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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

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議已於 10 月 11 日下午順利
舉行，會中除了中心主任和副主任進行現況報告外，

並通過趙午院士、Prof. Tomitake Tsukihara 和 Prof. 
Atsushi Fujimori 等三位中心講座續聘案。

│中心講座介紹│

為提升我國同步加速器光源之科技發展與科研應

用，本中心持續延攬國際知名學者專家擔任中心講座。

經第四屆第三次董事會會議討論通過，本中心自 2014
年 起 將 續 聘 美 國 Stanford University 的 Prof. Alex 
Chao( 趙午院士 )、日本 Osaka University 榮譽教授暨
University of Hyogo 的 Prof. Tomitake Tsukihara、以
及日本 University of Tokyo 的 Prof. Atsushi Fujimori
等三位學者擔任中心講座，聘期三年。

Prof. Alex Chao 協助整合本中心與清華大學、交
通大學之光源物理學程，並協助台灣光子源射束不穩定

性之研究、加速器物理相關議題之諮詢以及質子與離子

醫用加速器之推動。Prof. Tomitake Tsukihara 以其在
蛋白質結晶學與結構生物學領域的傑出成果，促進本

中心推廣國內蛋白質結構之更尖端研究與應用。Prof. 
Atsushi Fujimori 在凝態物理高溫超導領域及光電子發
射能譜學有卓越成就，協助推動角解析光電子能譜研究

及高能量解析軟 X光散射實驗。

│台灣光子源工程進展│

台灣光子源興建計畫在土木工程方面，近期已陸續

完成車行天橋中段橋面敲除重作及園區三路側外環道路

護欄修補等改善工程，並於 11 月 27 日由國科會共同監
辦，辦理「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工程 - 土建施工
標」之正式驗收，後續待缺失項目改善後，土建工程即

可正式完工。機電施工標依約在年底前進行完工報驗工

作，依照高科技廠房機電系統試車經驗，細部參數調校

完成可趕上明年加速器試車。 
在加速器方面，磁鐵電源供應器已全數運抵中心，

完成穩定度測試與調校，增能環及儲存環大型電源供

應器陸續進行假負載測試與調校；三座超導高頻系統

(SRF) 共振腔已完成高功率與高加速梯度測試並完成合
約驗收程序。對於超導共振腔所需液氦低溫系統，則完

成 700 W 低溫系統設備遷移與設備間之低溫連接管安
裝；儀控系統亦先後完成內環 24 個 CIA 區時序光纖骨
幹及 BPM 群組光纖安裝；儲存環 24 區段中的超過一
半磁格已安裝磁鐵及支架，而且其中 6 段以上已完成真
空腔之安裝與整合，各項射束診儀、控制系統、磁鐵電

源與連鎖保護訊號線等佈線工程亦接續進行。增能環全

環支架安裝完成、磁格磁鐵與真空腔已完成超過 1/3。
線性加速器之場地準直已備妥，明年第一季進行遷移與

試車。台灣光子源加速器系統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安裝與

測試作業，以期達成明年順利出光的目標。

│本中心董事彭旭明院士和賴明詔院士榮獲 2013年
總統科學獎│

為獎勵數理科學、生命科學、社會科學和應用科

學在國際學術研究上具創新性且貢獻卓著之學者，總

統科學獎每兩年頒布一次，今年於眾多提名申請案中，

本中心董事彭旭明院士和賴明詔院士脫穎而出，榮獲此

殊榮。中研院副院長彭旭明院士以其在無機化學、結晶

學、奈米科學等領域之專長，榮獲數理科學組的總統科

學獎，而中研院分生所特聘講座賴明詔院士以其在微生

物學和病毒學等領域之專長，榮獲生命科學組的總統科

學獎，這不僅是國家所頒發的最高榮譽科學研究獎項，

同時也是對其學術研究成果的高度肯定。

│本中心董事牟中原教授榮獲世界科學院 2013年化
學科學獎│

國際學術組織「世界科學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s for the Developing World, TWAS) 於阿根
廷舉行 2013 年會，會中宣布今年度 TWAS 新任院士
與相關獎項榮譽。國科會副主委暨本中心董事牟中原

教授以「孔洞材料合成及其應用於生物醫學」研究，

榮獲「2013 年化學獎」殊榮。牟副主委長期專注奈
米孔徑分子篩及其應用，合成二氧化矽孔洞置入催化

劑、酵素等不安定的藥劑，由於其具標靶作用，除可

提高效率外，也可應用於兼具磁振造影 (MRI)，加強特
定部位區域的影像對比，達到醫學影像診斷的目的。       
詳情請參閱相關網址 http://twas.ictp.it/news-in-home-
page/news/twas-announces-2013-prize-winners。

│本中心 2013 中子用戶會議及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
會聯合研討會│

本中心與台灣中子科學學會於 10 月 10 - 13 日在
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舉辦「2013 NSRRC 第一屆中
子用戶會議及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聯合研討會」，

在會議中，由本中心中子小組高佳山博士 (Dr. Jason 
Gardner) 報告中子小組業務與 SIKA 設施現況，並宣
布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新當選之名單，包括本中心陳俊榮

博士和高佳山博士、中山大學周雄教授、台灣大學賴喜

美教授和林昭吟教授、清華大學林滄浪教授和黃爾文教

授、中央大學李文献教授、以及台灣大學歐陽宗煜先生

(學生委員 )；期間並召開中子用戶執行委員會會議，推
選出第一任正副主席，分別由李文献教授與賴喜美教授

擔任。此次聯合研討會除了邀請美國康乃狄克大學聶睦

平教授 (Prof. Mu-Ping Nieh) 與高佳山博士發表大會演
講外，本中心徐嘉鴻博士亦受邀擔任專題演講主持人，

而吳浚銘博士、蘇暉家博士與莊偉綜博士皆為研討會的

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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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束應用研究研討會│

