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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子源說明會」圓滿落幕∣

台灣光子源是全世界最亮的加速器光源之一，亮度

相當於傳統 X光機的 1兆倍。為了讓用戶知道台灣光子
源的加速器特性與科研契機，本中心自 2015年 12月
起至 2016年 1月陸續舉辦了七場台灣光子源光束線開
放說明會，介紹第一期七條光束線與實驗設施的功能和

應用。由果尚志主任及黃迪靖副主任領軍，與七條光束

線負責人前往各會場，包含在中鋼舉辦的材料年會、台

大、成大、清大、交大、興大、以及在中山大學舉辦的

物理年會，活動共計 534人參與，與會者踴躍提問，
引領期盼著新光源的啟用。3月份開始，本中心陸續對
七條光束線進行測試，也歡迎用戶攜帶樣品到台灣光子

源進行實驗。本中心將於 6月 4日舉辦「台灣光子源
光束線試車研討會」，將對用戶說明第一期實驗設施的

光束線規格與功能，以及近期試車結果。有了優質的光

源與設施，未來還需要各種創新的發明與實驗，才能把

台灣光子源的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今後本中心將持續

與用戶們共同努力，發展各種優異的技術與新穎的應用

方法，促使科技能大幅向前邁進。其他詳盡內容請參考 
http://tpsportal.nsrrc.org.tw/tps/preactivity.aspx

∣2016 布拉格同調 X 光繞射影像國際研討會∣

布拉格同調繞射影像 (Coherent Diffractive Imaging, 
CDI)是目前使用高亮度同步光源與 X光自由電子雷射技
術進行尖端奈米科學研究的新興工具，許多科學研究的

結果亦已藉此實驗技術獲得論證。為推廣此實驗技術之應

用，本中心於 3月 23、24日舉辦 2016布拉格同調 X光
繞射影像國際研討會，會議內容主要針對同調 X光材料
分析之基礎理論與最新應用，邀請國內外的學者專家與會

演講。台灣光子源第一期七座光束線實驗設施中，有三座

光束線主要是針對 X光同調實驗的需求而設計，包括同
調 X光散射光束線 (TPS-25A1)、共振軟 X光散射光束線
(TPS-41A1)和X光奈米探測光束線 (TPS-23A1)等，因此，
在 TPS光束線實驗設施即將開放之際，也希望藉由此研
討會促進台灣光子源科學新契機的廣泛討論。

∣X 光蛋白質微結晶學先進技術討論會∣

中央研究院與本中心於 3月 4日共同舉辦 X光蛋
白質微結晶學先進技術討論會，邀請日本理化學研究所

(RIKEN) Prof. Masaki Yamamoto擔任特別講員，以及邀
請 RIKEN的 Dr. Kunio Hirata、 Dr. Keitaro Yamashita、
中研院馬徹博士、愛爾蘭三一學院 (Trinity College, 
Ireland) Dr. Chia-Ying Huang和本中心科學研究組陳俊榮
博士擔任講員，共同討論大分子蛋白質和蛋白質微結晶學

等科學研究與實驗設施之最新進展。

∣2016 年自由電子雷射冬季課程∣

自由電子雷射已被國際科技界認為是未來最重要的

第四代光源，目前自由電子雷射技術發展迅速，是未來先

進 X光科學研究的利器，在科技研究之創新與突破方面扮
演極關鍵的角色。許多國家正如火如荼地推動及興建第四

代加速器光源設施，美國與日本已陸續建造完成 LCLS及
SACLA大型自由電子雷射設施，台灣培育第四代加速器
光源及其應用人才亦刻不容緩。「2016年自由電子雷射
冬季課程」(Winter School on Free Electron Lasers 2016)
於1月18 - 22日舉辦，此次課程共有34位學生報名參加。
本中心邀請到國內外著名的自由電子雷射專家授課，讓學

生對自由電子雷射以及加速器應用有更深入的了解，並引

發學生對此領域之設施技術與研發上的興趣，藉此機會訓

練達到紮根加速器科技研究與應用之目的。

∣本中心同仁獲邀於 2016 中華民國物理年會中演講∣

中華民國物理年會是國內物理界的重要年度盛事，

2016年物理年會於 1月 25 - 27日在中山大學舉行，本中
心並於會中安排「加速器科技與物理」議程，讓與會人士

能進一步瞭解台灣光子源試車進展、磁鐵設計和超高真空

技術。物理年會會議主題涵蓋多項領域，今年本中心有 15
位同仁於奈米科學、超導與強關聯電子系統、表面物理 /
掃描探針顯微術、生物物理 /軟物質、半導體等領域演講，
其中 5位為邀請講員，於會中與物理界學者們交流最新的
研究成果。適逢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將於今年 9月開放使
用，本中心於 1月 25日中午舉辦「TPS光束線開放說明
會」，介紹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之實驗技術與設施開放進

度，以增進國內研究人員參與台灣光子源的科學實驗。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開放說明會 (台大場 ) 2016自由電子雷射冬季課程與會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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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訊息∣

