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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況報導

｜各國駐台使節代表蒞臨本中心參訪｜

國科會為促進各國駐台使節代表了解我國科學發展

現況，特別自10月30日起連續舉辦三梯次的「駐台使
節代表科學園區之旅」活動，以增進與各駐台使節交流

及達到雙邊科技合作之目標，而各國駐台使節代表第一

梯次的活動行程即安排至本中心參觀我國的同步加速器

光源設施，由國科會李羅權主委、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

顏宗明局長、國科會國合處鄒幼涵副處長、與外交部主

管等人陪同前來參觀，各國使節包含澳洲、比利時、加

拿大、芬蘭、德國、匈牙利、印度、日本、韓國、墨西

哥、紐西蘭、南非、泰國、英國、拉脫維亞、立陶宛等

國共有66人。首先由本中心梁耕三主任介紹中心現況與
未來台灣光子源的發展，接著由本中心各大組組長陪同

參觀我國現有台灣光源之實驗設施與台灣光子源1/24段
的原型模型展示。此行參訪，各國駐台使節代表不僅展

現對中心設施的高度興趣，亦對中心留下深刻的印象。

｜本中心與國衛院之合作參訪｜

繼5月22日國家衛生研究院伍焜玉院長等一行人前
來參訪後，本中心梁耕三主任與數位生命科學領域的同

仁及中研院胡宇光博士於8月31日拜訪國家衛生研究院
，與伍院長及相關研究人員討論合作研究的議題。在

此次的會談中雙方同意針對前瞻性的科學題目，包括：

(1)一氧化氮生成酵素結構研究；(2)卵巢癌相關蛋白的
結構研究；(3)神經再生等共同合作研究。此行訪問雙
方討論過程相當熱絡且達成具體共識，為未來雙方之合

作奠定良好的基礎。

｜日本理化學研究所蛋白質結構技術平台(PTP)
推廣說明會｜

本中心為推廣國內用戶使用位於日本SPring-8理
化學研究所蛋白質結構技術平台 (Prote in Tectonics 
Platform, PTP)的實驗設施，自9月14日至16日分別於
本中心、台大醫學院及成大生物科技中心舉辦三場說明

會，介紹PTP實驗室之相關設施，並請國科會生物處代
表說明申請差旅費補助辦法，三場說明會共有105人參
加。

｜2009家庭日｜

在台灣光子源土木工程即將動工之際，過去沉靜地

陪伴我們十餘年的大草坪也將跟著走入歷史。這片綠地

曾讓許多工作疲累的心靈獲得舒緩，在季節交替的時節

為候鳥提供中途休憩的場所，同步也因為有這片草坪而

更加美好。

為了把握動土開挖之前還能倘佯在這片綠油油大草

坪的最後機會，本中心特於11月21日舉辦「2009家庭
日」。除了於活動前一週即熱鬧展開「驚艷同步  風情
萬種」攝影比賽外，工作小組並在當日下午規劃了一連

串的趣味競賽，同時晚上的營火晚會更掀起整個活動的

高潮，全體同仁與眷屬圍繞著熊熊的營火唱歌、跳舞，

最後所有參與人員夜行繞中心一週後，活動在大家依依

不捨中順利而圓滿的落幕。在工程機具與圍籬進駐的前

夕，我們再次相約在這片草坪上，共同留下美好的回憶

。(詳請參閱本期第18頁「2009家庭日花絮」報導)

「2009家庭日」拔河比賽中個個參賽者皆奮力一搏

｜中心主辦或協辦之學術活動｜

◆ 98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

98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已於11月26日至28日
在東華大學舉行，本中心並於11月27日與材料學會合
辦「同步輻射在材料與奈米結構的應用」論壇，內容包

括「同步輻射於奈米結構與材料應用課程」及「同步輻

射於材料研究應用研討會」。本中心科學組組長黃迪靖

博士、許火順博士、陳家浩博士、李信義博士及多位材

料界學者於會中演講，讓與會者對同步輻射在材料結構

之應用有更進一步的認識。今年年會共有11個主題，包
含能源與環保材料、生醫材料、電子材料、光電與光學

材料、磁性材料、硬膜及抗蝕材料、功能性陶瓷材料、

奈米結構材料與分析、鋼鐵與非鐵金屬材料、複合材料

、及基礎理論與其他材料，內容寬廣而豐富，讓參與此

次會議的專家學者皆滿載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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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CESS-11衛星會議「軟X光散射研討會」

