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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源的演進，記錄著科技文明的進步

更承載著人類實現生活夢想的希望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位於新竹科學園區，擁有性能優異的同步加速器，提供一般實

驗室無法達到的高亮度光源，吸引全世界科技學術界前來使用，每年上萬人次的科學家與

學生利用尖端的技術與設備，日夜不休進行各種不同領域的科學實驗，得以探索浩瀚的宇

宙星際、深究複雜的生命結構、尋找新穎的奈米材料、創造永續的綠能環境、解開遠古的

生物面紗，為人類開創更美好、豐富的物質與精神生活。

同步加速器光源是近世紀科學研究

最具影響力的光源之一。

利用電子高速繞行軌道的方式，產生高亮度的光束，

帶領人類探索微觀的世界！ 





▲相對論效應使得電子以接近光速作圓周運動時

所發射的電磁波集中在切線方向，而不像行動

電話產生的電波向四面八方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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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磁波譜

光是人類觀察大自然的重要憑藉，也是電磁波。 

電磁波整個家族中，除了我們肉眼唯一看見的「可見

光」外，依波長的長短，還包含無線電波、微波、紅

外光、紫外光、X光、與伽瑪射線等，不同光源因其

特性在人類日常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

「同步加速器光源」涵蓋紅外光、可見光、紫外

光及 X光等波長範圍之電磁波，1947年首次在美國通

用電器公司的同步加速器上意外被發現，因為具有波

長連續、亮度極高、截面積小的特性，且波長範圍涵

蓋數十微米至數百分之一奈米，因此可以幫助人類觀

察肉眼所看不到的世界。

同步加速器光源



  尋找新穎材料 

使用光波長小且亮度高的光源來觀察材料的微

結構，是了解物質特性與開創材料應用的重要方法。

同步加速器光源結合先進的顯微與光譜技術，是尋

找新材料、研究奈米或更細小結構的重要實驗方法。

以高溫超導體研究為例，物理學家可以應用同

步加速器光源探索超導機制，或尋找即使在室溫也

具有零電阻值的新超導體。另外，以電子材料製程

為例，當製備出的電子儲存元件尺寸逐漸縮小至奈

米等級，材料表面的原子特性就顯得格外重要。利

用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獲取奈米尺度下的電子與原

子結構等重要訊息，進而找到更佳的材料，對提升

電子元件之儲存容量及速度將可發揮極大的效益。

同步加速器光源的應用

當同步加速器光源照射在物質上時，會產生許多不同的效

應。例如光電子發射、離子或中性原子脫離、吸收、散射、繞

射或產生螢光等現象，每一種效應皆與物質本身的物理或化學

特性有密切關聯。因此，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觀察物質，將可

準確地探究物質的內部結構及物質內電子間的交互作用。同步

加速器光源是二十一世紀尖端基礎科學研究、生醫科技及工業

應用不可或缺的實驗利器，可廣泛用於材料、生物、醫藥、物

理、化學、化工、地質、考古、環保、能源、電子、微機械、

奈米元件等領域。

  創造綠能生活

近年來人類所製造的化學品及產生的空氣污染已

嚴重地改變大氣結構，其中特別是化石燃料，其燃燒

後所產生的二氧化碳造成人為的溫室效應，導致全球

暖化、氣候變遷，大自然、生態、健康、經濟、社會

等正面臨前所未有最嚴厲的考驗。

科學家積極尋找高效率且沒有污染的能源，鋰離

子電池是低污染的綠能產品之一，它是一種充電電

池，主要藉由鋰離子在正極和負極之間的移動，將化

學能轉換為電能。利用空間解析度為 50奈米的同步

加速器光源穿透式 X光顯微術，可以觀測電極材料的

顯微影像，研究負極錫、鎳、錳或其他材料的顆粒在

電池充放電 (鋰遷入與遷出 )過程中即時的變化，得

知其大小、形狀、分布等內部微結構，未來將有助於

開發更高效能且持續性佳的鋰離子電池材料。

穿透光子

螢光

光

布拉格繞射

非彈性散射

光電子

離子與

中性原子

同步加速器光源是科研實驗的最佳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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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白質中複雜的多元體與輔因子構造扮演重要的功能角色，如催

