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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報

▎本院要聞
科學界首次發現癌細胞惡化轉移主導者：新穎致

癌基因PSPC1

找到主導癌細胞惡化轉移的關鍵基因了！本院生物醫學

研究所周玉山研究員及本院博士後研究葉希文博士的最新研

究發現，癌化的腫瘤細胞後期會表現大量的新穎致癌基因

Paraspeckle component 1（PSPC1），促使癌細胞增生、侵

襲及轉移。周玉山表示，PSPC1是科學界首次發現能主導癌

細胞惡化的調控基因，未來若能抑制PSPC1表現，便能降低

癌細胞生長和擴散，更有助研發新治癌藥物。

癌症病患死亡的主因之一為癌化腫瘤細胞的侵襲和轉移。其中，「轉化生長因子- 1」（TGF-β1）的訊息

傳遞在癌轉移的機制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一般而言，TGF-β1能抑制正常細胞增生，調節平衡細胞生長機制；

另一方面，TGF-β1也會促進癌細胞增生、侵襲及轉移。癌症晚期的腫瘤組織中可以發現TGF-β1大量表現。

但TGF-β1的功能依癌症惡化進程有所差異，科學界也始終無法了解TGF-β1的「雙面角色」。

因此，為了找出細胞癌化的關鍵因子，周玉山與研究團隊利用全基因體分析肺癌、乳癌、肝癌、攝護腺

癌等惡性腫瘤，尋找腫瘤組織中有基因套數變異、表現異常且與病患存活率相關的癌基因。研究發現，許多

惡性腫瘤組織中PSPC1大量表現並主導癌細胞內TGF-β1訊息重新編程（reprogramming）。當細胞表現低量

PSPC1時，TGF-β1抑制細胞增生；但當癌細胞大量表現PSPC1時，PSPC1同時增加Smads蛋白交互作用及

TGF-β1表現，增強TGF-β1癌轉移訊息傳遞，製造有利癌細胞的生長環境，造成惡化、轉移。

此外，癌症病人低存活率也與PSPC1過度表現相關。因為PSPC1會增加癌細胞上皮細胞間質轉型

（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 EMT）及癌症幹細胞特性（Cancer Stem Cells, CSC），也促使癌細胞增

生轉移。因此，若能抑制PSPC1表現，便可降低癌細胞生長和擴散的機率。

「不論是PSPC1主導致癌基因的編程轉錄機制，或是TGF-β1於癌細胞中的變動，都是科學界首次發

現」，周玉山表示。研究成果不僅對腫瘤細胞癌化進程提出新觀點，PSPC1更是抗癌新標的，對往後研發癌

症藥物有重大助益。

論文〈PSPC1 mediates TGF-β1 autocrine signalling and Smad2/3 target switching to promote EMT, 

stemness and metastasis〉已於日前發表於國際期刊《自然細胞生物學》（Nature Cell Biology），同時獲選

編輯委員：林彥宇　余天心　張崇毅　盧倩儀　吳重禮

排　　版：劉韋佐　捷騰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index.php, 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en/index.php
E-mail: wknews@gate.sinica.edu.tw
地址：臺北市11529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2789-9488；傳真：2785-3847
《週報》為同仁溝通橋樑，如有意見或文章，歡迎惠賜中、英文稿。本報於每週四出刊，前

一週的週三下午5:00為投稿截止時間，逾期稿件由本刊視版面彈性處理。投稿請儘可能使用
E-mail，或送院本部秘書處公關科。

本期要目

 1　本院要聞 5　學術活動
 6　公布欄 7　知識天地
 9　學術演講   

圖： 正常細胞（左圖）與癌細胞（右圖）中PSPC1有無
大量表現之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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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期刊重點論文，輔以專文介紹。

論文第一作者為葉希文，作者群包括周玉山與其研究團隊、本院生物醫學研究所楊瑞彬研究員、鄭敬楓

（慈濟大學）合聘副研究員、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陳瑞華特聘研究員、陽明大學基因體中心陳建鋒副研究員

