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期焦點

關於《中研院訊》

《中研院訊》為中央研究院《週報》及《電子報》合併、改版而來。中央研究院《週報》創刊於民國73年，並
在94年發行中文電子報、96年發行英文電子報。《週報》為院內重要媒體平台及同仁溝通橋梁，每週四出
刊，印製量約500份，電子報訂閱數已逾5,000人。

為擴大《週報》及電子報之傳遞能量，更加貼近現代使用需求及提供更好的服務系統並整合院內資訊發布平
台，歷經半年籌備，107年7月起，本院電子報將以《中研院訊》的全新風貌、名稱與內容，嶄新登場。

變更重點如下：

1. 名稱：《週報》一詞不易辨識為中研院院內刊物。因此，自107年7月起，週報改名為《中
研院訊》，英文為《Academia Sinica Newsletter》。

2. 雙週出刊一次：為提供質量俱足的文章，也因應數位出版，將自107年7月起改為「雙週
刊」。院行事曆重要資訊將於《中研院訊》新版網頁隨時更新。新版投稿期程與方式詳見
「投稿須知」。

3. 電子報：新版網站除既有功能外，也整合期數的計算方式，方便讀者搜尋。並且改善訂閱
方式、新增會員功能，能更快地接收本院資訊。改版後也採用響應式設計(RWD)，使用不
同載具瀏覽更流暢。另也整合社群媒體、院網、研之有物等主要平台，成為連結本院院網
資訊與社群的重要橋樑。

4. 紙本週報：經統計，紙本使用人數日益遞減，也為減少資源浪費。網頁將提供PDF自動排
版與列印功能，有需要之讀者可自行於網站下載並列印所需資訊。（註：原紙本訂閱服務
將提供至107年12月）

未來，《中研院訊》將延續《週報》悠久歷史，負責院內專業分享、學術服務、業務溝通等作用，協助掌握院
內最新脈動。

（秘書處）

http://asiademo.com/newsletter/%E9%97%9C%E6%96%BC%E9%99%A2%E8%A8%8A/


與大師對話 本院青年學者獲選出席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

想聽一場諾貝爾獎得主演講或許不難，但一次與43位得主對談的機會可是千載難逢！中央研究院青年學者獲選
出席2018年第68屆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Lindau Nobel Laureate Meeting）。本院基因體研究中心博士
後研究學者陳貞均及國際研究生學程化學生物與分子生物物理學程（CBMB）博士生謝豐任將於6月24日至29
日赴德國林島，與諾貝爾獎得主們對話、交流學術經驗。

自1951年起，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每年夏天於林島舉辦，除了邀請諾貝爾獎得主出席，也廣邀600位優秀青
年學者共同與會。青年學者可以藉由主題會議、討論課程、大師課等強調「對話」與「連結」的議程，與各領
域最傑出的科學家交流知識與學術經驗。

經過多階段的國際甄選流程，今年林島甄選委員會從全球130個合作學術機構中選出600位年輕科學家，獲選
人皆為35歲以下傑出的學生、博士候選人及博士後研究學者。本院2位優秀年輕學者也獲選與會，謝豐任表示
很榮幸獲選此次會議，特別想與超高解析光學顯微鏡的先驅Stefan Hell博士對談，他說：「如有機會，想了解
他如何將想法轉化為實驗，最後將其研究商業化。」

本屆預計出席的諾貝爾獎得主達43位，是醫學類會議史上最多的一次。此外，受邀出席人員中，女性獲選者達
半數，占比也是歷年最高。

會議主題基本上由物理、化學、生醫三大領域輪替，本屆為生醫領域，除了討論晝夜節律（circadian
rhythm，又譯生理時鐘）之外，主要探討的議題也將包括「後事實時代」中科學的角色、基因治療及科學出
版實踐。

林島諾貝爾獎得主會議與全球65個國家、超過200個具聲望的學術機構合作，包含科學院、大學、基金會等，
透過各自內部的申請作業程序舉薦人選。本院2017年也與林島委員會及林島基金會簽署合作備忘錄，正式成
為合作機構，可推薦並提名青年學者與會。年輕的學者得以與經驗豐富的科學家交流，從中獲得正向且實質的
學術啟發。

（秘書處）

107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訂6月14日舉行頒獎典禮

107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典禮，將於6月14日（星期四）上午10時於本院農業科技大樓1
樓A134演講廳舉行。

今年共計有12位得獎者，每位將獲頒獎金新臺幣20萬元、研究獎助費新臺幣30萬元及獎牌1面。典禮當日，每
位得獎者將以5分鐘簡介其得獎著作。歡迎蒞臨。

聯絡人：陳培蓉小姐，(02) 2789-9823，院本部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https://www.lindau-nobel.org/


以球會友—夏日壘球歡樂聯誼活動

走出實驗室，讓我們在壘球場揮汗展現團隊精神！今（107）年5月19日，人事室為增進同仁間的情感交流，
並讓大家在陽光下一展活力，由廖院長組隊舉辦了這場「以球會友──夏日壘球歡樂聯誼」活動。當天艷陽高
照，每位參與者仍熱血沸騰，興致昂然！開場由李遠哲前院長率先開球，廖院長就打擊位置，成功揮棒後兩人
交換位置，並再次擊出好球！兩位院長都準備了簽名球，送給幸運又眼明手快的在場同仁。

本次活動共有8支隊伍組隊報名參加，分別為地表最強詹姆侍衛隊、地環隊、法律所隊、原子彈隊、黑社會
隊、天文所隊、煞氣a阿寬隊及我是基因體帥哥對不隊，各隊隊名創意百出，笑果十足。而當天還有許多同仁
眷屬到場，不論是擔任啦啦隊在旁加油，或小小球員們下場體驗，均為活動增添輕鬆趣味，讓平時工作繁忙的
研究人員享受親子同樂。

本次活動以歡樂聯誼為主，均不計勝負，目的在於使參加同仁能盡情享受運動、活動筋骨，在歡樂的氛圍中培
養團隊精神，並留下共同美好的回憶。在耗費腦力的研究工作中，運動能保持年輕的心情，保有活力；而錯過
此次活動的同仁也無需扼腕，未來將號召更多創意隊伍，一起打出屬於本院的強勁球技！（人事室）

漫步科研

 

當資訊科學遇上歷史研究—兼論時空坐標系統的運用

摘要
當今資訊科學發展產生的作用，從尖端科學的探索到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幾乎無所不在。歷史學作為一門很古老的
學科，也不免受到影響。然而一個仰仗大量質化的、文本史料為主的知識構建體系，如何令資訊科學有用武之地，
仍然有各種觀念上以及現實技術面的障礙須待克服。我們嘗試以史語所《明實錄》全文檢索資料庫為本，運用自然
語言處理的技術，企圖在兩個學科之間搭建一些可以溝通的管道。

一、前言
史語所前輩、民國以來的史學大家陳寅恪先生，綜其卓越的史才、史識、史德所創造的成就，垂諸今日，仍堪為我
輩難以逾越的典範。姑不論陳先生學養之深厚與獨特之洞識與綜合的能力，在中共建政以後，身處嚴峻險惡的政治
氛圍中，斷然拒斥歷史研究要宗奉馬列、學者要學習政治的要求，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如此風骨，
一般學者尤難望其項背！

