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一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已於 9月 9、10日舉
行，今年用戶年會主席為用戶執行委員會主席交通大學材

料科學系朱英豪教授及本中心鄭澄懋博士。欣逢台灣光子

源於年初出光且將引領無可限量之科學新契機，會議除大

會演講外，特別舉辦了三個研討會，總計邀請近三十位國

內外學者專家演講，共 374人參與會議，年會期間氣氛
熱絡。第一天用戶年會由朱英豪主席開場，接著由本中心

果尚志主任報告中心現況，會中並邀請中央研究院副院長

王瑜院士以「Crystallography 
and Synchrotron Radiation」為
題發表大會演講，以及舉辦「用

戶大會」和「中子用戶大會」，

讓用戶可直接與中心溝通各種

與用戶相關之議題、實驗設施

之未來發展等；下午由台灣大

學物理系林敏聰教授、台灣大

學化工系陳文章教授、中研院

基因體研究中心李宗璘博士及

中原大學化學系魯才德教授進

行研究成果的邀請演講。在精

彩的演講後，第一天的用戶會

議在六個研究群討論會後結束。

今年共有 182篇壁報展示，與往年不同，除其中 11
篇參加口頭報告比賽外，其餘 171篇參加壁報展示比賽。
為鼓勵所有壁報發表者在壁報展示時間分享研究成果，除

口頭報告外，今年特別增加了壁報展示評選比賽，受評選

者須於第一天中午在壁報板前解說，為此，壁報評審時間

的參與人也較以往更加熱烈。今年口頭報告比賽各組分別

選出一名「台灣之光」獎，得獎名單如下：生命科學組：

清華大學陳柏瑋同學 (指導教授為孫玉珠教授 )、材料科
學組：清華大學林芝宇同學

(指導教授為楊家銘教授 )；
物理化學組：中興大學曾靖

樺同學 (指導教授為林耀東
教授 )，其餘則為佳作。壁報
展示比賽各組選出一名「第

一名」，得獎名單如下：生

命科學組：本中心陳雄先生

(指導教授為李明道博士 )、
材料科學組：台灣大學歐俊

昌同學 (指導教授為鄭淑芬
教授 )、物理化學組：本中
心羅仁佑先生 (指導教授為
鄭炳銘博士 )，各組再選出
六至七名「佳作」獎。所有

得獎者皆於第一天大會晚宴

上接受頒獎。

│ Workshop I: Quick-scanning EXAFS │

快速掃描式延伸吸收光譜精細結構能譜學研討會於

第二天舉行，會中邀請多位學者專家介紹近年來相關技術

的發展及應用，及其所帶來的科學新契機，該研討會籌辦

人為包志文博士與李志甫博士。上午的議程首先是德國

Wuppertal大學的 Prof. Ronald Frahm，介紹自 1987年
第一張快速掃描式延伸吸收光譜精細結構能譜圖出現後，

整個快速掃描能譜技術的發展，包括快速掃描式單光器、

快速反應式氣體游離腔以及數據擷取系統。此外，Prof. 
Ronald Frahm也展示今年安裝於瑞士 SLS的 SuperXAS
光束線上的快速掃描式單光器及其測試結果。接著來自

武漢大學的雷愛文教授介紹了利用延伸吸收光譜精細結

構能譜研究均相催化觸媒的成果，同時雷教授也指出快

速掃描技術對於研究均相催化觸媒具有相當大的應用潛

力。接著由台灣科技大學的黃炳照教授介紹該研究團隊

在鋰電池上的研究成果。下午的議程首先由美國 NSLS-II
的 Dr. Steven N. Ehrlich介紹快速掃描技術從 NSLS-I到
NSLS-II的發展，並且展示正在興建的快速掃描式吸收與
散射光束線與實驗站。來自法國 SOLEIL的 Dr. Camille 
La Fontaine介紹快速掃描式延伸吸收光譜精細結構能譜
學在 SOLEIL的發展與近況，並舉出該實驗技術研究非均
相催化觸媒及能源材料的成果。來自日本 TOYAMA公司
的望月哲朗博士展示了快速掃描式單光器的設計與測試結