和國家衛生研究院生藥所陳炯東所長等。

當記憶 透過文物 重新回到文化的傳承中！
本院民族所博物館與原住民團體「共作展示」《獵

與織》重逢半世紀──泰雅文物返鄉特展

「部落的記憶，透過文物重新回到文化的傳承中！」兩個

來自部落的青年，憑著對自身文化的認同與使命感，展開了

一段跨越半世紀的文化尋根之旅。

兩位南澳泰雅族年輕人韋文豪（Wilang Mawi）和比穗‧

保羅（Pisuy Poro），在「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與

原住民團體共作展示」計畫的支持下，帶著部落的記憶文物返

鄉。5月2日在宜蘭縣南澳鄉武塔國小，以「《獵與織》重逢

半世紀─泰雅族KLESAN群文物返鄉特展」正式揭開序幕。開幕式中由本院民族所胡台麗所長主持〈重逢半世

紀〉座談會，邀請泰雅耆老與人類學家對話，別具傳承意涵。

本院民族所的「共作展示」為臺灣博物館界的一大嘗試。結合當代「文物返鄉」的國際潮流，民族所的

研究人員不但帶著文物及展櫃進入部落，更歡迎原住民社群、團體直接提案、參與策展，從展覽的選件到文

物的說明與詮釋，讓部落的主體性得以彰顯。

《獵與織》就是向民族所提出的共作展示案之一。韋文豪目前任教於武塔國小，平日喜歡上山打獵，而

比穗‧保羅則是泰雅織布文化的愛好者與傳授者，織布機不離手，因此，這次的展示案便環繞在他們最熟悉

的「獵」與「織」這兩個主題上。

兩位來自部落的策展人提到展覽的初衷：「只是單純的想，我們自己雖然能去中研院調閱這些文物，但

是我們沒有辦法把南澳鄉全部的人都帶去。如果文物能回來，讓族人尤其是孩子能夠看到我們自己原本的東

西是什麼，是最直接的。」

《獵與織》的另一位共同策展人黃約伯，是本院民族所助研究員，本身也是泰雅族人。黃約伯表示：

「希望透過這一次共作展，能重新開啟南澳泰雅族文物的生命力！」

本院民族所研究員兼博物館主任劉斐玟表示：「韋文豪和比穗‧保羅對傳承泰雅文化的堅持，很令人感

動。我從他們身上看到臺灣的軟實力」，她也強調，希望更多原住民社群的有志之士，都來加入我們「共作

展示」的行列，讓文物重新呼喚出文化的傳承意涵。

本院民族所博物館本次在南澳展出的32件文物，主要是1960年代前後所採集。當時民族所研究人員李亦

園組織了南澳泰雅工作團隊，帶著一批年輕的人類學家（如圖），展開為期三年的田野調查，並出版《南澳

的泰雅人》上、下兩冊民族誌，同時也為民族所博物館蒐集了許多文物。

隔了一個世代，為了追尋這些文物的文化意涵，韋文豪和比穗‧保羅這對夫妻檔，每逢假日便拿著民族

所博物館的文物圖檔，走訪各村，訪問宜蘭南澳鄉八十歲上下的耆老，請他們指認文物，並一一解說文物的

脈絡與典故。過去一年間，他們克服了種種困難，共訪問了十位耆老：江新財、林阿嬌、徐進堂、池蓮花、

羅彩雲、魏桂鎌、林白金蝦、韋江美英、劉韋勝美及郭彭蘭妹。「這些耆老才是這次共作案的主角」，因

此，展覽也特別展出受訪耆老的照片及故事。

他們所訪問的耆老中，江新財和林阿嬌早在1960年代就是中研院民族所南澳泰雅工作團隊的翻譯。因

緣於南澳泰雅部落和民族所這段相隔半世紀的情誼，《獵與織》的開幕式別開生面，特別安排了〈重逢半世

圖： 中研院民族所「南澳泰雅族研究計畫」的工作成員
與南澳伙伴（攝於1960s）。右起：宋龍生、阮昌
銳、李亦園、石磊；後排左：江新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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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座談會，邀請兩位耆老與當年的年輕田野工作者阮昌銳和李亦園先生的兒子、目前任職於台博館的李子

寧，於南澳重新聚首「話當年」，並在座談會中欣賞吳燕和老師與石磊老師的問候影片。在溫馨中蘊含歷史

意義的座談會後，由武塔國小的學童為來賓導覽展場，亦別具傳承意涵。

「《獵與織》重逢半世紀─泰雅族KLESAN群文物返鄉特展」展期自107年5月2日至7月1日止，為期2個

月，地點為宜蘭縣武塔國小民族資源教室，每週四∼日上午9點至下午4點開放參觀。誠摯邀請各界朋友蒞臨

參觀指教。

展覽訊息

策 展 人：Wilang Mawi韋文豪（宜蘭縣武塔國小）、Pisuy Poro比穗‧保羅（泰雅織布文化的愛好者與傳授者）

　　　　　黃約伯Yobu Losing（本院民族學研究所）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物館、宜蘭縣南澳鄉武塔國小、