ICESS-11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Spectroscopy and Structure)衛星會議「
軟X光散射研討會」於10月12日至13日在本中心順利舉
行，此次會議由淡江大學、瑞士Paul Scherrer Institut
與本中心共同主辦，共有約100人報名參加及21篇壁報
論文展示。ICESS-11為重要的光譜學國際會議之一，
而此次舉辦的研討會以軟X光散射技術為主題，邀集了
許多此領域的頂尖研究學者參加，演講題目涵蓋了最新

的實驗設施之設計與軟X光光譜學之理論與實驗，涉及
領域包含了化學、表面、奈米科學、能源、及新穎材料

等等，各國與會人員皆於會中廣泛的交流與熱烈的討論

。藉由此研討會的召開，讓與會學者進一步了解光譜技

術對材料研究之重要性，並介紹此研究領域的現況與成

果，以啟發與會人員新的想法與發展新的研究方向。

軟X光散射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 第32屆A-IMBN/AMBO國際訓練課程

第32屆亞太分子生物學網路 /亞洲分子生物學組織
(A-IMBN/AMBO)國際訓練課程已於9月30日至10月7日
順利舉行，學員有來自亞太各國的14位年輕學者及學生
共同參與。此屆訓練課程由中研院與本中心共同舉辦，

以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學為課程主題，前三天的基礎課

程由中研院負責規劃與執行，後三天的實習課程則由本

中心負責規劃與執行。課程內容除了基礎原理的學習外

，並安排至本中心進行實際操作，學員必須自行培養晶

體、親自收集及處理單晶繞射數據，並利用S-SAD方法
解析出晶體之結構，完成者方可獲得本課程之結業證書

。在課程進行的各階段中，學員與指導人員之間互動熱

烈且反應良好，所有學員都能獨力完成訓練並獲得證書。

        參與第32屆A-IMBN/AMBO國際訓練課程的學員上課實況

◆ 台灣中子生物研討會

台灣中子生物研討會已於9月25日在本中心舉行，
會中邀請「台灣中子束實驗設施澳洲實驗站運作計畫」

主持人中央大學物理系李文獻教授、中央大學生命科學

系葉靖輝教授、及歐洲結構生物聯盟(Partnership for 
Structural Biology, PSB)下的中子生物計畫(Neutron 
Biology Programme)主任Trevor Forsyth教授、與本
中心吳文桂副主任等人，針對歐洲及台灣目前中子生物

的研發進展提出報告，並對相關基礎設施進行學術交流

及探討未來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同時，位於澳洲的台灣

中子束實驗站預計於明年底開放，希望藉此研討會之舉

行能擴展在中子生物領域的用戶。

◆ X光散射在磊晶成長及奈米結構研究之應用研
討會

本中心於9月22日舉辦了一場「X光散射在磊晶成
長及奈米結構研究之應用」研討會，總計近90人參加
。此研討會邀請來自日本SPring-8的Osami Sakata博
士和美國Advanced Photon Source (APS)的Paul H. 
Fuoss博士，於會中向國內的科研人員介紹全球最大的
兩座同步輻射光源設施在此領域之研究現況與發展趨勢

，同時邀請七位在磊晶成長及相關應用和利用X光散射
進行薄膜結構研究方面頗具盛名的國內學者專家，共同

分享他們最新的研究成果。此次研討會除了希望能吸引

更多的新用戶利用同步輻射X光散射進行磊晶生長和奈
米材料的結構研究，並促成尖端的合作計畫外，更期望

此研討會是一系列討論的起點，以凝聚共識做為台灣光

子源科學發展方向之參考。

X光散射在磊晶成長及奈米結構研究之應用研討會與會者於本
中心行政大廳合影

◆  第四屆亞洲雷射電漿加速與輻射研討會

本中心於8月17日至21日與清華大學合辦為期一週
之「第四屆亞洲雷射電漿加速與輻射研討會」，邀集了

20多位於雷射電漿研究上具有傑出成果的各國專家與會
演講。此研討會由亞洲國家相關領域的學者共同發起，

同時也是Asia Intense Laser Network年度重要的學術
活動之一，其主要目的在培育投入此領域的年輕學生與

學者，進而促進國際間的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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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亞洲雷射電漿加速與輻射研討會與會人員齊聚於本中心

