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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要 事 務 近 況 報 導

中心講座趙午院士榮退特別座談會與會人員合影
(Photo credit: Jacqueline Orrell/SLAC)

▍中心講座趙午院士榮退特別座談會  

為表彰中心講座趙午院士在加速器科學

及技術發展上的傑出貢獻，美國 SLAC國家
加速器實驗室於 10月 25日舉辦趙午院士榮
退特別座談會 (Special Topics in Accelerator 
Physics)，當日約有 80位各國加速器實驗
室之專家與會。本中心許國棟副主任於會

中代表中心感謝趙院士過去 30年在 TLS及
TPS興建時期的參與協助、對中心加速器
的研究發展之關切期許、加速器物理學校

的運作與經驗傳承、自由電子雷射技術之

推廣與授課等皆不遺餘力。趙院士是位傑

出的加速器物理學家，他除了在 non-linear 
beam dynamics、collective instability、
beam-beam resonance、spin dynamics、
polarized beam、gravitation instability、
spin等研究領域有開創性的貢獻，近年來更
發明了穩態微聚束機制 (Steady State Micro-
Bunching, SSMB)可產生由兆赫茲 (THz)、
紅外線到極真空紫外線 (EUV)的高品質光
源；此外，趙院士擅長將複雜的物理機制以

簡潔的方式處理讓後學者容易一窺奧秘，在

加速器各領域的參與程度更是無人能及，全

力協助全球多個中心的加速器學校之運作與

授課，對加速器之經驗傳承顯著卓越。

▍2019 年中心合作備忘錄簽署概況  

2019年本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
光源設施合作交流情形如下：

 ¾ 2019 年新簽訂國內外合作約定

1. 與美國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簽署用戶協議書。

2.加入由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發起之合作協議書，
共有 11個同步輻射設施合力開發蛋
白質單晶光束線專用數據收集軟體

(MXCuBE)。

▍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 ▍  

第六屆第五次董事會議已於 10月 15日在中心舉行，除羅國輝
主任報告中心現況、許國棟副主任報告台灣光源與台灣光子源工作進

度，以及陳俊榮副主任報告實驗設施與科學研究外，會中並討論通過

109年預算案及配合財團法人法之相關要點規章修正案等議案。

▍台灣光子源開始提供用戶 500 mA 運轉服務 ▍  

台灣光子源的常規運轉，在每次提升運轉電流時，都必須通過行

政院原子能委員會的審核與現場查驗、取得運轉執照後，才可開放用

戶使用。台灣光子源於 2016年開始開放用戶使用，當年加速器提供
的穩定運轉電流為 300 mA、規劃用戶時數則為 1680小時。近年來
經過加速器部門同仁的持續努力，於 2017年 11月底時穩定運轉電
流提高至 400 mA，2019年第三季則進一步提升到 500 mA，符合台
灣光子源加速器設計的最大電流值。自 2019年起，全年以雙週模式
運轉、每兩週提供用戶連續 11天的使用時段，大大提升用戶的使用
效率。

▍2020 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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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年
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2月 12日召開，2020年用戶執行委員會
主席由 2019年的副主席陳燦耀教授 (清華大學 )接任，另由新任委
員中選出鄭惠春教授 *(清華大學 )為副主席。除了正副主席外，2020
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尚有秦伊瑩教授 *(中山大學 )、梁碧清教授 (成
功大學 )、陳翰儀教授 *(清華大學 )、董崇禮教授 (淡江大學 )、劉振
霖博士 *(本中心 )和當然委員許火順博士 (本中心 )，以及學生委員張
馨方同學 *(台灣大學 )和陳宥勳同學 (交通大學 )。(註：*為新任委員 )

▍2020 年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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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 2020年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2
月 10日召開，2020年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19年的副主席
楊仲準教授 (中原大學 )接任，另由委員自新任委員中選出陳信龍教
授 *(清華大學 )為副主席。除了正副主席外，2020年中子用戶執行
委員會委員還有杜昭宏教授 (淡江大學 )、蘇安仲教授 (清華大學 )、
周雄教授 * (中山大學 )及學生委員黃紹筑 (清華大學 )，當然委員則
有林克偉教授 *(中興大學 )、許火順博士 (本中心 )和陳錦明博士 (本
中心 )。(註：*為新任委員 )

▍SPring-8 MOU REVIEW 報導 ▍

本中心自 2000年與日本 RIKEN、JASRI共同簽署 SPring-8台
灣合約光束線 (SP12XU及 SP12B2)十年合意書，後於 2010年再
續簽的十年合約將於 2020年 6月 12日到期。為延續台日雙方良好
的設施合作互惠與科學研究交流契機，本中心於今年 6、10月陸續
提出續約之意願書 (Letter of Intent)及提供相關書面審查資料，包含
SPring-8台灣專屬光束線過去十年 (以近五年為重點 )成果及未來十
年之規劃，並於 11月 14日在 SPring-8舉行審查會議，由陳俊榮副
主任、黃玉山組長及平岡望小組長、及 SPring-8小組同仁代表中心
參加審查會議與進行報告，審查結果相當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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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台灣科技大學增修合作合約書，以擴大雙方合作
範圍，並加強國際學程人才培育與學術合作，例如：

