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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線蠟吸附動力學影像數位技術 6 分鐘揪出
癌症

本中心在科技部指導下，配合政府「深化生技醫療

產業與精準醫療」的政策，開發了獨步全球的「紅外線蠟

吸附動力學影像數位技術」(Infrared Wax Physisorption 
Kinetics, iR-WPK)，只要 6 - 15分鐘，就可以從病理組織
切片及細胞樣品上變異的醣衣辨識癌細胞，此法可檢測結

腸癌、乳癌、胃癌、口腔癌、卵巢癌、子宮頸癌、前列腺癌、

皮膚癌、神經內分泌瘤及神經膠質母細胞瘤，多達 10種
癌症，甚至是良性到惡性之間的過渡階段—癌前病變，皆

可一覽無遺。目前此技術已獲得台灣、日本、美國及歐盟

等多國專利，同時專利也非專屬授權及技轉給台灣廠商。

iR-WPK技術目前已進入臨床驗證階段，包含高雄醫學大
學附屬中和醫院、新竹馬偕紀念醫院、成功大學醫學院、

台南奇美醫院、及林口長庚紀念醫院等，皆與本中心合作

進行癌症篩檢的臨床驗證。透過「精準醫療」策略，偵測

疾病風險，並進行疾病預防、健康促進與早期治療，是台

灣打造接軌全球生物及醫療科技產業的重要關鍵。

▍台灣光子源揭開高強度纖維的關鍵微結構面紗 ▍

本中心致力建構頂尖的科研平台，亦積極推動科研成

果與台灣產業的深度鏈結，因此與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

司攜手合作，開發新型高強度纖維，以取代傳統質量重的

金屬材料，未來將可廣泛應用於輪胎、車體、輕航器、大

型機具吊掛繩索和海底電纜繩等，可望成為民生與戰備產

業最具潛力的新材料。透過台灣光子源高亮度 X光的特性
作為一雙銳利的眼睛，本中心特別為業界量身客製設計一

「微型紡絲機」於生物結構小角度 X光散射實驗站 (光束
線編號 TPS 13A)，以模擬實際製程狀況，並即時監控從
纖維成形到每一段加工過程中微結構的動態變化，其包含

高分子鏈的順向度、結晶度、晶區排列等重要微結構資訊。

可直接協助產業界發現關鍵問題，進而調控紡絲最佳化的

製程參數，以優化纖維性能的各項指標，並大幅縮短產品

的開發時程，並且強化其製程穩定性。

紅外線蠟吸附動力學影像數位技術團隊合影 (左起為本中心黃姵瑜
小姐、奇美醫院蔣維凡醫師、高雄醫學大學余幸司教授、本中心
羅國輝主任與李耀昌博士、長庚醫院余美靜醫師、本中心郭晉維先生)

高強度纖維研發團隊與本中心主管合影 (左起為陳俊榮副主任、
周哲民博士、羅國輝主任、莊偉綜博士 )

▍2021 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

本中心為促進用戶間的交流，建立用戶與中心的溝通

管道、提供用戶參與中心運作的平台，特設立用戶執行委

員會。2021年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20年的副主席
鄭惠春教授 (清華大學 )接任，委員會委員還有吳恆良博
士 *(臺灣大學 )、楊展其教授 *(成功大學 )、劉雨庭教授
*(中興大學 )、秦伊瑩教授 (中山大學 )、陳瀚儀教授 (清
華大學 )、林彥谷博士 *(本中心 )和當然委員鄭有舜博士
(本中心 )，以及學生委員黃子曦同學 *(中央大學 )和張馨方
同學 (臺灣大學 )。(註：*為新任委員 )

▍2021 年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

本中心為促進中子用戶間的交流，建立中子用戶、台

灣中子科學學會與本中心的溝通管道，並提供用戶參與中

心運作之平台，特設立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2020 - 2021
年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2月 16日召開，2021年中
子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20年的副主席陳信龍教授 (清
華大學 )接任，另由委員自新任委員中選出朱哲毅教授
*(中興大學 )為副主席。除了正副主席外，2021年中子用
戶執行委員會委員還有陳威廷博士 *(臺灣大學 )、周雄教
授 (中山大學 )和林克偉教授 (中興大學 )，當然委員則有
楊小青教授 *(輔仁大學 )、鄭有舜博士 (本中心 )和陳錦明
博士 (本中心 )，以及學生委員黃紹筑同學 (清華大學 )。
(註：*為新任委員 )

