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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年會暨光源啟用二十週年回顧│

今年本中心一年一度的用戶會議因適逢光源啟用

20 週年，故年度會議與回顧活動合併於 9 月 4、5 日舉
行，連續兩天的會議活動已圓滿落幕。本屆用戶年會主

席為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清華大學何榮銘教授，本中心

用戶年會主辦人為許瑤真博士，而新穎光電子能譜術：

NAP-XPS 與 HAXPES 研討會主席為楊耀文博士和崔
古鼎博士，同步輻射在生物結構的應用研究研討會主席

為陳俊榮博士，總計年會參與人數為 451人，參與演講
之國內外專家學者共 20位，海報參展共 224篇。另外，
為回顧光源啟用 20 週年，會議議程特別安排於第一天
下午邀請國科會牟中原副主委、陳力俊董事長、閻愛德

前主任、劉遠中前主任、陳建德前主任、梁耕三前主任

和張石麟主任與會致詞，現場氣氛令人感動又溫馨。前

主任陳履安先生因不克參加，由張石麟主任代為播放

「同步輻射創建頭六年，履安有緣參與，至為榮幸。敬

祝兩大法輪同步運轉，大放光明。」祝賀詞，以表達他

對中心的期許。( 詳情請參閱本期「用戶年會暨光源啟
用二十週年回顧」專文 )

│兩岸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交流參訪│

為了促進兩岸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在加速器與科學

研究之間的合作，本中心自去年重啟兩岸同步加速器光

源交流研討會，並於今年 3 月與北京同步輻射設施、國
家同步輻射實驗室 ( 合肥 ) 和上海同步輻射設施共同簽
署雙方合作備忘錄。為了增進雙方的合作研究，本中心

張石麟主任與羅國輝副主任於 7 月 21 - 26 日前往大陸
三機構參訪，雙方除了介紹現有光源設施的現況與重要

的科研進展外，也進一步深入討論未來加速器與科學研

究之合作項目，將提昇兩岸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之交流

發展。

│台灣光子源興建工程進展│

台灣光子源興建工程在加速器方面，700 瓦渦輪液
氦製冷機已遷移到儲存環並完成定位，正進行低溫管路

安裝，低溫閥箱預計明年第二季前完成安裝測試。低溫

超導共振腔亦已完成所有模組高頻高功率測試，各測試

參數均優於規範。最後一批增能環與儲存環磁鐵已於 9
月底運抵中心，完成 641座磁鐵之製作。國內廠商承製
的各類型磁鐵電源供應器，於今年第三季已完成驗收測

試，大型電源供應器亦於 9 月底前運抵中心。增能環磁
鐵支架與儲存環腳架已安裝完成超過 80%，另在第 20
段加速器子系統整合及 CIA 安裝已接近完成，第 19 段
加速器子系統目前持續進行整合安裝中。

在土木工程進度方面，於 4 月底承包廠商已申報竣
工，近期主要進行缺失改善、完成設計變更排除項目、

周邊景觀植栽整理及清潔維護等。8 月底新竹市政府已

│國衛院龔行健院長科學講座│

國家衛生研究院龔行健院長於 8 月 7 日蒞臨本中
心提供一場科學講座 (colloquium)，藉由深入淺出的介
紹，讓大家了解目前癌症治療的最新研究與發展，與會

者皆受益良多。演講結束後，龔院長與本中心主管、同

仁餐敘，他表示，目前國衛院研究人員藉由同步加速器

光源設施已有許多傑出的研究成果，期望未來雙方持續

頻繁交流，且可進行更多研究課題的合作。( 詳情請參
閱第 3頁演講專欄報導 )

│紅外光至真空紫外光科學研討會│

為能詳盡規劃紅外光至真空紫外光區的重要科研議

題，本中心於 8 月 29、30 日舉行「紅外光至真空紫外
光科學研討會 (Workshop on IR-VUV Science)」，邀
請此領域的專家學者於會中提出八件科學研究計畫，並

由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 (U. of California, Davis )
化學系伍灼耀教授 ( 下圖前排中 )、中央研究院原子與
分子科學研究所劉國平院士 ( 下圖前排右四 )、中國科
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楊學明教授 ( 下圖前排左四 )
三位在此研究領域具學術聲望的學者提出建言，對未來

規劃本中心實驗設施將有極大助益。

│ 2013年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課程│

為了培育年輕的先進光源研究人才，並激發大學

生對同步加速器光源科技與相關科學應用的興趣，本

中心自 7 月 1 日至 8 月 2 日舉辦為期五週的「2013 年
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課程」，提供即將邁入大三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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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外光至真空紫外光科學研討會與會人員合影。

通過新安路大門區域的綠地變更，並於 9 月初 TPS 儲
存環通過消防檢查，目前已於 9 月 14 日取得全區使用
執照。

在機電工程進度方面，目前機電三館地下二樓已完

成主要空調與去離子水等設施安裝，並完成機電三館的

空調冰水管之試壓、清洗管路與空調測試運轉。儲存環

館各變電站及空調系統已接近完成，去離子水之閥站正

分包加緊趕工中，於全區取得使用執照後將申請正式供

水、供電，預計 12 月下旬達到契約有關溫控、微振等
技術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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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行健院士科學講座：Self-killing or self-
eating: How to trick cancer cells to die?│

