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693期｜108年06月20日發行



第 1693 期中 研 院 訊2

本期目錄

當期焦點
本院與東南亞、大洋洲國家共推科技合作

李奭學研究員獲頒本院108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108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典禮

本院韓光渭院士辭世

 
學術活動
本院民族所實驗工作坊「文字•說不得／Beyond Words」開放報名！

2019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 
──杜贊奇教授（Prof. Prasenjit Duara）

第14屆亞洲表觀遺傳年會暨 
第3屆臺北表觀遺傳及染色質研討會合併Abcam表觀遺傳會議

本院近史所新書出版：The World of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數學集刊》第14卷第2期已出版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五期實施計畫 
－臺灣法文化與社會變遷調查預試」面訪調查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6/20)

 
漫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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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人類DNA聚合酶µ可利用錳離子循非典型路徑進行反應

病毒可在細胞核內形成奈米微型胞器，增強基因表現

 
生活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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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韋佐、吳佩香、莊崇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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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電子報為同仁溝通橋樑，隔週四發

行，投稿截止時間為前一週星期四
下午5:00，歡迎同仁踴躍賜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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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與東南亞、大洋洲國家共推科技合作

　　由本院地球科學研究所（以下簡稱地球所）參與之「新南向國家地球科學重點科技合作研究深耕計畫」
已於107年6月規劃啟動。本計畫在科技部支持下，由本院地球所所長鍾孫霖院士擔任主持人，並於地球所
設置辦公室。本院長期致力於國際科技合作及學術交流，透過此計畫，臺灣可望在地球科學領域，與東南亞
及大洋洲國家有更深入的科研合作。

　　本計畫以「雙島國際」、「智慧災防」和「學術深耕」為主軸，以我國離島及東南亞國家為基地，強化合作
協議工作的內涵，期望提升科技外交效益。目前各國或跨國的重點及科技議題規劃包括：地震與地殼結構研
究、地震災害研究與防治、火山災害研究與防治、山崩與洪氾災害研究與防治、空間與遙測技術的推廣應用
等。計畫執行至今屆滿1年，成果豐碩；除持續原有交流計畫的合作夥伴外，本計畫已陸續與菲律賓、越南、馬
來西亞、泰國簽署合作備忘錄共8件，培訓人才13人，雙邊會議及工作坊共11場次，移地研究及人員互訪60
人次，6篇國際期刊論文發表，並有6件合作計畫正進行中。

　　本計畫將配合目前臺灣已參與的國際組織活動，透過駐外科技組，發展實質新南向合作。國際組織包
含：亞太經合會緊急整備工作小組（APEC-Emergency Preparedness Working Group, EPWG）、貝
蒙論壇（Belmont Forum），以及本院長期參與的國際科學總會災害風險整合研究（ICSU-Integrated 
Research on Disaster Risk, IRDR）1 、未來地球（Future Earth）2 和全球地震模型（Global 
Earthquake Model）。

1　中研院參與國際科學理事會（ISC）及聯合國國際減災策略組織（UN-ISDR）共同支持的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計畫（IRDR），所成     
立的國際災害風險整合研究臺北卓越中心（IRDR ICoE-Taipei），於101年9月併入本院永續科學中心，建構國內外災害防治相關研究
領域的國際網絡及交流平台，並推動相關國際合作事宜。
2　中研院亦積極參與國際跨領域永續科研計畫─未來地球 (Future Earth) 之發展與運行，並協助未來地球委員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之運作。據此，本院永續科學中心已舉辦多項與永續科學及災害防治相關之國際研討會。 

Focus

當期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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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於今(108)年6月10日在臺灣大學舉辦「推動東南亞地區國際地球科學研究合作與智慧減災國際
研討會」（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f Earth Sciences and Smart Disaster Reduction in 
Southeast Asia, ICE-SEA），除了與既有的工作夥伴鞏固合作關係，更希望能與潛在的合作對象討論未來研
究工作主題、強化雙邊交流。

