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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用戶執行委員會之主席任內，我有幸能深入地

見證過去一年裡， 「電子加速器光源」及其應用相
關領域研究在臺灣的蓬勃發展與光明前景，諸多正面

的跡象在今年用戶年會中展露無遺。首先由梁耕三主

任報告同步輻射中心的現況與未來，接著由羅國輝副

主任、以及劉志青、黃迪靖、湯茂竹等諸位組長分別

於光源、輻射安全、科學研究、及光束線發展作詳細

說明，皆印證台灣光源的高度成熟與穩定，足堪成為

建設未來台灣光子源之堅定基礎。同時，隨著用戶高

影響指數論文篇數遽增，國內有志於電子加速器光源

領域的研究生人數也顯著增加，為下一代設施之建設

與科學應用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後繼人才。近幾年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通大學與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合辦之先進光源科技學程，由開辦時的慘澹經營至今日的

一位難求，即為明證，尤其本次年會學生參與論文比賽之盛況，與榮獲台灣之光

獎項及佳作等同學們的高水準表現，著實令人耳目一新。

回顧過去二十多年，個人與同步輻射中心之接觸，始於大學時期聽閻愛德教

授訪問成大物理演講中，曾提及同步加速器光源建設之計畫。之後十數年間，在

美國布魯克海文國家實驗室又與多位同步輻射中心學員相遇，如今他們已是同步

中生代骨幹，或轉換跑道成為大用戶。而當時幾位頗俱有名氣的台美科學家亦先

後回台領導中心之發展，我也在一次於石溪舉行的國際會議中，聽聞劉遠中教授

演講有關同步輻射中心從無到有篳路藍縷的歷程。國家同步輻射中心今天的成功

，讓我們對未來中心的發展充滿信心，然而面對全世界日新月異的技術，如何運

用有限的經費，成功創造及時而重要的科學研究成果，對於用戶及中心都是相當

嚴苛的考驗，在現有台灣光源邁向未來台灣光子源的過程中，如此的考量更顯無

比重要。

長久以來台灣的學術制度師法美國，注重獨立研究與同儕競爭，卻由於先天

上人數與文化的差距，這套制度難以發揮應有的效果。個人以為在台灣目前的環

境裡，縱向組織與橫向合作之組合遠比自由競爭來得重要。研究型大學的教授們

，多數經費緊絀，論文發表壓力沈重，又須耗費重大心力於教學而自顧不暇。因

此，除了希冀由國家同步輻射中心獲取不確定之額外資源外，實無多餘心力主動

計劃以同步輻射及應用為主要內容的創新研究，甚至無法完整發揮得到之光束時

段的效益。相對來說，國家同步輻射中心擁有超大型的研究設施與豐沛的資源，

建立之傲人的技術與各項條件遠非大學研究團隊所能及，期望中心科學研究組能

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主動整合國內以同步輻射應用為主要專長的學者，結合其他

如物理、化學、材料、生醫等專家團隊，以集體的努力共同競逐世界尖端領域的

領導地位。

值此中心設施邁向世界領先的關鍵時代，過去的成功讓我們對未來充滿信心

與期待。在過去摸索之階段，同步輻射中心走過草創的艱辛歲月，也有得來不易

的光榮成就。

面對一個全新的未來，作為中心的用戶，

我們期望能有更多的合作。畢竟成功不必在我

，眾志成城的努力，才有可能獲得決定性的進

步，為台灣在電子加速器光源這個重點領域，

創造更輝煌的時代。期待下一屆的用戶執行委

員會，持續推動中心與用戶的合作，甚至是用

戶與用戶間更堅強的合作關係，共同迎向充滿

希望的未來。

2009年用戶執行委員會  主席
清華大學物理系 蘇雲良教授

2009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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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屆用戶年會

