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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衛生研究院蒞臨參訪

監察院教文委員會與科技部主管蒞臨巡察

本中心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署雙方合作備忘錄（圖左為本中心果尚
志主任，圖右為國衛院梁賡義院長。）

監察院教文委員會與科技部主管、本中心主管合影

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和司徒惠康副院長等一行人

於 4月 9日前來中心參訪，討論未來生醫領域的合作方向，
並簽署雙方的合作備忘錄。

監察院教文委員會與科技部陳良基部長等主管於 4月
20日來訪巡察，當日由本中心果尚志主任簡介後，隨即到
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參觀，向監察院委員們和科技部主管

們報告我國同步輻射實驗設施的最新進展與概況。於中心

導覽結束後，監察院委員們和科技部主管們一行人前往新

竹科學園區管理局進行綜合座談，會中監委建議台灣光子

源是座很重要的大型共用研究設施，除了與地利之便的清

華大學、交通大學有學研合作外，未來也應規劃加強與其

他大學之合作。

近況報導

由本中心實驗設施組李耀昌副研究員帶領的國際研

究團隊，歷經兩年研究，在 1.95億年前雲南祿豐龍肋骨
化石的微血管通道中，發現全球最老保存完整的膠原蛋白

及赤鐵礦微粒聚晶 (Hematite Microcrystals)。傑出的研
究成果被「發現雜誌 (Discover)」選為「2017年全球百
大發現」的第 12名，同時也是近年來台灣學者主導的成
果 (第一作者單位 )，首度登上「發現雜誌」全球百大發
現的研究。此研究有別於過去科學家將恐龍骨頭溶解後再

萃取出膠原蛋白，首度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以非破壞檢測

方式，在厚度約 30微米 (相當於頭髮直徑的 3分之 1)的
化石試片進行二維空間掃描，證實在祿豐龍肋骨化石的

微血管通道中發現第一型膠原蛋白，而第一型膠原蛋白

正是血管壁的主要成份。這個研究首度發現祿豐龍的膠

原蛋白被赤鐵礦微粒聚晶組成的「赤鐵黏結層 (Hematite 
Cementation)」緊密包覆著，主要成份為血紅素及其他
含鐵蛋白分解後的產物，其中鐵離子扮演抗氧化劑的角

色，可大幅降低膠原蛋白被分解的機率。詳情請參考網頁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18/janfeb/12-protein-in-
dinosaur-rib-is-195-million-years-old。

本中心恐龍研究登上全球百大發現第 12名

近況報導

在祿豐龍肋骨化石的微血管通道中發現第一型膠原蛋白

本中心發現癌細胞誘發機制

本中心科學研究組陳俊榮教授、陳俐穎博士生研究

助理以及中山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戴明泓教授等人，耗

時近五年首度解析出「肝癌衍生生長因子」(Hepatoma-
Derived Growth Factor, HDGF)結合基因的三維結構，成
為全球第一個從結構生物學角度，發現肝癌衍生生長因

子誘發癌症機制的研究團隊，研究成果刊登於 1月國際
期刊「科學報導 (Scientific Reports 8, 287 (2018))」，標
題 為「Domain Swapping and SMYD1 Interactions with 
the PWWP Domain of Human Hepatomaderived Growth 
Factor」。肝癌衍生生長因子是一種不好的蛋白質，起初
是在人類肝癌細胞中被發現，它能與基因結合並啟動基因

調控的功能，讓正常細胞轉變成癌細胞。研究顯示它與十

大癌症的誘發有密切關聯，包含了非小細胞肺癌、肝癌、

乳癌、口腔癌、前列腺癌、胃癌、胰臟癌、食道癌以及卵

巢癌等。此研究利用台灣光子源首度解出人類肝癌衍生生

長因子的基因結合反應區，解析度達 0.28奈米，相當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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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用戶成功研發出高效能產氧反應催化
劑，並解出其反應為幾何位點侷限活化效應

