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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國棟研究員獲聘擔任本中心加速器副主任∣

第五屆第二次董事會暨第三

次監事會聯席會議已通過許國棟

研究員之副主任聘任案，自 105
年 4 月 1 日起生效。許副主任的
專業領域為加速器控制系統、時

序同步系統、診斷系統、射束軌

道穩定系統、射束不穩定現象壓

抑系統。由於加速器的組件眾多，

控制通道有數十萬個，隨著不同階段的發展陸續有新的

元件安裝及控制通道持續增加，控制系統負有整合加速

器各子系統運轉環境的任務，須具備可擴充性及超高穩

定度的特性，以滿足同步加速器光源的運轉需求。許副

主任以其多年的工作經驗，對加速器的運轉、維護、與

功能之提升有深入瞭解與豐富經驗，未來仍將投入團隊

的溝通、解決系統運轉等新挑戰，以提供高品質的光源

給國內外用戶進行跨領域之尖端研究。

∣第五屆第二次常務董事會議∣

第五屆第二次常務董事會議已於 5 月 11 日上午順
利舉行，依例由果尚志主任報告中心現況，會議中常董

們對未來碩博士生銳減對中心發展造成衝擊多所關切，

期許中心在 TPS 優勢五年內充分發揮競爭優勢並產出
科學亮點，則可激勵國內學研界進行尖端科學研究。

∣第八屆科學諮詢委員會會議∣

第八屆科學諮詢委員會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SAC)會議於 6月 27、28日舉行，針對用戶們最關心的議
題：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功能與特性、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

下一階段規劃與台灣光源現有光束線搬遷規劃等，邀請

國際知名的同步輻射學者專家和本中心研究人員與實驗

設施建造團隊共同討論。此次會議主題包含台灣光子源

第一期實驗設施試車概況報告、台灣光子源第二期光束

線實驗設施規劃與台灣光源光束線搬遷等，未來台灣光

子源和台灣光源的實驗設施將涵蓋各研究領域的實驗使

用需求，期能促進我國同步輻射新穎科學研究之發展。

∣台灣光子源運轉電流已達到 300 mA恆定電流
的運轉模式∣

台灣光子源於今年 3 月開始進入新的運轉及試車階
段，在 3 月 24 日至 6月 28日、為期 14 週的試運轉期
間，每週固定排定 5 天 24 小時連續運轉時段，主要提
供加速器與光束線的整合試車作業，並提供整合完成的

光束線進行試車實驗。在台灣光子源加速器團隊的努力

下，今年 5 月下旬，台灣光子源加速器之儲存環運轉電
流已可達到長時間 300 mA恆定電流的階段目標。

∣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光束線實驗設施試車近況∣

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光束線實驗設施建置計畫，刻正

執行建造蛋白質微結晶學 (TPS 05A)、時間同調 X 光
繞射 (TPS 09A)、X光奈米繞射 (TPS 21A)、X 光奈米
探測 (TPS 23A)、同調 X 光散射 (TPS 25A)、軟 X 光
散射 (TPS 41A) 及次微米軟 X 光能譜 (TPS 45A) 等 7
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目前 05A、09A、21A、25A 已初
步完成基本功能建造，並邀請用戶進行試車實驗，實驗

結果顯示 TPS 光束線實驗設施之功能已達設計目標，
且可快速蒐集實驗數據、大幅縮短實驗時間。台灣光子

源即日起徵求計畫申請 (call for proposal) 至 6 月 30
日，且自 9 月起將陸續開放供全國科技界使用，預計將
可開放 05A、09A、21A、25A 等四座光束線。台灣光
子源是我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跨領域共用研究設施平

台，預計第一期 (2011 - 2017) 建造七座光束線實驗設
施、第二期 (2016 - 2020)建造九座光束線實驗設施 (其
中 6 座由台灣光源搬遷至台灣光子源 ) 和第三期 (2021 
- 2023) 建造九座光束線實驗設施，規劃建造 25 座以
上之先進光束

線實驗設施，

致力於物理、

化學、生物醫

學與科技、半

導體科技、能

源與環境科學

及各類材料科

學等基礎與應

用研究，台灣

光子源將成為

研究人員進行

前瞻性尖端科

學研究之最佳

利器。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試車討論會∣

今年 3 月起台灣光子源第一期七條光束線開始陸續
試車，為使有興趣使用台灣光子源光源設施的用戶們能

瞭解 TPS 第一期實驗設施之試車概況，本中心於 6 月
4 日舉辦「台灣光子源光束線試車討論會」，由 TPS 
Phase I 光束線相關同仁及先期實驗用戶，針對軟 X 光
散射、次微米軟 X 光光譜、同調 X 光散射、時間同調
X光繞射及 X光奈米繞射等，向與會人士介紹台灣光子
源第一期光束線實驗設施之特色、研究契機、以及報告

