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 年度學術成果報告列表 

會議日期 會議名稱 單位及申請人 人數 

110.03.20 物化小組研討會 
中研院應科中心 

陳培菱研究員 
80 

110.04.16 農業趨勢論壇研討會-化學&水產養殖的深度對話 清華大學化學系廖文峯教授 80 

110.05.01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會議 
淡江大學化學系陳志欣教授 158 

110.06.26 第 26 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2020) 
輔仁大學化學系 

李慧玲教授、施宗廷助理教授 
157 

110.07.27 
中國化學會工作坊線上工作坊－帶領學生必備：

個人策略規劃與提問的四重練習 
中國化學會趙奕姼教授 31 

110.09.03 2021 生物醫學核磁共振新知研討會 

陽明交通大學 

生化暨分子生物研究所 

林達顯教授、林慶波教授、 

黃介嶸教授、 

徐尚德博士(中研院生化所) 

92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110 年「物理化學學術小組」研究成果分享與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3 月 20 日 至 民國 110 年 3 月 20 日 

主辦機構： 科技部   申請人： 陳培菱  

舉辦地點：科技大樓 2 樓會議室 13 聯絡電話： 02-2787-3135 

出席人數：工業界 0  人、學術界(含學生)  80  人，  共  80   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 白紙填寫) 

 

1.會議經過及議程 

 本次物化小組研究成果分享交流活動，在主辦人簡短介紹議程後開始。此次會議

因為是近十年來第一次舉辦，所以在選擇主講人時主題較為發散，並利用此次會

議討論出物化小組主要的方向。本次會議以交流為主，故講者只有十二分鐘分享

成果，三分鐘回答問題。會議期間發言踴躍、討論熱烈。此次活動的亮點在於有

比較長的休息時間，供與會者互相認識並交流。中午用餐時間，化學學門召集人

李弘文教授說明今年計畫審查重點以及如何有效利用科技部所提供的資源。最

後，主要討論如何應對少子化對學術界的衝擊與下次會議的地點及主辦人。 

  議程如下: 

時間 議程 

 9:50-10:00 報到 

10:00-10:15 廖奕翰教授 

10:15-10:30 陳培菱教授 

10:30-10:45 吳思翰教授 

10:45-11:25 ~茶敘與討論~ 

11:25-11:40 朱智瑋教授 

11:40-11:55 朱立岡教授 

11:55-12:10 楊小青教授 

12:10-13:15 ~用餐，及專題計畫申請與審查事宜說明 (李弘文教授)~ 

13:15-13:30 林弘萍教授 

13:30-13:45 王建隆教授 

13:45-14:00 范秀芳教授 

14:00-14:30 ~茶敘與討論~ 

14:30-14:45 徐尚德教授 

李以仁教授 



 

2.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國外講員 

3.重要收獲及心得 

此次會議中大家對未來研究團隊的形成有些共識，鑒於少子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各實驗室研究人力不足，應組成大型研究團隊針對單一議題深入研究，才能在世界

範圍有競爭力。此外，學門召集人重申現在研究計畫採實質審查，亦即以計畫書為

審查重點，過去研界成果為輔助重點。希望在初審時審查人能夠著重在計畫書的內

容，而非只算論文的點數。此外，學門亦鼓勵實質合作，並不一定要是通訊作者，

但要說明清楚在此論文的實質貢獻。 

4.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物化領域範圍較廣，此次討論的方向包含光譜與影像、材料化學與結構化學。 

5.建議  

為鼓勵實質合作，台大周必泰教授建議除個人傑出獎外應增設論文傑出獎以鼓勵 

團隊。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農業趨勢論壇－水產養殖和化學的深度對話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4 月 16 日  

主辦機構：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台灣生物無機化學協會&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 

申請人：洪政雄 廖文峰 王雲銘 

舉辦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博愛校區－賢齊館 聯絡電話：  

出席人數：工業界  14  學術界(含學生)  66    共   80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研討會於早上九點準時開始，由洪政雄教授進行開幕致詞。接著主持人，廖文峯教授介紹第一

