響的活動大增。簡言之，本所在公共社會學實踐的整體圖

像是以學術研究為主，促成社會對話與社會參與為輔。

二、所內文化：批判、多元、民主、追求原創

自創所以來，本所的學術討論與對話，就不離學術研究的初衷：嚴謹

地追求原創的知識，非學術的因素被降到最低。這種「原汁原味」的對話，

自然具有強烈的「批判」，其強大的火力常讓所外的學者震懾不已。與批判

並行的是多元的精神，只要能說服同儕，任何觀點都可以被提出。學術的

對話基本上是民主的，這樣的精神也延續到本所的行政事務，所務會議的

運作與各種委員會的設立，都依循民主的精神，甚至本所諮詢委員會都有

「民主、太民主」的評論。批判、多元、民主，都是為了追求學術上的原

創，這是本所文化的基調。

圖七 2008-2017年公共社會學實踐

年度

學術社群服務與人才培育 立基學術研究之上的公開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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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所全所同仁二十多年來共同努力下，打造並且維繫了一個獨立思

考的、自由的、追求原創的一流研究機構。面對21世紀臺灣的巨變，如經

濟發展的停頓與轉型、所得分配不公的加劇、社會創新的驅力、家庭形式

的轉變、世代的差異、兩岸關係的演變、巨量資料（big data) 的普及，乃

至於未來的社會連帶與集體想像之醞釀等，在在都需要我們以一流研究機

構的自我期許來回應以下課題：

我們是否有能力偵測到臺灣社會巨變中的關鍵課題？
我們是否有能力將這些關鍵課題做出深刻而原創的研究，並將其轉化

為社會學中的基本議題，進而在世界社會學界中佔有一席之地？
我們如何與臺灣社會進行有機的互動？
這樣的自我期許，如何在日漸數量化與形式化的學術評鑑中不被淹

沒？我們如何實際運用社會學有關「結構/能動」的洞識，扭轉這個誤將手

段當成目的之異化力量？我們如何回到從事社會學研究的初衷？
2016年 9月29日，本所秋遊登七星山東峰。彭保羅夫婦由小油坑出

發，其他同仁則由夢幻湖出發，最後在七星山東峰碰面。在峰頂，保羅替

大家拍了幾張相片，下山後傳給大家，並且附上一句話：

「社會學有不同的路，都在峰頂見！」

我們現在都在邁向峰頂的路上，有時候會看不到彼此，不妨偶而唱首

山歌，彼此呼應，一起享受沿途的風景。一旦登抵頂峰，大家不就相見歡

了嗎？

捌 結語／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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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設立籌備處，2004年正式成所
http://www.ling.sinica.edu.tw

語言學研究所

一、籌設緣起

中央研究院於1927年成立於南京，抗戰前，先後成立了10個研究所，
分設京、滬兩地。歷史語言研究所是本院最早成立的研究所之一，本所

的前身——史語所二組，則由中國語言學大師趙元任（1892–1982）先生創

立。當時使用的英文名稱是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主要的研究

方向是文獻考據與方言調查。

從1927到1994年的67年裡，語言學經歷了重大的變遷與發展。西方

語言學本身，從與哲學的論述，歷史語言比較，發展出結合人類學的田調

研究，屬於沒有文字的人類語言，以研究語言的演化發展，並跨域結合心

理學研究語言行為、結合認知科學研究語言的生理機制與基礎、結合資

訊科學帶動語音科技的發展，語言學至此從人文研究邁向與社會科學、行

為科學、認知科學、資訊科學結合的嶄新又寬廣的局面。值此之際，中國

語言學的部分，也從強調歷時研究的文獻考據、方言（田野）調查，進而

發展到與西方語言學的研究方法結合、理論研究接軌的全新局面。原史語

所的二組，也因此提出成立語言學研究所的規劃，歷經三年的努力，經總

統府核准於1997年8月13日先行成立「中央研究院語言所籌備處」，並於

2004年2月正式成所。
綜上所陳，本所成立過程可概要區分為三個時期：

1、史語所二組時期：1928年~1997年。
2、籌備處時期：1997年8月13日~2004年2月19日。
3、正式成所：2004年2月20日正式奉准成所。

壹 設立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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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立宗旨

本所自成所以來，即致力於優質及創新的學術研究，主要的努力及使

命如下：

（一）追求有關人類語言的科學及系統性知識。

（二）發展語言學的跨學科研究。

（三）提升語言學研究的水準。

（四）賡續推動學術活動的國際化。

三、發展策略

本所一向以國際一流語言學研究所自詡，藉由以下發展策略，持續努

力保持競爭優勢：

（一）開發尖端議題，提出研究洞見，爭取學術主導優勢。

（二）積極延攬人才，培育新血。

（三）參與社群組織，活化交流互動，提升本所國際能見度。

（四）保持出版品優質的學術水準。

本所於史語所第二組轉型成立籌備處階段時，所內編制研究人員為

12人。為因應國際競爭力的最低需求，研究同仁考量即便在政府財政困

難的情勢下，仍希冀於成所十年的成熟時期內，編制內至少應有研究人員

30名。然因國內外整體經濟環境持續不佳，政府財政未見改善，員額成

長嚴重受限。2008年時，本所僅有特聘研究員1位、研究員8位、副研究

員2位、助研究員4位及研究助理1位，共計16位研究人員。而依據本所

2009~2016年中長程學術發展計畫，原規劃於2014年度可成長至25位研

究人員，惟囿於全院之員額依然有限及新設單位得優先配置之措施，此項

目標仍無法達成。再者，現職研究人力的高齡化，也對於本所人力造成嚴

重衝擊。截至2023年，本所將有5位資深研究人員陸續達到65歲屆齡退

休。這一波退休潮的湧現，將使本所研究動能面臨大幅萎縮。因此，增補

新進將是本所學術發展之重要工作。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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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語言所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語言所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特聘研究人員 1 1 1 1 1 1 2 2 2 2

■ 研究人員 7 7 6 6 6 6 7 7 7 8

■ 副研究員 3 5 6 6 6 7 5 6 7 6

■ 助研究員 5 3 3 4 4 4 4 3 2 2

■ 博士後研究人員 0 2 5 5 7 8 8 5 3 2

■ 助理 26 65 59 53 55 53 61 58 58 54

■ 行政技術人員 2 2 2 2 3 3 2 2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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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籌備處之初，本所年度預算尚不足二千五百萬元，此後逐步成

長。自2008年至2017年，本所之預算數如前頁圖二（單位為千元）。本所

近十年的預算雖呈現微幅增長的趨勢，然因人事經費佔了相當比例，能

使用於研究上的經費並未有顯著的增加。職是之故，本所同仁均積極申請

所內外計畫，如院內的深耕、前瞻及主題計畫，以及院外的科技部專題計

畫，以爭取更充裕的研究經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本所研究人員平均申

請科技部專題計畫件數，已多年位居人文組第一。

本所一向秉持探索真理及追求卓越的使命，以從事人類語言的科學研

究為宗旨，長期致力於臺灣本土與鄰近相關語言之結構與類型研究等基礎

研究，並兼及跨領域研究。研究同仁秉持承先啟後、繼往開來的精神，近

年來對於語言學研究有重大影響的課題，如語言多樣性、調查瀕危與弱勢

語言、推動本土語言研究、因應網路科技對語言的衝擊展開配合調查，以

及配合腦神經研究與認知科學勃興所發展的神經語言學研究，皆已有相當

傑出的研究績效，取得各自領域的領先地位，呈現出生機盎然的研究動能。

一、核心領域，多元發展

  　本所語言學研究以核心領域為主，朝向多元發展邁進。衡諸研究同仁

專長，涵蓋語音學、音韻學、詞彙學、句法學、語意學、歷史語言學等理

論語言學之研究。透過這些核心領域的長期耕耘，引領臺灣語言學研究，

同時堅實地向下札根，並提供類型研究豐富的語料。除此之外，本所具南

島語專長的研究同仁也善用自身的學術知能，積極投入調查瀕危與弱勢語

言，從事語言搶救及典藏的工作，而部分同仁也積極參與公部門的各項服

務，協助政策研擬與規劃，於研究之餘，也善盡社會責任。

   二、跨越學科，科際整合

  　在上述語言學核心領域的基礎研究之外，本所也積極跨越學科間的籓

籬，嘗試結合不同學術領域的知識，期盼透過多元的研究觀點與方法，進

行跨域的整合研究，俾能深入探究語言學之問題，並從跨領域研究中獲致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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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滿的解答。本所跨學科的科技整合研究在腦神經語言學、認知語言學、

語料庫語音學、計算語言學等方面皆已取得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

  　依據院方2014年人文及社會科學組的學術評鑑報告，本所整體表現不

俗，在認知神經語言學、臺灣南島語言學、藏緬語及計算語音學等領域，

於國內外學界均已呈領先之勢。且本所在考量將至之屆齡退休潮及預算成

長日益有限之嚴峻情勢下，也提前因應，達成結合學術發展與人才培育之

共識，已透過公開徵才，積極甄補語音學、以語法為主軸的歷史語言學等

將出缺領域之新人。且考量閩客語是本土說話人口眾多的語言，因此我們

有責任將深具在地優勢的閩客語作為主要的研究素材，將其放入全球跨語

言的體系比較，據此提升本所在閩客語研究的國際能見度。同時也彈性地

視應徵人選的良莠與實際的供需情況，拓展東南亞語、語言習得、類型學

之研究領域，俾使本所得以永續經營。簡言之，本所均以所訂之中長程發

展計畫為依歸，致力達成以下目標：

（一）創新研究，引領學界：以國際一流語言學研究所自勵，持續在語

言學主要研究領域開發尖端議題，戮力推動研究。

（二）為國育才，薪火相傳：秉持為國育才之理念，積極進行高階人力

資源養成，傳承語言學之學術薪火。

（三）立足學術，關懷社會：以學術研究為己任，但社會之關懷與參與

亦屬公民義務，本所仍會持續鼓勵研究人員於公忙之餘貢獻所長，以期回

應社會需求與國家發展。

本所研究人員一向秉持勤奮治學的態度，自成立以來，即以建設國際

一流的語言學研究重鎮自我期許。數年來，在同仁的辛勤努力下，已累積

豐富的優異研究成果，多數研究同仁在所屬研究領域中，皆已獲致高度的

國際學術聲望及影響力，成為該學術社群中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國際級專

家。在具體數據方面，研究同仁每年發表之論著接近上百種（如下表），論

著數量可觀而穩定。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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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2008–2017年語言所研究人員發表各類論文統計表

年度 研究人員數 期刊論文 專書論文 專書 會議論文 合計

2008 16 24 8 2 75 109

2009 16 21 17 2 63 103

2010 16 21 10 0 71 102

2011 17 25 15 1 46 87

2012 17 23 17 0 52 92

2013 18 26 8 0 58 92

2014 18 20 10 1 71 102

2015 18 15 13 2 47 77

2016 18 21 17 6 41 85

2017 18 12 9 1 21 52

    依2015年5月28日院方召開之2015年學術暨行政主管前瞻規劃會議資

料，本所在2005~2014年間，被收錄於涵蓋了SSCI及A&HCI之高影響力

的國際權威學術期刊資料庫Web of Science（WOS）的期刊論文，平均被

引用次數位居全院人文組之首位，學術論文產出質量均優，表現傑出。收

錄數量統計如下表。

表二 2008–2017年語言所論文收錄數量統計表

年度 SCI SSCI AHCI EI TSSCI 其他

收錄於WOS
資料庫之

總論文篇數

2008 5 6 6 2 0 0 14

2009 6 5 2 0 0 0 10

2010 7 11 6 0 0 0 14

2011 10 13 4 1 1 0 18

2012 6 7 0 0 1 0 11

2013 6 7 3 0 0 0 11

2014 7 5 3 0 0 0 11

2015 2 8 1 0 0 0 9

2016 5 9 3 0 1 0 13

2017 0 4 1 0 0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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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論文發表外，本所研究同仁也戮力建置各式語料庫（如「中文

詞彙特性速描系統」、「中文詞彙網路」、「中央研究院上古漢語標記語

料庫」、「中央研究院近代漢語語料庫」、「中央研究院現代漢語平衡語料

庫」、「中央研究院中文句結構樹資料庫」、「中英雙語知識本體詞網」、

「文國尋寶記」、「臺灣南島語數位典藏」、「臺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

大辭典」、「全球華語文數位教學資源中心」、「搜文解字」、「漢字知識本

體」、「漢語對話語音語料庫」、「閩南語典藏——歷史語言與分布變遷資料

庫」、「閩客語典藏」、「語言典藏及臺灣「AESOP」英語語音資料庫」），
並將連結放置於網頁，無償提供學術使用，嘉惠學林無數，也促進了學術

交流與合作。

此外，本所研究人員雖無授課之義務，但也都積極透過本院博士候選

人培育、博士後研究、獎補助培育、於大學兼課及指導研究生論文等多元

的方式，替語言學界培育新人，對於世代交替的學術傳承貢獻良多。

本所近十年所累積的研究成果甚多，大體而言，在研究取向的理論研

究、區域研究、整合研究三方面，都有均衡的表現。各重點領域最首要而

為國際所矚目者，有以下幾項：

一、語言心理實徵與神經機制

認知與神經語言學實驗室（以下簡稱實驗室）旨在以認知神經科學的

腦造影技術，包括眼動儀、事件誘發電位腦電波、腦磁波、功能性磁振造

影等方式，探討大腦與語言處理的關係。近期的研究議題包括語言習得與

閱讀理解的認知與神經機轉，嬰幼兒語音知覺與閱讀發展的關連，探討語

言與閱讀障礙成因以提供早期鑑別的神經生理指標，以及失語症與老化對

語意與脈絡理解的影響。實驗室研究方向如下：

（一）語音知覺與發展：從早期的語音解碼到閱讀發展

近期研究指出，嬰幼兒的語音發展以及語音知覺表現可有效預測這些

孩子日後的閱讀能力。有閱讀障礙家族史的嬰兒對語音區辨的腦波反應，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個別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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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與沒有家族史的嬰兒的反應不同。這類研究的進展得益於腦波觀測技

術。不匹配負向波 （Mismatch negativity; MMN） 是一種由聽覺刺激引發的

事件相關電位，反映大腦偵測到聽覺刺激改變的自動反應。因此實驗室近

年來致力於使用MMN探討中文母語者的語音知覺發展，以檢驗語音特徵

改變時的 MMN 與中文閱讀能力之間的關係。實驗室先以成人為受試建立

區辨純音、國語聲調，以及音首與韻尾等特徵改變時的 MMN 實驗典範，
並比較閱讀困難的學齡兒童與一般閱讀能力兒童在 MMN 特徵上的差異。
目前，實驗室也致力於使用縱貫式研究，追蹤早產與足月生嬰兒從 0 到 2 

歲間在上述語音知覺 MMN 的發展情形，配合其語言能力、動作發展與

其他臨床指標，試圖找出此項指標與各項認知能力之關係，並建立學齡前

（4–6歲）與學齡兒童（7–13歲）的中文語音知覺常模。長程目標是希望能

建立區辨中文語音的發展資料，未來可發展為早期鑑別語言與閱讀障礙的

神經生理指標。 

（二）文字辨識與閱讀習得

口語能力的表現，不論在歷史的演進上，或是在人類個體獲得語言能

力的時間點，皆早於掌握閱讀、書寫文字。因此，基本上識字歷程的重點

在於學習語音與文字之間的對應關係，或者說是學習如何使用視覺文字符

號來表達語言。然而近期有越來越多的研究指出，學習文字會反過來影響

口語詞彙辨識歷程。實驗室積極的藉由觀察成人、學齡兒童的閱讀行為，

以探討閱讀與學習障礙的孩子究竟在哪些環節上產生困難，以及閱讀習得

的認知與神經基礎為何。中文字雖非拼音文字，但具有眾多的形聲字。目

前已經完成一些研究，在探討閱讀習得的歷程中，讀者如何逐步掌握文字

的規則，例如部件位置的知識，聲旁表音覺知。另外，由於漢語音節結構

相對簡單，以致同音字眾多，也是漢語的一大特色。因此，近期的研究將

探討口語詞彙辨識，以及中文使用者如何克服同音字區辨的困難。期盼這

些研究，能對教育與臨床上的早期療育與輔助教學設計能有所貢獻。 

（三）語句理解

日常生活中，不斷地閱讀書報、使用多媒體資訊，或者與人交談，種

種的語言經驗協助吸收豐富的資訊。透過理解語句的訊息，不斷累積對世

界的知識。這些動作或許是輕而易舉，但是回顧成長的經歷，亦曾發生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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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課本，但是唸不出課文，面對著國文考試的「閱讀測驗」題組，苦苦思

索，卻不知如何解題，從以上經驗可知，理解語句訊息並非天生神力。 

因此，關於語句理解，該實驗室欲討論的方向為：

1. 年齡與閱讀的關係：隨著年紀的變化，是否會發展出更好的策略以

增加閱讀的效率，或者在儲存與運用語言的模式，其實會隨著年紀的變化

而有所改變？
2. 腦部損傷對閱讀表現的影響：藉由觀察腦傷後語言功能受損的患

者，可以幫助了解大腦的神經機制與語言功能之間的對應關係，以期未來

可協助應用層面的發展。

3. 閱讀理解的處理歷程與語意知識對應的關係。 

二、搶救瀕危及消失的南島語言

李壬癸院士多年來積極研究瀕危及消失的臺灣南島語。臺灣南島民族

至少有二十種語言，大約有一半已消失，有的已瀕臨滅絕，只剩下極少數

老年人還會講，例如巴宰（剩1人），邵（剩10人），卡那卡那富（剩5人），
沙阿魯阿（剩12人），噶瑪蘭（不到50人），賽夏（不到100人）。李壬癸調

查三種平埔族（巴則海、邵、噶瑪蘭）和三種高山族（卡那卡那富、沙阿魯

阿、賽夏）語言的詞彙、音韻、構詞、句法、篇章、文本。對於已消失的

平埔族語言，也收集和整理荷蘭時期傳教士所留下的文獻和日治時期日本

人所做的紀錄。已正式出版有關平埔族語言的詞典兩種（《巴宰語詞典》跟

English–Favorlang Vocabulary）、文本歌謠一種（《巴宰語傳說歌謠集》），
以及學術論文數篇。另外還從事《新港文書》西拉雅語的契約文書逐字翻

譯及整篇之意譯。另外，法佛朗語基督教義文本英譯，19篇法佛朗語文本

都逐詞並逐句翻譯成英文。同時也整理了臺灣南島語言一千多個詞項的詞

彙比較表，理出各種規律的語音對應關係，鑑定了數百個屬於古南島語的

層次的同源詞。

三、南島語研究

本所多人從事南島語研究。湯志真女士比較南島語、漢語以及其他

不同類型的語言，指出前人在語言事實和句法分析上的缺失，也從名詞組

中的修飾標誌以及子句中的附加語結構來詮釋不同語言類型的異同。張永

利先生提出語法上的核心與邊緣問題。許多語言副詞性修飾語通常出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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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或附加語，出現在句子邊緣位置，可是臺灣南島語言的副詞性修飾語卻

通常以動詞方式出現，並且充當主要動詞，帶領詞彙動詞為補語。臺灣南

島語的語法模式可以作為劃分語言類型的依據。此外，南島語言的主事焦

點句在有些語言是及物句，但是在某些語言可能是不及物句，並非如部分

學者所說的都是不及物句。齊莉莎女士研究各個魯凱語方言的構詞、句法

之特色並比較它們之間的差異，進一步了解魯凱語方言之間的關係，建立

古魯凱語之構詞及句法的特徵。個別語言的研究包括賽夏語及鄒語。鄧芳

青女士比較卑南語各方言的語音、構詞以及句法，繼以建構各方言間的關

係，另一重點則是探討臺灣南島語在動詞上的非焦點標記，並區分他們與

焦點標記的功能，以及其語法化的過程。黃慧娟女士研究臺灣南島語言音

韻，從音韻學理論的角度解釋語言中重要的音韻現象。調查的語言主要包

括泰雅語及布農語各方言，田野調查範圍遍及新竹、苗栗、臺中、南投、

高雄等地不同方言點，一方面比較方言之間的差異，推論音韻演變的軌

跡，另一方面從共時音韻的角度，分析與音段、音節、重音、韻律詞相關

的規律。除了發表數篇論文探討滑音本質、擦音化現象以及音節等議題，

闡述如何區分不同性質的滑音、音節內響度變化偏好，如何導致擦音化、

音節內音段分布對稱與否等問題，並在 2016年合著出版《布農語語法概

論》一書。

四、藏緬語結構與譜系關係研究

2008年至2017年，孫天心先生持續從事漢藏語系藏緬語調查研究，
重點是藏語及周邊長期受其影響的羌語支語言。十年中，孫先生執行多個

國科會、科技部研究計畫，在識別新語言與新方言、發掘及描寫重要語言

現象、歷史比較與方言分群方面都有顯著的成績。現將本階段主要的研究

成果敘述如下：

（一）羌語部分：近年來孫先生與本所同仁余文生先生合作研究黑水縣

羌語，針對多種方言進行語音、語法專題研究，完成數篇合著論文，創獲

包括：1.修正現行以類型特徵為依據的羌語分類方案，改採嚴謹歷史語言

學原則，依據重要共同創新進行嚴謹的次分類；2.在黑水地區的西北羌語

發現成套的小舌化（uvularized）元音，並從音系學、聲學及生理語音學角

度加以論證；3.發現西北羌語存在特殊動詞曲折變化，用以標記語意上的

「受影響者」（a�ectee），這是漢藏語法類型上的重要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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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語部分：在四川黑水縣識別出六片差異頗大的未知藏語，正

