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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的用戶年會今年已經是第十三屆了。在每年的用戶

會議期間，用戶得以交換一年來的研究成果，聽取中

心發展現況與未來規畫，對中心提出的建議。自第九屆用

戶年會起，我們在用戶年會中安排學生演講，幾年下來，

我們發現年輕學子們，不論在研究水準或是台風的表現均

超乎我們的預期，甚為可喜。

2007年的第十三屆用戶年會，我們繼承了過去的傳
統，但是值得一書的是，今年因為中心承辦了第二屆亞洲

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 (2nd Asia-Oceania Forum 
for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2nd AOFSRR)，協辦第一
屆亞洲結晶學訓練課程 (The 1st IUCr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Crystallography in Asia on Electron and X-ray Diffraction)，以
及贊助第八屆亞洲結晶學會 (The 8th Conference of the Asian 
Crystallographic Association)的舉行，從10月31日起至11月
7日，呈現給中心用戶們熱熱鬧鬧的一週。我們將這一週
稱之為『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的一週 Asia-Oceania Week of 
NSRRC，A-O Week』。

會議於10月31日下午開始，中心用戶們依研究領域受
邀參加不同的研究群討論會，之後參加中心用戶的用戶大

會，聽取中心設施建設的說明。沿襲每年中心用戶會議皆

會附帶舉辦的專題研討會，2007年則配合第二屆亞洲大洋洲
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 (2nd AOFSRR)，於11月1日至11月
2日移師至交大浩然圖書館擴大舉行。這個研討會今年由我
國主辦，第一屆的會議於2006年11月24-25日在日本筑波的
同步輻射設施 (Photon Factory , PF) 舉行，會議共計有包括我
國，以及各主要會員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印度、

澳洲、中國等各同步輻射設施之負責人、研究學者、學生

等共127人參加。「第二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
討會」邀請亞洲大洋洲各主要同步輻射設施於會議中分享

各設施之最先端同步輻射研究成果、各設施之硬體建設成

就、及未來發展方向等，尋求各會員設施之間實質的知識

與技術交流，例如人員互訪、開放實驗儀器設備、光束線

時程交流、組織教育與訓練課程等。

本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參加人數總計561人，並有260
篇的壁報成果展示，其中包括日本、韓國、澳洲、新加

坡、泰國、印度、中國大陸、法國等國外學者學生共80人參
加。

用戶年會

本屆用戶年會於2007年10月31日下午舉行，共進行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Synchrotron 
Radiat ion-based Microscopy (SRM)、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等五個研究群討論會。之後進行用戶執
行委員會改選。依「用戶執行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經

用戶投票選舉結果，新任委員名單如下：林唯芳（台灣大

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暨研究所）、詹迺立（台灣大學醫

學院生化暨分子學研究所）、蘇安仲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
系)、蘇雲良 (清華大學物理系)；學生委員：盧曉琪（交通
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研究所）。「2008年用戶執行委員會」
將由新任委員和留任委員：張經霖（淡江大學物理系）、

陳信龍（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中心委員：陳俊榮、

陳錦明；學生委員：莊程豪（台灣大學物理系）組成。

用戶大會溝通的意見和用戶的建議，綜合如下：

(1)  有些用戶電腦已更新到Vista，為避免收到的電子郵件會
變成亂碼，建議用戶行政室能於發送電子郵件時，將發

送的訊息轉成文件檔附件一併送出。

(2)  新世代用戶研究計畫：明年預算審查如無特殊狀況，總
額約1千1百萬元 (含已核准之多年期計畫)，請要申請之新
進人員，儘早準備，中心預定將與今年同樣時間接受辦

理。

(3)  很高興TPS興建計畫已夢想成真，未來人力將是很重要
的一環，中心規劃很多人員名額是先進用、再納編，期

許能創建一個環境是可以代代傳承的，讓同步輻射研究

訓練出來的學生能選擇繼續留在同步輻射領域，發揮長

才。

(4)  暑期訓練課程：暑期訓練課程主要對象是大學三、四年
級的學生，名額數量應無問題，且教育部已核准兩個學

位的學程，明年將推出博士班學程，歡迎修過暑期訓練

課程的學生都來報名參加。

(5)  區域交流與合作：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在亞洲、大洋洲
已組成一個委員會，會員國包括台灣、日本、韓國、

泰國、新加坡、印度、澳洲、中國，主要在於促進區

台灣光子源系列報導將由全區土木工程之目前規劃為起

點，未來將逐步於簡訊中分期簡介土木工程及加速器

建造之最新進度。全區規劃示意圖如上，其中主要涵蓋五

大工程項目，略述於下：

(1) 儲存環館／增能環
TPS儲存環館建築於研究室及機電設備區採二段式高

程設計，分別與目前TLS增能環及行政大樓旁之大草坪高程
等高，以順應中心目前之地形，維持目前中心綠地視覺景

觀。

儲存環實驗區與加速器儀器設備區將共同設置環場天

車兩部，以供加速器與實驗設施之安裝。屏蔽隧道區內部

淨高2.8公尺，並採屋頂可開啟之設計，提供插件元件及
大型設備進出之方便性。TPS採同心增能環設計(concentric 
booster, 489.6公尺)以便提供節能之運轉條件及未來環心內側
開發之完整性。目前之方案，TPS儲存環館將有1/4∼1/3露
出於地表，唯開挖深度及整體造價因素仍需納入考量，以

