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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用戶榮獲 100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國科會為獎勵研究成果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期
從事學術或產學研究，以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及國際
學術地位，並強化我國產業技術研究成效及提升產業技
術研發能力，增強國家科技實力，特別設立了「傑出研
究獎」。本中心用戶清華大學光電工程所孔慶昌教授 (學
門專長為原子分子物理 )、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杜
正恭教授 ( 學門專長為材料 )、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系林唯芳教授 ( 學門專長為高分子 )、中央研究院分
子生物所袁小琀研究員 ( 學門專長為蛋白質晶體學、電
腦模擬、結構生物學、蛋白質化學 )、台灣大學材料科
學與工程系陳俊維教授 ( 學門專長為光電物理 )、清華
大學化學系黃暄益教授 ( 學門專長為無機材料化學 )、
和成功大學化學工程系鄧熙聖教授 ( 學門專長為化工 )
等人榮獲 100年度傑出研究獎，其研究實力與學術成果
再次受到肯定。

│日本蛋白質結構技術平台之推廣使用│

為了推廣與鼓勵台灣學術研究人員前往日本
SPring-8 使用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RIKEN) 的蛋白質結
構技術平台 (Protein Tectonics Platform, PTP) 設施，
繼去年本中心與 RIKEN 簽署的合作備忘錄後，為能持
續推廣 PTP 設施之使用，RIKEN 代表特別於 2 月 3 日
來訪討論，雙方決議將該合作備忘錄再延長一年，並提
供本中心用戶得以免費使用 PTP設施。

│成立新竹科技城聯盟  打造智慧科技城│

為促進新竹地區建設成為低碳、綠能、文化科技城
市，新竹市政府結合產、官、學、研等各界的經驗交流
與分享，成立「新竹科技城聯盟」，特於 1 月 5 日在新
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國際會議廳召開「預見未來─新竹科
技城聯盟成立大會暨智慧科技城研討會」。本中心與工
研院受邀為研究機構之代表，在會中新竹市長許明財與
各單位代表共同簽署備忘錄，並頒發證書，期以尖端科
技研發，達成建設新竹市成為智慧城市。

│學術活動與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會議│

◆ X 光吸收光譜與粉末繞射研討會

本中心為規劃未來在 TPS興建之光束線規格與前
瞻性科學研究議題，特於 3月 26日至 27日舉辨「X光
吸收光譜與粉末繞射研討會」。會中邀請美國 Argonne
國家實驗室的 Dr. Kenneth Kemner、瑞士 Swiss Light 
Source 的 Dr. Maarten Nachtegaal、 美 國 Advanced 
Photon Source 的 Dr. Robert Von Dreele、 英 國
Diamond Light Source的 Dr. Chiu Tang、及多位國內
學者專家擔任邀請講員，會中除了專題演講外，也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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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與大阪大學共同簽署合作備忘錄

及可使用在日本 SPring-8 的 SP44XU 合約光束線。
此次蛋白質研究所長谷俊治所長及中川敦史教授特別於
3月 9日來訪，並簽署續約五年之備忘錄與協議書文件，
以持續雙方於學術交流、合作研究、課程、研討會、研
究人員之交換、資訊與材料之交流、以及研究生和大學
生交換之合作。

│ TPS工程進展│

台灣光子源興建工程在土木工程進度方面，截至
101 年 2 月底：

(1) TPS 儲存環館第 1、2、3 區已完成至屋頂彩鋼底板
鋪設；第 5 區完成至屋頂桁架工程；第 4 區完成至
2F結構體工程；第 6 區完成大底開挖工程，且全環
皆已完成貫通；戶外跨環車行天橋已完工通車，未
來將陸續進行各區地上結構體工程。

(2) 學術活動中心外牆帷幕工程完成；內裝工程大致完
成，正在進行最後收尾工作。

(3) 公共藝術「設置點二：學術活動中心及周遭環境」
與「設置點四：植栽區 - 碉堡遺跡及閩式建築崗亭
重建」兩案已簽約完成，預定於 3 ~ 8月間施作。

由於土木工程進度的需要，本中心將於 4 月初進行
第二階段行車動線切換 ( 詳細內容以本中心正式公告為
主 )，屆時位於招待所的停車場將暫停使用，車輛改停
至學術活動中心地下一樓停車場。

