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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榮譽退休講座張石麟院士的研究團隊近

期 於 國 際 期 刊 Optics Express 發 表「High-resolution 
interference-monochromator for hard X-rays」(Optics 
Express 24, 30360 (2016))，這是首篇使用台灣光子源光
束線實驗設施發表的研究成果，也為台灣光子源的科學研

究打響第一砲。該篇成果請參閱本期「研究成果」摘要。

本中心實驗設施組李耀昌博士帶領的國際研究團

隊，成員包括本中心江正誠先生、黃佩瑜小姐、王俊杰

博士及陳慶曰先生，以及加拿大多倫多大學 Prof. Robert 
Reisz、交通大學鍾昭宇博士、中興大學黃大一榮譽教授、
中央大學張榮森教授與向陽基金會廖正豪博士等人，利用

本中心的同步加速器光源，歷經兩年研究，在 1.95億年
前雲南祿豐龍肋骨化石的微血管通道中，發現完整的膠原

蛋白及赤鐵礦微粒聚晶，這是目前已知保存完整的膠原

蛋白中，年代最久遠的。該研究結果於 1月 31日榮登頂
尖期刊「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8, 14220 
(2017))，未來將有助科學家瞭解恐龍的生理機制，可望
揭開恐龍起源及演化之謎，詳情請參閱本期「研究成果」

摘要。

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暨第五次監事會聯席會議已於 3月
3日順利舉行，會議由果尚志主任報告中心現況、許國棟副
主任報告台灣光源與光子源工作進度、黃迪靖副主任報告實

驗設施及科學研究之進展、徐嘉鴻主任秘書報告 107年度
工作計畫及概算作業，討論通過 105年度工作執行成果及
105年度決算財務報表與查核報告。

第五屆第四次董事會暨第五次監事會聯席會議報

導

首篇使用台灣光子源發表之研究成果已登載在

國際期刊

科學新發現！天然防腐劑保存恐龍膠原蛋白達

1.95億年
歷經多年規劃與興建的台灣光子源，規劃分三期建造

25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第一期 7座實驗設施中的蛋白質微
結晶學 (TPS 05A)、時間同調 X光繞射 (TPS 09A)、X光奈
米繞射 (TPS 21A)和同調 X光散射 (TPS 25A)等 4座實驗
設施已於 2016年 9月起陸續開放用戶申請使用，並持續進
行優化與實驗站擴充的工作；另 X光奈米探測 (TPS 23A)
已於今年第一季開始試車，目前已順利通光至實驗站並取得

Cu K-edge吸收邊區域的 X光吸收近邊緣結構 (XANES)光
譜，而共振軟X光散射 (TPS 41A)和次微米軟X光光譜 (TPS 
45A)則陸續完成光學系統的安裝與屏蔽屋主體等建造工程，
後續將進行光束線機械系統與安全連鎖系統等建造與試車。

目前台灣光子源第二期光束線實驗設施的建置計畫亦積極展

開中，其中軟 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 (TPS 24A)已完成
輻射屏蔽屋主體等建造工程，以及鏡箱、分光儀等主要光學

系統的安裝，並完成性能測試與規格驗收，進行光束線機械

系統與安全連鎖系統等建造工程；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
(TPS 44A)光束線已完成光學鏡面與鏡箱系統設計圖面的驗
收，以及建造輻射屏蔽屋的水氣、線槽與電力等後續的發包

工作。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實驗設施概要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實驗設施

雲南世界恐龍谷的祿豐龍

本中心傑出用戶江安世教授為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

授暨生命科學系腦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江教授以其在腦

科學、神經基因學及生物影像等專業領域的傑出成果，

曾榮獲包括世界科學院 (TWAS)生物學類獎、東亞研究
型大學協會傑出講座獎等多項世界性獎項，並發表於「細

胞」(Cell)及「科學」(Science)等國際頂尖學術期刊上。
江教授今年接受 Nature專訪時提及，過去需要花十年的
時間才能解出 50%果蠅大腦神經元的三維基因表現影像
圖，現在使用同步加速器 X光掃描技術，僅需要 10分鐘
就可以取得數據。同步加速器光源的顯微影像技術，可

本中心傑出用戶江安世教授使用同步加速器光源

進行腦科學研究獲 Nature期刊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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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4日科技部楊弘敦部長、本中心陳力俊董事長、
果尚志主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陳正成系統副校長、清

華大學賀陳弘校長、交通大學張懋中校長、德國馬克斯

普朗克研究院 (Max Planck Institute, MPI)德勒斯登分部
(Dresden)的 Liu-Hao Tjeng主任以及德國在台協會 Sabrina 
SchmidtKoschella副代表，共同出席本中心於科技部舉辦
的記者會，並宣布於 2017年起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將在新
竹設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plex Phase 
Materials)，擴大並加深與本中心、清華大學及交通大學之間
的研究合作及人才交流，未來台德雙邊將可透過此中心的運