合作成立先進光源創新研究所及國際學程。

 ¾ TPS 實驗設施合建

1. 與中研院物理所、清華大學合建 TPS 02A1「腦影
像光束線與實驗站」–建造完成，共同試車中。

2. 與中研院 ( 台灣蛋白質計畫 ) 合建 TPS 13A1
「BIOSAXS光束線」–執行中。

3. 與淡江大學合建 TPS 27A1「掃描穿透式 X光顯微
術 (STXM/ Ptychography)實驗站」–執行中。

4. 與清華大學合建 TPS 39A1「nanoARPES微米聚焦
分支實驗站」–執行中。

5. 與 (Max-Planck-Institute for Chemical Physics of 
Solids (MPI-CPfS))合建 TPS 45A1「次微米軟 X光
能譜光束線」–已啟用。

6. 與淡江大學合建 TPS 45A2「軟 X光發射能譜實驗
站」–已啟用。

▍獲獎訊息 ▍

 ¾ 本中心前董事李遠鵬院士榮獲總統科學獎

為了提升台灣在國際學術界之地位，並獎勵數理科

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及應用科學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

創新性且貢獻卓著之學者，總統科學獎自 2001年開始舉
辦，每兩年頒發一次，今年已是第十屆的選拔。本中心前

董事暨資深用戶李遠鵬院士，以其在自由基光譜學、動力

學和動態學領域的重要貢獻，榮獲 2019年總統科學獎 (數
理科學組 )之殊榮。李遠鵬院士近四十年來的研究工作都
是在國內完成，他也是世界上首次偵測到許多大氣化學中

生命期短卻重要的自由基之紅外光譜，在大氣化學、燃燒

化學或天文化學上皆為重要發現，提供了監測及研究其相

關化學反應的直接方法，成就了他在自由基光譜學領域的

國際領導地位。(詳「專文」報導 )

 ¾ 本中心用戶朱英豪教授、劉如熹教授進榜科睿唯安

「2019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

為表揚國際間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中具有影響力

的研究人員，科睿唯安 (Clarivate Analytics)每年辦理「高

2019 年總統科學獎蔡英文總統與三位得獎者合影

第三屆亞洲大洋洲中子散射會議與會者合影

被引學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名錄，近期已公佈
2019年「高被引學者」名錄，全球共6,216人次名列其中，
本中心用戶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朱英豪教授與台

灣大學化學系劉如熹教授入選「跨領域」項目 (Cross-Field 
Category)。今年是朱英豪教授第四度獲選「高被引學者」
(2014年、2016年、2018年、2019年 ) ，他專精於多鐵
材料研究，大膽嘗試將多鐵材料與二維材料兩者連結，以

「雲母」替代研究成本較高的石墨烯，進而成為其研究團

隊的重要代表作。劉如熹教授亦連續兩年獲選 (2018年、
2019年 )，他是位傑出的無機材料化學家，深耕綠能相
關的材料化學核心技術三十餘年，具備學術與產業實務經

驗，其綠能領域的研發成果享譽國際。

 ¾ 本中心用戶郭俊宏博士、林士剛教授、戴桓青教授

榮獲 108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為鼓勵不同領域的年輕學者扎根學術，科技部每年在

自然、工程、生命科學、人文及科學教育等研究領域遴選

傑出研究人員。本中心用戶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郭俊宏

博士、成功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林士剛教授、台灣大

學化學系戴桓青教授榮獲科技部 108年度「吳大猷先生紀
念獎」。郭俊宏博士的研究領域為多孔材料、奈米材料與

其異相複合物之化學感測與催化；林士剛教授的學術專長

在電子構裝技術、電遷移效應、鋰離子電池陶瓷電極材料、

鋼鐵冶金、超合金與高熵合金設計；戴桓青教授的研究興

趣是化學生物學、神經化學、提琴研究。他們持續投入科

學研究，挑戰創新，追求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於眾多學者

中脫穎而出。

▍會議訊息 ▍

 ¾ 第三屆亞洲大洋洲中子散射會議

第三屆亞洲大洋洲中子散射會議 (3rd Asia-Oceania 
Conference on Neutron Scattering)於 11月 16 - 21日在
墾丁舉行，今年總計有 7個討論主題，分別為凝態物理、
材料科學與化學、軟物質、食品與生物科學、工程與工業

應用、理論物理與光源技術方法等橫跨最近熱門的主流中

子散射科學研究發展方向。來自世界各地多達 300多名中
子散射相關研究人員一齊與會，會議以 6個平行論壇的方
式進行，總計有 270餘場演講。與會學者除了交流討論中
子技術的最新發展狀況，並可交互拓展中子資源與合作關

