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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本院史語所石守謙研究員《從風格
到畫意：反思中國美術史》一書   榮
獲行政院新聞局第 35 屆金鼎獎

石守謙先生專攻中國藝術史，《從風格到畫意：

反思中國美術史》一書，收錄石先生自 1994 至 2007

年間陸續發表的 15 篇論文，共分 5 個單元，以元明繪

畫為主，上溯五代，下及二十世紀。以中國繪畫史的

論述架構為經，以不同研究論題為緯，探索並示範中

國繪畫的研究方法。「畫意」一詞原出自中國傳統畫

史，但作者試圖從藝術品與觀者互動的角度予以考量，

力求將作品還原至創作初始的文化情境來理解其「畫

意」。全書以「畫意」一旨貫串，於風格分析的基礎

之上，一方面開展新議題，一方面對傳統的議題提供

新視角，如以族群衝突、交融的觀點解析豐富多元的

蒙元繪畫、或以區域競爭的角度觀察地方畫派等，其

中對於「文人畫」發展的重新審視與解讀，更是前所

未發之真知灼見，提供中國繪畫愛好者一窺中國繪畫

精髓。

第 22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得獎
名單已出爐

我國四位參加第 22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競賽之

選手均拿下金牌，其中三位為本院高中生命科學研究

人才培育計畫的學生，分別是建國中學林祐民 ( 植微

所 趙光裕老師實驗室 )、張哲睿 ( 生多中心 吳俊宗老

師實驗室 )、童宇鴻 ( 植微所 林納生老師實驗室 )，

張哲睿同學個人成績更獲得世界第二名，值得賀喜。

負責承辦本次競賽的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教授張

永達分析參賽各國學生表現，認為臺灣除了維持上

屆 4 金的水準之外，本次更有同學進入總成績的前 3

名， 值 得 肯 定 (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

a/110717/63/2v7bj.html)。本院高中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培育計畫沿自本院 1984 年啟辦之高中生物學習優異生

培育計畫，歷年參與輔導之老師包括本院生命科學各

相關系所之研究人員。歷屆代表我國參加國際生物奧

林匹亞競賽之選手幾乎屆屆有本計畫同學，且均有不

錯之表現。本計畫持續歡迎對培養生命科學研究人才

有興趣之研究人員加入。該計畫內容可至 http://www.

sinica.edu.tw/~hispj/ 網頁瀏覽。

人事動態

張文朝先生奉核定為中國文哲研究所助研究員，

聘期自 100 年 9 月 1 日起。

楊奕軒先生奉核定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助研

究員，聘期自 100 年 9 月 1 日起。

楊智鈞先生奉核定為經濟研究所助研究員，聘期

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

本院資訊科學研究所李德財特聘研究員奉核定自

100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借調至國立中興

大學擔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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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活動
《台灣社會學》第 21 期業已出版
本期《台灣社會學》收錄 4 篇論文及 3 篇書評：

劉華真／ 消失的農漁民：重探台灣早期環境抗爭

吳介民／永遠的異鄉客？公民身分差序與中國農民工階級

余貞誼／我可能不夠女性主義：女性主義認同與實踐的敘事建構

唐文慧、王宏仁／從「夫枷」到「國枷」：結構交織困境下的受暴越南婚移婦女

賴淑娟／台海兩地華人家庭圖像的變奏——評 Understanding Chinese Fami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and Southeast China

李瑞中／掌握量化社會研究之鑰：評謝宇《迴歸分析》

趙星光／評 Getting Saved in America: Taiwanese Immigration and Religious Experience

《台灣社會學》每年 6 月、12 月出刊。凡社會學及相關學科之學術論文與書評均

歡迎賜稿，投稿及審查相關事宜，請見《台灣社會學》網頁 http://sociology.ntu.edu.tw/

ntusocial/journal/journal.htm，或請連絡社會所編輯室謝小姐，電話：(02) 26525077；電子

郵件：tseditor@sinica.edu.tw。購買及訂閱請洽群學出版社，電話：(02)23702123。

「兩岸南海海上救撈與水下文物保護」研討會

時    間：100 年 8 月 15 日（星期一）

地    點：本院民族所大樓第 3 會議室（2319 室）

時    間 主   持   人 講  題／發 表 人 回   應  人
09:00~09:10 主辦單位致辭：宋燕輝（中研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南海社群召集人）

