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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王兆恩博士榮獲2007年西川獎
本中心光源組組長王兆恩博士榮獲由日本加速器科學

基金會（Foundation of Accelerator Sciences）頒發之2007年
西川獎，表彰王博士將超導共振腔技術應用於第三代同步

輻射設施，這也是中心同仁在同步加速器的努力第一次獲

得國際獎項之肯定。王博士和他的團隊歷經五年的艱辛努

力，締造了世界上首次將超導高頻（Superconducting Radio 
Frequency）系統安裝至第三代同步加速器並成功
系統安裝至第三代同步加速器並成功運轉的紀錄。這項計

畫將儲存環的最大儲存電流由過去的240毫安培提升至350
毫安培（最高工作電流可提高至500毫安培），功率由原來
的40千瓦增加至82千瓦，並藉由極弱高階模式（high-order 
mode）的優越性，提升電子束穩定性。（更多相關文章請
參考第58期簡訊第15 ~ 16頁內容）

圖三 捷克科學院代表團來訪合照

圖四  國立成功大學賴校長(前排左二)與本中心
梁主任(前排左三)共同簽署合作意願書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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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交大浩然國際會議廳

圖六  產業應用辦公室於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2007年年會之展示攤位

圖一 「龍」光束線的發明人 ﹣陳建德院士

國際會議

■The Asia - Oceania Week of NSRRC（詳本期簡訊第5 ~ 11頁）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2007年年會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2007年年會」於96年11月16∼17

合作簽署單位 簽署目的 簽署日期

中央研究院
為雙方學術研究合作、人員合

聘與借調訂定此合作協議書。
2007/03

日本大阪大學

蛋白質研究中心

計劃共同在SPring-8發展蛋白質
結構研究之設施，未來希望能

邀請中央研究院及大學共同參

與此合作計畫。擬優先選派先

進光源學程博士生或博士後研

究員前往日本大阪大學蛋白質

研究中心受訓。

2007/03

美國

先進光源

(APS)
用戶合約更新。 2007/05

澳洲

同步輻射計畫

(ASRP)

更新合約且繼續協助ASRP進行
用戶人員的培訓與發展澳洲同

步輻射軟X光的用戶群。
2007/06

澳洲

同步輻射設施

(AS)

配合澳洲新建光源之啟用，共

同簽署合約，以透過共同科技

研究、人員的交流及合辦科學

國際會議，建立雙方在同步輻

射光源科學、設施及其他相關

研究之合作。

2007/07

• 國立交通大學
• 國立清華大學
•  美國阿岡國家
實驗室奈米材

料中心(CNM)

由四單位共同簽署之合作備忘

錄。未來擬優先選派先進光源

學程博士生或博士後研究員前

往Argonne奈米材料中心進行
合作研究。合作範圍涵蓋奈米

製作、奈米生物材料之合成、

製作以及X光顯微術/散射之鑑
定。

2007/07

越南

自然科學大學

透過此協議，雙方同意在同步

輻射相關之研究與教育方面進

行合作，並促進雙方科技人員

與學生之交流。

2007/08

美國

國家同步光源

(NSLS)

雙方簽署共同研發「類二維X光
偵測器」。

2007/12

表一  簡列2007年簽約各合約/備忘錄之簽署目的與日期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簽訂之合約/備忘錄

為增進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的技術交流、研究

合作與人才培訓，中心與各個學術研究機構簽訂合約/備忘
錄如表一，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和國立

中山大學簽約報導簡述如下：

■  本中心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於2007年10月16日共同簽署
為期二年的教學合作計畫，內容包括發揚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功能指標、強化與結合公民營機關合作資源、推

廣及深化學生對國家實驗室的認識及了解、增強數位教

學能力內容、與開拓學生職能第二專長技能。第一年以

建構加速器光源立體模組及數位教材研發為主。第二年

以「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立體模擬實境」數位教材及

教案為主，舉辦全國教師「立體模擬加速器光源設施及

其應用」研習會，先期以小學教師為優先考量。 
■  國立成功大學賴明詔校長、馮達旋副校長及主管一行
共11人於2007年12月14日，與本中心共同簽訂合作意願
書。賴校長除對本中心提供成功大學研究技術的訓練與

交流表示感謝之外，並對本中心在國內外大學推動同

步輻射科技知識交流、操作經驗分享的不遺餘力表示讚

揚。梁主任亦表示雙方簽署合作意願書，代表著先進科

技與南部教育界連結的開始，意義深遠。成功大學很高

興成為這極具歷史性一刻的起跑者。合作項目涵蓋教師

與研究人員間之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推動奈米生醫及

奈米科技提升產業方面相關學程、課程之短期授課等。

■  國立中山大學由張宗仁校長帶團隊至本中心，於2007年
12月18日簽訂合作意願書，中山大學擬於98學年度推動
奈米光電與海洋科技方面相關學位學程，本中心將協

