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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報導

 ¾ 本中心用戶周必泰教授研究成果榮登國際頂尖期刊

Nature Photonics

本中心用戶臺灣大學化學系周必泰教授團隊使用本中

心的 TLS BL13A1 及 BL01C2 實驗站進行實驗，利用掠角
X 光繞射 (GIXD)技術解析金屬化合物分子在基材上排列
的結構與方向性，及其與材料特性的關聯性，其研究成果

打破半世紀以來的理論瓶頸，讓近紅外線有機發光二極體

(OLEDs)在大面積二維化及可撓式元件應用於諸如生醫紅
外影像、紅外線醫療、手機紅外辨識、測距與夜視等領域

邁進一大步，成功刊登於國際光電領域最頂尖的「自然光

電」(Nature Photonics)期刊。

 ¾ 開啟次世代電子元件新視野，本中心發現新材料組

合登國際知名期刊 Nanoscale Horizons封面

本中心魏德新研究員所主導的國際研究團隊，與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藍彥文副教授、呂俊毅博士後研究員，以

及德國彼得葛倫伯格研究中心 (Peter Grünberg Institute)
的 Christian Tusche研究員，利用「台灣光源」（TLS）
與義大利同步輻射光源 (Elettra)，對「鈷 /二硫化鉬異質
結構」進行特徵研究分析，發現了即便是在室溫下，此異

質結構間的交互作用仍然可以在非晶相之磁性材料中誘發

出常見於晶相結構之「自發磁異向性」，為磁異向性之起

源與操控，開闢一個嶄新的視野。未來研究團隊將深入探

討產生這個現象的關鍵機制，並進一步研究操控自旋電子

磁區方向的新方法，為半導體業與光電等產業，帶來突破

性的發展。傑出研究成果登上國際頂尖期刊「奈米視界」

(Nanoscale Horizons)，並獲選為期刊封面內頁。

 ¾ 張石麟院士紀念會

本中心前主任張石麟院士不幸於今年 3月 9日故世於
臺北臺大醫院。學研教各界為感念張老師一生的貢獻與成

就， 9月 17日由清華大學主辦，舉行「張石麟院士紀念
會」。清大三任校長、中研院周美吟副院長、中華民國結

晶學會王瑜院士分別致詞紀念悼念，本中心羅國輝主任亦

詳述張院士 30餘年來對我國同步輻射不可取代的貢獻。

本中心前主任陳建德院士特別代表丁肇中院士宣讀紀念

文，並祝願張院士了悟實相、無所罣礙。

張院士受邀返國之初即投入我國同步輻射用戶人才

培育計畫暨光束線設施籌建；並主導建造臺灣第一座增頻

磁鐵 X光光束線及相關實驗站。近年來更利用現代半導
體元件製作技術，成功研製全球第一個 X光共振腔，開
創 X光光學研究的新契機。張院士在本中心的研究創下
數項第一：發表第一篇硬 X光的 Phys. Rev. Lett.文章，
發表 SPring-8第一篇由台灣用戶主導的 Phys. Rev. Lett.
文章，第一篇由台灣光子源所發表的文章，以及第一篇硬

X光 pump-probe文章等。張院士 2010年當選中研院院
士，2011年當選世界科學院院士。2010—2014年擔任本
中心主任期間，正

是 TPS 建造最關鍵
的四年。哲人已遠，

張院士的故世是台

灣也是世界同步輻

射科學界的大損失，

令我們感到無限的

緬懷與追思。

▍獲獎訊息 ▍

 ¾ 恭賀本中心林麗瓊董事及用戶吳乃立教授、楊展其

教授、葉晨聖教授、劉全璞教授、林錕松教授、何

政恩教授榮獲有庠獎座及論文獎

第十八屆有庠科技獎、第十六屆有庠元智講座暨第

十八屆有庠傑出教授獎於 5月 26日公佈，共 29人獲獎，
其中七位本中心用戶，包括臺灣大學凝態科學研究中心兼

本中心董事林麗瓊博士榮獲「有庠科技獎座（奈米科技

類）」、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吳乃立特聘教授榮獲「有

庠科技講座（綠色科技類）」、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楊展其

副教授及化學系葉晨聖講座教授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奈米科技類）」、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劉全璞