化、代謝等。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解析稻米發芽過程極為

重要的酵素與特殊細菌中賴以為生的電子傳遞和氧化還原酵素。

蛋白質結構 蛋白質與 DNA 作用

▲蛋白質與核酸的相互作用是維持生命運作的

重要關鍵，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分析蛋

白質與 DNA 的鍵結關係。

  探索生命奧妙

從 DNA結構的發現到基因的解碼，科學家們利用現代生物科技探討更多

的生命奧秘。經由了解複雜的生命體，希望為醫藥研發、農漁業改良等帶來

新的契機。    

蛋白質是生命體中各種酵素、荷爾蒙和抗體的重要組件，但也是造成生

命威脅的病毒之主要成分。蛋白質由一個個氨基酸分子串連而成，結構龐大

而複雜，每種蛋白質因獨特的立體結構及氨基酸的序列，具備特殊功能，分

別執行不同的任務，因此蛋白質的獨特立體構造是讓我們瞭解蛋白質與其他

分子間作用的重要關鍵資訊。蛋白質結晶學近年來蔚然發展為生命科學的重

要實驗技術，利用高亮度且可調能量的同步加速器 X光光源，對蛋白質晶體

進行繞射實驗，可以解析出龐大的蛋白質結構中每個原子在三度空間的位置。

透過大量蛋白質結構資料庫之建立，將有助於了解生命科學現象與作用機制，

並可提供研發疾病的診斷及治療方法，提高農產業效率與品種改良，以及發

展生物科技。



  鑑定遠古生物 

遠古生物的活動型態是科學家亟想解開的謎

題，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超高解析二維紅外光譜顯

微術，解析一億九千五百萬年前侏儸紀早期各階段

恐龍胚胎化石，科學家發掘恐龍胚胎化石中殘留有

機物的種類與分佈情形，這是遠古化石內保存複雜

有機物的最古老紀錄。這項紀錄不僅讓人感到驚奇

與震奮，藉由恐龍胚胎化石中探測到的化學鍵，科

學家將可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各項實驗技術逐步解

開更多遠古生物的奧秘。 

▲侏羅紀早期的恐龍胚胎化石中有機殘留成分之紅外光譜及其空間分佈影像（研究成果刊登於 Nature 496, 210 (2013)）

  解開星際之謎

宇宙是如何誕生 ? 星球是如何形成 ? 這些是幾世

紀來科學家們亟思探索的問題。在太陽系或其他太空

環境中，真空紫外光是重要的演化動力。藉由光分解

和化學反應，可以生成超過 160種不同的太空分子。

因此，利用真空紫外光及先進實驗技術，可探討太空

分子的光物理與光化學特性。

利用同步加速器產生的真空紫外光做為激發光

源，讓重要的星際分子 (氮氣及甲烷混合氣體 )於模

擬太空的低溫環境中進行光分解和光游離，並使用紅

外光譜儀分析其裂解物及生成物， 將有助於我們深入

瞭解太空環境中星際分子的化學轉換機制與演化。而

結合同步輻射真空紫外光游離法與交叉分子束系統，

可大幅降低產物游離後再裂解情形，將有助於瞭解 

星際介質中較大碳氫化合物之生成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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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電磁學的理論，帶電粒子的運動速度或方向改變時會放射出電磁波。當電子以接近光速飛行，受到

磁場作用而發生偏轉時，便會因相對論效應沿著偏轉的切線方向，放射出薄片狀的電磁波，這就是「同步加

速器光源」。以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的台灣光源 (Taiwan Light Source, TLS)為例，由注射器（①）產生之電

