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目     次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總說明 
(退回重送版) 

壹、概況 
一、設立依據 …………………………………………………………………..1 
二、設立目的 …………………………………………………………………..1 
三、組織概況 …………………………………………………………………..2 
 

貳、工作計畫 
一、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計畫 ………………………..3 
二、台灣光源(TLS)計畫..……………………………………………………..11 
三、台灣光子源(TPS)計畫……………………………………………………21 
四、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計畫……………………………………………..28 
五、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31 
六、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旗艦計畫…………………………………………..34 
 

參、本年度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38 
  二、現金流量概況……………………………………………………………..38 
  三、淨值變動概況……………………………………………………………..38 
 
肆、前年度及上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105年度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39 
  二、106年度已過期間預算執行情形…………………………………………52 
 
伍、重大承諾事項或有負債說明………………………………………………..52 

主要表 
壹、 收支營運預計表……………………………………………………………53 
貳、 現金流量預計表……………………………………………………………54 
參、 淨值變動預計表……………………………………………………………55 

明細表 
壹、 收入明細表………………………………………………………………....57 
貳、 支出明細表…………………………………………………………………58 
參、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62 

參考表 
壹、 資產負債預計表……………………………………………………………69 
貳、 員工人數彙計表……………………………………………………………71 
參、 用人費用彙計表……………………………………………………………72 
肆、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經費用人費及人力概況表……………………………73 
伍、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專案計畫彚計表………………………………………74 
陸、 政府科發基金預算補助研究計畫明細表…………………………………75 
柒、 民間委託研究計畫及技術服務明細表………………………………..…..78 



 

 

 

 

 

 

 

 

 

 

 

 

 

 

 

總  說  明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1 

壹、 概況 

一、設立依據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係依據立法院於民

國91年5月24日通過，並由總統91年6月19日華總(一)義字第09100121470

號令公布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設置條例」，於民國 92 年 5

月 20 日完成法定設立登記，6 月 3 日正式揭牌運作。 

二、設立目的 

本中心以有效運轉及利用同步輻射設施，執行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

究，提升我國科學研究之水準及國際地位為宗旨。為達此設立之目的，其

效益必須經由同步輻射加速器及周邊實驗設施的順利運轉，提供全國學術

科技界世界級頂尖之實驗設施，以從事尖端之科學研究而彰顯。除持續維

護加速器順利運轉，落實加速器應有的功能外，未來更需落實高亮度同步

輻射光源之研發與興建，提供學術科技界更優質的光源，以從事世界一流

之同步輻射相關研究。 

依據「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設置條例」，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加速器及插件磁鐵之研發建造、運轉維護及功能之提升。 

(二) 光束線及實驗站之研發建造、運轉維護及功能之提升。 

(三) 先進同步輻射光源及實驗設施之提供及推廣應用。 

(四) 同步輻射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究之研擬、規劃及執行。 

(五) 同步輻射相關科技人才之培訓。 

(六) 同步輻射研究相關國際合作及交流之促進。 

(七) 有關本中心輻射安全及一般安全之防護事項。 

(八) 其他有關同步輻射業務之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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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組織概況 

依據本中心設置條例，本中心之主管機關為科技部，本中心設有董事

會，現有董事 15 人，由行政院院長就科技部部長及有關機關首長，與國內

外具有卓越科學技術成就及國際聲望之學者專家遴聘之。董事會置董事長 1

人，由行政院院長聘任之。另並設有監事會，置監事 3 人，其中 1 人為常

務監事，均由行政院院長聘任之。本中心置主任 1 人，副主任 1~2 人，均

由董事會聘任之。主任受董事會之指揮、監督，綜理本中心業務，副主任

輔佐主任，襄理本中心業務。 

本中心董事會下設有稽核小組處理稽核相關業務。因業務執行需要，

本中心設有光源組、儀器發展組、實驗設施組、科學研究組、行政組，及

輻射及操作安全組等共 6 組。 

本中心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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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工作計畫 

一、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計畫 

(一)計畫重點 

同步加速器光源是二十世紀以來科技研究最重要的光源之一，已廣

泛應用在材料、生物、醫藥、物理、化學、化工、地質、考古、環保、

能源、電子、微機械、奈米元件等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因而被稱為現

代的「科學神燈」，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的建造已成為各國高科技能力

的指標之一。如今全球供實驗用的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約70多座，我國

現有之二座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台灣光源(Taiwan Light Source, TLS)」
與「台灣光子源(Taiwan Photon Source, TPS)」即座落於本中心。此二座

高精密光源設施係由國人自行設計建造，第一座同步加速器-台灣光源

(TLS)，係亞洲首座第三代同步加速器設施，電子能量為1.5 GeV、周長

120米，於民國82年10月正式啟用、83年4月起開放光源供國內外學術科

技界申請使用。第二座同步加速器-台灣光子源(TPS)，電子能量為3 GeV、
周長518.4米，具極高亮度(亮度達1021 photons/s/0.1%BW/mm2/mr2)、低束

