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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屆科學諮詢委員會會議

第二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概要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來訪視察

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及第六次監事會聯席會議報導

能源材料的光譜學研究研討會

2017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

第九屆科學諮詢委員會委員們全員出席與會

為表揚在新興科技領域有傑出貢獻之人士、鼓勵學

術研究發表、持續推動科技人文知識及醫療技術之普及，

徐有庠先生紀念基金會設置與頒發「科技講座」、「科

技論文獎」、「科技發明獎」、「元智講座」及「傑出

教授」等獎項，並聚焦在「奈米科技」、「資通訊科技」、

「光電科技」、「生技醫藥」及「綠色科技」等五項新

興領域。今年本中心用戶共有 4人榮獲第十五屆有庠科
技獎，交通大學材料工程系韋光華講座教授在智慧材料、

高分子太陽能電池、有機發光二極體及記憶體量子點及

金屬奈米材料領域之傑出成就，榮獲「有庠科技講座 (綠
色科技類 )」，東華大學化學系劉鎮維教授以其在多氫
銅團簇的傑出研究，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奈米科技
類 )」，以及元智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科系林錕松教授榮
獲「有庠元智講座」、何政恩教授榮獲「有庠傑出教授

獎 (科技人文類 )」，他們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不
僅表揚其在新興科技領域的傑出貢獻，同時也是對其學

術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

本中心用戶韋光華教授、劉鎮維教授、林錕松
教授與何政恩教授榮獲第十五屆有庠科技獎

本中心於 7月 27 - 29日在南投日月潭舉行第三十五
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研討會，該會議為台灣表面科學

與半導體每年舉辦的年度盛會，邀請國內各大學及研究

機構之教研人士與博士、碩士生以及國內外專家參加，

此次會議共有約 100人與會。此次會議除原有的雷射光
電、表面、奈米科學、能譜領域外，今年更涵蓋光學影像、

軟 X光影像等議題，期能藉由國內光學和表面科學研究
同仁間的良性互動，進而激盪研究熱情和催生研究團隊，

並加速光電、表面及奈米領域之科學研究。研討會資訊

請參考 http://www.nsrrc.org.tw/sssst35/。

第九屆科學諮詢委員會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SAC)會議於 7月 10、11日舉行，首先由果尚志主任致歡
迎詞，接著黃迪靖副主任報告 SAC 2017的概要與計畫、許
國棟副主任報告 TLS概況與 TPS進展，並由本中心同仁報
告台灣光源 /台灣光子源過去一年的科學研究成果、台灣光
子源光束線 /實驗站的建造和台灣光子源第一、二期實驗設
施的未來規劃，會中並邀請兩位用戶前來報告台灣光子源第
二期實驗設施之建造計畫。此次 SAC會議 13位委員們全員
到齊，提供中心實驗設施規劃與未來發展許多寶貴的建議，
對促進我國同步輻射新穎科學研究有很大的助益。

第二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於 9月 5 - 8日舉辦為期
四天的會議，本屆用戶年會主席為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交通
大學黃爾文副教授，中心主辦人為莊偉綜博士。本屆年會期
間舉辦四個研討會，分別為同步光源產業應用、高亮度小角
度 X光散射在生物複雜結構上的應用、量子材料的高解析能
譜學和應用先進光源於 3D列印與尖端材料的研究。此次會
議除了本中心主管報告中心現況外，會中邀請各領域傑出用
戶進行成果專題演講，深入淺出的報告讓與會人員可以更了
解同步加速器光源在各科研領域的現況與發展，精彩的演說
引發與會者的熱烈交流與討論，年會也圓滿而順利地落幕。
(詳第 4頁「第二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報導 )

科技部陳良基部長於 9月 27日蒞臨本中心，視察台灣
光子源和台灣光源的設施發展概況。陳部長關心各項實驗設
施的興建進度，亦深入瞭解各項實驗技術之研究領域與產業
應用。陳部長此行對中心的加速器發展與研究成果皆表示肯
定，同時也對各項業務的推動給予許多的建議。

第五屆第五次董事會及第六次監事會議已分別於 9月
30日與 9月 5日順利舉行，董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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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預算書及 108年科技計畫結構，會中並討
論通過會計制度修訂。

同步輻射提供高強度及高解析度的可調能量Ｘ光光

源，可針對材料中特定元素和結構組成，解析其內部反

應的機制，目前相關實驗技術已可廣泛應用在材料科學

的研究領域中。為提升能源材料相關的光譜學研究，本

2017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散射研習營於 9月
2 - 4日於交通大學舉行，今年會議由交通大學黃爾文教
授與核能研究所陳孝輝博士承辦，含國際學者超過 130
人與會。第一天議程為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國研院

