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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尚志教授研究的氮化物半導體表面及介面物理，
促成白光 LED 的重要突破，對台灣的光電產業有極大
幫助。由於矽基板是半導體業最重要的材料，但其缺點
是無法做出發光元件，並且氮化物半導體和矽半導體因
為晶格差異而無法連接，果教授開發出可在矽半導體上
長出氮化物半導體的技術，後來更進一步開發出在矽基
板上長出奈米柱的氮化物半導體陣列，奈米柱陣列可以
發出全彩的白光，完全突破了既有的障礙。何榮銘教授
的研究團隊所研發之「奈米多孔玻璃」，大幅降低了傳
統玻璃的折射率，是目前折射率最低的塊材之一 。該
材料可快速製成薄膜，具潛力應用於需要低反光率與高
光穿透率之顯示器與太陽能板等產品，這項兼具製造簡
易性與光學特性的奈米多孔玻璃之發明，實為抗反射材
料研發技術的重大突破。劉如熹教授的研究團隊為了取
得替代燃料性能源所不可或缺的兩大元素─氫和氧，利
用特殊奈米材質作為量子點的設計，結合兩個電極，並
藉由隨手可得的太陽光和水，仿效植物的光合作用原
理，進行類似人工的光解水作用，終於有效分離出氫和
氧，成功化解了以往氫氧難以取得的問題，而研究成果
也證明，相較於傳統以觸媒轉化分離出氫的做法，這種
方式的效率明顯提高許多。

│中心用戶詹迺立教授研究成果發表於Science期刊│

本中心用戶台灣大學醫學院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
研究所詹迺立教授的研究團隊，成功地運用 X 光晶體結
構解析技術，解析人類之第二型拓樸酶與 DNA 及抗癌
藥物 etoposide 所形成之切割複合體的高解析度晶體結
構，清楚地揭示藥物、酵素、DNA 三者交互作用的分
子結構基礎，闡釋了藥物作用以及抗藥性的機制，並提
供設計第二型拓樸酶專一性藥物開發的重要資訊。研究
團隊同時建立了一個藥物研發平臺，包含可以快速分析
第二型拓樸酶與 DNA 和其他抗癌藥物或新藥先導化合
物形成之三重複合體結構的技術，此技術已於今年 6 月
20 日正式提出專利申請，將使新藥開發的過程更為順
利。這項研究成果不僅可以提升新型抗癌藥物有效殺死
癌細胞的療效，也能夠降低藥物治療癌症所產生的副作
用問題，在抗癌藥物與人類 DNA 拓樸酶的交互作用機
制研究有重大突破，此研究成果亦被譽為癌症藥物治療
的新里程碑發明。(詳情請參考第 13頁「研究成果」介
紹 )

│本中心用戶榮獲第九屆有庠科技獎│

第九屆有庠科技獎經評審委員會及董事會通過，得
獎名單已經出爐！本中心用戶清華大學物理系果尚志教
授榮獲「有庠科技講座」、清華大學化工系何榮銘特聘
教授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 奈米科技類 )」、和台灣
大學化學系劉如熹教授榮獲「有庠科技論文獎 ( 綠色科
技類 )」，他們在眾多申請者中脫穎而出，這不僅是表
揚其在新興科技領域的傑出貢獻，同時也是對其學術研
究成果的高度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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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哲院士 (左二 )與本中心同仁於演講後熱烈討論。 本中心張石麟主任 (左一 )與陳建德前主任 (左二 )陪同 
李遠哲 (右二 )院士參觀 TPS線型加速器系統。

本中心於 7 月 6 日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中研院李遠哲
院士蒞臨，針對「能源、環境與人類的未來」進行一場
精采的演講。李院士提到我們居住的地球由陽光、空氣
和水組成，開始了有性生命與無性生命的蓬勃發展，但
是人類社會的發展卻消耗過多的地球資源，造成物種的
消失，人類必須意識到「當物種消失，人類也將消失」，
例如：蜜蜂的消失，這將使得花粉缺乏授精的媒介。近
年來人類慢慢發現，可能未來面臨的浩劫不是國與國
之間的戰爭，而是溫室效應引起的大自然反擊，所以，