助招收國際博士生；修習相關學程之學生，可在中山大

學教授指導下，至本中心進行研究工作；本中心在必要

時，也可至中山大學進行奈米光電及海洋科技相關學程

授課。基於教學研究和其他學術發展的共同信念，雙方

特別簽訂合作意願書，共同推動教師與研究人員間的交

流。

圖二 高頻小組將超導高頻共振腔安裝於儲存環
得獎快訊

■ 本中心前主任陳建德博士榮獲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新
任院士

本中心前主任陳建德博士於2007年11月15日獲選為發
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新任院士，TWAS係一非營利之學術組織，旨在
推動開發中國家的科學發展，使科學研究創造民眾福祉。

TWAS院長Jacob Palis教授的祝賀信中提及：「感謝陳博士
對科學的傑出貢獻和對開發中國家的積極協助與支持，為

此，我們遴選陳博士為本院新任院士。」。陳院士在凝態

物理、軟X光能譜以及同步輻射儀器等領域的創新發明和研
究成果，深受國際學術界重視、讚揚。他曾擔任美國、義

大利、中國、韓國等同步輻射設施之國際評議委員，並為

多項重要國際學術會議的諮議委員。陳院士於1997至2005年
間擔任本中心主任，致力於同步輻射研究在台灣紮實生根

結果，研究領域多元化發展，成果輝煌，有目共睹，對提

升台灣的整體科學研究與國際聲譽貢獻卓著。

日假交通大學舉行，本中心為主辦單位之一。此會議是國

內材料科技界的年度盛事，全國從事材料研究的相關單位

皆有與會，共計超過一千位的教授及碩、博士班研究生出

席，發表論文或聆聽演講，是一個相互討論及經驗交流的

絕佳時機。中心多位同仁熱情參與之外，產業應用辦公室

和用戶行政室並共同租設展示攤位，希望藉由此會議推廣

用戶群及結識更多產業公司。於第一天會議結束後，安排

近百位與會人士前來中心參觀，以增進材料領域的專家、

學者對中心設施的瞭解。

訪客摘要（2007年9月∼12月）

■ 國科會駐越南科技組王裕隆組長於9月12日來訪，討論中
心與越南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及培育國際高科技人才相

關事宜。

■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倪衛新主任於10月9日前來中心與
光源組、光束線組相關人員討論加速器提供極紫外光

(Extreme Ultraviolet, EUV)光源作為半導體產業光刻光源之
可行性。會中彙整產業需求與目前加速器技術，估計自

由電子雷射(FEL)足可提供工業級的光源強度，惟FEL作為
EUV光源的可行性，仍視其他雷射光源發展與產業技術需
求而定。

■ 國科會生物處張清風處長於11月1日來訪，張處長本身研
究專長為海洋生物科技，此次來訪深入瞭解同步輻射在

生命科學的應用，有助於中心未來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業

務推動。

■ 國科會國合處人員於10月3日帶領捷克科學院代表團至本
中心參觀，該院教授及學生對中心設施留下深刻印象，

並表示正面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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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王兆恩博士榮獲2007年西川獎
本中心光源組組長王兆恩博士榮獲由日本加速器科學

基金會（Foundation of Accelerator Sciences）頒發之2007年
西川獎，表彰王博士將超導共振腔技術應用於第三代同步

輻射設施，這也是中心同仁在同步加速器的努力第一次獲

得國際獎項之肯定。王博士和他的團隊歷經五年的艱辛努

力，締造了世界上首次將超導高頻（Superconducting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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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安培（最高工作電流可提高至500毫安培），功率由原來
的40千瓦增加至82千瓦，並藉由極弱高階模式（high-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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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第58期簡訊第15 ~ 16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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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龍」光束線的發明人 ﹣陳建德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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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
為雙方學術研究合作、人員合

聘與借調訂定此合作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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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阪大學

蛋白質研究中心

計劃共同在SPring-8發展蛋白質
結構研究之設施，未來希望能

邀請中央研究院及大學共同參

與此合作計畫。擬優先選派先

進光源學程博士生或博士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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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心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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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簡列2007年簽約各合約/備忘錄之簽署目的與日期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簽訂之合約/備忘錄

為增進中心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的技術交流、研究

合作與人才培訓，中心與各個學術研究機構簽訂合約/備忘
錄如表一，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國立成功大學、和國立