子經由傳輸線（②）進入儲存環（③），電子在環中經過偏轉磁鐵或插件磁鐵會產生同步加速器光源，經過

光束線（④）導引到實驗站，科學家便可使用光源進行實驗。

TPS 加速器磁鐵系統

N

S N S N S N S

S N S N S N

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產生

電子束

同步加速器光源



           注射器（直線加速器與增能環）

電子束由電子槍產生後，經過直線加速器加速至

能量為五千萬電子伏特，電子束進入周長為七十二公

尺的增能環後，繼續增加能量至十五億電子伏特，速

度非常接近光速（0.99999995倍）。

          傳輸線

注射器產生的電子束經由傳輸線進入儲存環，傳

輸線的長度為七十公尺。

▲上圖為 TLS 同步加速器示意圖，為使圖解清楚，各元件之尺寸比例與實際情形有所差異；

另儲存環每一偏轉段有三座偏轉磁鐵，在本圖僅以一座偏轉磁鐵代表。

           儲存環

電子束進入六邊形設計、周長為一百二十公尺的

儲存環後，環內一系列磁鐵導引電子束偏轉並維持在

軌道上，如此一來，電子束便能於每一圈的運行中在

偏轉磁鐵切線方向或插件磁鐵下游產生光束。由於電

子會因產生光而損失能量，因此環內裝置高頻系統，

用來補充電子的能量。

           光束線

光束線是同步加速器光源與實驗站之間的一座橋

樑。理論上，在每一處電子偏轉的地方或插件磁鐵的

直線下游，都可以打開一個窗口，利用光束線將同

步加速器光源引導出來，最後到達實驗站。  

插件磁鐵（增頻磁鐵／聚頻磁鐵）

插件磁鐵為一系列極性交錯排列的磁鐵，使電子束經過時，會

產生多次偏轉。若將磁場強度提高，可使電子擺動幅度變很大，並

讓所放射出之同步加速器光譜提升至更高能量，如軟 X光甚至硬 X

光，但光在特定光譜無法形成建設性干涉，此類插件磁鐵稱為增頻

磁鐵。若將磁場交替的強度參數變小，使電子擺動的幅度變小，放

出的光可在特定光譜形成建設性干涉，大大提升光亮度，此類插件

磁鐵稱為聚頻磁鐵。

3

4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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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科學研究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已開放 26座運轉中的光束線（含 2座位於日本 SPring-8的台灣專屬光束線），可

提供給科學家們進行各類型的先進科學實驗，藉以挑戰各研究領域中最具前瞻性的科學議題。因此，每一座光

束線的光通量、解析度、成像大小與能量範圍均是針對各類實驗主題而量身設計，並依此建造對應的光學系統

與實驗設備。



  實驗站

實驗站位於光束線末端，針對不同的研究主題以及

光束特性，架設專業的實驗量測工具和樣品環境設備，

例如：樣品位置觀測儀、光學元件、繞射儀和光束位置

監視器。當同步加速器光源照射在物體上時，產生許多

來自物體本身特定的物理或化學屬性之效應，例如：光

電子激發、離子或中性原子脫離、光吸收、反射或穿透、

光散射、繞射或產生螢光，須藉由顯微鏡或光譜儀等設

備進行量測。

  資料分析

一般由實驗站取得數據資料後，用戶即可帶回自

己的實驗室進行分析。然而，線上資料分析功能，不僅

能在第一時間檢視資料成果，並可提供即時資料分析回

饋。現今資料的蒐集比過去更快速且更大量，因此強大

的計算功能才能符合線上資料分析的需求。

水平聚焦鏡

光源入口

垂直聚焦鏡

入口狹縫

分光儀

出口狹縫

再聚焦鏡

接實驗站

水平聚焦鏡 ：將光源在水平方向聚焦於出口狹縫。

垂直聚焦鏡 ：將光源在垂直方向聚焦於入口狹縫。

入 口 狹 縫 ：調整狹縫開口的大小可控制光的解析

度及強度。

分 光 儀 ：以光柵或晶體選取單一波長的光

（此圖中為光柵分光儀）。

出 口 狹 縫 ：調整狹縫開口的大小可控制光的解析

度及強度。

再 聚 焦 鏡 ：將光聚焦至實驗站樣品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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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中葉，同步加速器是高能物理學家專門用以找尋基本粒子與探索宇宙本質的重要工具。自從同

步加速器產生的電磁波被發現後，物理或化學家於高能物理研究的空檔，利用電磁波進行科學實驗，後人便

稱此類光源為第一代同步加速器光源。

1970年代，科學家們逐漸體認到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優異性，先進國家紛紛開始興建專門為產生光源的同

步加速器，此為第二代同步加速器光源。

1980年代，科學家們提出新的構想，著重在儲存環中安裝特殊插件磁鐵，例如增頻磁鐵或聚頻磁鐵，藉

此使電子由一次偏轉變成多次偏轉，同步加速器光源的亮度則可提高一千倍以上，此為具有低散度、高亮度

特色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光源。

目前全世界約有五十座實驗用的同步加速器光源，其中第三代加速器光源於 1994年起陸續建造完成，

我國第一座同步加速器 -台灣光源於 1993年完工啟用，成為國際間第三座第三代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鑑於

科學家對高亮度光源的殷切需求，我國第二座同步加速器 -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自 2007年

經政府核准，2010年開始興建，完成後預定成為全世界亮度極高的同步加速器之ㄧ。

同步加速器光源發展



  世界上主要第三代同步輻射設施

設備名稱 國家 能量 建造完成年份

Europe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ESRF) 法國 6.0 1992

Advanced Light Source (ALS) 美國 1.9 1993

Taiwan Light Source (TLS) 台灣 1.5 1993

Elettra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ELETTRA) 義大利 2.4 1993

