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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同步輻射科學研究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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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NSRRC 光源

同步輻射加速器

儲存環的同步輻射光是藉由接近光速的高能量電

子束路經磁場而軌道轉彎時所產生的能譜連續的電磁

波，由1.5 GeV儲存環產生的電磁波能量涵蓋紅外光、

紫外光到軟X光（能量約 <3keV的光子），目前TLS

除了提供二十座偏轉磁鐵（bending magnet）光源（圖

一：curve BM），還有三座聚頻磁鐵（undulator）

光源（圖一：curves U9, U5, EPU 5.6），後者可提

供強度比偏轉磁鐵光高上千倍的紫外光（U9）及軟X

光（U5, EPU）。

二十年前同步輻射儲存環的設計是以低發散度（low 

emittance，即高亮度high brightness）、及可安裝插

件磁鐵的直線段為最新光源設計的標竿，即所謂"第

三代"同步輻射設施。當時台灣並沒有加速器技術，

也沒有使用同步輻射的研究人員，因此當時能量1.5 

GeV、週長120 m的儲存環設計，算是比較務實的。

今日國內科技界對使用同步輻射的需求日益增加，尤

其同步輻射X光研究需求高，為使TLS也能提供硬X光

（ 能 量 約 > 5 k e V 的 光 子 ） ， 如 前 所 述 ， T L S 的

1.5 GeV能量並非理想的X光光源，為此，當初在TLS

的四段直線段的一段預留加裝一座增頻磁鐵（圖一：

W20），以提供能量到12 keV (1Å)的X光。最近中心

更致力發展利用超導插件磁鐵來提高磁場，兩年後許

多儲存環的增建工作即將完成，屆時TLS環中將

有 五 座 超 導 磁 鐵 的 硬 X 光 光 源 （ 圖 一 ：

SWLS, SW6, IASW6）。並建造兩條X光光束線（參

考本期宋艷芳等之文）TLS的第一座超導磁鐵SWLS

已在去年安裝完成，開始提供高能量（up to~30 keV）

的光子，使我們的光源可以達到激發週期表的每一元

素的內層電子。以低能量加速器要兼顧到硬X光之需求，

實非當初設計TLS所預想的。為此，中心儀器發展組

在低溫及超導磁鐵技術、光源組在射束動力上，都因

此承擔了相當大的挑戰，其成果在世界同步輻射加速

器領域，是十分值得驕傲的！

為進一步彌補TLS能量不足的限制，中心在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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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NSRRC 用戶論文統計

前透過國際合作，在日本高輝度光科學研究所

SPring-8 (能量8 GeV)建立兩條台灣專屬光束線：偏

轉磁鐵（SP8-BM）及聚頻磁鐵（SP8-XU），它們

的能譜亦標示於圖一。

以下簡述同步輻射的科學實驗，約略以實驗對光

源品質的要求，分為偏轉磁鐵和增頻磁鐵上可做的實

驗，及必須使用增頻磁鐵才能做的實驗，為方便討論，

姑且以光源世代區分為“第二代”及“第三代”實驗。

將來自由電子雷射光的實驗就稱之為“第四代”同步

輻射實驗。我們了解，每一代實驗的推動，背後必須

有 很 強 的 儀 器 科 學 家 ， 每 三 年 召 開 一 次 的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nchrotron Radiation 

Instrumentation"，其焦點在此。

"第二代" 同步輻射實驗

如前所述，TLS的原始設計主要是一座產生真空

紫外光及軟X光的光源。這十年在十八個偏轉磁鐵出

光口，已陸續完成十三條光束線以及紫外光、軟X光

吸收光譜術及光電子能譜術所延伸的各類實驗站，這

些設施已被中心內、外的研究人員廣泛地應用在氣態

及固態實驗上，例如藉由星際分子紫外光化學的量測

而了解金星及火星的大氣演變歷史，高溫超導體電洞

密度或磁性材料電子自旋軟X光吸收光譜的量測，提

供了尖端材料設計不可或缺的物理基礎了解，另外，

表面科學研究者也廣泛使用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XPS）去了解分子在表面吸附、分解