特聘教授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綠色科技類）」，元智

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學學系林錕松教授及何政恩教授分

別榮獲「第十六屆有庠元智講座」、「第十八屆有庠傑出

教授獎（科技人文類）」，高度肯定獲獎人的學術研究成

果及其在新興科技領域之傑出貢獻。

▍第六屆第七次董事會▍

第六屆第七次董事會議於 7月 15日舉行，會中報告
第六屆第六次董事會會議決議辦理情形與中心現況，並討

論 110年度預算編列及工作計畫、太陽能光電系統規劃案
設置場域調整及產業應用組設置規劃案。

▍王兆恩博士獲聘擔任本中心加速器副主任▍

第六屆第七次董事會議通過王兆恩博士之副主任聘

任案，自今年 8月 1日起生效。王兆恩博士在中心服務
近三十年期間曾兼任高頻小組小組長及光源組組長，對加

速器系統的設計與運轉優化多所貢獻。王博士於 1996—

1997年建造台灣光源 U5聚頻磁鐵，1999—2005年領導
建造台灣光源的超導高頻共振腔系統，使台灣光源成為全

球第二座使用超導高頻共振腔之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

2010—2015年王博士以其過去在高頻系統之豐富經驗，
建造出讓加速器達到世界最優越運轉水準的台灣光子源

500 MHz超導高頻共振腔。

王博士曾獲日本高能加速器基金會頒發西川獎

(Nishikawa Prize)，並獲三項台灣專利、兩項美國專利。
以王博士的資深經驗和對加速器科技的深入了解，期待王

博士能為本中心提供高品質的光源，提供國內外用戶進行

跨領域之尖端研究。

張石麟院士紀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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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訊息 ▍

 ¾ NSRRC 第八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本中心為了培育年輕的先進光源研究人才，並激發大

學生對加速器科技、同步輻射相關設施與其科學應用的興

趣，於 7 月 13 日至 8 月 12 日舉辦大學生實習活動，提
供學生親身體驗同步輻射相關技術，如 X 光材料結構分
析、X 光能譜學、同步輻射顯微術、分子科學、生命科學、
加速器科技研究等。第一週基礎課程結束後，學生即分派

到各實驗室進行實際研究與實習。每一位學生匯集實習期

間所學，在實習期末口頭報告中向同學與指導老師展現學

習成果，並給出超乎期待的表現。從對同步輻射領域的陌

生到了解，本課程不僅啟發學生未來研究方向，也有數位

學員畢業後進入與同

步輻射相關的研究所

就讀，透過這樣的推

廣與向下紮根，相信

未來能培養出更多同

步輻射領域的人才。

 ¾ NSRRC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清華大學與本中心共同開設之「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

與實習」暑期課程（三學分）於 8月 4日至 17日舉辦，
本課程由清華大學工程及系統科學系李志浩教授聯合交通

大學教授與本中心研究人員共同授課。為了強化理工背景

之研究生與大學部高年級學生對「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

的認識與推廣，課程安排由淺入深逐步介紹能譜學實驗技

術、X光光學系統、繞射與散射技術、X光影像學技術等
各領域，並包含同步輻射的產生技術、輻射偵測與量測、

輻射防護、第三代同步輻射的插件磁鐵元件及第四代自由

電子雷射設施。課程亦安排實驗站及清華大學中子源參觀

行程，以及為深化學

員科研應用讓學員透

過實際參與實驗，獲

得許多難得經驗。另

外，中心為鼓勵優秀

學員，舉行結業式頒

發獎學金及頒獎儀式。

 ¾ NSRRC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為提升 X光吸收光譜用戶之實驗操作觀念與數據分析
技巧，本中心於 8月 24、25日舉辦「2020年 X光吸收
光譜暑期訓練營 」，訓練營招收的學員對象以目前中心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的用戶為主，訓練課程包含實驗操作
要點提示、樣品製備經驗分享、數據分析概念介紹以及相