位演講者，劉繼源教授，他講述臺灣水產養殖業的現況、困境及可能因應的方法和未來展望，

演講完畢後，由聽眾發起問題並一同進行交流與討論。接著，第二位演講者，呂明偉教授，他

的報告在講述利用生物技術應用於水產養殖業，減緩水中病毒NNV對石斑魚之傷害，聽眾是非

常感興趣並熱烈的參與討論。再來，由洪政雄教授接棒主持，介紹第三位演講者，陳歷歷教授，

她講述著蝦白點症病毒的科學研究與產業應用，並分享蝦白點症在檢測、防治等方面的進展與

未來可發展方向。隨後，十五分鐘的休息時間開始，學者和廠商們享用茶水與點心完畢後，洪

政雄教授請第四位演講者，林翰佳教授上台進行後續的演講。林翰佳教授講述草本炭方科技對

蝦類養殖疾病的防禦效果，在實務上是可以完全取代抗生素，達到無抗養殖的理想境界，報告

相當的有趣，聽眾們也參與熱烈的討論。接著由李位仁教授接棒主持，請李宗翰教授上台報告，

他報告虱目魚對養殖環境鹽度與溫度的適應機制。再來演講的教授為許智能教授，他講述他的

研討題目－An investigation on the catalytic nitrite reduction reaction by bio-inspired copper(II) 

complexes，偏化學領域的研究報告，也引起了聽眾們熱烈的討論與交流。演講告一段落，午餐

時間開始，一小時後結束午餐時間，並開始後半段的演講。主持人由江明錫教授接棒，介紹魯

才德教授上台報告[Fe(NO)2 ]輔因子的開發對於可控制一氧化氮的輸送及生物醫學上的應用，化

學領域結合醫學應用上的研究，使台下聽眾們十分感興趣，並熱烈提問。接著，由王雲銘教授

上台，他報告利用水溶性的DNIC2作為一氧化氮載體去對癌細胞造成死亡傷害和其他生物上的

應用，是個引人注目的演講題目。江明錫教授介紹最後一位演講者，鄭文騰教授，上台進行他

的演講，半小時的時間講述他對蝦類緊迫神經內分泌-免疫的研究，演講結束後，由聽眾發一同

進行交流與討論。演講就此告一段落，接下來由王雲銘教授主持十五分鐘的討論時間，各位學



 

者與廠商們進行了深度的討論與交流。流程的最後，由廖文峯教授進行閉幕致詞，就此結束這

次的研究討論會。 

以下為活動照片： 

 

 

 

 

 

 

 

 

 

 

 

      上圖為洪政雄教授進行開幕致詞              上圖為許智能教授演講過程拍攝 

                                上圖為全體人員合影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這次的研討會報告了許多面向的研究，加上大家可能也從未想過化學和水產養殖業能夠做如此多的連

結，讓參與的學者與廠商們十分感興趣並參與積極的討論與交流。在會議上，聽著學者們精彩的報告

和熱烈的討論，了解到台灣養殖業的現況與困境，還有許多製藥與用藥對養殖業方面的研究及應用，

以學術界的研究能力與技術，幫助養殖業的升級，讓學界更能貼近產業，一同提升台灣養殖業的競爭

力，是個很創新也很有趣的研討會。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有望未來，能於養殖漁業使用更多元的化學相關產品，以及利用化學分析方法、化學物質抗病菌等化

學相關領域，去應用於養殖漁業中對魚類、蝦類的抗病菌治療或作為疾病的診斷，或是利用各類化學

產品，達到優化養殖水質目的，進而提升養殖漁業的蓬勃發展。 

5. 建議  

希望每一年都能夠規劃舉辦化學領域與台灣產業做相關連結的研討會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1 The 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5 月 1 日  

主辦機構： 淡江大學化學系       主持人：   陳志欣 

舉辦地點：淡江大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    聯絡電話：02-26215656#2525  

出席人數：工業界 6 人、學術界(含學生)  152  人  共  158  人 

會議重要成果：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2021 年「5th ACS Taiwan Chapter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5 月 1 日於淡江大