　　　　　宜蘭縣史館（「文化部委託公立博物館辦理博物館系統及在地知識網絡整合計畫」）

協辦單位：蘭陽博物館

展覽期間：107年5月2日至7月1日，每週四~日9:00~16:00

展覽地點：宜蘭縣武塔國民小學民族資源教室（宜蘭縣南澳鄉武塔村新溪路1號）

參觀諮詢：韋文豪，0977-358-885

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研究首登國際環境研究

權威期刊

2018年臺灣瘋減塑！自今（107）年1月1日起政府祭出多

項措施進行限制與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並提出在2025年起

全面限用、2030年起全面禁用多項塑膠製品。然而，臺灣作

為ㄧ個海島，沿著臺灣的海岸線走ㄧ圈，不管是沙灘或是漁

港，到處都可發現從海上漂來的形形色色的塑膠品。根據已

發表的研究報導指出，每年有800多萬噸「塑膠垃圾」被丟進

海洋，對生物、漁業等造成嚴重影響。此外更有研究指出，

如果人們再對海洋垃圾仍持續置之不理，海洋中的塑膠垃圾

的總重量，恐將在2050年超過海洋中魚類的總重量，最終影響食物鏈，人類將會自食惡果。因此，暸解並收

集臺灣周邊海域海漂垃圾，特別是塑膠物的來源以及造成海漂物聚集的物理條件，是提供塑膠物治理與永續

海洋重要的科學依據。

本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湯森林副主任表示，多年來該中心鄭明修研究員專精於海洋保育的研究課題，

他所領導的研究團隊，包括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與國立臺灣大學漁業科學研究所，以5年的時間於東沙

島上實地調查與模擬垃圾在海中漂流軌跡。相關研究成果已於今年4月發表於國際期刊《環境研究期刊》

（Environmental Research Letters），成為第一篇展現於國際期刊之臺灣海漂垃圾研究成果，對於未來對於

臺灣境外海漂垃圾的治理提供重要的方向。

本論文通訊作者鄭明修表示，研究團隊綜合多年在東沙島上實地調查與模擬垃圾在海中漂流軌跡，野外定

點採樣觀測結果顯示，東沙島海灘上的測站內（50公尺長），年海漂垃圾量可達數百公斤重，年件數更可高達數

千件。上岸垃圾因季風影響，在東沙島南、北兩岸的堆積情形在季節上有顯著差異：在強烈東北季風吹拂下，

北岸海漂垃圾的累積主要發生在冬季並延伸至春季時節，南岸因夏季受西南季風影響而累積大量海漂垃圾。

參與海漂垃圾收集、分類與統計的第一作者柯佳吟表示，本研究的焦點是較大型的海漂垃圾，他們多數

呈現未分解狀態。就垃圾類型分析，以發泡塑膠占最大宗，第二是其他塑膠製品、漁具等。從國際編碼系統

（Barcode System）追溯塑膠瓶垃圾來源國，我們的採樣統計分析發現海漂垃圾量以中國與越南為最大宗，

佔每個月垃圾量的47.5%–63.7%，其次為臺灣、日本與韓國。

圖： (a)東沙島上各式較大型海漂垃圾，譬如(b)漁具、
(c)鞋子與玩具、(d)發泡塑膠，以及(e)研究中所使
用國際編碼系統以追溯塑膠瓶垃圾來源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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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海洋物理分析的辛宜佳進ㄧ步說明，當考量海流與表面風速進行垃圾從東沙島出發的反向模擬時，