及薄膜成長的各種現象。利用軟X光的Magnetic Cir-

cular Dichroism （MCD）則是了解磁性材料不可或

缺的技術。就同步輻射發展而言，這些實驗技術在

1970-1980年代已發展成熟，但在今日仍不失為許多

材料研究必需具備的利器。在TLS開始運轉的第一個

十年，我們也同時看到台灣材料研究的蓬勃發展，許

多研究者開始把同步輻射作為他們研究的必需工具，

成為中心實驗站的使用者（“用戶”）。他們的研究

成果在中心每年編纂的年鑑（Annual Activity Repor-

t）上都有詳盡的報導。

硬X光方面有W20上所建造的三條光束線，提供

較基本的“第二代”X光實驗站，包括EXAFS、Pow-

der X-ray Diffraction、Grazing Incidence Surface X-

ray Diffraction、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及Pro-

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由於用戶需求量高，中

心透過與日本合作，在SPring-8的偏轉磁鐵BL12B2

建造一條多功能的光束線，使以上的實驗也可在世界

上最高能量(8 GeV)的同步輻射設施進行。目前台灣

的用戶在這些實驗站進行許多很好的研究，例如結晶

學的價電子密度分佈、薄膜及量子點結構、電極材料

電化學下的結構變化及環境污染相關研究等。

我們都知道，同步輻射最早被利用的一個最大優

點是光子能量的可調性，也因此在材料結構研究上提

供了所謂element-specific的特殊好處，EXAFS、

Resonance X-ray Diffraction / Scattering及蛋白質結

晶學的MAD（Mutiple-wavelength Anomalous Diffrac-

tion）的種種實驗技術很快地被開發出來，配合TLS

四座超導增頻磁鐵的加裝，我們計畫在未來五年使以

上的這些實驗站可以有它們專屬的光束線，這不只舒

解目前時段短缺的情形，更能提供充足時間給更困難

或更深入的研究，例如相變問題、薄膜及時成長、超

真空表面科學、電解介面臨場變化、X光磁散射等實驗。

目前中心的“第二代”實驗設施已經非常完備，

用戶的研究在質與量上也都很快的成長，圖二所示是

中心用戶論文成長統計，其成果漸可媲美其它先進國家，

同時也說明以上所謂“第二代”實驗，將會更廣泛地

被利用到許多研究領域，成為同步輻射研究的核心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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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雙色激發-偵測實驗

圖三  Photoe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y (PEEM)

"第三代" 同步輻射實驗

當TLS的多座光源已提供"第二代"的實驗需求，

未來我們的發展重點將開始移轉到聚頻磁鐵光源。目

前TLS的三座聚頻磁鐵U5、U9及EPU5.6都已正常運轉，

在U5線上的SPEM（Scanning Photoelectron Micro-

scopy），U9的分子束氣體動力（chemical dynamic-

s）及EPU的Spin-resolved Photoelectron Spectro-

scopy等實驗站，其技術層面皆已達到或超越世界頂

尖水準，我們也預期未來五年會有突出的科學成果展

現。

就固態物理而言，在Fermi-level附近的電子幾乎

決定了物質的絕大部份性質。1970年代光電子能譜術

（photoemission spectroscopy）剛開始發展，量測

電子價能帶結構（band structure）是個時尚課題，

應用spin-resolved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今

日在我國的同步輻射不只可以量測到Fermi-level附近

的電子能量dispersion，還可得知電子自旋與相互間

的交互作用。有人說我們現在是電子學（electronics）

的科技世代，下一世代spintronics將扮演重要角色，

對電子自旋便不只是一個很重要的新知識，也是創新

的技術，台灣科技研究已將此定為新興的重點領域，

我們期望中心在磁學方面的實驗設施及研究可適時作

出一個國家實驗室應有的貢獻。

顯微術及奈米研究

第三代同步輻射光源由於發散度低（即高亮度），

顯微術自然成為發展重點之一。TLS上第一套顯

微術是在U5線上，由中心與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

學研究所莊東榮教授合作發展的軟X光的SPEM，它

是掃描式的XPS，目前其空間或解析度在90 nm，另

外中心也與美國Xradia公司合作，在SWLS線上發展

一套30 nm解析度的穿透式硬X光顯微術，二者在設

計上都是利用波帶片（zone plate）聚光再掃描樣品。

另外，在EPU上以光電子（photoelectrons）經由電

子透鏡聚焦成像的full-field顯微術的PEEM，也提供

90 nm的解析度，目前中心與美國柏克萊ALS合作，

下一代的PEEM-III的解析度預計可達5奈米（nm）以

下。我們預期這些顯微術對國內正蓬勃發展的奈米研

究將適時提供新的分析工具：SPEM在表面結構，

PEEM在奈米磁結構，和X光顯微術在3D奈米結構及

生物細胞體之研究。

雙色實驗

同步輻射儲存環的電子束有基本的時脈結構（time 

structure），以TLS而言，脈衝週期（pulse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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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軟X光散射實驗