台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與本中心實驗設施組詹丁山

博士共同合作，成功開發出具有高產氧活性之氧化鈷鐵電催

化劑，發現此材料之催化反應為幾何位點侷限活化效應。此

研究結合一系列電化學分析技術，配合臨場 (in-situ) X光吸
收光譜實驗，探討雙金屬之催化劑中個別離子之功能，發現

其中鐵離子實際為幾何位點侷限作用，促使鈷離子在反應中

持續被活化，而產生高催化產氧效能。此研究成果發表在國

際頂尖期刊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並獲選為當期封面 
(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8, 1701686 (2018))。

獲獎訊息

第十六屆有庠科技獎和第十四屆有庠元智講座經評審委

員會及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董事會通過，本中心用戶有多

人獲獎，包括成功大學口腔醫學所謝達斌特聘教授榮獲「有

庠科技講座 (奈米科技類 )」、本中心實驗設施組鄭有舜研究
員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奈米科技類 )」、交通大學環工所
董瑞安講座教授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綠色科技類 )」和
交通大學材料學系陳智特聘教授榮獲「有庠科技發明獎 (奈
米科技類 )」，以及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系林錕松
教授榮獲「第十四屆有庠元智講座」，他們在眾多申請者中

脫穎而出，不僅表揚其在新興科技領域的傑出貢獻，同時

也是對其學術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詳情請參閱網址 http://
yzhsu.feg.com.tw/tw/news/details.aspx?id=139。

本中心用戶榮獲有庠科技獎 

美國 SLAC國家加速器實驗室暨本中心講座趙午院士
於加速器物理領域的傑出貢獻，在 2018年國際加速器大
會 (IPAC 2018)上榮獲由美國物理學會 (American Physical 
Society, APS)所頒發的粒子加速器物理 Robert R. Wilson成
就獎，趙院士以其在加速器物理領域之專長，長期投入加速

器物理之束流間的各種效應、非線性動力學和集體不穩定性

等研究，並積極推廣、教育和激勵下一代加速器物理學家，

且在加速器物理領域提供未來發展契機和跨領域的貢獻，再

次獲得 Robert R. Wilson成就獎的肯定。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s://www.aps.org/programs/honors/prizes/wilson.cfm。

本中心講座趙午院士於加速器物理領域的傑出貢
獻獲頒 Robert R. Wilson成就獎



科技部為獎勵研究成果傑出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學術

或產學研究，每年舉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期能提升我國學

術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位，並強化我國產業技術研究成效

及提升產業技術研發能力。106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
人名單已經公佈，本中心共有 7位用戶榮獲此殊榮，包括交
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朱英豪教授 (學門專長為物理 )、
國家衛生研究院生醫工程與奈米醫學研究所林淑宜教授 (學
門專長為化學 )、台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徐善
慧教授 (學門專長為醫學工程 )、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學
系郭紹偉教授 (學門專長為高分子 )、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陳智教授 (學門專長為材料工程 )、中央研究院農業生
物科技研究中心葉國楨教授 (學門專長為基礎生物 )和台灣
大學化學系劉如熹教授 (學門專長為化學 )，其在各領域之研
究實力與學術成果再次受到肯定。

本中心用戶榮獲 106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肝癌衍生生長因子誘發癌症的機制

本中心發現新型綠色螢光蛋白

本中心科學研究組陳俊榮研究員、黃彥杰研究助理，與

菲律賓大學 Diliman分校合作，利用台灣光源與台灣光子源
的蛋白質結晶學實驗設施，解析出菲律賓吉馬拉斯 Taklong
島特有種軟珊瑚 (Alcyonium sp.)中「新型綠色螢光蛋白
asFP504」的三維結構和功能特徵，研究成果刊登於 3月
「菲律賓科學期刊 (Philippine Journal of Science 147, 65 
(2018))」，並獲選為期刊封面，為中心南向政策的代表性研
究成果之一。螢光蛋白對於生物科技的應用非常廣泛，例如