學守謙國際會議中心舉辦，由美國化學會臺灣分會主辦，中國化學會及本校化學

系陳志欣和潘伯申教授承辦。前四次論壇都在臺大舉辦，此為第一次在移師到淡

江舉行，原本是在去年 2020 年就要舉辦此會議，但因為疫情影響延後一年，很

感謝政府完善的防疫工作使本活動能順利進行。這次會議吸引全台各大學一百多

位學生參與交流與分享。會議於早上 8:30 開始報到，9:00 先由陳志欣教授開場，

介紹此會議的源由和目的，並說明此次會議的進行流程及相關資訊。緊接著台大

化學系邱靜雯教授藉此研究生的場合介紹科技部「自然科學與永續研究圖書服務

計畫」的內容，藉此讓化學領域的研究生能得知科技部提供的研究輔助資源。9:10

開始，研討會分為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分析化學及物化與材料化學四組同時進

行，10:30~11:00 為茶敘及拍團體照時間，接著繼續分組演講到中午 12:20 用餐，

13:10~15:00 持續進行分組演講及壁報發表的 2 分鐘短講，接著在 15:00~15:45 為

壁報發表和茶敘時間。研究生報告都結束之後，各組評審老師開會討論最後成

績，同時大會在 15:45~17:20 安排三場非研究性質且跟研究生生涯規劃有關的專

題演講，其中第一場 iGroup Taiwan 的講題為:「噓！你知道就好 #擺脫學術菜味

的秘密武器 #加速學術傳播的超神密技」；第二場台大化學系陳浩銘教授的講題

為: 「本土博士的教職路」；第三場台灣微質體公司曾雲龍博士的講題為: 「How 

a chemist became a drug developer」。 17:20 開始為頒獎時間，四組分開評分，一

共頒出 37 個獎項及獎金給參加報告的研究生，研討會約於 18:00 結束。詳細議

程附加如後。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此次會議以全英文進行，吸引近 30 位外籍研究生報名，除了台灣之外，外籍學生

國籍包含印度、印尼、菲律賓、衣索匹亞、巴基斯坦、汶萊等國，分別來自 15 個

不同的研究單位，國際交流成果豐碩。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美國化學會臺灣分會研究生研討會的會議特色為全英文、全學生報告，希望提供台灣化學



學光電系博一謝子駿覺得論壇間安排很好，在演講中觀摩到其他人演講的敘述方式。遠道

而來的國立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碩士生徐建恩提出，雖然不是學習化學相關，但還是在會議

中學習到不少知識，覺得很充實。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此次舉辦之研討會為綜合性的研究生研討會，沒有限定特定領域的研究，好處是可以讓學

生一次聽到多個領域的研究，對未來新研究方向的探索更有幫助。在目前疫情的影響之下

無法出國，但我們長期的發展方向是利用美國化學會在全世界各地都有分會的資源，日後

能舉辦國際性的研究生研討會，邀請國外的研究生參加，讓本地研究生在學習過程有更多

科學與文化交流，以刺激對化學研究的思考和判斷。 

5. 建議  

感謝科技部自然司化學研究推動中心的經費補助，讓我們可以完成這項任務。這次會議籌

辦過程順利，報名踴躍，參加的研究生比預期的多，導致場地的座位有些不夠的現象，相

信日後此類以研究生為主的研討會能吸引更多人報名，以達推動化學研究交流的目的。但

目前大學租借場地都會對外收費，租借大的場地必定會增加會議進行的預算，此類研究生

會議的報名費無法收得太高，這次只對報名者收取 500 元報名費，報名費收入只占會議總

預算的約25%，建議以後能學生會議多些經費補助，以嘉惠更多化學領域的研究生學習。 

6. 會議照片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06 月 26 日 至 民國 110 年 06 月 26 日 

主辦機構： 天主教輔仁大學化學系  申請人： 李慧玲 教授、施宗廷 助理教授 

舉辦地點： 天主教輔仁大學化學系 (線上會議)   聯絡電話： (02) 2905-2472 

出席人數：工業界 4 人、學術界(含學生) 153 人  共 157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白紙填寫)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素來為國內化學界的盛事之一，儘管去年受Covid-19肆虐影響

整整推遲一年，近期更因疫情再起而使會議臨時變更為全線上形式舉辦，幾番波折均無法

阻擋大家對於學術新知的渴求，籌辦期間無論是科技部化學推動中心、天主教輔仁大學及

眾多儀器廠商資源的挹注、與會者的配合調整，抑或是大會工作人員的及時因應，都是如

今會議得以順利舉行的重要推手！ 

會議在天主教輔仁大學駐校董事暨化學系名譽教授 柏殿宏神父帶領大家為大

會祝禱及學術副校長 袁正泰教授致詞感謝大家於疫情當下共襄盛舉後揭開序曲。

此次大會演講共計 3 場，分別邀請到浩鼎生技 張念慈董事長 (天主教輔仁大學傑

出校友)、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 廖奕翰教授 (前化學學門召集人)、國立中山大

學化學系 曾韋龍教授 (前分析小組召集人) (依演講場次順序進行排序) 以產業發

展、學術研究與分析化學之關聯性進行分享，期望提供與會人員於學術及實務上更

為宏觀的視野。 

 柏殿宏神父為會議禱告        袁正泰學術副校長進行大會致詞 

 