是 2 奈秒（ns）而脈衝長度（pulse length）是

50皮秒（ps），搭配雷射光可以設計各種激發-偵測

（pump-probe）的雙色實驗，中心同仁經數年努力，

利用雙色激發的量測技術已做出系列漂亮的氣態實驗，

預期未來十年在奈米材料或生物分子等的探討會有更

多激發-偵測（pump-probe）的實驗，開啟我們在各

種超快反應之動力學研究及對瞬態或反應中間體動態

機制的了解【2】。

光子入／光子出能譜術實驗

中心經過十年的同步輻射研究推廣，光吸收能譜

術及光電子能譜術已廣為台灣學術界使用。最近中心

在實驗技術研發上更投入光子入／光子出 （photo-

in/photon-out）的能譜術【3】，此技術的一大優點是，

它不再受限於光電子的escape depth（20 Å），而且

outgoing photons源於的transition，它的強度、方向

及偏極性更可帶有initial state及final state的電子結構

信息，配合理論分析，此技術已成為研究固態電子結

構及elementary excitations的明日之星。

中心在這領域所建造的第一座設施是在SPring-8 

BL12XU光束線的非彈性X光散射實驗，用聚頻磁鐵

產生的10 keV光子入射激發，經由散射的光子去偵測

~10到100 meV的electronic excitation，至於如何建

造高效率的光子能量分析儀，在物理雙月刊二十六卷

二期蔡永強博士的文章中有詳細報導。相對地，

目前中心也正積極在TLS的EPU線上建造光束線及繞

射實驗站，以便進行軟X光的彈性共振及非彈性散射

實驗，使initial state及final state的選擇更可

specifically targeted在某些過渡金屬的electronic transition，

尤其是應用在強關聯電子材料的研究上【4】。

同調光實驗

當第三代同步輻射加速器光源漸趨成熟，第四代

的自由電子雷射光源又將開啟一片新的研究領域，尤

其對於同調光（coherent radiation）的應用【5】。基

於此科學趨勢，我們計畫在TLS及SPring-8的聚頻磁

鐵光源上開始嘗試“近同調光”實驗。同調光的特點

具相位信息（phase information），在散射實驗因同

調而形成的speckle影像去量測凝體結構的time corre-

lation，已經進行多年。筆者認為軟X光的speckle實

驗在TLS的U5線上應是可行的，將來美國史丹福大學

自由電子X光雷射在2007年啟用後，其所提供之

~1.5 Å雷射光，將是一系列嶄新實驗的開始，這些實

驗可能應用在蛋白質結構、奈米材料或其它我們尚未

想到的科學問題上。

結構生物學

四年前人類基因排序解碼之後，蛋白質結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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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Spectacular Growth of Structural Biology
                             （資料來源：Protein Data Bank, http://www.rcsb.org）

開始成為一股風潮（圖六），美國NIH隨即成立

六個任務中心，其中五個是同步輻射X光設施，另一

個是NMR。自侖琴在1895年發現X光，往後五十年的

晶體結構分析開啟了冶金、材料、固態物理、固態化

學等科學的不斷創新。基因的解碼意味著新世代生命

科學的來臨，而結構生物學是開啟此奧秘之鑰。目前

本中心在國家醫學基因體計畫之下，將於2004年底完

成超導增頻磁鐵X光光源及高效率的蛋白質結晶學光

束線及實驗站的建造。要了解生物結構現象，解蛋白

質晶體結構只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未來研究必然還

要利用到其它“第三代”及“第四代”實驗技術，諸

如先前提到的phase-contrast X光顯微術、pump-

probe分子能譜術等，另外，中子散射【6】的特性及其

對氫原子的特別scattering cross section，也將是研

究生命科學重要工具之一。

結語

在這篇短文裏我嘗試提供一些個人對我國未來同

步輻射科學研究的願景，內容著重在國家同步輻射研

究中心未來十年發展的一些重點，供為大家討論的參

考。因個人知識有限，難免有疏漏之處。政府在二十

年前設立同步輻射設施的科學願景，到今天已逐一實

現，不過，我希望強調同步輻射研究仍是一個快速發

展的領域，我們雖已走過第一個十年並奠定了良好的

實驗基礎，但是未來十年的發展將更具挑戰性，我們

希望鼓勵更多的年輕學子投入此基礎研究的行列。

目前中心正在評估未來興建3 GeV儲存環光源及

自由電子雷射的可行性，歡迎大家惠賜意見。最後我

要特別感謝中心同仁為本文提供許多資料，也要感謝

中心陳建德主任許多非常具啟發性的討論【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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