　　本次國際研討會中，科技部鄒幼涵次長及臺灣大學羅清華副校長親自致詞，歡迎來自東南亞各國政府
機關及學研機構之代表團。期望藉由此次大會串聯臺灣在東南亞地區進行科研合作的夥伴，建立區域合作
聯絡網模式，並進一步尋求更多可能的合作議題。

　　本次會議除了我國學者外，邀請了共9國（印尼、馬來西亞、緬甸、紐西蘭、菲律賓、索羅門群島、東帝汶、
泰國、越南）約37名來自東南亞各國官、產、學界的來賓。

 

圖：與會人員團體合照（左1：科技部智慧災防新南向總主持人:鍾孫霖院士，左5：科技部鄒幼涵次長， 
右4：臺灣大學羅清華副校長，右3：科技部自然科學及永續研究發展司林敏聰司長）

（地球科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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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奭學研究員獲頒本院108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

　　108年度「胡適紀念研究講座」，業經本院「胡適紀念研究講座」審議委員會審核後，由中國文哲研究所
李奭學研究員獲獎。

　　李奭學研究員長期研究明清天主教文學，其作品有深遠影響力，是該領域國際知名學者。此次獲獎的研
究計畫為「默示與修辭：明清間天主教型證道故事考詮」，係繼其過去對古典型證道故事的研究，更完整呈現
西方證道故事被譯介進入中文的情形。

　　「胡適紀念研究講座」每年舉辦一次，係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獎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者；年度獲獎
者，將於次年擔任本院胡適誕辰紀念講演的主講人（或擇期舉行公開演講）。

108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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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頒獎典禮，將於108年7月4日（星期四）上午10時於本院分子
生物研究所B1演講廳舉行。今年共計有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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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院韓光渭院士辭世

　　本院韓光渭院士於今（2019）年6月1日於美國家中辭世，享壽89歲。

　　韓光渭院士為美國海軍研究院電機系博士，回國後即獻身國防科技建設，1966年至1995年於中山科學
研究院服務期間，擔任雄風一型、二型飛彈計畫主持人，於臺灣國防武器的研發上有卓越貢獻，被譽為「雄風
飛彈之父」。雄風一型為我國首次從無到有完成了飛彈的研發製造，對於後續國防研究的發展累積了重要經
驗。

　　韓院士曾任教於海軍工程學院、國立交通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及元智大學，除研究上的成果獲得教育部
學術獎章及中山學術著作獎之肯定，更於1964年獲選第二屆十大傑出青年，且於1990年獲選為本院第18屆
院士；後並獲國立交通大學頒給名譽博士、及擔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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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民族所實驗工作坊 
「文字•說不得／Beyond Words」開放報名！

　　人文學者和社會科學家的研究議題或有不同，其
基本關懷莫不在觀照「存在本質」與「生命萬相」，並藉
由神交古人、互動今人的方式，將「觀照所得」轉換成學
術論著。然，神交與互動，既仰賴語言文字，也不侷限於
語言文字，而是涵蓋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識；觀照
的基礎不僅是認知、推理，更及於感受，因而難以形諸
筆墨。如果分析和詮釋推理，是學術書寫的必要論證，
那麼學術的八股文體所隱藏的潛在邏輯（如：理性至
上、文字至尊、線性思考）是否已經侷限了我們觀看世
界的角度？

　　本院民族所首次舉辦「文字．說不得（Beyond 
Words）」實驗工作坊，嘗試跳脫傳統研討會和發表形
式，期以「實驗精神」探索文字和認知之外的各種可能，
從情感、性感、身體感到聞問、觸發、品味，從說故事的
倫理、美學與權力關係到聲音影像與數位展示的合縱
連橫，從日常的喝茶文化到中醫把脈，乃至書法測字與
文創設計，議題豐富多元，在能說與不能說之間，在跳
脫語言的感受上，激發你對人文研究的嶄新視野。

時間：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至26日（星期三）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6月24日13:00

Activities

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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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本院民族所第3會議室（民族所新館3樓2319室）