優化造價及整體景觀。

(2) 機電三館
新建機電三館位於現有機電館和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

中心之間，目前將之規劃為一地下1層挑高8公尺、地上2至
3層之建築，以提供加速器與實驗區所需之電力、空調、去
離子水及冰水之需求。

中心全區3D 示意圖（97年2月版）

(3) 學術活動中心
學術活動中心目前規劃位置於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

心旁，臨研發六路，規劃為一弧形構造。國際會議廳位於

靠近研發六路出入口新安路側，而餐廳則靠近新安路側。

學術活動中心規劃1樓為大廳、餐廳、會議廳，2樓則為可隔
間之會議室及育樂室，3樓至6樓為住宿區，包括學生、用戶
及學人宿舍。

(4) 用戶行政與學術研究中心
儲存環館外圍鄰近學術活動中心的區段規劃為用戶行

政和研究人員之研究室，此區與學術活動中心中間為中央

廣場。該中心服務功能主要涵蓋辦公室、展示室、用戶訓

練教室、圖書室、簡報室及學術研究室等。

(5) 交通動線規劃
未來中心主要出入口為新安路大門，將以現有大門

進行適度整理、規劃及修正後為之，並保留未來與交通大

學、清華大學共組研究專區之彈性規劃。行車動線上，基

地西北方剷平之處，儘量避免不相關之車輛進出，以減少

車輛進出造成振動之影響。中心主要大門位於新安路，研

發六路出入口主要為學術活動中心之服務動線入口，而相

關大型服務車輛則擬由園區三路進出。

現有整體之規劃將因建築經費額度之限制，需進一步

優化與細部設計之估算，以期於經費、時程及工程品質三

大要素間取得最大之平衡。

機電三館

研發六路

學術活動中心

國家高速網路
與計算中心

用戶行政與學術研究中心

 TLS儲存環館

TPS儲存環館

園區三路

新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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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第二屆亞洲大洋洲
          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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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同步輻射研究，今年在日本舉辦為期10天的Cheiron 
School，類似每年在歐洲舉辦為期5週的Hercules School，
每年本中心將派出10位參加Cheiron School，另外也與其
它國外單位合作，如與美國阿岡實驗室奈米材料中心、

日本大阪大學、RIKEN在洽商中，學生將來會有很多機會
到國外機構受訓及學習。

(6)  有關用戶執行委員會組織章程決議事項：經前屆主席提
出用戶執行委員增額、主席及副主席任期兩年之提案，

經表決維持原來人數不增額。生物科學領域設保障員額

一名，將列入組織章程修正案。

研究群討論會

同步輻射研究涵蓋領域甚廣，為凝聚各個不同領域

學者專家的共識，以建置各類研究工具及改善研究技術，

於2001年起在用戶年會午餐時間進行研究群分組討論。
目前成立的研究群有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等五組。各組會議記錄如下：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

首先由設施經理簡玉成博士為大家報告2007年4月至
2007年10月期間的使用狀況。報告內容分成四大主題：(1)設
施服務及成果統計，(2)設施推廣活動，(3)設施使用問題改
善，(4)設施性能提昇。各報告主題及討論重點摘要如下：

(1) 設施服務及成果統計：

2006年共產出25個PDB Structures，34篇SCI Papers，其中
6篇為High-Pro�le Papers。

2007年共產出11個PDB Structures，16篇SCI Papers，其中
6篇為High-Pro�le Papers。

用戶群數由2005-3期的10群成長為2007-2期的28群，包
含泰國3用戶群及新加坡3用戶群。BL13B1光束線的使用需求
度已超過設施預定提供的65 %上限。

(2) 設施推廣活動：
2007年預定進行的各類設施推廣活動，包括舉辦訓練

課程、研習會、學術研討會設攤等皆已順利完成，條列如

下：

• 2007.01.29 2007  NRPGM Friendly Site Visit
• 2007.02.11/12 2007 NRPGM Retreat Meeting
• 2007.03.17/18   2007生醫聯合年會
• 2007.04.11  SPXF 2007 1st User Committee  
   Meeting
• 2007.05.23/25  第12 屆生物物理新知研討會
• 2007.06.27/29  2007 PX Training Course
 (http://bionsrrc.nsrrc.org.tw/training_open2php?b_id=16&bb_id=255 )

• 2007.08.13/17   BSR07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 2007.08.31   2007 SPXF Mini-Workshop
 (http://bionsrrc.nsrrc.org.tw/workshop1php?b_id=1&bb_id=1)

• 2007.10.14/19   16th ISMAR Conference
• 2007.10.31   NSRRC 2007 Users'& PXIG Meeting
(http://bionsrrc.nsrrc.org.tw/activities.php?s_id=16 )

• 2007.10.31   SPXF 2007 2nd User Committee 
    Meeting
• 2007.11.01/2   AOFSRR Meeting
• 2007.11.05/8   AsCA Conference

(3) 設施使用問題改善：
過去半年解決了下列幾項主要的使用問題：

•  解決Q315 CCD 偵測器因冷卻效率變差而產生許多熱電子背
景的問題。

•  改善Q315 CCD 偵測器因模組控制器不穩而產生許多電磁干
擾背景的問題。

•  改善Q210 CCD 偵測器因台電公司電流不穩而產生許多電磁
干擾背景的問題。

•  解決樣本低溫裝置之液面偵測器因結冰而誤判，造成氣流
不穩樣本溫度上昇的問題。

•  決定實驗能量的兩個Solid State 偵測器皆故障，已送修並
新購一組，目前暫以NaI Scintillation Counter代替。

(4) 設施性能提昇：
過去半年進行了下列幾項主要的性能提昇工作：

•  BL13B1之SGI/IRIX電腦更新為Intel/Linux電腦，數據處理速度

改善4倍。
•  可偵測X光直射光的Beam Stopper研發成功，除了可防止

CCD 偵測器被直射X光曝射，並可依據直射X光的強度，自
動進行X光強度優化的工作。
• 完成樣本自動裝卸之功能。
• 完成樣本自動集中之功能。
•  完成樣本自動裝卸機器人系統與Blu-Ice系統的整合工作，

2007-3期開始試俥預計2008-1期開放用戶使用。

接著由BL12B2發言人陳俊榮及吳副主任為大家說明
BL12B2明年預計進行的性能提昇以及國際合作方向。

最後，委員針對設施報告內容及計畫申請辦法提出個

別意見，經討論後做出下列建議給中心：

(1)  建議PX計畫之有效期限比照另外兩個PEC的規定，從一年
延長至兩年，減少不必要之文書作業(日本PF之計畫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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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3期 10 13 102 1059 65.9 %
2006-1期 13 18 133 1144 76.7 %
2006-2期 17 31 231 1576 86.5 %
2006-3期 17 30 198 1544 77.8 %
2007-1期 19 27 155 1096 90.9%
2007-2期 23 39 229 1832 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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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與會用戶於本中心進行用戶大會 圖三  與會用戶參觀儲存環實驗區

圖四  粉末繞射研究群研討會

圖二 蛋白質X光結晶學研究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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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0.31   NSRRC 2007 Users'& PXIG Meeting
(http://bionsrrc.nsrrc.org.tw/activities.php?s_id=16 )

• 2007.10.31   SPXF 2007 2nd User Committee 
    Meeting
• 2007.11.01/2   AOFSRR Meeting
• 2007.11.05/8   AsCA Conference