陳先生向以過目不忘、博聞強記而知名，因之而極富傳奇色彩的是，當其晚年目瞽臏足以後，主要倚仗特別助手黃
萱，憑其口述竟能完成《柳如是別傳》一套三冊引經據典的巨著。此書主要藉明末清初柳如是、錢謙益之間錯綜複
雜的情感生活與現世的交融，彰顯朝代遞嬗之際個人與社會間的種種糾結，同時也寓意作者個人感懷傷世的情思。

所謂「丹青難寫是精神」，為學風格與識見最難學，退而求其次，藉助現代的資訊科學，同享有陳先生個人為學之
某些天賦異稟或有可能。這是史語所在上世紀90年代開始推動史籍自動化，首先完成二十五史全文檢索資料庫的初
衷。希冀以電腦達成常人腦力做不到的一些事。

歷史研究首先涉及大量史料的查找，此傳統單純以查詢、檢索功能為主的全文資料庫已足堪膺其任。然而近十餘年
來隨資訊科技大幅的進步，歷史研究者的需求也同步提升，不僅是史料的儲存與檢索，更在於如何對大量史料進行
有效的分析、加值與應用；換言之，單純記憶之外，如何使電腦可發揮更貼近人腦思考、分析與綜合的能力，這就
牽涉到資訊處理與資料庫的建置，從人工到機器學習，從非結構到結構性的過渡與發展的一些問題。歷史研究多以
文本資料為主，如何進行適當有效的文本標註（mark-up）與分析，為其核心議題。

  
 



 

史事脈絡與內涵首須依據史料內容所涉之關鍵詞彙來進行探索。早先研究者利用漢籍全文資料庫，先據關鍵詞彙查
找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史料，繼以人工檢視的方式逐一進行分類、分析與綜合，從而逐步建構各種具有意義的情節
（scenario）。然而，在人力限制下，此僅能聚焦於孤立的、零散的範疇。現在利用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技術，據關鍵詞彙可從巨量漢籍全文資料庫中，快速大量地擷取各種具關連性的史料，從而
更有效地歸納與形成各種情節。進一步利用地理資訊科學的概念與方法，以時間與空間要素為軸，建立一個時空坐
標系統；透過此一時空框架，將上述情節依點、線、面的坐標屬性一一予以定位，則可達成史事空間可視化的效
果。

後者，欲透過時空坐標系統來串連與呈現史事，關鍵須具備完整的圖文整合機制。在本院數位典藏永續經營計畫之
「以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之加值應用為主軸的時空坐標系統建置研究」子計畫中，我們開發了地名時空對位應用程
式服務(CCTS-API) ，作為文本與地圖系統交互檢索之整合機制；藉由自然語言處理技術，對漢籍文本資料進行標
註，並賦予基本的空間屬性；進而就事件類型、變化歷程等特性加以系統性分析，建立檢索介面。此不僅有效建立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與網路地理資訊系統的應用整合機制，還可進一步與各種外部資料庫的檢索介面進行串接，有
利於資料更廣泛的加值應用與研究工作的開展。

二、研究實例
以具體議題為導向，探討上述模式應用於歷史研究的可行性，我們初步選定明代最龐大而重要的一手史料，圍繞明
朝歷代帝王宮廷大政記事所成之《明實錄》為實驗文本，特別以其中與軍事防衛有關的衛所，作為地名識別的類型
來進行測試。衛所是明代特有的軍事制度，起自太祖，終明之世各地普設都司衛所，作為地方控制、邊區防衛的機
制，其興革損益涉及政治軍事形勢的變化，與明之興亡實相表裡。透過對文本所載之都司衛所名稱進行標註，並考
量其時間與空間的分布狀態，綜合分析與衛所相關的各種事件與類別，預期可通覽整個明代政軍形勢的演變及其特
質。

本研究建立的衛所名稱標註系統，主要分為兩個層面，首先在於衛所候選詞的辨識。鑑於《明實錄》中的衛所構詞
有一定的規則，我們採用半自動生成之構詞模板來擷取文本中的衛所候選詞；此類似規則式（Regular Expression）
方法，但字串與模板匹配時允許插入、刪除與取代，故具有較大的彈性。此方法對於提升自動分詞的準確率，以及
有效擷取候選詞的可行性，已見於相關研究文獻（例如Chang et al., 2015）。對於辨識出的衛所候選詞，計算其與
「中華文明之時空基礎架構」（CCTS，網址http://ccts.sinica.edu.tw）衛所沿革表中，各衛所正規名稱的最小編輯
距離（Minimum Edit Distance，MED），選擇MED最小的衛所正規名稱；又經由衛所名稱模板分析，得知後綴詞
（衛、所、府或司）為鏈結衛所的必要條件，因而再結合後綴詞擷取結果來對應。此外，衛所設置隨時間發展多有
變革，因此，須考量該衛所名稱出現在《明實錄》文本段落之紀日資料，經由中西曆轉換與時間區間計算後，再將
衛所沿革表中符合條件的編碼附加至標註結果。

針對上述標註詞彙之辨識效果，我們抽選《明實錄》衛所標註結果中10%的資料量進行人工比對，評估其準確率與
召回率，結果分別為84.78%與91.34%。為區別《明實錄》章節段落敘事之性質，進一步就文本之衛所標註結果，以
非監督分群與分類方法來進行事件分析，初步可自動辨識並歸納出60個事件類型。

整合衛所自動標註與事件分類功能，我們建立了一個「明實錄衛所事件檢索系統」。透過網頁檢索功能適當的設
計，不僅可篩選衛所事件與相關之文本段落進行排比與解讀，並可運用時間軸與統計圖表之展示功能，概覽事件類
型之歷時性分布型態；同時，衛所標註所賦予的位置編碼，也可透過CCTS-API結合地圖介面，來呈現事件所述相關
衛所的空間位置分布。凡此皆有利於與衛所相關的各項議題，做更深一層的探討。

 

圖一：江西諸衛所之事例類型檢索與統計

 



舉例而言，有關衛所的功能與演變，藉由事件分群所歸納的衛所事件類型，以明初江西諸衛所的任務為例，據《明
實錄》全文檢索資料庫，以系統檢索465筆段落資料結果中，占比例較高者為「派命守邊」、「置衛設員」、「陞
調」、「派命」等，約佔總數的32%，同時以洪武年間事例最多。其中「置衛設員」約佔1/3（見圖一）；與漕運相
關的事例總計約佔8%。另藉《明實錄》檢索系統搜尋文本段落「以袁州等衛官軍之戍贛者代領漕運」之記述，可知
袁州衛又具有漕運功能，而袁州衛偏重漕運的任務，又與「袁州等衛在吉安下流便於漕運」的地理位置因素有關(引
文見《明實錄》弘治元年二月條)。進一步侷限袁州衛，針對單一衛所進行分析，更多與其相關的事件類型與時間分
布狀況，也可以透過事件檢索系統快速呈現。如以運糧與造船事例反映袁州衛所具漕運之功能，主要出現在弘治、
嘉靖年間。據考，永樂2年(1404)以後江西大量衛軍投入軍屯，在《明實錄》中的記載，主要見於「調撥屯糧」或
「受災蠲免」相關事宜；其後又明令以當地衛軍河運漕糧，使得江西大部分衛所逐漸兼有運糧或造船任務。然屯軍
兼運、運軍又差役繁重的結果，導致衛所軍丁逃亡日多，至萬曆年間乃出現對漕運軍役進行改革的各種措施（于志
嘉，2001）。如進一步檢索《明實錄》與漕運相關之江西其它各衛所，包括贛江沿岸的南昌、吉安、袁州，及長江
沿岸的九江等，觀察其事例分布，結果也顯示嘉靖、萬曆年間與漕運相關事例居多（見圖二）。事實上，以屯軍正
丁任漕運之後，轉由餘丁承擔屯田，待嘉靖年間江西一條鞭法出現，逐步規範均徭銀的徵收，限餘丁及屯田，又有
依戶等高下派分正役的規定，而衛官佔役包納之弊也明文禁止（于志嘉，1997）。綜此，透過系統檢索漕運相關事
例所見萬曆14年(1587)12月「丙戌更定江西南昌衞所軍餘丁差徵銀募役不許衞所官占役包納從按臣陳有年請也」
條，又可一知其梗概。

