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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屆第五次常務董事會議

2018 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名單

得獎訊息

本中心特聘研究員陳建德院士 ( 左二 ) 和資深用戶王惠鈞院士 ( 右
二 ) 與科技部陳良基部長 (右一 )合影於總統府。

本中心特聘研究員暨董事陳建德院士、中央研究院

生化所客座講座暨本中心資深用戶王惠鈞院士分別榮獲

2017年數理科學組和生命科學組總統科學獎之榮耀，其
在學術研究的傑出成果與重大貢獻再次受到高度肯定。陳

建德院士為本中心特聘研究員暨董事，專長為凝態物理、

軟 X光能譜及散射、同步輻射光束線及實驗站設計建造、
同步加速器規劃及興建。陳建德曾發明高解析軟Ｘ光分光

儀，對能譜學及凝態物理具有先驅性貢獻，並領導台灣加

速器光源設施之興建發展，大幅提升我國的科研競爭力及

國際學術地位。王惠鈞院士為中央研究院生物化學研究所

客座講座，專長為結構生物、生物物理、生物化學。王院

士是本中心多年董事、資深用戶，不僅科學成就卓越，更

積極協助本中心建立世界級的蛋白質結晶學實驗設施，促

使台灣蛋白質結晶學領域的蓬勃發展。兩位得獎人的科學

成就及重要貢獻，不僅提升台灣學術聲譽及國際競爭力，

對於增進人類生活福祉更有深遠的影響，實為台灣學術界

的最高典範。(詳請參閱本期第 4頁專文報導 )

本中心特聘研究員陳建德院士和資深用戶王惠
鈞院士榮獲總統科學獎



美國礦物學會 (Minera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MSA)是全球最具影響的地質學術組織之一，每年從全球
從事礦物學、結晶學、地球化學和岩石學等領域的科學家

中遴選會士，表揚重要貢獻的科學家。近期美國礦物學會

已公佈 2018年學會會士名單，本中心用戶成功大學地球
科學系龔慧貞副教授是全世界 11位獲獎者的其中一位，
也是台灣唯一一位。本中心用戶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龔慧

貞副教授鑽研「比登天還難」的地球深部研究，主要以地

球內部礦物物理性質在高溫高壓下的測量，研究工具包括

大體積壓力機及鑽石高壓砧，所發表期刊論文常獲國內外

學術引用。龔慧貞副教授不僅是唯一的台灣學者，更是歷

年來首位亞洲地區獲得殊榮的女性科學家。

本中心用戶龔慧貞副教授榮膺美國礦物學會會
士女科學家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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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 2018年新
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1月 3日召開，2018年中子用戶執
行委員會主席由 2017年的副主席林克偉教授 (中興大學 )接
任，另由委員自新任委員中選出副主席為孫亞賢教授 *(中央
大學 )。除了正副主席外，2018年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委員
還有林滄浪教授 (清華大學 )、陳洋元博士 *(中央研究院 )、
蘇安仲教授 (清華大學 )、陳威廷博士 *(台灣大學凝態中心 )
和學生委員楊婕妤 *(清華大學 )，以及當然委員陳俊榮 (本
中心 )、陳錦明 (本中心 )。(註：* 為新任委員 )

重 要 事 務 近 況 報 導

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建造進度與新光束線開放

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光束線繼 2016年 9月開放四座實驗
設施後，明 (2018)年將再開放 X光奈米探測 (TPS 23A)光
束線供用戶申請使用，而共振軟 X光散射 (TPS 41A)和次微
米軟 X光光譜 (TPS 45A)兩光束線已完成光柵分光儀的安
裝並出光試車，目前已進行光學元件系統調整、參數優化，

及量測光譜等實驗站測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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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軟 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
術 (TPS 24A) 光束線已完成核心光學鏡面的面形量測與機構
安裝後出光試車，目前正進行光學鏡面真空清潔、光學元件

參數優化，以及調整各子系統的階段。X光 3D顯微術 (TPS 
02A)與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 (TPS 44A)兩光束線目前正
進行機械、控制與安全連鎖系統等子系統的安裝，12月份完
成全部建造工作並達到最後出光試車的階段。