 



 

 

 

 

 

 

 

大會演講者 (一) 張念慈董事長 

 

 

 

 

 

 

大會演講者 (二) 廖奕翰教授 

 

 

 

 

 

 

 

大會演講者 (三) 曾韋龍教授 

 

其次，會議更精心規劃了質/光譜、微小化系統及儀器設計、電化學、感測器、

數據分析及新穎材料等專業領域，並邀集國內各化學領域 16 位新銳學者與先進應

邀擔任分組演講講者與主持人，期望在研究成果分享與問答的同時，深化與會人員

交流及未來合作之基礎。此外，承襲過去會議舉辦宗旨，大會亦同步規劃近 50 場

學生研究成果發表，期望以此厚植學生口語表達與成果展現能力，為分析化學領域

新血培育貢獻一份心力。 



 

會議尾聲由現任分析小組召集人 黃志清教授及大會主辦人 李慧玲教授、施宗

廷教授再次對大家表達感謝，並交棒給下一屆會議主辦方中山大學化學系 (張柏齡

教授)，最終，大會以線上會議獨有視訊畫面大合照圓滿落幕 (詳細會議議程見附

件)。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 

原定校園特色景觀巡禮受會議變更為線上會議模式進行而取消。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本次會議作為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歷年來首次線上會議，在無前例可依循的情

況下，主辦單位事前對於通訊軟體的演練與會議進行中突發狀況的沙盤推演，無疑是確保

會議得以順利進行的重大挑戰！所幸，近期拜「停課不停學」政策所賜，遠距教學運作逐

漸成為常態，因此，多數人對於會議用通訊軟體的操作皆有基本認識，致使會議進行尚稱

順利。但本次在顧及與會者便利性的前提下，會議採用 Google Meet 作為主要執行軟



 

體，受限於功能較為陽春，導致講者與聽眾間的互動較少，會議的管控也較難執行。

倘若未來狀況許可，或許應另行選用他種功能較為齊全之軟體 (如本校遠距教學即

採用 Microsoft Teams)。此外，有感於線上會議與會者因無法實際到場，唯一能夠與

與會者產生連結的，僅有最終交付到與會者手上的會議資料。為此，學生工作人員

自會議標誌及提袋無不用心設計，配合國內許多廠商贊助提袋內容物 (除常見的會

議必須文具外，更應景加入防疫用品)，期望藉此展現本校於專業領域外的多元樣

貌。惟部份受會議延期或變更形式而不克與會的朋友，期待未來仍能有機會進一步交流。 

  其次，在講者分享之餘亦不難發現，舉凡前端新穎材料的開發、針對不同材料開發出

對應的裝置或分析技術及為對應的裝置或分析技術找到合宜的應用，甚至到後端數據取得

後的處理，分析化學在講求跨領域合作的現今可說嶄露無遺。另外，有別於過去會議多半

聚焦於學術研究，本次會議邀請到浩鼎生技公司 張念慈 董事長進行大會演講，過程中除

了以藥物開發為例暢談分析技術所需面臨的挑戰外，更就時下疫苗問題與與會者多所互

動。值得一提的是，過程一大亮點便是張董事長以產業主管的角度提出產業對於人才的實

際需求、現今學生能力欠缺之處以及學校該如何幫助學生成長。儘管這個問題並不新奇，

但如此交流在這樣的場域不論是對產業主管或大專院校師生都是一個十分受用的經驗。 

再者，本次籌辦過程嘗試在大會手冊中就國內分析化學相關組織沿革簡要說明，期望

以此向先進篳路藍縷的耕耘致敬，同時也期勉自身當努力不懈；然囿於部分史料年代久遠

而難以考證，幸賴化學推動中心承辦人員提供參考文稿與分析小組首屆召集人 楊末雄教

授口述分享，最終得以讓相關脈絡概略呈現。對此，亦是本次主辦會議過程十分難得且重

要的收穫！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藉由會議專業人員的分享，不難發現分析化學遍布各領域，舉凡食物、環境、藥物及