09:10-10:50
第一場

施國隆

( 文建會文資總管理
處副主任）

李麗芳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文化資產總管理處籌備處研究傳習組組長）

「水下文化遺產保護公約」國際合作精神在台灣的實踐

鄭志華

(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大陸水下文物保護管理條例評介

何傳坤 
( 前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人類學組主任）

水上文物館 vs. 水下博物館

11:10-12:50
第二場

宋燕輝

( 本院亞太區域研究
專題中心南海社群召
集人）

湯熙勇

( 本院人社中心副研究員）

從沉船到海洋文化遺產－東沙島海域的沉船歷史紀錄

周建海

(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

水下沉船沉物打�與世界文化遺產保護

趙亞娟

(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兩岸合作保護南海水下文化遺產的機制構想

邱文彥

( 臺灣海洋大學海洋事務與資源管理研究所教授）

兩岸合作保護南海水下文化資產的機會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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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0-15:30
第三場

許硯蓀

( 中華民國海洋及水

下技術協會副秘書

長）

臧振華

( 本院史語所研究員）

澎湖海域所發現的戰爭遺產及其保護問題

劉金源

( 中山大學海下科技暨應用海洋物理研究所教授）

水下探測技術應用於受掩埋文物評估之探討

傅廷中

(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

外商參與中國大陸沿海沉船沉物打撈管理制度的解析

傅崑成

(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教授）

題目待定

13:50-17:10
第四場

傅崑成

( 上海交通大學凱原

法學院教授）

李國安

( 廈門大學法學院教授）

海峽兩岸商業打撈合作機制的設想

羅傳鈺

( 廈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兩岸商業救撈合作機制構建的若干法律問題

徐鵬

( 廈門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

兩岸海上搜救合作長期機制的建立與發展

17:10-18:00 綜合討論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南海研究社群

                   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考古學研究專題中心

協辦單位：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

參考網址：http://www.rchss.sinica.edu.tw/capas/

公布欄
藝文活動：「夢想國度�身心靈朝聖之舞」
時間：100 年 8 月 19 日（星期五）晚上 7 時（6 時 30 分入場）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 1 樓大禮堂

演出：太古踏舞團

備註：免費入場，無須索票

內容說明：

「太古踏舞團」成立於 1987 年，冥想結合身體動力是其一貫風格，演出享譽國際，由林秀偉女士擔任編

舞及藝術總監。本次「夢想國度－身心靈朝聖之舞」 是一場與觀眾互動的心靈音樂舞劇。在雅樂的序曲中，

令表演者和觀眾先進入作品的內在主題－亙古的大自然時空，感受天－地－人，和諧的存在。以風為主題，貫

穿鳳舞、石林、夢想國度、極光的四段舞蹈，舞者打破傳統空間，以大自然元素加上美術裝置的構想，動作線

條簡樸清晰，細膩而精準。

本院化學所新、卸任所長交接典禮

本院化學所新任所長由王寬院士接任，自 100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新、卸任所長交接典禮，訂於 100 年 8

月 9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整於化學所周大紓講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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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天地
求訪宇宙中黑洞的影像

井上　允 (Inoue, Makoto) 特聘研究員 (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

