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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事務

重 要 事 務 近 況 報 導

第十一屆科學諮詢委員會委員共同合影

民眾熱情參與台灣光子源各科學小站之闖關遊戲

▍國輻中心帶你快樂玩科普 讓週期表變得簡單有趣   

科技部為了讓青年學子透過不同視角貼近科學，並汲

取不同領域的科普知識，進而由科學家的研究歷程及成果

獲得啟迪，今年與轄下單位共同舉辦「Kiss Science—科
學開門，青春不悶」系列活動。中心於 8月 24日盛大舉
辦「台灣光子源 2019科普活動 (OPEN HOUSE)」，此次
活動配合國際化學元素週期表發明 150週年，規劃一系列
週期表元素的闖關遊戲，民眾從趣味的互動中明瞭化學元

素的特徵與用途，同時透過「阿卡的冒險：光子秘密」的

電影欣賞，讓大朋友、小朋友可以一窺大型國家實驗設施

「台灣光子源」的奧秘。藉由此次 OPEN HOUSE活動的
舉辦，所有大朋友、小朋友親身體驗從遊戲中快樂玩科普，

並且找出化學元素與大家在生活中的關係，翻轉民眾對科

學學習的刻板印象。

本中心用戶台灣大學陳浩銘教授之研究成果 
榮登《科學》國際期刊

台灣大學化學系陳浩銘教授與瑞士洛桑理工學院胡喜

樂教授等人所組成的跨國研究團隊，費時 3年，使用本中
心「台灣光源」與日本 SPring-8的「台灣專屬光束線」，
利 用 臨 場 X 光 吸 收 光 譜 (operando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技術，即時觀察二氧化碳轉化為一氧化碳
的反應過程中，催化劑的價態與化學環境等條件，成功找

到高效且低廉的新型催化劑，獲得了全球注目的突破性成

果。卓越的研究成果於 6月 14日榮登於全球頂尖學術期
刊《科學》(Science 364, 1091 (2019))。(詳情請參閱本
期「研究成果」)。

▍獲獎訊息 ▍

 ¾ 本中心 SAC 委員江台章院士榮膺教育部玉山學者

教育部為強化大學研究能量及國際鏈結，透過玉山學

者計畫，構築優質學術環境及提供足夠的相應資源，延攬

國際頂尖人才來台任教。本中心 SAC委員江台章院士通
過教育部 108年玉山學者計畫審議，獲選為玉山學者。
江院士是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榮譽教授，105年獲選
為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學術專長是凝態物理領

域，特別是在真空紫外光電子能譜對表面、介面、薄膜，

尤其是量子井態及 X光薄膜繞射的研究上具有卓越貢獻。
江院士與本中心淵源久遠，除了協助本中心長期發展，自

▍第六屆第一次常務董事會會議 ▍  

第六屆第一次常務董事會會議已於 6月 28日下午順
利舉行，會中由羅國輝主任報告中心現況，並討論通過薪

資管理要點之修訂。

▍第十一屆科學諮詢委員會會議 ▍  

第十一屆科學諮詢委員會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SAC)會議於 7月 16、17日舉行，會中由陳
俊榮副主任報告中心現況與 2019年科學諮詢委員會工作計
畫、許國棟副主任說明 TLS概況與 TPS進展，接著由中心
同仁於會中報告台灣光子源第一、二期光束線現況，以及

第三期光束線初步規劃。委員就第三期光束線規劃報告進

行討論，審查排序及建造重要性，以作為第三期光束線實

驗站建造優先順序的重要依據。

▍第二十五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概要 ▍

「第二十五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已於 9 月 17 - 20 
日舉行，今年用戶年會主席為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系

所林宏洲教授及本中心古慶順博士。今年適逢用戶年會第

25屆，除了往年的年會議程和研討會以外，特別舉辦了中
心路跑活動及科學攝影比賽。本屆年會共 498人參加，總
計邀請 62位國內外學者專家給予演講，年會期間並舉辦
小 / 廣角度 X 光散射技術在高分子與生醫製藥產業上之應
用研討會，以及奈米光譜與顯微術在軟 X 光及真空紫外光
區的科學新契機研討會，邀請相關傑出專家學者以深入淺

出的報告，讓與會者可以了解同步加速器光源在不同科研

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同時，為促進各領域之學術交流，

年會鼓勵壁報發表人員在壁報展示時間分享研究成果，今

年共有 243篇壁報展示 (含 148篇壁報比賽及 9篇口頭報
告比賽 )。(詳「專文」報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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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X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第十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與會人員合影

2012年起，擔任本中心科學諮詢委員，對於台灣基礎科
學領域貢獻良多。目前也協助科技部晶體計畫在本中心台

灣光子源建造「奈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光束線實驗站」，

以及針對下世代的新穎二維材料、量子材料與物理進行研

發。

▍課程訊息 ▍

 ¾ 微光束 ( 蛋白質 ) 數據收集研討會

為了讓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的現有用戶群了解 TPS 
05A1光束線新增加的數據收集與處理方法，本中心於 9
月 6日舉辦微光束 (蛋白質 )數據收集研討會，用戶了解
後能有效利用此光束線解決各種困難的樣本問題。

 ¾ 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2019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於 8月 5 - 10日及 8
月 19 - 23日分兩梯次舉行，由中心與國際結晶學聯合會
中華民國委員會合辦，參與者限於現有用戶群中不熟悉此

實驗技術的新進博碩士生、博士後研究員及研究助理。此

訓練課程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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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MAD、S-SAD 和 MR Phasing等
方法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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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而利用本中心實驗設施提昇研究的品