本中心同仁於 2016 物理年會獲頒「特殊貢獻獎」

和「2016 年物理學會會士」殊榮

陳建德院士獲頒 2016 年物理學會特殊貢獻獎 

本中心特聘研究員陳建

德院士獲頒中華民國物理學會

的「特殊貢獻獎」，以表揚他

對物理界與同步輻射領域的貢

獻。2010年開始，陳院士擔
任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

計畫的總主持人，帶領整個興

建團隊 (包括土木、機電及加
速器設施 )，從初始之設計、
規格確認、興建至試車，投

入極大的心血。最後，經過硬

體測試、改善及優化後，終於

2014年 12月 31日成功地將
電子注入儲存環，綻放出 TPS第一道同步加速器光芒，
並締造了全世界加速器光源的最快試車紀錄。2015年 12
月 12日，台灣光子源的加速器儲存電流超越了設計值—
500毫安培 (mA)，達到了 520 mA，以不到一年的時間將
儲存電流提升百倍，創下最快達到電流設計值的紀錄，證

明了台灣光子源在設計、建造、整合及試車各方面皆已達

世界頂尖水準。陳院士於典禮中說：「這是大家共同努力

的成果。」因此把這個獎項轉送給本中心全體同仁，由果

尚志主任代表受獎。面對外界的讚揚，虛懷若谷的陳院士

表示純係一個科學家對創新科學研究的執著。

黃迪靖副主任獲頒 2016 年物理學會會士 

本中心特聘研究員暨副主任黃迪靖博士獲頒「中華民

國物理學會會士」，以表揚他在學術研究之傑出成就。黃

副主任於軟 X光能譜在凝態物理領域之應用，其貢獻備受
國內外物理學界推崇。近年來，其研究團隊研發出嶄新的

非彈性軟 X光共振散射 (RIXS)實驗技術，締造世界上能
量解析力最高且量測效率提升 10至 100倍的優異紀錄。
未來，他將結合台灣光子源的超高亮度軟 X光光源，非彈
性軟 X光共振散射實驗技術之能量解析力將可再大幅提升
6倍，為物質微觀電子與磁性結構之研究開創嶄新契機。

	周方正教授獲頒 2016 年物理學會會士  

本中心合聘研究員周方正教授獲頒「中華民國物理學

會會士」，藉此表揚他在學術研究之傑出貢獻。周教授主

要研究方向為透過特殊單晶成長與電化學嵌入技術，突破

凝體物理材料的研發限制。他的單晶製備技術與品質已具

國際領導地位，成為國內外凝態物理材料研究實驗中，不

可或缺之單晶來源。

羅國輝副主任榮獲西川哲志獎

2016年第七屆國際粒子加速器會議 (7th International 
Particle Accelerator Conference, IPAC)，於 5月 8 - 13日
在韓國釜山舉行，本中心副主任羅國輝博士將於會中獲頒

「西川哲志獎 (Nishikawa Tetsuji Prize)」，以表彰他在台
灣光子源的卓越成就。羅博士在台灣光子源興建期間，負

責整個計畫預算之管控、工程進度及合約執行之處理等，

成功引領台灣光子源成為世界最亮的光源。台灣光子源在

興建期間曾面臨全球性金融風暴、軟弱土層、空間不足、

介面複雜及子系統規格嚴苛等各種挑戰，在土木建造時

期，須同時確保緊鄰的台灣光源 (TLS)與行政大樓的正常
運作，其中須預防深度開挖沉陷、施工防震、夏季防颱洪

以及人員安全等問題，使得台灣光子源相較於全球其他加

速器之建造，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在加速器中，除儲存

環自行設計製造外，更挑戰增能環的設計製作；而電子束

成功注入儲存環，對未來台灣發展醫用粒子加速器奠下重

要基石。另外，採用超導高頻共振腔將輸出功率及電流推

向峰值也是另一項挑戰，在超導共振腔安裝完成後的短短

４個月內，成功地將儲存電流推向 520 mA，並超越設計
目標。加速器興建團隊逐一克服各種艱難的挑戰與考驗，

並締造數項加速器光源設施紀錄。(更多資訊，請參考
http://www.ipac16.org/general/accelerator-prize-winners.

html)

本中心用戶榮獲 104 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104年度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獲獎名單已經揭曉，本中
心用戶共有 7位榮獲此殊榮，包括中央研究院原分所林志
民研究員 (物理化學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胡宇光研
究員 (軟物質及生物物理 -實驗 )、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
程學系陳俊維教授 (光電物理 -實驗 )、台灣大學化學系陳
俊顯教授 (分析化學 )、清華大學化學系黃國柱教授 (物理
化學 )、清華大學奈米工程與微系統所葉哲良教授 (自動
化技術 )和台灣大學電子所劉致為教授 (微電子工程 )等 (依
姓氏筆畫排序 )，其在各領域之研究實力與學術成果受到
矚目。

本中心用戶榮獲侯金堆傑出榮譽獎

侯金堆傑出榮譽獎的設立主要是鼓勵企業應兼負社會

責任和對教育學術之投入，其具有三個前瞻性的意義：第

一，民間企業鼓勵學者專家投入創新研發；第二，民間企

業鼓勵學術界培育產業人才；第三，民間企業承擔國家學

術研究的責任。本中心用戶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杜正

恭講座教授以其在薄膜技術、表面改質、電子構裝可靠度、

結構陶瓷、電子顯微鏡分析、奈米粉末、能源材料、無鉛

銲料、牙醫材料領域之研究成果，榮獲「2015年侯金堆
傑出榮譽獎 -材料科學類」殊榮，獲得各界一致的贊同。

陳建德院士於典禮中將獎項轉

送給本中心全體同仁，由果尚

志主任代表受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