黑洞相關概念最早可回溯到 18 世紀末，由拉普拉斯（P.S. Laplace）提出：「一個質量極大且密度

極高的天體，由於重力強大，即便是光也不能向外射出」的想法。直到 1960 年代，這個議題仍僅限於紙

上談兵。到 1990 年代中期，特長基線干涉技術法（VLBI）興起，促成黑洞真實存在的重要發現 :  位於

某星系的中心，有一個質量為太陽 3,600 萬倍的超大質量天體（太陽質量 :  M ⊙ =2 ×1030 公斤），似乎被

侷限在一個半徑不到 0.4 光年（4 ×  1012 公里）的空間裡 [1]。觀測顯示它是遵循克卜勒定律的旋轉盤面，

雖未觀測到盤面內的天體，但在質量和密度尺度皆如此大的情況下，除了「黑洞」以外，再無第二可能。

此後旋即又在新觀測中獲得證實：在我們的銀河系中心便存在著類似於此的一個大質量天體，估計質量

約 300 萬個太陽 [2]，雖然看不到這個天體，科學家再次假設這個大質量天體 :「可能就是黑洞」。

當時，黑洞已榮登供應活躍星系核 (Active Galactic Nuclei：AGN) 能量來源的可能名單上。不過，

前述二個天體質量雖大，還未達到「活躍星系核」一族的門檻。但是這些觀測上的發現，仍對天文研究

帶來一些新想法：或許，所有星系的中心，都含有一顆 106-109M ⊙「超大質量黑洞」（Super Massive 

Black Hole: SMBH，質量是太陽 100 萬到 10 億倍）。形成超大質量黑洞的機制是什麼，成了近代天文

學界熱門話題之一。

綜合上述，近代天文學已確實承認：「黑洞存在」。不過，惟獨欠缺了可以佐證的直接證據。究竟

黑洞看來如何 ? 答案在 1970 年代晚期已獲提出：它看起來應該像一個映襯於明亮吸積盤中央的黑色的「陰

影」 [3]。受重力透鏡效應作用，以一個不旋轉的黑洞而言，估計其陰影大小，約為「史瓦西半徑」的 5

倍大。圖 1 顯示一個黑洞陰影圖像「看起來會像什麼」的例子 [4]。當超大質量黑洞旋轉或自旋時，則陰

影尺寸逐漸變小且漸漸偏離圓形。這意味著一件事：如果廣義相對論在強重力場仍然正確的話，那麼，

從一個黑洞陰影的圖像中，我們至少可以取得用來描述黑洞 3 參數的其中 2 個：「質量」和「旋轉」。

更進一步，我們還可以確認廣義相對論的效度如何、驗證它是否適用於強重力場。觀測到黑洞陰影附近

區域之後，未來物理學將眼界大開，特別是與廣義相對論相關的部份，譬如：超大質量黑洞和吸積盤如

何形成、如何吸積？相對論性噴流又如何形成 ? 黑洞的基本物理是什麼 ?... 等，各面向都有可觀的新知

有待探索。

用來觀測超大質量黑洞陰影需要的各項工具，「萬事具備，只欠東風」- 只要觀測到那個黑洞陰影圖

像，輕而易舉就可以證明：黑洞的確存在。事實上，取得超大質量黑洞陰影圖像所需的關鍵技術近在咫尺，

且已確定，最可行之方法，唯獨「次毫米波段 VLBI 干涉法」一途。為什麼呢 ? 簡言之，從伽瑪射線到

無線電波，整個電磁頻譜中，只有次毫米波段在和 VLBI 干涉法相結合之下，能達成最高空間分辨度，

遠勝於其他任何波段之任何望遠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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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史瓦西半徑和黑洞質量成正比，質量 =1 M ⊙的黑洞，大小約 3 公里。以距離我們最近的