 
 

圖二：江西漕糧衛所之事例檢索與空間可視化

 
 

三、結語
資訊科學技術導向輔助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是一個新興的發展趨向，但也極具挑戰性。特別是以文本為主的
歷史研究，希冀能有效利用資訊科學所發展出的一些功能，基本上牽涉到複雜的資訊從質化到量化的轉譯過程。我
們一些歷史、資訊工程與地理資訊科學專長的同仁，有興趣於此，嘗試運用文本自動標註技術與地理資訊科學方
法，做了如上一些探討與實驗性的工作。本文一方面就教於讀者，也寄望未來可擴及其他人文社科領域，會有更多
的同好加入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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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基因體研究新里程碑

一、現代栽培水稻的近親與遠親
稻屬(Oryza genus)中共有24個物種，除了亞洲栽培稻(O. sativa)、非洲栽培稻(O. glaberrima)及其祖先(O.
rufipogon、 O. nivara和O. barthii)外，同為AA基因體型的「近親」野生稻: O. glumaepatula、 O. meridionalis及
O. longistaminata，他們在世界上的分布如圖1所示[1]。其他16個「遠親」野生稻，例如O. punctate(BB)、O.
officinalis(CC)、O. australiensis (EE)、O. brachyantha(FF)與O. granulate(GG)分屬於差異較大的基因體型，尚有
其他較複雜基因體型BBCC、CCDD、JJHH和JJKK等，外表型如圖2所示。野生稻外觀與栽培稻差異頗大，在野外甚
至常被誤認為雜草，如亞洲野生稻(O. rufipogon)株高到達2公尺以上且穀粒有長芒，而O. brachyantha則矮於1公
尺。然而，這些野生稻品種卻提供了重要的農業資源，這類仍待開發的重要農藝性狀將有潛力解決我們現今所面臨
水稻生產中的許多問題，如：縮短生長期、提高產量及品質、抗病蟲害、耐旱及高鹽、耐高低溫等性狀。

 
 

近親野生稻分布區域圖[1]

栽培稻及其近、遠親野生稻外觀[7]。最左邊為亞洲栽培稻，他旁邊是非洲栽培稻。

稻米對於人類文明發展以及糧食安全的重要性無庸置疑。現代栽培稻可區分為亞洲栽培稻(O. sativa)以及非洲栽培稻
(O. glaberrima)，分別由其野生稻祖先獨立馴化而來：亞洲栽培稻於大約一萬年前在中國長江流域由其野生稻(O.
rufipogon)馴化而來；非洲栽培稻則於約三千年前馴化自非洲野生稻(O. barthii)。野生稻與栽培稻在外表型態以及
生理特徵上均有極大的不同。種植幾乎遍布全世界的亞洲栽培稻被視為人類最重要的主要糧食來源之一；然而，儘
管栽培稻為主要的糧食作物、同時也被視作植物研究領域的主要模式系統，長期以來關於栽培稻的演化起源及其馴
化過程仍然充滿爭議。

  



以現今的飲食習慣，亞洲栽培稻成為全世界近一半人口的主要糧食，提供了近五分之一的人類膳食熱量。由於全球
人口在2050年將增加到30億，稻米育種家迫切地需要育成具高產量、高營養、高抵抗環境變化力的栽培稻品系。而
栽培稻的近親「野生稻」遍布於不同的生物地理環境(圖1)，從貧脊的乾旱地至深水區域甚至惡劣的生長條件都可以
看到它們的蹤影；野生稻能抵抗多種生物性逆境及適應非生物性環境逆境，因此野生稻深深吸引了育種學者以及研
究人員的目光，視為可用來改良現有栽培種的寶庫。

由野生稻導入重要功能的基因並非天方夜譚；例如在70年代早期，有一群水稻育種家開始注意野生稻 O.
longistaminata，此品種對於白葉枯病具廣效的對抗性，而由細菌病原菌Xanthomonas campestris pv. Oryzae所
引起的水稻白葉枯病，對亞洲及非洲栽培稻皆造成嚴重的病害，進而也影響稻作產量[2]。學者從野生稻O.
longistaminata中鑑定一群具有抵抗白葉枯病的基因，其中最有名的Xa-21就是在1990時由Khush所發現，它是第
一個在O. longistaminata中被鑑定出的抗病基因[3]，進而廣泛的運用於水稻對抗白葉枯病的育種研究。

因應人口快速成長、耕種面積減少、環境天候變化急遽可能造成的糧食不足問題，為能更加有效率利用這些現代栽
培稻遠親—野生稻，進一步了解野生稻全基因體DNA序列解讀以及基因體之間的差異及相似性是極為迫切的課題。

二、新世代定序技術橫空出世
野生稻基因體定序及註解功能基因的計畫得以完成，主要歸因於定序技術的進步。自1998年由來自10個國家的科學
家合作國際水稻基因體定序計劃(International Rice Genome Sequencing Project, IRGSP)，針對日本現代粳稻品種

「日本晴」(Nipponbare)進行全基因體DNA序列定序及註解工作，日本晴水稻基因體全長約3億 8千萬鹼基對(bp)，
大小約為人類基因體的八分之一。首先，利用細菌人工染色體 (Bacterial artificial chromosome，BAC)建立之大片
段選殖基因庫，依其製作詳實的基因圖譜(physical maps)，再逐步定序轉殖載體(cloning vectors)，定序深度約10
倍，最後利用測序片段重疊區域將片段接起。其中，台灣負責水稻第5條染色體的定序工作，建構全長近3千萬個鹼
基對，定序及基因註解工作主要由植微所負責，達成99%以上的覆蓋率 (筆者有幸參成為小小螺絲釘，亦於有榮
焉)。國際水稻基因體定序計畫於2004年底達成目標。前後歷時7年，成功解開95%的序列，連最困難的高度重複序
列區域中異染色質與染色體中節也被部分定序。整個團隊於2005年將成果發表於Nature期刊[4]。當時的定序技術主
要原理仍為傳統Sanger定序法，例如Applied Biosystems™ 3700，其總讀序數量少，但優勢為讀序片段長(讀序片
段約900bp)且讀序品質、正確率高，定序後進行組裝可藉由前後片段間重疊區域進而組成完成大片段基因體。

而後，次世代定序技術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 (NGS)橫空出世，以大量平行定序(massively parallel
sequencing)的概念建構在第一代定序基礎上開發出之新興技術[5]，藉由大量序列片段達到同時高速且高通量的核
酸定序；同時，樣品不須經過質體複製，因此減少製備時間與人力，並降低複製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鹼基錯誤。次世
代定序平台主要有三: Illumina、ABI SOLiD與Roche 454。次世代定序產出的序列數據量幾乎為前一代的十萬倍，但
讀序片段較短(100~500bp)；因此，利用次世代定序平台得到大量短片段序列欲組裝成大片段基因體時，面臨到電
腦運算效能不足以應付如此大量資料的窘境。同時，基因體內序列重複性區域常較讀序片段長，也面臨到組裝時短
片段讀序無法判定位置的困境。雖然自次世代定序技術成熟後，各種動植物、微生物基因體文獻如雨後春筍般發
表，但都面臨相似的問題。所幸，第三代定序技術平台持續軍備競賽，例如Oxford Nanopore、Pacific
Biosciences，在保留高通量的優勢下延長讀序長度，因此，可預期在不久的將來，基因體測序將不再是科學研究的
瓶頸而是起點。