在加速器工程方面，儲存環 1/24 段的磁鐵將於近
期完成交運測試及組裝，於 3 月開始進行量產，預估
每月將有近 40 座磁鐵運抵中心。高頻系統已完成三套
Petra 共振腔整備及高壓測試，而第一座超導共振腔將
於第三季運回中心進行組製及測試，第二、三座超導共
振腔將於第四季運回中心。液氦低溫系統於機電二館及
暫存區進行系統組裝，預計於第二季完成驗收測試。



近況報導4

所有與會人員參與圓桌討論會議，共同規劃未來在 TPS
建造的光束線和實驗站規格，以及相關科學研究議題等，
該會議共有 147人報名參加。

◆ 第十二屆台灣日本韓國強關聯系統研討會

中山大學與本中心於 3 月 16 日至 17 日聯合主辦
第十二屆台灣日本韓國強關聯系統研討會，本中心黃迪
靖副主任和崔古鼎博士擔任本屆會議國內組織委員會的
委員。會議邀請來自韓國及日本共 12 位知名學者以及
國內 10 位強關聯電子相關領域學者於會中演講，藉由
該會議之舉行，期可促進和亞洲國家之間的合作，以
及提升國內在強關聯電子領域的研發能量。該會議自
2000 年開始，由韓國、日本及台灣三地輪流辦理，一
方面鼓勵國內的學術研究風氣，另一方面能讓與會者吸
取國內外各專家、學者所累積的學識經驗，進而培養出
國內更多更優秀的專業研究人才、充分提升台灣學界的
研發動能及視野。

◆ 2012 物理年會

2012 物理年會已於 1 月 17 日至 19 日在中正大學
舉行，這是國內物理學界的年度盛事，也是本中心多數
同仁參加的重要會議之一，今年共有近 40 位同仁參與
會議，包括皮敦文博士受邀演講表面物理 / 掃描探針顯
微術領域之研究成果，以及有 10 位同仁於會中口頭報
告，另有 15 篇壁報展出，其中奈米科學小組張惠菁榮
獲磁學與磁性材料領域的優勝獎，以及磁鐵小組郭政穎
榮獲加速器物理領域的佳作獎。

◆ 同調軟 X 光散射小型研討會

為能討論未來同調軟 X 光散射相關科學議題與縝
密設計 TPS 光束線實驗設施，本中心與英國德倫大學
Peter Hatton教授於 1月 10日共同舉行同調軟 X光散射
小型研討會 (Mini-Workshop on Coherent Soft X-ray 

儲存環超快 X光源與應用小型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同調軟 X 光散射小型研討會於本中心舉行

Scattering)，邀請軟 X 光繞射與散射領域的專家學者
Peter Hatton 教授及 Thomas Beale 博士等人發表專
題演講，並進行交流討論。會中針對 TPS 第一階段周
邊設施計畫中增設同調軟 X 光散射實驗站之可行性進行
詳細討論及相關規劃，此實驗站未來可提供國內外用戶
研究材料之自旋、軌域與電荷之間的交互作用，及其介
觀局域的變動，是研究複雜氧化合物的重要工具之一。

◆ 儲存環超快 X 光源與應用小型研討會

為能探討 TPS 於時間解析研究用的超快 X 光之可
行性，本中心於 1 月 16 日至 17 日舉辦儲存環超快 X
光源與應用小型研討會 (Mini-Workshop on Storage 
Ring Ultrafast X-ray Sources and Applications)。會
中邀請來自 BESSY-II、NSLS-II、SLS和 TU Dortmund
等研究單位的專家參加，介紹 low alpha lattice與 laser 
slicing 等超快 X 光源技術以及國外相關的現況與應用
研究的成果，演講內容精彩豐富並引起與會人員的熱烈
討論。另外與會人員提出多項重要的建議，將可作為未
來推動相關科學研究之依據，該會議共有 41 人報名參
加。

◆ 2012 年中子散射研習課程暨研討會                      
暨 2012 年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

中央大學中子束應用研究中心於 2 月 12 日至 14
日舉辦 2012 年中子散射研習課程暨研討會暨 2012 年
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台灣中子科學學會與本中心為
協辦單位，課程內容包括台灣中子束實驗時間管理說明
與討論、原理與相關儀器簡介、應用實例介紹、實驗計
畫申請撰寫、數據分析教導、和實驗經驗分享。藉由該
課程與年會之舉行，希望能介紹新鮮人認識中子散射領
域之知識，以及促進國內中子科學方面之研究與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