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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服務種類

1. Micro western array 
收件服務

2.小量抗體分裝服務

目前約有600多種抗體可選(逐步汰舊換新)



設備、Method

GeSim Nano Plotter 

Licor Odyssey 
infrared scanner

Array it 

 使用 nanoplotter 將sample 點在

8x12 cm的 gel上，1個sample點

96次，每個點約45 nl 的 total

protein (約150~ 600ng )。

 1片膠可放 1個 marker 和 6個

sample。

 所以可以想像一片 gel 有96 個格

子，每個格子裡點上2個 marker

和6個sample。

 micro western array 適用篩選大

量表現的protein之變化

 本實驗室由褚志斌博士及朱康玲助技術師（分機33725）負責管理及
運行，提供院內、院外及業界各研究單位申請服務



MWA服務申請

 以電話或面談的方式與蛋白質核心朱康玲 (分機33725, 33713 e-mail: 

kanglinchu@nhri.edu.tw)聯繫，進行送件前諮詢。

 使用者於線上預約系統填寫服務申請單。

 列印服務申請單，請實驗室主持人簽名。

 備妥服務申請單及樣品，送至蛋白質核心實驗室(R2-5217)。

 依照收件順序給予服務。

 院外合作之使用者，請直接連繫朱康玲。

 院內使用者



入口





Exel抗體清單上傳



MWA服務所需時間
Sample 處理

 cell  lysis, sonication, and 

concentration
需時1個工作天(每件)

Sample 濃度定量

 total protein quantitation (CBR 

staining)

 internal control hybridization (actin,

GAPDH, α-tubulin)

需時2個工作天(每件)

micro western blot

 Sample printing (4-6 hours)、

Electrophoresis & transfer 

 antibody hybridization 

 membrane scanning

需時3個工作天(每片gel )

Data anylysis (optional)

(核心會提供分析軟體，user 也

可自行分析.則不計費)

 crop out panels , define bands, read 

out intensity, (exel file)
需時2個工作天(每片gel )

 服務完成後報告置於Dropbox folder中。(傳送連結)

 一片膠約需 6個工作天(不含 data 分析)



MWA收費標準
micro western array

收費項目
院內收費 合作計畫

院外計價
(學術單位)

院外計價
(非學術單位)

1. Sample 處理費 $130/sample $143/sample $169/sample $260/sample

2. sample plate(每件) $840/plate $924/plate $1092/plate $1680/plate

3. internal control(每件)
(進行micro western array
前先做loading control 之
SDS PAGE 以調整至
sample 濃度一致)

$720 $792 $936 $1440

4. micro western blot
(耗材費/每片)

$1320/gel
(不含抗體)

$1452/gel
(不含抗體)

$1716/gel
(不含抗體)

$2640/gel
(不含抗體)

5.加購抗體
(選購要screen的抗體) $130/Ab $143/Ab $169/Ab $260/Ab

定量分析服務 (optional)
(核心會提供分析軟體，
user 也可自行分析.則不
計費)

$1500/gel
(有signal的panel)

$1650/gel
(有signal的panel)

$2000/gel
(有signal的panel)

$3000/gel
(有signal的panel)

 1 gel 6 samples 45 Ab(duplicate) 約 $9510

 1 gel 6 samples 93 Ab 約$15000

 1 gel 15 samples 45 Ab 約$10680

(院內價)



MWA檢體種類與所需量

cell：一個10cm petri dish 的cell量應足夠做一片膠

1. cell pellet務必先算細胞數 (至少 3*106) (label 在tube上)

2. lysate(請至蛋白質化學核心設施拿取lysis buffer，按cell number比例加)。

3. lysate in RIPA等 lysis buffer.(請提供 vol, conc.)

tisuue：
1. Lysate (in RIPA等 lysis buffer)(請提供 vol, conc.)

2.或請至蛋白質化學核心設施拿取lysis buffer自行做完 lysis 再交至核心實驗室



MWA特別注意事項
1. 點樣時，sample若濃度為 5mg/ml 以上則每個spot total protein 量約為

5mg/ml*45 nl= 225 ng.

2. 因是一次進行96種抗體Hybridization 無法針對個別抗體調整。抗體稀釋濃度一

律為1：500或依據datasheet之建議。

3. 因scan membrane 時是以所有 signal皆在線性範圍為原則, 所以有些微弱的

band 在圖上無法呈現，在做data analysis時另做影像調整。

4. 造成 band size 與預測不同的情況，可能有許多因素(如: post-translational 

modification or cleavage、不同gel & running buffer等)。

5. 所有結果請務必再以傳統western blot 確認。



MWA Data report



MWA報告
1. MW結果原始檔 (zip folder)

2. Hybridization list (Excel file) 

3. 報告(ppt檔) :

4. 分析定量結果 (excel file)

(optional) 

以Dropbox 傳送



「Image Studio」軟體
(可自行安裝於自己的電腦上)

MWA分析軟體



MWA分析定量說明



MWA分析定量結果



經本實驗室協助產生之資
料，如使用於公開場合講
演或期刊發表中，請於
「致謝欄」註明。



小量抗體分裝服務
 基於資源共享，蛋白質化學核心實驗室提供同仁小量分裝本核心實驗室現

有之抗體。

說明 1. 抗體分裝以原包裝1/10為單位，收費1300元。如原包裝為

200μg/200μl 則分裝為 20 μl/tube ，收費1300元。

說明 2. 每個實驗室每年每種抗體可分裝一個單位。

說明 3. 只接受院內計畫扣款方式









抗體分裝回報
 蛋白質化學核心實驗室基於資源共享提供同仁小量分裝核心實驗室現有之抗體。

為使抗體資訊更完整，需要同仁提供協助。

 cell 種類(eg. Mouse liver)

 是否有signal

 於申請2週後發信詢問，請點選連結填寫。(每2周發信一次)

 用於何種應用 (eg. IF / WB)

 稀釋倍率

 若有抗體需求的建議，請在即時性服務滿意度問卷調查內填寫。

 此結果可在網頁上查詢



Thanks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