三、水稻基因體研究里程碑
在栽培稻日本晴之全基因體DNA序列解讀完成之後，Rod Wing博士隨即號召許多原本國際水稻基因體定序計劃研究
成員及相關研究人員，合作進行比較稻屬物種基因體計畫 (The Oryza Map Alignment Project, OMAP)[6]，台灣也
參與此計畫進行O. nivara的部分 。雖囿於初代定序技術的耗時耗力且所費不貲，但依循著相仿的模式，利用細菌人
工染色體(BAC)建立選殖基因庫，而後製作基因圖譜(physical maps)，準備好所有的前置作業，靜待時機。所幸，次
世代定序技術的成熟，隨後搭著新技術的順風車趁勢崛起，解讀的基因體序列包含6個野生稻(O. rufipogon(亞洲),
O. nivara(亞洲), O. barthii(非洲), O. glumaepatula(美洲), O. meridionalis(澳洲), O. punctate(非洲，BB基因體
型))、外群(outgroup) Leersia perrieri(來自馬達加斯加島) (圖1)，以及2個亞洲栽培稻(N22及IR8)，品質達到堪與日
本晴全基因體序列相比的參考基因體水準。

團隊並利用新一代定序平台Pacific Biosciences定序完成亞洲栽培稻N22及IR8。栽培稻Nagina 22(N22)具有耐旱、
耐熱特性，同時因其深根的性狀備受矚目，成為淹水稻研究領域良好的素材。IR8(又稱為「奇蹟稻」)是第一個高產
水稻品系，由國際稻米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Rice Research Institute, IRRI)育出。由於50年代的亞洲處於饑荒邊
緣，來自台灣的水稻專家張德慈博士利用台灣本土的半矮品系低腳烏尖(Dee-geo-woo-gen)，育出以IR8為首的高
產量IR系列品系，進而引發了亞洲綠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並於60年代在菲律賓、越南、緬甸、柬埔寨、印
度、馬來西亞等地減緩了糧食危機，2016年正是IR8育成50周年慶。

完成基因體定序及組裝後，OMAP計畫將這9個基因體與前先已發表的4個基因體(亞洲栽培稻O. staiva vg.
Japonica(粳稻)及Indica(秈稻)，非洲栽培稻O. graberrima、非洲遠緣野生稻O. brachyantha(FF基因體型))利用相同
的方式註解以減少誤差，同時進行比較基因體分析，解決了關於稻屬系統演化的爭議，並支持秈稻Indica與粳稻
Japonica的獨立起源一說。藉由研究成果，推測出AA基因體型物種演化分支應少於兩百五十萬年；此基因體型物種

  



 
之間，不同染色體複雜的基因滲入(introgression)歷史及基因移徙(gene flow)足跡仍可被追蹤；共有 21,448個基因
家族被辨識出來，可區分為4個不同的年代，其中最古老的基因家族們可被追溯至被子植物的共同祖先。

此外，我們也發現數千個基因間的長鏈非編碼RNA (long intergenic noncoding RNA, LincRNA)。在外群L. perrieri
中具有比其他稻屬更多的lincRNAs；而兩栽培種O. sativa和O. glaberrima中，lincRNAs顯著少於其野生稻祖先。此
lincRNAs有著種別特異性(species specific)，可被視為新型態的基因。

大多數植物抗病基因編碼NLR(nucleotide-binding, leucine-rich repeat)能直接或間接辨識病原。NLR數量在稻屬間
是高度可變的，研究成果鑑定了5,408個候選NLR基因，範圍從O. brachyantha的237個到秈稻O. sativa vg. indica
的535個。此外，與野生稻祖先相比，秈稻與粳稻的NLR增幅明顯得高出許多；此結果與使用人為選拔方式所增加
NLR多樣性的結果相一致。

野生稻基因體定序及註解功能基因的計畫完成，並於今年初(2018年)發表於Nature Genetics期刊[1]，成為當期封面
故事，研究成果亦公開與其他研究學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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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氣候模擬系統—探索氣候的前世今生與來世

摘要
本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發展完成：一、臺灣地球系統模式，探索影響古今氣候變化的機制，推估人類持續排放過多
溫室氣體可能導致的氣候變遷趨勢；二、全球高解析大氣模式，評估全球暖化對臺灣天氣與氣候的衝擊。此二模式
將用來參加國際耦合模式比對計畫第六期研究，推估未來氣候變遷，提供給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參考。下階段工作
為發展跨空間與時間尺度的無接縫模擬系統，協助推動臺灣的氣候、天氣、空氣汙染模擬與預測研發。

一、氣候變遷的威脅
由於全球環境的快速變化與近幾十年來的快速全球暖化現象，全球氣候變遷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政府的科技研究發展
首要項目之一。其中又以推估未來區域氣候變遷趨勢與衝擊為主要研發方向。這項工作必須建立在完整的模式群組
基礎之上。理想中的模式為高解析度地球系統模式，不僅空間解析度高達數公里，也必須能完善地模擬影響氣候系
統(包括大氣、海洋、冰雪、陸地、生態與人為影響等)的各種正反回饋過程，以及極端天氣與氣候的特性。此一構想
打破傳統觀念，不再將大氣現象依照時間與空間尺度，區分為中尺度(如豪雨)、天氣尺度(如颱風、梅雨鋒面)與氣候
尺度(如聖嬰現象)，因為這些尺度間有顯著的交互影響，無法單獨存在。此即為所謂的無接縫模擬，也是氣候模擬與
推估研究的終極目標。Shapiro 等人在2010年提出推動Weather, Climate and Earth-System Observations and
Prediction Project的必要性，以便面對氣候變遷挑戰，其中一項即為無接縫天氣氣候預報系統的發展，目的為解析
目前模式無法詳細模擬的中小尺度系統，並將該計劃與阿波羅、基因圖譜與哈伯望遠鏡等計劃相提並論。

面對全球暖化可能造成的氣候變遷，以及其對極端天氣氣候與地球環境的影響，首要任務之一為大幅改善對「氣候
變異／變遷對區域劇烈天氣統計特性的影響」的預測與推估能力。為因應此一空前挑戰，科技部於2011/12-
2015/16年進行氣候變遷研究聯盟計畫，並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氣候變遷實驗室，負責臺灣氣候模擬系統之研發，建構
臺灣的氣候變遷模擬與詮釋的能量與能力。目標為能透過一組由大至小的模式群組，研判全球氣候變遷對東亞氣候
與季風、臺灣極端天氣（如颱風、豪雨、乾旱等）的可能衝擊，並提供這些資訊給國內研究社群，評估氣候變遷對
臺灣生態環境、經濟社會與人民福祉的衝擊，並規畫／推動調適與減緩機制。

 



 
 

二、臺灣氣候模擬系統的建構:強化能力、探索變化、推估未來
長期以來，國內在氣候模式發展方面投入心力有限，且此項工作牽涉層面甚廣，不是單一研究計劃或單位可以承
擔，必須結合國內的相關的研發人力，充分分工合作，才有可能完成。為了在有限人力物力資源與時程限制下，極
大化研究成果，氣候變遷實驗室採取以下策略建構臺灣氣候模擬系統:

