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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概要

本中心用戶台大地質系教授沈川洲的跨國團隊
利用同步輻射研究「洞穴中的石筍」解密地磁
倒轉速度

科技部駐外科技代表參訪本中心

科技部駐外科技代表與本中心主管合影

「第二十四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於 9月 11日至 13
日舉辦為期三天的會議。本屆用戶年會為用戶執行委員會

主席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俞聖法博士及本中心吳宇中博

士負責籌辦規劃，會議期間共舉辦四個專題研討會，包含

同步輻射相關的現代無機化學光譜方法在生物與化學、真

空紫外光於分子及氣膠科學、全場硬 X光顯微術及中子與
X光互補的各項應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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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請參閱本期「第
二十四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報導 )

台大地質系沈川洲教授組成跨國研究團隊，利用同步

輻射研究「洞穴中的石筍」發現，地球磁場倒轉可能在百

年內就會完成。

過去 2世紀以來，火成岩、沉積岩與湖泊海洋沉積
物一直被廣泛用來作為了解地磁紀錄與反轉事件時間等研

究，但是無法精確記錄地磁的變化。為解決這些困難，台

大地質系沈川洲教授帶領跨國研究團隊，10多年來遍尋
世界各地，最終於貴州的三星洞發現長 1公尺、直徑約 8
公分且含有磁鐵礦的石筍標本。利用本中心高解析穿透式

X光顯微術 (Transmission X-ray Microscopy)，經過 4年
的時間，取得了 1.6萬年的珍貴地磁紀錄。該地磁紀錄顯
示，磁極可能在百年內倒轉，而非認知中需要千年以上的

時間。

若地磁快速倒轉，會對衛星、航空、通訊與電力系統，

甚至是生態系產生巨大的影響，人們的生活也將產生重大

改變。

新任科技部駐外代表為宣傳推廣台灣前瞻科技，於 8
月 9日前來中心參訪，當日由本中心羅國輝主任及陳俊榮
副主任帶領，討論本中心與駐地研究機構交流經驗，並介

紹參觀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及第二期實驗設施。

近況報導

獲獎訊息

中央研究院第 32屆新任院士名單揭曉，合計共選出
21位院士，其中本中心董事暨中央研究院分子生物研究
所特聘研究員鍾邦柱教授榮獲生命科學組院士；而本中心

資深用戶暨清華大學化學系國家講座鄭建鴻教授榮則獲數

理科學組院士。兩人皆於眾多院士候選人中脫穎而出，榮

獲新任院士，本中心所有同仁皆與有榮焉。

鐘邦柱教授的研究專長為類固醇研究、分子內分泌、

發育生物、斑馬魚與小鼠動物模式，鄭建鴻教授的研究

專長為有機金屬催化與有機光電材料，兩位在其專長領域

上的重要貢獻與傑出成果，歷經多次審查及綜合討論後，

獲得評審委員們與全體院士一致的肯定。詳情請參閱網址

https://www.sinica.edu.tw/ch/news/5897。

本中心董事鍾邦柱特聘研究員與資深用戶鄭建
鴻教授榮膺中央研究院第 32屆新任院士



本中心用戶國立交通大學應用化學系王建隆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暨研究所詹益慈副教授、國立中興

大學土壤環境科學系劉雨庭助理教授榮獲 107年度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於 2002年以吳大猷（1907年－ 2000年）
為名所設置的獎項，以表揚青年研究人員，每年度由科技

部各學門召集人提名各學門中於學術表現傑出之 42歲以
下年輕學者，並經審查會議確認獲獎者，藉以獎助台灣

本中心用戶王建隆副教授、詹益慈副教授、劉
雨庭助理教授榮獲 107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近況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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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當日上課影像

同步輻射光源為本世紀革命性新光源，目前已廣泛應用

到各類物質材料的基礎與應用研究；如半導體及磁性材料、

能源及新穎材料、環境與氣候、藥物及醫學影像研發等。

而由政府大力投資興建的第二座同步輻射光源 -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已於 103年年底出光，為我
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跨領域共用研究平台，提供了目前世

界上亮度最高的 X光光源。

有別於穩定運作已久之台灣光源 (TLS)，台灣光子源
(TPS)乃採用世界最先進之設計與儀器設備建成。故為加速
產學研界對此全新設備技術及可供協助科研方向之掌握，本

中心於 8月 28至 8月 31日，於日月潭教師會館舉辦「第九
屆 X光暑期學校」，並邀請專家學者與會並擔任課程講員，

第九屆 X光暑期學校

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技術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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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日舉辦「20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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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營課程包含數據分析步驟簡介、

實驗操作要點提示、樣品製備經驗分享及相關軟體教學，當

日上課人數共 84人。

2018年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2018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於 8月 13 - 18日及 8月
27 - 31日分兩梯次舉行，由本中心及中華民國結晶學委員會
合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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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中除了除
了基本知識的學習，學員必須親自處理單晶繞射數據，並利

用 S-SAD,Gd-MAD和 MR方法解析出晶體結構，希望經由
實際操作建立大略概念後，能讓各位對此很重要但略顯複雜

的實驗技術有一個初步的認識，進而善加利用本中心實驗設

施，提昇研究的品質。

2018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本中心於 8 月 6日舉辦 2018 年高解析度 X光粉末繞
射訓練課程 ，由台北科技大學許益瑞教授及中心莊裕鈞博
士講授粉末繞射及結構精算基本原理及軟體實際操作，對象

主要是針對具有 TPS 09A或 TLS 01C2數據，且有意願進
行學習 Rietveld refinement之中心粉末繞射用戶為主，藉
以推廣高解析度粉末繞射數據應用及深耕 Rietveld 結構精算
分析技術。

