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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建德院士一生熱愛科學實驗，喜歡突破技術極限，研

發先進儀器設施。從發明高解析分光儀，潛心能譜學與凝態

物理研究，到領導完成台灣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尖端實驗設

施，30多年來，他的研究成果為全球及台灣科學界帶來諸多
啟發。

1985年，陳院士於美國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發明了
柱面元件分光儀設計概念，並藉此在美國國家同步加速器光

源 (NSLS)建造完成了世界第一座高解析、高束流、命名為
「龍」的軟 X光光束線。

1987年利用該光束線測得的凝態氮分子 K層吸收光譜，
觀察到前人無法分辨的振動能階，證實軟 X光的能譜解析力
(E/ΔE)可從當時的世界紀錄 2,000大幅提升至 10,000，突
破了數十年來軟 X光科學發展的根本障礙，震撼了國際同步
輻射界。在 1987至 1995年間，陳院士帶領團隊設計建造了
光吸收、光電子及磁圓偏振二向性 (MCD)等實驗站，並使用
「龍」光束線開創了多項軟 X光實驗技術。

發明「龍」光束線  開創軟 X 光實驗技術

由於軟 X光能量範圍涵蓋了常見重要元素之內層電子能
階，得以有效分辨元素及其氧化態，是探測物質微觀電子與

磁性結構非常有用的光源。這些實驗技術目前被廣泛地應用

在材料物理及材料化學研究領域，特別是 1989年完成的首
次軟X光MCD實驗以及 1995年首次證明「MCD總和法則」
正確性的高精確實驗，帶動了近 30年來世界性的 MCD研究
熱潮，開拓了磁學與磁性材料嶄新的研究方向。

應用上述軟 X光實驗技術，陳院士及其合作者探測了多
項凝態物質系統之微觀電子與磁性結構，研究成果豐碩。其

中以有關高溫超導、含鹼碳六十、錳氧巨磁電阻及多層磁薄

膜的高精確實驗最具影響力，實驗結果不僅為這些前瞻性物

質之微觀電子或磁性結構提供決定性的數據，協助判定各種

理論的正確性，也為新理論機制提供可信賴的微觀基礎，對

凝態物理的發展貢獻卓著。

陳院士 1995年返國後，在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NSRRC)建立了世界頂尖的軟Ｘ光研究團隊與實驗設施，並
與合作者完成了多項具決定性的實驗，對凝態物理之重要課

題提出新的見解，研究成果斐然。陳院士發明了「主動式光

柵分光儀 -主動式光柵能譜儀」(AGM-AGS)非彈性軟 X光
散射光束線系統，備受國際矚目。他也發明了大角度軟 X光
MCD散射實驗專用可產生任何 3D方向高磁場的 8極超導磁
鐵，其設計概念已被世界上多個研究機構採用。

引領磁學研究新方向  促成凝態物理躍進

陳院士在「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的極

力邀請下，從美國 Bell Labs返台加入 NSRRC，先後擔任副
主任 (1995-1997)和主任 (1997-2005)，領導 NSRRC完成
規劃與推動「台灣光源」(Taiwan Light Source, TLS)的設施
發展及科學應用，成果卓著。TLS是行政院於 1983年同意
興建，1993年首次出光的台灣第一座同步加速器，電子束
能量為 15億電子伏特、軌道周長為 120公尺。

為提高台灣科研競爭力，陳院士於 2004至 2005年間
積極倡議和籌備「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期使台灣能躋身進入世界上具
有超高亮度 X光光源的先進國家行列。

TPS的電子束能量為 30億電子伏特、軌道周長 518公
尺，能產生光亮度比 TLS強 100倍的軟 X光與強 10,000倍
的硬 X光。從 2010年 2月動土至 2014年 12月首次出光，
陳院士領導 TPS團隊，以不到 5年的時間即完成 TPS的興
建，並以不到 1年的時間將儲存電流提升 100倍，是世界上
近期建造完成的三座最先進 30億電子伏特光源中，目前唯
一達到 500毫安培最高目標的同步加速器。TPS已於 2016
年 9月開放供學術科技界使用，為我國未來數十年涵蓋廣大
研究領域之尖端實驗奠定堅實的基礎，大幅提升台灣的國際