(3) 設施使用問題改善：
過去半年解決了下列幾項主要的使用問題：

•  解決Q315 CCD 偵測器因冷卻效率變差而產生許多熱電子背
景的問題。

•  改善Q315 CCD 偵測器因模組控制器不穩而產生許多電磁干
擾背景的問題。

•  改善Q210 CCD 偵測器因台電公司電流不穩而產生許多電磁
干擾背景的問題。

•  解決樣本低溫裝置之液面偵測器因結冰而誤判，造成氣流
不穩樣本溫度上昇的問題。

•  決定實驗能量的兩個Solid State 偵測器皆故障，已送修並
新購一組，目前暫以NaI Scintillation Counter代替。

(4) 設施性能提昇：
過去半年進行了下列幾項主要的性能提昇工作：

•  BL13B1之SGI/IRIX電腦更新為Intel/Linux電腦，數據處理速度

改善4倍。
•  可偵測X光直射光的Beam Stopper研發成功，除了可防止

CCD 偵測器被直射X光曝射，並可依據直射X光的強度，自
動進行X光強度優化的工作。
• 完成樣本自動裝卸之功能。
• 完成樣本自動集中之功能。
•  完成樣本自動裝卸機器人系統與Blu-Ice系統的整合工作，

2007-3期開始試俥預計2008-1期開放用戶使用。

接著由BL12B2發言人陳俊榮及吳副主任為大家說明
BL12B2明年預計進行的性能提昇以及國際合作方向。

最後，委員針對設施報告內容及計畫申請辦法提出個

別意見，經討論後做出下列建議給中心：

(1)  建議PX計畫之有效期限比照另外兩個PEC的規定，從一年
延長至兩年，減少不必要之文書作業(日本PF之計畫書有

BL13B1
光束線

用
戶
群
數

實
驗
次
數

訓
練
人
次

用戶使用

時數

用戶使用時段

百分比(%)

2005-3期 10 13 102 1059 65.9 %
2006-1期 13 18 133 1144 76.7 %
2006-2期 17 31 231 1576 86.5 %
2006-3期 17 30 198 1544 77.8 %
2007-1期 19 27 155 1096 90.9%
2007-2期 23 39 229 1832 89.5%

BL13C1
光束線

用
戶
群
數

實
驗
次
數 

訓
練
人
次

用戶使用

時數

用戶使用時段

百分比(%)

2006-1期 11 16 127 1120 76.3 %
2006-2期 15 21 141 1256 67.4 %
2006-3期 11 21 150 1152 58.3%
2007-1期 15 21 115 920 81.3 %
2007-2期 16 23 145 1184 57.7%

圖一  與會用戶於本中心進行用戶大會 圖三  與會用戶參觀儲存環實驗區

圖四  粉末繞射研究群研討會

圖二 蛋白質X光結晶學研究群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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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限為三年)。
(2)  隨計畫書繳交之A7e Form應做為參考用，而非一定要有
晶體才能提出計畫申請，因為這樣並不符合研究計畫執

行的實際狀況，反而造成計畫執行的障礙。建議沒有晶

體時仍可申請光束線計畫，計畫核可後每期再依有無晶

體來確實申請Beamtime即可。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粉末繞射研究群於2007年用戶會議期間舉辦小組會
議，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四位用戶前來報告他們的研究成

果，促進學術溝通交流。首先是台灣大學電機系馮哲川教

授的學生報告光電材料的相關研究，其次由淡江大學化學

系徐秀福教授演講液晶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接著是交通

大學應化系李積琛教授的學生報告熱電材料的發展，最後

由新竹教育大學林志明教授報告半導體材料的高壓相變研

究。四位講員的報告內容深入淺出、研究成果豐碩，深深

吸引與會聽眾的興趣，討論激烈。最後由光束線經理莊偉

綜博士報告，有關這一年來實驗站新增添的儀器設施與未

來努力的方向。莊博士的報告包括幾種技術與X光繞射結
合，例如掃描熱差卡計 (DSC)、拉力機、高磁場 (0-2 特士
拉)、低溫 (4 K)、高溫 (1500 ℃)以及多種臨場實驗設施，對
於材料在工作狀態的研究極為重要。新添購的Mar345影像
板偵測器，也已經在 BL17A1光束線測試完畢，開放給用戶
使用。本次會議並選出新任召集人，由交大應化系李積琛

教授高票當選，任期兩年。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首先由研究群主席鄭有舜博士簡介這兩年來在BL17B3
的研究成果及BL23A的未來發展： 

(1)  在BL17B3 SWAXS 實驗站所進行動態結構變化實驗，可同
時取得奈米結構與結晶結構之資訊，其所測得之數據皆

為經過標準校正程序後之絕對強度。SAXS之量測可配合
不同設備進行動態實驗研究，如DSC、Shear Stage、In-
situ GISAXS、和拉力裝置。預計明年購置Linkan加熱拉伸
系統，提供用戶使用。另，用戶亦可自行設計適合之樣

品環境控制設備，與其他儀器搭配使用。蛋白質用戶在

下半年逐漸增加，雖然實驗訊號較弱，但仍可取得良好

的數據。目前已建立數據分析的方法，可分析蛋白質在

水溶液中的大小與形貌變化。

(2)  在新的小角度X光散射光束線與實驗站 BL23A方面，目前
已完成DCM/DMM之裝設。規劃可用的能量範圍為5~23 
仟電子伏特。新的實驗站預計於2008年秋季試車。

以下略述討論會中數項議題討論結果：

•  目前中心計畫審查系統，並無針對X-ray的計畫分類進來審
查，希望可以針對小角度光散射的計畫建立審查小組。

•  未來實驗站運作在人力上的分配，將考慮與SAXS研究相關

的研究生可參與用戶實驗站的實驗支援工作。

•  未來BL23A實驗站將有實驗儀器的建議參數可供用戶自行
調整。

•  每季光束線時間將保留幾個時段給對光束線時間有急切需
求之用戶。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此研究群會議中，由同仁報告各同步輻射光源之顯微

技術現況，並引起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討論，略述討論內容

於下：

1. 李耀昌博士報告紅外光譜顯微儀實驗站現況：
簡介IR實驗站目前使用狀況，及分享目前實驗站與花蓮

慈濟醫院合作大腸癌及成大口醫所口腔癌合作找出其特異

性Biomarker之研究；與海生館合作的珊瑚與共生藻之合作
研究結果分享；並將與成大地質系及中興大學植物系有紅

外光譜研究之合作計畫。明年增添FPA機台可做大面積掃描
樣品，節省光譜影像擷取時間。未來將藉由PEM0100光學系
統並配合將升級的50公尺MCT紅外偵測器來量測超薄膜樣品
及蛋白質二級結構之樣本，並提升量測極限。