高解析度 X光粉末繞射訓練課程

近況報導

未來的學術菁英長期投入學術研究，以及紀念吳大猷對發展

科學與技術研究的貢獻。獲獎名單請參閱網址 https://www.
most.gov.tw/most/attachments/193a8902-8c43-49ae-bff9-
62bfd5b88d07

課程訊息

2018年綜合性 OCPA加速器學校由本中心承辦，於今
年 7月 23日到 8月 1日間，在高雄澄清湖畔中華電信訓練
所高雄分所（電信學院高雄所）舉行。本次的主題是同步加

速器光源，主要內容為儲存環加速器的物理與相關技術，

並包含了直線加速器、自由電子雷射、加速器在醫療與產

業應用等方面的相關議題。OCPA加速器學校是由全球華
人物理和天文學會（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f Chinese 
Physicists and Astronomers, OCPA）主辦的系列暑期學校，
目的是吸引和培養更多華人青年學子從事加速器物理和技術

的研究，並其提供深入接觸和瞭解這一蓬勃發展領域的機會，

學習加速器物理和技術的興趣，以提高青年學子在加速器領

域的總體學術水平。通過加速器學校的學習和交流，學員們

將系統地學習加速器物理和技術、掌握其基礎和專業知識，

並與授課專家進行一對一的交流，以拓展學員的視野和建立

相互學習與交流的機會。相關網頁：https://indico.nsrrc.org.
tw/event/2/

第十屆全球華人物理和天文學會加速器學校
(OCPA 2018) 


本中心於 8 月 22日舉行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技

術說明會，以目前中心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用戶為對象，使
用戶盡快熟悉並適應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驗技術與數據
分析處理。課程內容包含 TPS 44A光束線與實驗站簡介、
快速掃描實驗數據擷取與分析軟體教學、光束線與實驗站參

觀、快速掃描 X光吸收光譜實例說明與討論，當日上課人數
共 71人。

協助年輕後進得以躍過門檻，加速其學習曲線，進而一窺堂

奧，為台灣培養新一代研究新血。相關網頁：https://csku27.
wixsite.com/x-ray-summer-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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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陳良基部長 (左五 )、國輻中心羅國輝主任 (左四 )、果尚志前
主任 (左三 )、電影導演邱立偉 (右二 )等人合影。

與會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同參觀實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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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至 8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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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位學生上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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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網頁：http://portal.nsrrc.org.tw/uao/School/
introduction.php。

2018年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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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今年 7月 2日至 8月 3日舉辦暑期大學生實習活動。本次
活動共招收 30名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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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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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科技研究方向擇一參與實習。

第六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活動訊息

本中心於 8月 18日 (六 )盛大舉辦「台灣光子源 2018
科普活動」，科技部陳良基部長親自蒞臨與金鐘獎導演邱立

偉和近 600位民眾共聚一堂，一齊觀賞「阿卡的冒險：光子
秘密」電影試映會。此科普動畫電影為科技部科普產品製播

推廣產學合作計畫的精采成果，由本中心的科學家和金鐘獎

最佳動畫節目得主 Studio2團隊攜手合作，以國中以下的觀
眾群為主要對象，歷時三年完成一部片長 66分鐘的精彩動
畫。故事以尖端科學實驗設施「台灣光子源」為電影場景，

藉由一個情節生動活潑的冒險故事，將枯燥的科學研究逐步

展現在觀眾面前。故事主角「阿卡」在追尋治療之光的旅程

中，歷經人性的貪婪、親情的羈絆、善惡的衝突，最後終於

找到治療疾病的關鍵解藥 --「加速器光源」。

這部兼具科學教育與娛樂效果的精彩動畫，巧妙的將

光的應用、醫藥科技、生物演化等科普知識介紹給觀眾，讓

小朋友有機會認識我國的先進光源大型實驗設施―台灣光子

源，以及相關科學與應用的成就，讓科學向下紮根，激發小

朋友對科學知識的興趣。

電影試映活動結束後，特別安排金鐘獎導演和民眾互

動，並邀請大朋友、小朋友一同踏入「台灣光子源」，親身

深入電影故事場景當中，讓對科學研究有興趣的民眾們可以

一窺「台灣光子源」的奧秘，感受大型高科技科學實驗設施

的震撼力及科學研發能量。

此次科普活動迴響熱烈，本中心為讓更多有興趣的民

眾能一睹「阿卡的冒險：光子秘密」的精采內容，假 8月

台灣光子源 2018科普活動：【阿卡的冒險：光
子秘密】電影試映會 +Open House設施參觀



「國家兩廳院藝術科學工作坊」由國家兩廳院主辦，本

中心與國立台灣大學教育發展中心協辦，分別於 8月 6、8
日於本中心及台灣大學總校區舉辦「跳出科學實驗室 -藝術
科學小旅行」，透過帶領藝術創作者們實地參觀、實際手作，

並與科學家們的交流對談後，激盪出不同領域間的火花。更

多資訊請參考：https://goo.gl/kVeNjG

【國家兩廳院藝術科學工作坊】：跳出科學實驗室 -
藝術科學小旅行



近況報導

29日於台北科技部加開「台灣光子源 2018科普活動」台
北場次。寓教於樂的精采電影同樣吸引大小朋友爭相攜手參

與，映後更邀請馮偉倫導演與現場觀眾分享電影動畫製作

解密，精采問答無疑為小朋友們的暑假留下難忘的回憶。

更多詳細資訊請參閱：https://www.nsrrc.org.tw/ViewNews/
NewsLayout03.aspx?ViewID=N20180821141205415&Lang
=Chines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