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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已於 2012 年 8 月
29 日至 30 日於國立清華大學工程一館舉行，參加人數
總計 436人。會中除了本中心主管針對中心現況、光源
運轉狀況和實驗設施之發展進行簡報外，本屆用戶年會

邀請清華大學校長陳力俊院士發表一場大會演講，以及

邀請清華大學化工系何榮銘教授和生科系孫玉珠教授進

行研究成果的報告，並有 229篇的壁報成果展示，其中
33 篇參與研究生壁報比賽，2 篇參與年輕學者壁報比
賽，由評審選出 24 位口頭報告人選，並安排同一時段
分組報告，各組選出 " 台灣之光 " 獎，得獎名單如下：
材料組：羅廷亞 ( 國立清華大學，指導教授為何榮銘教
授 )；物理化學組：林孟凱 ( 國立清華大學，指導教授
為唐述中教授 )；生物組：林士鳴 ( 國立清華大學，指
導教授為孫玉珠教授 )，所有獲獎者 ( 含佳作 ) 於當天
大會晚宴上接受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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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研究群有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及 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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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8月 29日下午舉行，
參加人員有學校教授、研究單位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

員、助理及研究生等共約 50 人參加。會議由本中心陳
俊榮博士主持，主要分成「設施報告」、「新實驗站宣

導」與「討論及建議」等議題進行。首先，由清華大學

生科院孫玉珠教授代表用戶致詞，感謝中心提供完善的

蛋白質結晶學相關設施與用戶支援。在「設施報告」方

面，由本中心簡玉成博士報告 BL13B1/13C1 在過去一
年期間的使用狀況。包括設施服務、設施推廣活動、設

施發展及研究成果統計。在近幾年，國內外用戶群數上

有持續地成長，而用戶所發表的論文在質與量上均有顯

著的提升。會中簡博士亦為大家介紹新的 BL15A1 生技
醫藥實驗站的現況，此實驗站預計明 (102) 年第一期將
會開放給用戶申請使用；以及未來 TPS 微米 X 光蛋白
質結晶學光束線與實驗站的規劃。而後由陳俊榮博士介

紹及推廣同步輻射中心的生命科學與醫學相關設施包括

小角度散射 (XSAS)、SRCD、IR 生醫影像和 X 光顯微
術等，並鼓勵用戶能夠在針對不同研究實驗需求，申請

實驗時段進行使用。最後，會議在無臨時動議下圓滿結

束。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粉末繞射研究群討論會由交通大學林宏洲教授主

持，首先由 BL01C2 光束線經理劉金龍先生與 BL17A1
光束線發言人李之釗博士報告這一年來實驗站新增置

的儀器設施與未來努力的方向，以及需要用戶配合之

處。接著李之釗博士報告在 TPS Phase II 將建造的微
米尺度單晶繞射光束線之規劃現況，目前進展順利，選

擇以 Tappered ID 為光源，能量涵蓋 8~32 KeV 為目
標，此涵蓋了單晶繞射研究的各範疇。另邀請成功大學

地科系龔慧貞教授前來分享他們在大壓力計上的研發成

果，現在的大壓力計主要以合成新的高壓相化合物為目

標。龔慧貞教授的報告內容深入淺出，吸引與會聽眾的

興趣並熱烈討論，許多實驗室均展現合作的興趣。未來 
TPS 計畫進行期間，需要更多粉末繞射研究群的成員
從各方面來幫助相關事務的推動。另外，國外與會的專

家，來自英國愛丁堡大學的 J. Paul Attfield 教授，也
在會中分享他們的經驗，在進行高壓研究時，為了得到

hydrostatic pressure，以氦氣為傳壓介質是必要性的。

Small Angle X-ray Scattering (SAXS)

小角度 X 光散射研究群討論會於會中報告 BL23A
小角度散射實驗站之運轉近況及最近的高速、低雜訊的

二維 Pilatus 及一維 Mythen X 光偵檢器的測試與功能
提升，清華大學化工系何榮銘教授並提出實驗儀器設備

上的需求及建議，參與人數約 50 人。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同步輻射顯微術研究群討論會邀請台灣大學陳文勤

同學、成功大學彭信榮博士與陳至瑋同學、以及本中心

魏德新博士及黃佩瑜研究助理報告最近的研究結果及實

驗站的近況。會議全程以英文進行簡報，並邀請來自瑞

士蘇黎世工藝學院 (ETH) 的 Dr. Marco Stampanoni、
美國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 (LBNL) 的 Dr. Carolyn 
Larabell 及西班牙同步加速器輻射光源 (ALBA) 的 Dr. 
Eva Pereiro 與會參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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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 光吸收光譜研究群討論會共約 20 人出席 ( 其中
半數為計畫主持人 )，由 XAS 研究群召集人清華大學化
工系楊家銘教授主持。會中首先由本中心李志甫博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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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論文數量維持與往年大
致相同的情形下，其品質則有逐年提高的趨勢，而今年