▍第二十六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 ▍

「第二十六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已於 11月 10 - 12
日順利舉行，今年用戶年會由主席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

學系陳燦耀副系主任及本中心劉振霖博士負責籌辦規劃。

除了用戶年會外，年會期間舉辦三個研討會，主題分別為

台灣光子源第三期光束線設計建造、X光技術幫助電池產
業發展與突破及軟 X光斷層掃描顯微術在生物醫學上的應
用。今年的研究群討論會新增微米單晶領域，並首次安排

「台科大 -國輻中心雙邊參訪座談會」，討論相當熱絡。
為促進壁報發表人員學術交流，今年首度設立壁報人氣

獎，並於大會晚宴中頒獎表揚。本屆年會總計邀請 75位
學者專家進行演講，全體與會者共 472人。(詳情請見「專
文」報導 )

第二十六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會議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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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用戶莊程豪教授與同仁詹丁山博士和
盧英睿博士共同參與的國際合作研究成果榮登
全球頂尖期刊 Science

本中心用戶淡江大學物理系莊程豪教授的研究團隊，

與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微尺度國家研究中心季恆星教授、美

國加州洛杉磯分校生物化學系段鑲鋒教授、本中心詹丁山

博士和盧英睿博士，以及 201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John 
B. Goodenough教授共同合作，組成跨國研究聯盟，鎖
定未來具潛力鋰電池材料，使用台灣光源臨場 X光吸收光
譜 (operando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技術 (實驗
站編號 BL16A1)，協助進行首度發現「鋰電池中新穎黑磷
混合負極材料」關鍵結構鑑定。該材料只需少於兩分鐘的

超短充電時間，即可擁有超長移動距離 (560公里 )的儲電
容量，超越了傳統油車快速加油和長距離路程的優勢，該

跨國合作成果實為電池領域的極大突破。此研究成果於今

年 10月 9日榮登於全球頂尖學術期刊《科學》(Science 
370, 192 (2020))。

本中心陳錦明博士跨國合作研究成果榮登
《美國化學學會期刊》封面

本中心陳錦明博士參與跨國合作研究，探討在壓力的

誘導下新型鈣鈦礦物質 -鉛鈷氧化合物 (PbCoO3)的物理
性變化，此研究成果榮登《美國化學學會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 第 142 卷第 12 期之
封面。電子自旋態轉變和金屬間電荷轉移，能從本質上

改變材料的結構和物理特性，但是這兩種影響很少在特

定材料中依序發生。陳博士的研究團隊使用中心位於日

本 SPring-8的 SP12U1台灣專屬光束線進行非彈性 X光
散射實驗，發現一新型鈣鈦礦物質 -鉛鈷氧化合物在高壓
下可同時呈現這兩種奇特現象。此鉛鈷氧化合物具有獨特

的 A、B位子的有序電荷分佈，且在常壓環境條件下呈現
絕緣行為。在高壓約 15 
GPa下，Co2+的高自旋態

逐漸變為低自旋態，並伴

隨壓力電阻值反常增加。

在 15 至 30 GPa 壓力之
間，Pb4+ 和 Co2+ 陽 離 子

之間發生金屬間電荷轉

移。此電荷轉移效應並引

發絕緣體轉變為導體，與

一階結構相變。而再進一

步壓縮到超過 22 GPa時，
電荷轉移完成，再次引起

結構相變並重新回到電絕

緣行為。此高壓技術應用

於材料的研究獲選為該期

期刊的封面，彰顯此研究

成果的重要性。

▍2020 年中心合作備忘錄簽署概況 ▍

2020年本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光源設施新
簽訂合作交流情形如下：

1. 與 日 本 RIKEN SPring-8、 韓 國 浦 項 科 技 大 學
(POSTTECH)、韓國浦項光源 (PAL)、新加坡同步輻射
光源 (SSLS)及中研院物理所共同簽署「神經突觸研究
合作備忘錄」，結合各設施研究能量，期能解開一個人

