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 年度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各分項計畫及子項計畫架構 
 
 

總計畫 分支計畫 分項計畫 子項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輻射研究 
中心發展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同 
步輻射研究中心 
運轉維護 

一、加速器光源 
運轉與維護 

1.  加速器電源系統運轉與維護 
2.  加速器線型加速器系統運轉與維護 
3.  射束動力計算與運作 
4.  加速器高頻系統運轉與維護 
5.  加速器運轉及儀控系統運轉與維護 
6.  加速器磁鐵系統運轉與維護 
7.  加速器真空系統運轉與維護 
8.  加速器精密機械系統運轉與維護 
9.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及國際會議差旅 

二、光束線運轉 
與維護 1. VUV 與 IR 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2.  軟 X 光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3.  硬 X 光光束線(材料研究)運轉與維護 
4.  硬 X 光光束線(生物研究)運轉與維護 
5.  光學系統研發 
6.  材料準備室與支援設施 
7.  產業應用 
8.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及國際會議差旅 

三 、 實 驗 站 運 
轉、實驗技術及 
科學應用之拓展 

1.  分子科學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2.  奈米科學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3.  凝態物理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4.  材料科學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5.  生命科學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6.  元件科技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7. SPring-8 實驗站運轉維護、實驗技術 
與科學拓展 

8.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及業務推廣 

四、台灣光子源 
計周邊實驗設施 
興建支援 

1.  人事支出費用 

五、機電與低溫 
設施運轉與維護 1.  機電系統運轉與維護 

2.  低溫系統運轉與維護 
3.  水電土地租金及建築物修繕擴建 
4.  人事支出費用 

六、基本行政運 
作、用戶推廣與 1.  全中心共通性事務 

2.  光源用戶服務與推廣 



 

  成果管理、輻射 
管制與工作安全 

3.  學程費用 
4.  資訊設施、網路服務 
5.  文宣推廣與圖書管理 
6.  事務性支援 
7.  輻射與操作安全 
8. SPring-8 行政業務 
9.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及國際會議差旅 

 
 
 

各層計畫略述如下： 
 

總計畫：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 (科技服務群組) 
分支計畫：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 (延續型一般計畫) 

(101 年度預算編列：995,535 千元，人力需求 290 人。) 

分項計畫與子項計畫之資料請詳下表。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執行期間 經費需求 
(千元) 

主持人 

分項計畫一、加速器光源運轉與維護 (163,641 千元) 

1. 加速器電源系統運轉 
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01.01.01 

| 
101.12.31 

3,845 劉國賓 (副工程師) 

2. 加速器線型加速器系 
統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6,814 林克剛 (研究員) 

3. 射束動力計算與運作 自行研究 1,454 周炳榮 (副研究員) 

4. 加速器高頻系統運轉 
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9,021 林明泉 (副研究員) 

5. 加速器運轉及儀控系 
統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3,812 許國棟 (研究員) 

劉毅志 (副工程師) 
6. 加速器磁鐵系統運轉 

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8,325 張正祥 (研究員) 

7. 加速器真空系統運轉 
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0,070 沈怡青 (工程師) 

8. 加速器精密機械系統 
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6,480 曾澤川 (副工程師) 

9.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 
及國際會議差旅 行政服務 103,820 劉毅志 (副工程師) 

黃清鄉 (研究員) 趙
平文 (管理師)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執行期間 經費需求 
(千元) 

主持人 

分項計畫二、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80,412 千元) 

1. VUV 與 IR 光束線運 
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01.01.01 

| 
101.12.31 

2,000 陳慶曰 (副研究員) 

2. 軟 X 光光束線運轉與 
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6,500 張劍虹 (副工程師) 

張世汯 (副工程師) 
3. 硬 X 光光束線 (材料 

研究) 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0,505 黃玉山 (副研究員) 
崔古鼎 (副研究員) 
劉金炎 (副工程師) 

4. 硬 X 光光束線 (生物 
研究) 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600 簡玉成 (副研究員) 

5. 光學系統研發 設施研發 4,040 宋艷芳 (副研究員) 
傅皇文 (研究助理) 

6. 材料準備室與支援設 
施 技術支援服務 3,720 馮學深 (副研究員) 

莊瑞明 (副工程師) 
李德輝 (副工程師) 

7. 產業應用 產業應用與服務 1,920 許博淵 (副研究員) 

8.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 
及國際會議差旅 行政服務 50,127 鍾世俊 (副研究員) 

趙平文 (管理師) 

分項計畫三、實驗站運轉、實驗技術及科學應用之拓展 (177,436 千元) 