為推廣中子實驗技術在各科學領域之研究與應用，

並達到擴大國內中子用戶群的目標，本中心於 10 月
19、20日舉辦「2013中子束應用研究研討會」(Neutron 
Beam Research Workshop)， 邀 集 國 內 40 位 計 畫
主持人參加。該會議由本中心中子小組高佳山博士主

持，邀請澳洲 ANSTO 的中子專家 Dr. Kirrily Rule、
Dr. Anton Le Brun 和 Dr. Richard Mole、以及美國康
乃狄克大學的聶睦平教授 (Prof. Mu-Ping Nieh)，另外
還有中央大學李文献教授、清華大學李志浩教授、中原

大學楊仲準教授及成功大學張烈錚教授等四位國內的中

子研究先進，與會演講。為期兩天的研討會中介紹了

多個中子實驗技術，如 Powder Diffraction、SANS、
Reflectometer、Time of Flight、Triple Axis 等，以及
中子在磁學和生物材料領域的應用，同時也指導參加學

員如何撰寫成功的實驗計畫書，並說明國科會針對國際

中子實驗所提供的差旅補助。該會議每場演講皆引發與

會人員的熱烈討論，參與人員皆給予正面的肯定。

│本中心於 2013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舉辦奈米
聚焦 X光繞射在材料科學之應用論壇│

2013 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於 10 月 18、19 日
在中央大學舉行，本中心於第二天舉辦奈米聚焦 X 光
繞射在材料科學之應用論壇，由中心科學研究組李信義

博士擔任召集人、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吳子

嘉教授擔任負責人，會中除了本中心實驗設施組鍾世俊

組長介紹我國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科學研究新契機外，中

心古慶順博士、蕭世男博士、殷廣鈐博士和湯茂竹博士

亦受邀於會中演講，講題包含利用同步光源進行材料分

析之研究應用，以及台灣光子源相關實驗設施之介紹，

演講內容涵蓋廣泛，期能讓與會人員認識我國同步加速

器光源，並引起學術研究人員前來使用本中心光源之興

趣。

│台灣真空學會 2013年度會員大會暨論文發表會│

「台灣真空學會 2013 年度會員大會暨論文發表
會」於 10 月 25、26 日在成功大學舉行，本中心儀器
發展組熊高鈺研究員為現任台灣真空學會理事長並擔任

大會主席，另外薛心白博士擔任大會秘書組委員，成功

規劃此次全國性真空年度學術與產業成果發表會議，

本屆共有近 300 人參加，盛況空前。此次會議本中心
儀器發展組陳俊榮博士應邀主講「大型加速器的技術建

立及整合」；此外，中心顧問鄭伯昆教授也獲大會頒發

2013 NSRRC中子用戶會議及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聯合研討
會與會人員合影。

台灣真空學會 2013年度會員大會暨論文發表會與會人員合影。
(照片來源為台灣真空學會 )

「台灣真空學會第四屆會士」榮銜。另外，本中心於該

會議中共發表 16 篇壁報展示，真空小組林柏安先生等
人所發表之「台灣光子源之高熱負載元件的製造與真

空檢測」壁報，獲頒大會論文競賽之「真空技術應用

獎」，整體成果表現優異，實屬難得。會中，本中心宣

布 2014 年 10 月初將與台灣真空學會、國際真空科技
應用聯盟 (IUVSTA) 共同主辦「第七屆亞澳真空與表面
科學國際會議 (VASSCAA-7) 」。

│光源產業應用之推廣合作│

為協助我國產業突破技術瓶頸，以及強化同步光源

產業應用之推廣，本中心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策略合

作，建立中心創新育成與專利平台機制，並建立產業應

用橋接 (bridging) 機制，包括設置產業諮詢委員團，廣
納具產業研發實績的產學人士，且與民間專業分析公司

策略合作，協助橋接同步光源與產業間之應用合作，以

有限的資源更有效率地達到推廣的目的。

經由上述創新合作與策略聯盟，2013 年截至目前
已有相當不錯的成果，主要包括：(1) 神隆生技委託兩
年研究計畫，協助其藥物研發；(2) 東方先進公司委託
研製高強度脈衝磁鐵，以應用在骨質疏鬆之治療；(3)
兩新創公司委託兩個研究計畫，進行微分光儀元件的開

發；(4) 台積電委託進行次世代半導體技術研發與材料
研究計畫。

│近期國際訪客│

    ◆ 日本 RIKEN 訪問學者 Dr. Bagautdin Bagautdinov
於 11 月 15 日來訪，並發表一場主題為「Charge 
Density Description of Molecular Interactions 
Network in the Carbazolyl-Polydiacetylene 
Crystalline Polymer」的演講。

    ◆ 俄羅斯基礎研究基金會 (RFBR) 副主席 Vladimir 
Kvardakov 院士等一行 4 人於 11 月 13 日來訪。

    ◆ 泰國同步加速器光源 (SLRI) 主任 Prof. Wng. 
Cmdr. Sarawut Sujitjorn 於 11 月 12 日來訪。

    ◆ 第七屆東亞超導電子學會議與會人員一行近 70 人
於 10 月 25 日來訪。

    ◆ 瑞典 Lund University 和 MAX IV同步輻射中心 Dr. 
Axel Steuwer 與 Dr. Franz Hennies 等一行 4 人
於 10 月 18 日上午來訪。

    ◆ 日本 RIKEN 4 位貴賓於 9 月 16 日來訪討論有關
SPring-8 第六屆自由電子雷射會議之相關規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