垃圾在海洋漂流可能經過數天至數百天才會抵達陸地。在冬季，主要受海流影響的垃圾來自西菲律賓海海域

（呂宋海峽），受風影響則多來自臺灣海峽海域；而夏季則被預測為主要來自南中國海的西南部海域。值得

注意的是，海流模擬預測結果顯示將有相當比率的垃圾會持續在海洋中打轉，且最高可達40%的比率，可想

見垃圾可能以各種樣貌來影響海洋生態系。

鄭明修從海洋保育的觀點呼籲即刻採取區域至全球性的管理行動方案，建議應有「結合環境與野生動物

監測計畫，達到雙贏」、「海上垃圾運回陸地處理」、「國際資訊交流，並確實追縱各船行軌跡」及「提高

公民意識與行動，制定法律」。海漂垃圾對海洋生態系危機已是全球矚目的海洋公害議題，其中又以人為塑

膠垃圾對海洋產生嚴重的衝擊，尤其對四面環海的臺灣危害更大。本研究成果可視成為臺灣永續海洋環境保

護的重要進展之一，對未來各尺度下海漂垃圾的管理和環保政策制定都有極大參考價值與實質幫助。

論 文 連 結：https://doi.org/10.1088/1748-9326/aaaf21 

原論文標題： Monitoring multi-year macro ocean litter dynamics and backward-tracking simulation of litter 

origins on a remote island in the South China Sea （南海島嶼多年大型海漂垃圾動態監測與

反向追蹤模擬海漂垃圾來源）

科技部「106年度傑出研究獎」本院獲獎名單

本院近史所呂妙芬研究員、天文所李景輝研究員、經濟所許育進副研究員、細生所郭紘志研究員、農生

中心葉國楨研究員、統計所潘建興副研究員、人社中心蕭高彥特聘研究員、植微所賴爾珉研究員、社會所謝

國雄研究員及生醫所羅傅倫研究員共10人榮獲科技部106年度傑出研究獎，獲獎人可獲獎勵金每人新臺幣90萬

元及獎狀一紙。

科技部為獎勵研究成果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基礎或應用研究或應用研究，以提升我國學術研

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創造社會發展與產業應用效益，展現科研成果之多元價值，增強國家科技實力，每

年遴選傑出人才，基礎研究類及應用研究類每年獎勵人數合計80名為限。

科技部「106年度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本院獲獎名單
科技部為鼓勵博士後研究人員發表創新優質重要學術著作，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深入科技研究，

特設博士後研究人員學術著作獎，106年度本院有21位獲獎人員，其中15位獲獎者(*)為曾任或現任本院「建立

博士後研究人員制度」計畫所培育的博士後研究人員。

該部每年遴選人數以40名為原則，獲獎人員由科技部頒發獎金新臺幣10萬元及獎牌一面。

獲獎人員名單如下：

序號 獲獎人姓名 服務機構及系所 序號 獲獎人姓名 服務機構及系所

*1 張明中 統計科學研究所 *12 陳增益 資訊科學研究所

 2 蔡宛育 數學研究所 *13 林仁俊 資訊科學研究所

 3 陳英同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14 黃俊凱 基因體研究中心

 4 魏百駿 物理研究所  15 張家榮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5 湯雅雯 天文及天文物理研究所 *16 林耀斌 農業生物科技研究中心

*6 王咨富 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 *17 徐瑋瑩 社會學研究所

*7 何瑞玉 化學研究所 *18 陳清目 經濟研究所

 8 張耘瑗 地球科學研究所 *19 張繼瑩 歷史語言研究所

 9 傅慶州 地球科學研究所 *20 賴芸儀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 陳昭安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 *21 陳佩甄 中國文哲研究所

*11 賴青沂 資訊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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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本院歐美研究所林正義研究員，奉核定自107年5月1日至109年4月30日，借調至國防安全研究院擔任執

行長。

▎學術活動

社會學的 ──「產」學合作學術會議

「產學合作」是理工與生命科學的常態。社會學有「產學合作」嗎？如果沒有，為什麼

沒有？如果有，其性質與樣態又有何特徵？本次會議從經濟部門、政治部門與大學內部的具

體個案來探討社會學的「產」學合作，並進一步反思臺灣社會學與臺灣社會的關係，以及知

識與實踐的可能連結。

時　　間：107年5月24日（星期四）至5月26日（星期日）

地　　點：本院社會所802會議室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5月15日中午12:00，會議場地有限，額滿提前截止

報名網址：https://www.ios.sinica.edu.tw/registration/20180524/register.php 

議程查詢：https://www.ios.sinica.edu.tw/ios/?msgNo=20180524-1 

主辦單位：本院社會所

聯 絡 人：王子阜小姐，(02)2652-5065，susana0816@gate.sinica.edu.tw

《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專書出版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編印之專書《亞洲海域間的信息傳遞與相互認識》業已出