主辦單位：本院民族所音聲發微研究群、身體經驗研究群

工作坊詳細議程請至該網頁查詢：https://reurl.cc/Lz2je

（民族學研究所）

2019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 
──杜贊奇教授（Prof. Prasenjit  Duara）

　　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邀請美國杜克大學東亞系Prasenjit 
Duara教授來院擔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講座」。Duara
教授是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漢學家，歷任美國芝加哥大學、新
加坡國立大學亞洲研究所主任暨Raffles人文講座教授，目前
為美國杜克大學OscarTang講座教授，2019年就任美國亞洲
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會長。他第一本著作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
1942（1988）獲得美國歷史學會及美國亞洲研究學會兩項專書
大獎，而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1995）一書則奠定
他在歷史理論界的地位。近年他將視野擴充到現代性、全球化、
環境史，最新專書著作有The Crisis of Global Modernity: 
Asian Traditions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Duara教授
此次應邀來台，將主持二場講座。歡迎蒞臨參加。

第一場

講題：Revisiting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Soft Power  
　　  or the Imperialism of Nation-States

時間：2019年7月11日（星期四）15:00-17:00

第二場

講題：Nationalism and Development in Asia

時間：2019年7月15日（星期一）15:00-17:00

地點：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陳列館B1演講廳

主辦單位：本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備註：本講座以中文演講；本所不提供紙杯，敬請自備環保杯具。

（歷史語言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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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屆亞洲表觀遺傳年會暨 
第3屆臺北表觀遺傳及染色質研討會合併Abcam表觀遺傳會議

時間：108年10月16日（星期三）至10月18日（星期五）

地點：本院人文館國際會議廳

主辦單位：本院及Abcam

講者介紹及報名網頁：https://pse.is/GLMHV 

早鳥報名優惠截止日：108年6月30日（星期日）

聯絡人：康明倫先生，(02)2789-8775，g9780548@oz.nthu.edu.tw

（基因體研究中心）

 
本院近史所新書出版： 
The World of Universities in the 21st Century

　　German universities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universities everywhere 
in the 19th century.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d enormou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by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What then are the prospects for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set global 
standards in the 21st century?

　　This lecture series will be based on eight case studies of universities on th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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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ents. These lectures will investigate the past 
and present as well as the future prospects of leading 
universities in Germany,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er China. It will explore the role of faculty, 
finances, and governance in what makes for a great 
university. It will examine and assess three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have defined, or promise to 
define,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參考網址：http://www.mh.sinica.edu.tw/ 

　　　　　　　 
otherpublications.aspx

（近史所）

《數學集刊》第14卷第2期已出版

　　由本院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集刊》，已出版第14卷第2
期。作者及文章標題如下：

　　1.  3-dimensional Griess algebras and Miyamoto 
　　　  involutions By Ching Hung Lam,Hiroshi 　　
　　　  Yamauchi 

　　2.  A Brief History of the Positivity Conjecture 　
　　　  in Tensor Category By Geoffrey Mason 

　　3.  Transposition Algebras By Jonathan I. Hall 

　　4.  Finite groups of symplectic automorphisms 
　　　  of hyperkahler manifolds of type K3 By 　　　
　　  Gerald  Höhn, Geoffrey Mason

　　更多文章可瀏覽：數學集刊網站電子版 
　　http://web.math.sinica.edu.tw/bulletin/default.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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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興趣者，亦可利用劃撥訂購紙本期刊。

　　訂閱費用：1年4期（3、6、9、12月出刊），國內訂戶新臺1,500元，國外訂戶美金60元（郵資內含）。

　　劃撥帳號：0100434-8；帳戶名稱：中央研究院數學研究所

（數學所）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執行「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五期實
施計畫－臺灣法文化與社會變遷調查預試」面訪調查

　　本院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調查研究專題中心接受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系委託，將於108年6月15日至30
日針對全國進行「建置臺灣法實證研究資料庫第五期實施計畫－臺灣法文化與社會變遷調查預試」之面訪
調查。

　　