學術地位。

建立台灣同步加速器光源  超越先進國家

2017 年總統科學獎 ( 數理科學組 )：陳建德院士

專文

熱愛科學實驗 矢志打破技術極限

擁有全球影響力的物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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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領同步加速器光源 推動台灣基礎研究進展

追求宇宙真理的物理學家

 陳建德院士一生熱愛科學實驗，喜歡突破技術極限，研
發先進儀器設施，探索宇宙萬象奧秘。30多年來，從發明高
解析分光儀，潛心能譜學與凝態物理研究，到領導完成台灣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尖端實驗設施，歷程中充滿種種艱鉅挑

戰，憑藉著實現夢想的信心、毅力、勇氣與睿智逐一克服，

做出卓越非凡的學術成就與社會貢獻。

從小，陳建德就很好奇於宇宙萬事萬物的運作原理。「我

在 3、5歲時玩玩具，就會想知道陀螺為何能一直旋轉而不
會倒下，我可以盯著陀螺看很久很久，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看著星星，年幼的陳建德也會好奇地問著爸爸，「我們可以

去拜訪星星嗎？人類有一天能夠雲遊宇宙嗎？」

小小的陳建德有著大大的好奇心，預言著他終將走上物

理一途，而且在這條路上發光發熱。這除了他自己的天賦之

外，家庭教育也很重要，他的父母並不是很要求孩子們的成

績，陳建德和他的兄姊們有著那個年代難有的學習自由，因

為如此，他的好奇心沒有在萌芽時就被扼殺了。

陳建德分享了一個「分岔筆」的故事，讓我們得以見識到

他的父母是如何呵護著孩子，不讓孩子因為成績而喪失自信。

陳建德的哥哥是陳建仁，也就是現在的副總統，從小幾乎都

是考第一名，所以等陳建德上了小學，把一年級的成績單帶

回家時，他很擔心爸媽會因為自己考了第 11名而失望，沒
想到母親卻說，「阿德啊，你不要難過，其實你是第 1名，
是老師的鋼筆在寫的時候分岔了，就變成『11』了。」

在這樣的家庭教育下，父母親從來不比較孩子們成績，

這讓陳建德即使前有優秀的兄長，他依然能悠游在自己的

「物理」天地。也是這樣的家庭教育養成了兩位總統科學獎

得主陳建德是本屆科學獎得主；陳建仁於 2005年獲得總統
科學獎。一門雙傑，令人欽佩。

陳建德的求學之路並不順遂，「中研院院士大都是

明星高中畢業的，但我不是，這是很少見的。」然而，即

使如此，憑著從未熄滅的好奇心和即知即行的自學，他一

步步接近他的夢想。「我高中畢業後考上大同工學院機械

系，但是因為我醉心於物理研究，我想要深求物質世界背

後的原理，於是我重考一年，不上補習班，完全自學。」

結果在這一年，「我也沒念什麼書，當時我家在社子、

淡水河旁，我經常就是打棒球、放風箏，還搞了一個橡皮

艇，時常都在淡水河上，偶爾在堤防上背背英文單字，唸

唸國文」陳建德很自豪自己當年的成就，「我邀請兄姐、

親戚們坐上橡皮艇，我還弄了一個風帆。我還自己做風

箏，有辦法從淡水河左岸一直放到右岸去！風箏可以放到

眼睛幾乎看不見的遠處。」

從小熱愛探索  天生的物理學家

看起來是遊戲，但是陳建德當然還是深究遊艇、風箏的

運作原理並加以改善，他非常喜歡動手做。就這樣，數理一

向強大的陳建德，靠著這一年自我「加強」語文科目，最後

考上了台大數學系。

 由於數學是宇宙真理的一部份，因此陳建德也很喜歡。
然而，數學畢竟和物質世界還是有著距離，於是在數學系念

了一年後，陳建德轉進台大物理系。他醉心於探索物理世界，

語文科目，包括國文、德文、英文全都不及格，最後還是重

修，才勉勉強強畢業了。

「擺脫」了語文科目，從此，陳建德在求學路上大放光

芒，他以第三名考進台大物理研究所，之後於 1980年進入
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物理研究所就讀，才過半年就參加博士