中山大學簽約報導簡述如下：

■  本中心與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於2007年10月16日共同簽署
為期二年的教學合作計畫，內容包括發揚教育部教學卓

越計畫功能指標、強化與結合公民營機關合作資源、推

廣及深化學生對國家實驗室的認識及了解、增強數位教

學能力內容、與開拓學生職能第二專長技能。第一年以

建構加速器光源立體模組及數位教材研發為主。第二年

以「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立體模擬實境」數位教材及

教案為主，舉辦全國教師「立體模擬加速器光源設施及

其應用」研習會，先期以小學教師為優先考量。 
■  國立成功大學賴明詔校長、馮達旋副校長及主管一行
共11人於2007年12月14日，與本中心共同簽訂合作意願
書。賴校長除對本中心提供成功大學研究技術的訓練與

交流表示感謝之外，並對本中心在國內外大學推動同

步輻射科技知識交流、操作經驗分享的不遺餘力表示讚

揚。梁主任亦表示雙方簽署合作意願書，代表著先進科

技與南部教育界連結的開始，意義深遠。成功大學很高

興成為這極具歷史性一刻的起跑者。合作項目涵蓋教師

與研究人員間之學術交流與合作計畫、推動奈米生醫及

奈米科技提升產業方面相關學程、課程之短期授課等。

■  國立中山大學由張宗仁校長帶團隊至本中心，於2007年
12月18日簽訂合作意願書，中山大學擬於98學年度推動
奈米光電與海洋科技方面相關學位學程，本中心將協

助招收國際博士生；修習相關學程之學生，可在中山大

學教授指導下，至本中心進行研究工作；本中心在必要

時，也可至中山大學進行奈米光電及海洋科技相關學程

授課。基於教學研究和其他學術發展的共同信念，雙方

特別簽訂合作意願書，共同推動教師與研究人員間的交

流。

圖二 高頻小組將超導高頻共振腔安裝於儲存環
得獎快訊

■ 本中心前主任陳建德博士榮獲發展中世界科學院(TWAS)新
任院士

本中心前主任陳建德博士於2007年11月15日獲選為發
展中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新任院士，TWAS係一非營利之學術組織，旨在
推動開發中國家的科學發展，使科學研究創造民眾福祉。

TWAS院長Jacob Palis教授的祝賀信中提及：「感謝陳博士
對科學的傑出貢獻和對開發中國家的積極協助與支持，為

此，我們遴選陳博士為本院新任院士。」。陳院士在凝態

物理、軟X光能譜以及同步輻射儀器等領域的創新發明和研
究成果，深受國際學術界重視、讚揚。他曾擔任美國、義

大利、中國、韓國等同步輻射設施之國際評議委員，並為

多項重要國際學術會議的諮議委員。陳院士於1997至2005年
間擔任本中心主任，致力於同步輻射研究在台灣紮實生根

結果，研究領域多元化發展，成果輝煌，有目共睹，對提

升台灣的整體科學研究與國際聲譽貢獻卓著。

日假交通大學舉行，本中心為主辦單位之一。此會議是國

內材料科技界的年度盛事，全國從事材料研究的相關單位

皆有與會，共計超過一千位的教授及碩、博士班研究生出

席，發表論文或聆聽演講，是一個相互討論及經驗交流的

絕佳時機。中心多位同仁熱情參與之外，產業應用辦公室

和用戶行政室並共同租設展示攤位，希望藉由此會議推廣

用戶群及結識更多產業公司。於第一天會議結束後，安排

近百位與會人士前來中心參觀，以增進材料領域的專家、

學者對中心設施的瞭解。

訪客摘要（2007年9月∼12月）

■ 國科會駐越南科技組王裕隆組長於9月12日來訪，討論中
心與越南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及培育國際高科技人才相

關事宜。

■ 國家奈米元件實驗室倪衛新主任於10月9日前來中心與
光源組、光束線組相關人員討論加速器提供極紫外光

(Extreme Ultraviolet, EUV)光源作為半導體產業光刻光源之
可行性。會中彙整產業需求與目前加速器技術，估計自

由電子雷射(FEL)足可提供工業級的光源強度，惟FEL作為
EUV光源的可行性，仍視其他雷射光源發展與產業技術需
求而定。

■ 國科會生物處張清風處長於11月1日來訪，張處長本身研
究專長為海洋生物科技，此次來訪深入瞭解同步輻射在

生命科學的應用，有助於中心未來在生命科學領域的業

務推動。

■ 國科會國合處人員於10月3日帶領捷克科學院代表團至本
中心參觀，該院教授及學生對中心設施留下深刻印象，

並表示正面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