　　調查對象：全臺18歲以上一般民眾

　　訪問內容：了解臺灣民眾對社會現狀的看法

　　洽詢資訊：張光中先生，(02)2787-1800轉1856，kuang147@gate.sinica.edu.tw

　　網址：http://survey.sinica.edu.tw/research/index.php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資料開放公告 (6/20)

　　下列為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簡稱SRDA)最新釋出資料：

政府調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107年通訊傳播產業匯流發展趨勢與調查」

　•交通部「106年計程車營運狀況調查」

　•內政部營建署「102、103年住宅需求動向調查」

　•國家發展委員會「100-103年民眾對性別平等相關議題的看法」

　•國家發展委員會「100-103年民眾對當前生活品質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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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發展委員會「107年資深公民數位機會調查」

　　更多詳情請至「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網站查詢（https://srda.sinica.edu.tw）

　　或與該單位聯繫：(02)2787-1829，srda@gate.sinica.edu.tw

（調查研究專題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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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專欄】　

基於人工智慧之語音溝通輔具
作者／曹昱副研究員（本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

　　語音溝通（包括聽話跟說話）是人與人最便利的訊息交流方式，人類語音的複雜度遠遠超過其他動物的
溝通形式，也是人類能夠成就高度文明的重要因素。聖經上巴別塔的故事中說到：「看哪，他們都是一樣的
人，說著同一種語言，如今他們既然能做起這事，以後他們想要做的事就沒有不成功的了」，更看出語音溝通
對人類文明及科技發展的重要。因此當一個人失去了與他人的語音溝通能力，即使在科技發達的現代，生活
還是會受到嚴重地影響。就聽覺而言，長年的聽損會造成年長者與他人產生隔閡，造成生活上的不便，失智
風險亦隨之上升。學齡兒童的聽損，導致學業成績落後及與其同儕互動不良，對於兒童學習及社交能力發展
具負面影響。就口語及發音而言，發聲構造異常或受損是言語清晰度降低（構音異常）最常見的成因。構音異
常影響語者與他人的溝通效能及其自身生活品質。筆者近年的研究是以人工智慧演算法改進現有的語音溝
通輔具，期能夠幫助語音溝通障礙者提升語音溝通效能、進一步改善其生活品質。接下來我們將分別介紹近
年聽覺及發聲輔助科技的進展，以及本實驗室近年的工作。

　　由於人類壽命增長、環境噪音頻繁出現、過度使用耳機，近年來聽損人數逐年升高，而聽損族群的年齡
卻逐年下降。根據最新的國際報導指出，超過70歲以上的長者，2/3的人有不同程度的聽損，由於不易發覺，
聽損初期通常會被忽略。就算是確定有聽損，由於聽覺輔具所費不貲，年長者常常會因為不願意花晚輩的錢
而打消購買念頭。目前國際上有許多學者正在提倡降低聽覺輔具的價格，以提升聽障者購買及配戴聽覺輔
具的意願。除了價格之外，聽覺輔具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問題：噪音情境使用下效果不佳的問題。根據國際研
究指出，有95%使用者指出當在有噪音情境下使用聽覺輔具時通常無法得到理想的聲音品質以及語音理解
度。由於環境噪音（特別是與人類語音特性相近的噪音）通常難以準確估測；因此，要能夠有效消除雜訊是語
音訊號處理相當棘手也是多年懸而未決的問題。好消息是，近年來人工智慧（特別是深度學習理論）的進步
對解決這個問題帶來了曙光。

World of Knowledge

漫步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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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深度學習理論，學者們提出了多項新穎的語音訊號處理演算法應用於消除加乘式噪音、摺機式噪
音 （空間混響）、以及收音設及備通道不匹配問題，進而還原出高品質的語音訊號，讓聽者聽得更懂、聽得更
舒服。相較於傳統機器學習模型，深度學習模型擁有更強的特徵參數抽取及非線性轉換能力，因此可以達成
比傳統方法更佳的效能。近年來，筆者實驗室致力於開發基於深度學習模型的語音訊號處理演算法為基礎
的聽覺輔具科技，包括FM無線調頻系統、助聽器、及人工電子耳。實驗結果證實，在各類聽覺輔具上面，基
於深度學習模型的系統確實可以提供比傳統方法更優異的效能。目前這個研究方向除了在學研界逐漸受到
重視以外，產業界也開始投入，然而在系統實踐上仍有一些困難需要克服。目前筆者實驗室努力的方向為：