班資格考而且還拿到第一名。至今，陳建德的名字都還高掛

在賓大物理所的榮譽榜上。

負笈賓大，陳建德師承Ward Plummer，從此走上了「同
步輻射」的研究之路，陳建德的選擇，讓台灣日後得以在同

步加速器光源領域與國際並駕齊驅。

陳建德跟著Ward Plummer教授到美國三個同步輻射設
施進行實驗，他並開始利用他自己研發的「光學射束追蹤法」

電腦程式，設計出嶄新的環面光柵分光儀等，這個時期所發

想出的一些創新點子，在日後孕育出讓他聲名大噪的「龍」

光束線。

專文

發明「龍」光束線  締造軟 X 光世界紀錄

在賓大取得物理博士學位後，陳建德於 1985年進入美
國貝爾實驗室 (Bell Labs)，隨即發明了柱面元件分光儀設計概
念，並藉此在美國國家同步加速器光源 (NSLS)建造完成了世
界第一座高解析、高束流、命名為「龍」的軟 X光光束線。

1987年利用該光束線測得的凝態氮分子 K層吸收光譜，
觀察到前人無法分辨的振動能階，證實軟 X光的能譜解析力
(E/ΔE) 可從當時的世界紀錄 2,000大幅提升至 10,000，突
破了數十年來軟 X光科學發展的根本障礙，震撼了國際同步
輻射界。

「龍」光束線的設計概念目前已被廣泛應用於整個紫外

光、真空紫外光以及軟 X光能譜區，且其解析力在真空紫外
光區更已高達 100,000。陳建德的發明已被台灣、美國、日
本、法國、德國、英國、中國、義大利、瑞典、瑞士、丹麥、

加拿大、韓國、印度、巴西、新加坡等國共 25座同步加速
器光源設施所採用，對同步輻射科學發展做出世界性的深遠

貢獻。

傑出的人才在對的時間來到對的地方，才能做出不凡的

成就，「在 1980那個年代，貝爾實驗室仍充滿創新氣息，
無論在經費或研究題目方面，他們給予科學家很大的空間。」

陳建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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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7至 1995年間，陳建德帶領著他的團隊設計建
造了光吸收、光電子及磁圓偏振二向性 (MCD)等實驗站，並
使用「龍」光束線開創了多項軟 X光實驗技術，包括 (1)高
解析軟 X光吸收、(2)高解析軟 X光光電子能譜、(3)高精確
線偏振螢光式軟 X光吸收、(4)軟 X光 MCD、(5)元素分辨
三維磁滯曲線、(6) 元素分辨電子軌道磁矩與自旋磁矩、以
及 (7)介面磁耦合與磁粗糙度等。

在科學上，軟X光有什麼重要性呢？陳建德解釋說，「軟
X光能量範圍涵蓋了常見重要元素之內層電子能階，例如碳、
氮、氧的 K層以及鉻、錳、鐵、鈷、鎳、銅的 L層等，可以
用來分辨不同的元素及氧化態，所以是探測物質微觀電子與

磁性結構非常有用的光源，這也是科學界為什麼要投入大量

資源發展軟 X光實驗技術的主要原因。」

陳建德所創的實驗技術目前被廣泛地應用在材料物理及

材料化學研究領域，特別是 1989年完成的世界首次軟 X光
MCD實驗以及 1995年首次證明「MCD總和法則」正確性
的高精確實驗，帶動了近 30年來世界性的 MCD研究熱潮，
而發表這些先驅性實驗的兩篇論文也被高度引用逾 1,600
次，開拓了磁學與磁性材料嶄新的研究方向。

揭開微觀世界結構  促進新穎材料理論發展

應用上述軟 X光能譜學技術，陳建德在 Bell Labs與他
的合作夥伴探測了凝態物質的微觀電子與磁性結構，他們研

究過的物質系統相當廣泛，包括了氣體分子、表面及其吸

附分子、多層物質及其介面、半導體、過渡金屬及其化合

物、銅氧高溫超導、磁表面及磁薄膜、稀土亞磁鐵、含鹼碳

六十、錳氧巨磁電阻、重費米子以及金屬基蛋白質等，並且

在重要國際學術期刊發表逾 100篇論文，成果豐碩。

其中以有關高溫超導、含鹼碳六十、錳氧巨磁電阻及多

層磁薄膜的高精確實驗最具影響力，對凝態物理的發展貢獻

卓著。陳建德說，「這些成果都是和不同專長的傑出科學家

一起做出來的，不僅為前瞻性物質的微觀電子與磁性結構提

供決定性的數據，平息實驗上的重大爭議，協助判定各種理

論的正確性，也為新理論機制提供可信賴的微觀基礎。我們

所發表的論文因此被廣泛引用。」

專文

開創軟 X 光實驗技術  引領磁學研究新方向

陳建德院士（後排右五）與 TPS 軟 X 光光束線建造團隊合影

陳建德於 1995年返國後，繼續在軟 X光科學領域做出
卓越貢獻。他在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NSRRC)建立了世
界頂尖的軟Ｘ光研究團隊與實驗設施。