超大質量黑洞 - 銀河系裡的人馬座 A* 而言，估算其「黑洞陰影」可視大小，約 50 微角秒，而這是因為

它距離我們很近，而不是因為它質量特別大。在鄰近區域，可視尺寸同樣可觀的另一超大質量黑洞陰影

候選對象，位在 M87 星系中心，約 40 微角秒。M87 位於室女星團，也是該星團的主要星系，因大質量，

且距離我們還不算太遠，因此可視尺寸達 40 微角秒。它是個活躍星系核，質量等於 60 億 M ⊙，名符其

實是一個超大質量黑洞。其他剩下的所有超大質量黑洞，可視尺寸都遠比 40 微角秒一半還小。再加上，

由於次毫米波段 VLBI 干涉法的望遠鏡所能獲得的最佳空間分辨率，正好是 40 微角秒 [5] 左右，因此，

人馬座 A* 和 M87 雙雙入選，成為「取得黑洞陰影圖像」的主要鎖定目標。

先前我們運用 VLBI 位於夏威夷、加州和亞利桑那州等三個地點的三個觀測單元觀測了人馬座 A* 和

M87。VLBI 干涉法構成影像的方式是，由兩兩成對的干涉儀，經由傅立葉變換，換算出干涉圖。干涉儀

必需要兩兩成對才能干涉，數量越多，影像品質越好。通常我們需要有好幾個觀測單元，才夠取得一張

品質可接受的影像。兩兩一組的干涉儀彼此間有個距離，這個距離的長度，我們以「基線」來稱呼它。「基

線」的最大長度和 VLBI 系統能取得多清晰的空間分辨度有關，空間分辨度則又受限於繞射極限。以先

前觀測人馬座 A* 為例，基線數量只有 3 條，當中有兩條又非常相似，它們所換算得出的干涉圖幾乎是一

模一樣，於是便不可能構成一個黑洞陰影的影像了。

之前的 VLBI 觀測頻率為 230GHz（波長 1.3 毫米），這也是 VLBI 觀測史上，成功完成觀測的最高

頻率。但觀測中不乏一些嚴峻挑戰，其中尤以「大氣層水氣含量」影響最大。相當遺憾，觀測迄今，仍

未有獲得黑洞陰影的跡象。為了改善觀測條件，我們確實需要額外另增一處觀測站臺，並且相對位置必

須距離現有的望遠鏡相當遙遠，才能提高整個系統的空間分辨率。

以「觀測黑洞陰影」為目標，本院天文所 VLBI 團隊一直在為新的「次毫米波 VLBI 站臺」尋訪適

合位址。該站臺必須：（1）乾燥，在次毫米波波段有良好的大氣透明度（2）必須能與現有望遠鏡站臺

之間形成良好、甚至更長的基線。與第一項條件「大氣透明度」相關，其穩定度也同等重要，必須位於

較少大氣湍流之處。未來，我們計劃在接近 0.86 和 0.46 mm，  (350 和  650 GHz) 的波段進行觀測，波

長更短，頻率更高，因此，乾燥、穩定的大氣層是最基本的要求。在波長更短的頻段進行觀測，好處是

可取得更高的空間分辨率，但相對的，無論技術上或大氣層條件方面的情形，都會使觀測更困難。至於

第二項「良好 / 更長基線」的條件要求，我們則可透過現有的兩座望遠鏡與這個需求呼應：第一座是在

智利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及次毫米波陣列（以下簡稱 ALMA），第二座是位在夏威夷的次毫米波陣列 ( 以

下簡稱 SMA)。未來的 ALMA 不僅在次毫米波段有很高的靈敏度，基線靈敏度也非常高。本院天文所本

來便是建造和運營 ALMA 之主要成員，將 VLBI 干涉技術加以延伸應用，繼而由本院天文所來主導下一

個「次毫米波 VLBI」重大專案，可謂順利成章之最佳人選。如眾所周知，  SMA 也是靈敏度極高之望遠

鏡。在與 SMA 建立深厚關係後，本院天文所繼續與當今全球最強大兩座望遠鏡保持友好同盟，將成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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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間具獨特地位的機構。

目前在接近北極區的格陵蘭島我們已經發現了一個觀測條件相當優秀的站址。該站臺位於海拔 3000

米高，年平均溫 : 零下 30 ° C。2011 年夏天我們將攜帶天空監測系統前往該站臺位址測量大氣透明度和穩

定性。由於人馬座  A* 位於南天，是南半球較適合觀測的天體，在北半球的格陵蘭站臺，無法以人馬座  

A* 為觀測目標，但若以 M87 為觀測目標，則格陵蘭站臺不僅和 ALMA 形成一道最長的基線，相對的與

SMA 和歐洲的一些望遠鏡之間，也構成了極優良的基線。觀測目標 M87 星系明顯的有一「相對論性噴

流」，所以，幾乎呈南北走向 ( 格陵蘭 - 智利 ) 的基線，對於深入研究該噴流各種細節幫助極大。

本院天文所 VLBI 團隊今年已獲得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授予一個功能非常強大的望遠鏡 [6]( 參

見圖 2)，令「次毫米波 VLBI 計畫」立刻如虎添翼。稍早，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曾以公開方式徵求「免

費使用 ALMA 原型天線」的申請計畫，由本院天文所主導的 VLBI 國際團隊，成功的以「次毫米波段之

VLBI 計畫」贏得該次甄選競賽。該座望遠鏡 ( 天線 ) 仍須略加改造，使性能得以更適應格陵蘭的極地寒

冷氣候，可望於三年內完成運送至格陵蘭站臺。接下來，非常希望能透過這座望遠鏡觀測 M87 星系而得

到第一個超大質量黑洞的陰影影像。

目前的格陵蘭島站臺上已有一些基礎設施。本院天文所團隊更已發現到，該站臺在次毫米波段的觀

測條件競爭力雄厚，拜低溫之賜，先天條件甚至更在智利之 ALMA 之上。這意味著利用格陵蘭站臺從事

「黑洞陰影」觀測，前景非常看好，而我國團隊之國際重要性將益發突顯。此外，該望遠鏡若以單一望

遠鏡模式在波長較短頻段進行觀測，生產力也將非常之高，這是由於它口徑大，達 12 米，又有極良好大

氣條件之故。事實上，不少次毫米波研究單位已就該天線的單機模式應用，向我方表達高度合作意願，

因此，本院天文所的次毫米波 VLBI 計畫將繼續向前，邁入該計畫之單碟觀測研究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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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演講
日　期 時　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08/05( 五 )

14:00

數學所演講廳 

( 臺大院區 )

梁維仁先生 

( 元大證券 ( 香港 )）
金融工程是何物，有何用 ?