「第十五屆用戶年會」已於2009年10月15日至16日
假本中心舉行，參加人數總計571人，會中除了邀請六
位計畫主持人進行研究成果的口頭報告外，並有232篇
的壁報成果展示，其中28篇參與研究生壁報比賽，今年
較以往不同的是參賽者必須於會前先準備15分鐘的英文
口頭報告，準時在會議第一天上午10:30分以前完成壁
報張貼，且當日由評審選出口頭報告人選並公布演講順

序，於隔日下午同一時段安排分組報告，各組選出一位

“台灣之光”獎，得獎名單如下：材料組：黃妃婷(國
立台灣大學，指導教授為朱明文教授)；物理化學組：
劉高翔(國立台灣大學，指導教授為牟中原教授)；生物
組：謝殷程 (國立清華大學，指導教授為陳俊榮博士和
吳文桂博士)，所有獲獎者 (含佳作)於大會晚宴上接受
頒獎。

 年會中亦進行用戶執行委員會改選，經用戶投票
結果如下，新任委員一般領域：果尚志(國立清華大學)
、洪銘輝(國立清華大學)、楊家銘(國立清華大學)；生
命科學領域：張家靖(國立交通大學)；學生委員：李國
威(國立清華大學)；中心委員：李明道(國家同步輻射研
究中心)。「2010年用戶執行委員會」將由上述新任委
員和下列留任委員組成，包含：宋聖榮(國立台灣大學)、
唐述中(國立清華大學)、翁世璋(國立清華大學)、及黃
迪靖(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第十五屆用戶年會中用戶大會之盛況

｜Focused Session｜

◆ Angle-resolved Photoemission

高解析度角度分辨的光電子能譜(ARPES)是研究各
種材料之電子結構最強而有力的方法，本研討會針對有

機薄膜、金屬薄膜及強關聯材料等目前三大熱門領域在

ARPES方面的研究，邀請各學術單位的傑出講員進行
介紹。在有機薄膜方面，日本千葉大學的名譽教授上野

信雄博士介紹如何在分子軌域的能譜及有機薄膜的傳導

特性上建構橋樑；台灣大學電機系的吳志毅教授則指出

CsF及MoOx做為電子入射或電洞入射層的材料時，會
有較好的功能，原因在於能譜裡所發現到的介面態；東

京大學物性研究所的松田嚴教授更進一步探討，在金屬

薄膜的特殊二維環境下，自旋解析的表面態與無自旋解

析的量子井態的特別交互作用，並指出同時自旋及角度

解析的光電子能譜之發展及重要性；清華大學物理系唐

述中教授從鉛薄膜中量子井態的能帶與精確厚度的變化

關係，發現薄膜與半導體基體間有趣的電子、電子間的

交互作用、及對薄膜晶格成長的影響；上海復旦大學的

封東來教授研究二維系統的電子電荷密度波(CDW)及自
旋密度波(SDW)，發現某些系統在微觀上的機制與傳統
上的認知有所差距；本中心崔古鼎博士報告準一維鋰銅

氧化物系統，研究結果並未發現文獻報導一維特有的自

旋電荷分離現象，但其電子結構有明顯的二維傾向並與

其磁結構相關。此次角度分辨的光電子能譜研討會之舉

辦實為空前成功，每位講員在演講後都受到熱烈的迴響

。

◆ X-ray Synchrotron Radiation in 
    Bio-macromolecules : EXAFS & SAXS

本研討會主要探討「同步輻射X光光譜技術：延伸
X光吸收精細結構以及小角度散射技術」運用於生物巨
分子結構研究的最新成果與發展，包括金屬蛋白和金屬

的活性部位中的磁偶合單元、時間解析蛋白質折疊動力

學、X光散射與小角度散射等科學研究。來自美國Rice
大學物理與天文系的黃惠文教授精闢地介紹生物膜分子

結構的低角度散射理論與數學模式，並成功導入小角度

散射技術以量測蛋白分子在生物膜上的結構變化；中央

研究院張七鳳博士利用NMR與SAXS技術，以解析塵蟎
過敏源蛋白Der p21的特殊三級結構；成功大學醫學院
微免所王淑鶯教授介紹SAXS技術應用於探討蛋白質間
交互作用的最新發現；以及中央研究院俞聖法博士以X
光吸收光譜技術介紹氣體訊號傳遞分子NO，如何在轉
譯因子Sox R的鐵-硫催化中心中的調控機制。