利用陳建德所發展的能譜技術與先進儀器，他的團隊與

國際合作者完成了多項具有決定性的實驗，對凝態物理之重

要課題提出新的見解。他也發明了多項先進精密儀器，其中

以量測效率比世界現有儀器高 100倍的「主動式光柵分光儀 -
主動式光柵能譜儀」(AGM-AGS)非彈性軟 X光散射光束線
系統，以及專為大角度軟 X光 MCD散射實驗而發明可以產
生任何 3D方向高磁場的 8極超導磁鐵兩項儀器，備受國際
矚目，目前磁鐵的設計概念已被世界上多個研究機構採用。

陳建德返台後一共發表了逾兩百篇論文，其中有 45篇
發表於影響係數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以上之學術期
刊，再度彰顯了高解析軟 X光對凝態物理研究的重要性。

建立台灣軟 X 光實力  達到國際頂尖水準

在接受面試時，一位科學家問了陳建德一個問題，「Dr. 
Chen, if we give you half million US dollars and 5 years, 
can you become Mr. Something in scientific community?」
乍聽這個問題，陳建德的腦袋快速轉著各種念頭，「哇！這

問題太大了吧？！給我 50萬美金及 5年的時間，我可不可
能成為科學界某個領域的某某先生？」最後，為了養家活口，

陳建德硬著頭皮回答，「Yes, I Can.」

果然，在 5年內陳建德做出了「龍」光束線，科學界無
人不知他是「Mr. Soft X-Ray」或是「Mr. Dragon」。他真的
成為某個領域的某某先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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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陳建德在指導委員會的極力邀請下，從美國 Bell Labs
返台加入 NSRRC，先後擔任副主任 (1995-1997)和主任
(1997-2005)，負責規劃與推動「台灣光源」(Taiwan Light 
Source, TLS)的設施發展及科學應用。

TLS是行政院於 1983年同意興建，1993年首次出光的
台灣第一座同步加速器，電子能量為 15億電子伏特、軌道
周長為 120公尺。陳建德縝密策劃並積極向政府爭取預算，
領導同仁完成 (1)更換常溫高頻共振腔為超導高頻共振腔、
(2) 開發超導磁鐵技術到自行設計建造多座超導增頻磁鐵以
及 (3)實現恆定電流累加注射等加速器重大升級計畫。綜觀
當時全世界的加速器光源設施，僅 TLS能領先國際、同時擁
有上述三項先進功能。

再加上插件磁鐵、光束線以及實驗站的大幅興建 (分別
從 1座增加到 9座、3座到 25座以及 3座到 57座 )，實驗
技術的引進與開創、光源應用領域的拓展以及科研成果的提

升，造就了現今全國每年有超過 11,000人次執行 1,600件
基礎與應用科學實驗計畫的傲人績效，涵蓋了物理、化學、

生物、醫藥、材料、地質、考古、天文、化工、環保、能源、

微機械及奈米元件等，使得 TLS成為世界一流的加速器光源
設施。

TLS的成就，促成許多科學研究發展的一日千里。例
如，近期 NSRRC同仁與一位加拿大考古學家的合作，就榮
登 Nature期刊封面。該位考古學家利用在中國找到的恐龍
胚胎，在過去，若欲研究胚胎內是否存在有機物，唯一的方

法就是切開後以化學方法分析，但這會破壞細胞組織。

從 1993年 TLS出光啟用後，前往使用光源的研究團隊
逐年增加，但受限於 TLS電子能量偏低，無法滿足科技界對
比較高能量硬 X光的需求，而硬 X光是探測蛋白質結構與材
料特性非常有用的光源。正當那時，日本高輝度光科學研究