第五屆第五次常務董事會議已於 12月 15日順利舉行，
會議由果主任進行中心現況報告，並討論通過 108年度工
作計畫及概算作業報告、106年度稽核報告和 107年度稽
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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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 2018年新舊任委員交接會議已於 12月 22日召開，
2018年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由 2017年的副主席俞聖法教授
(中研院 )接任，另由新任委員中選出副主席為林宏洲教授
*(交通大學 )。除了正副主席外，2018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委
員尚有王冠文教授 (中央大學 )、王建隆教授 (交通大學 )、
王家蓁教授 *(中山大學 )、伍素瑩博士 *(國家衛生研究院 )、
當然委員陳俊榮博士 (本中心 )和吳宇中博士 *(本中心 )，
以及學生委員林佑錩同學 (交通大學 )和林沛儒同學 *(清華
大學 )。(*為新任委員 )

重要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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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舉辦亞太地區結構生物鏈結國際會議

2017 年中心合作備忘錄簽署概況報導

近期訪客訊息

各國駐台使節們於行光大廳前共同合影留念。

教育部為獎勵學術研究，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每年

頒發「國家講座」，其係為國內評核學術成果的重要指標。

近期第二十一屆國家講座得獎名單已公告，本中心資深用戶

暨合聘研究員黃炳照教授榮獲工程與應用科學類科「國家講

座」之殊榮。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系黃炳照教授以其在電

化學、燃料電池、鋰離子電池、奈米及界面科學等學術專長，

屢屢在重要期刊發表傑出研究成果，今年在眾多學者中脫穎

而出，其卓越的學術成就再次受到高度肯定。

本中心資深用戶暨合聘研究員黃炳照教授榮獲教
育部國家講座



為促進台、日與亞太地區在結構生物學的研究、合作

與交流，本中心與大阪大學蛋白質研究所於 12月 6 - 7日
共同舉辦第二屆聯合研討會—「亞太地區結構生物鏈結國際

會議」(Establishment of Structural Biology Network in Asia 
and Oceania)。此次會議以蛋白質結晶學應用於生物結構為
主，邀請了來自日本、韓國、中國、印度、越南、新加坡、

泰國、澳洲及台灣等國家共 21位研究學者，發表其近期研
究成果與進行學術交流。透過此會議之舉辦，與會學者專家

及國內外用戶有機會可以充分交流討論，並了解各國實驗站

之間的合作契機。

本中心持續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光源設施保持密切

聯繫與合作，2017年相關合作交流情形如下：

1. 合建光束線 ：
 ◆ 本中心與德國 Max-Planck-Institute for Chemical 

Physics of Solids (MPI-CPfS)於 TPS合建「次微
米軟 X光能譜光束線」。

 ◆ 本中心與淡江大學合建「掃描穿透式 X 光顯微術 
(STXM/ Ptychography)實驗設施 」。

 ◆ 本中心與清華大學合建「奈米解析光電子發射 
(nanoARPES)」。

 ◆ 本中心與中研院物理所、清華大學合建「X 光三維
顯微成像光束線」。

2. 接受委託製作及輻安諮詢服務：

接受泰國光源 (SLRI)之委託製作「超導多極增頻磁鐵 」，
本中心並提供「同步加速器輻射安全諮詢服務」。

3. 與下列國內外學研機構合作協議 / 備忘錄之續約 / 新簽訂： 
日本大阪大學「蛋白質研究學院」(Osaka U., IPR)
泰國光源 (SLRI)
韓國浦項加速器實驗室 (POSTECH (PAL))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 (新簽訂 )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所

印度 Alagappa University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中興大學 (新簽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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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報導

 ◆為促進駐台邦交國之科技交流，科技部於 11 月 27 日
邀請各國駐台使節及經濟組、科技組人員參觀新竹科

學園區、本中心和竹北生醫園區，當日由本中心黃迪

靖副主任簡介中心，並帶領貴賓們參觀台灣光子源實

驗設施，讓各國使節們對我國同步加速器發展與成果

留下深刻的印象。

 ◆「台灣光子源綠能生醫旗艦計畫」首席評議專家成功大
學副校長陳東陽教授、陳志勇教授於 10月 5日來訪中
心，瞭解台灣光子源旗艦計畫實驗設

施之建造進度與產業應用之規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