作，更加拓廣兩國之間的科研合作網絡。同時，適逢政府推

動「連結在地、連結全球、連結未來」的科技發展新政策，

MPI國際研究中心除了是一個世界級的學術交流平台，更可
結合台灣在地一流大學的加乘優勢，為台灣未來的科技發展

挹注新動能。更多資訊請參考本中心新聞稿 http://www.nsrrc.
org.tw/ViewNews/NewsLayout04.aspx?ViewID=N20170104
154621526&Lang=Chinese

本中心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和德國 MPI研究
院共同在台設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

為促進本中心與大阪大學蛋白質研究所兩單位在蛋白質

結晶學光束線使用互惠、研究人員互訪、合作研究、學術活

動等合作，雙方自 2007年開始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由於
該合約於今年到期，為能延續這項友好合作，大阪大學蛋白

質研究所與本中心於 3月 7日舉行續簽約儀式，並進一步討
論雙方未來的共同合作相關議題。

本中心與大阪大學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獲獎訊息

記者會合照 ( 左起：交大朱英豪教授、交大吳秉駿博士、清大郭瑞年
教授、本中心果尚志主任、德國 MPI Liu-Hao Tjeng 主任、德國駐台
Sabrina Schmidt-Koschella 副代表、科技部周世傑司長、科技部楊
弘敦部長、科技部吳俊傑司長、國輻中心陳力俊董事長、國輻中心黃

迪靖副主任、清大賀陳弘校長、台灣聯合大學系統陳正成系統副校長 )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高教學與研究水準、並促進

大學發展其特色，特設置國家講座及學術獎。第二十屆國家

講座暨第六十屆學術獎已於近期舉辦頒獎典禮，本中心用戶

清華大學化學系特聘講座王素蘭教授以其在奈米孔洞晶形物

質與晶體結構研究的學術專長，二度獲得國家講座主持人的

榮銜，也成為「終身榮譽國家講座主持人 (數學及自然科學
類科 )」。再者，清華大學物理系暨研發長郭瑞年教授以先進
薄膜製成技術、開拓新穎材料之傑出成就，榮膺「國家講座

主持人 (數學及自然科學類科 )」；台灣大學化工系陳文章特
聘教授以其在電子高分子材料之合成、特性與元件應用和光

學高分子材料之製備與特性的研究專長，榮獲「學術獎 (工
程及應用科學類科 )」。各領域傑出用戶在眾多學者中脫穎而
出，獲得殊榮，本中心亦感到與有榮焉。

本中心用戶王素蘭教授、郭瑞年教授和陳文章教授

榮獲教育部第 20屆國家講座和第 60屆學術獎


2016年侯金堆傑出榮譽獎得獎名單已經出爐，在評審
委員的一致肯定下，本中心果尚志主任榮獲 2016侯金堆傑
出榮譽獎 (基礎科學 -數理類 )。果主任的研究工作主要集
中於低維次奈米材料 (包括半導體奈米結構、自組裝分子膜
及貴金屬奈米粒子等 )的基本性質和應用、奈米電漿子光學
(Nanoplasmonics)、奈米光子學 (Nanophotonics)、三族氮
化物半導體 (III-Nitride Semi-conductor)電漿輔助式分子束
磊晶成長，以及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進行半導體表面及界面

之基礎物性研究。果主任從事多項跨領域課題之實驗研究，

尤其在表面物理、半導體材料物理及奈米科學等領域，並發

展出多種利用掃描探針顯微鏡的奈米微影術，這些方法在製

作或研究超微小奈米結構上均有重要的用處。近年有關貴金

屬 (金、銀 )粒子組成電漿子超晶格的研究方向，果主任的
研究團隊首次發現高度可控性 (可操控層數、晶格常數及化
學組成 ...等重要參數 )的大面積奈米粒子自組裝技術，可以
用來形成具有特殊光學性質的電漿子超穎材料 (Plasmonic 
Metamaterial)及表面增強式拉曼光譜  (Surface-Enhanced 
Raman Spectroscopy, SERS)基板，皆深受國際注目。

本中心果尚志主任榮獲 2016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為培育青年研究人員，獎助國家未來學術菁英長期投

入學術研究，並紀念吳大猷先生對發展科學與技術研究之貢

獻，科技部特設立「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本中心用戶清華

大學化學系江昀緯副教授、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陳俊太副教

授和交通大學材料工程系暨本中心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黃爾

文副教授，在各專業領域之傑出研究成果於眾多候選人中脫

穎而出，榮獲科技部 10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本中心用戶江昀緯副教授、陳俊太副教授和黃爾文

副教授榮獲 105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以快速建構果蠅、老鼠與人類的腦神經網絡圖譜，未來可望