Q:  Beam size 變更小的可能性？CLIO/LCP系統中FEL是屬
於寬頻還是單頻？

A:  Beam size可由Aperture來調控紅外光束的大小，但是
受限於繞射極限，目前空間解析度只達8微米。目前
空間解析度最高的是法國CLIO/LCP的AFMIR系統，Dr. 
A. Dazzi 結合紅外自由電子雷射（IR-FEL）及原子力
顯微鏡 (AFM) 量測AFM探針之振動訊號，並轉成紅外
吸收訊號，其空間解析度已可到達100奈米。AFMIR
系統中FEL屬於單頻，是利用Grating 來分光。若以
AFM結合Femto-second laser 系統，若其輸出的中紅外
雷射光之頻寬夠窄，即可達到高空間解析且高光譜

解析，但是擷取光譜影像擷取時間會因此而增加許

多。

2. 魏德新博士報告 PEEM/STXM 現況：
簡介目前實驗站已有的PEEM及計畫中的STXM光束線使

用狀況，並在更新CCD後其PEEM解析能力增強。其實驗站

圖五  小角度X光散射研究群研討會

圖六  壁報成果展示區 圖七  用戶藉會議中場休息時間交流討論

亦可進行一般醫學影像擷取，但為避免樣品過度的輻射傷

害，需加裝快速冷凍系統來降低其傷害。

Q:  STXM除了生物醫學的運用性之外，是否可應用於有
機聚合物或軟物質等材料？

A:   可以的。如果中心需要發展此類技術，可依研究需
要與廠商討論客製化(customer design)的需求。

3. 陳家浩博士報告 SPEM現況：
今年初裝設了新的ZP及OSA的奈米移動平台，此一新平

台的優點是各軸皆裝設了 linear encoder，因此可精確了解
各軸及光學元件的位置。此新功能，大幅節省聚焦所花時

間，且增加了進行吸收能譜顯微術的可能。但要進行到此

步驟，仍需光束線功能的提升以及與實驗站系統的整合。

另外，新的奈米移動平台的操控介面仍十分原始，極易發

生碰撞，在半夜精神不濟時尤其危險。因此計畫以LabView
進行人機介面的改良，以根絕此缺陷。

Q: 軸的移動是否有防撞系統？
A:  僅沿著光軸方向有。因形狀不規則，其餘方向目前
無法裝設。

4. 宋艷芳博士報告 TXM現況：
目前TXM光束線實驗站的特色及應用領域，並分享各

合作者的經驗及結果分享。如：中央研究院原分所王玉麟

博士合作的“Anodic alumina nanochannels”；中原大學
化工系童國倫教授合作的“3D pore morphology of ceramic 
membrane and its connectivity”；台大醫學院楊泮池教授
合作的“肺癌細胞轉移因子Lung cancer cell migration factor 
LCRMP-1”；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啟祥教授合作的“海洋生
物束形狀珊瑚-蟲黃藻胞內共生之探討”；Dr. Lisa M Miller,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NSLS,U.S.A. 合作的“Dog bone 
collagen around the microcrack ”；本中心李耀昌博士合
作的“Photonic crystal wing scale of papilio bianor”；Dr. 
Marek S.Zbik, Queenaland University, Australia“Clay in aqueous 

environment”；台大地質系宋聖榮教授/東京大學田中秀實
教授/中央大學地科系馬國鳳教授合作的 “1999 Chi-Chi earth 
quake(Mw 7.6), Taiwan”/“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之地質探討，與這些合作者皆有相當好的研究結
果，並發表於各類期刊中。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AS Interest Group原召集人—彭維鋒教授任期即將屆滿
而需進行改選，於10月24日以電子郵件發出新任召集人選票
共90張，結果收到回傳選票19張。兩位候選人之中，蘇雲
良教授和楊家銘教授分獲11張與8張選票，因此由清華大學
物理系蘇雲良教授當選下一屆召集人，任期自2007年11月1
日起兩年。此次討論會共有30人出席(含7位計畫主持人)，
會中首先由李志甫博士報告BL17C1及BL01C1兩條X光吸收光
譜光束線在2006及2007年間各期用戶申請計畫的件數及實際
核給光束線時間之計畫數，並計算出平均每一計畫於每一

期(四個月)獲得不到5個時段數，顯示求過於供的情形十分
嚴重，另用戶亦經常感到光束線時間不足而難以進行較費

時的(臨場)量測工作。為使寶貴的光束線時間發揮最高的使
用效率，今後將以用戶能否獨立操作及過去的績效做為是

否給予後續光束線時間的重要參考依據。對於舊有用戶，

請務必做好經驗的傳承(包括數據的收集與分析)；對於新進
用戶，則可藉由訓練課程的參與而獲得相關知識。李志浩

教授希望能針對教授們開設一個訓練課程，如此會比為學

生開設訓練課程有效果。劉如熹教授也認為各實驗室自身

的經驗本應傳承下去，若再加上淘汰的機制，即可讓能獨

立運作的研究群能有更多的時間使用。舉例而言，國外中

子繞射實驗都是用戶自行獨立運作分析，但是國內同步輻

射中心對用戶服務太好，容易造成用戶的依賴性。謝輝煌

教授期許各研究群在做實驗前能事先詳讀使用手冊；李志

浩教授甚至認為實驗之前可以出一份考卷，測試用戶是否

有資格使用光束線。最後，蘇雲良教授提出“靠行”的構

想，亦即日後光束線時間僅分配給少數能獨立操作的研究

群，至於其他用戶如有任何樣品，皆可透過合作關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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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期限為三年)。
(2)  隨計畫書繳交之A7e Form應做為參考用，而非一定要有
晶體才能提出計畫申請，因為這樣並不符合研究計畫執

行的實際狀況，反而造成計畫執行的障礙。建議沒有晶

體時仍可申請光束線計畫，計畫核可後每期再依有無晶

體來確實申請Beamtime即可。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粉末繞射研究群於2007年用戶會議期間舉辦小組會
議，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四位用戶前來報告他們的研究成

果，促進學術溝通交流。首先是台灣大學電機系馮哲川教

授的學生報告光電材料的相關研究，其次由淡江大學化學

系徐秀福教授演講液晶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接著是交通

大學應化系李積琛教授的學生報告熱電材料的發展，最後

由新竹教育大學林志明教授報告半導體材料的高壓相變研

究。四位講員的報告內容深入淺出、研究成果豐碩，深深

吸引與會聽眾的興趣，討論激烈。最後由光束線經理莊偉

綜博士報告，有關這一年來實驗站新增添的儀器設施與未

來努力的方向。莊博士的報告包括幾種技術與X光繞射結
合，例如掃描熱差卡計 (DSC)、拉力機、高磁場 (0-2 特士
拉)、低溫 (4 K)、高溫 (1500 ℃)以及多種臨場實驗設施，對
於材料在工作狀態的研究極為重要。新添購的Mar345影像
板偵測器，也已經在 BL17A1光束線測試完畢，開放給用戶
使用。本次會議並選出新任召集人，由交大應化系李積琛