果。最後由本中心包志文博士介紹快速掃描式延伸吸收光

譜精細結構能譜光束線與實驗站的初期規劃。此研討會讓

與會人員了解快速掃描技術的應用潛力，並進行技術交流

及建立研究團隊的合作機會，也提供本中心發展相關技術

的重要參考。

│ Workshop II: In-situ Soft X-ray Spectroscopy 
Characterization in Energy Materials Research │

臨場、即時同步軟 X光光譜分析為一項尖端實驗技
術，它目前正不斷地被全球各同步輻射設施採納為新興的

重要實驗設施。它不僅可以分析近室壓下材料的表面與

介面特性，並且能擴大能源材料的發展及應用，例如：

檢測鋰離子電池在充放電時的現象及材料的破壞、燃料

電池反應時的觸媒反應機制、光解水或電解水時觸媒活

性端的探討等。該研討會由本中心楊耀文博士與王嘉興

博士籌辦，邀請歐、美、亞三大洲同步設施的專家學者

與會，報告了現今最熱門的技術之一：近室壓Ｘ光光電

子 能 譜 (Near Ambient Pressure X-ray Photoelectron 
Spectroscopy, NAPXPS)的應用與發展。上午的議程首
先由美國 Stanford大學的 Prof. William Chueh報告，利
用時間解析的 X光掃描影像術 (time-resolved scanning 
X-ray microscopy)解析磷酸鋰鐵觸媒顆粒充放電的現象，
更進而設計了臨場裝置進行擷取一系列螢光影像圖，得知

在充電時是非均相的觸媒反應而放電時則是相反，且在高

充電速率時會是均相的觸媒反應。本中心林彥谷博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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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能源材料之應用及發展，並摘要國際上近室壓Ｘ光

光電子能譜的發展及其應用。日本慶應大學的近藤 寬教
授報告利用近室壓Ｘ光光電子能譜的分析技術，分析一

氧化碳在不同鉑、銥、釕單晶面上的氧化反應，特別著

重探討表面氧化還原的影響。最後是成功大學化學系的

林榮良教授，利用程溫熱脫附 /熱反應實驗技術以及 X光
光電子能譜，探討 Ni(111)以及 Cu(100)單晶面上不同的
表面中間產物如何影響表面化學反應。下午的議程首先

由瑞士 Empa - Swiss Federal Laboratories for Materials 
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 Dr. Artur Braun報告，利用
臨場 X光散射技術得知了固態氧化物燃料電池中的觸媒在
反應過程中氧的變化以及晶粒大小的改變，結合電化學中

阻抗分析 (impedance)和臨場近邊緣 X光吸收光譜結構
分析來解析光解水反應中，氧氣產生的變化以及當時觸媒

的阻值，以及利用近室壓 X光光電子能譜來解析鋰離子電
池反應時的現象以及變化。美國 Lawrence Berkeley國家
實驗室的楊萬里博士報告，使用臨場近邊緣 X光吸收光譜
結構分析以及臨場 X光共振非彈性散射的技術，探討鋰離
子電池或鈉離子電池充放電時，鈉錳氧化物陰極的錳離子

的價數變化，並且利用錳離子氧化態的改變，提升電池的

長效性、穩定性、及整體效能。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Catalonia的 Prof. Jordi Llorca教授報告利用合金觸媒作
為蒸氣重組中的觸媒，可以利用近室壓 X光光電子能譜得
到在反應過程中合金觸媒的成分會因為反應而有所差異，

並且探討 CeO2觸媒在反應中氧的扮演角色以及機制。最

後是來自中國科學院上海微系統研究所的劉志教授，利用

近室壓 X光光電子能譜結合電化學實驗探討液相與固相
的表面與介面反應，並介紹他正在上海光源建造的兩座

APXPS系統以及科研議題。最後的討論會中，由王嘉興
博士介紹本中心的 APXPS的發展狀況以及未來規劃，並
且邀請用戶參與未來相關的實驗設計。

│ Workshop III: Neutrons for Condensed Matter 
Scientists │

中子與凝態科學研討會中邀請多位中子領域學者專

家於會中介紹中子散射和 X光散射的相關性與互補性，
從實驗的角度來討論多個與凝態科學相關的主題，包括

結構測定，磁性關聯性，聚合物動力學，薄膜和多層膜

等，該研討會之籌辦人為 Dr. Jason Gardner。上午議程
首先由 Dr. Jason Gardner介紹澳洲核子科學與技術組織
(ANSTO)之中子散射儀後，由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 Prof. 
Young-June Kim介紹中子與 X-ray在強關聯自旋軌域材

