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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用戶年會 暨

Synchrotron Nanoscopy 研討會

「第十六屆用戶年會暨 Synchrotron Nanoscopy
研討會」已於 2010 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假本中心
舉行，參加人數總計 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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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7 篇
的壁報成果展示，其中 28 篇參與研究生壁報比賽，
參賽者必須在會議第一天上午 1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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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ufany, Fadlilatul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指導教授
為黃炳照教授 )；物理化學組：洪振湧 ( 國立台灣大
學，指導教授為林敏聰教授 )；生物組：謝殷程 ( 國
立清華大學，指導教授為陳俊榮博士 )，所有獲獎者
(含佳作 )於第二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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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文 ( 國立台灣大學 )、
李志浩 ( 國立清華大學 )；學生委員：林詩傑 ( 國立
清華大學 )；中心委員：鄭有舜 (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
中心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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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尚志 ( 國立清
華大學 )、洪銘輝 ( 國立清華大學 )、張家靖 ( 國立
交通大學 )、楊家銘 ( 國立清華大學 )、李國威 ( 國
立清華大學 )、及徐嘉鴻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Synchrotron Nanoscopy 研討會

Synchrotron Nanoscopy 研討會於 21 日至 22
日舉辦，主要是展望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 計畫中同步輻射在奈米尺度的分析研
究上所扮演的角色，並討論相對應之規劃。研討會
根據光區能量的不同而設定了兩個主題，分別為 I：
Soft X-ray Microscopy - STXM and PEEM 與 II：
X-ray Investigation towards the Nano-world，其
中有關中低能量軟 X 光顯微術的研討會，是由台灣
大學物理系林敏聰教授與本中心陳家浩博士、許瑤
真博士和魏德新博士共同籌辦，而討論如何將高能
量硬 X 光的探測導入奈米尺度之研討會，則是由清
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系洪銘輝教授與本中心湯茂
竹博士一同籌辦。

I. Soft X-ray Microscopy - STXM and PEEM
本次會議非常榮幸邀請到 X 光顯微術原始推

動者之一，現任美國先進光源 (Advanced Light 
Source) 科學顧問 Prof. Janos Kirz，於會議一開
始就 X 光顯微術之過去、現在、和未來發表進行演
講。在第一天的會議中，來自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立
大 學 (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 的 Prof. 
Harald Ade 和瑞士光源 (Swiss Light Source) 的

Dr. Christoph Quitmann，介紹掃瞄式穿透 X 光顯
微鏡最新的發展，以及該顯微鏡在軟 X 光區可以進
行的多樣實驗。接著，來自德國 Jülich 研究中心
的 Prof. Claus M. Schneider，則介紹了顯像式光
電子顯微鏡的研究，以及當今世界最先進的像差正
X 光顯微鏡之發展。第二天的議程中，來自瑞士光
源和美國先進光源的 Prof. Frithjof Nolting 和 Dr. 
Andreas Scholl，介紹了他們負責的顯像式光電子
顯微實驗系統，以及利用該系統所進行的科學實驗
成果。接著，同樣來自美國先進光源的 Dr. Tolek 
Tyliszczak，則介紹了該設施中的掃瞄式穿透 X 光
顯微鏡現況，和利用該系統所進行的科學實驗成果。
最後，本中心魏德新博士的報告則以中心軟 X 光顯
微術的發展和研究成果為基礎，接著導向了軟 X 光
顯微術在 TPS 未來的可能發展。結束了所有的演講
後，所有講員與台灣大學林敏聰教授、中央大學羅
夢凡教授、中山大學郭建成教授等用戶，與中心黃
迪靖副主任以及負責相關技術和實驗站的同仁，一
起就未來本中心軟 X光顯微術的發展方向進行討論。

II. X-ray Investigation towards the Nano-world
今年用戶年會為因應 TPS 新光束線「X 光奈米

探針光束線」之建造，特舉辦了 X-ray Investigation 
towards the Nano-world 研討會。研討會共計邀請
了國內外專家學者 7 位，針對奈米探針光束線的應
用、現有光學技術的研發與實驗方法的進展、世界
上運轉中或設計建造中的奈米探針光束線，進行了
廣泛且深入的探討。本研討會的 Keynote 講座來自
美國先進光源 (Advanced Light Source) 的 Prof. 
J. Kirz，一開始簡介了 X 光顯微學百年來的發展與
未來的展望，他特別提到台灣在同步輻射顯微學的
進展，而來自美國先進光子源 (Advanced Photon 
Source) 的 Prof. C. Jacobsen，則講授奈米立體螢
光顯微學在微量元素分析的應用。來自美國奈米材
料中心 (Center for Nanoscale Materials) 的 Dr. J. 
Maser 簡介了目前居世界領先的美國 APS 奈米探針
光束線之使用現況與應用。來自歐洲同步輻射設施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
的 Dr. P. Cloetens 介紹了 ESRF 奈米探針光束線
的現況與更新計畫。美國國家同步光源 II(Nation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II) 的 Dr. Y. Chu 則簡介
位於 NSLS II最新一代奈米探針光束線的設計概念。
在儀器發展方面，美國先進光子源的 Dr. D. Shu 與
Xradia Inc. 的 Dr. W. Yun講演了次奈米精密機械與
商業化元件之進展。清華大學洪銘輝教授則從科學
研究的角度說明奈米探針光束線的重要性。與會講
員們並對於設計中的 TPS 奈米探針光束線之建造方
向與技術面提出諸多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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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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改善研究
技術，自 2001 年起在用戶年會下午時段進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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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y n c h r o t r o n  R a d i a t i o n - b a s e d  M i c r o s c o p y 
(SRM)、X-ray 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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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教授、研