進行系統研究，並依據語音及形態創新加以次分類，成果將以專書形式發

表。而以縣為單位「由點到面」的研究，亦可樹立記錄保存瀕危語言的新

典範，對藏語方言學做出重要貢獻。

（三）嘉戎語組部分：四川西北部有嘉戎、綽斯甲、霍爾三群重要的藏

緬語，共同構成「嘉戎語群」，素以語音保守、形態豐富著稱，也是孫先生

長期耕耘的研究領域。十年來，除了持續針對嘉戎語進行跨方言研究外，

亦聚焦於本語組最為薄弱的研究環節，亦即散布於川西二州六縣的「霍爾

語群」。多年來，孫先生逐步調查六個縣的霍爾語，發現超過預期的內部

差異，識別出北部（壤塘）、西北部（爐霍）、中部（道孚與丹巴）、東部（丹

巴東部）、西部（新龍）等音韻、詞彙、形態句法都有顯著歧異的五種獨立

霍爾語。並運用新材料，發表了霍爾語發聲態音位對立、動詞人稱範疇、

詞幹交替模式等面向的系列方言比較研究。這些學術成果彌補了過去的研

究空白，帶動了嘉戎語組整體研究能量的提升，對漢藏語言學作出了顯著

的貢獻。

五、漢語句法語意研究與演變分析

林若望先生過去十年的研究課題和重點有下列幾項：（一）漢語句子

的時間解釋，（二）特殊比較句式的語意研究，（三）漢語關係子句的句法

與語意。漢語句子和印歐語言的一個主要差別，就是後者有表示時間的

標記，但前者沒有。林先生提出漢語雖然沒有時制標記，但有時態標記，

且時態取代時制的功能，此一主張輔以時間副詞、詞彙意義以及語境因

素，就可很好地解釋漢語句子的時間意義。特殊比較句式主要研究漢語

「比」字句，「越⋯⋯越」句型以及「形容詞+多」句型的語義，對這三種

句型的語義提出相當詳細的句法語義分析，為漢語比較句的語意研究開

啟了不同的一扇窗。關係子句的研究重點，則在於釐清中文是否具有和

英文關係子句一樣的限制性與非限制性用法上的區別，最主要的發現是，

中文所有的關係子句都是限制性關係子句，非限制性的語意其實是假象，

這樣的看法解釋了為何中文的關係子句在句法上呈現的特質都是限制性

關係子句的特質。

魏培泉先生主要的研究領域是漢語語法史，近十年已發表的論著探

討了動趨結構、平比句、正反問句、時體情態標記等的發展，使得學界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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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語語法史的認識能夠更為深化。其中時體標記的研究揭露了上古漢語和

近、現漢語時體表達系統在類型上的重要差異。由於對於上古漢語到中古

漢語的語法演變研究較為深入，再結合其他的歷史語言知識，魏先生進一

步探討古籍的真偽及著作年代的問題，至今已完成《《列子》的語言與編著

年代》一書和〈《關尹子》非先秦作品的語言證據〉一篇論文，證明《列子》

和《關尹子》並非先秦古籍。在這兩種著作中所提的語言證據都非常豐富

而且堅實，對於古籍辨偽以及上古漢語和中古漢語的特徵區別，都提出了

不少客觀而有效的鑑別方法。 

六、口語語流韻律的組織架構與模型

鄭秋豫女士強調語言產製規劃將短語成組形成語篇時，必須在韻律上

表達大範圍起承轉合關係及信息結構的權重配置，因此連續語流中的短語

不再是孤立韻律單位，各受管轄的語言單位必須調整韻律以共構並體現跨

短語的語篇關係，並表達信息成分的權重與配置，從而解釋並解構了大範

圍韻律語境的成因，並提出計算語言學模型，也因此將傳統語音學僅重線

性關係的分析方式帶入階層式的疊套包運關係，與音系、句法及篇章結構

直接接軌，進而走出語音分析無法提供短句句調以上韻律現象的困境。研

究方法方面，以計算語言學建立模型的方式，提出聲學語音的證據與模

組，說明了口語語流韻律表面現象中的旋律、節拍、強弱、停頓的結構，

如何由各個韻律層的分層貢獻疊加而成，因而解釋了構組大範圍韻律語境

的模版可建立計算語言模型。而所建立的數學模型，可直接應用到語音科

技開發方面。2006年完成研究課題導向的「中央研究院口語韻律語料庫暨

工具平台Sinica COSPRO & Toolkit」，2017年完成「亞洲口音英語跨國語

音資料庫——中研院語言所臺灣二語英語語料庫（AESOP–ILAS）」，均已

釋出。此二語料庫與其他口語語料庫最大的差別在於：1.蒐集語料強調大

段落口語及語篇，2.大部分語料已經過多項標註處理。3.工具平台Toolkit

整合了PRATT與CoolEdit的語音分析合成功能。

七、自然口語分析及計算模型建置與應用研究

曾淑娟女士以語料庫語言學方法開發收集與處理臺灣國語語音語料

的程式工具。用以研究語音弱化與合音詞之間的語音與聲韻關係，也用於

研究自然語音中韻律分布、邊界標示與詞語更正等課題。自然口語是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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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最常見的語言形式，文字的發展亦是由口語演化而成。目前語言科技

有關語音的應用技術皆以口語語料庫為研究基礎，語言所建置的自然口語

語料庫自動化建置流程與工具系統的開發，將自然口語收集，自錄音、轉

寫、標註與標音等工作流程標準化。以目前語音技術的發展而言，具備標

註良好的數據庫，便同時擁有話語權。目前已經建置完成，可供語言分析

的數據庫有：「成人會話語料庫」、「聽常聽損兒童比較語料庫」、「具音段

標記語料庫」、「中文口語詞頻表」、「中文核心詞彙表」。共有二十所國內

外學術機構授權，使用於該單位之研究與產品開發。執行數位典藏計畫所

建立之社會語音語料庫用於口語語音變體與社會因素之研究，共1,400受

訪人，口語資料經過標註與標音處理，是目前同類資料庫中，數量最大、

標註最精細的資料庫，對於臺灣口語使用做出量化調查。在臺灣所使用的

華語，雖然有顯著的受到閩南語影響，卻還未達到語言融合的程度。

具備數據庫的研究基礎之後，則可經由數據標註，取得語言分析重

點，以建立計算模型檢驗，並預測語音變化的規律性，進一步實現語音科

技應用。語音產製的本身有社會、個人、現場等不同因素影響，也有說話

者本身的心理詞庫扮演重要角色，用以決定如何解析所聽到的言語，以及

如何組成自身要表達的概念，以何種語音形態呈現。下圖展示的是以數據

為本的口語研究框架。

圖三 口語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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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調與雙字詞弱化為該框架之研究重點。聲調變化與眾多因素相關：

音節結構、韻律位置、構詞結構以及該字在詞語中的位置，如何經由海量

的自然語音資料找到典型的語音變體，在語言學與語音工程領域都很重

要。以自動化抽取的基頻，配合聲調計算模型與自動化群聚方法，將聲調

透過物理訊號，以計算量化方式，將語言學概念表徵相關的特性以向量表

示。並且由一般處理的單字詞擴及雙字詞，同時將語者不同音節結構造成

的同一聲調組變異，透過群聚方式抽離，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數學表示法。

目前此聲調計算模型亦有華語教學產品開發應用。此外，自然口語的語音

變體研究，不僅可以找到音節縮讀與合音詞語音形式的關連，也可以連接

心理詞庫儲存的口語詞彙語音形式，除了標準型態以外，是否存在其他形

式是被儲存於心理詞庫裡。初步的檢驗方法，是將音節與詞語結構帶入訊

號處理的結果，結合雙字詞弱化研究成果，將所得到的自動化語音變體加

入自動語音辨識系統之發音詞典中，以檢視其效能。研究結果證實，僅僅

加入少量的發音變體便已經提高辨識效能。足見語音變體的計算模型，搭

配語言學理論，可以對語音技術做出貢獻。

 八、蒙古語研究暨滿蒙語比較研究

蕭素英女士首度以不同時代的文獻語料庫量化材料，逐步檢視蒙古

語從十三世紀至今時間語法系統，尤其是時制與時貌的變化，發現蒙古

語「非過去時」動詞詞綴歷經由–mu/–yu/–u/–d 變為–na/–ne，而「過去

時」動詞詞綴則正經歷由–ba/–be變為–γsan/–gsen的變化。並且主張，
蒙古語語法的歷史變化存在「合成——分析」的循環（synthetic–analytic 

cycle），蒙古語陳述詞綴的來源是動名詞詞綴與存在動詞的合成形式，陳

述詞綴原來的名詞意義與用法不明時，新的一套動名詞詞綴隨之發展，並

在辭彙 /結構競爭、對稱性、經濟性等各種因素交互作用下，動名詞詞綴

與存在動詞又產生新的合成形式，取代了先前的陳述詞綴，形成一個類型

變化的循環。進一步比較《滿洲實錄》、《清語老乞大》、《蒙語老乞大》、

《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等滿蒙平行文本，發現滿語也有時貌標記取代

時制標記的變化，而且完整貌已經完全取代了原有的時制詞綴，而同樣的

演變仍在蒙古語中進行。再比較滿蒙語以及部分親屬語言的「說」類動詞，

發現帶有附加義的言說動詞，如下對上（稟奏、報告）、解釋、對象為多

數（宣諭、宣布）等詞，沒有語法化為虛詞，只有同義詞之間的競爭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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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蒙古語或滿語都至少有一個單純「言說」義的動詞有語法化的現象。滿

語的 se–「說」除了與蒙語的ge–「說」一樣有動詞、「引語標記」、「補句標

記」、「言談標記」等用法，還有「狀語標記」的用法，主張這個用法源自

「狀聲詞+作為引語標記的「說」。從這個角度而言，滿語的變化仍然比蒙

古語快速。 

此外，蕭女士以問卷調查內蒙古方言關係子句中的主格 /領屬格交替

現象，是第一個關於現代蒙古語主格 /領屬格交替的量化研究。蒙古語的

時貌標記 （如完整貌、經常貌）正演變為陳述式標記（即成為時制標記），
蒙古語的關係子句原是名物化子句，但對於將時貌標記重新分析為時制

標記的母語使用者而言，也可以是限定子句，因而有領屬格 /主格交替現

象。由於時貌到時制的變化仍未完成，傾向維持使用領屬格。

蕭女士也建置了「中央研究院阿爾泰語料庫」（http://altaic.sinica.edu.

tw），提供 《蒙語老乞大》、《清語老乞大》、《滿洲實錄》等文獻全文瀏覽

或檢索，以及《蒙英辭典》（Lessing，1960）、《滿和辭典》（羽田亨，1937）
線上檢索。建置「八思巴漢語資料庫」（含《蒙古字韻》、五種版本《百家

姓》）、「八思巴蒙古語文獻資料庫」、「北京木刻版《格斯爾》與隆福寺手抄

版《格斯爾》資料庫」、「《滿蒙漢三文合璧教科書》資料庫」等。

九、西夏語文獻研究

林英津女士延續1994《夏譯孫子兵法研究》的資料庫，更新西夏語文

獻語料庫的內容，2006加入專書《西夏語譯《真實名經》釋文研究》全文

索引，以便有效地累積過去的研究成果，使西夏語成為可供學界自由取

用的研究語料。2006以後，主要工作為改寫西夏語譯《六韜》，及繼續解

讀《目得迦》（佛學文獻中的「律」）、〈金光明經懺悔滅罪傳〉（民俗信仰

感應故事）⋯⋯等各種不同類型文本；並奠基於深度解讀的文獻語料，發

表一系列西夏語構詞句法的論述。2016年以來執行科技部的計畫，推出

「西夏文本《金光明最勝王經》釋文研究」、「西夏語語法結構分析——以西

夏文本《金光明經》為基礎語料，並結合世俗文獻與其他相關佛學文獻語

料的驗證」，實踐精確解析西夏語的理念。西夏文本《金光明經》，從王靜

如（1903–1990）1932–1933發表「夏漢藏合璧考釋」以來，沒有人拿來再

生產的文獻，林女士在其中看到很多有意義的、頗有些能改寫過去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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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語語法的語料。這個計畫是一個新的開始，自信經過其轉錄的解讀語

料，對想要利用西夏語為分析語料的藏緬語同行，可以有效降低（識字）

的門檻。西夏語文獻的解讀，才不僅侷限於所謂Tangutology，而成為語

言學門可以再生產的語料。進一步以不同類型文獻呈現對西夏語更細膩的

認知，及經由業已深度解讀的西夏語文獻，重建西夏民族對古代中國文

化及思想體系的習得，以便具體實踐語言學與歷史、文化人類學的會通。

2017年在本院「人文講座」秋季班開設「西夏語文獻與古代中國」課程，
透過僅有西夏文書寫的《聖立義海》的「月令」、《天盛律令》的「婚姻規

範」之解讀，嘗試經由西夏人的心眼，提取西夏民族對古代中國社會、文

化、倫理的認知。

十、客贛方言音韻比較研究

（一）客語語言典藏

江敏華女士執行本所「語言典藏」二期計畫中的子計畫「閩客語典藏

計畫」客語部分，收錄了傳教士文獻中的《客家書啟蒙淺學》（1879）、《新

約聖書．使徒行傳》（1883, 1893）、《聖經書節擇要》（1884）、《客英大辭

典》（1926）、《客法大辭典》（1926）、《醫界客話讀本》（1931）、《客家社會

生活對話》（1937）等，以及當代臺中縣與桃園縣等客語民間文學集。本資

料庫公開且免費，提供國內外客語研究者、教學者及學習者可供查詢的線

上資源（http://minhakka.ling.sinica.edu.tw/bkg/bkg.php?gi_gian=hoa），目

前使用人數達7萬9千餘人次，具有相當的學術及社會影響力。

（二）客語語法描述與比較

江敏華女士運用田野調查及過去從事語言典藏所累積的語料，就方

言類型學與歷史語法中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撰寫客語語法比較研究的相關

論文，一方面呈現臺灣客語各次方言的語言事實，一方面也藉由與其他客

語、漢語方言及近代漢語的比較，了解客語在方言類型學或歷史語法中的

位置。近年來已發表關於客語語法的研究論題，包括動趨結構中與體貌有

關的成分、短時貌標記、狀態 /補語標記、處所介詞的用法及來源、持續

體標記的來源、差比句句式及標記、多功能詞「倒」、「到」、「得」等的重

疊及分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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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女士的研究著重在填補臺灣客語研究與漢語方言語法之間的缺口，

因此，在客語語法研究的特色主要表現在：（1） 以實際田野調查語料指出

臺灣北部四縣、南部四縣、海陸及東勢客家話內部的語法差異，甚至桃園

四縣與苗栗四縣、桃園海陸與新竹海陸之間的細微差異。（2） 結合田野調

查語料與文獻資料庫（包括歷史的與當代的）所得語料進行深入分析。（3） 

眼光不侷限於臺灣客家話，而能兼顧與其他客語、其他漢語方言比較，或

歷史語法比較所呈現出來的共通性與特殊性。

十一、吳閩方言比較與閩語古音構擬

吳瑞文先生的語言對象以閩語為主，兼及相關的漢語方言（吳語、贛

語、客語及北方方言）。具體從事的內容涵括原始閩語比較構擬、原始閩

語音韻層次與漢語音韻史的關係、閩語語法比較研究以及閩語共時詞彙

語法解析等方面。吳先生認為，音韻、構詞、詞彙與語法（後三者可視為

廣義的語法）固然是語言學內部不同的部門，而其間實有互相補足啟發之

處。依照語言學次學門的不同，吳先生的研究可以約略分為以下三類：

1.歷史音韻研究：原始閩語音韻系統比較與擬測

2.歷史語法研究：現代閩東方言的共時與歷時比較語法研究

3.漢語跨方言語法化相關議題

在歷史音韻研究方面，吳先生的研究聚焦於原始閩語，重心放在

閩語內部音韻層次的分析。採取的方法是歷史語言學經典的比較方法

（comparative method）。簡言之，乃是在閩語各次方言內部尋找同源詞，
並以漢語音韻史提供的框架（主要是中古《切韻》，同時也參看上古、兩漢

乃至魏晉南北朝等不同階段的音韻演變）來觀察閩語同一韻類同源詞的規

則對應，找出音韻層次，再利用漢語音韻史的音韻演變來說明每一層次可

能的時代。利用比較方法為閩語（或其他漢語方言）區分出音韻層次後，

進一步的任務，就是妥善地利用層次分析的結果來構擬相應時代的語音系

統。吳先生從2014年起，以中古四等俱全的蟹攝開口字韻為對象，撰寫了

3篇系列論文，主要探討蟹攝四等開口齊韻、蟹攝開口三等祭韻及蟹攝開

口二等佳、皆、夬韻在原始閩語中的音韻層次，並進一步根據上述研究，

利用正確的音韻層次來擬測相應的中古時期南朝江東方言，進而推敲古江

東方言可能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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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語法研究方面，吳先生關注的是閩東方言語法的共時與歷時比

較研究，同時也關注個別功能成分（例如，介詞和完成體標記）的語法化歷

程。這一領域的研究係立基於實際閩東方言田野調查，透過第一手語料論

述閩東方言語法化的表現，呈現閩語內部功能成分在來源及語法化途徑上

的分歧，從而豐富學界對閩東乃至於整體閩語方言語法及語法史的認識。

吳先生從事閩語及相關方言語法化議題研究有年，在實際田野調查乃

至於撰寫論文的過程中，深切體認到跨方言比較以及類型學觀點的研究，

對於語法化及相關的形態化或語音弱化現象有密切的聯繫。職是之故，近

來嘗試擴大對象，觀察重要語法成分（例如「去」）在南北方言中的語法化

表現及相關議題。

音韻及語法綜合性的研究是一貫的研究進路，然而因應個別研究課題

與對象之差異，研究成果各有偏重。這類結合音韻、詞彙及語法乃至於共

時與歷時等各層面的研究工作，可望在語言學研究上獲致重要而有啟發性

的成果。

十二、理論／形式語言學的研究

理論語言學是現代語言學的核心基礎研究，廖偉聞先生的研究領域是

以共同語法理論為根基的句法學、語意學及句法——語意介面。研究目標

為：（一）比較漢語和英語的句法結構，以便進一步了解不同語言之間所存

在的共通性；（二）研究句法語意介面及建構句法和語意之間對照的關係法

則； （三）尋求主導句法結構的基礎理論和探討現今句法理論的相關問題。
廖先生近年來發表了數篇國際期刊論文，主要研究課題包括名詞組裡功能

詞的比較句法，時量副詞與無定詞的句法——語意介面，目的子句結構及

詞組理論的討論。

舒志翔先生的博士論文 “Sentence Adverbs in the Kingdom of Agree”，
探討語言中全句副詞的句法現象以及句法中的呼應理論（Agree theory）的

推展。論文中觀察到以往研究沒有特別注意到的量化詞與焦點詞，對全句

副詞的句法分布有直接影響的語言現象；同時也發現之前的副詞理論，對

此語言現象做出錯誤的語序預測。論文中具體修改既有理論，並提出了新

的副詞理論版本，以做出正確語言現象的預測和描述，並且推展呼應理論

的應用。之後，在幾個句法理論以及句法構詞介面理論下提出新的分析。

對於動後助詞「個」，提出了具體的證據支持動後附著詞分析，並進一步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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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呼應理論的應用。對於語序理論，提出了反駁非對稱理論的具體論點。

對於程度副詞理論、漢語中第二焦點、漢語感嘆句，以及漢語動詞詞組內

部語序問題，亦已在會議論文提出具體分析，修正以往文獻的不足。

《語言暨語言學》期刊於 2000年由本所創刊後，即先後為  ML A 

International Bibliography（2003）、CSA Linguistics & Language Behavior 

Abstracts （LLBA, 2003） 、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SSCI, 2007）等眾

多知名索引資料庫所收錄。

值得一提的是，本期刊是國內唯一被SSCI所收錄之語言學期刊，優

質的學術出版位居國內第一。然而本所並不以此自滿，仍賡續推動編務革

新。近年之重大變革包括：

1. 加強國際出版：
自2014年1月起，與英國知名出版公司SAGE合作訂約三年，改為國際出

版全球發行。惟考量合作成本龐大，在學術影響指數已獲顯著提升之情況

下，本所自2017年起 （第十八卷），改與以語言學為主之荷蘭國際著名出

版社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JB）合作出版，訂約五年，將有

助於提升刊物的國際知名度。

2. 學術影響指數上升及論文接收率下降：
《語言暨語言學》期刊學術影響指數由2009年時的0.041提升至2016年的

0.308，顯著提升約7.5倍；論文接受率亦從2013年的28%至2016年的13%

逐年下降。

3. 編務組織革新：
為使本期刊之發展更趨均衡與多元，自2013年起，編輯團隊為「主編＋副
編輯群制」，力邀不同領域的資深學者擔任本刊副編輯、編輯委員與審查

人，以求在學術方面能更具公信力，並期許透過學者間的對話激盪出火花。

4. 設置獨立網站：
為整合本期刊與專刊多元豐富的資訊，本所已建置出版品獨立網站，於

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啟用。讀者可同步通過單獨搜尋及本所網站的連結，
獲得即時且完整的出版資訊，以提升本所出版品之雲端能見度與競爭力。

陸 其他：本所《語言暨語言學》期刊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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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版電子專刊：
為因應經費的日益緊縮以及電子書的興起趨勢，自2016年1月1日起停止

印行紙本，一律改為電子版於本所網站公開發行。期能因應節能減碳、加

強環保之需求，免除印製紙本的花費及人力，解決所內庫存空間的問題。

在可預見的未來，各種挑戰紛至沓來，經費緊縮、人力短絀，皆對於

所務發展影響甚鉅。為因應日益嚴峻的情勢，在學術研究方面，本所人才

濟濟，希冀能匯集本所18位研究人員的專長領域，透過溝通協調的方式，
以更開放的胸襟，創造以所的整體發展為重的共同願景。在此目標下，展

現活力，開創新局，提高國際能見度與競爭力。而配合本所學術發展的

規劃以甄補新人，亦是本所嗣後的要務之一。然而為因應徵才未果之情

勢，本所也需透過各式計畫措施進行高級人才的養成，以求學術薪火得以

傳承，彌補人力之斷層。在與社會連結方面，本所將繼續鼓勵研究人員善

用學術專長，多與外界溝通，將艱澀的學問轉化為易懂的學科，並經常探

索一己的研究對人類的貢獻為何，哲學性地思考學術研究與人與社會的關

係，或許更能讓我們體會研究與學術出版的價值所在。

柒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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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語言所專刊出版品名錄

出版品系列及名稱 作者／編者 出版年

Symposium Series

1 Human Language Resources and Linguistic 
Typology
《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語言資訊和語言

類型》

Edited by  
Chiu–yu Tseng （鄭秋豫）

2013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1 Studies on the Menggu Ziyun Zhongwei Shen （沈鍾偉） 2008

