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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核心設施為一服務導向的國家級研究設施，設置目標為提供世界級的高效能同步輻射
蛋白質結晶學設施，供台灣生醫相關學研界使用，以提升其研究成果的質與量，加強其國際
影響力與競爭力。本設施包括兩座多波長異常色散 (Multi-wavelength Anomalous Dispersion,
MAD) 光束線 BL13B1 及 BL15A1，主要供解析新的蛋白質結構用，以及一座單色光
(Monochromatic, Mono) 光束線 BL13C1，主要供快速晶體篩選用。不論是基礎研究的學術界
或是商業應用的產業界人士皆歡迎使用，使用者可填寫使用申請計畫書，經由同儕審查機制
取得使用本設施的時段。過去一年的成果分項簡述如下：
(一)用戶服務：
至 104/6/30 止，累計用戶群成長到 110 群，包含 69 個台灣用戶群，17 個新加坡用
戶群，10 個日本用戶群，7 個泰國用戶群，4 個香港用戶群， 2 個大陸用戶群及 1
個韓國用戶群。103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103/5/1~104/6/30)用戶群共進行了 425 次實
驗，現場訓練 1,860 人次，服務案件達到 1,890 件，使用時間共 15,120 小時，服務
使用率佔核心可用時間的 81.6%以上。
(二)用戶成果：
103 年到 104/6/30 止，本核心設施用戶群共產出 102 篇 SCI 論文(平均<IF> = 4.454)，
其中 36 篇為高影響力(IF > 4.8, Top 15%)論文，包括一篇 Nat. Struct. Mol. Biol.期刊論
文，一篇 Cell Res.期刊論文，二篇 J. Am. Chem. Soc.期刊論文，一篇 Nat Commun.期刊
論文，二篇 Angew. Chem. Int. Edit.期刊論文，三篇 P. Natl. Acad. Sci. USA 期刊論文，
一篇 PLoS Biol.期刊論文，六篇 Nucleic Acids Res.期刊論文，一篇 PLoS Pathog 期刊論
文，一篇 Chem. Commun. 期刊論文，一篇 Hum. Mol. Genet. 期刊論文，一篇 Oncotarget
期刊論文，一篇 Sci. Signal. 期刊論文，一篇 Structure 期刊論文，六篇 Sci. Rep. 期刊
論文，四篇 J. Med. Chem.期刊論文，一篇 BBA-Bioenergetics 期刊論文，一篇 Mol Oncol
期刊論文，一篇 ACS Chem Biol.期刊論文，另有 35 篇會議摘要/論文，30 篇學位畢業
論文，發表成果共計 167 篇，解析出的新蛋白質結構共有 138 個。
(三)用戶訓練與支援：
沒有訓練有素的人員從旁支援，最好的軟硬體將無法發揮至極致，這是無庸置疑的。
組織並訓練一個強而有力的使用者支援團隊，是使本設施發揮最高效能的重要手段
之一。這些支援人員提供每一光束線一週六天 (週一停機維修)一天 12 小時 (週末 8
小時)的光束線現場支援，協助使用者快速地收集數據。若使用者為新用戶，支援人
員會在使用前另外提供 4 小時的講解與示範指導。若使用者無法自己進行實驗，在
取得雙 方同 意下 ，支 援人員 可提 供代 收數 據的服 務。 103 年 度 計畫執 行期間
(103/5/01~104/6/30)，現場受訓人次達 1,860 人次，進行了 425 次實驗。
(四)設施推廣：
為協助各用戶群新進人員在短期內能迅速獲得使用蛋白質結晶學的基本知識及技
巧，以促進其研究進度及品質，本設施定期為現有用戶群舉辦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
程。103 年度計畫執行期間，於 103 年 8/11-8/16 及 8/25-8/30 舉辦了兩場分別為 6
天的「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內容包含課程及實機操作，共超過 100 人報名，
錄取學員 34 名，含 4 位博士後研究員，15 位博士生，13 位碩士生及 2 位研究助理。
於 103 年 12/2~12/3 舉辦了兩場「遠端結晶學研討會」，錄取學員 44 名，含 2 位教
授，8 位博士後研究員，18 位博士生、5 位碩士生及 11 位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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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核心設施於 94 年完成建置開放以來，設施之性能已達原規劃的世界級水準，各項相
關活動如用戶使用需求、研究成果、技術研發、教育訓練及設施推廣皆蓬勃發展，漸有成效。
預期用戶群數目、論文發表數目仍會繼續成長，設施運轉人員將更致力於自動化程度的加
強，使用效率的提昇，以滿足學術界及產業界的需求。
關鍵字：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學、多波長異常繞射、生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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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English:
Synchrotron Radiation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SPXF) is a 100 % service-orientated core
facility. The goal of this core is to provide a world-class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facility for
domestic research in structural biology and structural genomics. The SPXF facility contains two
Multi-wavelengths Anomalous Dispersion (MAD) beam lines for unknown structure determinations,
and a monochromatic (Mono) beam line for fast crystal screening and high-resolution structure
study. The performance of the reporting period is listed below:
 Service Statistics:
The number of user groups has grown to 110 groups including 69 domestic groups and 41
international groups. 15120 hours of beam time has been delivered to users, 1860 users have been
trained, and 425 experiments have been performed.


Statistics of User Publications:

The publication summary for 2014-2015/6/30 shows 102 SCI papers (<IF> = 4.454) published
including 36 high-profile (IF > 4.8, Top 15%) papers, 35 conference abstracts/proceedings published,
and 30 theses published for 167 total publications. Total 138 protein structures have been deposit to the
Protein Data Bank (PDB) from SPXF beamlines.
 User Training and Support:
Over the reporting period, 1860 users have been trained and supported, and 425 experiments have
been conducted.
 Facility Dissemination:
Two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Training Course" and two "Remote Crystallography Workshop"
were held and 78 people have been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the lecture and hands-on practice.
In summary, SPXF is a good facility for high throughput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Good quality
MAD diffraction data can be easily collected to facilitate the determination rate of protein
structures. Many excellent science results are obtained by using this facility. Future developments
in software and hardware will no doubt improve the capability of this facility. It is expected that the
number of user groups, trained users, publications, and service demands will continuously grow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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