我們必須回歸自然能源，加強利用再生能源，大自然的
問題是沒有國界之分，人類必須透過全球的國際組織綜
觀地共同解決區域的問題，才有可能真正地解決環境反
擊所帶來的災難。李院士自今年起接任國際科學理事會
ICSU(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理事長，這
是國人首次代表台灣在國際科學組織中擔任重要職位，
李院士秉持著 ICSU 理事長的使命，未來將持續加強節
能環保、預防全球傳染性疾病、以及延緩地球暖化等議
題。

果尚志教授 何榮銘教授 劉如熹教授

│李遠哲院士科學講座 ：Energy, Environment and the Future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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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支援日本 KEK用戶使用光束線時間│

今年 3 月於日本發生震撼國際之強震、海嘯與核
災，造成位於日本東京北方筑波市的高能量加速器研究
機構 (KEK) 所屬的同步輻射設施 Photon Factory (PF)
遭受損害而無法運轉。為協助該機構光源用戶能繼續執
行原定的科學實驗計畫，本中心秉持互相支援與資源共
享的理念，特別於 7、8 月加速器維修期間安排為期一
週 (7 月 27 日至 8 月 3 日 ) 的光束線時間，提供 KEK
的光源用戶前來使用。日本東京理科大學安藤正海教授
為感謝本中心的全力支持與協助，特別利用此次機會前
來我國進行實驗時，於 7 月 29 日下午在本中心舉辦感
恩茶會，感謝本中心鼎力支援光源時間，並致贈禮物由
本中心張石麟主任代表接受。

│國科會配合建國百年舉辦 2011科學季之未來科技
狂想曲│

國家科學委員會為推動大眾科學教育暨配合建國
一百年，規劃於今年舉辦「2011 科學季：未來科技狂
想曲」展覽，本中心有三個創意構想獲選展出，展品
主題分別為再生醫學 - 器官複製 ( 科學研究組陳彥儒提
供 )、可攜式醫學檢測儀 ( 實驗設施組殷廣鈐提供 )、與
非接觸式電能傳輸 - 磁能轉換 ( 光源組柳振堯提供 )。
此次展覽主要以「人性」、「智慧」和「永續」三大理
念來思考未來科技可能之發展，整合我國產官學研各界
的知識力量，推動四大面向之展覽活動，包含「未來生
活」、「未來教育」、「未來醫療」和「未來探索」，
現場展示以新穎兼具趣味的互動方式呈現，展覽活動也
融入學校相關通識課程，讓觀展者能獲得較優質的知
識，並確實達成提升國人科學素養之目標。

│學術活動與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會議│

◆ 第三屆中子與 X 光散射國際會議

清華大學與本中心於 6 月 27 日至 7 月 1 日共同
主辦第三屆中子與 X 光散射國際會議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tron and X-ray Scattering, ICNX 
2011)，該會議主要針對軟物質與固態物理之特殊實驗
與數據分析進行討論，此次共吸引約 70 位來自國內外
中子與 X 光散射之學者專家與國際用戶參加，且與會者
於會中頻繁交換對先進散射設施之最新構想。

感恩茶會中祝賀雙方合作愉快。

王寬院士蒞臨本中心科學講座。

王寬院士於 9 月 5 日蒞臨本中心科學講座，王
院士介紹了兩個顛覆過去想法的新研究：一是捨棄過

去專一標靶藥物的開發，新的奈米醫學計畫改採使用

複方式的雞尾酒療法，讓複合配方的藥物分子在生物

系統中發生綜效，達到高治療效果低副作用的目的，

目前已經應用於感染性疾病及癌症等病人的臨床試驗

上；另一是生物體內的蛋白質未必都折疊成獨特的

立體結構方能執行功能，人類基因體中的蛋白質有 
30% 至 50 % 屬於非穩定結構蛋白質 (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s)，這些蛋白質分子可能藉由與
核酸或其他蛋白質等生物巨分子的結合而誘發不同形