BL17C1 論文平均的影響力指標甚至高於全中心論文的
平均值，顯示 X光吸收光譜用戶研究水準普遍提升。

另外，未來將於台灣光子源 (TPS) 興建兩條
XAS 光束線，重點技術發展方向包括：時間解析度
＜ 100 msec ( 使用快速掃描雙晶單光器 )、空間解
析度＜ 100 μm ( 使用 K-B 聚焦鏡組 )、螢光偵測能
量解析度＜ 10 eV ( 使用晶體分光器 )，以及同時結
合多種分析技術進行臨場量測等，相信可以激發出許

多尖端的研究構想。

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 

X 光與中子散射用戶研究群討論會由清華大學工科
系李志浩教授主持。首先由本中心徐嘉鴻博士報告澳

洲中子 SIKA 光束線現況，並簡介國科會補助國際中子
散射實驗計畫的審核及補助辦法。關於用戶提出在定期

申請外得到使用時段的補助問題，相關辦法裡有保留少

許經費隨到隨審，以增加經費使用上的彈性。接著，由

于冠禮博士報告時間同調 X 光繞射光束線 (Temporal 
Coherent X-ray Diffraction Beamline) 建造現況，並
與用戶群交換意見。最後進行研究群召集人改選，結果

由李志浩教授連任。

Workshop I: X-ray Bio-imaging

X 光生物醫學影像研討會由本中心生醫影像小組
李耀昌博士主辦，並由中央研究院物理所胡宇光博士、

本中心生醫影像小組宋艷芳博士和賴麗珍博士及西班

牙同步加速器輻射光源 (ALBA) 的 Dr. Eva Pereiro 擔
任研討會主持人。會議的主題分兩部分進行：硬 X 光
顯微術及軟 X 光顯微術，邀請國內外的研究先進參
與本次會議。來自瑞士蘇黎世工藝學院 (ETH) 的 Dr. 
Marco Stampanoni、法國波爾多大學 (University of 
Bordeaux) 的 Dr. Cyril Petibois、美國史丹佛同步加
速器輻射光源 (SSRL) 的 Dr. Joy Andrews 和美國勞倫
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 (LBNL) 的 Dr. Janos Kirz 於研討
會的上午時段分別講述同步輻射相位差 X 光影像術在臨
床上的應用、硬 X 光顯微術與紅外光光譜顯微術在癌組
織之新生血管的三維分佈、全場式硬 X 光顯微術的生醫
影像應用及四維的 X 光顯微化學影像技術的發展。而下
午會議時段則是以軟 X 光顯微術為主題的演講，其中由

美國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 (LSNL) 的 Dr. Carolyn 
Larabell 及西班牙國家生物技術中心 (Centro National 
de Biotecnologia) 的 Dr. Jose Lopez Carrascosa 講
述軟 X 光顯微術解析培養在毛細管中的細胞與細菌之三
維結構與利用叢集電腦進行病毒影像重建構與解析，以

及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研究所劉扶東院士講述軟 X 光
顯微術在生物醫學上的科學應用，會議最後由 Dr. Eva 
Pereiro 講述 ALBA 的軟 X 光光束線的設計與其試俥的
初步結果，其新穎尖端研究引起熱烈的討論與交流。

Workshop II: Powder Diffrac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on Energy Materials

粉末繞射於能源材料研發之應用研討會由本中

心中子小組徐嘉鴻博士與中央大學物理系及本中心合

聘的李文献教授主辦，由於現在能源材料於環保領域

屬相當重要的研發方向，故此次研討會內容主要聚焦

在同步 X 光與中子在能源材料上的應用。研討會首
先由亞太中子散射協會 (AONSA) 的主席 Yasuhiko 
Fuji i (Comprehensive Research Organization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Japan) 介紹中子與 X 光的重要
性及 AONSA 的角色與任務。緊接著由李文献教授講
述中子及 X 光的應用，以及台灣駐澳中子束的建造情
形，還有世界各地中子源的現況。緊接著由美國先進光

子源 (Advanced Photon Source) 的 Dr. Yang Ren 主
講 X 光及中子在能源材料研究上的互補性，台灣科技
大學化工系黃炳照教授則以自己的實際研究成果說明

能源材料的電性與物性間的關係，美國國家標準技術

研究所 (NIST) 黃清鎮研究員則提供聽眾在此領域更深
入的思考題材，澳洲核子科學與技術組織 (Australia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的
Dr. Vanessa K. Peterson 則擴大到與能源相關的材料
研究，對數據與結果分析做深入淺出的說明。最後，由

台灣大學凝態中心周方正教授以及交通大學應化系李積

琛教授講述如何製備及成長高品質的材料。各領域的學

者專家於會中與聽眾分享此領域在現今的成果及未來的

展望，讓所有與會者了解到中子與 X 光在材料的研究上
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能源材料未來的研發與展望，從

每個人專注聆聽的神情中，不難想見每位聽眾都有滿載

的收獲與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