版。本書由該中心劉序楓副研究員主編，共收錄14篇論文，作者暨論文名稱依序如下：

1.  Leonard Blussé（包樂史）／Chasing Rumours: in Search of the Chinese Overseas 

News Communications in Early Modern Time

2.  山崎岳／攜古詩書坑焚前 聖賢道化可無疑：日本貢使策彥周良與寧波解元豐坊的文

墨之交

3. 廖肇亨／琉球冊封使詩文中琉球文化形象的嬗變：「馬耕田」與「僧能詩」相關記述為中心的考察

4. 劉序楓／從「韃靼」到「大清」：十七、八世紀日本幕府對清朝認識的建構  

5. 沈玉慧／從對日情報之蒐集與運用分析清朝對日政策

6. 王振忠／十九世紀清日貿易與長崎聖堂祭酒的日常生活 ── 以《向井閑齋日乘》為中心

7. 錢　江／商賈與朝貢使節：清中葉中國帆船在蘇祿群島的貿易

8. 李貴民／越南阮朝明命帝的海洋性格研究

9.  查　忻／十九世紀初期巴達維亞「華人美色甘」的組織及其社會福利功能 ── 以〈華人美色甘條例〉及

其荷蘭文本為中心之探討

10. 陳宗仁／Mr. Selden’s Map有關日本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

11. 鄭維中／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臺海兩岸間的水文探測活動（1622-1636） 

12. 游博清／豪斯伯格（James Horsburgh）與英國對華及周邊海域水文認知（1797-1836） 

13. 朱瑪瓏／信任的邊界：1860年代香港與上海的「港際情報體制」與滙豐銀行的成立

14. 朱德蘭／長崎泰益號的東亞貿易活動 ── 以神戶華商信息為中心的分析（1901-1941）

本書為定價專書，軟精裝550元。詳細資訊請參見該中心網頁出版品專區（http://www.rchss.sinica.edu.tw/

publication），或洽詢出版室(02)2789-8143；購書請洽四分溪書坊(02)2652-1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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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欄

2018統計研習營

統計所為提供在學學生學習統計相關知識、參與學術研究機會，舉辦「2018統計研習

營」培育統計領域人才。

活動時間：107年7月30日（星期一）至8月10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第1會議室

報名資格：對統計科學有興趣之國內外大學部在學學生（含應屆畢業生）。

報名方式：線上申請，即日起至107年5月31日止。

活動網站：http://www3.stat.sinica.edu.tw/school2018/index.html 

主辦單位：本院統計科學研究所

洽詢聯絡：賴姿秀小姐，(02)2783-5611分機128，school@stat.sinica.edu.tw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 ──「關中 • 外緣」招生啟事

活動日期：107年7月30日（星期一）至8月10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中國西安陝西師範大學

主 講 人：王明珂院士、王德威院士等人

報名資格： 臺灣、中國、港澳、亞太地區及留學海外的文史科系或相關領域之博士生，以

及近年獲得博士學位之年輕學者

報名方式：一律以電子郵件報名。報名表與活動辦法詳見活動網站

報名期限：即日起至107年5月14日止

活動網站：http://www.ihp.sinica.edu.tw/~CScamp/2018/index.htm 

主辦單位：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陝西

師範大學、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中國宋慶齡基金會

承辦單位：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文學院、歷史文化學院

洽詢聯絡：羅麗芳小姐，(02)2782-9555分機351，cscamp@asihp.net

本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民眾就醫經驗調查預試」面訪調查

本院人社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委託，將於民國107年5月5日至5月20日

針對臺灣地區進行「民眾就醫經驗調查預試」之面訪調查。在此期間會有訪員至受訪家戶拜訪。

調查對象：臺灣地區50歲以上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地區一般民眾對於老人醫療及照護的看法

網　　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洽詢資訊：張先生，(02)2787-1800分機1856，kuang147@gate.sinica.edu.tw