教授高票當選，任期兩年。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首先由研究群主席鄭有舜博士簡介這兩年來在BL17B3
的研究成果及BL23A的未來發展： 

(1)  在BL17B3 SWAXS 實驗站所進行動態結構變化實驗，可同
時取得奈米結構與結晶結構之資訊，其所測得之數據皆

為經過標準校正程序後之絕對強度。SAXS之量測可配合
不同設備進行動態實驗研究，如DSC、Shear Stage、In-
situ GISAXS、和拉力裝置。預計明年購置Linkan加熱拉伸
系統，提供用戶使用。另，用戶亦可自行設計適合之樣

品環境控制設備，與其他儀器搭配使用。蛋白質用戶在

下半年逐漸增加，雖然實驗訊號較弱，但仍可取得良好

的數據。目前已建立數據分析的方法，可分析蛋白質在

水溶液中的大小與形貌變化。

(2)  在新的小角度X光散射光束線與實驗站 BL23A方面，目前
已完成DCM/DMM之裝設。規劃可用的能量範圍為5~23 
仟電子伏特。新的實驗站預計於2008年秋季試車。

以下略述討論會中數項議題討論結果：

•  目前中心計畫審查系統，並無針對X-ray的計畫分類進來審
查，希望可以針對小角度光散射的計畫建立審查小組。

•  未來實驗站運作在人力上的分配，將考慮與SAXS研究相關

的研究生可參與用戶實驗站的實驗支援工作。

•  未來BL23A實驗站將有實驗儀器的建議參數可供用戶自行
調整。

•  每季光束線時間將保留幾個時段給對光束線時間有急切需
求之用戶。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此研究群會議中，由同仁報告各同步輻射光源之顯微

技術現況，並引起與會學者專家熱烈討論，略述討論內容

於下：

1. 李耀昌博士報告紅外光譜顯微儀實驗站現況：
簡介IR實驗站目前使用狀況，及分享目前實驗站與花蓮

慈濟醫院合作大腸癌及成大口醫所口腔癌合作找出其特異

性Biomarker之研究；與海生館合作的珊瑚與共生藻之合作
研究結果分享；並將與成大地質系及中興大學植物系有紅

外光譜研究之合作計畫。明年增添FPA機台可做大面積掃描
樣品，節省光譜影像擷取時間。未來將藉由PEM0100光學系
統並配合將升級的50公尺MCT紅外偵測器來量測超薄膜樣品
及蛋白質二級結構之樣本，並提升量測極限。

Q:  Beam size 變更小的可能性？CLIO/LCP系統中FEL是屬
於寬頻還是單頻？

A:  Beam size可由Aperture來調控紅外光束的大小，但是
受限於繞射極限，目前空間解析度只達8微米。目前
空間解析度最高的是法國CLIO/LCP的AFMIR系統，Dr. 
A. Dazzi 結合紅外自由電子雷射（IR-FEL）及原子力
顯微鏡 (AFM) 量測AFM探針之振動訊號，並轉成紅外
吸收訊號，其空間解析度已可到達100奈米。AFMIR
系統中FEL屬於單頻，是利用Grating 來分光。若以
AFM結合Femto-second laser 系統，若其輸出的中紅外
雷射光之頻寬夠窄，即可達到高空間解析且高光譜

解析，但是擷取光譜影像擷取時間會因此而增加許

多。

2. 魏德新博士報告 PEEM/STXM 現況：
簡介目前實驗站已有的PEEM及計畫中的STXM光束線使

用狀況，並在更新CCD後其PEEM解析能力增強。其實驗站

圖五  小角度X光散射研究群研討會

圖六  壁報成果展示區 圖七  用戶藉會議中場休息時間交流討論

亦可進行一般醫學影像擷取，但為避免樣品過度的輻射傷

害，需加裝快速冷凍系統來降低其傷害。

Q:  STXM除了生物醫學的運用性之外，是否可應用於有
機聚合物或軟物質等材料？

A:   可以的。如果中心需要發展此類技術，可依研究需
要與廠商討論客製化(customer design)的需求。

3. 陳家浩博士報告 SPEM現況：
今年初裝設了新的ZP及OSA的奈米移動平台，此一新平

台的優點是各軸皆裝設了 linear encoder，因此可精確了解
各軸及光學元件的位置。此新功能，大幅節省聚焦所花時

間，且增加了進行吸收能譜顯微術的可能。但要進行到此

步驟，仍需光束線功能的提升以及與實驗站系統的整合。

另外，新的奈米移動平台的操控介面仍十分原始，極易發

生碰撞，在半夜精神不濟時尤其危險。因此計畫以LabView
進行人機介面的改良，以根絕此缺陷。

Q: 軸的移動是否有防撞系統？
A:  僅沿著光軸方向有。因形狀不規則，其餘方向目前
無法裝設。

4. 宋艷芳博士報告 TXM現況：
目前TXM光束線實驗站的特色及應用領域，並分享各

合作者的經驗及結果分享。如：中央研究院原分所王玉麟

博士合作的“Anodic alumina nanochannels”；中原大學
化工系童國倫教授合作的“3D pore morphology of ceramic 
membrane and its connectivity”；台大醫學院楊泮池教授
合作的“肺癌細胞轉移因子Lung cancer cell migration factor 
LCRMP-1”；海洋生物博物館陳啟祥教授合作的“海洋生
物束形狀珊瑚-蟲黃藻胞內共生之探討”；Dr. Lisa M Miller, 
Brookhaven National Lab., NSLS,U.S.A. 合作的“Dog bone 
collagen around the microcrack ”；本中心李耀昌博士合
作的“Photonic crystal wing scale of papilio bianor”；Dr. 
Marek S.Zbik, Queenaland University, Australia“Clay in aqueous 

environment”；台大地質系宋聖榮教授/東京大學田中秀實
教授/中央大學地科系馬國鳳教授合作的 “1999 Chi-Chi earth 
quake(Mw 7.6), Taiwan”/“Taiwan Chelungpu-fault drilling 
project”之地質探討，與這些合作者皆有相當好的研究結
果，並發表於各類期刊中。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AS Interest Group原召集人—彭維鋒教授任期即將屆滿
而需進行改選，於10月24日以電子郵件發出新任召集人選票
共90張，結果收到回傳選票19張。兩位候選人之中，蘇雲
良教授和楊家銘教授分獲11張與8張選票，因此由清華大學
物理系蘇雲良教授當選下一屆召集人，任期自2007年11月1
日起兩年。此次討論會共有30人出席(含7位計畫主持人)，
會中首先由李志甫博士報告BL17C1及BL01C1兩條X光吸收光
譜光束線在2006及2007年間各期用戶申請計畫的件數及實際
核給光束線時間之計畫數，並計算出平均每一計畫於每一