關軟體程式教學等。基於新冠肺炎的疫情考量，上課地點

首次選用大型演講廳

D260。當日實際參與
共 123人，其中包括
9位計畫主持人。

▍活動訊息 ▍

 ¾ 109年度服務業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觀摩會

本中心於 2019年底在經濟部能源局推行的「服務業
能源查核與能源管理輔導推廣計畫」協助下，依據 ISO 

50001國際標準建置能源管理系統並獲得認證，顯示中心
長年投入節能減碳工作之努力與成效獲得肯定。今年再獲

經濟部能源局邀請，協辦 7月 22日「109年服務業 ISO 
50001能源管理系統示範觀摩會」活動，分享能源管理系
統運作之經驗，並以現場實地觀摩方式，介紹中心各項節

能措施的具體成果。本中心由前副主任許國棟博士代表出

席，並由機電土木小組成員們接待業界先進參觀本中心各

項節能措施及能管系統。示範觀摩會藉由分享本中心能源

管理系統運作之經驗，輔以現場觀摩方式介紹節能方案落

實後的具體成果，以利服務業能源用戶作為精進能源管理

能力之借鏡。

 ¾ 109年度園區事業太陽能建置宣導說明會

本中心配合國家綠能政策，於 2016 年啟動太陽能發
電計畫，於建築物屋頂已建置太陽光電近 1.2 MW 的系統
設置容量，約為新竹市太陽能總量 1/5。因此今年度科管
局特選定本中心作為參訪案場，邀請中心分享推動太陽光

電系統建置之經驗，並介紹用電大戶政策影響之因應，以

為園區廠商參考借鏡。8 月 4 日由科管局長官協同園區公
會代表及專家與會，同時並有高通半導體、聯華電子、交

通大學、世界先進、中強光電等多家園區廠商先進共同參

加會議。現場除經驗分享外，並參觀本中心之太陽光電系

統，整個活動在熱烈討論及交流寶貴資訊後順利完成。

 ¾ 2020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 -未來科技館

2020年台灣創新技術博覽會由經濟部與科技部共同
主辦，於 9月 24日至 26日在世貿一館展出，科技部在
5+2產業創新技術的基礎上以「六大核心戰略」為核心主
軸，展示精準健康生態系、電子光電、AI與 AIoT應用、
智慧機械與材料等領域研發成果打造「未來科技館」，擴

大展出台灣科技的前瞻技術優勢與創新產業應用成果。

本中心今年於「未來科技館」設有獨立展區，以前瞻

技術與應用為主軸，由目前發展的重要技術中選擇具有產

業應用潛力或關鍵技術的主題展示，其中包含「同步輻射

紅外顯微術在癌症篩檢及慢性腎臟病之預後預測及其治療

評估」、「窺看蛋白質分子水中漫舞的X光散射複眼術」、
「未來之光 -超高速的分子攝影機：自由電子雷射」和「捕
捉結構色彩技術於仿生可撓光子晶體材料之高效率開發與

應用」，藉此四大主題呈現本中心在科學突破和產業發展

的科研潛力。

▍訪客訊息 ▍

 ¾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來訪

醫藥工業技術發展中心藥品製劑研發處楊智強處長一

行 7人於 7月 9日至本中心參觀，本中心安排 4座 TPS
光束線實驗站進行參觀，並介紹 BioSAXS生化樣品分離
系統，最後醫技中心準備細胞治療和小分子新藥的簡報並

進行日後合作的討論。

 ¾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來訪

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連錦漳局長率檢驗技術組同仁一行

6人於6月16日前來本中心參訪，聽取本中心現況簡報後，
由陳世偉博士及包志文博士介紹本中心相關技術，並交流

雙方發展狀況。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第八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X 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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