究單位研究員、博士後研究員及學生等共約 60 人參
加。此次會議與『同步輻射蛋白質結晶學核心設施』
99 年度第一次『使用者委員會』會議合併舉行，會
議由陳俊榮博士主持，主要分成「設施報告」與「討
論及建議」兩方面進行。首先，由簡玉成博士報告
現有光源光束線 BL13B1、BL13C1 過去一年期間
的使用狀況，包括設施服務及研究成果統計、設施
推廣活動、設施發展，且近年用戶所解出的 PDB 結
構、發表的 SCI 論文、用戶群數上皆有顯著成長。
會中簡博士亦為大家介紹 BL15A1 生技醫藥光束線
與實驗站的建造進展，以及未來微米 X 光蛋白質結
晶學光束線與實驗站的規劃。接著由趙俊雄博士講
解 BL13B1、BL13C1 實驗站自動化功能、Mail-in
數據收集服務及遠端控制數據收集 (Remote Access 
Data Collection) 的安裝測試情形，並鼓勵用戶能夠
在實驗室架設系統連線測試。最後，由陳俊榮博士
報告日本 SPring-8 的光束線 BL12B2 之現況與用戶
安排原則後，會議圓滿結束。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本屆粉末繞射研究群討論會亦舉辦年度會議，

由研究群召集人成功大學龔慧貞教授主持會議。今
年的用戶成果報告，邀請到交通大學材料系林宏洲
教授，介紹該實驗室這一年在液晶的研究成果，其
次由台灣大學林唯芳教授的研究團隊報告研究成果，
最後是東吳大學王志傑教授的研究團隊報告粉末繞
射在無機化學的應用，著重在原位即時相變化、化
合物物性和化性關係之研究，光束線經理莊偉綜博
士 (BL01C2) 和鄭景元博士 (BL17A1) 亦報導光束
線一年來的改進。最後，與會人員共同討論於 TPS 
Phase II爭取興建粉末繞射光束線之可行性與方向。
原則上，一條強調高解析度、另一條需要可以作快
速原位相變研究。 了順利推動建造粉末繞射光束
線，建議應成立工作團隊或核心成員，以負起蒐集
大家意見、擬定建造計畫書，並儘快向中心提出建
造意願書。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第七屆小角度 X 光散射用戶群研討會由小角

度 X 光散射用戶群主席清華大學蘇安仲教授、本中
心 BL23A 光束線發言人鄭有舜博士與黃玉山博士
共同合辦，參加人數共計超過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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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邀請日本 JASRI 的 Prof. Naoto Yagi，在時
間解析式之小角度 X 光散射應用與日本 SPring-8 的
40XU-XPCS光束線特性及其結構應用作專題介紹。
另外，會中也邀請 TPS XPCS 光束線建造計畫負責
人台灣大學牟中原教授及黃玉山博士，報告該計畫
之執行近況及規劃，並與用戶們進行深入的意見交
換。同時，東海大學賴英煌教授、清華大學陳信龍
教授、本中心莊偉綜博士及蘇群仁博士亦在會中作
專題演講。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同步輻射光顯微術研究群討論會由魏德新博士

主持，邀請了中山大學郭建成教授為外來用戶代表。
會中，魏德新博士報告中心 PEEM 的發展、歷史與
沿革、以及未來的展望，陳家浩博士報告 SPEM 的
過往與嶄新的科學研究成果，李耀昌博士報告最新
的 IR 顯微術醫學癌症研究報告，宋艷芳博士報告
TXM 最新的進展與新型態實驗開發設計。最後，考
量顯微術研究群可以協助軟 X 光相關研究在 TPS 的
規劃，特別邀請楊耀文博士報告軟 X 光能譜術在未
來 TPS 建構後可能的發展。在各項報告結束後，中
山大學郭建成教授與宋艷芳博士共同主持了一場與
學生面對面的小型討論會，最後達成三項建議：(1)
持續提升顯微術影像解析力、(2) 降低輻射對樣品造
成的傷害問題、(3) 及早進行軟 X 光顯微術在 TPS 
Phase II的規劃。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本屆召集人由清華大學楊家銘教授當選，任期

自 2010 年 11 月 1 日起兩年，此次討論會共有 46
人出席。會中首先由李志甫博士分析近 10 年內利用
BL17C1 進行 X 光吸收光譜實驗，而產出 SCI 期刊
論文的統計資料，數據顯示在不影響總量的情形下，
論文品質有逐年提高的趨勢，適切反映出核給光束
線使用時間的考量因素。此外，在過去兩年中，為
培養 X 光吸收光譜用戶獨立操作並提升數據分析及
解讀的能力，本中心先後開辦了三項訓練課程，授
課的內容涵蓋實驗數據的收集與分析，而參與受訓
的學員總數將近 200 人，此次討論會中相關用戶提
出建言並廣泛交換心得，將做為日後舉辦類似活動
的改進依據，譬如針對初學者或有經驗的用戶分別
開辦基礎班與進階班，並考慮拍攝教學影片等。至
於台灣光子源目前正如火如荼興建當中，特別鼓勵
大家踴躍提出尖端研究課題，以充分發揮未來光源
的特性，並據以規劃具有空間或時間解析力之 X 光
吸收光譜光束線。

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
X 光與中子散射用戶研究群討論會由淡江大學

杜昭宏教授主持，會議首先進行下屆召集人改選，
結果由清華大學李志浩教授擔任。接著，由徐嘉鴻
博士與于冠禮博士報告 TPS 時間同調 X 光繞射光束
線之設計進度，並交換意見。另外，今年 8 月舉辦
之第一屆 X 光科學暑期課程獲得與會者們的肯定，
淡江大學彭維峰教授建議該課程可定期舉辦並變成
中心的傳統，以利於 X光實驗技術的推動與深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