醫學皆涵蓋其中，且隨著時間推移，人們在意的不僅是分析數值要低，關注的項目也越來

越多，如此不難想見，分析工作要面臨的挑戰勢必日益增加。近期，諸如奈米材料、金屬

有機骨架化合物 (Metal–organic frameworks, MOFs) 及高分子複合材料等許多新穎材

料崛起，應用這些兼具多種特性的材料來解決分析過程遭遇問題儼然成為趨勢。在應用方

面，人們越來越在意分析時間 (或時間解析度)，甚至追求能夠線上 (Online) 分析與即時 

(Real-time) 監測，以此來精準掌握過程中的變化。以大會講者廖奕翰教授分享利用斑馬

魚生命週期極短的特性加速觀察實驗進程的例子，便是時間之於研究發展的重要體現。又

如眾所矚目的生物醫學發展，繁冗的檢測流程導致接續醫療負擔沉重不堪，在疫情肆虐當

下亦在凸顯出簡化分析流程的重要性。而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的出現，讓

人們對於包含影像分析處理、理論計算等龐大研究數據的分析獲得系統性的解決，如此不

僅省去許多錯誤嘗試的時間，更可以及早預測實驗的大方向以加速研究進程。此外，為保

有理想的檢測效能、排除精密度及準確度的損失及簡單、快速完成檢測則仍舊是眾人追求

的終極目標。誠如世道COVID-19爆發，可以發現分析工作的巨量增加導致醫檢或是分析

人員的沉重負擔，如中研院或是其他單位推出相關的快篩方法為當今世界非常需要的技

術，然如何在簡化裝置的同時保有所需的分析效能如靈敏度及選擇性為分析相關人才之強

項，因此培養分析化學領域菁英儼然成為趨勢，也是分析技術研討會培養後學的初衷。 

5. 建議： 

  分析技術交流研討會因其在分析化學領域的獨特代表性，長久以來獲科技部及

化學推動中心大力支持而在資源取得與經費補助上不虞匱乏，作為此次主辦單位深

表感謝。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中國化學會線上工作坊_帶領學生必備：個人策略規劃與提問的四重練

習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 至 民國 110 年 7 月 27 日 

主辦機構：中國化學會            申請人：趙奕姼    

舉辦地點：網路線上會議。連結點：

https://miro.com/app/board/o9J_l5EMfVw=/      

聯絡電話：02-55728573~5  

出席人數：工業界  1 人、學術界(含學生)  30 人  共  31 人 

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 A4 白紙填寫)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14:00~15:30 破冰、現今與未來的教學挑戰：立足點與願景 

15:30~16:00 梳理困難與探索突破點：觀點重塑 

16:00~17:00 策略行動、提問四重奏 

 

 

 

 

 

 

 

 

 

 

 



2. 國外講員其他演講行程：無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陳俊太老師分享＞ 

這次很高興有機會參加化學會舉辦的「個人參與式策略規劃與四重練習工作坊」，

菲莉老師的帶課能力非常的強，覺得收穫非常豐富。經由「參與式策略規劃」可以

有效地了解立足點、願景目標與未來挑戰，進而採取行動，相信對自己未來的實驗

室與行政管理上會很有幫助。另外，在進行「體驗探索各種可能性的四重練習提問」

上覺得很有趣，在分組的時間也發現自己的確會想要在提問時給出答案，所以要學

習在提問時試著不給答案，也是一個給很好的練習方式。非常推薦老師們可以多多

參與此類的工作坊與活動。 

＜黃詠愷老師分享＞ 

主課程參與式策略規劃是我第一次接觸，我刻意把「學這個能做甚麼」的慣性思

考放下，好好跟著課程規劃走。對於參與式策略規劃有個概向與步驟了解，在陳述

困難與挑戰部分，觀點重塑的“換句話說”，是個相當驚豔的學習點。最後課程的

提問四重奏，菲莉老師特別叮嚀提問時避免把答案包在問題中。這次的工作坊學習

經驗，讓我再修正了自己的思考迴路與常模，如果有機會與資源，期待化學會辦理

一天或兩天參與式策略規劃工坊，我一定會再來參加。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現今人類正面臨社會、科技、經濟、環境等多方面的劇烈變動，未來個人所必須