 同步輻射X光光譜技術：EXAFS & SAXS 研討會

蘇雲良 (清華大學物理系)
魏德新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科學研究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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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ustrial Application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本次用戶年會首次將產業應用列入議程，這也是國

內同步輻射產業應用用戶第一次的聚會，國內工業界的

同步輻射用戶及潛在用戶代表共有50人參加。

在產業應用議程中首先邀請三個國家的同步輻射

設施產業應用部門的負責人，前來提供他們過去豐富

的運作經驗。日本SPring-8由其產業推進室的渡邊義
夫室長報告，SPring-8的產業應用是國際間公認做得
最有系統的，他們提供充分的光束線時間、光束線科

學家及工程師，且擁有為數眾多的各領域輔導科學家

(coordinators)，以幫助產業界用戶設計最恰當的同步
輻射實驗。加拿大光源(CLS)的Jeffrey Cutler博士則強
調其光源設施為美加地區工業界所提供最平易近人的服

務方式。韓國浦項加速器研究所(PAL)由其南相薰副所
長報告韓國同步輻射的產業應用，除了一般的學術光束

線可提供給工業界外，另外也有產業界專屬的4條光束
線，且近年韓國也開始提供加速器技術以幫助國內生醫

器材設備的發展。

 議程的第二部份是產業用戶使用同步光源的報告
。首先由生產輪胎填充物(俗稱白煙, silica)的立安東公
司邀請京都大學高分子實驗室竹中幹人教授報告，竹中

教授特別針對國內輪胎工業界介紹其同步輻射及中子小

角度散射的相關研究。接著，邀請國內三家曾在本中心

使用同步輻射的業界分享初體驗的心得。由立凱電能公

司的陳德源博士報告同步輻射在鑑定其鋰電池材料特殊

結構的過程；中國石油公司煉製研究所的何伯堂博士報

告使用同步輻射粉末繞射及X光吸收技術在催化劑的研
究，並特別強調從使用一般X光實驗室到同步輻射設施
的心路歷程；工研院南分院的王偉霖博士則比較了同步

輻射X光顯微術和電子顯微鏡對高熵合金(high-entropy 
alloy)似迷宮之立體顯微結構的觀察。

同步輻射產業應用研討會

｜研究群討論會｜

同步輻射研究涵蓋領域甚廣，為凝聚各領域學者

專家的共識，以建置各類研究工具及改善研究技術，

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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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a s e d  M i c r o s c o p y  ( S R M )、X - r a y  A b s o r p t i o n 
Spectroscopy (XAS)、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等共六組，會議報告簡述如下：

◆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

蛋白質結晶學研究群討論會計有教授、研究員、博

士後研究及學生等共54人參加，會議由本中心陳俊榮
博士主持，主要分成「施政報告」與「討論及建議」兩

方面進行。首先由崔古鼎博士報告位於日本SPring-8的
光束線BL12B2之改善現況：(1)當能量為12.4 keV時
的光子密度較日本大阪大學(RIKEN)之光束線BL26B1
、BL26B2為佳，而與本中心的光束線BL13B1相差不
多；(2)當能量為7 keV時的光強度，可提高十倍以上
； (3)年底前，偵測器將由Q4r(ADSC)升級為Q210r
，應可改善擷取之數據品質及產量。接著由簡玉成博

士報告台灣光源 BL13B1、BL13C1在2008年10月至
2009年9月期間的使用狀況，包括設施服務及成果統計
、設施推廣活動、設施使用問題改善及性能提升，其