董事長楊弘敦給予大會演講；第二天議程分由硬質材料

和軟質材料兩研討會進行；第三天會議為推廣中子應用

於材料研究，由本中心中子小組鍾世俊組長、吳浚銘博

士和王進威博士分別介紹中子相關實驗技術與研究應用，

並藉由高分子學門韋光華召集人 /材料學門陳三元召集人
邀請年輕新進教授與會，引進新血投入中子相關研究。

重要事務 近況報導

重要事務

第三十五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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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漫遊」、「文化藝術與古生物」科普演講
以及台灣光子源 Open House參觀

第五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2017年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2017年高解析度粉末繞射結構精算訓練課程

第八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

能源材料的光譜學研究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台灣光子源 Open House 探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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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中心於 7月 3日至 8月 4日舉辦暑期大學生實習活動，
提供暑假後升大三或大四學生體驗先進光源科學研究的機

會。實習內容包括演講課程與實驗，第一週由本中心研究

人員教授基礎課程，第二週至第五週則於下列六個研究方

向擇一至所屬實驗站進行實習，實習方向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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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的課程報告，學生們將這段期

間的學習成果於 15分鐘內充分展現出來，相信我們已把同
步輻射對科學研究的可能性放在學員的心中，希望每一個

都可能成為未來、有潛力的同步輻射用戶。相關資訊請參

考 http://mynsrrc.nsrrc.org.tw:3128/eSummer/。

為加強理工背景之研究生與大學部高年級學生對「同

步加速器光源之應用」的認識，清華大學與本中心於 7月
25日至 8月 7日共同舉辦「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
暑期課程 (三學分 )，由清華大學工程及系統科學系李志浩
教授開課，聯合清華大學教授與本中心同仁共同授課，本

次共有 64位學生報名。該課程內容主要在介紹同步加速器
設施及相關研究領域，並安排加速器和實驗站參觀與實習

活動，期能達到推廣國內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原理認識與科

研應用之目的。課程資訊請參考 http://portal.nsrrc.org.tw/
uao/School/introduction.php。

本中心於 8月 10、11日舉辦 2017年高解析度粉末繞
射結構精算訓練課程，由本中心同仁與用戶台北科技大學

許益瑞教授聯合授課，提供用戶學習 Rietveld refinement
軟體操作之機會，此課程共有約 60 位學員報名參加。
Rietveld refinement主要用來解決粉末繞射在結構分析上
的困境，相較單晶繞射往往都有數千數萬個獨立繞射點，

粉末繞射大多只有數十根繞射峰，Rietveld倡導使用每個
繞射訊號點都當作一個獨立的數據，有效地解決粉末繞射

在數據 /變數比很低的問題，也提高了粉末繞射結構精算的
實用性。

同步輻射光源為本世紀革命性新光源，利用同步輻射

光源相關實驗技術為科研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可

應用於跨領域前沿科學研究。為了推動同步加速器光源的

相關研究與應用，淡江大學與本中心於 8月 10 - 13日在日
月潭教師會館合辦「第八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此屆共有
98人報名參加。延續前七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之宗旨，推
動國內此相關研究領域，培養國內年輕研究人才及研發能

量，課程以深入淺出的介紹相關材料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

「宇宙漫遊」、「文化藝術與古生物」科普演講以及台灣

光子源 Open House參觀於 7月 29日在本中心與國家太
空中心熱鬧登場，文化部李麗芳主任等貴賓親臨會場，現

場並聚集了近 800名大朋友及小朋友。此活動共推出 6場
次的「科普教室」，包含「文化藝術古生物」與「宇宙漫遊」

兩大主題，由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義大利佛

羅倫斯大學 Prof. Piero Baglioni、國立故宮博物院陳東和
副研究員、國家太空中心蕭俊傑副研究員、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吳宇中副研究員與李耀昌助研究員，帶來趣味的

科普演講。同時，還推出「台灣光子源與太空中心 Open 
House探索活動」，讓小朋友近距離接觸台灣光子源，感受
地表最亮光源如何誕生，以及如何進行科學研究或產品開

發，讓人類的生活變得美好。此外，還可以觀賞台灣自主

研發的人造衛星，讓小朋友化身太空人，穿越星際廊道遨

遊宇宙，並藉由一系列的科學探索活動寓教於樂。活動網

頁請參考 http://changms.wixsite.com/nsrrc-nspo。

近況報導

中心、淡江大學物理系與蘇州大學納米科學技術學院於 8
月 15、16日在台北合辦「能源材料的光譜學研究研討會」，
會中邀請國內外相關的專家學者，針對能源材料的最新發

展和同步輻射相關的實驗技術發表演講，與會人員於會中

互相交流討論，並建立起跨領域的合作項目。未來期能培

養出更多的研究人才和實驗團隊，促進我國同步輻射光源

的研究與發展。會議網頁請參考 https://chasehao.wixsite.
com/synchrotrontw/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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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於 8月 7 - 11日及 8
月 21 - 25日分兩梯次舉行，由本中心同步輻射蛋白質結
晶學核心設施主辦，中華民國結晶學委員會協辦。參加