式的折疊結構，達到調控生理作用的功能，甚至外加

的作用力也能觸發此類蛋白質的功能表現。這些新的

研究方向可能為生醫技術的應用帶來重大的變革，而

加速器光源技術的應用在此嶄新領域中將扮演重要的

角色，例如生醫影像科學可運用於觀測藥物與生物分

子間作用網路的重要技術，X 光小角度散射及圓二色
等光譜技術是研究非穩定結構蛋白質動態結構變化的

利器，王院士期待中心未來的發展能在創新領域上佈

局，為國家生醫科技領域作出卓越的貢獻。

│王寬院士科學講座：Intrinsically Disordered Proteins: Interplay of Form, Function and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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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社群會議

2011年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社群會議 (Asia Oceania 
Geosciences Society, AOGS)於 8月 8日至 12日舉行，
AOGS 自 2003 年成立國際社群組織，今年是首次在台
灣舉辦，該會議主要目的為促進亞洲大洋洲地球科學之
交流，會議主題包括大氣科學、水文科學、海洋科學、
地球科學、星球科學等研討範圍廣泛。本中心為能共同
分享同步輻射在地球科學應用的相關研究成果，特別製
作傳單供與會人員參考，另外本中心鄭炳銘博士在星球
科學 (Planetary Sciences) 的會議上演講。

◆ 第七屆全球華人物理大會

第七屆全球華人物理大會 (The 7th Joint Meeting of 
Chinese Physicists Worldwide, OCPA7)於 8 月 1 日至
5 日在中山大學舉行，本中心為會議的共同贊助單位，
海內外有將近 700 位華人物理學者與會，涵蓋 13 個物
理專業領域，並邀請全球華人知名物理學家發表 11 個
大會邀請演講。在同步輻射加速器領域的會議中，邀請
了史丹佛線性加速器中心黃志戎博士，報告全球首座 X
光自由電子雷射 LCLS 的建造與同步輻射應用，此項全
球突破性之設施，引領尖端之光源應用研究，演講後引
發與會者非常熱烈之討論。本中心羅國輝副主任與郭錦
城博士亦受邀擔任加速器物理分項會議的主持人，加速
器光源分項會議邀請演講由中心周炳榮博士代表報告有
關 TPS 不穩定模擬計算與射束物理。上海應用物理所
前任所長徐洪杰博士於會後帶領該所同仁前來本中心，
討論未來上海光源光束線的設計與建造。北京高能所秦
慶博士與徐剛博士亦於 8 月 8 日蒞臨本中心參訪，並
分別介紹有關北京高能所加速器工程近況，以及北京 5 
GeV先進光源的設計。

◆ 2011 年亞太材料年會

 2011 年亞太材料年會 (Asia-Pacific Academy of 
Materials, APAM 2011) 於 8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行，由
清華大學、國科會與本中心共同合辦，該會議針對材料
在綠能源的應用安排多場演講，且由於本中心正興建台

灣光子源加速器，故 8 月 21 日舉行「綠能材料及應用
同步輻射加速器進行材料分析」研討會。本中心張石麟
主任於會中介紹中心現況與台灣光子源興建工程計畫，
科學研究組徐嘉鴻組長演講有關台灣光子源材料科學之
新契機，另外本中心也有多位同仁與用戶於會議論壇中
提供專題演講，講題包含次微米光束線實驗站設計與其
在材料科學上應用、軟 X 光光譜技術在有機綠能材料
介面分析、X 光放射光譜應用在高效能有機效場電晶體
分析、光致螢光光譜在矽摻雜硼化氮薄膜特性研究及掠
角繞射分析導電薄膜摻雜效應等，現場與會人員討論熱
烈，突顯同步輻射光源應用於材料領域之研究日益重
要。

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研究所教授黃惠良獲選亞太材料
科學院第 4 任院長，任期 7 年，他表示，亞太材料科學
院將參與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正發展的「台灣光子源
興建計畫」，可提供會員國學術研究相關的資源。