1. 分子科學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101.01.01 

| 
101.12.31 

9,396 李世煌 (研究員) 

2. 奈米科學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11,299 魏德新 (副研究員) 

3. 凝態物理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10,849 林宏基 (副研究員) 

4. 材料科學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14,341 李信義 (研究員) 

5. 生命科學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31,609 江素玉 (副研究員) 

6. 元件科技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400 許博淵 (副研究員) 

7, SPring-8 實驗站運轉 
維護、實驗技術與科 
學拓展 

設施運轉維護與 
實驗技術研發 3,083 黃玉山 (副研究員)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執行期間 經費需求 
(千元) 

主持人 

8.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 
及業務推廣 行政服務  96,459 陳俊榮 (研究員) 黃

玉山 (副研究員) 趙
平文 (管理師) 

分項計畫四、台灣光子源暨周邊實驗設施興建支援 (89,503 千元) 

1. 人事支出費用 行政服務 101.01.01 
| 

101.12.31 

89,503 趙平文 (管理師) 

分項計畫五、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 (225,328 千元) 

1. 機電系統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01.01.01 
| 

101.12.31 

15,470 張瑞麒 (副工程師) 

2. 低溫系統運轉與維護 設施運轉維護 11,897 蕭豐礽 (副研究員) 

3. 水電土地租金及建築 
物修繕擴建 事務營繕 170,688 張樹生 (助工程師) 

洪堯順 (管理師) 
4. 人事支出費用 行政服務 27,273 黃清鄉 (研究員) 

趙平文 (管理師) 

分項計畫六、基本行政運作、用戶推廣與成果管理、輻射管制與工作安全 (259,215 千元) 

1. 全中心共通性事務 行政服務 101.01.01 
| 

101.12.31 

65,174 林錦汝 (管理師) 

2. 光源用戶服務與推廣 用戶服務 20,512 吳鳳英 (管理師) 

3. 學程費用 教育學程 10,524 蔡嬪嬪 (管理師) 

4. 資訊設施、網路服務 資訊服務 22,383 江志銘 (管理師) 

5. 文宣推廣與圖書管理 行政服務 10,388 吳鳳英 (管理師) 
蔡嬪嬪 (管理師) 

6. 事務性支援 行政服務 33,256 張樹生 (助工程師) 

7. 輻射與操作安全 輻射安全及員工 
安全衛生管理 5,895 劉志青 (副工程師) 

8. SPring-8 行政業務 行政服務 9,537 黃玉山 (副研究員) 

9. 人事支出、業務洽商 
及國際會議差旅 行政服務 81,546 林錦汝 (管理師) 

趙平文 (管理師) 



 

 

101 年度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各分項計畫及子項計畫架構 
總計畫 分支計畫 分項計畫 子項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輻射研究 
中心發展計畫 

台灣光子源同步 
加速器興建計畫 

一、台灣光子源同 
步加速器 設 
計與建造 

1. TPS 射束動力磁格設計 
2. TPS 線型加速器及脈衝電源建造 
3. TPS 磁鐵系統建造 
4. TPS 磁鐵電源建置 
5. TPS 高頻系統建造 
6. TPS 儀器控制系統建造 
7. TPS 真空系統建造 
8. TPS 前端區建造 
9. TPS 機械元件定位 
10.TPS 機電系統建造 
11. TPS 低溫系統建造 
12. TPS 輻射安全 
13. TPS 差旅及顧問 
14. TPS 計畫管理事務 

二、台灣光子源 
土木建築 TPS 土木建築 

 
 
各層計畫略述如下： 
總計畫：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 (屬科技服務群組) 

 
分支計畫：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 (一般型計畫) 

(101 年度預算編列：1,698,125 千元。) 
分項計畫與子項計畫之資料與各子項計畫經費需求，詳如下表。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全程執行期間 101 年度 經 
費需求*(千元) 

主持人 

分項計畫一、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設計與建造 (1,360,346 千元) 

1. TPS 射束動力磁格設計 設施建置 96.01 - 102.12 1,312 郭錦城 (研究員) 
 

2. 
TPS 線型加速器及脈衝 
電源建造 設施建置  

96.01 - 101.12 
 

11,411 
林克剛 (研究員) 

3. TPS 磁鐵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116,662 張正祥 (研究員) 

4. TPS 磁鐵電源建置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187,593 劉國賓 (副工程師) 

5. TPS 高頻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6.01 - 102.12 155,831 林明泉 (副研究員)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全程執行期間 101 年度 經 
費需求*(千元) 主持人 