國內研究人力整合:以中央研究院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氣候變遷實驗室為核心，與國內各大學研究人員合作，建
立模式開發平台。
以既有模式為發展基礎: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CESM1)與美國海洋與大氣局地球物
理動力實驗室的高解析大氣模式(HiRAM)，與原開發單位密切合作，改善模式中的物理模組，使之成為國內可
以自行研發改進的社群氣候模式。

1. 臺灣地球系統模式(Taiwan Earth System Model, TaiESM)

地球系統模式顧名思義包括大氣、海洋、陸地、冰雪、植被等氣候子系統，不僅模擬各子系統內的複雜物理與化學
過程，且能模擬各子系統間的交互作用，以及人為或自然溫室氣體與氣膠排放對氣候的影響(圖一)。這類模式後者也
是聯合國氣候變遷跨政府專門委會(IPCC)評估與撰寫歷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的主要依據。

氣候變遷實驗室建構、解構與重新建構臺灣的地球系統模式，同時建立了國內氣候模擬系統的研發能量與能力。建
構部分，引進美國國家大氣研究中心的社群地球系統模式，建立長期氣候模擬的能力。解構部分，測試與評估該模
式的氣候模擬能力，了解其優缺點。最後的重新建構，則依據國內特有的專長，針對該模式的對流與雲量、雲微物
理與氣膠、地表輻射、海氣交互作用等模組，進行必要的修改，或以自行發展的模組取代，完成臺灣地球系統模
式。

圖一、地球系統模式模擬的氣候物理與化學過程(修改自2007年IPCC報告)

氣候變遷實驗室以臺灣地球系統模式進行長期氣候模擬，評估模擬多個氣候變數(如溫度、雨量、風場與大氣輻射等)
長期平均場的整體表現，發現優於大多數模式，整體上也比原生模式CESM1表現好。再進一步比較氣候變化(如亞洲
季風、季節內變化)也有明顯改善。這些分析結果證實，經過數年的努力，納入有臺灣研究特色的模組後完成的臺灣
地球系統模式，不僅有其設計獨特之處，與國際著名氣候單位的模式相比，模擬氣候能力毫不遜色。

2. 高解析大氣模式(HiRAM)

HiRAM是臺灣旅美科學家林先建博士研究團隊建立的高空間解析的全球大氣模式，其動力架構為六面體方塊地球網
格有限體積法動力模組（FV3）是目前最進步的全球大氣模式動力模組之一。FV3於2017年，經過與多組大氣動力模
組的嚴格評估比較後，被美國國家環境預報中心採用，作為下一代全球天氣預報系統的骨幹。

  
 



 

氣候變遷實驗室於2011年將HiRAM建置於國家網路與高速計算中心的御風者高速電腦，以25與50公里的高空間解
析度，進行現今與未來氣候的長期模擬，推估在溫室氣體大幅增加的21世紀中與世紀末，全球天氣與氣候特性的變
遷。高空間解析度HiRAM模擬天氣現象的能力極佳，不僅可以模擬鋒面特徵，亦可以模擬出颱風大略的結構與演
變。氣候變遷實驗室以不同的未來海面水溫變遷型態，進行多組氣候變遷模擬。這項模擬所需計算資源十分龐大，
在國網中心的大力支援下，方得以順利進行。研究團隊將模擬數據提供給國內學研界(如臺灣氣候變遷推估資訊平台)
評估全球暖化對臺灣天氣與氣候的衝擊。

三、聯合國氣候變遷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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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觀測與模擬診斷分
析了解過去變遷，以及用模式推估未來變遷，是主要的國際氣候研究趨勢。為了整合全球研究能量，世界氣象組織
轄下的世界氣候研究計畫在1995年啟動耦合模式比對計畫(Coupled Model Intercomparison Project，CMIP)，整
合全世界主要氣候研究中心的氣候模擬能量，遵循國際認定的模擬程序協定，以各自研發的氣候模式，有系統地進
行氣候變遷模擬與推估。這些結果是IPCC撰寫歷次氣候變遷評估報告的主要科學依據。CMIP第六期計畫(CMIP6)已
經啟動，為預計於2021年發布的第六次評估報告做準備。經過氣候變遷實驗室與國內同仁的努力，臺灣已經成為少
數具有模擬與推估長期氣候變遷的國家之一。氣候變遷實驗室已經正式向CMIP6登記成為第32個參與團隊，將提供
由國內團隊以TaiESM與HiRAM模擬的氣候變遷資料，協助推估全球暖化對地球生態環境與人類社會的可能衝擊。

四、在地化應用
臺灣地球系統模式與高解析大氣模式都是全球氣候模式，解析度分別約為100與25-50公里。前者考慮影響全球氣候
的地球系統間的交互作用，後者則通常以前者提供的資訊，進一步模擬前者無法解析的更小尺度的天氣系統，如鋒
面、颱風等，但仍無法準確模擬受臺灣地形影響的劇烈對流與豪雨，或熱島效應等。理想中的系統為前述的無接縫
模擬系統，可以模擬從全球(數百公里)到區域(數百公尺)尺度，同時考慮全球暖化造成的大尺度變遷到對局部豪雨的
影響(圖二)。但是，目前仍力有未逮。不僅模擬的科學瓶頸尚待突破，其所需的電腦計算資源也非目前peta級

(1015，每秒千兆次運算)超級電腦能負荷。目前階段性研究方法，多是以全球模擬資料驅動數公里解析度的區域模
式，模擬全球氣候變遷對小區域天氣與氣候，以及劇烈天氣現象的影響。國內也採取類似方法。氣候變遷實驗室將
前述模式的模擬資料提供給國內學研界，以區域模式模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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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浪等現象將如何變遷。這些資訊再提供給各領域去評估對生態、農業、公共衛生、氣象相關自然災
害、水資源，甚至都市與國土規劃的衝擊，再據之規畫因應未來氣候變遷應有的調適作為。

圖二、無接縫模擬與衛星觀測(02Z 21 August 2015):(左)日本向日葵氣象衛星照片，(右)利用FV3為
架構的天氣預報模式，以6.5公里空間解析度，模擬50小時之後的雲圖(courtesy of Linus
Magnusson, ECMWF)。

五、無接縫模擬系統
臺灣地小人稠，山高水急，極端氣候、災害天氣，與空氣品質的模擬與預測難度極高，多年來未能有突破性進展。
環境變遷研究中心氣候變遷實驗室下一階段將在目前的氣候模擬基礎上，以FV3為架構，發展跨空間與時間尺度且適
用於臺灣的氣候變遷–劇烈天氣–空氣品質無接縫模擬系統，希望對臺灣未來的氣候、天氣甚至空氣汙染模擬與預測
能有突破性的貢獻。

註：本文部分內容發表於自然科學簡訊第三十卷第一期(民國107 年2 月)。



研究現場

新進人員介紹—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王冠文博士

王冠文女士於英國雪菲爾大學考古系取得博士學位，其主要研究領域為考古科學。

研究興趣及專長又可分為四大方向：

(1)玻璃質、陶瓷及金屬文物之科學分析；

(2)史前時代台灣與東南亞玻璃質文物的生產與消費；

(3)台灣史前時代的社會組織與複雜社會發展；

(4)環南海區域的史前交易與互動。

王博士返國後，即於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擔任博士後研究學者，除於陳光祖研究員主持計畫項目下進行考古學
研究外，亦關注考古學的科普教育。王博士表示，很榮幸成為史語所的一員，未來將致力於考古學與科學分析
的跨領域研究與教育，促進科學與人文之對話。