本院附設幼兒園107學年度招生公告

本院附設幼兒園於107年5月3日至107年5月15日止，每日上午9：00至12：00於幼兒園園長辦公室辦理新

生報名事宜，詳情請至中研附幼網站（http://kindergarten.sinica.edu.tw）查詢，或電洽幼兒園張桂蘭園長：

(02)2787-1451、2787-1452



7

週報　第1662期

▎知識天地

蛋白質生化與稻米的抗淹水機制

何孟樵助研究員（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摘要

根據人口成長預測，在未來二十年內農業產量必須增加六成才能確保國際食物安全。然而近年的氣候

變遷導致的極端天氣例如：洪水，使得糧食產量的目標越來越難以達到。先前的研究顯示具有轉錄因子

SUB1A-1的野生稻種能在長達兩週的滅頂之後，依然能夠生存，但其保護機制及一些特殊現象皆尚未釐清。

與農生中心施明哲特聘研究員一起努力下，我們提出SUB1A-1的抗淹水保護機制。

糧食危機與氣候變遷

颱風來臨之際，我們引頸盼望何時公布放不放假，能不能在家多休息幾天。然而，狂風暴雨除了外出不

便外，對於農夫而言，卻可能是場大災難。就像2015年梅姬颱風來襲，使得二期水稻成為主要受損農作物之

一，光是水稻的農損就高達新臺幣一億一千多萬。

除了經濟上的損失，根據全球人口成長預測，在未來二十年之內，全球的糧食需要增產六成以上，才能

確保糧食安全。但是近期的氣候變遷，使得原本不會淹水的農作物種植區域，大幅增加淹水的可能，為這增

產六成糧食的目標帶來進一步的挑戰。

對於人口暴漲之一的亞洲區域，水稻為我們的主要糧食來源之一。但是，由於其獨特的水耕法，使得稻

米往往都種植在易積水的低窪地區，因此更容易因氣候變遷帶來的豪大雨而導致淹水，而滅頂的水稻因為缺

氧，生長受到限制進而死亡，使得當季的收成就大大減少，這對於一年通常兩作、最多三作的水稻而言，任

何一次的豪大雨都可能造成當年的稻米收成銳減。

相較於目前不耐淹水的食用稻種，科學家

發現野生的抗淹水稻種，並且從中發現其帶有

一重要的抗淹水基因SUB1A-1[1]。這一個特

殊的抗淹水基因會在稻米淹水時，藉由抑制其

生長，使水稻能夠順利度過這一難關，大大的

增加存活率（如右圖），這就好像熊在冬天食

物缺乏時，進行冬眠一樣。若能夠瞭解其抗淹

水的分子機制，就能夠幫忙改進現有的實用稻

種，或是能夠了解找到在其他作物是否有類似的抗淹水機制。

稻米是如何偵測淹水

在了解SUB1A-1如何幫助水稻抗淹水前，你可曾想過「水稻如何得知淹水了？」

動物因為有眼睛有鼻子，能夠「感受」到即將或是正在淹水了，而植物是如何知道正在受到淹水的狀

態，進而開始抗淹水的反應呢？當植物因淹水被滅頂時 無法進行氧氣的交換，因此進入無氧的狀態，所以淹

不淹水，會造成植物細胞內的氧氣含量大幅變化（平常：有氧；淹水：無氧）。植物細胞內有一特定的蛋白

群（第七群乙烯反應轉錄因子，ERF-VII），此ERF-VII蛋白群因為位在具有一獨特的降解決定子（N-degron） 

，此特殊的降解決定子因為具有一特定的氨基酸序列能夠因受到氧化（有氧）改變其胺基酸的特性，而此一

改變會導致此蛋白群被細胞內的泛素－蛋白酶體系統辨認，並且進行降解[2]。因此ERF-VII蛋白群，在有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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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下，一被製造出來就消失，使得其無法在細胞內作用。而在無氧的情況（淹水） ERF-VII蛋白群，因為不