解決人腦神經系統頑疾，同步加速器光源是腦科學研究的一

大利器。相關 Nature報導請參考 http://www.nature.com/
nature/journal/v541/n7638/full/541559a.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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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3年，行政院同意建造台灣第一座同步加速

器光源，首先設立「指導委員會」，聘請丁肇中院

士等十二位國外科學家與國內科技重要決策者擔任

指導委員註1。自那時起，丁院士開始參與台灣同步

輻射的發展，2003年中心改制財團法人後，繼續受

聘擔任中心董事迄今。他在台灣光源啟用二十周年

紀念文章中提及“I served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have watched the NSRRC from its 
infancy grow to become a world-class institute.”，流露出

如親人般看著中心從初始一路發展成為世界級機構

的深厚情感。

　　過去三十多年期間，丁院士數十次來台出席中

心指導委員會與董事會會議，提供建言，鼓舞中心

士氣。他與李遠哲院士兩位諾貝爾獎得主常在會議

中鼓勵中心立足台灣，放眼國際，勇於追求頂尖，

打造世界一流研究設施。中心長期在科學巨擘的關

照下，始終走一條以科學卓越為標竿的道路。

　　丁院士於去(2016)年9月19日出席台灣光子源

光源啟用典禮，特別接受中心專訪，他神情愉悅，

但語氣堅定，談他對台灣光子源的期許，對科學

實驗胸懷的壯志，也回憶早期指導委員會的人與

事，期勉台灣同步輻射科技界在前人智慧與心血

建構的基礎上，不能停下腳步，科學的探索無止

境，科學的競爭不會停歇。

回顧與期許 - 專訪丁肇中院士

（以下專文以丁院士為第一人稱撰寫）

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陳俊維特聘教

授與本中心實驗設施組鄭有舜博士 (BL23A小角 /廣角度 X
光散射光束線的實驗站發言人 )的研究成果圖片「鈣鈦礦
太陽能電池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9, 1282 
(2016)」獲選為 2016-2017年台灣大學簡介封面，其中該
圖片是由本中心台灣光源 BL23A小角 /廣角度 X光散射光
束線輔助解析鑑定之材料結構特徵。

台灣大學陳俊維教授與本中心鄭有舜博士的研究

成果獲選為 2016-2017年台灣大學簡介封面

鈣鈦礦太陽能電池研究成果

台灣光子源 X光奈米繞射 (X-ray Nanodiffraction,XND)
光束線實驗站 (TPS 21A)於 3月 1 - 4日舉辦「Workshop o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of X-ray Nanodiffraction」
用戶教育訓練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 Advanced Light Source 
(ALS) Dr. Nobumichi Tamura及西安交通大學陳凱教授講述
軟體分析技術，讓對該光束線及對此實驗技術有興趣之研究

團隊成員可以學習這極為重要的軟體分析，同時 XND團隊亦
安排部分用戶攜帶樣品進行上線量測，讓與會學員可於軟體

分析課程中實作分析所得之數據。

2017 X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與分析研討會

2017 X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與分析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為提昇國內光化學領域的發展，並培養學生論文發表

能力，於每年度寒假期間舉辦研討會，106年度會議於 1月
18日在本中心舉行「亞洲光化學會台灣分會 2017年春季學
術研討會」，由本中心與科技部化學研究推動中心共同主辦。

該研討會議題涵蓋各種光與物質作用相關的理論及應用，包

括光電轉換相關之研究、光譜 /影像偵測技術、光誘發物理
化學和光生物學及其生物醫學應用等。此次會議共有 82人
報名參加，會議內容包括邀請演講、主題演講 (由大會選出
博士後人員及博、碩士班學生擔任講者 )及壁報張貼，期能
達到啟發後進的教育目的及分享研究成果。

亞洲光化學會台灣分會 2017年春季學術研討會
於本中心舉辦

第四代光源 -自由電子雷射已被國際科技界認為是未來
最重要的光源，目前自由電子雷射技術發展迅速，未來可望

在科技研究之創新與突破方面扮演極關鍵的角色。本中心於

1月 19 - 23日舉辦 2017年自由電子雷射冬季課程 (Winter 
School on Free Electron Lasers 2017)，此次課程共有 41
位學生報名。此次課程除了從美國邀請的趙午院士、李世元

教授、吳颶昊博士等人外，特別還邀請中國大陸上海光源王

東博士蒞臨介紹中國大陸自由電子雷射的發展現況。藉由課

程的舉辦，向學生介紹自由電子雷射的精華與應用，並引發

學生對自由電子雷射加速器設施技術與研發上的興趣，同時

也讓學生瞭解自由電子雷射等加速器在工業界、醫學界、物

理、化學及材料等科學研究與產業應用之需求，也藉此機會

訓練更多的學生，以達到紮根加速器科技研究與應用之目

的。

2017年自由電子雷射冬季課程

2017 年自由電子雷射冬季課程與會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