所 (JASRI) 於 1997年試車完成一座全世界最高能量 80億電
子伏特的同步加速器 -SPring-8，可以產生世界最強的硬 X
光。

當時擔任主任的陳建德向 JASRI提出一項大型合作計
畫，在兩國政府支持下，雙方於 1998年 12月簽訂合作備忘
錄與合約，隔年起開始建造兩條台灣專屬硬 X光光束線，第
一條光束線 SP12B於 2000年完成，雙方共同舉行了隆重
的啟用儀式，立下重要里程碑，第二條光束線 SP12U也於
2002年順利完成並開放使用。陳建德回憶道，「這項計畫
讓中心與 JASRI建立了深厚的情誼，已跨越了建造光束線的
範疇，而是一項科技外交，也是台灣與日本有史以來規模最

大的科學合作計畫，為兩國未來學術交流立下典範。」

領導「台灣光源」成為世界一流設施

現在，使用 TLS，僅需將其切成薄片，然後利用同步輻
射的紅外線顯微術，就可鑑定其內部有機物成份且不會破壞

組織，這個實驗因此而找到有關恐龍胚胎發育的全新科學數

據，備受矚目。「這同時也是台灣第一個本土所做的科學實

驗，發表在 Nature期刊的封面上。」陳建德驕傲地說明同
步加速器的重大貢獻之一。僅僅只是 TLS就能大幅提升各領
域科學研究的深度和速度，可以想見，陳建德之後帶領團隊

建成的台灣光子源 (TPS)，將能促使台灣科學研究出現何等
的大躍進發展。

「我們努力把 TPS建好，完成加速器和光束線以及各
種實驗設施，現在就等待全台灣的科學家能想出很棒的科學

題目，準備好樣品來利用 TPS，我相信有一天 TPS真的可
以大放異彩，做出很了不起的東西。」陳建德與 NSRRC同
仁，現也在利用 TPS發展凝態物理的超高能量解析非彈性軟
X光散射研究中。

建造 SPring-8 台灣光束線  促成台日大型科學合作

談到當初回台的決定，陳建德說最大的拉力是來自於台

灣多位科技大老的極力說服。在台灣首座同步加速器於 1993
年間即將建好準備出光啟用時，當時行政院設有「行政院同

步輻射研究中心指導委員會」，主委是袁家騮，成員包括吳

健雄、吳大猷、李遠哲、丁肇中、李國鼎、蔣彥士、閻振興

等赫赫有名的科技界重量級人士。

「他們希望我回國幫忙，來推動剛剛建好的台灣光源的

周邊實驗設施、光束線以及相關領域的科學發展。」陳建德

談起當初回台的起心動念，「其實，我還沒有回來台灣之前，

就已多次跑到袁家騮、吳健雄的紐約市家裡去幫忙一起審查

一些實驗計畫，而且我也協助擬定未來 5年要建那些光束線
的計畫書。」李遠哲當時也多次親自打電話到貝爾實驗室，

希望能將陳建德拉回台灣。

「我個人是很想回台灣的，但是家中兩個小孩的教育、

妻子的工作以及回國後薪水驟減的經濟問題…等等，這些都

讓我猶豫再三，」陳建德坦白說出許多傑出人才欲回國貢獻

會面臨的難題。所幸，李遠哲當時推動成立了「傑出人才發

展基金會」，陳建德成為這個基金會首位請回來的海外學者。

「李遠哲還幫我解決了許多我的顧慮，所以我就毅然決然把

整個家搬回台灣了。」

主持「台灣光子源」計畫  打造超亮 X 光神燈

為因應我國學術科技界之殷切需求以及提高台灣科研競

爭力，陳建德於 2004至 2005年間積極倡議和籌備「台灣光
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
期使台灣能躋身進入世界上具有超高亮度 X光光源的先進國
家行列，讓科學家得以進行更前沿、更具挑戰性的科學實驗。

當此計畫於 2007年經行政院同意後，2009年陳建德以
TPS首席指導身份主持近 100場的技術會議，完成所有工程
設計與技術規範的優化定案，並於 2010年至 2014年間擔任
計畫總主持人。

TPS的電子能量為 30億電子伏特、軌道周長 518公尺，
能產生光亮度比 TLS強 100倍的軟 X光與強 10,000倍的
硬 X光。陳建德以其非凡的解決問題和統籌協調能力，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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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台灣光子源的建造，陳建德在那段期間所遇到的難