散度(束散度小於2 nm-rad)，亮度比TLS光源高出約10萬倍，為世界上亮

度最高的同步加速器光源群之一，於民國104年1月落成、105年9月正式

啟用，開放光源供用戶申請使用。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
目標主要係為維持本中心之正常營運與共通性事務之順利執行，設立友

善便利的服務窗口，提供優質的研究環境與服務，並完善執行輻射安全

相關設施之運轉與功能提升，健全環境安全衛生管理、資訊、消防及事

務等系統與基礎設施建置，使國內外研究人員能於本中心安全順利的進

行各項基礎研究與創新實驗。此外，本中心亦與研究型大學(清大、交大

及中山大學等)合設碩博士研究生學程，培育新一代同步輻射科學與技術

的人才，使加速器光源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永續傳承。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係為達成本中

心設置之宗旨，有效運轉及利用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執行相關尖端基

礎與應用研究，提升我國科學研究之水準及國際地位，並配合我國科學

技術白皮書(民國104年至107年)(中華民國104年5月4日行政院備查)中科

技部整合研發能量，建置並推廣大型共用研究設施，建立生技共同研究

平台，支援並提供技術服務及諮詢，以發揮科研資源整合之效益等施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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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以及科技部106至109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中各部會共同推動能源國

家型科技計畫，結合產、官、學研資源，並藉由跨部會以及產學研界之

整合，有效運用研發資源，創新科技發展，提升研發成果效益。延攬、

培育、留用科研人才，培養科技人力世代接棒：加強培育、留任及延攬

學術研究人才，提供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研究環境，並配合新南向政策

擴大與東協國家的科技與人才交流，充實大專校院及學研機構之研發能

量，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研究水準之施政重點等而提報執行。 

為落實組織分工、權責管理與未來發展，本計畫下分有「基本行政

運作、用戶推廣與成果管理、輻射管制與工作安全」及「基礎設施維運」 
兩分項計畫執行，各分項計畫重點如下： 

1.基本行政運作、用戶推廣與成果管理、輻射管制與工作安全： 

- 支援中心整體運作與共通性事務之執行，包括高科技人才培育、董

監事會、科技諮議委員會、稽核、國內外教育訓練、研討會、論文

發表、專利申請申復領證維護、印花稅申報、年度會計師查核簽證、

處理中心進出口設備儀器或材料等報關及稅務等。 

- 進行中心人才招募，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提升本中心科學研究水準、

加速器功能及加強國際化，推動科學研究與加速器研發及行政革新

等工作。另，透過支援中心相關工作之在職訓練過程，培育博士後

研究及研發替代役人才，培育推展加速器光源研究及技術開發所需

研究人員及特殊專長優秀科技人才與學術研究人力。 

- 進行勞務承攬人力管理，支援中心服務台、文書、出納、採購等行

政工作，協助輻射安全防護等作業，及預定於同仁請產假(或育嬰假

等)聘僱之臨時人力，促使行政業務推動更佳順暢。 

- 提供國內外研究人員使用本中心同步輻射研究設施之各項申請服務，

及協助用戶至日本 SPring-8 之本中心相關光束線進行實驗研究，包

括：計畫及光束線時間申請、計畫審查、光束線時間核可、實驗安

全核可申請、用戶卡申請、住宿、實驗補助等。舉行年度用戶年會，

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促進用戶研究成果分享與交

流。 

- 與大學合設學程培育加速器光源相關領域碩博士生及國際生，現已

獲教育部立案之學程，包括清華大學的「先進光源科技學位學程」

與「結構生物學程」、交通大學的「加速器光源科技與應用學位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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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及中山大學的「加速器光源及中子束應用博士學位學程」等，

持續推動與國內大學合作培育同步輻射科學與技術人才，使加速器

光源科技的發展與應用永續傳承。 

- 定期舉辦暑期課程，針對不同背景學員規劃先進光源科學實習、訓

練與應用課程，體驗大型實驗設施與科學研究，增進對同步輻射研

究之認識並進而鼓勵國內大學院校學生、研究人員從事同步輻射相

關科學研究，投入同步輻射研究領域。主辦及協辦各種學術活動與

訓練課程，促進國內外學者專家以及年輕學子間的學術交流，及向

國際科研界介紹本中心科研成果與研發能量，建立密切合作關係。 

- 與德國「馬克斯普朗克研究院(Max Planck Institute, MPI)」、清華大

學及交通大學合作設立「前瞻材料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mplex 
Phase Materials)，推動發展超導材料、奈米材料、磁性材料等先進