（一）開發以任務導向的語音訊號處理技術：在機器學習中，訓練模型時所使用的目標函數會影響最終的分
類或是迴歸能力。在基於深度學習的語音訊號處理架構下，我們也需要定義一個目標函數來訓練模型參數。
傳統上，我們使用估測訊號以及乾淨訊號的均方差 （Mean Squared Error，MSE） 當作目標函數來訓練
模型，然而MSE並不是基於人類的聽覺理解模型設計，因此以往的語音訊號處理系統未必能有效地提升語
音理解度。在近期的研究中，我們嘗試基於聽覺理解模型來設計目標函數。實驗結果證實，設計出的語音處
理系統可以同時提升正常聽力者以及聽損者的語音理解度。（二）語音訊號處理模型壓縮技術：為了達到良
好的效能，我們常使用複雜的深度學習模型來處理語音訊號，然而聽覺輔具運算資源通常有限，因此無法使
用極複雜的深度學習模型。為克服此一限制，我們需要模型壓縮技術來簡化模型複雜度。近年已有許多研
究團隊提出深度學習模型壓縮技術，而筆者團隊嘗試於語音訊號處理的是Computation-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CPO） 壓縮技術，主要的設計概念是基於最後的效能動態消除深度學習模型的參數。另一
種技術為Parameter Quantization （PQ），此技術是基於Quantization演算法減少參數的精度，藉以壓
縮深度學習模型，同時加速線上運算效能。（三）結合多模態之語音訊號處理技術：人與人的溝通包含口語與
非口語的部分，發話端傳遞口語訊息時，收話端的聽者除了專注於聲音本身外，也接收相關的視覺訊息來協
助了解語音的內容。一般而言，視覺資訊構築非口語的部分，包含語者說話時的發音動作、臉部表情以及肢
體語言，在某些語音技術中，圖像及聲音訊號的結合能有效地幫助訊息傳遞以及人機介面的高效設置。由此
發想，我們研究結合視覺與聲音訊號的方法，提出了新穎的多模態語音增強演算法，實驗結果證實相對基於
單一模態（語音訊號）的系統，多模態語音增強系統能夠提供更佳的語音理解效能。

 

基於人工智慧之聽覺輔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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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類語音訊號是肺部送出的氣流，流經氣管、聲門，在口腔或鼻腔的中形成共振。發音過程中，需要唇、
舌、齒等器官適時地阻斷氣流，產生不同語音。當這條路徑的任何一部份出現異常，皆會造成語音品質以及
理解度下降。近年來，有越來越多針對發生異常的診斷以及改善語音的理解度的研究。針對構音異常診斷，
通常是請說話者發出一個長母音或是產生一個句子，經由分析聲音的特性判斷語音正常與否。若為構音異
常，則再進一步分析異常的類別。數項研究指出基於深度學習的判斷器能夠較傳統機器學習判斷器提供更
佳的診斷效能。此外，由於職業、性別、年齡、生活習慣（是否有菸、酒習慣）對於發聲也會有影響，因此最近筆
者團隊開發出一套新穎的多模態聲音診斷系統。此診斷系統是基於深度學習模型優異的融合功能，結合聲
音以及病史兩種截然不同的資料型態。實驗結果證實此系統可以提供比單獨聲音為主的判斷系統提供更準
確的診斷。除了發聲診斷系統，筆者團隊亦投入開發新穎的構音輔具技術，目標是提升構音異常人士的語音
理解度，增進其與其他人的溝通效率。我們嘗試使用新穎的深度學習模型（包括非負矩陣分解以及對抗式生
成模型）對構音異常語音增強，實驗證明能夠有效地提升口腔癌術後的語音理解度。未來我們將會繼續嘗試
結合自動語音辨識、更新穎的語音訊號處理技術在構音異常輔助優化的任務上。