2 Ritual Texts of the Last Traditional Practitioners 
of Nanwang Puyuma 
《最後幾位傳統南王卑南巫師的祭祀文》

Josiane Cauquelin （戈格林） 2008

3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語言湧現：發展與演化》

Edited by  
William S–Y. Wang （王士元）
Translated by You–Jing Lin （林幼菁）

2008

4 Acquisition and Evolution of Phonological 
Systems

Ching–Pong Au （區靖邦） 2008

5 Interfaces in Chinese Phonology 
《漢語音韻介面：陳淵泉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Edited by 
Yuchau E. Hsiao （蕭宇超）  
Hui–chuan Hsu （許慧娟）  
Lian–Hee Wee （黃良喜）  
Dah–an Ho （何大安）

2008

6 Mapping Taiwanese Warren A. Brewer （卜溫仁） 2008

7 Studies on Northern Min Dialects: Shipi, 
Zhenqian, and Dikou
《閩北區三縣市方言研究》

Akitani Hiroyuki（秋谷裕幸） 2008 

8 Linguistic Patterns in Spontaneous Speech Shu–Chuan Tseng （曾淑娟） 2009

9 Computational Simulation in Evolutionary 
Linguistics: A Study on Language Emergence

Tao Gong （龔濤） 2009

10 Old Chinese Medials and Their Sino–Tibetan 
Origins: A Comparative Study

Zev Handel （韓哲夫）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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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 Corpus–driven Approach to Source Domain 
Determination

Siaw–Fong Chung （鍾曉芳） 2009

12 Formosan Linguistics: Stanley Starosta’s 
Contributions Vol 1/Vol 2

Elizabeth Zeitoun （齊莉莎） 2009

13 Studies of Sinkang Manuscripts
《新港文書研究》

Paul Jen–kuei Li （李壬癸） 2010

14 Stratifying Zhuangzi: Rhyme and Other 
Quantitative Evidence 
《莊子音韻研究》

David McCraw  （麥大偉） 2010

15 A Sinitic Historical Phonology 
《漢字古今音論》

An–King Lim （林安慶） 2010

16 Mongolian Monuments in ’Phags–pa Script’ D. Tumurtogoo （特木爾陶高）  
with the Collaboration of G. 
Cecegdari

2010

17 Tangut Philology: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西夏語文研究論文集》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2011

18 Sino–Tibetan Comparative Linguistics: 
Collection of Papers by Professor Hwang–
cherng Gong 
《龔煌城漢藏語比較研究論文集》

Hwang–cherng Gong （龔煌城） 2011

19 Thao Texts and Songs 
《邵族傳說歌謠集》 

Paul Jen–kuei Li（李壬癸） 2011

20 The Hakka Dialects of Sichuan
《四川境內的客方言》

Rongchang Cui （崔榮昌） 2011

21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the Central Xing 
Dialects

W. South Coblin（柯蔚南） 2011

22 In Search of Grammar: Experimental and 
Corpus–based Studies 
《語海尋規：語言學的實證方法》

James Myers （麥傑） 2012

23 Micro Views of Language Variation in Time 
and Space 
《語言時空變異微觀》

Chin–Chuan Cheng （鄭錦全） 2012

24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ition） 
《語法化》（第二版）

Paul J. Hopper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Translated by Li–li Chang （張麗麗）

2013

25 Breaking Down the Barrier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Beyond  
（vol. I, II） 
《綜古述今 鉤深取極》 （上、下冊）

Edited by 
Guangshun Cao （曹廣順）  
Hilary Chappell （曹茜蕾）  
Redouane Djamouri（羅端）  
Thekla Wiebusch（魏婷蘭）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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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漢語與漢藏語研究：方言、音韻與文獻》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史皓元）
Newell Ann Van Auken（方妮安）

2014

27 The Rise and Fall of Languages 
《語言的興衰》

R.M.W. Dixon
Translated by 
Bit–Chee Kwok （郭必之）

2014

28 Peaches and Plums Edited by C.–T. James Huang （黃正
德）

Feng–hsi Liu （劉鳳樨）

2014

29 Phonological Pro�les of Little–Studied Tibetic 
Varieties 

Edited by 
Jackson T.–S. Sun（孫天心）

2014

30 Sprachwandel Von der unsichtbaren Hand in 
der Sprache
《語言變化：語言中的無形之手》

Rudi Keller
Translated by 
Min–Hua Chiang （江敏華）

2015

31 Nanwang Puyuma–English Dictionary Josiane Cauquelin（戈格林） 2015

32 A Study of Comparative Gàn W. South Coblin（柯蔚南） 2015

33 The Language and Composition of the Liezi
《《列子》的語言與編著年代》

Pei–chuan Wei（魏培泉） 2017

期刊 Journ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語言暨語言學）

Volume 9 （9.1–9.4） （quarterly） 2008

Volume 10 （10.1–10.4） （quarterly） 2009

Volume 11 （11.1–11.4） （quarterly） 2010

Volume 12 （12.1–12.4） （quarterly） 2011

Volume 13 （13.1–13.6） （quarterly） 2012

Volume 14 （14.1–14.6） （quarterly） 2013

Volume 15 （15.1–15.6） （quarterly） 2014

Volume 16 （16.1–16.6） （quarterly） 2015

Volume 17 （17.1–17.6） （quarterly） 2016

Volume 18 （18.1–18.4） （quarterly）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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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設立籌備處，2012年正式成所
http://www.ipsas.sinica.edu.tw/

政治學研究所

政治學是以人類的政治行為和政治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由於政治活動

對於所有人類的其他行為具有最終的組織效果，因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今日人類是以國家作為最高的組織，對內聚合並約束成員的行為，對外則

以國家的名義相互對待。政治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為任何人類活動都必

須遵循特定的規律，而規律的制訂和維持，最終要倚靠政治上的強制力。

任何經濟活動或科技活動都必須在這個脈絡之下進行，連學術活動也不例

外。政治因而是任何人類活動的制高點，不論是在國家之內或國家之外都

是如此。人類對於政治的好奇與研究因此源遠流長，中外皆然。因此政治

學是社會科學當中極為重要的一支，在國內外的學術機構都普遍獲得重視

和承認。

中華民國的政治處境特殊，對於國民從事任何活動都構成極大的影

響。臺灣過去的經濟發展是在一個穩定的威權體制和基本上對立的兩岸關

係之下進行的。其後民主化對於國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衝擊與影響，包

括國家認同的逐漸轉變，而臺灣的對外關係也產生了很大的變動。國家

意識、政治組織、經濟發展和對外關係，或說民族、民權、民生與國際活

動，涵括了臺灣人民生活的絕大部分，而這些都包含在政治的架構中。如

何處理分歧的國家認同、鞏固新興的民主體制、促進經濟發展並兼顧公平

分配與環境保護，又如何穩定兩岸關係並走向國際，這些都是極其重大的

政治議題，必須投注足夠的研究資源，才能為國家的發展未雨綢繆，這些

也是政治學研究的任務。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就是在這樣的學術背景

和國家需求之下成立的。

壹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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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7月，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提議成立政治學研究所。1999年

10月在院內正式成立政治學研究所規劃委員會，由胡佛院士為召集人，並

決定以發展基礎理論研究、配合國家實際需要，和開拓具有國際競爭優勢

的研究領域為宗旨。在籌設過程中，楊國樞與朱敬一兩位副院長大力協助

推動，並獲得李遠哲院長的支持，得以順利進行。在2002年3月，政研所

籌備處獲得總統府同意成立，並於2002年8月1日正式成立。在政研所籌

備處成立之時，共有專任研究人員吳玉山、朱雲漢、林繼文（1964–2018）
等3人，另合聘黃紀為研究員。日後陸續進用新員，籌備處規模乃不斷擴

大。2006年底，中研院人文與社會科學大樓落成，政研所籌備處乃遷入其

北棟之5、6樓（其中6樓之一部分借予臺史所使用），研究空間獲得一定程

度的舒展，有利於本所的持續成長。其後數年間，由於本所無論就進用人

員、確立主要研究領域、設立研究群組、添購圖書資訊設備、展開各項學

術活動、發表研究成果，與建立學術地位等各項任務均達成計畫目標，乃

於2011年6月27日向學術諮詢委員會提出「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籌備

處成所計畫書」，並獲得通過，由學諮會向院方建議正式成所。9月22日，
院務會議通過了政治所的成所計畫書，並呈送評議會審議。2012年4月14

日，中研院第21屆評議會第2次會議通過政治所正式成所，並報請總統府

審議，於7月23日獲得同意。本所乃於2012年8月1日正式成立。
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從籌備伊始，已邁入第15個年頭。在吳玉

山、林繼文兩位所長的帶領下，逐漸站穩腳步，成長茁壯。現任所長冷

則剛教授於2017年8月1日接下重擔，展望未來，國際及國內環境變動不

居，政治所在致力學術精進的過程中，有所堅持，也與時俱進，以求行穩

致遠。

本所自從成立至今，從創立時之3名專任研究人員，至今已成長到15

名，共有特聘研究員 2人、研究員 5人、副研究員 5人，以及助研究員 3

人。另有合聘研究員2人。本所研究人力成長的情況見下圖（圖一）。

貳 歷年員額及預算之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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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政治所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政治所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0 12 13 13 13 13 14 14 15 14

■ 合聘研究人員 2 2 2 2 2 2 2 2 2 2

■ 行政技術人員 1 1 1 1 1 1 1 1 1 1

■ 博士後研究 1 2 1 3 2 3 6 2 0 1

■ 研究助理 16 17 16 20 22 24 23 23 23 27

■ 博士生 1 2 3 3 2 3 6 6 9 10

■ 碩士生 0 0 2 2 2 1 1 3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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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研究人力、發展方向，從2008年至2017年，本所近十年來預

算趨於穩定成長。雖然本所預算在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各所處中，總預算

居於最低，但本所仍然將預算發揮到最大效益。各年預算如前頁下圖（圖

二）。

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臺灣政治的研究和本土社會的關聯性最大，最容易體現臺灣學者的比

較優勢，也是本國研究人員責無旁貸、必須戮力以赴，以在國際上爭取詮

釋權的領域。本所對於臺灣政治和新興民主國家的研究以制度為核心，並

兼及族群與認同，以及立法行為。在所有研究當中，都採用了比較政治的

理論架構，並且以新興民主國家作為主要的比較對象。此外，針對我國國

會肢體衝突、選舉制度的保障名額機制與性別的代表性、政治家族對民主

制度運作與公平性的影響，以及臺灣歷年總統與立委選舉的檢討與分析，

均多所著力。就臺灣的司法政治而言，本所計畫分析各級法院（地方法

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的判決是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同政治因

素之影響程度為何？與此同時，執行電話調查，分析一般民眾和司法專業
人士對於司法體系的評價和信任程度為何？
本所研究人員亦主持了臺灣民眾對中國印象的調查。研究計畫援引族

群政治的兩個相互競逐的理論：「接觸理論」和「團體威脅論」，作為研究

架構，套用於臺灣和中國大陸民眾的接觸經驗。當兩岸人民交流互動益形

縝密之際，檢證臺灣民眾對於中國大陸的整體印象，是否會因為接觸互動

頻繁，因而增進瞭解、提升好感？還是因為接觸和溝通機會的增加，反而
造成臺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印象？

就臺灣的政治經濟互動分析而言，本所研究人員分析民主體制中的油

電價格補貼的相關議題。首先是觀察選舉制度、政府或政權的更迭、選舉

時程，以及執政黨屬性與政黨體系零碎化的程度等因素，對油電價格補貼

的影響。其次是觀察稅收結構對財政紀律與油電補貼態度的關係。第三部

分則是觀察油電價格調整、通貨膨脹與財政紀律的關係，觀察一個國家過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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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惡性通貨膨脹經驗的影響，是否會影響之後對油電價格調整的態度；另

一方面，也關心國家對油電價格的補貼，對長期政府財政赤字與通貨膨脹

壓力的影響。

二、中國大陸研究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

中國大陸的變動深刻影響著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對於廿一世紀東亞政

治秩序的重組與國際體系的變遷也具有重大的意義。對臺灣的政治學者而

言，中國研究是除了臺灣政治之外，另一個最具有國際競爭優勢，又具有

學術與現實意義的研究領域。本所中國研究的焦點是大陸的政治與經濟轉

型。就前者而言，研究的重心在於民主化；就後者而言，研究的重心是中

國大陸發展經濟的政治條件。

本所研究聚焦探討社會主義國家的政經轉型與中共政治研究，發展出

「後極權國家資本主義」的概念，與比較政治經濟學與中國研究中的「國家

資本主義」文獻對話；又對中共高層菁英的權力繼承模式進行研究，成功

地預測在「過度理性」的條件下所產生的「儲君制」難以維繫，以及中共向

「去制度化」的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就國家社會關係而言，本所研究中國國

家及社會不同的互動情境，如何影響國家與社會之間在政治權力及公共治

理關係的變化。研究結果顯示，兩者的零和關係，可以用「政治權力」關

係來描述；而非零和關係，可以用雙方在「公共治理」上的互動來表現。

從中國大陸的治理議題出發，本所研究亦聚焦探討地方發展型國家、

企業型國家、國家社會共治（collaborative governance）等議題在中國威權

體系架構下的地方治理過程。研究發現，地方企業型國家在中國大陸的特

殊產權安排下，產生了更多後遺症。在研究過程中，由於必須處理空間的

變數，因此參照了政治地理學及都市發展的相關研究理論。此外，在時間

維度上，則特別注重爬梳每一個城市的歷史發展過程，及其特殊的文化

演變，以期更精確地掌握文化保存的本質。近年研究，理論與政策意涵並

重。透過與各階層人物的訪談及實地觀察，對地方治理與文化保存所產生

的政策意涵，有了更深一層的體會。

長久以來，中國大陸獨特的黨國體系是本所研究的焦點。本所研究人

員儘可能深入分析這項制度的歷史緣由，以及現今的運作狀況。希望從不

同面向的制度運作，更合理地理解，這些制度如何在確保中共維持威權體

制的前提下，仍能保有強大的執政效能，從而阻卻了民主轉型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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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研究聚焦的議題類似，但所切入的角度（制度面向）則有所不同。它

們涵蓋的制度，包括中共的幹部選拔制度、中共的黨內學習制度、中共黨

內的政策宣傳制度、降低風險的政治改革模式、降低幹部甄補年齡的特殊

方式、秘書在行政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培養後備幹部的機制、中共「內部

參考」制度的運作與功能、中共對於網絡控制的處理程序，以及中共如何

透過「調研」來進行政策制訂與擴散等。此外，本所研究結果顯示，中國

大陸有共產黨員非常密集的「深紅地」，還有共產黨員比較稀少的「淡紅

地」。所以中國大陸是典範，可以實行比較地方分析研究一黨獨裁的政體。

比較地方分析配合政治地理學，論證共產黨的作用不僅是分配資源。在黨

員最多的地方，政府是最強的，可以收到較多納稅，最能貫徹計畫生育政

策，在文化大革命動亂中也比較穩定。通過歷史研究，我們可以了解為什

麼有的地方黨員多，有的地方黨員少。本所研究人員以政黨獨裁政體的概

念，強調共產黨機構讓政府在全國範圍內如何統治基層社會。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兩岸關係對於國家的安全與發展影響最為重大，而兩岸關係因為關切

到東亞和全球的安全與繁榮，是舉世矚目的焦點，自然吸引國際學術界的

目光，因而成為臺灣的學者與國際學術界對話的最佳平台。就議題而言，

最重要的是研究國內與國際因素的關聯互動，同時也進行國際關係體系的

歷史性宏觀分析。

本所研究人員多年來致力兩岸關係研究之理論化，並以政治學及學科

整合的角度，分析此一複雜多變的關係。研究人員探究兩岸關係如何能放

置在「跨時」與「跨域」的比較框架之中進行理解，其中「跨時」面向採用

「歷史與國關」的理論途徑，而「跨域」的面向則比較同處於東亞與東歐的

戰略斷層線上的中小型國家如何在兩強間進行角色（伙伴、避險者、樞紐）

的選擇。

此外，兩岸關係的研究也與國際體系及國際關係的研究方向息息相關。

本所研究人員從以下幾個角度發展了具理論意涵的論證：1. 如何從經濟、
國防與兩岸關係角度來強化臺灣與美國的互信與合作，以反駁某些美國學

者關於棄臺論的主張。2. 從領導人因素解釋中國外交近年來變化的原因。3. 

回顧臺日關係在馬政府時期的發展並展望未來發展方向。目前正在著手研

究：1. 建立檢視中國外交變化的指標，包括國防預算、海軍軍力、對外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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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戰略夥伴國數目及領導人的外交新主張；2. 探討近年來美國對中國政策

的辯論與未來可能發展，並提出分析美國川普政府中國政策的架構。

四、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

東亞政治從1980年代起開始了快速的變遷，而作為其變遷基礎的正

是政治價值的變遷。東亞地區特殊的歷史背景、多元文化傳承，快速的現

代化過程，以及多元化的政體轉型經驗，為政治價值體系變遷提供了極為

豐碩的研究素材。由於國際學界在政治價值變遷的研究方法上已經發展出

相當一致的規範，而各個地理區域的研究團隊也已相繼組成，因此提供了

臺灣的研究隊伍扮演區域整合的角色，並且和其他世界上區域團隊接軌的

可能。

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計畫」的架構下，由本所研究人員所領導的臺

灣團隊，應用整合性分析框架，在控制了區域與國家層次上運作的結構、

制度與文化因素之後，有系統地評估了有關維繫政體正當性以及造成民主

制度普遍退燒的成因的相關理論觀點與相互爭論的焦點，有效地評估及確

認了在亞洲及世界各地，民眾對於民主體制的政治支持是否逐漸受到侵

蝕，並且找出支撐非民主體制強韌性的潛在因素。本所研究人員也指出在

東亞地區有利於民主擴張的國際環境出現逆轉，包括西方先進民主國家的

威望銳減，以及許多先進威權政體持續茁壯，特別是中國崛起的衝擊。

此外，東亞政治與民主的變遷也包含了貿易政治、比較威權主義以及

民主化等領域的研究。過去五年來本所的研究聚焦於解釋威權國家的貿易

政治，其核心論點為威權國家可以運用貿易政策來鞏固政權，所以經濟全

球化將抑制——而非促進——威權國家的民主進程。此外，本所研究人員

也利用「亞洲民主動態調查」所蒐集的資料，分析東亞國家的民主態度，

並藉此評估這些國家的民主發展現況。本所研究團隊持續探索東亞國家民

主發展中難以解答的疑惑，了解這些根源於政體差異的行為差異，並解釋

其制度性因素。另一個則是從各個角度探索一個新興的議題：政黨偏差。

研究人員企圖從極化的角度來理解政黨偏差的產生與運作方式，並且進一

步評估其實際上對於選民及實際政治的影響。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方法論為社會科學發展的知識源頭，是厚植學術根基的關鍵領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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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國內政治學的整體研究水準，以及為學術的長期發展奠定更深厚的基

礎，本所特別著重政治學方法論的研究。一方面在各項研究中努力發展以

及運用經驗與形式的模型，一方面舉辦方法論研習營，以訓練年輕的政治

學者。

在政治學方法論的具體應用上，本所研究人員成功地挑戰許多既有的

研究典範。舉例而言，在美國總統的研究上，長久以來學者們的研究幾乎

都認為美國總統可以進行單邊立法行動（例如行政命令），在國會的立法成

本很高之下，很難撼動美國總統這一項權力，也因此學界普遍認為單邊行

動權力給予美國總統過大的權力，擔憂因此影響權力的制衡。本所研究人

員則以美國總統行政命令為主題，建立新的理論模型，蒐集大量的資料，

並發展新的統計測量模型，以剖析美國總統這項行政權與其權力之間的關

係，進而探討對美國民主制度的權力制衡。

本所同仁在前述五大研究領域各有專長，從2008年到2017年之間，
共計完成了中文期刊論文68篇、英文期刊論文127篇、中文專書論文59

篇、英文專書論文79篇、中文會議論文131篇、英文會議論文400篇。

表一 2008~2017年研究成果統計表

研究成果種類 形式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期刊論文

中文 6 10 7 7 11 6 5 9 6 ß1 68

英文 12 6 6 12 14 12 11 20 20 14 127

專書論文

中文 3 8 1 6 10 16 2 2 9 2 59

英文 9 5 4 11 1 5 9 8 17 10 79

會議論文

中文 13 8 10 18 26 9 17 6 15 9 131

英文 30 21 37 35 62 42 43 39 51 40 400

研究計畫

大型與國際 6 4 7 2 2 2 2 2 4 2 33

國內一般 23 23 22 36 22 27 2 7 8 4 174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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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在舉辦學術活動時，除了發展重點研究領域之外，更積極與院內

各所、國內大學和學會等密切合作，共同推動國內政治學研究。合作對象

包括本院社會所、法律所、臺灣大學、政治大學、科技部，與中國政治學

會等。除了學術研討會外，本所邀請國內外政治學者，與本所研究同仁，

在本所之學術演說系列當中發表研究成果，迄2017年12月止已有286次。
發表學術演說的領域比學術會議更為廣泛，但是基本上還是以本所五大研

究領域為核心。

表二 2008~2017年舉辦學術活動（含主辦、協辦、合辦等）之次數統計

年
國內

研討會

國際

研討會
工作坊 研習營 座談會

大型 (講座 )
演講會

IPSAS系
列演講

合計

2008 3 4 0 1 0 0 30 38

2009 1 4 0 1 0 0 22 28

2010 2 4 1 1 0 0 31 39

2011 2 2 0 1 0 0 25 30

2012 2 6 0 1 0 0 27 36

2013 1 4 2 2 2 1 25 37

2014 1 4 4 3 3 1 40 56

2015 2 3 4 2 0 0 27 38

2016 1 5 5 2 5 0 26 44

2017 1 4 4 2 4 1 30 46

本所的發展主要循著兩個方向，首先是配合國家的發展需求，其次則

是凸顯國內享有比較優勢的研究領域。在這樣的考慮下，政治所擬出五個

重點研究方向，即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

型、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與政

治學研究方法。本所近年的研究表現，主要就是展現在這五大研究群組中。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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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臺灣政治與新興民主國家