期(四個月)獲得不到5個時段數，顯示求過於供的情形十分
嚴重，另用戶亦經常感到光束線時間不足而難以進行較費

時的(臨場)量測工作。為使寶貴的光束線時間發揮最高的使
用效率，今後將以用戶能否獨立操作及過去的績效做為是

否給予後續光束線時間的重要參考依據。對於舊有用戶，

請務必做好經驗的傳承(包括數據的收集與分析)；對於新進
用戶，則可藉由訓練課程的參與而獲得相關知識。李志浩

教授希望能針對教授們開設一個訓練課程，如此會比為學

生開設訓練課程有效果。劉如熹教授也認為各實驗室自身

的經驗本應傳承下去，若再加上淘汰的機制，即可讓能獨

立運作的研究群能有更多的時間使用。舉例而言，國外中

子繞射實驗都是用戶自行獨立運作分析，但是國內同步輻

射中心對用戶服務太好，容易造成用戶的依賴性。謝輝煌

教授期許各研究群在做實驗前能事先詳讀使用手冊；李志

浩教授甚至認為實驗之前可以出一份考卷，測試用戶是否

有資格使用光束線。最後，蘇雲良教授提出“靠行”的構

想，亦即日後光束線時間僅分配給少數能獨立操作的研究

群，至於其他用戶如有任何樣品，皆可透過合作關係，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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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增進本中心同步輻射設施對未來台灣經濟之效益，

在籌畫TPS計畫的同時，推動產業合作與應用方面更形迫
切，尤其需培植台灣廠商利用中心實驗設施協助解決產業

界問題。未來，TPS計畫將規劃產業專屬光束線，使中心與
產業界的合作達到互利互惠。

其實在最近幾年，已經有零星的國內高科技產業透過

學術機構前來中心利用這個光源設施從事產品檢測，或直

接與中心簽訂研發合作計畫；而在國際間，若干同步輻射

設施將同輻射材料分析技術成功的應用在傳統與高科技產

業研發上。適逢台灣光子源計畫中部分的經費由經建會設

法籌措，經建會希望能看到同步輻射對國內產業有具體的

貢獻。一方面因應這樣的期許，另一方面也在同步輻射學

本中心開始服務產業界

術應用上有初步成果之際，認識到產業應用的時機成熟，

中心乃決定於2007年8月成立「產業應用辦公室」，希望能
透過相關的研究技術服務與支援，提供產業界中心已有的

研發工具，以協助提升產業界的競爭力。

經過半年，透過產業應用辦公室聯繫中心不同專長

領域的同仁協助，國內已有幾家知名的半導體、能源等公

司，將同步輻射X光分析技術如EXAFS、XRD、SAXS、XPS，
以及同步輻射紅外線FTIR技術，配合電子顯微鏡TEM、SEM
等，應用在製程分析及專利主張驗證，獲致許多滿意的結

果。另外，少數企業也注意到中心在加速器方面的經驗，

紛就真空、磁鐵技術，以及帶電粒子軌道設計、加速器運

轉與維護等，計畫未來與中心長期合作。

章，並且責由台灣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NSRRC)主辦第二
屆之會議。由我國主辦第二屆會議，不但是我國同步輻射

學界多年來的盛事，更是對於我國在亞洲大洋洲地區同步

輻射研究實力的一大肯定。

為了吸引更多的用戶參加第二屆的論壇研討會，我們

建議將此次的研討會與中心的用戶年會合併舉辦，作為第

十三屆中心用戶會議研討會的擴大舉行，這個建議在3月
22日的第十屆中心用戶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得到支持通
過。為了滿足可預期的參加研討會人數，本次用戶會議研

討會於11月1日至2日移至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

會議議程共有四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1） History, New Development, and Facility Networking：
 亞洲大洋地區同步輻射設施的發展歷史，本區域新建
或計畫中的同步輻射設施，如何有效促進區域內同步

輻射設施間的技術與科學的交流，鼓勵年輕人投入同

步輻射研究領域等。大會主題演講邀請SPring-8前任
主任Hiromichi Kamitsubo，就本區域內同步輻射設施
的演進歷史與對於區域內科學發展的重要性演講。之

後，由本區域內新建或計畫中的同步輻射設施，澳洲

同步輻射(Rober Lamb)、上海同步輻射(Jian-Hua He)、
台灣光子源(Chin-Cheng Kuo)進行設施現況報告。最後
由Richard Garrett (ASP)就區域內進行中的同步輻射合作
計畫，例如我國在SPring-8所建造的台灣專屬光束線、
澳洲於Photon Factory所建造的專屬光束線、我國與澳
洲等之合作計畫，特別是今年才成立的常態訓練課程

Cheiron School作演說。

（2） Future Light Sources in A-O：
 本區域內新建或計畫中的第四代光源，包括SPring-8的
Compact Free Electron Laser (Tetsuya Ishikawa)、UVSOR-
II的FEL(Masahiro Katoh)、日本的Energy Recovery Linac 
(Hiroshi Kawata)。此外，他山之石，大會邀請ESRF介紹
ESRF未來十年的更新計畫（Sine Larsen）。

託擁有光束線時間的研究群代為測量，以確保光束線時間

能最有效的運用。至於硬體設施部份，中心在2006年初設
置完成一13-鍺晶元陣列式固態偵測器，由於具備極佳的能
量解析力，適於量測成份複雜或濃度稀薄的環境及生化樣

品。該偵測器在去年年中因鈹窗意外破裂而送回原製造廠

維修，已於今年九月底恢復使用。在此次會議中即分別以

稀磁樣品系統及蛋白質溶液為例，比較固態偵測器與傳統

Lytle偵測器所得數據品質的優劣。另外，在今年年底將會添
購一台密閉循環式的cryostat，可紓解多條X光吸收光譜光束
線共用一台之困境。附帶一提的是，BL01C1光束線原先規
劃用以進行高能量(> 14 仟電子伏特)實驗為主，然而開放使
用三年多來，需要量測4d元素X光吸收光譜之樣品並不如預
期的多，因此日後將視實際需求，在低能量(7 ~ 14 仟電子伏
特)與高能量兩種操作模式之間做較頻繁的切換。 