 

基於人工智慧之構音異常偵測及增強輔具

　　

　　近年人工智慧技術大幅進步，各種新穎的技術大量應用在提高機器影像辨識器、語音辨識器、下棋及電
玩、對話及問答系統上，確實讓很多任務的效能可以超越人類的能力。然而筆者認為，相對於追求開發超越
人類的機器，我們或許可以運用人工智慧來發展輔具，提供給需要幫助的障礙者，這樣的研究或許能讓人工
智慧的進步對人類社會更有實質上的助益，也讓科學研究更有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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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人類DNA聚合酶µ可利用錳離子循非典型路徑進行反應

　　本院生物化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蔡明道院士與研究副技師吳文晉博士所領導的DNA聚合酶團隊於五
月二十九日在《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上發表一篇成果論
文，報導人類DNA聚合酶µ能夠利用錳離子進行非典型的催化反應以調控其多項功能。此文章的第一作者
張堯凱為臺大生化科學所博士班學生。

　　錳離子對人體而言是必要的微量元素，然而過量的錳離子則會導神經方面疾病；此外，許多研究亦指出
DNA聚合酶在錳離子的催化下容易造成DNA突變，因此DNA聚合酶多以鎂離子為輔因子進行催化以確保
DNA合成之正確性。人類DNA聚合酶µ (簡稱「Pol µ」) 負責催化多種DNA的修復與合成，且具有偏好錳離
子進行催化反應的罕見特性。因其反應機制不明，Pol µ 偏好錳離子的性質一直是個未解之迷。研究團隊發
現Pol µ 在與DNA結合前，不僅以具活性的構型預先結合金屬•去氧核苷酸 (M•dNTP)，且於反應初期
即顯現其偏好錳離子的特性。例如，將dNTP或8-oxo-dGTP配對至DNA的缺口上、在NHEJ中嵌入rNTP、
將dNTP嵌入單股DNA。

圖說：人類DNA聚合酶Pol µ可在錳離子的幫助下，進行非典型 (non-canonical) 的催化反應：在結合
DNA前，預先以具活性的構型結合錳•去氧核苷酸 (Mn•dNTP)。在一般鎂離子的情況下，Pol µ則遵
循典型 (canonical) 的催化路徑。下圖：Pol µ:MndCTP二元複合物的活化區構型 (綠色) 與前催化三
元複合物 (precatalytic ternary complex，灰色) 非常相似。

　　綜合所解出的Pol µ:MndNTP二元複合物、催化前的三元複合物、產物複合物共19個晶體結構，研究
團隊發現Pol µ 可在錳離子的幫助下進行非典型的催化反應：在結合DNA前預先與dNTP結合。此特性可
增加DNA的多樣化並有利於人體DNA修復及製造不同抗體；然而，過量的錳離子亦可能造成DNA突變。此
研究發現並提供了Pol µ 進行非典型催化反應的結構機制基礎，並擴展DNA聚合酶反應機制的多樣性：在
典型的DNA聚合酶反應途徑外加入了預先結合dNTP的非典型反應途徑。本篇論文為此研究團隊繼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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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非洲豬瘟病毒 Pol X 之 JACS論文、2016年人類 Pol µ 之JACS 論文以及2017年 Nature Reviews 
Chemistry綜述論文後的另一重大成果報導。本研究由本院、科技部與臺灣蛋白質計畫支持。

　　此論文的標題為 “Human DNA Polymerase µ Can Use a Noncanonical Mechanism for Multiple 
Mn2+-mediated Functions”。

　　論文網站 :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jacs.9b01741

　　作者群: Chang YK, Huang YP, Liu XX, Ko TP, Bessho Y, Kawano Y, Maestre-Reyna M, Wu WJ*, 
Tsai MD*

