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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00，歡迎同仁踴躍賜稿



當期焦點

　　繼美國、歐盟後，本院院長廖俊智於今

（2020）年3月26日與捷克科學院院長札日曼

洛娃（Eva Zažímalová）透過視訊會議談論新

冠肺炎（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的防疫合作！廖院長表示，此次會議不僅聚焦

於快篩的合作，也討論了其他研究面向，例如

社會學、心理學研究，討論疫情帶來的社會互

動與變遷，以及大眾如何面對這場全球疫情；

此外，亦論及病理學，例如以數學模型觀察及

預測疾病未來發展；或如何透過經濟研究分析

疫情對整體社會發展的影響。

中研院研究能量受矚目
捷克、加拿大共商抗疫策略

　　札日曼洛娃則表示，恭喜臺灣有如此好的

研究成果，未來將與中研院保持密切聯繫，致

力於抗疫研究；並表示希望在未來快篩出產

後，能在捷克實際應用，廖院長亦表示樂見其

成。

　　現場與會人員包括捷克駐臺辦事處代表

Patrick Rumlar、本院研究人員（陳建璋、楊安

綏）、外交部歐洲司；視訊與會人員包括札日

曼洛娃、駐捷克臺北經濟文化代表處柯良叡代

表。



　　此外，加拿大駐臺北貿易辦事處處長芮喬

丹(Jordan Reeves)則於隔（27）日拜會廖院

長。他表示，臺灣的抗疫表現有目共睹，中研

院在快篩研發的突破更令人振奮，希望未來能

保持密切聯繫，共同對抗COVID-19。廖院長

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嚴峻，不只國內分進合

擊，還需國際聯手抗疫，除了快篩之外，此次

會面也談及病理學與流行病學的面向，尋求進

一步合作。

（秘書處）

　　本院已於2月聯合國內學研單位，組成擁

有13個子平臺的 COVID-19 抗疫平臺，希望

透過開放科學精神，促成科學家攜手合作，從

篩檢、藥物、抗體、疫苗等不同面向著手研

發；日前也與美國、歐盟、捷克共商防疫策

略，分享目前的研究成果。



　　亨丁頓氏舞蹈症(Huntington’s Disease)是

一種神經退化疾病，因為突變基因讓亨丁頓蛋

白(mHtt)異常聚集，造成腦部神經持續性退

化。患者發病後手腳不聽使喚，像在跳舞一

樣，末期急速退化，平均存活約15至20年，目

前仍無法完全治癒。

　　本院化學研究所黃人則副研究員與前生物

醫學研究所杜邦憲助研究員組成的研究團隊，

設計出「雙極性胜肽分子」，能夠將一團團聚

集的亨丁頓蛋白分散開來，將此分子透過鼻腔

給藥至罹病小鼠後，小鼠的運動與認知功能失

調明顯得到改善。本研究已於今（2020）年1

月刊登於《先進科學》(Advanced Science)。

雙極性　　分子可辨識變異的「壞蛋白」

使其分散開來

　　黃人則指出，罹患亨丁頓氏舞蹈症的病

人，變異的亨丁頓蛋白帶有過長的聚麩醯胺酸

鏈(polyglutamine)，隨著聚麩醯胺酸鏈的增

加，亨丁頓蛋白容易堆積在腦部，破壞神經

元。研究團隊設計出雙極性胜肽分子，分子的

其中一端可以辨識變異的亨丁頓蛋白並附著上

去，分子的另一端帶正電，可以利用電荷排斥

力，把聚集的變異蛋白分散開來，讓變異的亨

丁頓壞蛋白「被分手」，減少對神經細胞的毒

性及損傷。

　　研究團隊也發現，將雙極性胜肽分子透過

鼻腔給藥至罹病小鼠，可以使小鼠在滾筒跑步

機上維持平衡，運動功能獲得顯著改善，並且

在T型迷宮實驗中，展現較好的認知功能。

讓「壞蛋白」被分手！雙極性　　分子 

抑制亨丁頓氏舞蹈症的新策略

抑制
亨丁頓氏舞蹈症
的新策略

胜肽胜肽



▲雙極性胜肽分子，一端可以辨識變異的亨丁頓蛋白，另一端帶正電，能利用電荷排斥力，阻止變異的亨丁頓蛋白

(mHtt)堆積，改善變異蛋白所造成的運動與認知功能失調。

率先從活細胞追蹤變異蛋白的動態結構變化

　　過去有關亨丁頓氏舞蹈症的研究，不易從

生物體內觀察變異蛋白聚集化的過程，黃人則

表示，本研究另一突破是建立生物光電影像平

臺，透過螢光影像顯微系統，觀測亨丁頓蛋白

在活細胞中聚集與分散的過程。研究團隊在小

鼠神經細胞實驗中，把變異的亨丁頓蛋白標示

上兩種不同的螢光蛋白，此時，若變異的亨丁

頓蛋白互相靠近，將改變螢光蛋白的放光特

性，藉此觀察變異蛋白是否聚集，以及雙極性

胜肽分子的抑制效果。目前已獲得和此研究相

關的臺灣專利，其他國家專利則正申請中。

　　本論文由本院以及科技部支持。第一作者

為本院化學所何瑞玉博士、通訊作者為黃人則

副研究員、何瑞玉博士，及前生醫所杜邦憲助

研究員。研究團隊還包括國衛院生醫工程與奈

米醫學所的陳仁焜副研究員，以及本院細胞與

個體生物學研究所的廖永豐副研究員。

期刊論文連結: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

doi/full/10.1002/advs.201901165

（化學研究所、秘書處）

▲中研院化學所何瑞玉博士(左)、黃人則副研究員(右)



本院人社中心「疫病、恐懼與污名」
線上座談會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政治思想研究專題中心）