題可說是一言難盡。就國外建造的經驗來看，當時的經費僅

足以蓋出周長 360公尺的加速器。然而，陳建德認為要做就
要做到國際水準，甚至超越別人，於是最後決定在不增加預

算的前題下建造周長 518公尺的加速器。

此外，以上提到要在擁擠的現址建置 518公尺周長的巨
大加速器，還要在緊鄰 TLS建物旁進行深達 14公尺之 TPS
土地開挖，並得維持整個中心的正常運作…「許多國外科學

家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任務，但是我們做到了，」陳建德強

調，「因為我始終相信這是上蒼交付給我們的使命，我們一

定能做到。」

關關難過關關過，面對經費問題，透過自行開發的設計

及自製儀器設備等，陳建德帶領團隊以相當於國外七成的經

費，約新台幣 70億元就建造完成。「之前興建 TLS所累積
的技術經驗，使得團隊得以在 TPS時發揮更多自主力量。」
陳建德強調，「這一切都是水到渠成，沒有之前先建立相關

技術，要在短時間內完成 TPS是不可能的。」

另一個棘手問題是土地，「國外一般在蓋加速器時，都

是在素地，也就是在空地上建造，幾乎不會出現兩座緊接在

一起的情況，但是我們就是不得不這麽做。」陳建德也曾經
想另覓他處，他去看了竹北、苗栗銅鑼，甚至是屏東科大等

地區。「土地面積很大，但是若選擇新地建造，僅僅進行環

評及土地徵收就可能耗費 5年 ~10年，屆時早就落後世界一
大截，也沒有興建的必要了。」陳建德說。

專文

陳建德院士（後排右二）與 TPS 加速器興建計畫主持人合影

TPS團隊從倡議、籌劃、設計、興建、到試車各階段，克服
重重高難度挑戰。

這些挑戰包括了：(1)在擁擠的現址建置 518公尺周長
的巨大加速器、(2)解決 14個子系統間複雜的土木機電需求
與整合、(3)緊鄰 TLS建物進行深達 14公尺之 TPS土地開
挖、(4)在緊迫的經費及時程下製造與測試逾千座高精密電
磁鐵、(5)突破增能環無法將電子加速至 30億電子伏特的重
大瓶頸，以及 (6)排除儲存環電流提升過程中真空腔壓力爆
衝之異常現象等。

從 2010年 2月動土至 2014年 12月首次出光，以不到
5年的時間即完成 TPS的興建，並以不到 1年的時間將儲
存電流提升 100倍、達到並超越電流最高設計目標，是世界
上近期建造完成的三座最先進 30億電子伏特光源 (我國的
TPS、美國的 NSLS-II和瑞典的 MAX-IV)中，目前唯一達到
500 毫安培最高目標的同步加速器，成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
光源，也是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尖端實驗設施，非常不

易，備受多家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與媒體的大幅報導與讚揚、

榮耀台灣。

TPS已於 2016年 9月在總統親臨主持啟用典禮後正式
開放供學術科技界使用，為我國未來數十年涵蓋廣大研究領

域之尖端實驗奠定堅實的基礎，俾利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科

學發現與技術突破，大幅提升台灣的科研競爭力與國際學術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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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文

回顧陳建德至今的物理成就，發明「龍」光束線設計概

念的靈感就像是 1985年上蒼放在陳建德科研桂冠上的第一
顆「亮光寶石」，讓他在往後 3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能藉以
持續為能譜學和凝態物理的世界發展做出開創性的貢獻。在

他返台後的 20多年裡，上蒼又像是為他添加了一顆「磨練
寶石」和一顆「挑戰寶石」，那就是為 TLS奮鬥磨練 10年、
為 TPS攻克挑戰 10年。

回首一望，陳建德已成功地通過磨練與挑戰，和他傑出

的團隊一起實現了大家的夢想，TLS已經是世界一流的光源
設施，每年可以執行大量的尖端科學實驗，而 TPS也已成為
世界上名列前茅的超亮 X光神燈，隨時在為幫助科學家做出
重大科學發現而奮力地綻放出耀眼的光芒，讓研究成果能夠