係，收穫豐碩，大會圓滿達成。此外，在會議期間亦舉辦

了儀器科學家會議 (Instrument Scientist Workshop)、歐洲
美洲與亞太三區域主席會議、中子設施執行長會議、日本

與韓國中子事務會議與 AOCNS執行委員會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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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第三屆亞太地區同步輻射論壇學校的講師與學員合影於研光大樓前

 ¾ 本中心於 2019 年材料年會中舉辦同步輻射論壇

今年材料年會已於 11月 15、16日在成功大學材料系
舉行，今年會議主席為學會理事長暨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

博士。本中心於第二天舉辦「介紹台灣光子源於材料科學

研究上之應用」同步輻射論壇，由科學研究組林彥谷博士

負責籌備規劃，邀請 13位講員，包含 7位外部優秀用戶
與 6位 TPS實驗站團隊同仁。此次論壇上午由本中心陳
俊榮副主任進行開場後，講員們陸續針對 TPS的實驗技
術及相關研究課題等，深入淺出地進行解說。現場約有 60
名聽眾與會，過程中眾多年輕學子紛紛以手機記錄，反應

熱絡。

▍課程訊息 ▍

 ¾ 第三屆亞太地區同步輻射論壇學校首次由本中心舉辦

為促進亞太地區的同步輻射設施合作與科學技術的交

流和整合，第三屆「亞太地區同步輻射論壇學校」(Asia-
Oceania Forum for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School, AOFSRR School)於 11月 3 - 8日首次由本中心
主辦，招收 AOFSRR會員國的研究生、博士後、年輕研
究人員和工程師，本屆共有 48名來自十國的學員參加。
課程首先由澳洲光源科學主任 Michael James講授同步輻
射與應用概述，接著由台灣大學化學系王瑜院士講授基本

結晶學理論，同時安排本中心研究人員講授同步加速器各

領域之課程。除課堂上課外，另安排學員分組至各實驗站

實際參與實驗與數據分析，並從各組口頭報告的實驗結果

中，選出優勝者。學員在一周的課程中，不僅學到同步加

速器光源的科學知識與實驗技術，更認識了各國有志從事

同步輻射研究的年輕學子，對於未來學術生涯與國際交流

有莫大的助益。

 ¾ X 光奈米探測訓練課程

台灣光子源 X光奈米探測 (X-ray Nanoprobe)光束線
實驗設施 (TPS 23A1)除了提供奈米等級的空間解析外，
亦可同時包含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ray Fluorescence (XRF)、X-ray Excited Optical 
Luminescence (XEOL)和 Time-resolved XEOL等量測，
因此為了讓現有用戶更了解光束線的實驗能力，並熟稔實

驗站的操作方式，本中心於 10月 18日舉辦訓練課程，課
程中除了介紹實驗站的量測能力，並提供參加用戶實際操

作的機會，將有助於提升日後該實驗站的研究品質。

▍活動訊息 ▍

 ¾ 2019 未來科技展

由科技部主辦、象徵產學研界奧林匹克的「2019未
來科技展」(FUTEX 2019)於 12月 5 - 8日在台北世貿一
館盛大登場，此展將全國學研界豐沛的研發能量與創新前

瞻技術透過六大前瞻技術領域和四大應用特色專區，完整

呈現結合創意與科學突破帶來令人驚艷的全新體驗，持續

拉近我們與智能生活的距離，開啟未來世界的無限可能。

今年來自全國各地學研、法人參與徵選的前瞻技術多達

500餘件，科技部針對「科學突破」與「產業應用」二大
指標評選出引領人類未來生活的關鍵技術，本中心入選技

術有「射頻功率源」、「魔磁學院之光子源」、「NEG非
蒸發式吸氣材料」、「現場鏡面量測儀」、「解析蝦白尾

症病毒結構」和「傷寒桿菌的蛋白質排毒幫浦」，分別規

劃於「電子與光電」、「智慧農業生技」和「生技與新藥」

專區展出。未來科技展不僅再次體現台灣是一座蘊藏豐富

創新研發能量的寶山，更期盼藉此平台加速讓科研成果轉

化為實際驅動台灣產業結構轉型，以及帶動下一波經濟成

長的新引擎。

▍108 年度榮退同仁 ▍

108年度中心榮退同仁如下，感謝同仁們在中心服務
期間對中心的貢獻，也祝福大家退休後的生活健康、平

安！

¾ 磁鐵小組 張正祥研究員  服務年資 35年

¾ 射束動力小組 郭錦城研究員 服務年資 33年

¾ 材料科學小組 李信義研究員   服務年資 31年

¾ 分子科學小組 鄭炳銘研究員   服務年資 30年

¾ 機電土木小組 翁宗賢副研究員  服務年資 29年

¾ 事務室 劉銀袁助管理師   服務年資 29年

¾ 加速器運轉小組 范正光工程助理  服務年資 28年

¾ 低溫小組 林再福副工程師  服務年資 28年

¾ 真空小組 沈怡青工程師   服務年資 12年

民眾參觀 2019 未來科技展台灣光子源展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