具備的工作職能將必須更加多元。因此，培養學識堅實、具有洞見與解決複雜問題

能力的人才，成為每個國家維持生存之重要課題。這對學界而言，亦是莫大的挑戰，

因大學教授乃至於整個教育界對於知識的傳授，多承襲原本自身受教育的方式，而

大部分傳統的填鴨式教學模式，在培養具備解決真實問題能力的人才方面，多有不

足，學生被形容為由同一個模子生產，多無法破框思考，創造力與執行力待增強。

近年行動裝置、搜尋引擎、線上資訊媒介改變人們接受訊息的方式後，傳統的教學

模式也呈現對學生吸引力下降的尷尬狀況。2020 年新冠肺炎的流行衝擊世界各國，

更改變了人與人溝通與交流的習慣；在防疫期間學習不間斷的需求下，加速了線上

教學的發展，但學生的學習方式及成效評估，皆是教師面臨的新挑戰。綜合這些變

動，唯有思考未來的教學模式及策略，才得以面對疫情及後疫情時代的挑戰。然而，

策略規劃有其步驟性與嚴謹性，對於立足點、願景、困難與挑戰，都要有完整的盤

點與分析，否則無法產生能夠關照多面向並造成實質改變的行動。未來，學界將越

來越需要倚重深刻的提問以及策略規劃，以改變高教現狀，為社會儲才。 

5. 建議：無 



 

科技部推展中心化學組補助學術研討會成果報告表 
 

會議名稱：2021 年磁共振新知研討會 

舉辦日期：民國 110 年 9 月 3 日 至 民國 110 年 9 月 3 日 

主辦機構：台灣磁共振學會           申請人：徐尚德 

舉辦地點：WebEx 線上研討會      聯絡電話：02-27855696 #5120 

出席人數：工業界 5 人、學術界(含學生)  87  人  共  92   人 

會議重要成果：  (如篇幅不足,另以A4 白紙填寫) 

1. 會議經過及議程 

  由於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台灣也在今年(2021 年)五月發生社區傳染病後發布三級警

戒禁止大型會議造成群聚。雖然近來疫情趨緩，全國警戒措施也降為二級，有鑑於群

體聚會的風險仍高，台灣磁共振學會理監事會決定採取全程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行2021

年度的磁共振新知研討會。 

  本次會議邀請到全台灣的固態及液態核磁共振光譜學專家，核磁共振影像分析學者

及臨床研究專家，以及代謝體領域的專家與會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應邀進行演講的講

者包括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研究所余慈顏副研究員、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吳

昆峯助研究員、國家生技園區小鼠實驗室陳采榛博士、台灣大學貴重儀器中心的黃信

炅博士、長庚大學放射醫學研究院的葉俊宏教授、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生物醫學轉譯研

究所的蘇家豪教授、成功大學心理系的陳德祐教授、臺灣人體生物資料庫的張中科博

士，以及內政部警政署的柯建民巡官。演講內容包羅萬象，講題包括毒品檢驗、高粱

酒鑑定、社交如何活化大腦、以及新冠病毒抑制劑開發等。本次會議主席由第八屆台

灣磁共振學會理事長徐尚德博士主持開幕式，並致開幕詞。而開幕式後的特別講座，

特別邀請到曾任第六屆台灣磁共振學會理事長及將榮退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

究所的陳金榜研究員，分享他三十年來投入 Biomolecular NMR 研究的心路歷程。另

外，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學生、助理與博士後)在核磁共振研究工作精進表現，本研

討會也邀請六位獲得學會全額補助參與在日本大阪以及線上進行的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Magnetic Resonance and Asia-Pacific NMR Symposium 

(ISMAR-APNMR)的年輕學者進行簡報。 

  本屆會議將學術新知研討作為中心任務，進行周密規劃和安排。依照演講主題規

劃，分別是早上的核磁共振光譜新知 (NMR Spectroscopy)，下午進行核磁共振造影新

知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及代謝體分析 (Metabolomics Analysis)，中午則是台灣

磁共振學會會員大會，最後是六位年輕學者的研究成果報告。 

詳細會議議程如下表所示： 



 

議程： 

時間 2021 年 9 月 3 日 (五) 

08:50~09:00 線上登入 / Online login 

09:00~09:10 
開幕式 / Opening remarks 

徐尚德 博士 - 臺灣磁共振學會理事長 

09:15~10:15 

特別演講 / Keynote talk 

陳金榜 研究員 -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 

My journey of Biomolecular NMR Research over Three Decades 

10:15~10:30 中場休息 / Break 

10:30~11:45 核磁共振光譜新知 (一) / NMR spectroscopy (I) 

 

余慈顏 The application of REDOR NMR to characterize optoelectronic materials 

黃信炅 Heterogeneity in Magnesium-stabilized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 

吳昆峯 NMR-guided inhibitor discovery of the SARS-CoV-2 papain-like 

protease 

11:45~12:00 台灣磁共振學會會員大會 / TMRS member meeting 

12:00~13:30 午餐 (自理) / Lunch break 

13:30~14:45 核磁共振造影新知 / Magnetic Resonance Image 

 