揭開宇宙萬象的真理，解決地球面臨的困境，造福人類與自

然生態。

陳建德滿佈荊棘卻又精彩無比的科研生涯，在上蒼的眷

顧下已為台灣和世界的科學發展做出重大貢獻，彰顯了上蒼

對人類寬宏的慈悲與博愛。

呼籲重視基礎研究  建立科學發展願景

於是，原地興建仍是唯一的選擇，但是面積就是不夠。

幸好，憑著上蒼給予的堅定信念，陳建德相信事情一定能成，

他娓娓道來當年究竟是如何解開這道看似無解的難題。

「我用投影片畫了 480公尺周長 30公尺寬的圓環，在
NSRRC基地平面圖上不斷地繞，試圖將這個圓環放進基地
裡。我繞了 30分鐘還是一籌莫展，總是會撞到既有的建築
物，我當時已經想放棄了，」但是，陳建德提醒自己不要放

棄自己的信念，「靈光一閃，我就想著是否能拆掉一些不重

要的建築物？這也許會有解。」

果然，移除餐廳以及一處通道後，圓環就可以穿過兩幢

建築物之間的土地而放進基地裡了，後來為了提升光亮度再

將周長增加到 518公尺，也是放得進去。於是，為了興建
TPS，餐廳拆掉了，中心同仁吃了長達 4年的便當。在土建
的過程中，陳建德幾乎每天都提心吊膽，「在原有的 TLS旁
要下挖 14公尺，一旦發生崩塌，既有的 TLS加速器就毀了，
NSRRC大概就要關門大吉了。」

所幸，在大家群策群力及上蒼的眷顧下，TPS越過一道
道難關，終於成功建成。「在 TPS運作 10年至 15年後，
未來加速器工程技術更進步了，還有機會把 TPS就地升級
成Multi-Bend-Achromat(MBA)磁格，將束散度再降低10倍，
如此可進一步提升台灣科學研究的深度與速度。我們必須不

斷進步，因為在這個領域，只要稍有鬆懈就會被拋開很遠。」

陳建德期許地說。

「對台灣來說，蓋一座焚化爐就需新台幣 90億元，
TPS也僅需要新台幣 70億元。然而一般人認為焚化爐比較
重要，因為事關民生，至於加速器光源的應用離一般人很遙

遠，所以大家會覺得沒必要花費這筆錢，」陳建德語重心長

地說著，「然而， 加速器攸關的是一個國家基礎科學的研究
進展。」他非常希望所有為政者能針對台灣科學的長遠發展

多予支持，而不是僅重視能夠有短期產出的產業研究。

「畢竟，今日所有高科技產品的源頭都來自於基礎科學

研究，更何況，興建同步加速器這些設施，能夠給予年輕人

一個舞台、一個工具，讓他們能夠和全世界去競爭最前沿的

結合靈感與毅力、榮耀台灣、造福人類

資料來源：2017 年總統科學獎表揚實錄

科學研究，也可以培育出理工人才為高科技產業效力。」他

強調著，「我希望讓年輕人能站在我的肩膀上， 站在我的頭
上也可以，就是希望幫助他們能夠看得更遠。有了同步加速

器，台灣本土科學家就更有機會在國內做出重大科學發現，

要得諾貝爾獎也不是不可能的。」

始終走在物理的道路上，為的就是追求宇宙萬象的真

理。除了主流科學的研究外，陳建德也醉心於利用科學方法

來解開亙古的宇宙人生問題，例如：我們是誰？我們為何在

這裡？生前死後是什麼？輪迴轉世有其事嗎？神佛存在嗎？

在何處？外星文明可曾造訪過地球？靈異現象與特異功能屬

實嗎？物種是進化還是創造來的？炁場的本質與特性為何？

人類能遨遊浩瀚的宇宙嗎？更高次元時空存在嗎？這些是他

為自己退休後準備的科學作業。

陳建德院士將 2017 總統科學獎獎座與獎狀捐贈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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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總統科學獎 ( 生命科學組 )：王惠鈞院士

王惠鈞院士 1945年出生於台灣嘉義，1970年自台大化
學所畢業後，赴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進行結構生物學相

關研究，於 1974年取得博士學位後赴麻省理工學院投入研
究工作 14年，1988年回伊利諾大學任教。王院士於美國研
究、教學與行政工作經歷豐富，2000年回國於中央研究院生
物化學研究所擔任所長，並協助台灣基礎科學研究的發展，