｜國際同步輻射會議｜

◆  第四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

第四屆亞洲大洋洲同步輻射研究論壇(AOFSRR)已
於11月30日至12月1日在中國上海光源舉行，本中心梁
耕三主任為論壇主席，此屆會議中亦邀請科學研究組組

長黃迪靖博士於會中報告台灣光子源之科學計畫，與胡

宇光博士報告X光顯微術在生醫應用之發展。AOFSRR
自第一屆以來已在日本、台灣、澳洲舉行，期望透過論

壇組織交換同步輻射相關領域的研究新目標和成果，並

促進亞洲大洋洲地區同步輻射設施更廣泛的合作。

同時AOFSRR每年在日本SPring-8舉辦為期10天
的Cheiron School暑期課程，今年亦於11月2日至11日
舉行第三屆的暑期課程，以亞太地區的博士研究生、年

輕科學家與工程人員為主要對象，授課內容包括同步加

速器光源的實用基礎知識及未來展望，並配合使用日本

SPring-8的光束線設備進行實習訓練與分組教學，本中
心今年共推薦10人參加。

◆ 2009亞洲結晶學會會議

2009亞洲結晶學會會議(AsCA 2009)已於10月22日
至25日在中國北京舉行，本中心鄭有舜博士受邀在小角
度散射的子議題中作專題演講，此次研討會台灣共有約

25位學者和學生參加。此研討會主要致力於發展亞洲地
區結晶學之發展，討論範圍涵蓋生物結構、化學結晶學

之結構與特性、和各項專業技術。

◆ 第十屆SRI國際會議

第十屆SRI國際會議 (The  10 th  I n te rna t i ona l 
Conference on Synchrotron Radiation
 Instrumentation)於9月27日至10月2日在澳洲墨爾本
舉行，此為同步輻射領域三年一次的盛事，本中心今年

共有科學組組長黃迪靖博士、儀發組組長黃清鄉博士、

郭錦城博士、與殷廣鈐博士等人受邀於會中演講。此研

討會主要討論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科學研究與技術發展

，期望透過研討會的交流討論能更強化國際間同步輻射

資訊之交換。

｜獲獎訊息｜

◆ 科學研究組黃迪靖組長榮獲教育部第53屆學
術獎

本中心科學研究組組長黃迪靖博士(上圖左七)榮獲教
育部第53屆學術獎，中心所有同仁與有榮焉。本年度教
育部學術獎申請件數共有83件，僅13位教授獲得，黃
博士從眾多傑出的學者中脫穎而出，實屬難能可貴。 

黃博士以其在實驗固態物理、強關聯電子系統、金

屬氧化物之電子結構、及同步輻射能譜學之學術專長，

從事基礎凝態物理研究，探討前瞻性材料之微觀電子結

構與磁性性質，研究成果相當豐碩。黃博士近年來連續

於國際知名科學期刊發表重要論文，並榮獲2005年中
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與2006年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表現傑出。黃博士亦是清華大學物理系及交通大學電

子物理系之合聘教授。

◆ 本中心鄭炳銘博士榮獲2009 i-ONE儀器科技
創新獎首獎

本中心鄭炳銘博士

(右圖右者)以「真空紫
外光吸收長狹縫射束測

量系統」參加由國家實

驗研究院儀器科技研究

中心所舉辦之「2009 
i-ONE儀器科技創新獎
」，獲選為專業組首獎

。鄭博士考量多項瓶頸

因素，並突破設計上之

困難，建構完成一全新的長狹縫氣體射束光吸收測量實

驗站，以同步輻射真空紫外光束線為光源，測量氣體經



近況報導6

中心用戶張石麟教授獲選攻頂計畫

本中心董事暨用戶清華大學物理系張石麟教授提出的「利用超高空間與時間同調X光之繞射/散射研究物質中原子之靜
態與動態結構」計畫，獲選為國科會補助的「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未來藉由同步加速器光源之同調X光設施，將可協助
該計畫相關實驗研究之進行。而今年是該計畫執行的第一年，此次共有中研院等24個單位提出64件計畫構想書，審核結
果僅有4件計畫通過，張教授提出之計畫經過初審、複審、決審後，終於獲得國內外學者與審議委員會一致認同，最後於
眾多優秀計畫中超越群倫，脫穎而出。「學術攻頂研究計畫」是國科會有史以來，補助研究經費規模最大的個別型研究計