葉俊宏 Advances in quantifying fibre connections in the brain using diffusion 

MRI 

陳德祐 Using hyperscanning fMRI to study brain activation among multiple 

persons during social interaction 

蘇家豪 Application of multiparametric MR imaging to predict renal function in 

diabetic nephropathy 

14:45~15:00 中場休息 / Break 

15:00~16:15 核磁共振光譜新知 (二) / NMR spectroscopy (II) 

 

柯建民 qNMR 於毒品檢驗之應用 

張中科 以高粱酒與 NMR 的交集，探討酒與酒之間的 (化學) 距離 

陳采榛 Glucose metabolism in an allograft glioma by NMR spectroscopy 

16:15~17:15 年輕學者研究成果報告 / Young Scholar Research Presentations 

 

黃珮琪 15N and 31P NMR-based approach to detect enzymatic catalysis: using 

bacteria glutamine synthetases as an example 

袁崇越 Direct Detection of 1H NMR of Biosolids by Ultrafast Magic Angle 

Spinning 

黎書里 NMR Study of Phase Separation in Magnesium Stabilized Amorphous 

Calcium Carbonate 

Petra Štěrbová Structural study of pH sensitivity of nervous necrosis virus 

protrusion domain 

張翰文 Structural Features of Aβ40 Oligomers Prepared in Reverse Micelles 

吳竹雅 Salt-bridge as a structural switch of Arylalkylamine N-acetyltransferase 

for the substrate binding and catalysis 

17:15~17:30 閉幕 / Closing remarks 

 



 

2. 國外講員及其他演講行程 

  本屆研討會由於疫情的因素採取線上會議的方式，並且因為籌備時間有限而且缺乏

相關資源因此沒有邀請國外講者演講。相較於往年的實體會議，本次會議取消磁共振

光譜與影像研究兩個研究主題在不同演講廳進行平行演講的規劃，改成一連串主題式

演講，於早上及下午分成磁共振光譜、影像、及代謝體三個演講主題進行討論，讓所

有與會人員都有機會參加所有的演講。另外本次會議也取消每年例行的實體壁報刊登

進行口頭壁報競賽。雖然與會學生及年輕學者缺少了近距離與其他與會人員分享研究

成果及學術思想激盪的機會，但本次會議特別在下午時段安排本年度六位獲得磁共振

學會全額補助參與在日本大阪以及線上進行的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f Magnetic 

Resonance and Asia-Pacific NMR Symposium (ISMAR-APNMR)的年輕學者就他們在日

本線上會議過程所分享研究成果再次在本次研討會進行發表。這六位年輕學者分別是

來自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的黃珮琪同學、台灣大學化學系的碩士生張翰文、黎書里及

助理袁崇越、中研院生醫所的博士生 Petra Štěrbová、清華大學的博士後研究員吳竹雅

博士。這六位年青學者在 ISMAR-APNMR 研討會表現優異，其中張翰文同學榮獲

FEBS Journal Poster Prize，黎書里和 Petra Štěrbová 同學則榮獲 Asia Pacific NMR 

Symposium Poster Award。因此在本次會議也充分提供機會讓這幾位傑出的年輕研究

人員與國內相關人員進行交流並且表揚他們的傑出成果。 

3. 重要收獲及心得 

  台灣磁共振學會每年舉辦核磁共振新知研討會，主要目的在於促進國內外磁共振研

究學者之交流，提昇台灣磁共振研究學術研究水準及能量。近年來，台灣磁共振學會

也積極與醫院合作(如林口長庚紀念醫院)共同籌辦研討會，希望能引進更多臨床研究

人員進行交流，也在去年提供醫事人員訓練學分認證課程，並且邀請相關廠商擺設攤

位推廣宣傳最新研究技術以及軟硬體設備，期望協助相關產業之升級及醫學技術之發

展。經過今年會議一整天不間斷的知識交流和研討，在一些磁共振領域的問題和應用

上形成了共識或縮小了認識差距，提出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對推動及傳播磁共

振技術應用和教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會議在新知研討方面的收穫，突出表現在此次

光譜、影像、代謝體三大主題： 

一、光譜 

在固態及液態核磁共振光譜的研究方面有新的研究成果。此次與會專家介紹了 NMR

決定生化分子在接近生理狀況的溶液中之結構與其異質性，以及多樣化的固態 NMR

技術 (REDOR NMR)應用到光電工程材料上，還有透過 NMR 來篩選新冠病毒之相關

蛋白酶導引抑制劑。在重點研究小分子結構鑑定之外，也重視將磁共振技術應用到工

程材料及藥物研究開發等各方面。 



 