講題與講者：

˙我為何此時要談疫病與污名？

　（劉紹華／本院民族所研究員）

˙新冠與集體無意識的陰影

　（王浩威／華人心理治療基金會執行長）

˙Discrimi-Nation：民族主義及其不滿

　（王智明／本院歐美所副研究員）

˙新冠病毒蔓延下的國族主義

　（倪世傑／本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自詡進步的盲點與闇黑

　（朱偉誠／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副教授）

注意事項：

1.本會議全程視訊，線上參與，敬邀與會者相

　會在雲端。

2.需事先報名，報名成功後會收到E-mail通知

　信，信內將會附上線上課程連結，屆時依照

　信件說明操作上網參與座談即可。

線上座談會時間：2020年4月17日（星期五）14:00開始

報名網址：https://www.rchss.sinica.edu.tw/conf/20200417

報名截止：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12:00

主持人：錢永祥（本院人社中心兼任研究員、《思想》季刊主編）、

　　　　陳宜中（本院人社中心研究員）

學術活動



《歐美研究》第50卷第1期已出刊

本期共收錄3篇文章，作者及論文名稱如下：

1.陳人豪，〈鄰里社會壓力與社會連結、居住安排對老人睡眠狀況與變化之影響〉

2.謝心怡，〈約翰．黎里的《嘎樂媞亞》：模因、異性裝扮、模似〉

3.談玉儀，〈《情慾飛舞》踰越情慾〉

欲瀏覽全文，可至本院歐美所官網查閱：https://www.ea.sinica.edu.tw/

（歐美研究所）



《數學傳播》第44卷第1期（173號）
已出版

　　數學研究所編印之《數學傳播》第44卷第1期（173號）業已出版。本期「有朋自遠方來」專

訪 Tommaso Ruggeri 教授，另收錄12篇數學相關文章，標題及作者如下：

（數學研究所）

　　自2018年7月起，《數學傳播》季刊已於

網路平臺開放即期全文，歡迎至數學傳播季刊

網站瀏覽

（http://web.math.sinica.edu.tw/mathmedia/）。

有朋自遠方來─專訪 Tommaso Ruggeri 教授 

劉太平，〈真與美〉

黃武雄，〈大域微分幾何引言──細談整部書的脈絡〉

張鎮華，〈少年吉拉計算面積之旅〉

廖信傑、薛昭雄，〈關於「Fibonacci 與 Padovan 的對話及 F-P 卷積恆等式」 之迴響〉

陳正宗、李家瑋、凃雅瀞，〈莫耳圓與二階張量關係之研究及其 Mathematica 動畫模擬（下）〉

連威翔，〈二元算幾調不等式的幾何證明〉

顧宇成，〈數以載情──古文詩詞意境的一些數學描繪〉

陳建燁，〈遞降階乘多項式」除以 的餘式與OEIS A265165

張進安，〈             的探源與推廣〉

李維昌，〈利用遞迴關係式求 r 為自然數         的公式解〉

張小川，〈一類最小值問題的通法通解〉

聶春笑，〈一種構造雙偶數階幻方的方法──基於楊輝、丟勒與拉馬努金幻方的啟發〉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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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內訂戶新臺幣300元，國外訂戶美金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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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專欄】
宗教與科學的距離
作者：齊偉先副研究員（本院社會學研究所）