Pohang Light Source (PLS) 韓國 2.5 1995

Advanced Photon Source (APS) 美國 7.0 1995

MAX-Lab (MAXII) 瑞典 1.5 1997

Super Photon Ring – 8 GeV (SPring-8) 日本 8.0 1997

BESSYII Accelerator (BESSYII) 德國 1.9 1998

Swiss Light Source (SLS) 瑞士 2.4 2001

Canadian Light Source (CLS) 加拿大 2.9 2003

Stanford Synchrotron Radiation Laboratory (SSRL-SPEAR3) 美國 3.0 2004

SOLEIL Synchrotron (SOLEIL) 法國 2.75 2005

Diamond Light Source (Diamond) 英國 3.0 2006

Australian Synchrotron 澳大利亞 3.0 2007

Shanghai Synchrotron Radiation Facility (SSRF) 中國 3.5 2008

PETRA III at DESY 德國  6.0      2008

Synchrotron Light Facility (ALBA) 西班牙 3.0 2010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 台灣 3.0 2014

National Synchrotron Light Source II (NSLSII) 美國 3.0 2014

MAX-IV Laboratory 瑞典 1.5/3.0 2015

Sirius : the New Brazilian Synchrotron Radiation Source 巴西 3.0 建造中

備註：能量單位為十億電子伏特（GeV）

中國 SSRF (3.5 GeV)

日本 SPring-8 (8 GeV)

英國 Diamond (3 GeV)

美國 APS (7 GeV)

瑞士 SLS (2.4 GeV)

法國 ESRF (6 G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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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源自 1994年 4月起開放供國內外學術科技界使用，隨著近幾年周邊實驗設施逐漸興建完成，光束線實

驗設施由啟用時的 3座增加至目前的 24 座，光源涵蓋範圍由紅外線到硬 X光，此外，本中心在日本 SPring-8光源

設施建有 2座台灣專屬光束線。台灣光源運轉至今，國內外研究人員使用本中心光源的人次快速增加，研究成果在

質與量上亦呈現大幅成長，各領域已做出數量可觀的世界一流科學實驗。台灣光子源完成後，我們有更遠大的願景：

成為世界頂尖的超高亮度同步加速器光源，建構世界一流的跨領域共用實驗設施，取得國際領先地位。

開創嶄新實驗技術，拓展科學研究領域，特別是生物醫學及奈米科技，促使我國學術研究更臻世界頂尖水準。

協助高科技工業進行產品研發與製程優化，提升我國知識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吸引更多國際團隊前來進行實驗或建造其專屬光束線，增進國際合作，提升我國的國際聲望。  

成為延攬國際傑出人才長期在我國從事跨領域尖端科學研究之重要誘因。

引導、培育年輕學子投入尖端科學研究，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科學發現。

1993 TLS 啟用典禮 2005 蛋白質核心設施啟用 2010 TPS 動土典禮 2015 TPS 落成典禮

台灣同步加速器光源發展



●  1981 國科會成立「同步輻射可行性研究小組」。

●  1983 行政院同意設立「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並先成立「指導委員會」。

●  1986 「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籌建處」成立，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舉行建基動土典禮。

●  1993 舉行「台灣光源啟用典禮」。

●  1994 正式開放光源供國內外學術科技界使用。

●  1998 與日本 SPring-8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共同簽署國際合作備忘錄，規劃建造兩座台灣專屬光束線。

●  2001 日本 SPring-8 兩座台灣專屬光束線建造完成。

●  2003 行政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籌建處改制為「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  2007 行政院同意「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興建計畫」。

●  2010 台灣光子源興建工程舉行動土典禮。

●  2012 開始執行台澳中子計畫。

●  2015 舉行「台灣光子源落成典禮」。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重要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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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戶年會暨光源啟用二十週年回顧（2013）

▲ TPS 公共藝術 -「悠然明心」 ▲「 讓物理光耀世界」新竹點燈活動（2005）▲ 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2006）

▲ 國科會 50 科學之旅活動 II（2009）▲ 國科會 50 科學之旅活動 I（2009）





同步加速器光源

30076 新竹市科學工業園區新安路101號 
Tel :
Fax:
http:

+886-3-578-0281 
+886-3-578-9816
//www.nsr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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