畫，期能藉此計畫推動台灣學者攀登諾貝爾獎之學術頂峰。

同步加速器光源孕育出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諾貝爾化學獎評審委員會公佈了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由美國文卡特
拉曼‧拉馬克裏希南、托馬斯‧施泰茨和以色列阿達‧約納特等三位科學

家獲獎，以表彰他們在核醣體(ribosome)之結構與功能研究的傑出貢獻。
三位科學家皆運用同步輻射X光蛋白質結晶學之繞射光譜技術以解析核醣體
之結構，當X光撞擊到核醣體的晶體時，在charge-coupled device (CCD)
偵檢器上產生上百萬的黑點，透過分析繞射產生的圖案，成功地繪製出核

醣體成千上萬個原子的3D位置，這讓科學家們不僅了解核醣體的形體，並
且在原子層面上揭示了核醣體功能的機理，這對科學理解生命是非常關鍵

的過程。 

三位科學家過去都曾使用美國阿岡國家實驗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取得之數據發表論文，他們也分別在
日本Photon Factory，美國Nation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NSLS)、Advanced Light Source (ALS)、Advanced 
Photon Source (APS)，及歐洲Swiss Light Source (SLS) 和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等同步
加速器光源設施進行實驗量測，以協助建構核醣體之形體。 

從細菌到人體，核醣體存在於所有組織中的所有細胞，它是細胞中一種最為複雜的機器。核醣體讀取m R N A 
(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的訊息，以製造出蛋白質，科學家稱之為轉譯，就是在這個轉譯的過程中，即DNA/RNA的
語言轉變成蛋白質的語言時，生命達到了其複雜度的頂點。 

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們打造了一個在原子層次的瞭解，說明了大自然如何將四個字母所組合成的簡單密碼，
轉變成一個複雜的生命體。而這些由好奇心所驅策的研究也如同過去，具有實際的運用性，目前三位科學家繪製的3D大
分子模型已被廣泛應用，以減少患者的病痛和拯救更多寶貴的生命，未來在新的抗生素之研發將有很大的助益。

長狹縫時，在高壓絕熱膨脹下噴流出之極低溫超音速氣

態射束的真空紫外光吸收光譜。此實驗站目前已測試成

功，除了可量到正確的極低溫氣態射束之真空紫外光吸

收光譜，也兼具精確量測室溫下氣體樣品吸收截面積的

獨特功能，以獲取極低溫氣態分子的真空紫外光吸收光

譜與吸收截面積之資訊，對太空科學研究及觀測有很大

的助益。 

◆  本中心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助生黃詩雯獲
選ICESS-11傑出海報獎

第11屆國際電子光譜與結構研討會(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onic 
Spectroscopy and Structure, ICESS-11)已於10月6日至

10日在日本奈良舉行。本中心博士候選人培育計畫獎
助生黃詩雯同學在ICESS-11會議中，以其傑出的科學
研究成果與壁報展示獲選了最佳海報獎，其海報標題

為「Memory Effect in the Multiferroic Transition of 
Cuprate CuO」。黃詩雯同學為交通大學電物所的博士
生，亦為本中心研究組組長黃迪靖研究團隊中的優秀成

員之一。 

此次會議共有約80人參加、8人獲選傑出海報，所
有獲獎者在經過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與副主席之複審後

，於10月9日的晚宴上接受頒獎。

美國科學家文卡特拉曼‧拉馬克裏希南、托馬斯
‧施泰茨和以色列科學家阿達‧約納特(由左而右)
３人共同獲得2009年的諾貝爾化學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