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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議

台灣光子源首篇自然期刊 (Nature)論文

2019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本中心用戶及同仁研究成果分別榮登知名期刊
封面與封底內

2019年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2018年中心合作備忘錄簽署概況

重要事務

本中心用戶 Robert C. Robinson 教授與 Caner Akil 博

士使用台灣光子源 05A 蛋白質結晶學實驗設施對 Asgard
古菌的基因體做研究，研究成果刊登於 2018 年 10 月 3 日

的頂級自然期刊 (Nature) 上。研究指出，Asgard 古菌具有

功能性的「肌動蛋白結合蛋白」，此為真核細胞的重要特

徵之一，進一步確認了這類古菌是透過「肌動蛋白結合蛋

白」的調控而形成細胞骨架

第六屆第三次董事會議已於 12 月 14 日順利舉行，

會中羅主任報告中心現況，討論通過 109 年度工作計畫及

概算作業報告、107 年度稽核報告和 108 年度稽核計畫。

本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光源設施 2018 年相

關合作交流情形如下：

1.  國內外合作約定 (2018 年新簽訂 )：
 • 國家衛生研究院

 • 德國 Max-Planck-Gesellschaft zur Förderung der 
Wissenschaften e.V. (MPG)、浦項加速器實驗室 
(POSTECH (PAL)) 及新竹地區–聯合本中心、清大、

交大五方

2.  國外委託製作合約：

 • 泰國光源 (SLRI) 委託「同步加速器輻射安全諮詢計

畫」– 執行中。 
3.  TPS 實驗設施合建：

 • 與中研院物理所、清華大學合建 TPS 02A「腦影像

光束線與實驗站」– 建造完成，共同試車中。

 •與中研院 (台灣蛋白質計畫 )合建TPS 13A「BIOSAXS
光束線」– 執行中。

 • 與淡江大學合建 TPS 27A「掃描穿透式 X 光顯微術 
(STXM/ Ptychography) 實驗站」– 執行中。

 • 與清華大學合建 TPS 39A「nanoARPES 微米聚焦

分支實驗站」– 執行中。

 • 與 Max-Planck-Institute for Chemical Physics of 
Solids (MPI-CPfS) 合建 TPS 45A「次微米軟 X 光能

譜光束線」– 建造完成，共同試車中。

 • 與淡江大學合建 TPS 45A「軟 X 光發射能譜實驗

站」– 建造完成，共同試車中。

本中心為促進用戶間的交流，建立用戶與中心的溝通

管道、提供用戶參與中心運作的平台，特設立用戶執行委

員會。2018 – 2019 年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2 月 18
日召開，2019 年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18 年的副主席

林宏洲教授 ( 交通大學 ) 接任，另由新任委員中選出副主席

陳燦耀教授 *( 清華大學 )。除了正副主席外，2019 年用戶

執行委員會委員尚有王家蓁教授 ( 中山大學 )、伍素瑩博士

( 國家衛生研究院 )、梁碧清教授 *( 成功大學 )、董崇禮教

授 *( 淡江大學 )、古慶順博士 *( 本中心 ) 和當然委員許火

順博士 ( 本中心 )，以及學生委員陳宥勳同學 *( 交通大學 )
和林沛儒同學 ( 清華大學 )。(* 為新任委員 )

近期三篇使用本中心實驗設施而發表的研究論文，分別

榮登化學皇家學會 (The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旗下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期刊與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期刊之封面與封底內圖片，相關研究人員獲此殊榮，有助

提升本中心的能見度。

2018 年 10 月 14 日 出 刊 的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C 期刊 ( 第 6 卷第 38 期 )，其封面圖片為在

高壓下合成氮化物螢光粉的狀態，出自於臺灣大學化學系

劉如熹教授與其研究團隊運用 TLS BL01C2 的 X 光粉末

繞射技術，探討不同合成壓力如何影響 SrLiAl3N4:Eu2+ 窄

頻紅色螢光粉 (SLA) 的晶體結構與發光效益。結果顯示，

透過增大晶體粒子與抑制缺陷形成，能夠由壓力誘導產出

高品質的螢光粉；可預見氮化物螢光粉在背光元件的發展

中，將佔有一席之地。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出 刊 的 Journal of Materials 
Chemistry A 期刊 ( 第 6 卷第 42 期 )，其封底內圖為雲

林科技大學化工系鄧名傑教授、葉禮賢教授與本中心陳

錦明博士利用本中心在 SPring-8 12B1 的 X 光散射技術

與 TLS BL20A 的 X 光光電子能譜技術來分析晶體結構與

電極成分合作之研究成果。圖中展示了研究團隊在導電紙

上製造出由氧化釩與氧化錳組成的三維奈米纖維，搭配

以完全互溶之溶劑為主的環保膠態電解質，成功扮演電

極的角色。此種材料可用來發展「高電壓可穿戴式非對

本中心為促進中子用戶間的交流，建立中子用戶、台

灣中子科學學會與本中心的溝通管道，並提供用戶參與中

心運作之平台，特設立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2018–2019
年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0 月 30 日召開，2019 年中子