（生化所）

病毒可在細胞核內形成奈米微型胞器，增強基因表現

　　細胞核內如何偵測外來DNA的機制一向不明，本院分子生物研究所趙裕展研究員最新研究結果發現，
桿狀病毒的DNA進到細胞核後，會受到細胞核內的Daxx與H3.3蛋白纏繞而喪失活性。而桿狀病毒的IE2
蛋白可與Daxx與H3.3蛋白結合並拮抗其抑制作用，同時因此鎖定病毒DNA。IE2接著形成光學顯微鏡底
下就可以觀察到的奈米微型胞器結構體(命名為IE2 CCLA)。CCLA可高效聚集細胞的肌動蛋白及RNA聚
合酶，使病毒RNA大量生產並運送至核外。此為細胞學及病毒學的重要發現，研究成果已發表於《病毒學期
刊》(Journal of Virology)。

　　論文全文連結：https://jvi.asm.org/content/93/8/e00149-19

（分子生物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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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新進人員介紹：陳禹仲、李宣緯、陳駿丞

　　陳禹仲(Alvin Chen)先生於英國牛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是西方政治思想與歐洲思想史，對
概念與哲學文本的分析尤感興趣。他的博士論文主題是透過歐洲政治神學和自然法學傳統，重新分析啟蒙
運動這個概念，尤其著重於洛克(John Locke)、柏克萊(George Berkeley)、萊布尼茲(G. W. Leibniz) 等
人的論述；同時也對當代政治、道德、與法哲學深感興趣。陳博士目前正著手將博士論文改寫成英文專著；博
士論文的部分內容也已改寫成期刊論文，即將見刊於政治思想研究的重要期刊。此外，陳博士亦投入新的研
究主題，內容是從分析國家的目的性著手，重新檢視憲政國家這個概念，這個主題的主要對話對象為西方政
治理論、啟蒙政治思想史、與當代憲政國家理論等研究領域。陳博士自108年4月起，於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的政治思想專題中心擔任助研究員一職。

　　李宣緯先生於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取得博士學位，研究興趣為複雜系統、計算社會學、賽局
理論與機器學習，其研究聚焦於社會網絡分析與社會科學量化方法。在社會網絡分析的部分，其主要興趣為

生活中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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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演化及相關數學和統計性質，網絡的時間性和動態與隨機變化是他研究的重點，透過型式化的模型假
設、數學與統計分析、電腦模擬，期望找到推動網絡節點狀態以及網絡拓樸結構改變的主要機制。在社會科
學量化方法的部分，李博士試圖從跨領域的角度處理社會科學，特別是社會學的各種議題，希望提供非傳統
且更適合於資料的方法論。目前正研究不同意見在社會網絡中擴散與個人選擇的關聯、個人對自我和他者
的評價如何影響學業表現、對於公共財的貢獻多人會如何合作、從自我核心網絡的部分訊息推估完整網絡
等議題，並與多位合作者共同分析社群網絡如臉書、接觸日記、新浪微博等社會網絡實證與大規模資料。李
博士自108年4月起於社會學研究所擔任助研究員一職。

　　陳駿丞先生於美國馬里蘭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研究領域為電腦視覺和機器學習的應用，主要關注的研
究課題為人臉辨識、視覺監控及多媒體內容分析。其博士論文利用各種機器學習算法（如深度學習）和視覺
特徵學習加強人臉辨識系統的完備性和辨識率──尤其是針對各種挑戰變因下之完備性（光照變化、不同
解析度、臉部遮擋、不同臉部拍攝角度等）。因辨識演算性能於近期隨著深度學習的突破大幅提升，使用者開
始擔憂有心人士利用這些技術監控及管制人們的生活，著眼於此，陳博士目前則以臉部反欺騙 （face anti-
spoofing） 和隱私注重之動作識別 （privacy-preserving activity recognition） 為新的研究標的，希
望能加強演算法的安全性和隱私性。當前研究的重要目標是要透過視覺智慧技術來促進人類生活，並確保
使用者的隱私資料免於不法份子的竊取和濫用。陳博士自108年4月起於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擔任助研
究員一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