《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專書由28位權威學者共同執筆，對國內政治

學各個領域進行全面性的檢討，是臺灣政治學界繼2000年《邁入廿一世紀

的政治學》（何思因、吳玉山主編，臺北：中國政治學會）後所進行的第二

次巨型學科檢視。本書的內容包括政治理論與方法、比較政治、國際關係

與兩岸關係、公共行政、臺灣政治，與中國大陸政治等六大學科範疇，共

21篇專章。全書回顧了政治學各領域的發展過程，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分析

與參考書目，點出了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並對整個學科進行全面性的評

論與檢討。這樣大規模的作為，在臺灣各個人文與社會科學學科當中，是

極為罕見的。本書的出版，勢必對於臺灣政治學的發展產生重大的影響。

對於政治學的教學與研究者、相關系所的學生，以及對政治學有興趣的社

會大眾而言，這是一本絕對必讀的知識全書（吳玉山、林繼文、冷則剛，

2013，《政治學的回顧與前瞻》，臺北：五南書局）。
此外，本所研究人員藉由「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探討2000年1

月至2010年12月期間，三級法院（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高法院）對於

賄選案件的判決結果，運用「層狀勝算對數模型」，檢證法院的賄選訴訟審

理是否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而其影響程度有何差異？換言之，民間普遍
調侃司法賄選判決的謔語，譬如「法院是國民黨開的」（或者「法院辦綠不

辦藍」）、「當選過關，落選被關」、「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一審重判，二審減半，三審不算」等，這些既定的刻板印象與法院實際判

決有著相當程度的落差（Wu, Chung–li, Sept. 2012, “Charge Me if You Can: 

Assessing Political Biases in Vote–buying Verdicts in Democratic Taiwan 

(2000–2010)”, The China Quarterly, 211, 786–805）。

二、中國大陸與社會主義政經轉型

本所在此方面的研究主題日趨多元，〈框設喪禮：中共領導人的死亡

儀式〉一文認為，中共的領導階層善於透過為重要政治人物舉行喪禮，將

自身的統治者的理念灌輸於喪禮的安排，以鞏固政權的合法性。首先，中

共透過對正面與反面人物的區分，將政治人物區分為五種類型：最高領導

人、層峰領導人、政治邊緣者、政治錯誤者，以及政治叛徒。再依據這五

種類型的定位，來制訂其治喪規格。亡者的死亡儀式，似乎是獻給獨裁者

的一場政治表演。中共領導階層透過「框設喪禮」，進一步強化個人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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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念與政權合法性。（Tsai, Wen–Hsuan, Jan. 2017, “Framing the Funeral: 

Death Ritual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Leaders”, The China Journal, 
77, 51–71）。

〈帝國的政治地理：中國地方政府的變種模式〉一文，利用清朝相關的

歷史的資料來分析稱作「衝繁疲難」的制度，想了解：1. 用什麼樣的程序

和標準來決定哪些縣最為重要；2. 決定一個縣重要與否以後，會有怎麼樣

的後果；3. 決定的制度到底是不是有理？從中可以發現「衝繁疲難」體制
有很多問題，包括腐敗。但不管是否有問題，一個縣的重要性非常往往會

影響到它的治理。一般的縣，地方政府很小，知縣的能力非常有限；最重

要的縣，地方政府比較大，知縣比較有經驗，決定由誰來管理這些重要的

縣也有一定的程序。依各地之民情而以不同的模式來治理，是中國特殊的

統治技術，即所謂「變種模式統治技術」，本文即闡釋這種統治技術的優缺

點（Koss, Daniel, Feb. 2017, “Political Geography of Empire: Chinese Varieties 

of Local Government”,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6(1), 159–184）。

三、兩岸關係與國際關係理論

《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一書，係針對兩岸關係的巨大變

動尋求理論的解釋，並據以推估未來的發展。內容包括國際關係的現實主

義與建構理論、社會心理的調查研究及精神分析、有重視形式的賽局理論

和空間模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經驗統計的時間序列、歷史文化的

研究典範、實證法學的分析形式，以及規範面向的倡議討論。本研究檢視

了十年來兩岸關係理論的發展狀況，並且針對當前兩岸關係的突破提出詮

釋，特別強調權力不對等的擴大，對於各種國內與國際政治經濟因素的影

響（包宗和、吳玉山，2009年9月，《重新檢視爭辯中的兩岸關係理論》，
臺北：五南書局）。

〈全球化影響下的兩岸關係〉一文試圖結合兩個研究觀點：一為全球

化影響兩岸關係的走向、速度及強度；二為兩岸關係具有強烈的內政連結

性。研究的重點在檢視從2000年民進黨執政以來，臺灣如何從跳脫中國

邁向全球化，到內政情勢轉變，進而再重新擁抱全球化的過程。透過分析

民進黨與國民黨兩個政權對全球化的態度、政治認同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以及產業分工變化對兩岸關係的衝擊，論證主權問題雖在全球化浪潮下有

所退縮，但在臺灣與大陸特殊的政經環境下，仍展現與全球經濟分工拉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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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態勢。在此一情境之下，雖然臺灣與大陸於2001年分別加入WTO

的架構，但是雙邊的互動並不順暢，主要的政治問題仍然懸而未決。兩岸

簽署ECFA後，雖然緊張情勢有所緩解，兩岸經貿也逐漸制度化，但如何

解決國內利益重分配問題，又形成重大的政策衝擊（Leng, Tse–Kang, Dec. 

2011, “Coping with China in Hard Times: Taiwan in Global and Domestic 

Aspects”, Pacific Focus, 26(3), 360–384）。

〈中國強勢外交的起源：體系、內政或領導人因素？〉一文則認為自
199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強調以「和平崛起」作為追求大國地位的外交主

軸。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政府更加強調國家核心利益與領

土的主權聲索，使其外交政策變得更為「強勢」（assertive）。本文採用「層

次分析途徑」，探討中國大陸近年來外交政策逐漸變得更為強勢的原因，

反駁既有國際層次與國內層次的解釋因素，提出個人層次的因素——政治

菁英和領導人偏好的轉變，才是導致中國外交趨於強勢的主因。本文不僅

為研究中國崛起提供新的觀點，也為現有外交政策變化的分析做出貢獻

（Chang Liao, Nien–chung, Jul. 2016, “The Sources of China’s Assertiveness: 

The System, Domestic Politics, or Leadership Preferences?”, International Af-

fairs, 92(4), 817–833）。

四、東亞政治價值變遷與全球民主發展

〈新千禧年世代與亞洲民主之未來〉研究發現，在亞洲，儘管當前實

際的經濟與政治主導力量仍掌握在嬰兒潮世代手中，但新千禧年世代卻是

引導未來政治發展的主角，他們也將是主導亞洲民主前景的關鍵力量。本

文試圖回答亞洲的新千禧年世代是否普遍具備民主公民的態度與行為特

質。作者主持的「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跨國資料顯示，亞洲各國年輕世

代選民的經濟安全感遠高於亞洲以外地區的青年群體，他們的教育與經濟

參與機會較佳，而且得到更多來自家庭的照顧，這將降低他們參與激進政

治運動的動機。亞洲的新千禧年世代對於民主的支持，不亞於其父母親的

時代，但他們對民主體制的支持，不是無條件的。他們最關切的公共議題

是就業機會與社會分配，現有的政治體制的表現必須滿足他們的期待，才

可能得到他們的認可。他們的政治興趣不亞於中年與老年群體，他們的政

治功效意識比他們的父母親那一輩還更高，這是由於他們教育程度普遍

較高，而且他們成長在網路科技爆炸的時代，網路科技賦予他們特殊的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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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與表達機會。不過，他們對於傳統式的政治參與管道並不感興趣，他們

的政黨認同很淡，對於選舉與競選相關活動參與率較低，在這方面與歐美

社會年輕世代的政治特徵十分類似。儘管目前新千禧時代只有在少數亞洲

社會曾經展現其政治動員能量，但作為潛在的政治變遷動力來源，其後勢

仍不可忽視（Chu, Yun–han and Bridget Welsh, 2015, “Millennials and East 

Asia’s Democratic Future”, Journal of Democracy, 26(2), 151–164）。

〈緬甸投票推進變遷：對民主的分歧態度〉則闡述緬甸在2015年底舉

行了歷史性的選舉，翁山蘇姬領導的民主陣營順利取得國會多數，並從軍

事政權手中接掌了政府，緬甸選民的抉擇讓這個國家向民主轉型邁出關鍵

的一步。根據亞洲民主動態調查的資料，緬甸民主化也必須克服更深層的

政治文化難題，緬甸公民的政治價值觀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中屬於最保守

的，對於民主體制的核心價值，包括平等、競爭、制衡，問責與法治的信

念仍待建立，這需要從公民教育著手，而且需要假以時日（Welsh, Bridget, 

Kai–Ping Huang, and Yun–han Chu, Apr. 2016, “Burma Votes for Change: 

Clashing Attitudes toward Democracy”, Journal of Democracy, 27(2), 132–

140）。

五、政治學研究方法

在「政治學研究方法」方面，〈單記非讓渡投票制的內生性變遷〉一

文以內生性變遷的觀點，探討「單記非讓渡投票複數選區制」（SNTV–

MMD）的變遷。所謂內生性變遷，是認為制度可以產生自我增強或自我

瓦解的效果，所以制度變遷不見得出於外生因素。SNTV–MMD長期為日

本與臺灣所採用，而兩國也分別在1994年與2005年將此一選制改為「單一

選區兩票制」（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一般多認為兩國的

選制變遷起因於原制度的不良後果，但無法解釋為何SNTV–MMD長期

和這些惡果並存，而且選制改革的呼求遠在改革之前就已經出現。本文認

為，SNTV–MMD有助於讓能夠妥善分配特殊利益的政黨維持一黨獨大，
而只要一黨獨大體制存在，該選制就不會改變。但若要讓多數選民受惠於

特殊利益，必須維持一定程度的經濟成長，而利益分配者要能清楚辨認受

惠者的身分，以便換取其選票。由於經濟成長會帶動都市化，日益增加的

中產階級身分不易辨認而難以受惠於特殊利益，執政黨因此逐漸流失選

票，以致於喪失執政地位。這就是為什麼兩國的選制改革都發生在原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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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失去政權之後。但也因為原執政黨是逐漸喪失選票，所以仍能維持大黨

的地位，並能建構新的選制改革聯盟，在民眾普遍不滿SNTV–MMD的

情況下，推動對大黨有利的單一選區兩票制（Lin, Jih–wen, May. 2011, “The 

Endogenous Change in Electoral Systems: The Case of SNTV”, Party Politics, 

17(3), 365–384）。
《總統權力之謎：政黨、類型與單邊行動策略性運用》一書提出三個

互競賽局模型：1. 單邊主義模型（在此模型中，單邊行動比較不受國會的

牽制）；2. 國會院會控制模型（總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院會的牽

制）；3. 國會多數黨控制模型（總統在使用單邊行動時，會受到國會多數黨

的牽制）。此書針對不同政策類型的行政命令做分析，以判定上述三個模

型是否受到資料上的強烈支持，是否受到政策類型的影響。本研究發現，

總統的外交行政命令通常是第一個模型受到較多支持，總統在使用外交單

邊行動上比較不受國會制衡，國會也很難插手；有關內政的行政命令，則

國會和政黨發揮的影響就較為明顯。最後，也分析單邊行動使用上政黨

所扮演的不同角色。（Chiou, Fang–Yi and Lawrence Rothenberg, Apr. 2017, 

The Enigma of Presidential Power: Parties, Policies, and Strategic Uses of Uni-

lateral Action, 234 page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在創立之初，本所僅有三名研究人員，現已增為十五人。在十五名

研究人員當中，有二位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四位曾經擔任科技部（舊稱國

科會）政治學門召集人，兩位曾經擔任科技部政治學門諮議委員，共曾獲

得十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一次教育部學術獎，一次中央研究院胡適紀

念研究講座，四次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二次科技部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二次科技部特約研究獎，一次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年輕學者創新

獎，一次明尼蘇達大學的傑出成就獎（Outstanding Achievement Awar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一次入選全球青年學會會員（Global Young 

Academy），一次獲得美國理論政治期刊（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之Elinor Ostrom Prize，一次獲得美國中國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的Gordon White Prize，一次美國政治學會（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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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ociation）的Walter Dean Burnham Best Dissertation Award。其他尚有

擔任臺灣大學特聘研究員、獲得中正大學傑出研究獎、獲得中國北京大學

大學堂頂尖學者、獲得世界科學院院士、擔任中山大學之榮譽講座教授、

擔任東吳大學講座教授等學術榮譽，與中國廣州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特

約研究員。

此外，本所研究同仁有兩位擔任中國政治學會理事長、秘書長，臺灣

政治學會會長、秘書長，中華民國國際關係學會副會長、美國政治學會理

事，主持國內政治學門特約研究計畫，並帶領臺灣團隊參與大型的國際政

治學研究計畫。足以顯示，就平均之學術表現與研究人員之學術地位而

言，本所在國內政治學界均為最高之一級，實居於領先的地位。

本所未來的研究方向仍然賡續經營過去的研究領域，並配合實際的政

治發展，尋求理論上的突破。過去雖然已累積不少研究成果，但國際政治

學界研究理論日新月異，研究方法推陳出新。本所將與國際接軌，並落實

臺灣本土研究途徑，力圖在政治學研究上樹立新的研究典範。展望未來，

本所研究人員研究方向將可歸納為以下數項：

（1）兩岸關係與中國對外關係研究的深化：本所配合兩岸關係的持續
發展，進一步連結「跨時」與「跨域」的途徑，對當代和歷史處於兩強之

間的中小型國家的戰略抉擇進行比較分析；又探討核心大國對待周邊國家

的戰略思維，以及大小國如何進行戰略互動，期待能夠發展出解析現時兩

岸關係的理論視角。就中國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研究方面，未來研究發展

方向主要比較領導人對外交政策變化的作用，分別以俄羅斯與中國做為案

例，瞭解領導人在何種狀況下最可能改變外交政策。此外，亦著重探討中

國大陸對香港與澳門的統戰策略，以及對臺灣的啟示。

（2）全球民主化研究的持續進行：以全球民主動態調查（Global 

Barometer Survey，GBS）計畫為基礎，探討21世紀民主發展將面臨哪些

挑戰？哪些結構因素與文化變遷造成全球民主發展的困境？究竟全球民主
發展趨勢不斷在深化？還是已走到衰敗與合法性基礎動搖崩潰的邊緣？公
民未來將扮演何種重要的角色？將結合國際研究團隊發展新的理論架構，

柒 結語／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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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未來民主發展趨勢背後蘊藏的危機，超越過去主流文獻強調的批判性

公民興起之解釋觀點。分析的焦點主要為：全球化帶來的社會撕裂與經濟

分配，以及網絡社會興起及數位科技革命的衝擊，激化了分配議題、世代

正義與意識形態的衝突，成為西方國家以及新興民主國家政治兩極化與社

會凝聚力消失的主要原因，並造成民主運作的困難。

（3）中國政治與治理模式的深入探討：在中國政治研究與社會主義政
經轉型方面，將以產權模式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定性，並進一步討論國

家資本主義在中國的適用性；而在高層菁英的繼承方面，探討中共向較有

彈性的「越南模式」方向發展的可能性。在治理模式方面，將探討文化保

存與地方治理的互動關係。未來除深入探討田野資料的理論意涵外，並從

事比較研究，探究市場、參與、認同等因素共同形成的治理機制。此外，

本所研究同仁亦希望研究中共的中央辦公廳制度，進一步深化對中辦的理

解。有關威權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將以中國為主要個案，進一步理解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加──尤其是和世界各國的貿易──將如何促使其和美

國在世界舞台上競爭。延續著這個問題意識，未來將展開兩項新的研究主

題：一是著手蒐集聯合國大會中決議案的連署資料，看中國歷年來針對各

種草案的連署狀況；二是分析「亞洲民主動態調查」中受訪者如何看待美

國和中國的影響力。預期這兩個研究主題，將可以進一步從國際政治經濟

學的角度來理解中國崛起的意涵。

（4）政治制度與政黨政治的比較研究：未來研究方向有幾個重點：一、
將延續近年研究美國總統單邊立法行動，在理論上尋求新的突破，在資料

上持續擴展與蒐集，在統計分析上開發新的分析工具，使這方面的研究更

為扎實與全面。二、擬以臺灣的行政權為主題，發展臺灣總統學的領域，

這包括過去臺灣政治學研究尚未觸及的行政命令的使用，總統在行政權上

面的使用與影響力，以及總統如何影響立法過程與法案的通過。此外，有

關政黨偏差與極化的研究，將藉由結合網路民調實驗與大數據分析，進一

步分析什麼樣的人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容易產生政黨偏差，並進而藉由動態

的分析來評估政黨偏差的影響。另一方面，族群認同的變遷長久以來是臺

灣社會上重要的議題，數十年來「臺灣」與「中國」這些辭彙的意涵究竟是

什麼？如何變化？這些都是未來研究的重點。有關國會政治的研究，未來
的重點在於國會肢體衝突的研究，希冀建立通則性理論來解釋國會肢體衝

突的各面向，包含政黨角色、個別議員參與衝突的選擇、民眾對國會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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衝突的反映與改革方向的可行性。未來研究將包含各國發生國會肢體衝突

的清單；臺灣、墨西哥、南韓的深入訪談；臺灣的民意調查；臺灣立委參

與衝突的個別紀錄等。除了國會肢體衝突的計畫以外，也會繼續研究政治

家族。

（5）臺灣與東亞政治研究典範的探索：目前全球正在面臨一個民主衰
退的時期，東亞區域內也有許多原來是民主的國家正遭逢民主的倒退。臺

灣的民主在東亞區域內算是已經比較穩定，其他穩定的民主國家包括南韓

和日本。本所研究同仁未來希望探討，為何在東亞區域內，有的民主體制

比較穩定，有的比較脆弱？此外，民主體制與經濟發展間的關係也將是研
究重點。我們首先要觀察不同經濟發展模式下，民主體制出現與維持穩定

的動能。具體關切的議題是，當一個國家的經濟掉入低度或中間所得陷

阱，或者是從國營企業為主體的發展模式逐漸轉為私營企業為主的模式

時，以及一個國家的經濟以國外直接投資為主時，對於其民主發展，包括

民主化及民主鞏固，有什麼樣的影響？從比較研究可以得知，在日本地方
政治史上，有一些地方民主化的過程不那麼順利，政治發展有問題。我們

如何理解民主體制的創立在日本某些縣成功而某些縣比較失敗呢？本所研
究人員將分析明治時代的六次大選，調查日本的257選舉區，利用地理資

訊系統、明治政府的調查、政治家的傳記，以及檔案資料等。特別關注政

黨的組織體制、戰略方法和傳統文化。此外，就司法政治而言，將規劃五

年期研究，預計採取混合量化與質性研究方法，藉由此研究計畫，引證比

較觀點，探討政治與司法的互動，以及司法體系在政治轉型過程中所扮演

的角色。



703政治學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組



704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2004年設立籌備處，2011年正式成所
http://www.iias.sinica.edu.tw

法律學研究所

鑒於法學在國家現代化歷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本院李前院長

遠哲於2004年7月1日報奉總統同意設立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並由湯德

宗研究員擔任籌備處主任。經過七年的戮力經營，本院評議會於2011年4

月23日審查通過法律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法律所）正式成所案，報請總統

核准後，翁前院長啟惠核定於2011年7月1日正式成所，由湯德宗特聘研

究員為首任所長（任職至2011年9月30日轉任司法院大法官止）。法律所

目前由林子儀特聘研究員兼任所長（2012年1月17日接任迄今），李建良

研究員兼任副所長（2014年9月26日接任迄今）。展望未來，法律所深盼

建立法學研究的典範，深化臺灣法治建設，並引領臺灣法學研究社群邁向

國際化。

法律所於2004年7月成立籌備處時，本院由院內各所移撥7名專任研

究人員（計 3位研究員，3位副研究員與1位助研究員），組成研究骨幹，
並按〈籌設規劃書〉之構想，進用研究人員。目前已有18名研究人員（計1

位特聘研究員，5位研究員，8位副研究員與4位助研究員），其中4位為女

性研究人員。未來仍將視本院核定員額及經費狀況，進用優秀研究新血，

俾求穩健成長。此外，法律所自2005年底開始合聘2名國立臺灣大學教師

壹 成立沿革

貳 歷年員額及預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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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2位合聘研究員）至今，另有1位研究員於2017年2月起退休轉任

兼任研究員。有關歷年正編研究人力員額成長情形如圖一：

經費用途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係為延聘研究新血，使研究人力穩定

成長。2004年籌備處成立時僅有7名研究人員，2008年成長至11名，迄

今已有18名研究人員，持續厚實研究實力與品質。另方面乃為因應所務發

展及研究需要，由研究人員以法律所的六大重點研究領域為框架，組成研

究群組，結合新興法學議題，就各自專業領域上設定研究主題，提出研究

計畫，並以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舉辦成果發表會或出版專書等

方式，呈現累積之研究成果。法律所歷年向本院爭取之預算經費，除逐年

增加外，並能有效執行，有關歷年預算成長情形詳見圖二：

法律所未來的發展目標為繼續建立核心研究團隊、鞏固相對優勢。除

持續強化短程階段所培養的核心研究團隊外，將逐年增聘研究新血，擴

大研究實力、創造重點領域的研究活力，以期向設所規劃書所定之中程目

標——「樹立典範、擴展優勢」邁進；並以研究組群編制逐步發展本所的六

大重點研究領域：（一）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二）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三）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四）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五）大陸與港澳

法律發展、（六）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法律所自2008年8月1日起至2016年12月31日止，依據六大重點研

究領域分別以組群研究團隊，研究組群計畫、呈現研究成果之活動，以及

研究人員個別執行相關研究計畫之成果如表一：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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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2008–2017年法律學研究所人力統計圖

圖二 2008–2017年法律學研究所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11 14 16 17 18 18 19 18 19 18

■ 合聘研究人員 2 2 2 2 2 2 2 2 2 2

■ 行政技術人員 3 3 3 3 3 3 3 3 3 3

■ 博士後研究 0 0 2 1 2 2 3 4 3 9

■ 研究助理 12 13 16 18 20 27 22 14 19 17

■ 博士生 2 0 2 3 1 1 1 1 1 1

■ 碩士生 4 4 4 4 4 4 17 11 12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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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法律學研究所歷年執行研究組群計畫及成果

憲政體制與人權保障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8 憲法解釋：新發展與新趨向
▪「憲法解釋：新發展與新趨向」研究組群計
畫成果發表會