料之研究。中央大學物理系李文献教授分享其在鐵磁超

導材料發展的研究後，接著由美國 Argonne國家實驗室
之 Dr. Raymond Osborn介紹單晶漫射之進展。下午由中
山大學物理系周雄教授主持，首先由交通大學黃爾文教授

介紹有關中子技術在低、中與高熵合金之微結構與晶格彈

性之研究後，由 Dr. Jason Gardner介紹台灣之中子散射
儀 SIKA。接著由台灣大學農化系賴喜美教授主持，來自
英國倫敦瑪麗皇后大學 Prof. Ali Zarbakhsh 講述關於以
中子技術應用於油水介面上的表面活性介面劑結構的研究

後，由清華大學化工系陳信龍教授分享其利用 X-ray與中
子互補特性之小角度散射技術中，應用於自主裝 DNA-突
觸複合物結構之研究。有鑑於 ANSTO的台灣中子散射儀
SIKA已可透過本中心之中子用戶計畫申請使用，因此鼓
勵台灣用戶多加利用該設施來進行中子相關研究。

│研究群討論會│

同步輻射研究涵蓋領域廣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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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年 年 會 研 究 群 共 有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PX)、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及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A)等共六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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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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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助理及碩、博士研究生等共約 50人參加。會議
由本中心陳俊榮博士主持，首先由本中心簡玉成博士報告

TLS各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 BL13B1、BL13C1、BL15A1
這一年的最新情況，包括相關設施軟硬體現況與升級更

新、用戶服務、用戶使用滿意度與意見回復、用戶訓練課

程舉辦及研究成果統計等，過去一年國內外用戶群數穩定

成長，用戶利用實驗站所進行的科學研究在品質與重要影

響期刊的發表上均有顯著的提升。會中簡博士亦說明未

來 TPS微米 X光蛋白質結晶學光束線與實驗站的建造進
展與時程。接著，由陳俊榮博士說明中心與日本大阪大學

蛋白質研究所將於 9月 30日至 10月 1日兩天在中心共
同舉辦「Establishment of Structural Biology Network in 
Asia」國際研討會，以促進台、日與亞洲地區在結構生物
學的研究、合作與交流。此次會議以蛋白質結晶學應用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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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各國的講員們參觀台灣光子源加速器設施

學生與評審們於壁報展示區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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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為主，邀請台灣、日本、韓國、馬來西亞及泰國的學

者發表近期研究成果並進行學術交流，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此研討會。最後，與會用戶感謝中心與相關同仁持續提供

一流水準的蛋白質結晶學相關設施、用戶支援與訓練教

育，會議圓滿結束。

◆ Powder X-ray Diffraction (PXD)

粉末繞射研究群討論會於 9月 9日下午舉行，與會
人員有教授、中心同仁及學生等共約 40人，會議由莊裕
鈞博士主持，會議主要為「實驗設施報告」、「用戶報

告 -粉末繞射相關研究」及「討論及建議」。首先進行粉
末繞射召集人的交接，感謝東吳大學王志傑教授在過去兩

年的幫忙，未來兩年將由台北科技大學許益瑞教授擔任。

實驗設施報告部分，首先由 BL01C2光束線經理張仲凱
先生報告 Mail-in實驗規劃，目前 BL12B2/SPring-8已進
行數次測試，近期會將詳細辦法公告。在用戶研究報告部