被降解，就可以在細胞中開始作用。ERF-VII蛋白群是一類轉錄因子，其功能就像個開關，啟動細胞內相關的

蛋白的製造，使其有相對應措施。以水稻的例子，其SUB1A-1作用就是讓稻米進入類似冬眠的狀態，以便在

淹水的狀態下存活。

特殊的SUB1A-1

ERF-VII蛋白群中的SUB1A-1為水稻中最為抗淹水且最為重要的因子。擁有SUB1A-1的水稻將大大的增加

了其抗淹水的能力，但是令人驚奇的是 SUB1A-1雖然也俱有著可以被氧化的特殊降解決定子（N-degron），

但在有氧的情況下，卻不會被泛素－蛋白酶體系統辨認，進而進行降解[3]。SUB1A-1相關研究發現，在大水

退後，因氧氣含量的突然增升，產生了大量的高毒性的活性氧化物質（Reactive Oxygen Species， ROS），

會造成更多水稻的傷害，進而減低其存活率[4]。而SUB1A-1的存在能夠啟動移除高毒性的活性氧化物質相關

蛋白，進而增加水稻在淹水後存活。然而此發現衍生了兩個問題： 一、SUB1A-1不因為氧氣含量而有所變

化，那麼水稻是如何偵測淹水並且啟動相對應機制？ 二、SUB1A-1具有可以被氧化的特殊降解決定子，那麼

是如何在有氧情況下逃脫，而不被泛素－蛋白酶體系統降解？

尋找水稻的抗淹水開關

具有被氧化的特殊降解決定子ERF-VII蛋白群還是最有可能作為偵測淹水情況，並能夠啟動相關機制的

蛋白，因此，在與農生中心的施明哲特聘研究員一同努力下，我們針對水稻一系列的ERF-VII蛋白群進行測

試，藉由生物資訊、分子生物、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等不同方式，我們發現有兩個水稻的ERF-VII 蛋白能被

SUB1A-1激活並大量被製造出來。我們進一步發現這兩個ERF-VII蛋白，在有氧情況下，能夠被降解。根據我

們的實驗結果，我們推論這兩個ERF-VII蛋白為水稻抗淹水的開關，而 SUB1A-1負責大量的激活這兩個ERF-VII

蛋白的生產。在有氧環境時，SUB1A-1激活的ERF-VII蛋白會馬上被降解，不會產生任何作用。一旦處於淹水

的環境，被SUB1A-1大量激活的兩個ERF-VII蛋白，快速地啟動水稻內抗淹水的功能。藉由我們提出的機制， 

SUB1A-1可以利用這兩個ERF-VII蛋白啟動淹水的反應（類似冬眠），等大水退後，依然可以啟動對抗高毒性

的活性氧化物質，以利於水稻抗淹水後的存活。

探討SUB1A-1在有氧環境下能夠保存的機制

具有與其他ERF-VII蛋白群相同的的特殊降解決定子的SUB1A-1，又是如何能夠不被泛素－蛋白酶體系統

辨認，使其能夠在有氧環境下，因為不會被降解而能夠啟動對抗高毒性活性氧化物質相關蛋白？藉由著酵素

學、生物物理學和分子生物學的方式，我們初步的研究數據推論SUB1A-1是藉由其特殊的3D立體結構，使得

其特殊降解決定子被遮蔽起來，因此SUB1A-1所具有的特殊降解決定子並不會被氧化而保持其原有的氨基酸

特性，所以就不會被泛素－蛋白酶體系統辨而被降解。目前我們正利用蛋白生化與結構生物學的方式證實此

推論，並希望能找到這一遮蔽現象的分子機制，以期在其他經濟作物上找到類似的抗淹水機制。 

結語

現今的氣候變遷大大增加了未來糧食危機的可能，先期的研究發現野生稻米種的SUB1A-1可以有效的幫

助水稻抗淹水，藉由結合生物資訊、生子生物、蛋白質生化、酵素學與結構生物學，我們與施明哲特聘研究

員發現水稻是由另外兩個水稻的ERF-VIIs蛋白偵測淹水並且激化淹水相關保護措施。而我們也進一步的發現

SUB1A-1是在有氧氣的環境下如何逃脫被降解的命運，所以SUB1A-1得以保護淹水中的水稻並且能夠幫助水

退後的水稻復原。這一獨特的抗淹水機制，將有助於我們更了解野生水稻是在淹水後的得以存活，甚至可以

用來找尋其他經濟作物是否有同樣的抗淹水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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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9(7373), 419-422.

4.  Fukao T, Yeung E, Bailey-Serres J. (2011) The submergence tolerance regulator SUB1A mediates 

crosstalk between submergence and drought tolerance in rice. Plant Cell 23(1), 412-427.