2009 憲法、公共政策與社會變遷
▪第七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
會

2010 憲法在多階層法秩序中扮演的角色
▪「憲法在多階層法秩序中扮演的角色」研究
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1 全球化潮流下的憲法
▪第八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
會

2012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工作坊
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之內涵論證與國內

實踐 
▪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之內涵論證與國內實踐發
表會

2013
憲政主義與人權理論的移植與深耕 

▪第九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
會

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之內涵論證與國內

實踐 II
▪聯合國兩人權公約之內涵論證與國內實踐 II

2015
第十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

研討會

▪第十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
會

2016 比較憲法政治視野下的轉型正義
▪2016「比較憲法政治視野中的轉型正義」國
際研討會

2017

效能行政與法治國家：第二屆德台公

法學術研討會

▪效能行政與法治國家：第二屆德台公法學術
研討會

第十一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

術研討會

▪第十一屆「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
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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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8 行政法上一般法律原則之探討

▪「2008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一

▪「2008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二

2009 當前行政實務上爭議問題之研究

▪「2009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一

▪「2009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二

2010 行政裁量之司法審查基準

▪「2010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一

▪「2010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系
列之二

2011

民營化時代的行政法新趨勢 ▪「2011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

跨國及比較行政法：方法論與研究議

題初探

▪跨國及比較行政法研討會系列（一）
▪跨國及比較行政法研討會系列（二 )
▪跨國及比較行政法研討會系列（三 )

2012
行政契約之發展與前景 ▪「2012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

「跨國及比較行政法」現代管制國家的

變貌——亞洲國家行政法的新課題 
▪第一屆「亞洲青年學者比較行政法工作坊」

2013
比例原則及司法節制——探索行政行

為司法審查的新邊界
▪第二屆「亞洲地區比較行政法工作坊」

2014
2014年跨國行政法論壇：行政程序革
新與司法管制省思

▪2014年跨國行政法論壇：行政程序革新與
司法管制省思

2015

亞洲管制政策的分析平台：跨國合作

網絡的建立

▪亞洲管制政策的分析平台：跨國合作網絡的
建立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食品安全的法律對策與法律實踐
▪「2015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食品安全的
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學術研討會

2017 行政程序法2.0 ▪「2017行政管制與行政爭訟」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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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8
科學管制、學術研究自由與多元民主

價值

▪2008第二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學術研
討會

2009 公共衛生法律體系之分析與建構
▪「公共衛生法律體系之分析與建構」研究組
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0 公共衛生法律體系之分析與建構
▪第三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學術研討會
《健康與科學之人權議題》

2011

科學商業化與私有化下的利益衝突規

範

▪「科學商業化與私有化下的利益衝突規範」
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生命科技與人權保障：理論與實務之

困境

▪「生命科技與人權保障：理論與實務之困
境」研究組群成果發表會

2012

新著作權法法典之研修建議
▪「國際比較下我國著作權法問題之總檢討」
學術研討會

法律中的科學——擷取、轉化與自我

再製 
▪從法律、哲學、社會學看公衛因果關係——
聚焦於職業災害補償成果發表會

生命科技、健康不平等與分配正義 
▪第四屆「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生命科技、
健康不平等與分配正義」學術研討會

2013

新著作權法法典之研修建議 II
▪「新著作權法法典之研修建議 II」研究成果
發表會

生命科技、人性尊嚴與人權：理論與

演繹與困境 
▪「生命科技、人性尊嚴與人權：理論與演繹
與困境」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4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之檢討 ▪著作權法修正草案之檢討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5

神聖性、隱私權、公序良俗、國家安

全——限制公共領域資訊流通的非經

濟理由（I）

▪神聖性、隱私權、公序良俗、國家安全——
限制公共領域資訊流通的非經濟理由（I)組
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全球衛生法之規範基礎與挑戰
▪全球衛生法之規範基礎與挑戰組群計畫成果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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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兩岸通訊傳播法論壇」（第五屆）之

舉辦與通訊傳播法研究（第二卷）之編

撰

▪第五屆「兩岸通訊傳播法論壇」

知識、權力與公民科學：一些歷史與

規範的觀點

▪「知識、權力與公民科學——歷史與規範的
觀點」研討會

2017
資訊、監控、權力技術與民主——一

個短期與中長期的研究規劃

▪資訊、監控、權力技術與民主——一個短期
與中長期的研究規劃研究成果發表會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8
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法概念論、法價

值論與法論證理論
無

2010 生命與正義 ▪「生命與正義」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1
生命與正義 ▪「生命與正義」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

生命與正義——轉型正義與法律人格
▪「生命與正義——轉型正義與法律人格」研
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2
生命與正義

▪「2012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生命與正
義」學術研討會

法律人格與轉型正義——身分剝奪與

補償之法制史研究

▪「法律人格與轉型正義——身分剝奪與補償
之法制史研究」研究組群成果發表會

2013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一） ▪蘇俊雄先生文物成果展

多元取徑的法律史研究嘗試
▪「多元取徑的法律史研究嘗試」研究成果發
表會

2014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二）與法律史工

作坊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二）與法律史工作坊
研究成果發表會

2015

實踐導向的法律史：原住民族傳統習

慣的書寫國際學術工作坊

▪實踐導向的法律史：原住民族傳統習慣的書
寫國際學術工作坊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三）及法律史工

作坊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三）及法律史工作坊
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6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四）
▪「蘇俊雄先生文物整編（四）」研究組群計
畫成果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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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探索混種法律體制國際學術工作坊 ▪106年度探索混種法律體制國際學術工作坊

人性尊嚴：從理論爭議到東亞實踐
▪人性尊嚴：從理論爭議到東亞實踐研究組群
計畫成果發表會

大陸與港澳法律發展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9 兩岸間民事訴訟管轄權之研究 無

2010 兩岸四地法學教育之比較 ▪「2010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1 中國大陸與國際法律秩序
▪「中國大陸與國際法律秩序」研究組群計畫
成果發表會

2012 中國大陸與國際法律秩序（二 )
▪「中國大陸與國際法律秩序（二 )」研究組群
發表會

2014 「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 ▪「2014兩岸四地法律發展」學術研討會

司法制度、司法行為與立法學

年度 研究計畫名稱 相關學術活動

2008
交互詰問制度之成效評估——由實

證研究之觀點考察（二）

▪「交互詰問制度之成效評估——由實證研究之
觀點考察（二）」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第一屆「司法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2009
勞資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

（一 )——以訴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
為中心

▪「勞資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一）——以訴
訟外之紛爭解決機制為中心」研究組群計畫成

果發表會

2010
勞資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二）

▪「勞資爭議之紛爭解決實證研究（二）」研究組
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訴願制度實證評估與改革初探
▪「訴願制度實證評估與改革初探」研究組群計
畫成果發表會

2011
團體訴訟之實證研究（一）──本

土經驗與國際視野接軌

▪「團體訴訟之實證研究（一）——本土經驗與國
際視野接軌」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司法判決之實證研究 ▪第二屆「司法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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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團體訴訟之實證研究（二）——本土

經驗與國際視野接軌
無

普通法院民、商事判決資料庫之建

立（一）

▪「普通法院民、商事判決資料庫建立（一）」成
果發表會

2013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研究成果發表會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選案
機制與議程屬性初探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選案機制與議
程屬性初探」研究成果發表會

醫療糾紛民事案件之實證研究 
▪「醫療糾紛民事案件之實證研究」研究成果發
表會

2014

建置《最高行政法院判學資料庫

2008–2012》
▪建置《最高行政法院判學資料庫2008–2012》
研究成果發表會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I）：大法
官意見的共識與分歧 

▪大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I）：大法官意見的
共識與分歧研究成果發表會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二）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二 )研究成果發表
會

2015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三）

▪物權法之比較實證研究（三）研究組群計畫成
果發表會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II）：資料
庫續建與論文寫作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II）：資料庫續建與
論文寫作

2016

經濟分析與法律方法
▪「2016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研討會：經濟分析
與法學方法」

兩岸三地公司治理之實證研究（一）
▪「兩岸三地公司治理之實證研究（一）」研究組
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V）：大法
官意見組成的測量與解釋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IV）：大法官意見組
成的測量與解釋」研究組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7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V）：資料
庫續建、論文寫作與司法院大法官

的憲政人格初探

▪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V）：資料庫續建、論
文寫作與司法院大法官的憲政人格初探研究組

群計畫成果發表會

▪「2017憲法解釋之理論與實務」學術研討會

民事判決經濟效率之實證研究
▪第四屆司法制度實證研究國際研討會
▪第一屆法實證研究協會亞洲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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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2018年，法律所的整體研究規劃，仍將以六大重點研究領域為

骨架，結合現實社會問題與新興法學議題，預定以「全球秩序與國際人

權」、「法律規範與法學方法」、「數位治理與行政管制」、「法學思維與規範

實踐」四個主題為研究核心主軸，由各研究組群研究人員在專業領域上設

定主題，各自研究開展，同時相互支援、對話，並將研究內容貫穿連結。

相關研究重點，謹說明如下：

一、「全球秩序與國際人權」研究：

延續本所在人權議題與國際規範的長期研究，將研究視角擴及國際人

權領域與全球法秩序之研究，預計包括難民婦女保護——「消除一切形式

婦女歧視公約」與「難民地位公約」之互動、裏應外合——國際人權條約

要求設立國內獨立人權機制；歐盟多階層秩序體系中的基本權利保護、從

民族國家到世界法社群：一個以框架觀點詮釋國際法秩序的新嘗試；中國

大陸與國際法律秩序等核心研究與前沿探索，俾以結合基礎理論與多角視

野，提升人權保障與公法研究的思維層次與實踐機制。

二、「法律規範與法學方法」研究：

法律規範的實踐有賴客觀穩健的法學方法，鑑於我國法學方法的研

究，在學說、法制或實務運作等方面，已在法釋義學、比較法學研究等方

法外，逐漸朝向及增加經濟分析、實證研究等多元取向。而實證研究與經

濟分析之開展，為本所之強項，故結合多種法學方法之研究，即為一年的

研究重點之一，預定包括：「憲法學方法論之研究」、「行政法學方法論之

研究」；「法釋義學的後設理論研究」；「德國憲法學實質化路線之反思與批

判」；「再訪寇斯定理」；「司法院大法官實證研究（V）：資料庫續建、論文

寫作與司法院大法官的憲政人格初探」等研究，期能在本土法學與多元方

法兼容並蓄之下，開展出我國法學研究的新格局。

三、「科技治理與行政管制」研究：

科技發展的法律規範問題具有跨領域的特性，向為本所各重點領域之

間相互支援、對話的法學議題，亦是本所中長程學術發展方向之一。本所

將結合所內外學圈人力，持續推動。過去幾年執行的「永續發展在環境法

制建構上之比較研究」主題計畫、「因果關係」、「醫療糾紛的實證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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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之深度研究，以及「食品安全之法律對策與法治實踐」的跨領域研究，

已有撰述成果，並成為法律所的特色之一。2018年擴大研究格局與面向維

度，預定議題將涵蓋：行政程序法行政契約章立法政策面的檢討與建議、

擔保國家之理論與實踐及數位化時代之行政法、電子煙管制之法律與倫

理議題、資訊、監控、權力技術與民主等研究，統合「行政管制與行政爭

訟」、「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及「法律實證研究」

等四個重點研究領域之研究人員，期以檢視科技治理與風險管制的法治關

聯與互動關係，提出解決當前相關問題的法律方案。

四、「法學思維與規範實踐」研究：

法的態樣與規範內涵的探研，具有基礎探索與先端研究之雙重特色；

法學思維與規範實踐的交錯與對應關係，更是整合並貫串本所重點研究領

域「科技發展與法律規範」與「法律思想與社會變遷」之切入議題。本所透

過「人性尊嚴：從理論爭議到東亞實踐」、「開發法律實務上適用原住民族

習慣之概念工具專家諮詢」學術研討會等主題性研究，期能開拓法學思維

的新視野，並強化法律規範的實踐能力。

法律所自2008年1月至2017年12月止，全體研究人員總計發表學術

論文833篇，每年平均83.3篇，每位研究人員平均發表4.6篇。其中發表於

TSSCI/SSCI/SCI期刊之論文總數計達127篇，整體研究成果統計如下表：

肆 研究成果之統計

表二 法律學研究所歷年研究成果統計表

種類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總計

(A)

期刊論文

14 17 15 14 15 11 11 17 7 6 127有審查制度 
（TSSCI、SSC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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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期刊論文

15 11 24 17 21 35 23 24 28 11 209有審查制度（其

他）

(C)

專書（含專書論

文） 10 12 25 16 8 11 11 18 16 18 145
有審查制度

有審查制度之著作小計 39 40 64 47 44 57 45 59 51 35 481

(D)
期刊論文

25 28 32 36 29 32 34 11 10 11 248
無審查制度

(E)
專書 (含專書論文 )

13 10 16 7 12 10 8 10 8 11 105
無審查制度

著作總計 77 78 112 90 84 99 87 80 69 57 833

法律所的每位研究人員，每年均依本院規定，將個人年度發表之研究

成果及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登錄本院研究成果系統。以下便簡介歷年經

過本院評選後之重要研究成果：

〈「正確性」作為法概念？對於行政法總論革新運動的一個方法論反思〉

（Verwaltungsarchiv, 101(2), 2010，黃舒芃）
本研究主要涉及法學方法論的研究，援用了Hans Kelsen的框架觀點，

並將之運用在行政法領域的討論上。其主旨在於從Kelsen理論脈絡下的

方法論角度，對德國近二十年來蓬勃發展的所謂「行政法革新」路線進行

批判。根據本文觀點，只要「依法行政」持續作為德國基本法秩序下的法

治國民主不容放棄的基本原則，法律對行政行為的拘束力，便不容漠視或

破壞。既然如此，行政法革新路線欲以「正確性」的訴求，超越既有行政

法釋義學「合法性」的要求，不但忽略了法律在授權行政決定的同時，其

實已帶有拘束行政決定的面向，更因此而帶來破壞行政合法性的危險。據

此，本文最主要的特色，除了從方法論的觀點，指出行政合法性所代表的

意義之外，也在澄清法學科際整合論述的侷限。

伍 重要研究成果之簡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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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市1990年至2002年徵收補償和解案件之實證研究〉（Journal of Le-
gal Studies, 39(1),  2010，張永健）

研究1990年至2002年間，紐約市政府（徵收人）與被徵收人透過和

解程序協商出之徵收補償金額，是否接近公平市價；若偏離公平市價，原

因何在。本研究發現，過半數之住宅所有權人之補償金低於公平市價，四

成之住宅所有權人之補償金高於公平市價，僅有不到一成之住宅所有權人

之補償金接近公平市價。尤有甚者，約四成之補償金額與公平市價相距甚

遠。被徵收人願意以低價和解，或徵收人願意支付高價，原因是協商雙方

皆仰賴各自不動產估價師之鑑價，並未以特徵回歸模型估算公平市價。故

回歸模型認定為離譜之補償金額，協商雙方很可能誤以為是公平市價。

〈物權外部性問題〉（《中研院法學期刊》，第8期，2011，簡資修）
在經濟分析中，外部性往往被視為市場失靈，需要政府的介入導正，

但此種分析往往未能檢查出病因，而且開錯藥方。在物權是否要法定的辯

論中，外部性也被宣稱了。此一方面的扛鼎之作是Merrill & Smith的〈財

產法的最適標準化——物權法定原則〉一文，其認為：物權創設增加了其

他財產交易人與一般人避險的估量成本，而此一成本不在物權創設人的決

策考量之內，因此有外部性，而物權法定使之內部化了。本文論證Merrill 

& Smith虛擬了此一外部性，而且其物權法定的主張也是恣意的。往後的

修正論者，以定義不清楚的社會成本公式，例如加入公示（系統）成本，

意圖擴大外部性的範圍，只可說治絲益棼。分析的方向，應該是反過來

的。物權是內部化的結果，若還有外部性，是來自於取代個別訂約的公示

（內部化）成本過高，而非其有獨立的外部性。外部性的分析，若要有意

義，不在於發現某人的行動增加了他人的成本（或損害），這必然到處都是

的，否則也不會有經濟問題——競爭稀有資源——而是發現是否有交易障

礙，從而減少之，這是內部化。善意保護或不得大於自己處分等原則，促

進了交易與避免了侵權，當然減少了外部性。採取先進的登記制度，增加

了系統成本，但減少了交易障礙，則不管是經由收費或課稅，外部性是減

少了，而非增加了。

〈公私夥伴關係（PPP）於歐盟法制下發展之初探：兼論德國公私合營事業
（組織型之公私夥伴關係）適用政府採購法之爭議〉（《臺大法學論叢》，第

40卷，第2期，2011，劉淑範）
近年來，真正促使德國各界熱絡討論與運作公私夥伴關係之主要動

二、

三、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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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允應歸功於歐盟執委會於2004年所公布之關於公私夥伴關係綠皮書。
緣此，本文乃從歐盟法制之觀察視野，對公私夥伴關係於德國學說與實務

之發展，作初步性之探討。首先，在概略說明民營化之概念與類型後，進

而論析公私夥伴關係概念之緣起、引進與發展。簡言之，公私夥伴關係從

曩昔美國非形式化之協商合作方式，近期在歐盟和德國已演進成為以契約

為基礎之形式化公私夥伴關係，甚又邁向以專案計畫之生命週期為導向之

公私夥伴關係，從而本研究之關注焦點乃置重於後者。以此為框架，本文

參酌首開歐盟綠皮書之區分架構以及歐盟政府採購法之新興概念，將專案

取向之公私夥伴關係，從當前德國行政實務之各種重要模式中，簡化梳理

成一般契約型之公私夥伴關係、特許模式和組織型之公私夥伴關係三大類

型，進而嘗試作法釋義學上之初步分析，並探討此等類型與民營化概念之

交錯關係，俾供未來續造整體民營化法制之理論基礎。繼之，本文擇取組

織型之公私夥伴關係類型，佐以歐洲法院之兩項原則性判決，剖析「自家

採購」之準則以及政府採購法於此一範疇之適用爭議。

〈基本權利框架秩序中的民主意志形成：從憲法角度反思Gärditz與Zaczyk
關於刑罰正當性的辯論〉（Der Staa, 51(2), 2012，黃舒芃）

本論文旨在藉由重現德國公法學者 Klaus Ferdinand Gärditz 與刑法學

者Rainer Zaczyk在兩篇文章中，針對「民主原則能否用以證立刑罰」的問

題所進行的辯論，反省自由與民主（特別是議會民主）之間的關係，並在

此反省基礎上，重新思考憲法基本權利應如何發揮拘束議會民主的功能。

經由本文的討論可以得知，Gärditz與Zaczyk的辯論焦點固然在於民主原

則是否足以作為刑罰正當性的依據，但其實已更進一步觸及「議會民主能

否與如何促進自由之實現」的憲法學基本問題。Gärditz與Zaczyk的辯論

顯示，議會民主固然具有促進自由實現的制度功能，但這並不表示議會民

主因此便應享有（僅僅受到形式性拘束的）廣大形成空間。相反地，憲法

基本權利規範內容開放性的特質，意味著授權議會藉由民主程序維護自

由的同時，也已透過其規範框架，形成對議會民主的拘束，亦即要求議會

的決定必須兼顧社會上的多元利益，致力於自由的最大實現。也正因為如

此，所以憲法法院一方面必須確保議會民主決定過程中，多數與少數之間

的妥協，另一方面，也必須根據基本權利的框架秩序，防止刑法規範藉由

訴求各種取向於社群主流價值的保護目的，淘空個人自由。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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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強制納保機制之正當性——以臺灣全民健康保險為例〉（Journal 
of Law and Health, 26(1),  2013，吳全峰）

臺灣全民健保為達促進國民健康與節制健康支出之目的，遂強制個人

加入單一保險人之健康保險並支付保費；但該強制性政策卻將限制個人拒

絕加入健康保險之自由權，並產生違憲爭議。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雖於釋字

第472號解釋中主張，基於社會互助、危險分攤及公共利益之考量，強制

納保規範為實現全民健康保險之合理手段，亦未無逾越憲法第23條之必

要程度。但部分大法官在協同意見書中卻也表明，該解釋並未充分討論強

制納保政策對自由權之影響程度與範圍，亦未分析是否有強制程度較低之

介入性政策可達相同之政策目的。因此，本文嘗試建立四階段之人權影響

評估機制，以系統化方式檢視全民健保強制納保政策對個人自由權之影響

與限制是否具正當性。本研究認為，即令強制納保本身可適當達成全民健

保之政策目的，但該機制搭配單一保險人體制，卻使整體全民健保政策並

非可達成相同政策目的之最小侵害手段；且強制納保所欲保障之公共利益

與所限制之個人自由權間，亦無法達成適當平衡關係，故該政策之正當性

並非不容挑戰。

〈導入國民參與審判以挽救人民對司法的信心——以臺灣為例〉（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10,  2013，黃國昌，林常青）

2004–2013年這十年來，許多傳統上完全以「職業法官」為司法裁判

主體之法系，開始引入一般民眾共同參與司法審判。臺灣司法院亦自2011

年正式宣布推動所謂「觀審制」，讓人民擔任「觀審員」，在特定刑事重罪

案件中，參與第一審審判程序，在法官判決前表示意見，提供法官判決時

參考。本文一方面利用「2011臺灣人民紛爭解決行為暨法意識實證研究」
所蒐集之資訊，分析我國人民對於引入「國民參與審判」的態度，一方面

分析臺灣導入「國民參與審判」之目的以及該目標設定與制度設計上之互

動。本文是第一篇利用大規模的調查資料，針對此將深遠影響我國未來司

法政策走向的議題進行實證研究之論文。本研究同時以南韓於2008年所

採行之國民參與審判及日本於2009年正式施行之「裁判員制度」作為比較

對象，分析制度目的之界定如何影響制度設計之內容。本研究不僅使國際

上研究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學者，對於臺灣的發展產生高度興趣，亦對於

我國未來國民參與審判制度設計之走向，提供相當啟發與具體建議。

六、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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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及其歷史背景〉（George Mas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5, 2014，鍾騏）