分，為了增加中心與用戶之間的橫向連結，本次會議邀請

BL01C2及 BL17A的 6組用戶前來報告近期的實驗成果，
分別為中央研究院吳茂昆院士實驗室、台灣大學吳忠幟教

授實驗室、清華大學楊家銘教授實驗室、清華大學陳信龍

教授實驗室、新竹教育大學林志明教授實驗室及台北科技

大學許益瑞教授實驗室的年輕學者報告。六場報告皆利用

粉末繞射技術獲得重要的實驗證據，演講內容涵蓋超導、

液晶材料、催化反應、高壓實驗及結構解析，顯示粉末繞

射用戶研究課題的多樣性，與會同仁及學生都獲益匪淺。

此外 TPS第二期的高解析度粉末繞射光束線設計也已經
啟動，未來將陸續舉辦粉末繞射研討會，期望用戶及學生

皆能踴躍參加。

◆ Synchrotron Radiation-based Microscopy (SRM)

同步輻射顯微術研究群討論會由中央大學溫偉源教授

擔任主席，本中心陳家浩博士主持，會議共有中心內外約

40多位學者參加。今年共邀請三位學者報告該實驗室過
去一年的傑出研究成果。首先由本中心宋艷芳博士報告穿

透式 X光顯微鏡 (TXM)在能源材料上的應用，以及 TXM
在未來的功能升級規劃。第二位是成功大學吳亞娜博士報

告利用紅外光譜顯微術 (IR)的協助，研究草食性、肉食
性及雜食性動物牙齒的微結構及其功能，以及中央大學蔡

宏傑同學報告利用掃描式光電子能譜顯微術 (SPEM)進行
氧化石墨烯還原的動態研究。三位講者的演講內容豐富且

範圍廣泛，讓與會學者及同學皆受益良多。

◆ X-ray Absorption Spectroscopy (XAS)

X光吸收光譜研究群討論會由召集人中央研究院俞聖
法博士主持，共有 33位人員參加。首先由本中心包志文
博士簡報未來在台灣光子源興建 X光吸收光譜光束線之
規劃，其中一條將具備快速掃描的功能，提供毫秒級的時

間解析力，極適合用於探討催化反應的機制，或追蹤電化

學系統在充放電過程中材料結構的變化。隨後，李志甫博

士回顧近年所舉辦的訓練課程，參與的學員總數將近 500
人，相信對於用戶團隊的經驗傳承有所助益，未來在使用

TPS光束線時可以快速上手。後續將評估寒暑假期間皆
舉辦訓練課程，以便在同一年度內傳授給用戶數據收集技

巧與數據分析概念。

◆ X-ray and Neutron Scattering (XNS)

X光與中子散射研究群討論會由淡江大學杜昭宏教
授主持，邀請中心中子小組 Dr. Jason Gardner報告澳洲
ANSTO之 SIKA實驗站試車過程及最新實驗進展，另交
通大學黃爾文教授報告中子學會相關活動，以及本中心吳

文斌博士報告共振軟 X光散射光束線、于冠禮博士報告時
間同調 X光繞射光束線及古慶順博士報告 X光奈米繞射
光束線等台灣光子源散射、繞射相關周邊實驗設施建造進

度。目前三條光束線及實驗站均依時程建造，預計於年底

進行光束線試俥，並於明年 3月邀請用戶參與實驗站試俥
工作。會議最後進行召集人改選，鑑於明年 TPS試俥啟
用，更需經驗之士協助，故與會人員一致通過杜教授留任

召集人一職。

◆ Industrial Application (IA)

今年的產業應用研究群討論會有多位鋼鐵領域學者專

家與會，同時金屬工業中心、中鋼公司 -先進鋼鐵組織控
制研究中心 (台灣大學 )、中鋼公司 -金屬物性與微結構
研究中心 (中山大學 )亦派員參加。會中熱烈討論鋼鐵產
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以及同步輻射 X光技術能扮演的
角色。與會人員表示對於臨場加熱、臨場拉伸同步輻射 X
光繞射技術有迫切需求，該技術對於評估鋼鐵材料設計、

製程以及機械性質將有相當大的幫助，可以提供國內鋼鐵

產業前所未有的視界。光源產業應用小組將協助建置相關

設備，以落實同步輻射 X光技術於鋼鐵產業之應用，並參
考各先進國家的成功經驗，幫助鋼鐵產業再升級。會中並

選出下屆產業應用諮詢委員會主席，由交通大學黃爾文教

授擔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