中2008年共產出30個PDB結構、29篇SCI論文(10篇
為High-Profile論文)，2009年共產出22個PDB結構、
35篇SCI論文(13篇為High-Profile論文)，且用戶群數
由2005-3期的10群成長為2008-2期的53群。在性能提
升方面：(1)光束線BL13B1的自動化及光束線BL13C1
的遠端控制等新功能皆已完成安裝測試，將陸續進行

可靠度測試；(2)光束線BL13C1與BL13B1分別預計在
2010-1及2010-2期提供Mail-in數據收集服務；(3)光束
線BL13B1、BL13C1及SP44XU的面積偵測器已陸續
在今年3月、8月及11月完成升級工作。會中簡博士亦為
大家報告本中心光束線BL15A1的現況與建造進度，且參
與人員於最後提出有關S-SAD實驗方法之問題共同討論。

◆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本次粉末繞射研究群討論會特別邀請兩位用戶報告

他們的研究成果，首先是成功大學地球科學系龔慧貞教

授的學生林佳蕙同學報告高壓繞射的相關研究，接著是

國立台灣大學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研究所林唯芳教授實

驗室的林詩翔同學報告高分子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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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引發激烈的討論。接著由本中心鄭

景元博士報告光束線BL17A1一年來的改進與成效，與
莊偉綜博士報告BL01C2實驗站新增添的儀器設施與未
來努力的方向，兩位博士的報告包括數種實驗技術與X
光繞射的結合，例如掃描熱差卡計、拉力機、高磁場、

低溫、高溫、以及多種臨場實驗設施，對於研究材料在

工作狀態上的影響極為重要。目前電場與繞射結合的新

設備也正在測試中，即將於2010年開放給用戶使用。
本次會議特別針對TPS建造期間對用戶在科學研究上或
生活上的衝擊提出討論，與會者一致希望TPS能儘早興
建高解析度粉末繞射光束線，以嘉惠所有粉末繞射的研

究人員。最後選出新任召集人，由成功大學地科系龔慧

貞教授當選，任期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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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末繞射研究群討論會

◆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本次為第二屆生物巨分子溶液小角度X光散射用戶
群討論會，由小角度X光散射用戶群主席清華大學蘇安
仲教授、本中心BL23A小角度X光散射光束線發言人鄭
有舜博士、以及黃玉山博士共同合辦，參加人數共計80
餘人。本次會議除報告BL23A小角度散射實驗站之全
功能運轉現況外，並邀請美國Rice大學教授專題介紹異
常小角度X光散射應用在生物與蛋白質複合系統的結構
解析應用。另外也邀請來自新加坡用戶南洋理工大學的

Nikolay Korolev博士、交通大學化學系許瑛珍博士、
本中心李明道博士及黃玉山博士，分別針對小角度X光
散射在蛋白質水溶液的應用作專題演講，並與用戶們進

行深入的seminar討論。

◆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同步輻射光源顯微術研究群討論會由許瑤真博士主

持，並邀請清華大學果尚志教授為外來用戶代表。會中

有兩個議題進行，一為例行性的顯微術實驗站進展之報

告，主要由李耀昌博士報告以IR顯微術進行腫瘤細胞或
組織的篩檢方法，以及殷廣鈐博士報告TXM技術之進
展與成果；另一主題為軟X光顯微術之TPS光源需求與
科學應用，由楊耀文博士介紹TPS光源與其他國家軟X
光顯微術之發展，並由魏德新博士介紹其他同步設施之

PEEM實驗站與Aberration Corrected PEEM/LEEM的
趨勢，陳家浩博士則報告未來TPS之SPEM需求發展，
最後由用戶中山大學郭建成教授、中興大學林克偉教授

、以及中央大學羅夢凡教授報告TPS軟X光顯微術之科
學研究。與會人員提出建議：(1)建造TPS之軟X光顯微
術光束線需維持現有需求出光能量段(60-1200 eV)，
並兼顧TPS的優點；(2)因軟X光顯微術受利於使用TPS
高亮度之光源，建議有關光束線與儀器發展應加速進入

phase II或更早的時程，如synchrotron assisted-STM
、STXM與AC PEEM/LEEM等；(3)因應TPS之建造，
建議舉辦軟X光顯微術之研討會與訓練課程。