二、影像 

磁振造影(MRI)是如今革命性的醫學診斷工具，經由磁場變化來進行非侵入性的影像

檢查，迅速推動醫學、神經生理學和認知神經科學的發展。本屆會議中，核磁共振影

像分析學者及臨床研究專家分享了應用 MRI 來量化腦中神經纖維連結，以及針對特

定大腦區域做不同斷面的超高速掃描來探討社交如何活化大腦，甚至對於臨床的糖尿

病腎病變患者做影像分析預測。在醫學診斷和臨床研究上，與會專家們一致對核磁影

像造影的未來發展予以肯定。 

三、代謝體分析 

NMR 在研究代謝體學的優點是不太需要樣品前處理且分析速度迅速，能在短時間大

量分析目標代謝物的訊號，以此進行結構鑑定。在本次會議中的演講，尤其以利用

NMR 於毒品檢驗及探討高粱酒與其他酒類之間的（化學）距離這兩個主題，深深引

起與會學者和學生的熱烈討論。與會專家認為，對於毒品檢驗，除了成分的定量之外

定性其包含的物質成分也可作為重要的法源證據之一，此外高粱酒的成分分析也確實

打破傳統對於釀酒方式的認知。 

4. 研究領域未來發展方向 

  核磁共振（NMR）現象自 1945 年首次成功驗證以來，歷經 70 年的發展至今，核磁

共振除了鑑定小分子結構外，已經是結構基因體及藥物研究的主要生物物理技術。

NMR 含有以下優點：NMR 可決定生化巨分子在接近生理狀況的溶液中之結構、決定

分子動性、決定分子間交互作用、篩選導引藥物、研究代謝體學。核磁共振的應用範

圍極廣，小至簡單的水分子，大至複雜的生物巨分子，都可以利用核磁共振的方法來

研究分子結構與動性，另外在物理、化學、材料及生命科學等領域都是極重要的分析

工具。NMR 在代謝體學分析上，NMR 可以不需要樣品前處理，且短時間內快速分析

目標代謝物的性質，雖然所能偵測的訊號較少、精準度較低，但其所偵測到的訊號已

具有結構鑑定的功能。因此，運用 NMR 快速分析的優點，實際在多物質檢驗分析甚

至是毒品檢驗上，NMR 技術能更廣大應用到各個領域。 

  此外，磁振造影技術（MRI）的出現，更是促進現代醫學影像學的突破性發展。如今，

磁振造影已經與電腦斷層和超音波掃描並列現代醫學影像的重要診斷利器，是目前臨

床診斷、治療評估及醫學研究不可或缺的一環。MRI 有許多的優點，包含：多方位成

像、優良的軟組織對比、高解析度、無須注射顯影劑。因此磁振造影除了使用在醫學

上，觀察人體器官與組織的病變，近年來也有因為 MRI 是觀察組織中氫原子核發生共

振的訊後轉換成電腦影像時並不會對人體有任何傷害性，而將 MRI 應用於分析食物品

質。像是西班牙埃斯特雷馬杜拉大學(University of Extremadura)運用 MRI 來拍攝伊比

利火腿進行肉質分析，能在不切開火腿的情況下預測熟成期間的火腿內部肉質，觀測

水分多寡、脂肪分布和鹽分擴散情形，此為磁振造影幫助其他領域發展的可能性。 

  核磁共振領域的進展非常迅速，未來將朝向跨領域合作和應用為目標，共同向前邁進。 



 

5. 建議 

  為了進一步傳播磁共振相關學術及應用技術，促進各國、各地區及台灣專家間的交流與

合作，本學會已於理監事會議通過如下決定： 

第一， 成立磁共振光譜、影像、代謝體研究領域推動小組。各小組推舉一位小組召集人，

召集人的主要任務是幫忙推薦年會講員，協助學會推動學術活動及推廣會務。 

第二， 為了培育莘莘學子，將籌畫 NMR、MRI 推廣課程。預計在寒暑假期間，由

學會邀請多位先進合辦課程，將視邀請講員、課程難度開放給學會會員或相

關領域的學生、學者。 

未來 2023 年將輪到台灣主辦兩年一次在亞太地區舉辦的 APNMR 研討會，台灣磁共

振學會真誠希望全體會員團結奮進，以更優異的研究成果和台灣的風土人情迎接

2023APNMR 研討會的召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