◆ 本中心與瑞士光源設施 SLS 舉辦雙邊研討會

為能促進本中心與瑞士光源設施 SLS (Swiss Light 
Source) 的雙方合作、技術研發與科學研究，特於 9 月
12 日至 14 日於瑞士 SLS 舉行雙邊合作會議，張石麟
主任於會中簡介本中心與台灣光子源現況，且黃迪靖副
主任於會中報告台灣光子源之科學契機與本中心共振非
彈性 X 光散射 (Resonant Inelastic X-ray Scattering, 
RIXS) 研究發展，該會議本中心同仁及 2 位學術界代表
共計 19 位參加，並於會中發表 11 場的演講。

◆ 第二屆 X 光科學暑期研討會

本中心興建中的台灣光子源加速器及其周邊實驗設
施預定在 2014 年完成，為了推動國內在此領域的相關
科學研究，及鼓勵年輕學子從事跨領域的研究學習，本
中心與清華大學於 8 月 14 日至 17 日在南投惠蓀林場
共同舉辦「第二屆 X 光科學暑期研討會」。該課程以
興建中的台灣光子源之科學研究運用為主題，邀請相關
領域的專家學者講授同調 X 光繞射之運用、奈米尺度 X
散射以及光譜學在材料科學上的基礎與應用及發展之新
趨勢。此次課程共有 86 位學員參加，與會者從課程中
獲取專家們的寶貴知識，獲益良多。相關活動訊息請參
考會議網址 http://140.110.201.60/workshop/。

參與第二屆 X光科學暑期研討會的學子們聆聽專家學者講授各
主題課程。

第三屆中子與 X光散射國際會議與會人員蒞臨本中心參觀
TPS興建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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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2011 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於 9 月 6 日至 9 日
在本中心舉行，該課程僅開放現有的用戶群中短期內計
畫使用此實驗技術的學生及教學研究人員參加，此次共
錄取 16 位學員。在短短四天的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中，除了基本知識的學習，學員必須親自處理單晶繞射
數據，並利用 S-SAD 和 Gd-MAD 方法解析出晶體結
構。經由實際操作建立大略概念後，期能讓學員對此重
要但略顯複雜的實驗技術有初步的認識，進而善加利用
本中心實驗設施，促進科學研究的成果。課程資訊請參
考相關網頁 http://bionsrrc.nsrrc.org.tw/training/efd.
php?num=331。

◆ X 光吸收光譜技術升級講習班

為進一步提升 X 光吸收光譜用戶獨立實驗與分析
數據的能力，本中心於 7 月 18 日至 19 日與 8 月 22
日至 23 日分兩梯次舉行「X 光吸收光譜技術升級講
習班」，每一梯次錄取 30 名學員。此進階課程專為
已具備基礎知識與初級經驗的 X 光吸收光譜用戶所
開辦，針對重要觀念及注意事項進行概要提示，並且
著重個案分析與問題解決。課程資訊請參考本中心用
戶 入 口 網 站 (http://portal.nsrrc.org.tw/news/news.
php?mode=view&id=3182)。

◆ 2011 年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學分班

為了加強理工背景之大學生對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
的了解，以及相關科學研究領域的認識，本中心與清華
大學工科系李志浩教授共同舉辦「2011 年同步加速器
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學分班」，上課時間自 7 月 5 日至
18日共為期兩週，此次課程共有 59位學生 (含旁聽生 )
參加。該課程的主要內容為介紹同步加速器之光源設
施及相關研究領域，並同時進行實習與參觀活動，讓同
步輻射推廣教育可以深深紮下穩定的基礎，以有助於學
子們未來利用同步輻射從事其論文的研究工作。更多課
程資訊請參考本中心用戶入口網站 (http://portal.nsrrc.
org.tw/news/news.php?mode=view&id=3162)。

參加暑期學分班的學生們仔細聆聽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課程。2011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與會人員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