蛋白質標籤、報告基因、選擇標記、融合標籤和生物感測器

等，過去研究所發現的綠色螢光蛋白多為單體或二元體，此

研究首度發現以多聚體分子 (三組二元體 )形式存在的新綠
色螢光蛋白質，並以生物物理方法確定蛋白質多聚體狀態與

其特殊的激發和發射光譜、熱穩定性和酸鹼耐受性有關。由

於此新型螢光蛋白具有高亮度和高穩定等特性，可望發展成

高商業應用價值的螢光蛋白質，進一步擴大生物科技的應用

範圍。

頭髮直徑的三十萬分之一，並發現此區會與基因結合且交換

訊息，進而刺激細胞增生。根據這些訊息，未來將可望研發

專一性藥物，從源頭阻止基因調控以直接抑制癌細胞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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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國際 X光光學及量測學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於活動中心前

第十三屆同步輻射國際會議與會人員來訪參觀台灣光子源 

會議訊息

第十三屆同步輻射國際會議 (The 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nchrotron Radiation Instrumentation, SRI 
2018)於 6月 10 - 15日在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由本中
心主辦。會中聚焦在「加速器建造技術」、「光束線實驗站

儀器」和「光科學研究」等相關議題，並於第四天 (6月14日 )
特別安排與會人員前來本中心，參觀台灣光子源的加速器與

實驗設施，讓各國專家學者能更深入了解我國加速器之最新

發展。SRI會議每三年舉辦一次，由歐洲、美洲及亞太地區
輪流舉辦，是全世界最重要且規模最大的加速器和自由電子

雷射領域之國際會議，今年首度在台灣舉辦。會議詳細資訊

請參閱網址：http://sri2018.nsrrc.org.tw。

第十三屆同步輻射國際會議

高功率高頻系統研討會是全球高功率高頻系統的重要

國際會議，每兩年舉辦一次。第十屆高功率高頻系統研討

會 (10th Continuous Wave and High Average Power RF 
Workshop, CWRF 2018)於 6月 25 - 29日在新竹舉行，由
本中心主辦，為此會議首次在亞太地區舉辦，共有 72人報
名。藉此會議的召開，讓所有與會者可以交流分享各種高功

率微波元件及高頻系統之操作經驗與最新進展，會議期間並

安排與會者前來中心參觀台灣光子源與高頻實驗室。會議詳

細資訊請參閱網址：http://www.nsrrc.org.tw/cwrf2018/。

第十屆高功率高頻系統研討會
第六屆國際 X光光學及量測學研討會 (6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X-ray Optics and Metrology, IWXM 2018) 於
6月 6 - 9日在本中心舉行，該會議為第十三屆同步輻射國際
會議 (SRI 2018)的衛星會議。藉由該會議之舉辦，與會者能
於會中交流 X光光學和鏡像光學的最新進展與科學研究，以
及 X光光學和光學系統的新觀念、設備和產品之介紹，此次
會議共有近 100人報名。會議詳細資訊請參閱網址：http://
iwxm2018.nsrrc.org.tw/。

第六屆國際 X光光學及量測學研討會

台 灣 光 子 源 TPS 21A  X 光 奈 米 繞 射 (X-ray 
Nanodiffraction, XND)光束線暨實驗站於 5月 28 - 31日
在本中心舉行用戶教育訓練研討會，名稱為「Workshop 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X-ray Nanodiffraction」。
會中邀請美國 ALS光源 Dr. Nobumichi Tamura講述軟體
分析技術與介紹新一代分析軟體「XRD sol」，同時本中心
XND團隊安排用戶攜帶樣品進行線上量測，相關實驗數據亦
於軟體分析課程中使用，此軟體分析能力對 X光奈米繞射實
驗站的用戶至關重要。

2018 X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及分析研討會

為延續台德雙邊 20年來在同步輻射領域的合作經驗，
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 (Max Planck Institute,MPI)自去 (106)
年在新竹設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 (Center for Complex Phase 
Materials)，擴大並加深與本中心、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之
間的研究合作及人才交流，結合台灣在地一流大學的加乘優