08/10( 三 )
天文數理大樓 1203 室 

( 臺大院區 )

Dr. Jian-Rong Gao

(Delft Univ. of 
Technology, the 
Netherlands)

Detectors from Herschel to 
SPICA Space Telescope

08/11( 四 )
Dr. Arnab Rai Choudhuri 
(Indian Inst. of Science)

Can We Predict Sunspot 
Cycles

08/18( 四 )

15:00
數學所演講廳

( 臺大院區 )

邱鴻麟教授

( 中央大學 )
The CR Paneitz operator

16:00 化學所 A108 會議室

Dr. David Yu-Kai Chen 
(Seoul National Univ., 
Korea)

Recent Advances in Natural 
Product Total Synthesis

翁啟惠

特聘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08/05( 五 )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Michelle D. Wang

( 美國康乃爾大學 )

The Dynamincs of Accessing 
DNA

陳蕾惠

研究員

	  

圖 1. 黑洞陰影的模擬影像 [4]。吸積盤傾角約 5°，自上方

觀測時吸積盤呈逆時針方向旋轉。由於吸積盤盤面

高速旋轉，都卜勒效應造成左側（「漸近側」）顯

得比右側更為明亮。

圖 2. 本院天文所 VLBI 團隊與 ALMA「北美版」原型天

線之合影。照片攝於 2011 年 4 月，在美國新墨西哥

州索科羅。當時此天線已 3 年無人照管，研討會即

就如何改造、重新啟用此座天線，使之可為「次毫

米波VLBI計畫」所用加以討論。按索科羅會議結論， 

現在，2011 年 7 月，本院天文所已開始著手重新測

試和檢查這支口徑寬達 12 米的天線碟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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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8( 一 ) 16:0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 1
樓 A134 演講廳

Dr. Shu-Hsia Chen

(The Mount Sinai 
School of Medicine, 
USA)

A Novel role for Myeloid 
Derived Suppressor Cells in 
Reversion of Immune Tolerance 
and Therapeutic Targeting to 
the Tumor Microenvironment

楊文欽

副研究員

08/09( 二 ) 12:30 生化所 114 室

Dr. Mu-ming Poo 

(Univ. of California, 
Berkeley, USA )

Some Reflections on Science 
and Scientific Life

蔡明道

特聘研究員

08/10( 三 )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Chi-Hon Lee

( 美國國家衛生總署 )

Mapping Drosophila Visual 
Circuit

孫以瀚

特聘研究員

08/12( 五 ) 生化所 114 室

Dr. Cheng-Ming Chiang 
(UT Southwestern 
Medical Center, USA)

Epigenetic Control of 
Chromatin-Dependent 
Transcription

陳瑞華

研究員

08/15( 一 )

生醫所地下室 B1B

演講廳

謝如姬副研究員

( 生醫所 )

Regulation of Outward 
Currents through Kir2.1 
Channels

王桂馨

助研究員

16:00
農生中心農科大樓

1 樓 A134 演講廳

柯逢年先生

( 合一生技公司 )

植物新藥之法規、研發現況與

挑戰

楊寧蓀

特聘研究員

08/16( 二 )

11:00

分生所 1 樓演講廳

Dr. Ching-Hwa Sung

( 美國康乃爾大學醫學

院 )

Vesicular Trafficking, 
Organelle Renewal, and Retinal 
Degeneration

薛一蘋

研究員

08/17( 三 ) 生化所 114 室
Dr. Patrick Sung 

(Yale Univ., USA)

Mechanism of the Eukaryotic 
DNA End Resection Machinery

冀宏源

助理教授

08/22( 一 ) 10:00
植微所農科大樓

A134 會議室

Dr. Hans de Jong 
(Wageningen Univ. and 
Research Centre, the 
Netherlands)

Promises of a new Cytogenetics 
Amidst the Plethora of 
Genomics and Molecular 
Power

王中茹 

助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08/05( 五 ) 14:00 人社中心第 1 會議室
陳珈惠助研究員

( 經濟所）

Seeking Harmony Amidst 
Diversity: Timing to Express 
One's Opinion

08/09( 二 )

14:30
經濟所 B 棟 1 樓 B110
會議室

Dr. Raymond G. Riezman

(Univ. of Iowa, USA)

Market Entry Costs, 
Underemploy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08/12( 五 )
Dr. Henry Y. Wan, Jr. 
(Cornell Univ., USA)

How Have Global Value 
Chains Transformed the 
Economies of China and 
Taiwan? A Theoretic Analysis 
of the Win-win Outcome

08/15( 一 ) 10:00 語言所 519 會議室
Dr. Klaus J. Kohler

(Univ. of Kiel, Germany)

Speech Sounds, Speech 
Reduction and Speech 
Rhythm in the Transmission 
of Meaning Foundations of 
Communicative Phonetic 
Science

最新演講訊息 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近期重要演講」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