宗教科學嗎？

　　在科普園地書寫有關宗教的議題，自然必

須面對幾個問題：宗教在甚麼意義下可以是科

學研究的對象？宗教科學嗎？科學是否能辨識

教義、信仰的真實性與正當性？

　　現代社會的生活，在某些情境下，人們會

面臨宗教科不科學的爭論，甚至偶有透過標籤

化宗教為不科學來貶抑其價值。但在追究宗教

科不科學之前，或許更有意義的是，先思考在

甚麼情境下我們會去爭議宗教是否有科學性。

透過類比於另一個問題，應該有更直接的幫

助：何以我們甚少質疑文學科不科學？文學作

為一種人類的文化創作活動，為何甚少面對科

學的檢驗？這類比或許被認為是一個奇怪的提

問，「因為文學本來就不是科學！也不必要求

它要科學。」那對比於宗教，何以宗教常被質

疑不科學？兩者都是奠基於人類生活中的心智

活動而進一步展現出來的社會形式，所遭受的

社會期許卻不同。何故？

　　一項可能的關鍵差異在於，宗教較容易促

成群體行為及活動，集體儀式活動的群眾性、

集體性是宗教領域中常見的特質。文學雖然也

不乏有促成文學運動、風潮的例子，也有人文

結社的活動，但就群眾運動訴求的直接性來

說，宗教是大於文學的。換言之，它比文學更

易產生公共參與的連結性。因此，宗教本質上

的不科學並不是問題，它本質不必是科學的，

但它內含的群眾動能及易產生公共連結的特

性，才是讓它無法像文學一樣可以免除現代科

學檢驗的關鍵。如果宗教本質上不必是科學

的，那在甚麼意義下它可以成為科學知識的對

象？

漫步科研



宗教如何成為科學對象？

　　民間有太多know-how的在地知識，從科

學的角度，並不一定能解釋，並且其所處理的

事態，也超出現代科學所能處理的範圍，但卻

是常民經年累月實踐的實用知識。其中有許多

是結合宗教元素的成分，而且其實用性也不一

定具普遍性，因此違反一般認知的科學客觀

性。許多特質並非科學知識能明確檢驗的，在

這種狀況下，從有限的科學知識妄斷或不當地

擴大推論，進而試圖定調宗教說法的真偽，其

實並非符合科學精神。

　　宗教容易被放在科學尺度衡量的關鍵，既

然是在於它的群眾動能及產生公共性連結的潛

能，因此對宗教進行科學研究的方式，自然也

應從這個脈絡切入。例如，宗教所產生的社會

效應、社會現象，這些都算是奠基在特殊心智

活動所外顯的社會生活與群體現象。這些外顯

的宗教現象，無疑地可以成為科學觀察的對

象。透過一定方法的觀察及論述，足以生產一

些由宗教所產生的社會效應的科學性知識。而

從另一方面來看，現代社會的變遷，當然也同

樣會影響現代宗教發展的路徑，這中間的關聯

及因果關係，也同樣是社會科學研究可著力的

重點之一。

對現代宗教進行的科學觀察與研究

　　量化指標的研究模式，是掌握宗教現象的

諸多可能性中，最接近自然科學方法邏輯的方

式。以中研院社會所每五年一次，針對全臺所

進行的宗教類別的社會變遷調查為例，從調查

的結果可以得知全國不同宗教信仰的比例差

距，還可以知道這比例差距是否有階級因素。

例如，一般人或許熟知民間信仰應是臺灣人信

仰的大宗，而且可能有刻板印象，認為民間信

仰信徒多是中下階層的人士。但民間信仰信徒

的比例多高、階級差異又多大，光靠刻板印

象，並無法確知，而必須奠基在實際調查的結

果，這些刻板印象才能被確認或調整。

　　依據最近一次2018年變遷調查結果顯示，

國民自認之宗教歸屬的比例，最高者確實是民

間信仰高達49.3%，接著依序是佛教14%、道教

12.4%、基督宗教5.6%（基督教5.5%、天主教

1.3%）、其他類別共4.3%。進一步分析發現，

聲稱自我歸屬為道教者，所奉祀的神明與民間

信仰信徒大致一致（大約僅有5%比例上的差

異，但與宣稱佛教徒的信仰神明，有明確的區