腦及數百隻老鼠的腦結構。

2. 與屏東科技大學運用雙方研發能量以促進學術合作、人
才培育、技術交流、產學合作等。

3. 與日本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簽訂合作備忘錄，
作為雙方合作之基礎。

4. 與波蘭光源 (Polish Accelerator, Solaris)結合雙方專長
以達成科學研究之目標，共同發展專業知識與提升設施

之有效使用，增進雙方整體合作與支援，聯合推動雙方

合作計畫。

5. 與日本東北大學 (Tohoku University)、美國國家加速器
實驗室 (SLAC)、美國先進光子源 (APS)、美國先進光
源 (ALS)、美國國家同步輻射光源二期 (NSLS-II)、美
國康乃爾同步輻射光源 (CHESS)、澳洲光源 (AS)、日
本 RIKEN SPring-8、韓國浦項光源 (PAL)、歐洲同步
輻射光源 (ESRF)、德國電子加速器 (DESY)、英國鑽
石光源 (DLS)及西班牙同步輻射光源 (ALBA)，為對抗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共同合作，並結合產學努力，支持相

關研究活動，以找出解決方法。

6. 與澳洲光源 (AS)合作協議書到期後，因該光源現今隸
屬 Australia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sation (ANSTO)，雙方同意重簽 NSRRC-
ANSTO新約，擴大合作關係。

▍會議訊息 ▍

¾ 2020 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中子散射研習營

2020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和中子散射會議於
2020年 10月 15 - 17日舉行，由學會主席中興大學化學
工程系林克偉教授負責主辦，本中心為協辦單位之一。此

屆會議討論重點為中子散射科學的發展，包括小角散射、

中子繞射、能量材料和磁性材料等。與會學者除了交流討

論中子技術的最新發展狀況，並交換中子研究資源與拓展

合作關係，本中心駐澳同仁王進威博士和矢野真一郎博士

分別就中子繞射和非彈性散射研究進行線上報告。會中並

進行台灣中子科學學會第七屆理事長和理監事選舉，結果

由中原大學物理學系楊仲準教授和輔仁大學化學系楊小青

教授分別當選下屆正副理事長，參與人員收穫豐碩，大會

圓滿達成。

本中心陳錦明博士使用高壓進行
新型鈣鈦礦物質 - 鉛鈷氧化合物
研究榮登 JACS期刊封面 (J. Am. 
Chem. Soc. 142, 5731 (2020))

2020 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和中子散射會議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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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本中心於今年材料年會中舉辦 TPS 第二期實驗設施

與技術說明會

本中心應中國材料科學學會邀請於 11月 6 - 7日的
「109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中，舉辦「同步輻射與
材料論壇：介紹台灣光子源於材料科學研究上之應用」。

此次論壇由本中心科學研究組林彥谷博士主辦，邀請外

部優秀講者、用戶進行相當多元的研究成果分享，以及本

中心 TPS 09A、13A、19A和 27A光束線的團隊針對同
步輻射技術的基本原理及實際科研應用範例進行解說，現

場超過 60名專家學者與會，反應熱烈。此論壇期許能將
TPS第二期實驗設施的各種先進分析技術推廣給國內優秀
的產官學界，協助其研究能量能更加提升，成為台灣打造

科技產業鏈的重要關鍵。

▍課程訊息 ▍

 ¾ 軟 X 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訓練課程

由於軟 X光對細胞具有高穿透力，因此生物細胞可
利用軟 X光斷層掃描顯微術在無染色與切薄片的情況下，
快速的量測原生細胞內部胞器精細的三維結構影像。此技

術亦結合螢光顯微術，觀察生物細胞內在同一位置的結構

與功能關聯性。此技術可開拓生物醫學新領域，並促進藥

物研發、疾病機制探討、醫學研發等相關研究。而該生物

影像須輔以影像後續分析技巧以得出三維影像，因此本中

心於 11月 11日舉
辦軟 X光生醫斷層
掃描顯微術訓練課

程，協助軟 X光生
醫斷層掃描顯微術

光束線的用戶熟悉

影像分析技巧。

▍活動訊息 ▍

 ¾ TPS 13A 生物結構小角度散射光束線正式啟用儀式

台灣光子源生物結構小角度 X光散射實驗設施 (TPS 
13A)在中央研究院與本中心經歷 5年跨機構的合資、共
同籌畫、設計、與建造下，於 11月 18日舉行正式啟用儀
式，當天由羅國輝主任及陳俊榮副主任致歡迎詞，並邀請