王博士將自107年7月1日起擔任史語所助研究員一職。

揭開細胞週期管控激酶CHK1的調控之謎

蛋白質的磷酸化及泛素化是調控細胞週期的兩大重要元素。CHK1為一管控細胞週期的激酶。當細胞的DNA受
到威脅時，CHK1便藉由磷酸化特定受質，來促使細胞進入休止期以便修復。然而，當CHK1透過泛素化修飾
上到受損的DNA時，其對受質的磷酸化卻會被阻礙。本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謝小燕研究員及博士後研究學
者鄭宇哲發現，在眾多去泛素酶中，USP3具有移除CHK1泛素化修飾的專一性；一方面將CHK1從染色體DNA
上釋放出來，另一方面也移除了CHK1與其受質之間的障礙，使得CHK1的激酶活性得以完全發揮。這種誘發
性漸進式的調控，使CHK1的活性可以受到更嚴密的監控。本研究已於2018年5月刊登於《美國國家科學院院
刊》（PNAS）。

(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學術活動

明清時期的法律、制度與地方社會

 
座談會主題：明清時期的法律、制度與地方社會

主持人：李仁淵 教授（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與談人：王泰升 教授（臺灣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邱澎生 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教授）

          林文凱 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 間：2018年6月11日（週一）下午15：00 ~ 17：00

地 點：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五樓會議室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法律史研究室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制度與地方社會工作坊

(歷史語言研究所)

The 18th Annual SAET Conference (SAET 2018)

 
時間：107年6月11日（星期一）至13日（星期三）

 地點：本院人文社會科學館
 主辦單位：本院經濟研究所、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Theory

 協辦單位：臺灣經濟學會
 活動網址： http://www.econ.sinica.edu.tw/SAET2018/

 報名網址：http://www.econ.sinica.edu.tw/SAET2018/content/eventreg/eventsign/2018012416013762868/?
&SSize=&MSID=2018012416170377126

 報名截止日：107年6月11日（星期一）
 聯絡人：曾瀚霈小姐或翁良榕小姐，(02)2782-2791，saet2018@econ.sinica.edu.tw

2018年「第31屆新科院士演講」系列活動訂5月15日至7月9日舉行

2018年「第31屆新科院士演講」系列活動訂於5月15日至7月9日舉行。本系列演講由19位本院第31屆新科
 院士就其專業領域發表演說。

新科院士演講活動相關網頁：http://newsletter.sinica.edu.tw/file/file/148/14846.pdf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http://www.econ.sinica.edu.tw/SAET2018/
http://www.econ.sinica.edu.tw/SAET2018/content/eventreg/eventsign/2018012416013762868/?&SSize=&MSID=2018012416170377126


107年6月份知識饗宴「胡適與李敖—臺灣兩代自由主義者之間的交往」

主講人：黃克武特聘研究員(本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持人：黃進興副院長

時間：107年6月19日(星期二) 晚上7:00-9:00

地點：本院學術活動中心2樓第1會議室

影音直播網址：http://app.sinica.edu.tw/videosrv/online.php

請於6月18日前報名

（秘書處）

「非常經典——文學的發現、詮釋、創化」文哲所暑期學術研習營

本院文哲所於今（107）年暑假，將與科技部人文司、國立中興大學、臺灣中文學會，聯合舉行暑期學術研習營。

研習營資訊如下：

活動日期：107年8月28日（星期二）至31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臺中中興大學文學院人文大樓

招生對象：國內外人文學科相關系所之博、碩士研究生

錄取名額：正取50名，備取若干名，依序遞補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7年6月30日（星期六）止

報名方式及詳細資訊，請詳見：http://litseminar2018.litphil.sinica.edu.tw/

（中國文哲研究所）

同仁來函

 

週報走過35個年頭，全新改版上線，邀請你一起寫回憶

創刊於民國73年的院內刊物《週報》，陪伴許多讀者走過不同年代。週報不僅能看到院內同仁的研究佳績，更有專
欄供讀者吸取不同研究領域的科學知識。

除此之外，有讀者的回應與閱讀，才是令週報能持續運作的重要原因。藉由此次改版，除了迎接即將來到的院慶，
我們更希望在全新的刊物上，看見每一位讀者在中研院的點滴小故事。

在本欄位「同仁來函」，將是每一位院內讀者的園地，徵稿須知詳見「關於院訊」。 本期特別徵稿，徵求以「我在
中研院的….」為題，書寫在院內的心情記事之文章。內容須與本院有關，文稿一律以執筆人真名及所屬單位發表，
來稿篇幅以800字、圖表2張為原則（字數不得超過1000字）。稿件若經採用，致贈禮品一份。

投稿逕寄：wknews@gate.sinica.edu.tw；洽詢電話：(02) 2789-9488

（秘書處）

http://app.sinica.edu.tw/videosrv/online.php
http://litseminar2018.litphil.sinica.edu.tw/
mailto:wknews@gate.sinica.edu.tw


南港采風

 

氣候變遷參與工作坊

活動目的：全球氣候變遷議題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本工作坊希望向民眾介紹

全球氣候變遷議題重要內涵以及臺灣氣候變化趨勢，並培養民眾參與氣候變遷公共議題的能力，以期未來能參與相
關重要決策。

活動時間：6月16日(週六)上午9時至12時

活動地點：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臺北市南港區東新街108巷23號)

活動議程：

08:40-09:00 報到
 09:00-09:40 破冰：氣候變遷大「寫拼」？

 09:40-10:20 知新：氣候變遷問題、衝擊與因應
 10:20-12:00 議論：焦點議題討論與因應措施共識

主辦單位：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協辦單位：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

參考網址：http://www.nangang.org.tw

 

臺北市南港社區大學107年度第2期新課程推廣系列活動

活動內容：新課程體驗活動

活動時間：6月11日至15日(週一至週五)18:00~19:50

活動地點：南港社大校本部(成德國中)川堂

活動說明：

1. 教師訪談社群直播：每日限4位，每位10-15分鐘。

2. 靜態攤位展示：本校提供靜態攤位課程海報1張、長桌1張(60x120cm)、網架1個、S掛勾和桌巾
(名額有限)。

活動網址：http://www.nangang.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3591

 

台北國際電腦展

活動期間：6月5日至9日

活動地點：臺北南港展覽館1館(臺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1號)

會場位置：1樓展場、雲端展場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

活動網址：https://www.computextaipei.com.tw/zh_TW/index.html

http://www.nangang.org.tw/
http://www.nangang.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3591
https://www.computextaipei.com.tw/zh_TW/index.html


 

2018桂花節南港文化地景導覽活動

活動時間：6月24日上午9時至12時

集合地點：南港車站（南興公園對面）

活動內容：南港車站（租借YouBike）－瓶蓋工廠－八卦窯－南湖左岸河濱公園－東新國小（歸還YouBike）

活動說明：

南港地處丘陵地形不利灌溉，因此先民將眾多小埤塘的水導入人工建造的大埤塘中進行農作灌溉，孕育了南港特殊
的地方人文地景。南港區公所與南港社區大學安排了18場次的導覽活動，讓大家共同來認識南港的在地特色。

導覽活動自6月17日起至9月1日止，有興趣參與之民眾請以線上報名系統報名(https://goo.gl/WrNLBY)，為維護導
覽品質，每梯次導覽活動上限20人。