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18 年的副主席孫亞賢教授 ( 中央

大學 ) 接任，另由委員自新任委員中選出楊仲準教授 * 為副

主席 ( 中原大學 )。除了正副主席外，2019 年中子用戶執

行委員會委員還有陳洋元博士 ( 中央研究院 )、陳威廷博士

( 臺灣大學凝態中心 )、蘇安仲教授 * ( 清華大學 )、杜昭宏

教授 *( 淡江大學 ) 及學生委員楊婕妤 ( 中央研究院 )，當然

委員則有許火順博士 ( 本中心 ) 和陳錦明博士 ( 本中心 )。
( 註：* 為新任委員 )

近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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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真空小組林育正與莊俊彥於「通訊大賽」
獲獎

科技部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本 -中心陳家浩與用
戶成大吳忠霖成功研發「二硒化鎢二極體」

經濟部工業局於 2001 年「無線通訊產業高峰會議」

中決議由該部通訊產業發展推動小組於 2002 年起開始辦理

「通訊大賽」，依產業發展脈動訂定競賽主題，以吸引優秀

年輕人才投入創新產業研發設計工作，同時也為產業發掘結

合硬體、軟體、服務的跨界人才與創意，至今培育超過 8,000
位優秀人才。今年通訊大賽共分三大競賽 :「智慧聯網創新

應用競賽」、「聯發科技物聯網開發競賽」、「5G 多天線

系統設計競賽」，競賽主題為「聯網應用，運用大數據分析、

人工智慧、AR/VR 等資通訊技術，結合智慧終端裝置之創

新應用服務」，評分重點為作品之創新性、技術成熟度、實

作完成度與商轉可行性

本中心真空小組研究助理林育正與助理工程師莊俊彥突

破重重關卡，進入決賽，最後獲得「評審團特別獎」和「LINE
專題獎」。他們設計的應用程式，為任務導向式聊天機器

人，類似 iPhone 的 Siri，並嵌入 web-based 即時儀表板，

簡化工業環境的複雜介面與難以移動至行動端等問題，利用

互動式問答，取得台灣光子源的資訊及狀態，並能主動報錯

及查詢故障點位，輔助加速器工程人員定義問題及得知機器

狀態。該作品結合同步加速器大量感測器與裝置整合的相關

經驗，極具實用性，化工廠、電廠、飼料廠 ... 等具有大量

的感測器與大廠域的產業，皆有發展行動監控系統的需求。

本中心陳家浩博士與用戶成功大學物理系吳忠霖教授組

成的研究團隊，首度利用二硒化鎢 (WSe2)，成功於室溫下

實現厚度僅約 0.7 奈米的二維單原子層二極體，更加輕薄、

更具效率，可成為超越摩爾定律的新一代製程。此研究成果

獲刊於「自然通訊」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科技

部為此於 11 月 21 日舉辦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原子級二維材料獨具的物理與化學特性有助於發展半

導體相關的先進裝置，例如生物感測器、電池、太陽能光電

板等。研究團隊選用二硒化鎢，屬「過渡金屬硫屬化合物」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s，TMDs) 的二維半導體

材料。利用單層二硒化鎢與鐵酸鉍氧化物 (BiFeO3) 所組成

的二維複合材料，在無需金屬電極加入的情況下，即可調控

二維材料電性形成二極體。除了能大幅降低電路製程與設計

的複雜度，亦可避免短路、漏電之狀況。相較於傳統的矽半

導體材料，「二硒化鎢二極體」在厚度上突破三奈米製程極

限，符合積體電路更薄、更小、更快的未來趨勢。

為了直接觀察上述二維複合材料之電子結構，研究團隊

利用台灣光源 TLS BL09A1 的光束線實驗站「掃描式光電

子能譜顯微儀」所提供的高空間及能量解析力，再與光電子

能譜術的表面靈敏度加以配合，極適合探討超薄二維材料複

合系統的電子、化學結構。

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www.nsrrc.org.tw/ViewNews/
MediaLayout02.aspx?ViewID=M20181126141211839&La
ng=Chinese

近況報導

稱性超級電容器」(high voltage wearable asymmetric 
supercapacitors, HVWASCs)，適用於可穿戴式電子裝

置，以及物聯網架構內之多種裝置。

而 2018 年 11 月 14 日 出 刊 的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期刊 ( 第 6 卷第 38 期 ) 封底內圖片則

選自本中心蘇群仁博士與鄭有舜博士的研究團隊透過 TLS 
BL23A 的小角度 X 光散射和低角度 X 光繞射技術，進行散

射數據量測與分析之研究成果。圖中展示了磷酸膽鹼的單層

囊泡 (ULVs) 在結構與結合上的動力學行為。

詳細內容請參閱：https://www.nsrrc.org.tw/ViewNews/
MediaLayout03.aspx?ViewID=M20181109094148221&Lan
g=Chinese

科技部於 11 月 21 日舉辦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 科技部自然科學及
永續研究發展司林敏聰司長、本中心陳家浩博士、科技部鄒幼涵常
務次長、成大物理系吳忠霖教授與陳至瑋博士 ( 由左至右 )。