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所所長 Todd Lowary博士和蔡明道院
士、何孟樵博士、應用科學研究中心所長果尚志主任及本

中心特聘研究員黃迪靖博士等貴賓剪綵致詞，並由第一位

用戶何博士啟動出光。此實驗設施整合線上樣品純化系統

及光學分析儀器，可提供國內外用戶進行複合式生物巨分

子水溶液的靜態與動態結構量測，以及生物從原子到微米

的跨尺度層級結構與仿生 -醫材結構等研究。

 ¾ 科學好好玩 台灣光子源 OPEN HOUSE

本中心一年一度的「科學好好玩」台灣光子源 OPEN 
HOUSE活動，於 10月 31日萬聖節當天熱鬧登場，現場
除了萬聖節變裝派對，還有趣味闖關遊戲、VR體驗、阿
卡電影院等活動，吸引了約 900位民眾來參加這場科學嘉
年華！此外，李宏銘科技新知文教基金會與清華大學兆赫

光電中心，也一同共襄盛舉，讓小朋友化身閃電俠，操作

電漿球與起電機等教具，並藉由一系列的 DIY探索活動，
寓教於樂。本中心不僅專注於尖端科學研究，同時也舉辦

各式科普活動，努力拉

近科學與大朋友、小朋

友之間的距離，翻轉民

眾的科學學習經驗，與

科學一起同樂，並透過

活動讓科學向下扎根，

為台灣培育更多小小科

學家。

▍109 年度榮退同仁 ▍

109年度中心榮退同仁如下，感謝同仁們在中心服務
期間對中心的貢獻，也祝福大家退休後的生活健康、平安！  

退休人員
服務

年資
特殊貢獻

光束線小組 

陳慶曰
副研究員

34

陳慶曰副研究員是本中心少數紅外

光光束線專家之一，協助完成精簡光束

線光路設計及實驗站光路調整，使紅外

顯微術實驗站正常運作。其在許多領域

如紅外線蠟吸附動力學 (iR-WPK)用於早
期癌症檢測、紅外顯微術鑑定晚侏儸紀

時期祿豐龍胚胎化石有機殘留物等，有

突破性研究且獲得世界矚目。

高頻小組 

張隆海
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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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隆海副研究員為台灣光源第一代

高頻系統建造的重要執行者之一，及儲

存環常溫共振腔升級為超導共振腔的重

要參與者之一。在台灣光子源中，負責

300 kW高頻發射機及 Petra Cavity模組
建造等計畫，同時也參與 TLS及 TPS的
常規運轉維護，其在系統建造與運轉皆

貢獻良多。

高亮度

注射器小組 

黃景一
助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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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景一助工程師是本中心少數脈衝

高電壓系統專家之一，在 TLS建造時期，
曾參與完成 TLS增能環直線加速器系統
的建置及運轉工作，爾後對加速器系統

之脈衝高功率微波系統穩定運轉及發展

有重要貢獻。此外，針對原有 TLS調速
管調製器進行小型化設計，並應用於光

陰極注射器系統上，協助在低束散度電

子源及同調兆赫茲光源研發上取得關鍵

性突破。

事務室 

徐庭豐
管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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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事務室的老夥伴徐庭豐同仁，

感謝您為第一代招待所房務及清潔，默

默認真工作的努力與付出，再感謝您為

中心門禁出入安全把關，數十年過去了，

貢獻青春歲月於中心，願您退休路，一

帆風順，生活更美麗。

軟 X 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訓練課程概況

參與 TPS 13A 生物結構小角度散射光束線啟用儀式貴賓合影

台灣光子源 OPEN HOUSE 探索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