6. TPS 儀器控制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114,091 許國棟 (研究員) 

7. TPS 真空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78,202 熊高鈺 (副研究員) 

8. TPS 前端區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30,099 沈怡青 (工程師) 

9. TPS 機械元件定位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35,965 曾澤川 (副工程師) 

10. TPS 機電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533,871 張瑞麒 (副工程師) 

11. TPS 低溫系統建造 設施建置 95.12 - 102.12 41,427 蕭豐礽 (副研究員) 

12. TPS 輻射安全 設施建置 96.01 - 102.12 15,947 陳 建榮 (副工程師) 

13. TPS 差旅及顧問 行政服務 95.12 - 102.12 7,519 羅國輝 (研究員) 

14 TPS 計畫管理事務 行政服務 95.12 - 102.12 30,416 羅國輝 (研究員) 

分項計畫二、台灣光子源土木建築 ( 337,779 千元) 

1. TPS 土木建築 土木建築 96.01 – 102.12 337,779 洪堯順 (管理師) 
* 
各子項計畫 101 年度經費需求仍視當年度計畫實際執行狀況，依本中心「年度中預算調整作業程序」進 
行調整。 



 

 

101 年度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各分項計畫及子項計畫架構 
 

總計畫：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發展計畫 (屬科技服務群組) 
 

分支計畫：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 (新興一般計
畫) (101 年度預算編列：300,000 千元。) 

分項計畫與子項計畫之資料與各子項計畫經費需求，詳如下表。 
總計畫 分支計畫 分項計畫 子項計畫 

財團法人國家 
同步輻射研究 
中心發展計畫 

台灣光子源周邊 
實驗設施興建計 
畫 

一、前端區及插 
件磁鐵建置 

1.前端區建置 
2. EPU48 橢圓偏振聚頻磁鐵建置 
3. IU22(2m)真空聚頻磁鐵建置 
4. IU22(3m)真空聚頻磁鐵建置 

  二、光束線與實 
驗站建置 

1.  微米 X 光蛋白質結晶學 
2.  高解析非彈性軟 X 光散射 
3.  次微米軟 X 光能譜 
4.  同調 X 光散射 
5.  次微米 X 光繞射 
6. X 光奈米探測 
7.  時間同調 X 光繞射 
8.  設施通用技術研發 
9.  國外差旅 
10.跨機構合作與用戶培育 

三、設施通用系 
統建置 

1.  真空系統 
2.  冷卻系統 
3.  天車吊具系統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執行期間 經費需求 
(千元) 

主持人 

分項計畫一、前端區及插件磁鐵建置  (79,760 千元) 
 

1. 
前端區建置  

--- 101.01.01 
| 

101.12.31 

 
0 

(預定於民國 102 年度 
起開始執行。) 

 
2. 

EPU48 橢圓偏振聚 
頻磁鐵建置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16,230 

黃清鄉(研究員) 

 
3. 

IU22(2m)真空聚頻 
磁鐵建置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31,600 

黃清鄉(研究員) 

 
4. 

IU22(3m)真空聚頻 
磁鐵建置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31,930 

黃清鄉(研究員) 

分項計畫二、光束線與實驗站建置  (173,840 千元) 
 

1. 
微米 X 光蛋白質結 
晶學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101.01.01 
| 

101.12.31 

 
50,250 

簡玉成  (副研究員) 

 
2. 

高解析非彈性軟 X 
光散射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56,090 

鍾世俊  (副研究員) 

 



 

 

序號 計畫名稱 計畫類型 執行期間 經費需求 
(千元) 

主持人 

 
3. 

次微米軟 X 光能譜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25,000 

林宏基  (副研究員) 

 
4. 

同調 X 光散射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10,000 

黃玉山  (副研究員) 

 
5. 

次微米 X 光繞射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7,000 

李信義  (研究員) 

 
6. 

X 光奈米探測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5,000 

湯茂竹  (研究員) 

 
7. 

時間同調 X 光繞射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10,000 

徐嘉鴻  (副研究員) 

8. 設施通用技術研發 技術研發 5,500 王端正  (研究員) 

9. 國外差旅 行政服務 388 鍾世俊  (副研究員) 
 

10. 
跨機構合作與用戶 
培育 

合作交流  
4,612 

黃迪靖  (特聘研究員) 

分項計畫三、設施通用系統建置  (46,400 千元) 
 

1. 
真空系統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101.01.01 

| 
101.12.31 

 
26,400 

熊高鈺  (副研究員) 

 
2. 

冷卻系統  
--- 

 
0 

(預定於民國 102 年度 
起開始執行。) 

 
3. 

天車吊具系統 台灣光子源 
實驗設施建置 

 
20,000 

王昭平  (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