同步輻射光源顯微術研究群討論會

 ◆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光吸收光譜研究群討論會共有44人出席(含10位
計畫主持人)，由XAS研究群召集人清華大學蘇雲良教
授主持。會中首先由李志甫博士比較本中心目前運轉

中的四條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之相關參數，包括光束線
BL01C1、BL16A1、BL17C1、以及即將開放使用的
BL07A1。隨後針對未來TPS興建完成後之XAS技術發
展提出重點規劃方向，包括：(1)採用陣列式固態偵測
器或晶體分光器，以提高螢光量測模式下的能量解析度

；(2)利用K-B聚焦鏡提供微光束，以進行空間解析的
XAS實驗；(3)發展色散式或快速掃描之XAS技術，以
提高時間解析能力；(4)搭配其他分析儀器，以進行各
種臨場量測。目前規劃BL16A1、BL17C1兩條光束線
日後將搬遷至TPS之偏轉磁鐵出光埠，再由插件磁鐵光
源興建一條功能更完備的全新XAS光束線。

由於XAS用戶眾多且來自不同的研究領域，對於光
束線或實驗站設備的需求大異其趣，為求日後發展的方

向有所依循，因此鼓勵相關領域的用戶可自行組織策略

聯盟(consortium)。目前中興大學王尚禮教授已聯絡地
球科學、環境科學與生命科學領域的部分用戶，以提出

利用微光束進行空間解析XAS實驗的構想，而時間解析
之XAS技術對於觸媒反應及能源材料的研發將可發揮極
大效益，未來亦有成立策略聯盟之必要。

◆ 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

本中心科學研究組徐嘉鴻博士及黃迪靖博士分別

已於9月22日、及10月12日至13日順利舉辦「X光散
射在磊晶成長及奈米結構研究之應用研討會」及「

ICESS-11衛星會議：軟X光散射研討會」，以推廣X光
散射之研究，並擴大國內此領域的用戶，當日參與此討

論會者皆對日前舉辦的研討會表示正面肯定，期望明年

本中心能再舉辦類似的研討會或短期課程。同時，為了

配合TPS的規劃，本研究群預定於近期內，將再召集相
關的計畫主持人討論新光束線之籌建計畫。

 X光與中子散射研究群討論會



專文18

2009家庭日花絮
在台灣光子源即將動土施工的時刻，為讓所有同仁與眷屬一同在中心大草

坪留下美好的回憶，本中心於2009年11月21日特別舉辦「2009家庭日」活動
，同時「驚艷同步 風情萬種」攝影比賽活動也為此次活動拉開了序幕。

中心同仁與眷屬在當天下午僅15度的低溫下，不畏寒風仍踴躍參與中心設
施導覽與趣味競賽活動。首先由全體參加人員繞行中心一大圈以提振各大組之

士氣，接著由主持人湯茂竹博士與王聖宏先生共同主持大會暖身操運動，並於

大草坪集體宣誓運動員精神。緊接在後的是布袋跳比賽、木屐競走比賽、拔河

比賽等趣味活動，雖然平日大家疏於運動，但還是希望能展現團隊精神，A、
B、C每大組參加人員都奮力一博，大草坪上一二、一二的吶喊聲不絕於耳地
傳來，每個人都希望能奪得最後的冠軍。

「呷飯囉！」當主持人一聲號令之下，大夥蜂擁而至自助餐桌前，一起享

用色香味俱全的美食。最後，溫馨而難忘的營火晚會將活動帶到最高潮，所有

參加人員圍繞著熱情的營火一起歌唱、跳舞，藉著身體的舞動來表達對這片綠

草坪的不捨與對台灣光子源的期待。在活動結束前，所有參加人員再一次繞行

中心一週，為家庭日活動劃下完美的句點，也為即將到來的台灣光子源預祝一

個美好的開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