目前世界上有兩千多個關於投資保障之雙邊條約，於2013年2月1日

生效之《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一方面旨在保障投資人不受地

主國政府實施國有化以致血本無歸。自 1959年德國與巴基斯坦簽訂世界

第一個雙邊投資協議以來，係當代全球化現象之下的常見機制。支持者

認為，地主國政府透過簽訂雙邊投資條約，放棄其制訂不利投資政策的自

由，換取外國投資人對地主國投資環境的信心，從而增加外國投資人對地

主國之投資，進而促進地主國經濟發展。另一方面，兩岸政府基於政治現

實，分別授權海基會與海協會代表兩岸政府簽訂《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

進協議》，這種授權在國際上並不多見，該協議又尚未被聯合國貿易和發

展會議（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列入關於

投資保障雙邊條約之統計，部分協議內容也受到兩岸往來歷史背景影響，

有別於其他關於投資保障之雙邊條約。本研究分析相關法制、實際案例與

歷史背景，旨在促進國際法學界對《海峽兩岸投資保障和促進協議》等最

新情況的重視與研究。基於國際法學界關於「遵循」（compliance）的研究

成果，以及兩岸歷史背景與近年情形，本研究認為，兩岸投資保障協議是

否能達成保障投資人不受地主國政府實施國有化致血本無歸之本旨，值得

學術界進一步研究。

〈從迷失的身分重新找尋食品攙偽假冒管制的可能途徑——以食品身分標準

為分析焦點〉（《政大法學評論》，第141期，2015，邱文聰）
近來食品的攙偽假冒事件層出不窮，然而在傳統的危險防禦管制典範

下，正確的產品標示毋寧已是達成避免消費者誤認的最有效手段，既有的

事後救濟與制裁也理應足以因應例外產生的健康危害風險。但是這樣的管

制策略忽略了食品的攙偽假冒本身並非僅侵害消費者正確選擇商品的經濟

上權益，更已是當今食品安全與健康危害的主要來源。食品的攙偽假冒因

而在現今的風險社會中帶來管制典範移轉的需求，進一步挑戰現有將攙偽

假冒之認定繫於食品標示資訊是否正確的管制模式。本文以美國「食品身

分標準」制度為例，說明一種獨立於標示資訊而判斷「攙偽假冒」的可能

管制模式，分析該種管制模式所具備的前置化風險管制功能，並探究以之

填補我國食品安全管制漏洞的可能性。

八、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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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面向的規範意義——論實證研究在法學中的角色〉（《中研院法學期

刊》，第17期，2015，張永健，王鵬翔）
法學（法釋義學）一般認為是規範性學科，故關注經驗面向的法實證

研究常被排除於法學研究的範疇之外，但規範論證是否可以完全抽離經驗

陳述，以及法學範疇是否如此狹隘，則有再檢討之必要。本文梳理法學與

實證研究的本質，主張兩者在至少兩個層面上相輔相成：法律的規範論證

往往必須援引經驗事實（例如某法律手段是否有助於實現某法律目的或帶

來某種結果）作為理由，而設計良好的實證研究能夠藉由因果推論，發現

具有規範重要性的差異製造事實。法釋義學有經驗面向，認識與描述有效

的法律，亦屬法學範疇；而實證研究採用的社會科學方法，能拓展認識與

描述法律之方式。本文將法實證研究分為三類：第一類檢驗「差異製造事

實」是否存在，其發現可以直接作為支持或反對規範主張的理由。第二類

檢驗法律的實效性，並刻畫制定、適用法律之制度性行為。第三類則是以

實證方法來描述法律論證。

〈論阿列西的包含論證〉（Ratio Juris, 29(2), 2016，王鵬翔）
德國法理學家阿列西（Robert Alexy）在最近回應布里京（Eugenio 

Bulygin）的批評中，提出所謂「包含論證」，證明辯護法律非實證論的聯結

命題必然要訴諸某些規範論據。在本文中，作者釐清了這個論證的結構，

並且區分聯結命題的兩種解讀。第一種解讀是道德原則必然被安置於法律

體系當中，這可稱為「分類式的聯結命題」。第二種解讀是法效力的條件必

然包含了道德要素，這可稱為「教義學的聯結命題」。本文首先論證，除非

加入一個會導致不當過度包含的輔助前提，否則包含論證本身無法支持分

類式的聯結命題；其次，包容論證只有藉助兩個額外的論據——亦即假言

必然性論據與正確衡量命題——才有辦法證成教義學的聯結命題。

〈候選資格的政黨自我管制與民主法多元論：以臺灣為例〉（Election Law 
Journal: Rules, Politics, and Policy, 15(1), 2016，蘇彥圖）

政黨不只是民主政治運作上的關鍵行動者，還是民主法的重要創造

者。除了影舞於民主法的立法政治過程，政黨也以「政黨自治」（party 

autonomy）之名規制自身。而且它們所做的外於國家法律的自我管制，不

只會影響到自己，對於所屬社群的民主政治程序而言，政黨的自我管制往

往也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效應可言。選任候選人參與選舉競爭是政黨最主

要的功能╱任務之一，而政黨對於候選人選任（candidate selection）所做

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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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管制，尤其凸顯了政黨作為選舉民主的共同管制者的角色扮演。本

文聚焦於考察臺灣若干重要政黨就候選資格（candidacy）所為實體自我管

制，並析論（1）此等政黨規範如何多元化、複雜化了國家法就民選公職之

候選資格所為規範，以及（2）在民主法的規範理論上，我們應該如何理解

與評價這樣的規範狀態。本文首先描繪臺灣國家法就國會議員候選人所為

資格限制的制度圖像。候選人是否獲得政黨（特別是主要政黨）的提名，

業已成為某種外於選民的資格限制，而且政黨在候選人選任上所扮演的重

要角色，也獲得了國家法的認許甚至加持。繼而指認並討論（i）政黨認同

規則、（ii）公正——形象規則、（iii）代表性強化規則，以及（iv）競爭╱甄

補規則等四類存在於臺灣若干重要政黨內部的國會議員候選資格規範。除

了分析此種政黨自我管制與相關國家法之間的互動，本文也初步檢討了形

構此等政黨自我管制的政治。本文提出民主法多元論（the pluralism of the 

law of democracy）的規範理論觀點，據以評量、反省政黨自我管制與國家

法的現實互動。論證指出，經由一個類似於聯邦論（federalism）的理論框

架來認真看待形成民主規範秩序的多元政治權威，有助於我們更確切地掌

握不同的民主規範模式各自所具有的機遇與風險。本文另參考宗教自由上

有關政教分離的規範經驗，進一步申論「黨國分離」作為民主法的一項具

體規範原則，並據此批判我國反叛黨法對於政黨權威的不當加持。

法律所作為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不需要擔負常規性的高等教育之教

學任務，與國內大學法律學院、系、所的功能不全然相同。另方面，本所

之〈設所規劃書〉所定之六大研究領域，旨在發揮國家級研究機構之特性，

俾與大學有效分工，與一般大學之學科分布亦有不同。因此，法律所選擇

之重點研究領域，除研究人員過去已在公法學研究累積相當之成果外，更

著重於開拓大學〉教育所未能顧及之新興前瞻領域，以及深耕法學研究之

基礎領域。

鑑於法律學之研究內涵與研究方法具有獨特性，不僅國內外各大學於

近十餘年來已紛紛獨立設置法律學院，國外國家級學術研究機構者也皆設

有法律學研究所。惟目前國內法學研究機構，除本所外，其餘皆為大學法

陸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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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系、所，而且主要研究大多著重在專業國家考試（律師、司法官）所

要求之科目與所設定的實務導向議題，與法律所著重於專業法學研究，並

扮演肩負全國學術發展之重要角色，有明顯的差別。同時在學術研究成果

的比較上，存有研究領域、研究議題乃至於研究路徑之差別。法律所以能

領導國內法學研究，進而提升學術水準，在國際法學界佔一席之地為目標。

中央研究院設立法律學研究所之目的，乃為突破我國法學發展瓶頸，

領導建立本土法學研究典範，以因應社會快速發展需求，可謂任重而道

遠。法律所自2004年成立籌備處，2011年正式成所，迄今即將進入第14

年，在全體同仁群策群力下，目前已初步達成〈設所規劃書〉所定短期發

展目標——鞏固優勢、蓄積潛能：

研究人力已達初步規模：研究人員總數已達 18名（含 2名合聘研究

員），並將按預定進度及本院核給員額，逐年延攬研究新秀。

研究方向明確穩定發展：目前六大重點領域研究，皆由研究人員組成

研究組群，專人進行研究計畫，並按所內慣例定期舉辦大型學術研討會，

呈現年度研究成果。

研究成果已具相當數量：截至2017年止，共計出版專書29冊、叢書

3種5冊，發行《中研院法學期刊》21期，全體研究人員共計發表學術論文

1,104篇，普獲學界肯定。
放眼未來，法律學所的發展目標非常明確，就是盡全力朝〈設所規劃

書〉所定中程發展目標（樹立典範、擴展優勢）邁進，運用核心研究團隊，

更積極推動跨所、跨學科與跨研究機構之合作，建構各種合作交流的研究

平臺，並廣泛參與國際學術活動，期盼能成為國際級的法學研究中心，躋

身世界一流法律學研究機構之列，並為提升國內法學研究水準而繼續努力。

柒 結語與未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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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0）、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3）合併，2004年正式成立
https://www.rchss.sinica.edu.tw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於2004年7月1日正式成立，是中央研究院人

文社會科學領域唯一的研究中心，目的在從事跨學門、跨領域的研究及新

領域的探索，其前身為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與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具體沿革如下。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雖然成立時間不久，卻是一個相當富有歷史淵

源的研究單位。它的前身是早期的三民主義研究所（1974年7月∼1990年

4月）、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0年4月∼2004年6月），以及蔡元培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3年1月∼2004年6月）。
在三民主義研究所及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階段，它是中研院唯一

由多學科所組成的研究單位。三十年間，延攬了許多經濟學、政治學、社

會學、歷史學、哲學等領域的優秀研究人才，不僅在這些領域做出了傑出

的貢獻，同時也是跨領域研究的積極先行者。

2003年1月，本院又成立了跨領域的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院方有鑑於兩個研究中心同是跨學科、跨領域的研究單位，遂決定將兩者

合併為一。2004年4月，本院評議會通過設立「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社中心），同年7月總統府核准設立，此即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以原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同仁為根底，分

別設置了「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制度與行

為研究專題中心」、「衛生史研究計畫」、「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計畫」、「東

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加上原蔡元培中心的研究單位，共設6個專題中

心和7個研究計畫。2006年，「科技與人文價值研究計畫」納入「制度與行

壹 沿革與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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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專題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計畫」轉型為專題中心，於是乃有

7個專題中心和5個研究計畫。（請參考圖二）
2008年 6月人社中心經由學術諮詢委員會的建議，在7月進行的評鑑

會議中，對於中心組織架構作進一步檢討，並於2009年 3月18日第2次業

務會議通過，將12個研究單位分成以下三個研究群： 

一、特定主題取向研究集群：「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制度與行為研

究專題中」、「衛生史研究計畫」、「大腦、認知與行為科學研究計畫」

（隨後即更名為「資料探勘與學習研究計畫」）。

二、區域研究取向研究集群：「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

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三、資料庫建置與應用研究集群：「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地理資訊科學研

究專題中心」、「歷史人口研究計畫」、「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2012年2月人社中心召開學術諮詢委員會，為強化中心的組織與學術

發展，以促進現有各單位的合作，委員會建議將原有的12個單位（7個專

題中心及5個研究計畫）再做全盤規劃。經2013年9月院務會議通過，自

2014年1月1日起組織進一步調整如下：

圖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大樓現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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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現今組織圖

圖二 三民主義研究所、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與
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沿革圖

三民主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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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海洋史研究專題中心」、「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及「衛生史研究計

畫」（同時更名為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併入「亞太區域研究專題

中心」，整合為區域性的跨學科研究中心。

二、 「歷史人口研究計畫」併入「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華人家庭

研究計畫」併入「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以利調查研究資源整合。

三、 「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歸建至歷史語言研究所；「資料探勘與學習研

究計畫」納入資訊科學研究所。

至此，人社中心由7個專題中心與5個研究計畫，再度精簡為「亞太區

域研究專題中心」、「政治思想與研究專題中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

心」、「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及「調查研究專題中心」5個專題研究

中心。（請參考圖三）

表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歷任主任及任期（2004~2017）

姓名 職稱 任期 副主任

劉翠溶 代主任* 2004–2005 ––

章英華 主任 2005–2011 郭秋永

陳恭平 主任 2011–2017 朱德蘭、張福建

蕭高彥 主任 2017–迄今 張福建、賴孚權

* 2004年7月1日本中心設立，初由時任副院長之劉翠溶院士暫代主任，至2005年7月4日院方
指派合聘研究員章英華先生擔任主任。

2004年以來中心歷經重組，須積極延攬合聘人員參與研究工作，是以

合聘人員大幅增加，甚至其員額數超過了專任人員。2013年由於組織再行

大幅整併，合聘人員遂由2012年的36位降至目前的25位左右。這幾年由

於許多專任研究人員陸續退休，使專任研究人員逐年減少，而退休後轉為

兼任的人員則逐年增加，如今專任、合聘及兼任人員數大致維持相對穩定

之狀況。（研究人員員額的變化，請參考圖四）

貳 歷年員額與預算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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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2004年成立之後，預算規模變化不大，其中幾次比較大的增

幅均來自於編列增建主體建物之土木工程預算，用以擴建地下圖書館書

庫，並增建一樓第二會議室、調研電訪室；二樓8間研究室及三樓的前、
後棟連通走廊。此後至2017年，本中心預算即呈逐漸遞減的趨勢。（預算

的相關變化，請參考圖五）

圖四　2008~2017年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研究人員員額 統計圖  

圖五 2008~2017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預算統計圖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 研究人員 28 27 29 30 29 28 25 24 25 22

■ 合聘研究人員 34 32 33 35 36 27 25 25 25 25

■ 兼任研究人員 5 5 5 4 5 6 6 7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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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圖書館書庫

圖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圖書館閱覽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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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成立之宗旨，在於進行跨學科、跨領域的合作研究，並嘗試新

興領域的探索。經數次整併後本中心下轄5個專題研究中心，雖然其間時

有合作對話，但緣於領域分殊，因此在學術研究上仍然尊重各專題中心的

自主發展，以下為各個中心發展的重點。

（一）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思想史向來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的一門基礎性學科，本專題中心

旨在結合政治、歷史、哲學、法律以及社會等學科之學者，探究古今中外

的政治思想。其主要研究課題包含兩大類：一、重新闡釋政治思想的歷史

及其傳承，說明古希臘迄今的政治思想學說及其流變，並闡明其對於美好

政治秩序的構想。二、上述之構想的藍圖必建基在某些價值諸如正義、平

等、自由、民意、憲政、民主、人權等，由是有必要分析及釐清這些價值

的意涵，並說明其如何形塑政治判斷及政治行動，進而建構規範性的原

則。本專題中心以此作為研究重心，除規劃研究主題外，亦致力於與國內

外相關的專家學者進行跨學科的研究計畫，推升國內政治思想研究的水平。

近十年來本專題中心之研究方向有三：一、闡釋西方政治的傳承，特

別著重於17世紀以來，現代性與政治思想之互為辯證的發展。二、從比較

政治思想史的視野，研究中國與臺灣自19世紀下半葉以來政治與社會理念

的變遷和發展，尤其關注西方公民意識與權利觀念、臺灣公民意識與公民

權之特質與發展，以及中西方近代革命及其憲政理念。三、探討當代民主

社會中，政治價值的變遷與建構。下含四項主要的研究計畫：

1.「臺灣的公民意識：理論與實踐」研究計畫
此計畫嘗試結合規範性與經驗性研究，一方面闡述公民身分及其權利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脈絡中的演變與主要理論議題；另一方面則以經驗實證

的途徑，測度臺灣公民意識變化，據此進一步解釋臺灣公民文化的發展特

性及未來前景。

2.「憲政價值的選擇：思想、規範與制度」研究計畫
此計畫的構想出自對臺灣憲政發展的關懷，嘗試將理論思想、制度設

計，以及具體的法律分析加以整合研究。本計畫選擇的研究設計課題乃是

參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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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政制度及其相關價值的選擇，切實地整合思想史、規範以及制度分析之

學者，對於臺灣憲政秩序之變遷，提出以理論為前導的制度與實踐分析。

3.「比較政治思想史」研究計畫
隨著全球化的潮流以及當代方法論進展，學界已察覺思想與價值的發

展不是一種靜態的挑戰與回應，而是非常快速的交流、重新結合，以及在

地性的形構。是以，分析19世紀末葉到20世紀初在中國乃至東亞發展的

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國家主義與民族主義時，應該打破國家的藩籬，

將之視為「全球政治論述」於在地脈絡的發展。重點將不再是東方知識分

子是否「正確地」理解到西方的核心價值，因為即使在西方世界，政治價

值自身亦會隨著不同意識型態之崛起而演變。在「民族脈絡」之上，應該

建構一個以全球為基礎的比較政治論述架構，方有可能對過去兩個世紀政

治思想的發展做出深入的比較研究。為了能重新審視西方思想對於近代東

亞與中國的影響，本計畫以比較的途徑進行相關研究。

4.「西洋政治思想史」研究計畫
西洋政治思想史是政治思想研究最重要的基礎，幾乎每個世代對於傳

統政治思想文本都有新的詮釋，除了新資料的發現、新的翻譯文本，以及

全集的重新出版，會影響思想家的面貌外，研究途徑的推陳出新，如當代

劍橋學派的興起，或是新的話語或論述的出現，如共和主義的論述和帝國

殖民的話語等，也都促使我們重新審視傳統的思想文本，探索思想的複雜

性和一致性。為了掌握政治思想研究的過去與現在，本中心結合國內外相

關研究人力，致力於西洋政治思想史的探究，並將最新的國際研究成果以

系列的研討會和專書出版，期以中外思想的不斷對話，為文明的融合與創

新另啟新猷。

（二）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是全院唯一的區域研究單位，其特色在於從事

跨學科、跨國家的區域性比較研究，彌補院內其他各社會人文所專注於單

一學科、地域的不足，在臺灣的區域研究上扮演指標性的角色。2013年1

月亞太中心經歷整合後，一方面增加了中心研究的多樣性，另一方面擬定

兩大發展方向——亞太區域歷史文化與跨界交流研究、亞太區域當代政經

社會研究——做為未來發展的主軸，環繞著前兩大主軸，發展出底下幾個

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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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洋史研究
本中心的海洋史研究始於1984年，迄今已累積三十餘年經驗，具體

成果呈現在《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及《海洋史叢書》等系列專書中。以

往海洋史研究著重中國大陸與臺灣海洋史，以及海外華人移植經驗之研

究。近年以「16∼20世紀的東亞口岸與華人網絡」為研究重點，探討從明

清時期至20世紀前期，中國與東北亞、東南亞海域各港口、腹地和國家經

濟、政治、文化方面的交流與互動。針對此範疇進行：1.近世通商口岸與

華人、華商；2.17至18世紀東亞變局與亞洲海域；3.近代華商經貿活動等

課題研究。此外，也推動中琉經濟文化交流之研究。

2.東南亞與東北亞研究
本研究的發展方向與重點為：1.亞太區域之社會文化、語言、宗教與

族群關係；2.亞太區域政治、經濟及社會之轉型與發展；3.亞太區域跨境

／跨國流動研究。具體的研究主題如下 :

第一，大陸東南亞在地文化研究：奠基於田野調查之上，進行不同的

族群、商品、資金、文化思想流動的研究，研究課題包括：泰、緬、雲南

邊區跨境移民與經濟活動研究；泰國宗教研究；越南民間宗教信仰、建築

藝術與族群關係研究。

第二，亞洲社會的跨國性、主觀福祉與家庭研究：亞洲社會的全球接

觸與全球化相關的制度、價值觀與跨界行為的研究；亞洲人民的主觀福祉

與研究東亞社會家庭的變遷。

第三，亞太和平與安全：臺海問題、南海主權衝突、中國崛起、東南

亞共同體均是亞太和平與安全的重要變數。臺灣如何在此變局中立足，進

而與其他國家共同維持臺海、南海安全，為本計畫研究之重點。

第四，亞洲新民主展望：南韓、臺灣、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與印

尼之類型比較研究。探討2000年至2012年之間政黨輪替和民主社會文化

的進展，了解並分析亞洲新民主的發展歷程及展望。

第五，日本研究計畫：由本院人文各所相關研究領域研究人員共同參

與。自2006年到2015年，以「東亞歷史視野下的日本」、「戰後日本的政經

發展」、「戰後日本的社會變遷」等三個不同的角度推動日本研究。

3.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以東亞長期的經濟貿易發展為主題，探討問題涵蓋經貿組織、產業政

策及發展史，既著重政策面的探討，亦關注長期歷史發展的研究。主要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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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之一為培育及凝聚中國大陸研究的學術社群。

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分別為 1.中國大陸經濟發展相關議題研究；
2.臺灣經濟發展研究；3.國際經貿相關議題研究。
4.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
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源於中研院主題計畫「明清至近代漢人社會

的衛生觀念、組織與實踐」（2002∼2004），計畫執行結束後，成立衛生史

計畫，繼續相關之研究。2013年因應中心改組以及本計畫成員專長，衛生

史研究計畫改名為「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併入亞太區域專題研究

中心，從事東亞社會中「衛生」現象之跨領域的人文學研究。

此一研究計畫側重於東亞社會中醫藥知識之源起、流轉、散播。執行

迄今已將之前有關身體經驗與大眾文化等諸多面向的研究積累，整合為近

代東亞衛生史研究、殖民醫學經驗，與醫藥的大眾文化三個面向，以具體

探討衛生與醫療觀念、實作與體制的現代發展。

（三）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長期進行兩個重點研究：「網路經濟學及電子商務」以及

「實證法律學」，其旨在聯合經濟、資訊、社會與法律學門的學者，研究制

度的形成、運作與演化，以探討制度對行為的影響以及行為對制度的反

饋，並藉由了解各種社會經濟制度的機制、評估制度的績效，進一步研擬

制度改革或調整方案。

1.網路經濟學與電子商務
網路經濟是近二十年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運作及結構的產業，這個產業