同年獲選為中研院院士。回台後，在生化科技、農業、醫學、

能源研究等領域貢獻所長，且於台灣大學、中興大學、陽明

大學、成功大學、台北醫學大學、義守大學等多所公私立大

學教授生物化學、結構生物學及藥物開發，並提供學術諮詢，

參與指導碩博士生，培育出許多國內外生化與生技領域的優

秀研究人才。

王院士專長為研究結構生物學與蛋白質體學，從事核酸

與蛋白質結構相關研究四十年。1979年，他和麻省理工學院
Dr. Alexander Rich首次解開具有左旋雙股螺旋構型之 Z型
DNA結構，除開創此特殊 DNA研究的新領域，其重大發現
也被撰寫於各版本生物化學教科書。2008年解開致病菌金黃
色葡萄球菌形成色素的關鍵酵素結構，提供抵禦超級細菌的

契機。2009年利用蛋白體研究發現 DNA擬態蛋白 ICP11，
啟動了台灣對 DNA擬態蛋白的研究。2010年解析致病性
表皮葡萄球菌 TcaR蛋白與不同抗生素的複合結構，揭開此
致病菌的抗藥機制。2014年更開發利用冠狀醚與蛋白質結
合形成複合物的技術，使蛋白質分子較易形成規律鍵結與排

列，克服蛋白質結構解析上的結晶難題，帶領蛋白質結晶學

進入新的里程碑。近年來更積極應用結構生物學進行藥物發

展，改造抗體大幅提升藥物效能，並以導致阿茲海默症之重

要酵素「麩酸胺環化酶」(glutaminyl cyclase, QC)分子結構，
進行小分子藥物設計。王院士在藥物與 DNA交互作用的研
究亦成就卓著，進而引導針對抗藥病原菌做出更佳抗生素設

計。他的實驗室已發展出足以挑戰該研究領域之結晶蛋白新

型平台，至今已有超過 450篇學術論文發表於國際著名科學
期刊，亦有 14項國內外專利。王院士指導並培訓了許多學
生和博士後研究學者，其中多位已為成功的科學家，他是年

輕科學家和傑出學者的模範。

王院士於 2000年由美國伊利諾伊大學返回台灣，於中
研院生化所建立了第一個蛋白質體學設施平台，強化了台灣

在蛋白結晶學方面的研究能量，對台灣的蛋白質體學及結構

生物學整體發展貢獻卓著。2006年至 2011年擔任中央研究
院副院長期間，協助南港國家生技園區的規劃，提出並執行

跨部會的「生技醫藥國家型科技計畫」，促進了台灣學術界

與生技產業的互動。他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以及美國科學促

進協會 (AAAS)名譽會員，在 2011年接任亞太生化暨分生
科學家聯盟 (FAOBMB)會長，將於 2018年起擔任國際生化
暨分子生物學聯盟 (IUBMB)會長。

王院士在國內除了擔任台灣生物化學及分子生物學學會

及中華民國生物物理學會理事長，並開創以下科學相關組織

團體，以推動台灣在蛋白質體及抗體開發等研究，以及科學

教育相關領域的人才培育與國際學術交流：

1. 2003 年創立台灣蛋白體學會，增強國內學者在蛋白質
結構與功能、抗癌藥物研發及生物技術方面之基礎知

識與核心技術，以加速帶動台灣蛋白質體學研究推展。

2. 2011 年成立財團法人生化科技教育基金會，辦理生
科、醫藥產業相關會議與課程，藉注入多元資源培育

更多卓越人才，帶動台灣生醫領域及生技產業的發展。

3. 2013 年成立社團法人台灣抗體協會，每年辦理國際研
討會提供抗體產學研究合作與交流的平台，促進台灣

抗體之研究、開發與產業化，在學界及業界皆獲極大

迴響。

這些皆是王院士個人成就及其努力將台灣生物醫學提升

至國際水平具體的例子。王院士為台灣蛋白質結晶學領域發

展的重要推手，其在台灣教育、學術及產業界的耕耘與付出，

實屬有目共睹。

專文

領航台灣生技產業新紀元

名譽蜚聲國際 培育英才不遺餘力

資料來源：2017 年總統科學獎表揚實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