第二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
(2nd AOFSRR)

亞洲、大洋洲地區的同步輻射光源設施的發展及其相

關之研究，在80年代開始萌發，迄今已有豐碩的成果。過
去二十餘年間，在亞洲大洋洲地區建造了世界上能量最高

的同步輻射設施---日本的SPring-8。數個最新穎的同步輻
射加速器設施，正緊鑼密鼓地建造或計畫中，例如澳洲的

AS(Australia Synchrotron, 3 GeV, 2007)、上海的SLS(Shanghai 
Light Source, 3 GeV, 2010)、我國的TPS (Taiwan Photon Source, 
3.5 GeV, 2013)等，因此亞洲大洋洲地區可以說是世界上同
步輻射研究成長最快的區域。同步輻射光源的應用，涵蓋

許多不同的研究領域，例如物理、化學、材料、生物、醫

學、地質、環保、能源等，幾乎是所有與物質相關的研究

領域所共同且不可或缺的實驗利器，更是各國國力的表徵

之一。我國自80年代中開始發展同步輻射相關實驗技術與研
究，目前已是亞洲大洋洲地區領先的國家，某些研究領域

更是履創世界佳績。

但是亞洲、大洋洲地區的同步輻射設施，受限於地

緣、歷史文化背景、各國經濟差距等因素的影響，整合本

區域之同步輻射設施資源，使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

域，相較於美國、歐洲，相對困難。有鑑於此，亞洲、大

洋洲地區同步輻射設施的負責人，利用2006年在韓國大邱
所舉行的第九屆國際同步輻射會議期間，決議發起籌劃亞

洲大洋洲地區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組織(Asia/Oceania Forum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ouncil, AOFSRR)，分享各會員
國/地區之實驗設施、研究成果、人員交換、教育訓練等。
並且每一至二年，則由會員國/地區主辦「亞洲大洋洲同步
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發表各會員國/地區最新之同步輻
射設施與研究之發展，研議整合各成員之同步輻射相關資

源等議題。第一屆的會議於2006年11月24-25日在日本筑波
的老牌同步輻射設施PF (Photon Factory)舉行，會議共計有
包括我國，以及各主要會員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

印度、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等各同步輻射設施之負責

人、研究學者、學生等共127人參加。會議通過AOFSRR憲

圖八  第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第二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
究論壇研討會來賓合影

（3） Scienti�c Highlights：
 就各個會員地區推薦可資介紹的科學成就工作，共
計邀請七位講員：Fei Qi (China), Sukit Limpijumnong 
(Thailand), Yasutaka Takata (Japan), Keith Nugent (Australia), 
Chan-Cuk Hwang (Korea), Yeukuang Hwu (Taiwan), Sigeru 
Kimura (Japan)。

（4） Young Scientist Presentation：
 為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同步輻射研究領域，本屆大會
特別增設本議程。共計篩選出十位年輕學者，大部

份為博士班學生參加口頭演說。名單如下：Somiai 
Chuniarean (Thailand), Himal Bhatt (India), Kyuwook Ihm 

(Korea), Fu-Kuo Chiang (Taiwan), Anil Kumar (Singapore), 
Yusuke Yamada (Japan), Annie Nguyen (Australia), Sheng-
Syun Wong (Taiwan), Mitsuhiro Horade (Japan), Gung-
Chian Yin (Taiwan)。

此外，本次研討會共計有260篇的壁報成果展示，在11
月1日與2日中午分別展出，共有60篇學生壁報參加比賽，經
過議程委員們各別評分，選出前三名與佳作十名。壁報展

示得獎名單：第一名：黃詩雯(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系)；第二
名：陳浩銘(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第三名：Sharma, Neeraj 
(School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Sydney)；十名佳作(姓名不
詳列)。

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本中心簽訂合作計畫(左圖)，並進行研發成果發表會，且至儲存環實驗區參觀(右圖)。 



專文
10 11

專文

為增進本中心同步輻射設施對未來台灣經濟之效益，

在籌畫TPS計畫的同時，推動產業合作與應用方面更形迫
切，尤其需培植台灣廠商利用中心實驗設施協助解決產業

界問題。未來，TPS計畫將規劃產業專屬光束線，使中心與
產業界的合作達到互利互惠。

其實在最近幾年，已經有零星的國內高科技產業透過

學術機構前來中心利用這個光源設施從事產品檢測，或直

接與中心簽訂研發合作計畫；而在國際間，若干同步輻射

設施將同輻射材料分析技術成功的應用在傳統與高科技產

業研發上。適逢台灣光子源計畫中部分的經費由經建會設

法籌措，經建會希望能看到同步輻射對國內產業有具體的

貢獻。一方面因應這樣的期許，另一方面也在同步輻射學

本中心開始服務產業界

術應用上有初步成果之際，認識到產業應用的時機成熟，

中心乃決定於2007年8月成立「產業應用辦公室」，希望能
透過相關的研究技術服務與支援，提供產業界中心已有的

研發工具，以協助提升產業界的競爭力。

經過半年，透過產業應用辦公室聯繫中心不同專長

領域的同仁協助，國內已有幾家知名的半導體、能源等公

司，將同步輻射X光分析技術如EXAFS、XRD、SAXS、XPS，
以及同步輻射紅外線FTIR技術，配合電子顯微鏡TEM、SEM
等，應用在製程分析及專利主張驗證，獲致許多滿意的結

果。另外，少數企業也注意到中心在加速器方面的經驗，

紛就真空、磁鐵技術，以及帶電粒子軌道設計、加速器運

轉與維護等，計畫未來與中心長期合作。

章，並且責由台灣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NSRRC)主辦第二
屆之會議。由我國主辦第二屆會議，不但是我國同步輻射

學界多年來的盛事，更是對於我國在亞洲大洋洲地區同步

輻射研究實力的一大肯定。

為了吸引更多的用戶參加第二屆的論壇研討會，我們

建議將此次的研討會與中心的用戶年會合併舉辦，作為第

十三屆中心用戶會議研討會的擴大舉行，這個建議在3月
22日的第十屆中心用戶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得到支持通
過。為了滿足可預期的參加研討會人數，本次用戶會議研