所引發的資料、商業模式、社會互動方式的改變，提供了社會科學家豐富

的研究議題。本計畫將研究重點集中於電子商務這一領域，進行交易平台

（transaction platform）及網路拍賣（online auction）的研究。這個領域的研

究在國際競爭上相當激烈，本中心長期和各國知名學者保持良好關係，目

標即是希望能將這個計畫的研究成果躋身國際競爭的前沿。

2. 實證法律學
實證法學（empirical legal studies）是最近幾年來法律學界最重要也最

迅速發展的領域。這個計畫主要以實證方法，進行法律學、經濟學、心理

學之跨領域研究，歷年來建立了「勞資紛爭處理」、「刑事案件強制律師辯

護制度」、「最高法院上訴案件審判結果」及「臺灣人民法律紛爭解決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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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實證研究調查」等資料庫，並據以發表多篇論文。目前也預計運用甫

建置完成的「司法官資料庫」以及評律網「法官及律師實務經驗」資料，結

合臺灣法院實際司法判決，研究（法律人）經驗、偏見、決策行為。這些

研究成果為臺灣司法制度提供規範措施之實證基礎，也提供民事法的研究

學者及司法改革學者或律師作為參考的依據。

（四）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一方面探索如何以空間資訊科學之概念、方法、技術與資

源，促進人文社會科學的跨領域整合研究，另一方面以研究帶動對學術與

社會服務的效益。二者相輔相成，互為表裡。隨著二十餘年發展與推廣，

讓地理資訊科學（Geographic Information Science, GIS）由原本侷限於自然

與應用科學範疇，逐步跨大到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廣泛應用。長久以來，

地理資訊科學研究核心議題在於多元時空資訊收集、建模、分析與展示，

都正符合今日大數據科學研究典範，顯現其重要性。

早期以建立歷史地理資訊系統（HGIS）為起點，逐步發展成本專題中

心最核心的「中華文明時空基礎架構」（Chinese Civilization in Time and 

Space, CCTS）和「臺灣歷史文化地圖」（Taiwan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ime and Space, THCTS）兩套時空資訊整合平台，業已成為跨領域研究

與時空展示的最佳利器，並開放予學術研究與社會大眾免費使用。近年來

隨著數位人文研究興起，則又在上述基礎之上交叉整合朝向空間人文學

（GeoHumanities）研究發展。除了科學研究與技術研發，本專題中心在研

究發展上也著重基礎地理資訊收集與整理，透過參與數位典藏國家型科技

計畫，持續地將各式地圖與航照影像進行數位化保存與加值應用，成為學

術型空間資料庫，並豐富上述時空資訊整合平台之圖資內容，擴大應用面

向。同時，也針對專門領域，包括文史研究、公共衛生、社會人口、環境

變遷等議題，從地理空間整合視野促進學科發展與跨領域研究方法探索。

（五）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的發展重點，除了方法研究及個人專業領域研究外，尚囊

括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SRDA）的維運與

拓展、學術調查服務與研發、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Panel Study of Family 

Dynamics, PSFD）的持續建置等。在方法研究方面，近年來的研究主題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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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調查周邊資料的研究與應用、地址抽樣調查方法研究、調查模式效應、

追蹤調查方法研究、訪員特質與訪員效應、受訪者作答行為、社會指標測

量、量尺與題項設計、敏感題目作答設計等。除方法研究外，本專題中心

研究人員從事的個人專業領域研究議題亦所涉甚廣，如家庭與婚姻、幸福

感與生活品質、所得流動與分配、社區研究、氣候變遷與空氣品質等。

（一）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除了各自發表的論文之外，本專題中心部分同仁也在國內知名出版社

出版專書；又在林毓生院士的主持下，集結出版《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一

書。具體成果表列如下：

1. 蕭高彥編，2009，《憲政基本價值》。
2. 張福建編，2009，《公民與政治行動：實證與規範之間的對話》。
3. 錢永祥編，2012，《普遍與特殊的辯證：政治思想的探掘》。
4. 蕭高彥，2013，《西方共和主義思想史》。
5. 陳宜中，2013，《當代正義論辯》。

肆 重要研究成果簡介

圖八 本中心研究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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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林毓生編，2014，《公民社會基本觀念》上、下冊。
7. 錢永祥，2014，《動情的理性：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
8. 蔡英文，2015，《從王權、專制到民主：西方民主思想的開展及其問

題》。

自2008年至2017年，本專題中心已舉辦了23次學術會議，以及80場

政治思想講座與工作坊，廣邀國內、港澳、大陸地區及世界各地知名學者

前來學術交流。本中心亦參與籌辦《思想史》學報，並與《政治與社會哲

學評論》和《思想》季刊合作，以促成各種政治思想研究成果的發表。

（二）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各研究主題的具體研究成果如下：

1. 海洋史研究
每二年定期舉辦「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出版論文集。2008年

出版《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十輯以後，調整方針，改以專題形式出

版研究成果，以利更深入探討相關議題。迄今已出版《海洋史叢書》系

列——《港口城市與貿易網絡》（2012）、《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

識》（2017）2冊及中研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跨越海洋的交換》

（2013）1冊。同時亦不定期舉辦「亞太新視域——港口與華人網絡」系列演

講，提供國內、外研究生及專家學者交流之平台。

2. 東南亞與東北亞研究
除定期舉辦或與相關單位合辦「臺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

及其他專題學術研討會外，也不定期地邀請相關領域專家、學者進行「亞

太新視域——亞太社會變遷」系列演講，以促進學術交流，普及亞太研究。

在具體之研究成果上，包括發行《亞太研究論壇》期刊（至2017年止，已出

版至64期），出版學術專書21冊，領域涵蓋日本研究、亞太和平與安全研

究、東南亞諸國政經、族群與社會文化、宗教比較研究、亞洲社會的跨國

性研究、歷史上的中國與東南亞諸國商品流通與經貿往來研究等方面。

3. 東亞經貿發展研究計畫
自2008–2017年舉辦一系列「中國經濟發展模式」Ⅱ–Ⅹ學術研討會，

邀請國內外學者與會交流，提升國內對中國大陸經濟方面之研究。主要研

究成果體現在計畫召集人瞿宛文 2017年出版的《臺灣戰後經濟發展的源

起：後進發展的為何與如何》一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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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計畫
本計畫成員於2017年8月出版《東亞醫療史：殖民、性別與現代性》

一書。就本書的內容、範圍、研究取徑以及目標而論，有幾個值得一提的

特色。首先，以「東亞」做為研究範疇參照點，書中多位作者長年浸淫在

醫療史與科學史領域，均累積相當可觀的研究成果。另外，再結合部分作

者從人類學、社會學及科技與社會的角度，就與醫療相關的特定主題進行

當代研究。

（三）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1.「網路經濟學及電子商務」研究
近年有三篇關於網路拍賣策略及線上零售商競爭的論文，均發表在科

技部的經濟學門A＋期刊：第一篇論文提出一個刻劃賣家網路拍賣展售策

略的理論框架，並說明賣家的拍賣策略被自身與買家的相對時間折現率所

決定。第二篇論文探討一家線上零售商的加入對既有實體零售商的衝擊，

突破傳統研究線上與實體競爭的框架，將廠商在空間上的時程變動做了細

膩的刻劃。第三篇論文利用「網路拍賣資料庫」，進行網拍策略的理論模

型及實證研究。該研究的貢獻在於建立了一個網拍裡的重要機制（buy–it–

now；立即購買）的理論模型。
2.「實證法律學」研究

這是臺灣唯一一個長期研究實證法學，並在國際頂尖期刊發表研究

成果的研究團隊。以臺灣資料完成了相當多的論文，涵蓋了民事訴訟、刑

事訴訟、勞資調解等相關議題，其中〈勞資爭議協調程序之實證研究──

以「政府協調」與「民間協調」之比較為中心〉一文曾榮獲2011年中研院法

學期刊論文獎。研究團隊也利用「臺灣最高法院上訴」及2011年完成的首

次全臺人民紛爭處理及法意識的大型面訪資料庫，進行研究並發表多篇論

文，計畫集結為專書出版。

（三）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1.空間資訊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整合性的探索與實踐
研究團隊主要從事空間資訊科技應用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發，

所涉議題包括開放式地理資訊系統（Open GIS）技術、文字探勘（Text 

Mining）、研究資料集（Data Repository）等。目前成果包括開源地理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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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軟體（QGIS）擴充模組、古籍文獻中地名自動標誌系統、跨領域區域

研究資料集等資訊整合環境建立。

此外，針對一個具體的空間範疇，整合各種與之相關的資訊，並發揮

其實際效益，運用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PPGIS）的概念與方法，具體推動

南港社區、南部院區GIS實驗性的操作。
2.空間計量方法之應用於社會經濟領域研究——以GIS為輔助手段

研究團隊從大量文本資料中蒐集明清江南市鎮相關資料，並應用時空

統計法，探討明清江南地區市鎮長時段的起伏變化趨勢，以及空間聚集程

度與發展性質。同時也與原住民族委員會合作，發展資料鏈結技術，以系

統化及自動化方式，進行臺灣原住民基礎資料加值和基礎統計量運算，並

以最小統計區方式將成果公開，供國內外產官學專家参考及運用。本專題

中心在健康及公衛GIS相關研究方面，在國際學術社群中佔有舉足輕重的

角色。

3.基礎地理圖資加值以支援人文社會科學研究
專題中心長期以來持續蒐集中國大陸與臺灣的各類空間圖資，包括各

種地圖與航空照片等，據其相關屬性，建立「地圖數位典藏整合查詢系統」

及「臺灣舊航照整合查詢系統」。至今已累積逾百萬件地理資訊數位典藏成

果，並發展與維護「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臺灣歷史文化地圖」、「臺

灣百年歷史地圖」、「統計博覽繪」、「死因地圖」、「傳染病地圖」、「日治時

期歷史人口」、「原住民生活發展基礎資料庫」等，以及跨歷史、地理、社

會、都市計畫、文化資產、公衛等各領域之資料庫與系統操作平台。

（五）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近十年來本專題中心在方法研究上，碩果纍纍，在國內外廣受重視。

無論在抽樣設計、加權方法、問卷設計、訪員效應等課題上，均有卓越的

研究成果發表。其具體成果如下：

1.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
建置於1994年的SRDA，有系統地蒐集、保管及整理各類調查資料，

並採會員制對外提供資料使用權。對外提供使用的資料，可概分為學術、

政府調查資料兩大類，會員人數與調查資料下載的總次數均有飛躍的成

長。不僅是國內最具規模的調查資料中心，在亞洲地區，也與日、韓所建

置之相關資料庫等量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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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專業調查規劃與執行
本專題中心長期以來，不僅主導多項重要的國內長期、大型調查計

畫，也協助國內外學術單位、政府機構完成為數眾多的調查計畫。本中心

所辦理之調查，包括面訪調查、市話調查、手機調查、網路調查、郵寄調

查等多種類型。通過這些調查所蒐集完成的調查資料，為學界提供了重要

的研究素材。

3.調查系統研發
本專題中心自2012年起，逐步完成面訪調查、網路調查、電話調查訪

問系統（computer–assisted interviewing system, CAI system）開發。此一

系統業已應用於本專題中心的實地調查。近期進一步整合前述調查系統，

進行多模式調查訪問系統（multi–mode CAI system）的研發，並透過非專

屬授權對外提供使用。

4.華人家庭研究計畫
此一計畫是以臺灣的成年人口及其子女為對象，進行長期追蹤訪問。

訪問最久的樣本群，已累積十多個波次的調查資料，是國內累積最多波次

的大型追蹤調查計畫。另為進行華人社會的比較研究，自2004年起，與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合作，將調查範圍擴展至上海、福

建、浙江三個地區。截至2017年為止，已完成五波調查資料的蒐集。

表二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年度研究成果統計表（2008~2017）*

年度

中心出版品 學術專書 學術期刊論文
收入學術 
專書的論文

學術會
議論文

其他
**

專書／
論文集

人文及社會
科學集刊

亞太研
究論壇

調查研究－
方法與應用

專書 論文集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2008 5

第二十卷

第一期∼

第二十九

卷第四期，

共40期。
（TSSCI）

第23∼
64期，
共42期。

第23∼
38期，
共16期。
（TSSCI）

4 7 45 30 33 23 175 33

2009 7 12 7 35 31 24 14 170 22

2010 0 6 9 38 30 25 27 125 30

2011 3 1 7 47 30 27 19 131 26

2012 3 2 7 42 25 23 8 106 30

2013 2 6 9 34 22 24 18 96 22

2014 4 4 11 31 32 19 15 83 40

2015 2 9 6 21 39 19 3 91 27

2016 0 4 4 19 34 12 13 71 19

2017 0 1 2 5 30 11 6 66 10

*   含本中心專任、合聘、兼任及博士研究人員之相關研究成果。
** 含研究計畫報告、技術報告、書評、資料彙編及他類論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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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是國內唯一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心，長期以來，與國內外相

關單位進行深入的合作研究。在最近一次的綜合評鑑中，甚受評鑑委員的

肯定，認為「政治思想專題中心是華語學界研究水準最高、最具學術影響

力的政治哲學／理論研究群體之一，其研究成果與初步形成的治學傳統，
不僅是臺灣而且是整個華語世界的學術財富，更值得繼續受到院方在人員

與財政方面的大力支持。」

就華人學術界而言，專門研究政治思想的學術單位並不多見，其研究

績效與成果，均與本專題中心有若干差異。過去本專題中心出版的一系列

專書，不但深獲國內學界好評，也在香港、大陸受到普遍推崇。如果以國

際學術界而言，本專題中心成立的歷史、規模以及聲望，雖仍未及英國約

克大學的「莫理爾寬容研究中心」，但在學術研究的能量上，擁有相當的發

揮空間。出版的學術著作，就中文學界而言也是名列前茅。日後將進一步

強化與國際學者的互動與合作，並積極引進新血，與國內學者進行更廣泛

的合作研究，以提升本中心在國際政治思想研究中的能見度。

歷經長期的累積耕耘，本中心不但成為臺灣首屈一指的政治思想研究

平台，更成為兩岸三地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津梁。在人才培育方面，本中

心通過博士生培育、博士後研究，以及國內外訪問學者，陸續培養了許多

學界人才。

（二）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的研究特色是進行跨學科的亞太區域研究，著重跨學科、

跨研究領域（含人文社會領域、人文與自然領域）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主

要從事基礎學術研究，與國內外類似單位智庫，或國內大學相關亞太研究

所強調的國際關係研究，在研究取向與功能上皆有所不同。

在海洋史方面，從區域文化交流的視角，就臺灣與日本、南海諸島、

東亞海域，遠及東南亞及南亞的貿易史，均有具體研究成果，並與國際學

界持續密切交流。

在東南亞與東北亞的區域研究方面，前者就東南亞邊境移民以及馬來

伍 在國內外學術界之角色與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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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的族群文化，進行人類學考察；後者則研究東亞社會比較，以及跨國

接觸。專書與期刊論文均有亮麗的表現。目前亦積極與調研專題中心的華

人家庭動態調查計畫合作，開發華人家庭相關議題的研究。

東亞經貿發展計畫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與中國相關的發展議題，

也包括臺灣土地改革的重新檢視，研究成果發表包括中英文專書及國際期

刊論文多篇。

衛生與東亞社會研究的議題也累積相當可觀的成果，除國內外專書及

學術期刊論文外，亦進行臺大醫院日據時期的精神科病歷數位化資料庫，

可謂是殖民醫療史的創舉。

總體而言，亞太專題中心的成果，不僅是在出版上質量兼優，且在研

究觀點與視野上於國際學術界均獨樹一幟。

（三）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最大的特色，就是跨領域研究。專題中心長期和法律及資

訊學者進行合作，以經濟學的方法為骨幹，資訊及法律議題為內容，長期

從事網路經濟、民事訴訟及便利商店區位競爭的研究。

以網路商務為單一研究標的的單位，全球最著名者應為美國紐約大學

商學院的NET。其學術活動及運作方式，乃本專題中心「網路經濟學及電

子商務計畫」的良好借鑑。「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已是國內最著名的

網路經濟研究單位之一。在實證法學領域，不但在臺灣，甚至在北美都是

一個方興未艾的領域，例如《史丹佛法律評論》（Stanford Law Review）近
年都專門設有實證法研究論文專題。在這方面，「實證法律學」研究計畫

已然是其中的知名團隊。

（四）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提供獨特之研究技術和視野，與國內許多政府機關合作，

並因學術研究及資源共享之需要，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或合作協議書。研

究人員也長期擔任相關諮詢、審查委員或學會重要幹部，凸顯本專題中心

在積極參與社會、提升政府施政效能與學術研究環境上的貢獻。

透過與國內大專院校及政府機構簽訂合作協議書，本專題中心更能整

合多方資源，擴展空間資訊科學之概念、方法、技術與資源在各領域應用

發展，並培育大專院校學生及年輕學者。藉由網站、工作坊及研討會參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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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向社會大眾及學研機構推廣地理資訊科學之成果（包括資料庫及

系統平台）應用。

本專題中心除了自身的基礎研究成果豐富外，同時致力於建置基礎研

究環境及推動學界整合應用研究，協助其他研究人員或研究機構從事空間

科學相關研究議題探討。同時也憑藉技術人員與基礎學術型資料庫等資源

優勢，以編製教材、開設課程、舉辦演講等方式，普及研究成果，提升國內

學術水準。此外，因為收集與研究大量舊地圖及航空照片，相關成果也為

社會所需要，不論是政府機關的國土規劃需求，或社會大眾房屋、土地產

權釐清，都積極提供關鍵性的資料，為本院的社會服務成果提供具體貢獻。

（五）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本專題中心是國內唯一以方法研究為主要領域的學術機構，在調查

理論、實務、技術的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本中心所出版的《調

查研究——方法與應用》期刊，自2015年起收錄於TSSCI中。在國際調

查、資料庫社群中，亦有極活躍的表現，不僅與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

Survey Research Center簽署合作備忘錄，更積極參與國際調查、資料庫組

織，並舉辦研討會、工作坊等學術活動。本專題中心主導的調查計畫，如

門牌地址抽樣調查、華人家庭動態資料庫等，在地址抽樣、追蹤調查方法

等課題的發展上，也扮演著前驅者的角色。

透過調查技術研發、調查規劃與執行，不只讓本專題中心在調查實

務、技術居於領導者的角色，也透過調查經驗、技術成果的分享，帶動國

內調查學界的發展。本專題中心建置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在調查資料

的藏量上，遠邁日韓，對提升臺灣調查資料的國際能見度、使用率，都卓

然有成。華人家庭研究計畫蒐集完成的追蹤調查資料，是華人家庭、勞動

等領域極重要的研究素材，而應用這項調查資料所做的研究，業已於國際

專書、期刊論文、專書論文展現豐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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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大事記

2008.01 .01 聘李定國兼任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

2008.01 .01 聘李文雄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2008.01 .01 聘施明哲為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2008.03 .01
翁啟惠院士榮獲美國傑出化學研究卡頓獎（F. A. Cotton Medal for Excellence in 
Chemical Research）。

2008.04 .29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十週年慶，舉辦作物、能源與健康生物科技國際研討會。

2008.05 .30 本院舉辦生質能源研討會（Biofuel Workshop 2008）。

2008.06 .09 慶祝本院成立80週年，舉辦「科學院院長論壇」（Academy Presidents’ Forum）。

2008.06 .15 張亞中續任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8.06 .27 聘孫天心為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2008.07 .01

本院舉行第二十八次院士會議。依法選舉第二十七屆院士19名，數理科學組：
雷干城、黃煦濤、舒維都、楊祖保、李雄武、賀曾樸、伊林、李遠鵬；生命科

學組：蔡立慧、鍾正明、趙華、蔣觀德、沈正韻、林仁混、劉鴻文；人文及社

會科學組：段錦泉、黃進興、王平、張廣達。

2008.07 .04 章英華續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08.08 .01 聘游正博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08.08 .01 聘吳玉山為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代理主任。

2008.08 .15 聘蔡明道為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

2008.08 .21 聘陳永發為近代史研究所代理所長。

2008.09 .01 聘林納生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08.09 .15 聘游本中為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8.09 .15 聘陳銘憲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首任主任。

2008.10 .22 歷史語言研究所八十週年慶，舉辦慶祝活動暨學術研討會。

2008.10 .23 李遠哲院士獲選國際科學理事會（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ICSU）會長。

2008.11 .11
楊泮池、李德財院士獲選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院士。

2008.12 .04 本院舉辦太平洋鄰里協會2008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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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 .01 黃樹民續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2009.02 .10 聘鍾彩鈞為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2009.02 .15 姚孟肇續任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

2009.04 .01 吳茂昆續任物理研究所所長。

2009.04 .03 劉太平續任數學研究所所長。

2009.04 .16
本院網格計算團隊（Academia Sinica Grid Computing, ASGC）舉辦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Grid Computing（ISGC）2009國際研討會。

2009.04 .20
雷干城院士獲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院士。

2009.04 .28
蒲慕明、謝宇院士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

2009.04 .30 聘吳玉山為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2009.05 .01
徐遐生院士榮獲2009年太平洋天文學會（�e Astronomical Society of the Paci�c, 
ASP）最高榮譽獎章凱薩琳伍爾夫布魯斯金牌獎（�e Catherine Wolfe Bruce gold 
medal）。

2009.05 .02
卓以和院士因發明分子束磊晶技術（MBE），正式被選入美國國家發明者名人
堂，是第二位入選名人堂的華裔科學家。

2009.05 .25
劉太平院士榮獲阿戈斯提奈利獎（Cataldo e Angiola Agostinelli International 
Prize）。

2009.06 .14
本院舉辦第十二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e Society of Chinese Bioscientistis in 
America, SCBA）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9.06 .15 聘謝道時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09.06 .16 徐遐生院士榮獲2009天文學類邵逸夫獎。

2009.07 .03 李克昭續任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2009.07 .10 聘蕭新煌為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2009.08 .01 聘黃克武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2009.08 .01 聘單德興為歐美研究所所長。

2009.08 .06 尼泊爾科學院院長來訪，並簽署合作備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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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10 .06 高錕院士榮獲諾貝爾物理獎。

2009.10 .07
行政院核定臺灣生技起飛鑽石方案行動計畫，規劃毗鄰中央研究院院區設立國

家生技研究園區。

2009.10 .13 聘黃進興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009.10 .20
李文雄、沈哲鯤、陳力俊院士獲選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院士。