活動諮詢或已報名無法出席而欲取消報名者請於上班時間電洽(02)27828272#15 潘老師。已報名無故不出席者，將
在系統端限制其在其他場次的報名之權利；活動如遇雨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延期辦理之相關訊息，將於網站首頁公
告。

活動網址：http://www.nangang.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1073

研之有物

醣有千萬面貌，質譜儀來解

醣類，和我們有何關係？
核酸、蛋白質、醣、脂質，是生物體內四種最主要的生物分子。脂質結構相對簡單，但是核酸、蛋白質、醣，都是巨
分子，其結構相當複雜。綜觀過去半世紀以來的科學史，核酸與蛋白質的結構發現與相關技術開發，都成了科學發展
中的重大里程碑。不過，唯有「醣類」仍充滿的眾多謎團待解。

醣類由單醣分子組成，每一個單醣分子可由 3 到 7 個碳原子，和特定數目的氫、氧等原子組成。例如：我們耳熟能詳
的葡萄糖、果糖、半乳糖，都是由 6 個碳原子所組成的單醣分子，是分子式為 C6H12O6 的同分異構物，亦即擁有相
同分子式，但結構式卻不相同。其中葡萄糖和半乳糖的差別，只在連接到 4 號碳原子的 OH 官能基方向不同。

2 個單醣分子可以進行脫水反應後連結成雙醣； 3 到 10 個單醣分子連結成的醣稱為寡醣；更多個單醣分子組成的醣
則稱為多醣。

我們每日熱量主要來源澱粉、飲食調味用的蔗糖、果糖，都是屬於醣類。不過，醣類並不只是作為熱量的來源而已。

近年來眾多研究發現，醣類參與了多種生化反應、與疾病傳染機制。

例如，牛奶與母乳所含的醣類成分就有些微差距，能對嬰兒腸道內細菌有不同的抑制和促進作用；又例如，禽流感的
病毒會與特定的醣分子結合，因此檢測或合成指定的醣分子，就可以發展成快篩鑑定禽流感病毒種類的工具。

  
 

https://goo.gl/WrNLBY
http://www.nangang.org.tw/front/bin/ptlist.phtml?Category=46107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88%86%E7%95%B0%E6%A7%8B


我們生活中部分常見的「醣類」。
 資料來源│Wikipedia 圖說重製│張語辰

醣類結構：排列組合超級多！
雖然與其他生物分子相比，醣類分子的結構看似單純許多。以六碳醣來說，不同單醣分子的差異，只差在連接到不同
碳原子的 OH 官能基，有不同的連接角度。但是，這一個小小的差異，卻使得看似相似的醣分子，有著大量的排列組
合方式。

葡萄糖的首旋異構物，取決於一號碳原子上連接的 OH 官能基的角度。
 資料來源│倪其焜提供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以上圖的葡萄糖為例，將葡萄糖溶於水中，會出現「𝛂-葡萄糖」與「𝛃-葡萄糖」兩種首旋異構物(或稱變旋異構物)，
兩者的差異是：在天然的葡萄糖中，位於 1 號碳原子上的 OH 官能基，大概有 40% 的比例呈現連接角度向下，稱之
為 𝛂-葡萄糖；有 60% 的比例呈現連接角度向上，稱之為 𝛃-葡萄糖。

 

https://smallcollation.blogspot.tw/2013/04/anomers.html#gsc.tab=0


 
 

而當兩個葡萄糖要結合成雙醣時，兩種首旋異構物的葡萄糖，各自會有四種不同的連接方式，如下圖所示。因此光是
由葡萄糖組成的雙醣，就可以有八種不同的同分異構物。兩個葡萄糖些微的不同鍵結方式，有時會有很不同的生化反
應。

首旋異構物「𝛂-葡萄糖」與「𝛃-葡萄糖」，在不同的連接位置、以不同的連接角度，可以結合成完全不同的雙醣(同分
異構物)。

 資料來源│倪其焜提供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上圖中，常見的麥芽糖，是由兩個 𝛂-葡萄糖組成，其中一個葡萄糖序號 1 的碳原子，與另一個葡萄糖序號 4 的碳原子
相接，在符號上可寫為：𝛂(1→4)。但如果把 𝛂-葡萄糖改為 𝛃-葡萄糖，但連接的方式相同時，則會形成人體無法消化
的「纖維二糖」，符號上可寫為：𝛃(1→4)。

如果我們再繼續將葡萄醣分子連接下去，4 個葡萄糖分子相連就可以有 928 種組合，5 個葡萄糖分子就會有上萬種的
組合。這些不同組合的葡萄糖，有著截然不同的結構，有可能會對應到完全不同的生化反應、或生理機制。

結構，是了解化學反應的第一步。

對於化學家來說，一個分子或物質的功能，取決於它所參與的化學反應。而化學反應是如何發生、為何發生，則取決
於分子或物質的結構。因此，確立一個分子或物質的化學結構，是了解化學反應的第一步。

質譜儀：窺見醣的千萬面貌
儘管過去科學界已建立了核磁共振、質譜儀、液相／氣相層析等，多種鑑定複雜分子結構的方式。但對於醣分子來
說，由於種類過於多樣、在生物體內的每一種的量都非常少、再加上目前沒有類似核酸或蛋白質的技術，可以將萃取
後少量的醣分子複製，造成醣分子的結構鑑定非常困難。因而導致醣分子的研究發展，明顯落後於其他生物分子。目
前，學界多利用「質譜儀」來作為分析醣分子結構的工具。

由於質譜儀的偵測能力最為靈敏，僅需要少量的樣本就可以進行實驗，正好適合醣分子多樣卻少量的特
徵。

https://smallcollation.blogspot.tw/2013/04/anomers.html#gsc.tab=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0%8C%E5%88%86%E7%95%B0%E6%A7%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0%B8%E7%A3%81%E5%85%B1%E6%8C%AF%E6%88%90%E5%83%8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B0%B1%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B%98%E6%95%88%E6%B6%B2%E7%9B%B8%E8%89%B2%E8%B0%B1%E6%B3%9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0%94%E7%9B%B8%E8%89%B2%E8%B0%B1%E6%B3%95


質譜儀的運作原理。
 資料來源│台灣 Wiki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當待測物分子因游離而帶電，例如：被電子轟擊、 雷射游離、附著金屬離子、或附著額外的電子、質子時，會產生帶
電分子。質譜儀是藉由量測帶電分子的質量與電荷比例（m/z, 質荷比），來分析待測物分子的質量。

如果供給帶電分子更多的能量，例如：經過碰撞或吸收光，帶電分子會分解產生帶電的碎片。這些不同質量的碎片因
為所含原子組成的不同，會有不同的質荷比。由於這些碎片的原子組成，往往和原來分子的結構有關。因此藉由質譜
儀量測這些碎片的電荷比例（m/z, 質荷比），及其對應的強度，可以得知分析待測物分子的結構。

我們以一個簡單的蛋白質為例，來理解質譜儀用作定序的原理。假設有某一個已知質量的蛋白質，這個蛋白質是由 4
種不同的質量的胺基酸組成，而 4 種胺基酸排序後，可以有 4! = 24 種排列組合的可能，如下圖所示：

4 種胺基酸可以有 24 種排列組合，需要質譜儀分析待測的蛋白質是哪種組合方式。
 資料來源│倪其焜提供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8D%B7%E6%AF%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4%A8%E8%8D%B7%E6%AF%94