隔），因此在許多立意分析上，可將兩者合併

共同標示為民間信仰／道教（共佔61.7%）。

例如，分析發現，在臺灣各個階層中，歸屬民

間信仰／道教者都超過一半，遠高於其他宗教

類別。雖然在勞工階層（66%）確實較高（具

統計的顯著性），但軍公教及白領階層的民間

信仰信徒比例也分別達56.6%與53.7%，其實不

低。所以雖有階層差異，但實際的比例數量上

看來，差異並不是很大。



宗教現象的科學性探索

　　由於大規模的社會調查，在有限的人力與

經費等可行性考量，調查的面向都有相當的限

制。若我們好奇更多現代社會中宗教的發展路

徑有何變遷，往往需要藉助其他訪查及田野調

查。分析所收集的田野質性資料時，需要配合

一些理論典範及社會科學的質性分析框架。由

此所生產的相關知識，也才能有客觀的溝通基

礎。以下將從幾個不同的角度，簡單描繪從田

野資料的分析，拓展了我們哪些對宗教現代發

展的知識：

（一）宗教個人化與倫理建構：

　　在西方宗教社會學的討論中，發現宗教的

集體性模式已經開始轉變，當個人選擇宗教的

自由度變高時，許多人走出原有的宗教團體

(如教會)，嘗試以自己的方式詮釋、處理自己

的信仰，或成為遊走於不同宗教團體的宗教追

尋者。這種宗教個人化的發展，在臺灣也有類

似的發展，但不是走出教會，而是走出傳統村

落社群信仰。有越來越多到都會區謀職、發展

的人，對原生地方村落的信仰所能產生的認同

及參與正在消退中。 

　　當個人利益與地方社群關係利益越來越脫

鉤時，宗教與倫理的連結也開始鬆動，沒有社

群倫理性的「宗教現象」開始出現，這是宗教

高度個人化後的發展，唯靈驗性為中心所進行

的廟拜，可以說就是一種具低度倫理性的儀式

實踐。

　　但在宗教個人化的發展過程中，個人與宗

教團體間的關係變得脆弱時，個人發展倫理意

識就完全變得不可能嗎？從田野資料發現，行

善、積德、神啟式的教誨等具高度倫理意涵的

說法，仍會被個人依各自的狀況、基於個別的

理由進行不同程度的篩選、修正。所呈現的，

是一種奠基於宗教說法，個別進行高度個人化

之倫理詮釋的發展。這種現象在民間信仰的歸

屬者身上，特別明顯。

　　透過這些數據，還可以進一步立意分析更

多現象，例如有多高比例的非民間信仰／道教

歸屬者，會參與進香活動？是否高於其他宗

教？參與進香活動者的比例差異，是否有地區

性的因素影響等等。這些都屬於量化分析所帶

來的宗教現象知識。



（二）宗教的再社群化：

　　雖然臺灣現代社會中，有宗教個人化的發

展趨勢，但不是說宗教團體逐步在解體消失

中。相反的，同時出現的是另一種意義的再社

群化趨勢。也就是說，過去受傳統地域、血緣

關係的條件限制，信仰社群具高度的地方社會

結構特性。有別於此，目前觀察到的新發展

是：現代宗教的新集體性正茁生。除了一般熟

悉的現代佛教團體組織以及舶來的靈修會員制

團體等現代組織模式外，還出現許多藉助社群

媒體，彼此跨區結社所形成的宗教社群。這類

新的結社模式，不僅是跨越傳統地理、宗族、

職業等與傳統社群利益連結的基礎，其新穎之

處在於新型態的宗教社群，正發展出建立在共

同儀式興趣、相近的救贖觀所產生的結社連

結。這是一種新型態的再社群化。

　　不論是宗教現代化的現代組織模式，還是

新茁生的再社群化模式，其共通處是：成員的

團體參與，從一開始就是自願性的。從一開始

的入會，到接續是否能融入，參與者都維持有

高度的選擇權。因此，在此團體中所建立的倫

理觀，可以說是在自願前提下所接納的。現代

社會中的宗教團體，也因此像是提供倫理論

述、銜接文化圈中行善、積德等倫理性教誨的

重要基礎。宗教與倫理並沒有斷裂，而是以另

一種方式再連結。

（三）宗教與風險：