討會於11月1日至2日移至交通大學浩然圖書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

會議議程共有四部份。分別說明如下：

（1） History, New Development, and Facility Networking：
 亞洲大洋地區同步輻射設施的發展歷史，本區域新建
或計畫中的同步輻射設施，如何有效促進區域內同步

輻射設施間的技術與科學的交流，鼓勵年輕人投入同

步輻射研究領域等。大會主題演講邀請SPring-8前任
主任Hiromichi Kamitsubo，就本區域內同步輻射設施
的演進歷史與對於區域內科學發展的重要性演講。之

後，由本區域內新建或計畫中的同步輻射設施，澳洲

同步輻射(Rober Lamb)、上海同步輻射(Jian-Hua He)、
台灣光子源(Chin-Cheng Kuo)進行設施現況報告。最後
由Richard Garrett (ASP)就區域內進行中的同步輻射合作
計畫，例如我國在SPring-8所建造的台灣專屬光束線、
澳洲於Photon Factory所建造的專屬光束線、我國與澳
洲等之合作計畫，特別是今年才成立的常態訓練課程

Cheiron School作演說。

（2） Future Light Sources in A-O：
 本區域內新建或計畫中的第四代光源，包括SPring-8的
Compact Free Electron Laser (Tetsuya Ishikawa)、UVSOR-
II的FEL(Masahiro Katoh)、日本的Energy Recovery Linac 
(Hiroshi Kawata)。此外，他山之石，大會邀請ESRF介紹
ESRF未來十年的更新計畫（Sine Larsen）。

託擁有光束線時間的研究群代為測量，以確保光束線時間

能最有效的運用。至於硬體設施部份，中心在2006年初設
置完成一13-鍺晶元陣列式固態偵測器，由於具備極佳的能
量解析力，適於量測成份複雜或濃度稀薄的環境及生化樣

品。該偵測器在去年年中因鈹窗意外破裂而送回原製造廠

維修，已於今年九月底恢復使用。在此次會議中即分別以

稀磁樣品系統及蛋白質溶液為例，比較固態偵測器與傳統

Lytle偵測器所得數據品質的優劣。另外，在今年年底將會添
購一台密閉循環式的cryostat，可紓解多條X光吸收光譜光束
線共用一台之困境。附帶一提的是，BL01C1光束線原先規
劃用以進行高能量(> 14 仟電子伏特)實驗為主，然而開放使
用三年多來，需要量測4d元素X光吸收光譜之樣品並不如預
期的多，因此日後將視實際需求，在低能量(7 ~ 14 仟電子伏
特)與高能量兩種操作模式之間做較頻繁的切換。 

第二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
(2nd AOFSRR)

亞洲、大洋洲地區的同步輻射光源設施的發展及其相

關之研究，在80年代開始萌發，迄今已有豐碩的成果。過
去二十餘年間，在亞洲大洋洲地區建造了世界上能量最高

的同步輻射設施---日本的SPring-8。數個最新穎的同步輻
射加速器設施，正緊鑼密鼓地建造或計畫中，例如澳洲的

AS(Australia Synchrotron, 3 GeV, 2007)、上海的SLS(Shanghai 
Light Source, 3 GeV, 2010)、我國的TPS (Taiwan Photon Source, 
3.5 GeV, 2013)等，因此亞洲大洋洲地區可以說是世界上同
步輻射研究成長最快的區域。同步輻射光源的應用，涵蓋

許多不同的研究領域，例如物理、化學、材料、生物、醫

學、地質、環保、能源等，幾乎是所有與物質相關的研究

領域所共同且不可或缺的實驗利器，更是各國國力的表徵

之一。我國自80年代中開始發展同步輻射相關實驗技術與研
究，目前已是亞洲大洋洲地區領先的國家，某些研究領域

更是履創世界佳績。

但是亞洲、大洋洲地區的同步輻射設施，受限於地

緣、歷史文化背景、各國經濟差距等因素的影響，整合本

區域之同步輻射設施資源，使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區

域，相較於美國、歐洲，相對困難。有鑑於此，亞洲、大

洋洲地區同步輻射設施的負責人，利用2006年在韓國大邱
所舉行的第九屆國際同步輻射會議期間，決議發起籌劃亞

洲大洋洲地區同步輻射研究論壇組織(Asia/Oceania Forum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Research Council, AOFSRR)，分享各會員
國/地區之實驗設施、研究成果、人員交換、教育訓練等。
並且每一至二年，則由會員國/地區主辦「亞洲大洋洲同步
輻射研究論壇研討會」，發表各會員國/地區最新之同步輻
射設施與研究之發展，研議整合各成員之同步輻射相關資

源等議題。第一屆的會議於2006年11月24-25日在日本筑波
的老牌同步輻射設施PF (Photon Factory)舉行，會議共計有
包括我國，以及各主要會員日本、韓國、泰國、新加坡、

印度、澳洲、紐西蘭、中國大陸等各同步輻射設施之負責

人、研究學者、學生等共127人參加。會議通過AOFSRR憲

圖八  第十三屆用戶年會暨第二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
究論壇研討會來賓合影

（3） Scienti�c Highlights：
 就各個會員地區推薦可資介紹的科學成就工作，共
計邀請七位講員：Fei Qi (China), Sukit Limpijumnong 
(Thailand), Yasutaka Takata (Japan), Keith Nugent (Australia), 
Chan-Cuk Hwang (Korea), Yeukuang Hwu (Taiwan), Sigeru 
Kimura (Japan)。

（4） Young Scientist Presentation：
 為鼓勵年輕學子投入同步輻射研究領域，本屆大會
特別增設本議程。共計篩選出十位年輕學者，大部

份為博士班學生參加口頭演說。名單如下：Somiai 
Chuniarean (Thailand), Himal Bhatt (India), Kyuwook Ihm 

(Korea), Fu-Kuo Chiang (Taiwan), Anil Kumar (Singapore), 
Yusuke Yamada (Japan), Annie Nguyen (Australia), Sheng-
Syun Wong (Taiwan), Mitsuhiro Horade (Japan), Gung-
Chian Yin (Taiwan)。

此外，本次研討會共計有260篇的壁報成果展示，在11
月1日與2日中午分別展出，共有60篇學生壁報參加比賽，經
過議程委員們各別評分，選出前三名與佳作十名。壁報展

示得獎名單：第一名：黃詩雯(國立交通大學電子系)；第二
名：陳浩銘(國立台灣大學化學系)；第三名：Sharma, Neeraj 
(School of Chemistry, University of Sydney)；十名佳作(姓名不
詳列)。

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本中心簽訂合作計畫(左圖)，並進行研發成果發表會，且至儲存環實驗區參觀(右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