在質譜儀的實驗中，我們可以將蛋白質分子打碎成質量不一致的碎片，並參考這些胺基酸的已知質量，就能進一步估
計這些碎片是由哪一些胺基酸鍵結組成；只要碎片的形式夠多，就可以藉此推估該蛋白質內的胺基酸序列，如下圖所
示：

利用質譜儀，將蛋白質打散成不同質量的碎片，並利用碎片的質量，推測出各個碎片的胺基酸組成，最後
排序出蛋白質的胺基酸序列。

 資料來源│倪其焜提供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像這樣的質譜鑑定技術，被廣泛運用到日常生活。例如食安事件中，為了要確認食品中是否含有某些有害物質，就可
以將食物樣本送到質譜儀中，看所檢測出來的質譜是否有對應到資料庫中指定有害物質的質譜。

只是，這種以資料庫質譜比對的方式，對於醣分子的研究仍相當受限。以 4 個葡萄糖分子的組合為例，雖然相連起來
會有 928 種 4 醣分子組合，但市面上目前僅能買到 20 餘種人工合成的 4 醣分子產品供質譜儀量測，要合成其他 4 醣
分子也是耗時耗力，因此還遠遠無法建立起比對用的醣分子資料庫。

因應無法利用資料庫比對的方式來鑑定待測的醣分子，倪其焜與研究團隊所使用的方式，是以化學動力學和量子化學
作為理論基礎，以理論預測醣類分子獲得能量後鍵結斷裂的模式，再與質譜儀實驗結果交互驗證，以此發展出醣分子
的質譜儀鑑定技術。

有果必有因，從原理推測結構
以本文前述葡萄糖的兩種首旋異構物為例，如同下圖顯示，這兩種帶金屬鈉離子的首旋異構物在質譜儀中，可以觀察
到在質荷比數值 185 處，𝛂-葡萄糖的訊號強度明顯大於 𝛃-葡萄糖。質荷比 185 的峰值，與帶金屬鈉離子葡萄糖的質
荷比 203 的峰值， 剛好相差了一個水分子的分子質量，這代表 𝛂-葡萄糖比 𝛃-葡萄糖更容易失去了一個水分子 (H2O)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C%96%E5%AD%A6%E5%8A%A8%E5%8A%9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7%8F%E5%AD%90%E5%8C%96%E5%AD%A6


𝛂-葡萄糖與 𝛃-葡萄糖在 1 號 OH 官能基的連接角度不同，導致官能基上氫原子躍遷到 2 號官能基的能量
障蔽不同，而使兩種葡萄糖分子在質譜儀中，斷裂出水分子的比例不一樣。在質譜圖中，可看出 𝛂-葡萄
糖在減少一個水分子的質荷比 185 處訊號強度，明顯高於 𝛃-葡萄糖。

 資料來源│Ni et al. Phys. Chem. Chem. Phys., 2017, 19, 15454 圖說重製│廖英凱、張語辰

倪其焜團隊從量子化學的理論計算發現：葡萄糖失去了一個水分子的機制，主要是由位置 2 的 OH 官能基裡的氫原
子，轉移到位置 1 的 OH 官能基上的氧原子，再經由斷裂位置 1 的 C-O 鍵，脫離一個水分子。

由於 𝛂-葡萄糖上，位置 1 與位置 2 的 OH 官能基距離，明顯小於 𝛃-葡萄糖上同樣位置官能基的距離。因此，𝛂-葡萄
糖上，位置 2 的 OH 官能基裡的氫原子，要轉移到位置 1 的 OH 官能基上形成水分子 (H2O) 的能量障蔽，明顯小於
𝛃-葡萄糖。

因此，從質譜可以判斷，質荷比 185 峰值較大者，對應的一定是 𝛂-葡萄糖 ; 質荷比 185 峰值較小者，則
是 𝛃-葡萄糖。

同樣的科學原理，也可以應用到各種雙醣分子 𝛂 與 𝛃 兩種不同連接角度的糖苷鍵、或醣分子末端的 𝛂 與 𝛃 不同角度的
官能基。透過實驗與理論的交互驗證，就可以在欠缺醣分子資料庫比對、僅擁有極少實驗樣本的情境下，精確地推論
與鑑定出醣分子的結構。

醣那麼難研究，何苦選擇它
大家搞不清楚的混沌領域，是科學家開疆闢土的地方！

倪其焜回顧醣質譜的研究歷程，其實也與過去中研院兩任院長的研究有關。如前院長翁啟惠最為知名的研究，就是開
發出快速且大量的醣分子合成方式，近年來更將醣分子應用於癌症等治療方式的研發。

但早年研究醣分子時，發現醣分子不僅結構複雜難以分析，相比起蛋白質，醣分子在質譜儀內也難以游離、無法有效
鑑定。倪其焜當時發現，主因為當時國際學術界對於醣分子游離的理論與數據解讀有誤，因而與團隊提出了正確且簡
單的理論，成功解釋了醣分子的游離機制。

前院長李遠哲，更交付了「提高醣分子游離效率」的任務給倪其焜，由於醣分子的數量稀少且難以人工合成，提高游
離效率就意味著：能在有限的醣分子樣本之下，增加實驗的成功率或鑑別度。雖然在後續的研究中，倪其焜研究團隊
陸續提出一些改善方式，使游離效率能提高百倍，不過助益仍相當有限。面臨這個挑戰，倪其焜進一步思考，其實人
們對於質譜儀內醣分子的鍵結斷裂原理所知甚少，因而發現了這個全新的研究角度。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96%E8%8B%B7%E9%94%AE


 
 

近年來，科學家大量認知到醣分子的重要性與研究的困難度。倪其焜認為，像醣分子這樣仍屬謎團重重的混沌領域，
正是科學家開疆闢土的好地方。中研院在前任院長的支持下，近年建立了跨領域的研究團隊，包含基因體中心、生化
所、化學所等，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研究醣分子的合成、鑑定，以及醣分子在生化、醫學的功能等。這也是台灣在科
學研究上，另一個可以在世界舞台上佔一席之地的契機。

在醣分子研究的歷程上，有可能會遭遇既有理論的瑕疵錯誤，也有可能會欠缺關鍵技術與資源的支持。但若能窮盡物
質世界的學理，引進不同研究領域的理論與技術，就有可能在混沌之境，開創出前所未見的研究新視角。

地球情緒量測師 許雅儒

地殼因斷層活動，無時無刻皆在變化，與地震、海嘯、山崩等現象更是環環相扣。「地殼變形」遂成為地震學家無
法忽視的觀察標的，就像地球展露情緒的跡象。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的許雅儒研究員，其研究主要利用全球衛星定位
觀測系統 (GPS) 、地震及井下應變儀觀測資料，綜合分析陸地及隱沒帶斷層在地震周期中不同時段之地表變形。

原先碩士畢業後並無進修打算，然而，來到中研院地球科學所當研究助理那年，恰巧碰上 921 地震，親眼目睹斷垣
殘壁和慘重傷亡，許雅儒步上探索地球科學奧秘之路，一路成為研究員，成為能看懂地球情緒起落的人。

從地殼變形 觀察地球情緒
發生地震時，避難是當務之急。對許雅儒而言，第一件想到的事則是：全臺超過 400 個 GPS 固定觀測站往哪個方向
位移。因為臺灣位處隱沒帶，地震頻繁，地球的「情緒」時常在地表數十秒震動、板塊幾公分的移動間，展露無
遺。

完整精采文章，請至「研之有物」：

http://research.sinica.edu.tw/hsu-ya-ju-earthquake-deformation-slip-quantitative-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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