真空小組林育正與莊俊彥於經濟部工業局「通訊大賽」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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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材料年會已於 11 月 16 至 17 日假逢甲大學材料

系舉行，今年會議主席為學會理事長彭裕民博士 ( 工研院副

院長 )。2 天的議程中本中心皆有推廣活動，第一天於材料學

門計畫主持人座談會上許火順組長代表中心介紹目前 TPS 概

況。第二天於廠商說明會上，本中心在體育館 3F 舉辦「介

紹台灣光子源於材料科學研究上之應用」說明會，現場約有

100 人參與，盛況空前。說明會由林彥谷博士擔任主持人，

黃玉山組長、莊裕鈞博士、包志文博士，以及林碧軒博士分

別進行非常精彩的報告，台下眾多年輕學子紛紛以手機紀

錄，氣氛熱絡。協助年輕後進得以躍過門檻，加速其學習曲

線，進而一窺堂奧，為台灣培養新一代研究新血。相關網頁：

https://csku27.wixsite.com/x-ray-summer-school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107年會暨 50週年慶論壇 -介
紹 TPS於材料科學研究上的應用



活動訊息

訪客訊息

科技部於 12 月 13 至 15 日在台北世貿三館舉辦「2018
未來科技展」，去年首度登場，以促進科技成果商業化，

並搭建產學研界交流媒合的平台。展場共分 14 個主題區，

分別為生技與新藥、醫材、AI 智慧應用、電子、光電、金

屬化工、新穎材料、智慧醫院、量子電腦、國家實驗研究院、

國家同步輻射中心、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今年首次公

開徵件，全國學研單位超過 400 項創新技術報名徵選，最

終 81 項獲選，搭配 42 項法人及園區應用技術，總計展出

123 項前瞻性技術。

本中心為科技部轄下法人單位，亦規劃一個展區，展

示同步輻射相關之先進技術與產業應用。加速器團隊長期

累積的豐碩成果，如「鋁合金超高真空系統潔淨製程」、「多

元磁場設計與應用」與「高能量粒子射頻功率」，不僅極

具工業應用價值，也讓本中心躋身世界級的同步輻射設施；

光束線團隊為破解新穎材料的結構之謎，研發出各種「奈

米探測」實驗技術，如掃描式軟 X 光穿透顯微術、奈米聚

焦角解析光電子能譜術、奈米探測技術、奈米繞射技術等，

有助於生醫、能源環保等材料之開發；同時，產業應用團

隊積極與半導體產業合作，推動「同步光源在先進半導體

技術應用」，協助台灣半導體產業解決奈米尺度的關鍵材

料問題。

未來科技展

近況報導

會議訊息

控制系統是大型科學設施及粒子加速器設施的關鍵子

系統之一，負責整合各子系統並提供整合的操作環境以供試

車、運轉及實驗。新興科技與科學設施控制系統國際研討會

為科學設施及粒子加速器控制系統主要會議之一，每兩年在

歐亞美洲輪流舉辦；第十二屆新興科技與科學設施控制系統

國際研討會於 10 月 16 至 19 日在新竹舉行，由本中心主辦，

也是中心第一次舉辦 JACoW 論文發行系統之國際會議，此

次 PCaPAC 2018 共有 110 位國內外與會者；議程有主題

演講、口頭報告、海報展示、訓練課程與參觀台灣光子源行

程等。藉由此次 PCaPAC 2018 國際會議，讓國內外研究人

員與專家直接交流並擴展視野，獲取最新知識、激發研究興

趣、提高國內在控制系統相關領域之研發水準，亦可深化本

土與全球實驗物理設施控制系統之關鍵人物的合作關係與交

流。會議網站：https://indico.nsrrc.org.tw/e/pcapac2018。

第十二屆新興科技與科學設施控制系統國際研討
會 (PCaPAC 2018 ) 

 

1. 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 (RFBR)Vladimir Kvardakov 副主

席等一行 4 人於 11 月 7 日前來本中心了解台灣光子源

設施現況與科研成果發展。

2. 波蘭國家研究發展中心 (NCBR) Prof. Imed El Fray、

Prof. Anna Grocholewska-Czuryło 和臺灣科技大學教授

等一行 11 人參觀 TPS 21A 實驗設施。

3. 日本東北大學大野英男校長等一行人於 11 月 16 日來訪，

該校目前正規劃建設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除參觀實驗站及

加速器模型區，亦盼未來能與本中心建立更多實質合作。

4. 2011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以色列籍 Dr. Emeritus Dan 
Shechtman 受科技部邀請來臺，於 11 月 19 日蒞臨本中

心瞭解我國同步加速器科學研究之發展，並參觀台灣光

子源實驗設施。

5. 英國利物浦大學教授一行 14 人於 11 月 29 日來訪，聽

取本中心發展現況簡報後，並參觀台灣光子源第一、第

二期實驗站。

6. 美國空軍實驗室 (AFRL) 參訪團應中科院之邀訪臺，特

安排於 12 月 5 日來訪，聽取中心簡介後前往台灣光子

源參觀實驗站及加速器模型區。

第十二屆新興科技與科學設施控制系統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未來科技展中本中心同仁展示同步輻射相關之先進技術與產業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