　　現代社會中，當宗教成為個人自我選擇的

選項時，宗教參與的選擇就有利益、偏好、習

慣等不同因素的考量。但正因為是自我的選

擇，可選擇性也就增加個人對宗教選擇的「風

險」意識，不只是利益的風險意識，還包括

「得救」的風險意識，例如會懷疑是否選錯宗

教團體，或選擇了沒有救贖實效的團體。這種

風險感知，在過去往往因為地方社群、血緣社

群等非可選擇的集體性因素，而自然消瀰於集

體性的社會保障之中。

　　至於一個宗教是否能保障其所承諾的「救

贖」？這個提問，本來就不是一個科學可以或

可能檢證回答的。也正因為如此，從科學的角

度看來，科學也只能從一個宗教在現代社會中

所產生的社會問題及貢獻來判斷，透過社會現

象這個「實效」來判斷一個宗教的好壞。嚴格

來說，其實這只是一種對宗教進行世俗判斷的

角度，無疑地是一種窄化後的判斷。當科學透

過一定的方法及觀察，自認為掌握了宗教的面

貌的同時，宗教可能正處理科學還看不到、還

無法處理的事物，這就是它們之間無法消弭的

距離。



本院110年度新增深耕計畫

(Academia Sinica Investigator Award)
即日起至 109年6月1日受理推薦

依「中央研究院深耕計畫作業要點」辦理。110年度新增深耕計畫自110年1月1日起執行。

本案採推薦制。凡本院專任長聘副研究員、研究員、特聘研究員，在專業學術領域已具有顯

著獨立研究成果者，經推薦始得受理。但各研究所、中心現任所長及主任不得被推薦。

推薦單位請依「深耕計畫推薦案送件說明」備齊相關資料，於6月1日前函送推薦案所需電子

檔（PDF格式）及紙本資料（1式3份）至院本部。

數理科學組及生命科學組推薦案相關資料請以英文撰寫；人文及社會科學組請以該專業領域

國際學者專家熟悉之語文撰寫。

檢附深耕計畫中、英文作業要點（附件1）、110年度深耕計畫推薦案送件中英文說明（附件

2）各1份，相關資料可至本院網頁（https://daais.sinica.edu.tw/posts/30905/）「計畫與申

請」下載。

本計畫執行期間，每年應提交進度摘要報告，第4年年中需提交與計畫相關論文初稿或已發表

的抽印本（manuscript/re-print），評閱結果將作為第5年經費核給之重要依據。計畫執行期

滿則需提送執行成果報告，評閱結果將作為日後申請院方計畫審查之參考。

聯絡人：徐小姐，(02)2789-9351，cphsu@gate.sinica.edu.tw

（學術及儀器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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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昇瑋先生奉核定為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聘期自2020年4月1日起至2021年7月31

日止。

陳垣崇院士奉核定為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通信研究員，聘期自2020年7月12日起至2023年7月31

日止。

林千翔先生奉核定為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助研究員，聘期自2020年4月15日起至2025年7月31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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