勢，讓台德雙邊皆可透過此中心的運作，更加拓廣兩國之間

的科研合作網絡，並挹注台灣未來科技發展之新動能。今年

由本中心與德國 MPI、韓國 POSTECH、清華大學、交通大
學聯合於 5月 3、4日舉辦研討會，邀請 13位德國學者、10
位韓國學者、23位台灣學者擔任講員，學者們共同與會交流
分享設施與研究之最新進展，這是一個設施與研究機構、大

學交流合作的最佳典範。

本中心與德國 MPI、韓國 POSTECH、清華大學
及交通大學之聯合會議



第十屆高功率高頻系統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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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暑期課程

第六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 日期 /地點：7月2日至8月3日在本中心舉行。
 ◆ 目標：提供學生以先進光源進行科學研究的機

會，內容包括X光材料結構分析、X光能譜學、
同步輻射顯微術、分子科學、結構生物學、以

及加速器科技等課程與實驗。
 ◆ 對象：暑假後升大三或大四的學生。
 ◆ 相關網頁：http://lssp.nsrrc.org.tw/eSummer/。

第十屆全球華人物理和天文學會加速器
學校 (OCPA 2018)

 ◆ 日期 /地點：7月 23日至 8月 1日在高雄澄
清湖舉行。

 ◆ 目標：培養更多華人青年學子從事加速器物理

和技術的研究，並為其提供深入接觸和瞭解這

一蓬勃發展領域的機會，化學習加速器物理和

技術的興趣，以提高青年學子在加速器領域的

總體學術水平。
 ◆ 相關網頁：https://indico.nsrrc.org.tw/event/2/。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 日期 /地點：7月 31日至 8月 13日在本中心
舉行。

 ◆ 目標：介紹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及相關研究

領域，加強理工背景之學生對「同步加速器

光源應用」的認識。
 ◆ 對象：以研究生及大學部高年級優先錄取。
 ◆ 相關網頁：http://portal.nsrrc.org.tw/uao/

School/introduction.php。

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 日期 /地點：兩梯次分別於 8月 13 - 16日和
8月 27 - 31日在本中心舉行。

 ◆ 目標：在短短一周的訓練課程中，將完整介

紹蛋白質結晶學相關原理及實驗技術，學員

必須親自培養晶體、收集及處理單晶繞射數

據、並利用 MAD/SAD/MR方法解析出蛋白
質的三度空間分子結構，以幫助實驗室新進

人員迅速獲得使用蛋白質結晶學的基本知識

及操作技巧，進而促進實驗計畫之研究進度。
 ◆ 對象：限現有用戶群不熟悉此實驗技術的新

進博碩士生、博士後研究及研究助理參加。
 ◆ 相 關 網 頁：http://bionsrrc.nsrrc.org.tw/

training/Default.aspx?num=283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 日期 /地點：8月 20、21日在本中心舉行。
 ◆ 目標：提升 X光吸收光譜用戶之實驗操作觀
念與數據分析技巧。

 ◆ 對象：以本中心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的用戶
為主。

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訓練課程

 ◆ 日期 /地點：8月 22日在本中心舉行。
 ◆ 目標：使用戶熟悉並適應快速掃描 X光吸收
光譜實驗技術與數據分析處理。

 ◆ 對象：以本中心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的用戶
為主。

高解析度 X光粉末繞射訓練課

 ◆ 日期 /地點：8月 6日在本中心舉行。
 ◆ 目標：培訓高解析度粉末繞射數據之 Rietveld
結構精算分析技巧。

 ◆ 對象：具有 TPS 09A或 TLS BL01C2數據且
有意願進行 Rietveld refinement之粉末繞射用
戶為主。

第九屆 X光暑期學校

 ◆ 日期 /地點：8月28 - 31日在南投日月潭舉行。
 ◆ 目標：協助年輕後進認識同步加速器光束線

設施與實驗技術，為台灣培養新一代研究新

血。
 ◆ 對象：大專院校研究生及相關研究人員。
 ◆ 相關網頁：https://csku27.wixsite.com/

x-ray-summer-schoo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