▎學術演講

日　期 時間 地　點 講　員 講　題 主持人

數　　　理　　　科　　　學　　　組

5/10(四) 11:00

應科中心 
跨領域科技研究
大樓
1樓B106演講廳

胡哲銘助研究員 
（生醫所)

Virus-inspired Hollow 
Nanoparticles for Vaccine 
Development and Biologics 
Delivery

林榮信
研究員

5/10(四) 15:30
原分所 
浦大邦講堂 
 (臺大院區)

黃炳照講座教授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Advances in Lithium Batteries
賴品光
助研究員 

5/11(五) 10:30
物理所 
5樓第1會議室

Gordon Baym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
納香檳分校）

The Golden Era of Neutron 
Stars: From Quarks in The 
Interior to Electromagnetic and 
Gravitational Radiation

葉崇傑
研究員

5/11(五) 15:30
化學所 
A108會議室

陸大榮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

Commercialization of 
Biomedical technologies

趙奕姼
研究員

生　　　命　　　科　　　學　　　組

5/4(五) 14:00
生化所 
114室

Victor W. Hsu 教授 
（美國哈佛醫學院）

Mechanisms and Physiology of 
Vesicular Transport

姚季光
助研究員

5/7(一) 10:3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Sophie A. Lelièvre教授 
（美國普渡大學）

Environmental Epigenetics 
for the Primary Prevention of 
Cancer

徐麗芬
研究員

5/7(一) 11:00
生醫所 
地下1樓B1B會
議室

林宛蓁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
分校）

Optogenetic Manipulation of 
Neural Inhibition: From Tool 
Development to in Vivo Photo-
control.

唐堂
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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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三) 11:00
生化所 
114室

Neil Schore 教授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
分校）

Scientific Writing for Journals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林俊宏
研究員

5/9(三) 15:00
農科大樓 
1樓A134演講廳

李文雄特聘研究員 
（多樣中心）

The C4 Rice Project: Challenges 
in Molecular Biology, Genomics 
and Computational Biology

邢禹依
特聘研究員

5/9(三) 15:30
基因體中心 
1樓演講廳

張子文客座講座 
（基因體中心）

發明兩系列新藥的經驗分享：
著重循理性藥物設計

李宗璘
副研究員

5/11(五) 11:00
分生所 
1樓演講廳

Marc Lecuit 教授 
（巴黎第五大學）

What the Recent Emergences of 
Chikungunya and Zika Viruses 
Have Taught Us

王廷方
研究員

人　　　文　　　及　　　社　　　會　　　科　　　學　　　組

5/7(一) 10:00
民族所 
新館3樓
2319會議室

林育生助研究員 
（人社中心）

「華人性」對泰國一貫道信者
的意義

張珣
研究員

5/8(二) 10:00

法律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9樓
第2會議室

許家馨副研究員 
（法律所）

人性尊嚴概念在司法院大法官
解釋的發展：比較憲法視野下
的考察

林子儀
特聘研究員 
兼所長

5/8(二) 13:30
社會所 
8樓802會議室

陳志柔研究員 
（社會所）

博後新聲：中研院社會所第三
屆博士後論壇

5/8(二) 14:30
經濟所 
B棟1樓
B110會議室

梁孟玉副研究員 
（經濟所）

Preferences for Outside-
Control Reveal the Strength of 
Willpower

楊子霆
助研究員

5/8(二) 14:30
歐美所 
3樓會議室

Matthias Kaiser 教授 
（挪威卑爾根大學）

The Social and Ethical 
Dimensions of Future Food from 
Oceans: Highlights from a High-
level EU Background Paper

周序樺
助研究員

5/9(三) 12:00
民族所 
新館3樓
2319會議室

林明博士後研究人員 
（國家教育研究院）

好「有fu」的原住民部落：旅遊
地「氛圍」與遊客具身性經驗
探索研究

張仁和
助研究員

5/9(三) 15:00
史語所 
研究大樓
703會議室

米蓋拉教授 
（法國遠東學院）

環球見聞與漢字因緣：一位佛
羅倫斯商人卡萊蒂(Francesco 
Carletti, 1573-1636)的《環球
行思集》(Ragionamenti)與其對
《廣輿考》的義大利語批註

張谷銘
副研究員

5/10(四) 10:00
史語所 
文物陳列館 
5樓會議室

顧史考教授 
（耶魯－新加坡國立大
學學院）

從上博楚簡的兩場對話看孔子
的另一種面目

陳正國
研究員 
兼副所長

5/10(四) 14:00
政治所 
人文社會科學館 
北棟5樓會議室B

吳親恩副研究員 
（政治所）

政權類型與能源補貼

最新演講訊息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行事曆」項下瀏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