龔行健院士今年起接任國家衛生研究院第五任

院長，應本中心邀請，於 8 月 7 日前來舉行科學講
座，主題為癌細胞死亡之機制 (Self-killing or self-
eating: How to trick cancer cells to die?)。龔院士
以「未知生，焉知死」起頭，介紹當前常見的癌症

及起因，講述各種癌症的成因主要起源於基因之突

變，若能針對癌症患者的突變基因進行客製化治

療，必能提高治癒的機會。這種標靶治療的方式已

經超過傳統化療，數種治療方式混合的雞尾酒療法

亦證實可以得到較好的療效。接著，龔院士講述目

前科學家正利用細胞本身自我死亡或自我吞食的機

制，進行癌症治療。由於癌細胞常有與正常細胞不

同的代謝反應，因此透過阻斷癌細胞必須的特定食

物來源，可以引發癌細胞自我吞食的機制，達到治

療的效果。

會後龔院士與本中心張石麟主任、陳建德院士

及羅國輝副主任等人一同用餐，暢談國內科學發展

及研究機構所面臨的挑戰，並期望兩個國家科學研

究機構能在科學研究及實驗技術上共同合作，產生

加乘的效果。

龔行健院士 (左四 )與本中心張石麟主任 (左三 )、羅國輝
副主任 (左五 )等人合影。

四的學生，體驗以先進光源進行科學研究的機會。課程

安排除了第一週的先進光源基礎課程外，第二至五週為

實驗室實習，讓同學在學習基本原理後，旋即參與科學

實驗，且於課程結束前進行實驗成果口頭報告。這是本

中心首次舉辦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全國各校踴躍報

名，經由資格審查最後共錄取 25 人。參與的同學皆表
示，透過課程的理論學習與實驗進行，皆獲益良多。

│ X光吸收光譜數據分析體驗營│

本中心於 8 月 19、20 日及 22、23 日舉辦兩梯次
的「X 光吸收光譜數據分析體驗營」課程，該體驗營招
收的學員以目前 X 光吸收光譜光束線的用戶為主，藉由
課程學習，期能讓 X 光吸收光譜用戶加強數據分析概念
和使用相關軟體的能力。此次課程共錄取 84 人參加，
課程資訊請參考網頁 http://portal.nsrrc.org.tw/uao/
Training/Course/X-ray/2013-summer/introduction.
php。

│ 2013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

 2013 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於 8 月 11 - 16 日
和 26 - 30 日在本中心分兩梯次舉行，由本中心同步輻
射蛋白質結晶學核心設施主辦，中研院蛋白質結構分

析核心設施及中華民國結晶學委員會協辦。第一梯次提

供國內有興趣使用此技術的學生及研究人員參加，第二

梯次提供現有用戶群的新進博碩士生、博士後研究及研

究助理參加，每梯次錄取 16 位學員。在短短五天的訓
練課程中，除了基本知識的學習，學員必須親自培養晶

體、處理單晶繞射數據、利用 Gd-MAD 和 S-SAD 方法
解析晶體結構，藉由實際操作建立概念，讓學員能於短

期內獲得蛋白質結晶學的基本知識及結構解析技巧，進

而善加利用本中心的實驗設施，以提升其研究品質。課

程資訊相關網頁如下：

http://bionsrrc.nsrrc.org.tw/training/efd.php?num=352和
http://bionsrrc.nsrrc.org.tw/training/efd.php?num=359。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

為了加強理工背景之大學部學生對同步加速器光源

應用的認識，本中心和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李志

浩教授於 7 月 30 日至 8 月 12 日共同合辦「同步加速
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今年參加學員共 46位。
該課程內容不僅介紹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及相關研究領

域外，還包含同步加速器儲存環實驗設施之實地參觀與

實習課程，讓大學生有機會認識同步加速器光源之科學

新知與研究應用。

2013 年蛋白質結晶學訓練課程與會人員合影。

│第四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

淡江大學物理系和本中心於 7月 8 - 10 日合辦「第
四屆 X光科學暑期學校」(The 4th Summer School on 
X-ray Science)，其宗旨為持續推動國內 X 光科學相關
之研究領域，並以培育更多國內年輕研究人才及促進各

科研領域之研發能量為目標。該課程以台灣光子源之運

作為主題，邀請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講授 X 光吸收
(XAS)、發射能譜 (XES/RIXS)、X光激發螢光能譜 (X-ray 
Excited Optical Luminescence, XEOL) 與 X 光磁圓 /
線偏振能譜 (X-ray Magnetic Circular Dichroism/X-ray 
Linear Dichroism, XMCD/XLD)，內容包括理論科學、
材料應用及相關技術之最新發展，讓與會學員從課程中

獲取專家學者們的寶貴知識與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