質。

 ¾ 軟 X 光生醫斷層掃瞄顯微訓練課程

軟 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是近年來新發展的影像技
術，主要應用在觀察細胞三維形態。由於軟 X光對細胞的
高穿透力，因此不須經過切片與重金屬染色即可觀察其自

然原始細胞內胞器的三維結構影像。軟 X光生醫斷層掃描
顯微術亦可結合螢光顯微術，追蹤功能性蛋白質在細胞內

的位置及該蛋白質附近的三維結構，以應用於生物醫學之

相關研究。由於冷凍細胞樣品的品質是決定此影像技術的

關鍵，且影像後續的分析更是需要技巧，為協助用戶的冷

凍細胞樣品製備與影像分析，本中心於 9月 2、3日舉辦
軟 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訓練課程，包括演講、冷凍樣
品操作與影像分析等。

 ¾ 高解析度 X 光粉末繞射訓練課程

單晶繞射往往有數千數萬個獨立繞射點，相較之下粉

末繞射大多只有數十根繞射峰，Rietveld refinement方法

可以用來解決粉末繞射在結構分析上的困境，將每個繞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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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比較低的問題。高解析度 X光粉末繞射訓練課程
於 8月 29日舉辦，由台北科技大學許益瑞教授及本中心
同仁聯合授課，提供具有 TPS 09A1或 TLS BL01C2的粉
末繞射數據，讓用戶學習 Rietveld refinement軟體操作之
機會，並藉此課程推廣高解析度 X光粉末繞射數據應用及
深耕 Rietveld結構精算分析技術。

 ¾ X 光吸收光譜暑期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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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日舉辦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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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等。

 ¾ 第十屆 X 光科學暑期學校

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實驗技術進行科學研究，是

各科研領域中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為了推動台灣光子源

相關研究，淡江大學與本中心於 8月 13 - 16日合辦第十
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本屆課程延續暑期學校過去推動國
內相關研究領域與培養國內年輕研究人才之宗旨，深入淺

出介紹相關材料科學研究的最新進展及同步技術應用，除

了高解析 X光粉末繞射、快速延伸 X光吸收精細結構、微
晶體 X光繞射、軟 X光散射與次微米軟 X光能譜術外，
也包含台灣光子源第二期光束線相關技術及應用之介紹。

藉此暑期學校的舉辦，建立年輕後進之交流平台，分享科

學知識，並促進同步輻射各研究群的合作。相關網頁：

http://xrayschool.nsrrc.org.tw/XRaySchool_Home.aspx

參與訓練課程的學員實際操作蛋白質結晶實驗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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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¾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為加強理工背景之碩博士生與大學部高年級學生對同

步加速器光源應用的認識，本中心與清華大學於 7月 30
日至 8月 12日舉辦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由清華大學工科系李志浩教授開課，聯合清華大學教授與

本中心研究人員共同授課。課程內容主要介紹同步加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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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課程資訊請參考：http://sls.nsrrc.org.
tw/SLS_Intro.aspx

 ¾ X 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及分析研討會

台灣光子源 X 光奈米繞射 (X-ray Nanodiffraction, 
XND)光束線實驗設施 (TPS 21A1)針對 X光奈米繞射實
驗站之新舊用戶，或對實驗技術有興趣之研究團隊於 7月
23 - 26日舉行 X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及分析研討會，會
中邀請美國 ALS Dr. Nobumichi Tamura講述軟體分析技
術，開放學員攜帶樣品進行線上量測，並取得數據應用於

軟體分析課程中使用。藉此課程教學及實作處理，將有助

用戶分析 XND實驗技術複雜的數據處理。

 ¾ 第七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

為了培育年輕的先進光源研究人才，啟發年輕學子對

同步輻射相關研究領域興趣，本中心於 7月 8日至 8月
2日舉辦暑期大學生實習活動，提供大二或大三學生體驗
先進光源科學研究的機會。此課程設計囊括多元化的內

容，包括物理、化學、生命科學、分子科學、與材料科學

等學習領域，同時提供學生親身體驗同步加速器相關實驗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學生們合影

X光奈米繞射數據擷取分析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技術，如結構分析、能譜學、顯微術與加速器科技等。第

一週由本中心研究人員教授基礎課程，第二週至第四週將

實際加入實驗室參與科學實驗。希望藉由活動期間的實際

體驗來激發年輕學子投入尖端科學研究的意願，並在其未

來的研究生涯中善用同步加速器科技，進而帶動我國在科

學研究和高科技工業的蓬勃發展。相關課程資訊請參考：

http://lssp.nsrrc.org.tw/eSummer/。

▍訪客訊息 ▍

 ¾ 科技部駐外科技代表參訪本中心

為瞭解台灣前瞻科技規劃並推廣台灣前瞻科技技術，

新任科技部駐外代表於 7月 18日前來中心參訪，當日由
本中心羅國輝主任、陳俊榮副主任及許火順組長介紹中心

概況，討論中心與駐地研究機構交流經驗與未來合作機

會，並參觀台灣光源、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及第二期實驗設

施。

 ¾ 科學園區實驗中學進入本中心實習

新竹科學園區實驗中學校長與 4位老師於 6月 12日
率領 80位高中學生至中心進行深度參訪，本中心共規劃
4站加速器、6站光束線與實驗站進行解說，學生們反應
熱烈。後續雙方甄選了 18位學生分成 7組，從今年 9月
開始前來中心進行加速器光源實驗，每週半天的實驗實習

共一學年，本中心亦於 9 - 11月派員前往實驗中學教授同
步輻射實驗相關課程，藉此讓科學的種子向下扎根，並提

供優秀的高中學生進入國家級實驗室實習。

第七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與會人員合影

科技部駐外代表與本中心主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