2009.11 .13 本院舉辦科技創新與社會責任國際論壇。

2009.11 .13
李文雄院士榮獲英國遺傳學會授孟德爾獎章（Mendel Medal），成為第一位獲此
殊榮的亞洲科學家。

2009.12 .01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大樓落成。

2009.12 .18 錢煦、廖一久、李壬癸院士獲頒總統科學獎。

2010.01 .01 劉翠溶副院長請辭，聘王汎森接任副院長。

2010.01 .01 劉紹臣續任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2010.01 .01 聘黃煥中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10.01 .01 數學研究所搬遷至臺灣大學天文數學館。

2010.02 .01 丘成桐院士榮獲沃爾夫獎（Wolf Prize）。

2010.03 .22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籌備處舉行入駐中央研究院/臺灣大學天文數學館喬遷典
禮。

2010.04 .19
陳長謙、胡玲院士獲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院士。

2010.06 .01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正式成所，聘賀曾樸為首任所長。

2010.07 .01 聘湯德宗為法律學研究所籌備處主任。

2010.07 .05

本院舉行第二十九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第二十八屆院士18名，數理科學組：
王永雄、孟懷縈、馮又嫦、王瑜、張永山、李世昌、翁玉林、張石麟、翟敬立；

生命科學組：錢永健、王學荊、蔡明哲、王陸海、陳仲瑄；人文及社會科學組：

邢義田、何大安、黃樹民、梁其姿。

2010.07 .12 陳仲瑄院士續任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

2010.07 .20 聘劉扶東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0.08 .10 彭信坤續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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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9 .01 聘趙丰為地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0.10 .01
陳建仁院士獲法國教育部二等學術勳章（Officer of the Order of the Academic 
Palms, the French Ministry of Education, France）授勳。

2010.10 .01 聘王玉麟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0.10 .19
姚孟肇、伍焜玉、賀曾樸、朱敬一、曾志朗五位院士榮獲發展中世界科學院

（�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院士。

2010.10 .27
翁啟惠院士榮獲歐洲分子生物學組織外籍會士（Associate Member, European 
Molecular Biology Organization）。

2010.11 .17 吳茂昆院士榮獲2011年總統科學獎。

2011.01 .01 聘周美吟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1.01 .01 李文雄續任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2011.01 .01 施明哲續任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2011.02 .17 中央研究院院友會正式成立。

2011.03 .01 朱敬一院士借調擔任行政院政務委員。

2011.04 .19
翁玉林院士獲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AAAS）院士。

2011.06 .15 聘張亞中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2011.06 .27 聘鄭秋豫為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2011.07 .01 法律學研究所正式成所，聘湯德宗為首任所長。

2011.07 .04 聘陳恭平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1.08 .01 聘王寬為化學研究所所長。

2011.08 .15 聘蔡明道為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

2011.09 .01 聘謝國興為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1.09 .01 聘許聞廉為資訊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1.09 .06 翁啟惠院士榮獲美國亞瑟科博獎（Arthur C. Cope Award）。

2011.09 .15 陳銘憲續任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2011.09 .27 錢煦院士榮獲2011年美國國家科學獎。

2011.09 .30 李遠哲院士接任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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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 .01 湯德宗所長轉任司法院大法官，並由王汎森副院長代理法律學研究所所長。

2011.10 .14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合建天文數學館落成典禮。

2011.10 .18 翁啟惠院士續任院長。

2011.10 .19 劉兆漢、王惠鈞副院長任期屆滿，聘彭旭明、陳建仁院士接任副院長。

2011.11 .14 中央研究院與臺灣蛋白體學會共同舉辦功能蛋白體：轉譯後修飾國際研討會。

2012.01 .01 黃樹民續任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2012.01 .17 聘林子儀為法律學研究所所長。

2012.01 .23 聘李德章兼任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

2012.01 .23 聘李定國為物理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2.02 .06 朱敬一院士借調擔任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主任委員。

2012.02 .09
劉兆漢院士獲選美國國家工程學院（�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E）
海外院士。

2012.02 .10 聘胡曉真為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2012.04 .01 聘蔡定平為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2.04 .03 聘劉太平為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2.04 .26
本院舉辦第一屆臺灣研究世界大會國際學術會議，由人文社會科學組下 11個
所、處、中心參與籌備，並力邀英、德、美、日等國際上最重要之臺灣研究機

構與會。

2012.04 .30 聘吳玉山為政治學研究所籌備處代理主任。

2012.05 .01 劉紹臣續任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2012.05 .02 聘翟敬立為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2.05 .23 翁啟惠院士榮獲日經亞洲獎（Nikkei Asia Prize）。

2012.06 .15 謝道時續任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12.06 .16 聘李定國為物理研究所所長。

2012.06 .18 聘許聞廉為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2.06 .20 本院舉辦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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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7 .02

本院舉行第三十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第二十九屆院士20名，數理科學組：江
博明、李澤元、張懋中、張翔、劉紹臣、張聖容、李克昭、馬佐平、于靖；生命

科學組：劉扶東、鄭淑珍、謝道時、吳春放、余淑美、蔡明道、魏福全；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石守謙、謝長泰、朱雲漢、范劍青。

2012.07 .03 聘陳珍信為統計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2.07 .10 蕭新煌續任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2012.08 .01 政治學研究所正式成所，聘吳玉山為首任所長。

2012.08 .01 聘柯瓊芳為歐美研究所所長。

2012.08 .01 黃克武續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2012.09 .01
本院成立永續科學中心（Center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整合院內自然科學、
生醫科學以及人文社會科學等相關學門之研究能量，推動跨領域的永續科學整

合研究計畫。

2012.09 .18
王寬、王陸海、梁賡義、胡正明、朱時宜院士獲選為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院士。

2012.10 .04 經濟研究所舉辦五十週年所慶暨政策研討會。

2012.10 .13 黃進興續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012.11 .03 曹永和院士獲頒旭日中綬章。

2012.11 .30
丁肇中、何潛、李文華院士及施臥虎榮獲美國科學促進會會士（Fellow,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2013.01 .01 聘王寳貫為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2013.01 .01 因黃煥中所長請辭，聘陳榮芳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3.01 .15 聘陶雨臺為化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3.01 .29 唐獎教育基金會成立。

2013.02 .01 數位文化中心成立，聘謝國興為召集人。

2013.02 .15 聘鄭淑珍為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

2013.04 .30
姚鴻澤院士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

2013.06 .05
為建立學術界與產業界通暢的合作平台，激盪彼此最新的研發成果與尖端科學

技術，本院舉辦2013年研發成果發表會。

2013.07 .01 聘鄭清水為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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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7 .12 陳仲瑄院士續任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

2013.07 .20 劉扶東續任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3.08 .01 聘吳重禮兼任學術諮詢總會副執行秘書。

2013.08 .10 聘簡錦漢為經濟研究所所長。

2013.08 .12 聘程舜仁為數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3.08 .15 翁啟惠院士團隊解開乳癌標靶醣分子SSEA-4與癌症轉移的關聯。

2013.08 .29 臺灣史研究所設所20週年所慶活動：「局開新境：臺灣史研究所20周年座談會」

2013.09 .01 聘李羅權為地球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3.09 .09 聘陳玉如為化學研究所所長。

2013.10 .01 彭旭明、賴明詔院士榮獲總統科學獎。

2013.10 .03
鄭淑珍、謝道時、劉紹臣、李世昌院士獲選為世界科學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WAS；前身
為發展中世界科學院）2013年院士。

2013.11 .01 聘吳金洌兼任總辦事處處長。

2013.11 .25 國內首座奈米級二次離子質譜儀實驗室正式啟用。

2013.11 .25
范良士院士獲選為澳洲技術科學與工程學院（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echnologic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ATSE）外籍院士，並榮獲美國化學工程師
學會R. H. Wihelm化學反應工程獎。

2013.12 .15 周昌弘院士榮獲中華植物學會終身成就獎。

2014.01 .01 學術事務組與儀器服務中心合併為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2014.01 .01 聘李羅權為地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4.01 .01 周美吟續任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4.01 .01 李文雄續任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2014.01 .01 施明哲續任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2014.01 .15

中央研究院組織法主要修正內容包括院士分組及選舉增設「工程科學組」，修正

院士提名規定及院士選舉人數。刪除本院設總辦事處與下設各單位及其職掌之

規定，將「處長」及「副處長」職稱修正為「秘書長」及「副秘書長」，並增列亦

得由研究技師兼任秘書長、副秘書長及除人事、政風與主計單位主管外之一級

單位主管等職務。

2014.01 .17 配合本院組織修編，聘吳金洌兼任本院秘書長，並聘蔡淑芳兼任本院副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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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1 .17 翁啟惠院士榮獲沃爾夫化學獎（Wolf Prize in Chemistry）。

2014.03 .01 聘王瑜接任副院長。

2014.03 .15 余淑美院士榮獲第七屆臺灣傑出女科學家獎。

2014.04 .02

配合本院組織法修正公布，原設「總辦事處」與下設「秘書組、公共事務組、總

務組、學術事務組、計算中心、儀器服務中心、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經

檢討後更改為設「院本部」與下設「秘書處、總務處、學術及儀器事務處、資訊

服務處、國際事務處、智財技轉處、人事室、政風室、主計室」，並調整其職

掌。

2014.04 .29 廖一久院士獲頒旭日中綬章。

2014.05 .27
江博明院士榮獲日本地質學會2014國際賞，及American Journal of Science發行
特刊表揚其科學成就。

2014.05 .30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研究大樓動土典禮。

2014.06 .15 謝道時續任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14.06 .20 余英時院士榮獲首屆唐獎漢學獎。

2014.06 .26
彭旭明院士榮獲義大利國家科學院（A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頒發路易吉
塔圖法利」（Luigi Tartufari International Prize）化學獎。

2014.06 .27 鄭秋豫續任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2014.07 .01

本院舉行第三十一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第三十屆院士18名，數理科學組：何
文程、周美吟、劉錦川、張益唐、林本堅、陳剛、何文壽；生命科學組：周芷、

丁邦容、裴正康、廖俊智、江安世、張美惠、高德輝；人文及社會科學組：李

惠儀、王明珂、臧振華、曾永義。

2014.07 .01 曹文凱院士受命為新任美國國家醫學院院長。

2014.07 .01 鄒至莊院士榮獲美國經濟會頒授Award of Distinguished Fellow。

2014.07 .04 陳恭平續任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4.08 .01 余淑美院士榮獲美國植物生物學會國外傑出植物科學家獎。

2014.08 .01 賀端華院士榮獲美國植物生物學會會士獎。

2014.08 .15 聘陳慶士為生物化學研究所所長。

2014.09 .01 聘朱有花為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所長。

2014.09 .01 謝國興續任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4.09 .15 聘陳銘憲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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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0 .01 聘陳榮芳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所長。

2014.10 .21 本院舉辦太平洋鄰里協會2014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2014.10 .21 本院舉辦第十五屆國際生物化學與分子生物學聯盟研討會。

2014.10 .25
蔡明道、李克昭、管中閔院士榮獲世界科學院（Th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WAS；前身為發展中世
界科學院）2014年院士。

2014.11 .15 錢煦院士榮獲美國羅傑．雷維爾獎章（Roger Revelle Medal）。

2014.12 .09
李澤元院士榮獲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動力工程獎章。

2014.12 .16 梁其姿院士榮獲法國騎士勳章。

2014.12 .16
李文華、翁啟惠院士榮獲美國國家發明家學會院士（Elected Fellow, National 
Academy of Inventors）。

2015.01 .01 聘胡台麗為民族學研究所所長。

2015.01 .03 近代史研究所舉辦創所六十週年紀念活動暨座談會。

2015.01 .17 林子儀續任法律學研究所所長。

2015.01 .20 聘郭大維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2015.02 .05
劉扶東院士榮獲伊朗花剌子模國際科學獎（Khwarizmi International Award, 
KIA）。

2015.02 .10 胡曉真續任中國文哲研究所所長。

2015.04 .01 蔡定平續任應用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5.05 .06
廖俊智獲選為美國科學院院士（Elected Member of the U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

2015.05 .07 翁啟惠院士榮獲2015年英國皇家化學會羅賓遜獎（Robert Robinson Award）。

2015.05 .08 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舉辦2015生物多樣性研究國際研討會暨中心成立十週年慶。

2015.05 .29 社會學研究所舉辦二十週年所慶暨學術研討會。

2015.06 .11
陳長謙院士獲頒內政部移民署頒發特殊貢獻梅花卡，以表彰他對臺灣科技與學

術界之重大貢獻。

2015.06 .16 李定國續任物理研究所所長。

2015.06 .18 許聞廉續任資訊科學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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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 .22
本院與美國最大的亞洲研究學術組織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AAS）合作舉辦第二屆AAS-in-Asia大會，會議主題為「變動中的亞洲：思想、
制度與認同」。

2015.06 .25 本院舉辦第十五屆美洲華人生物科學學會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5.07 .10 聘謝國雄為社會學研究所所長。

2015.08 .01 柯瓊芳續任歐美研究所所長。

2015.08 .01 聘呂妙芬為近代史研究所所長。

2015.08 .01 聘林繼文為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2015.08 .12 聘程舜仁為數學研究所所長。

2015.08 .20
陳守信院士榮獲2015年顧尼爾獎（Guinier Prize），表彰陳院士在小角度散射領域
的成就與貢獻。

2015.08 .21
翁玉林院士榮獲美國天文學會古柏獎（Gerard P. Kuiper Prize），以推崇翁院士於
行星科學的開拓與奠基貢獻，以及其對天文教育的熱忱。

2015.09 .01
王惠鈞院士榮膺國際生化暨分生科學家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Biochemistry 
and Molecular Biology, IUBMB）選任會長（President Elect）。

2015.09 .16
民族學研究所六十週年所慶暨緬甸古典音樂特展開幕與「跨．文化」學術研討

會。

2015.10 .13 黃進興續任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015.10 .19 梁賡義院士榮獲國際統計學會2015卡爾．皮爾遜獎（Karl Pearson Prize）。

2015.11 .27
于靖院士獲選為世界科學院（�e World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WAS；前身為發展中世界科學院）院士。

2015.12 .01 聘王惠鈞接任副院長。

2015.12 .02 雷干城院士榮獲MRS 2015年材料理論獎（Materials �eory Award）。

2015.12 .03

捷克科學院亞非研究所（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Czech Academy of Sciences）與本
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並於該所正式設置臺北中心，期望

能成為臺灣與捷克方面學術研究的合作平台，並促進臺灣與中東歐地區的文化

交流。

2015.12 .08
卓以和院士榮獲2015年拉姆福德獎（Rumford Prize），表彰他在雷射技術上的研
究貢獻。

2015.12 .15
史語所臧振華院士與李匡悌研究員之南科考古計畫榮獲「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

上海」重大田野考古發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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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2 .22
胡正明院士榮獲國家技術與創新獎章（National Medal of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2015.12 .24
李世昌院士、胡宇光研究員分別榮獲2015年第12屆國家新創獎之臨床新創獎及
學研新創獎。

2016.01 .01 聘林富士為數位文化中心召集人。

2016.01 .01 王寳貫續任環境變遷研究中心主任。

2016.03 .08
慶祝故院長錢思亮先生108歲冥誕，化學研究所與臺大合辦「思學並濟‧亮節高
風——錢思亮先生紀念特展」。

2016.05 .10
總統核定同意翁啟惠院長請辭，原副院長王汎森、王瑜及王惠鈞均予以留任，

並派王汎森副院長代理院長職務。

2016.05 .11
鍾正明院士榮獲皮膚科研究學會（Society for Investigative Dermatology）頒發2016 
Albert M. Kligman/Phillip Frost Leadership Lecture Award。

2016.06 .01 聘黃鵬鵬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6.06 .13
中央研究院與太平洋科學協會共同舉辦第二十三屆太平洋科學大會（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2016.06 .14 總統特任廖俊智為中央研究院第十一任院長。

2016.06 .21
舉行代理院長王汎森、新任院長廖俊智交接典禮；聘王汎森、王瑜及王惠鈞院

士為代理副院長。

2016.07 .01 聘丘政民為統計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6.07 .01 吳金洌秘書長退休，聘施明哲代理本院秘書長。

2016.07 .04

本院舉行第三十二次院士會議。依法選出第三十一屆院士共 20名，數理科學
組：江台章、葉永烜、鍾孫霖、鄭清水、牟中原、金芳蓉；工程科學組：楊威

迦、劉立方、陳陽闓、王康隆、李琳山、戴聿昌；生命科學組：張元豪、歐競

雄、吳子丑、楊秋忠、陳鈴津；人文及社會科學組：孫康宜、黃正德、吳玉山。

2016.07 .12 聘洪上程為基因體研究中心主任。

2016.08 .01 聘黃彥男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2016.08 .10 簡錦漢續任經濟研究所所長。

2016.09 .01
聘周美吟、劉扶東及黃進興院士為副院長，原代理副院長王汎森、王瑜及王惠

鈞院士均自同日起解除代理。

2016.09 .01 聘陳貴賢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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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9 .05
吳建福院士榮獲日本統計數理研究所暨日本統計學會籌辦之第一屆赤池紀念講

座獎（Akaike Memorial Lecture）。

2016.09 .22 聘孫以翰兼任學術諮詢總會執行秘書。

2016.10 .01 聘葉國楨為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代理主任。

2016.10 .01 朱敬一院士借調擔任中華民國常駐世界貿易組織代表團大使／常任代表。

2016.10 .13 聘臧振華為歷史語言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6.10 .26 聘冷則剛為政治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6.12 .16 聘趙淑妙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主任。

2016.12 .20
賀曾樸院士榮獲德國宏博研究獎（Humboldt Research Award），表彰他在天文領
域的貢獻。

2016.12 .22 林耿慧副研究員榮獲2016年第13屆國家新創獎之最佳產業效益獎

2017.01 .01 聘李羅權為地球科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7.01 .16 李文雄院士榮獲2016-2017年度臺灣扶輪公益獎。

2017.02 .14 鄭淑珍續任分子生物研究所所長。

2017.03 .01 聘王明珂為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2017.05 .01 聘鍾孫霖為地球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7.05 .03
陳建仁、朱敬一院士獲選美國國家科學院（United States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NAS）院士。

2017.05 .09 賴明詔院士榮獲2017年日經亞洲獎。

2017.06 .27 聘林若望為語言學研究所所長。

2017.07 .04 聘蕭高彥為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主任。

2017.07 .06 生物化學研究所舉辦四十週年所慶暨研討會。

2017.07 .07 聘陳君厚為統計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7.07 .15 聘陳貴賢為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7.08 .01 聘冷則剛為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2017.08 .04
羅國男院士榮獲 2018年卡爾．古斯塔夫．羅斯貝獎章（Carl-Gustaf Rossby 
Research Medal），表彰羅院士在增進大氣輻射傳輸，及其與雲和氣膠之間交互
作用的理論與應用上的貢獻。

2017.08 .15 聘邱繼輝為生物化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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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8 .21
李羅權院士獲頒錢德拉塞卡電漿物理學獎（S. Chandrasekhar Prize of Plasma 
Physics）。

2017.08 .21 聘吳漢忠為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7.09 .01 朱有花續任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所長。

2017.09 .04 聘許雪姬為臺灣史研究所所長。

2017.09 .15 聘彭信坤兼任本院秘書長。

2017.10 .01 聘郭沛恩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所長。

2017.10 .01 聘陳榮芳為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代理所長。

2017.10 .02
張懋中院士榮獲英國工程與科技學會（The Institution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IET）最高榮譽 J. J. �omson獎章。

2017.10 .09 聘黃彥男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主任。

2017.10 .22 本院舉辦2017永續科學國際研討會「鏈結挑戰與契機：能源轉換及空污防制」。

2017.10 .23 張元豪院士獲選美國國家醫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Medicine, NAM）院士。

2017.11 .07 本院舉辦太平洋鄰里協會2017年年會暨聯合會議。

2017.11 .16 張美惠院士榮獲美國肝病學會傑出成就獎。

2017.11 .16
陳定信院士榮獲美國B型肝炎基金會（Hepatitis B Foundation）授予最高榮譽布倫
伯格獎（Baruch. S. Blumberg Price）。

2017.12 .07 施敏榮院士獲全球電機電子工程師學會頒贈2017年度尊榮會員。

2017.12 .07 王惠鈞、陳建德院士分別榮獲總統科學獎生命科學組及數理科學組獎項。

2017.12 .27 謝清俊院士榮獲2017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



757中央研究院大事記 2008-2017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2008-2017院史

主 編 中央研究院九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15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段 130號
電話：（02）27824166‧27822916
劃撥帳號：1034172-5
戶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訂購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發行室

電話：（02）27898208
傳真：（02）27898204

設計印刷 勤蜂設計網有限公司
臺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 1段 50號 14樓之 19
電話：（02）23754852

初 版 2018年 10月
定 價 新臺幣 650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978-986-05-7090-8（精裝）     GPN101070173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求真究實：中央研究院 2008–2017院史 / 中央研究院

九十年院史編纂委員會主編 .––初版 .––臺北市：

中研院出版 : 中研院近史所發行 , 2018.10

 764面；19×26公分

 ISBN 978-986-05-7090-8（精裝）

  1.中央研究院     2.歷史

  

062.1  107018036





ISBN978-986-05-7090-8

GPN: 1010701730

中央研究院
院史

求真
究實

求
真
究
實
中
央
研
究
院          

院
史

2008-2017

封面設計定稿1012.indd   1 2018/10/12   21:54


	書名頁
	出版弁言
	目次
	中央研究院90年簡史
	數理科學組
	046-057 數學研究所
	058-083 物理研究所
	084-105 化學研究所
	106-121 地球科學研究所
	122-153 資訊科學研究所
	154-173 統計科學研究所
	174-193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194-219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220-239 應用科學研究中心
	240-267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68-287 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04-05

	生命科學組
	290-317 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318-351 細胞與個體生物學研究所
	352-365 生物化學研究所
	366-381 分子生物研究所
	382-401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402-425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426-455 基因體研究中心
	456-473 生物多樣性中心

	人文社會科學組
	476-499 歷史語言研究所
	500-521 民族學研究所
	522-549 近代史研究所
	550-571 經濟研究所
	572-593 歐美研究所
	594-615 中國文哲研究所
	616-641 臺灣史研究所
	642-661 社會學研究所
	662-685 語言學研究所
	686-703 政治學研究所
	704-723 法律學研究所
	724-743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中央研究院大事記
	版權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