試車成果，共同討論 TPS 光束線實驗設施開放時可能
的議題。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實驗設施規劃與分佈

許國棟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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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物研究學術交流會∣

為了探索恐龍的神秘面貌，本中心於 6月 25日舉行
科普演講，邀請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

周忠和博士與徐星博士，以及本中心李耀昌博士和王俊杰

博士，為大家帶來精采的古生物科普演講。周博士為世界

知名的古鳥類專家，也是「孔子鳥」化石的發現者之一，

他提出了一些支持鳥類恐龍起源學說以及鳥類飛行樹棲起

源假說的新證據。徐博士的研究成果創造了很多個世界第

一，目前在中國共發現 170多種恐龍物種，而徐博士就囊
括了 60餘種。四位講員以風趣生動的故事角度，呈現「恐
龍怎麼演變成鳥類飛向藍天」、「古生物鳥類的食與色」、

「 同步輻射如何再現億萬年前的恐龍膠原蛋白」，以及「同
步輻射光探索恐龍牙齒的奧秘 」等演講內容，引發與會者
的熱烈討論。

∣本中心和成功大學簽訂雙方合作協議∣

本中心果尚志主任與台南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於 4
月 27 日簽訂雙方合作協議，將擴充合作的研究領域與
規模，並共同規劃「加速器光源學程」，有計畫地培育

下一代的菁英。成功大學是台灣規模最大的綜合型大學

之一，結合中心的同步加速器優質光源，將可吸引南部

各領域的人才進行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之研究。此外，

本中心與成功大學自 2009 年起即已共同成立「蛋白質
結晶學實驗室」，研究人員在成功大學培養出各種蛋白

質晶體後，再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進行結構解析。蛋白

質結晶學實驗室數年來已有多篇研究成果刊載於國際知

名期刊，包括：風濕性關節炎、血癌、絨毛膜癌的藥物、

石斑魚病毒防疫、果寡糖健康食品等研究。未來透過雙

方的合作協議將可帶動研究資源共享與升級，可望提升

台灣的科技實力與研發動能。

∣第二十一屆生物物理年會∣

第二十一屆生物物理年會於 5 月 19 - 21 日在清華
大學舉辦，本中心為協辦單位之一。此次會議除新穎生

物物理學、蛋白質動力學和折疊 / 非折疊、蛋白質與核
酸、蛋白質微結晶學和整合生物物理學等生物相關主題

外，第二天下午特別規劃先進台灣光子源的議程，邀請

新加坡用戶 Dr. Robert Robinson 與本中心宋艷芳博士
演講，並由本中心陳俊榮博士報告台灣光子源蛋白質結

晶學光束線 (TPS 05A) 的試車現況，以及中心生命科

本中心與成功大學共同簽署合作協議 (前排左四為成大蘇慧貞校長、
前排左五為本中心果尚志主任 )

屋頂太陽能設置規畫示意圖

第二十一屆生物物理年會與會者參觀台灣光子源蛋白質結晶學實驗

站與控制室。

學研究的相關設施及近期成果。在演講結束後，安排會

議講員和與會者前來中心參觀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介

紹台灣光子源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 (TPS 05A)、台灣光
源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 (BL13B)、小角度 X光散射實驗
站 (BL23A) 和其他生物科學相關實驗站，讓國內外生命
科學與生物物理研究學者可以了解我國的先進實驗設施。

∣本中心屋頂太陽能計畫進度∣

台灣因自有能源不足，可能面臨能源短缺的情境，

因此政府積極推展再生能源以因應之。在所有再生能源

中，以太陽能發電為較具潛力的項目，為鼓勵其發展，

政府於 2012 年成立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透過保證台
電購電及合理利潤等機制，推動並鼓勵民間設置太陽能

再生能源系統。本中心為響應政府政策，計畫分三期於

建築物屋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 ( 如下圖所示 )，期能
達到美化屋頂與遮陽節能的效果。太陽能發電計畫經提

報本中心董事會同意以自籌資金執行，目前第一期計畫

已完成發包作業，規劃於 2016 年底完成系統設置並開
始售電，預估每年將發電 45 萬度，以 20 年期計算，
每度電成本約為 2.5 元，與向台電購電之成本相近，而
在自籌資金運用方面，初步估算亦優於一般市場投資，

顯示中心發展太陽能發電計畫具有正面的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