資格為現有用戶群的新進博碩士生、博士後研究員及研

究助理，每梯次錄取 18位學員。在五天的訓練課程中，
除了學習基本知識，必須親自處理單晶繞射數據，並利

用 Gd-MAD、S-SAD和 MR Phasing等方法解析出蛋白
質的三維分子結構，藉由實際操作建立大略的結構解析

概念，讓學員於短期內獲得蛋白質結晶學的基本知識及

技巧，以提昇其科學研究的進度及品質。課程資訊相關

網頁如下：http://bionsrrc.nsrrc.org.tw/training/Default.
aspx?num=2314&child=2315。

本中心於 8 月 21、22 日和 8 月 24、25 日分兩梯
次舉辦「2017年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招收學
員以本中心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的用戶為主，同時，為
使各研究團隊的經驗能夠順利傳承，也鼓勵計畫主持人

親自前來研習，今年共有 106人報名。此訓練營課程包
含相關軟體的教學、數據分析與優質數據篩選和製備樣

品的經驗分享等，讓與會的 X光吸收光譜用戶皆能提升
實驗操作觀念與數據分析技巧。

2017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2017年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第二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

2017 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與會人員合影

及同步技術應用，除了 X光激發螢光能譜 / X光吸收譜、
共振非彈性散射 / X光放射譜、繞射 /散射、影像光譜學
等四大主題外，也包含了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光束線相關

技術及應用之介紹，讓與會各教研人士、年輕學者及青

年學生可交換研究心得、分享科學知識，並促進各研究

群的合作。另外，本屆首次嘗試開放兩岸學員及學者報

名與會，以擴大研究合作之範疇，施行結果成效良好，

獲得廣大迴響。為此，下一屆暑期學校規劃向兩岸及亞

太地區開放招生，轉型為國際性教育訓練會議，期能推

廣台灣同步輻射研究的成果，並協助亞太地區研究人員

瞭解可運用之資源，促進國際合作之開展與增進台灣在

此領域之影響力。

專文

「第二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已於 9月 5日至 8
日舉行，今年主席為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交通大學材料科

學與工程研究所黃爾文教授及本中心莊偉綜博士。今年會

議除用戶大會外，特別舉辦了四個專題研討會，總計邀請

63位國內外學者專家演講，474人參與會議，整體年會氣
氛熱絡。

第一天 (9月 5日 )用戶年會由黃爾文主席開場、本中
心果尚志主任針對中心現況及未來發展進行簡報與光源組、

實驗設施組之會議報告。今年邀請交通大學校長張懋中院

士擔任 Keynote Speaker，以「Sync to Innovate」為題發
表大會演講，張校長風趣幽默，從四十年前在台大物理系

從事自製 X光機實驗談起，張校長提到一個人跑得快，但
是要走得遠，需要一群人一起走，並且要同調，最後以「同

步致新」與全體與會大眾共勉。年會也邀請四位傑出用戶

王建隆教授 ( 交通大學 )、周三和教授 ( 中興大學 )、  
劉雨庭教授 (中興大學 )及吳忠霖教授 (成功大學 )進行研
究成果演講。在精彩的演講後，分三組進行壁報口頭報告

與五個研究群討論會。

今年共有 247篇壁報展示 (含 123篇壁報比賽及 12
篇口頭報告競賽 )。為促進學術交流，鼓勵壁報發表人員在
壁報展示時間分享研究成果，特別增加「壁報展示評選比

賽」獎項，參與人較以往更加熱烈，得獎名單如下，所有

得獎者皆於第二天大會晚宴接受頒獎表揚。

各組口頭報告比賽之「台灣之光」獎：

各組壁報展示比賽之「第一名」：

各組壁報展示比賽之「優等獎」：

組別 得獎人之單位姓名 (指導教授 )
材料科學組 交通大學 林佑錩 (林彥谷博士 )
物理化學組 台灣大學 鄭伊婷 (鄭秋平教授 )
生命科學組 台灣大學 陳星甫 (詹迺立教授 )

組別 得獎人之單位姓名 (指導教授 )

材料科學組
中央大學 Patra Jagabandhu 

      (張仍奎教授 )
物理化學組 清華大學 林上仁 (陳家浩博士 )
生命科學組 輔仁大學 黃明怡 (楊小青教授 )

組別 得獎人之單位姓名 (指導教授 )

材料科學組
交通大學 張  維 (黃爾文教授 )
元智大學 謝宛蓁 (何政恩教授 )

物理化學組
中興大學 許允嘉 (劉雨庭教授 )
台灣師範大學 許銓喆 (林文欽教授 )

生命科學組
陽明大學 林旻翰 (周記源教授 )
台灣大學 廖宣任 (詹迺立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