材料研究，拓展臺德研究人才交流及科研合作網絡。 

- 本中心成功爭取第十三屆同步輻射設施國際會議(13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Synchrotron Radiation Instrumentation, SRI 2018) 之主

辦權，預定於民國 107 年 6 月 10 至 15 日舉行，屆時將有近千名學

者與會。SRI 會議係同步輻射研究領域最大規模之國際盛會，在學

術交流與促進相關研究人員合作方面貢獻卓著，每三年於歐、美及

亞洲地區輪流舉辦，已延續超過 30 年傳統，此次成功爭取到該會議

主辦權，證明台灣過去 30 年來發展同步輻射研究設施的持續努力和

成就，已獲全世界同領域專家高度注目與肯定。 

- 進行中心各類行政資訊系統(包括經費使用、採購、會計、出納、零

用金、財產管理、點收、招待所、公文簽核、人事、差勤、電子表

單、用戶資訊、網站管理等系統)與相關伺服器之維護、功能提升及

整合作業，以符合中心行政作業需求，提升行政作業效率。提升各

系統之資訊安全防護及弱點檢測，使系統逐步符合主流資訊技術架

構，有利於未來之擴充及維護。 

- 強化行政作業電子化之應用，持續推動無紙化之辦公環境；持續執

行微軟辦公軟體大型授權合約，為同仁公務用之辦公室軟體取得合

法版權，保障中心權益。 

- 進行中心伺服器與個人電腦維護、機房管理作業，提升伺服器系統

環境安全，維持個人電腦防毒系統正常運作，持續更新防毒系統病

毒碼，調校網路監控系統的設定，維護備份系統正常運作，建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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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安全的資訊環境，維持整體防禦能力。另進行中心對外網站維護

作業，建置資訊即時且準確之對外網站，提升中心形象。 

- 藉由電視、報章雜誌、廣播、網路等多元媒體管道，舉辦記者會、

媒體參訪交流團、科普活動與座談會等各類公關活動及推動媒體合

作計畫案，向產學研界推廣同步輻射的科學研究與廣泛應用，並讓

社會大眾瞭解同步加速器光源的價值，達到推廣與宣傳中心之實驗

設施、實驗技術與研究成果，提升中心形象與曝光度。 

- 進行圖書室各類資料之採購、分編與整理，管理及維護圖書室自動

化系統與論文系統，使各類資料庫及電子期刊能正常運作；並完整

收錄中心發表之論文、報告與備忘錄等研究成果，進行數位化典藏。

另，提供館際合作服務，即時取得研究資源，以利研究計畫之進行。 

- 執行事務性支援工作，包括會議支援、環境及公共設施整理養護、
警勤安全、對外交通安排、住宿管理、電信系統維護、門禁監視系
統維護、辦公事務物品與設備之養護、出納及財物管理、環保廢棄
物回收及處理等，並因應新建築物開放使用，進行辦公物品及設備
購置與搬遷，建立良好、安全、安定之工作環境。 

- 進行台灣光源之輻射監測系統、輻射安全系統與門禁安全連鎖系統
之維護與功能提升，確保加速器運轉時的輻射與運轉人員安全；透
過輻射監測瞭解加速器輻射場分布，並經由累積劑量限值管制廠區
劑量，並從監測資料的分析與研究，可提供輻射資訊協助加速器運
轉人員進行調機與操作優化。 

- 依加速器運轉狀況優化輻射屏蔽或建立管制區，確保人員工作區域

或實驗區域輻射劑量符合中心設計限值，進而提升輻射安全。 

- 針對低溫超導設備進行含氧監測器定期維修校正，維護工作場所缺

氧危害警報機制並對氣瓶暫存區實施修繕，確保儲存安全。 

- 進行每月人員劑量計讀，並依法定期向主管機關申報。持續維持人

員劑量實驗室認證所需的品質管制及保證作業，每季進行伽馬監測

及半年土、草、水、空浮樣放射性核種分析等環境監測。 

- 利用人員劑量計做為被動式監測器，度量光束線每季之累積劑量，

監督光束線輻射安全及管制用戶實驗安全。 

- 持續推動中心環保、安全、衛生管理業務，加強實驗安全之審查與

現場稽核，落實生物實驗安全與動物實驗管理，提升低溫缺氧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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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評估與防護，加強推動緊急應變與疏散演練，進而提升中心各項

安全業務的執行績效。 

- 執行各項勞動安全統計分析、安全衛生核備及每月法定申報，並設

有安全官負責安全衛生稽核、職災事故調查與改善追蹤，進而提升

作業場所安全。 

- 分析中心各作業型態與現行勞安法之適法性，實施勞工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協助取得各項有害物、危險性機械設備合格證與人員操作

證，定期舉辦職業安全、輻射安全及環境教育訓練，強化同仁對勞

工安全衛生之意識，落實環境保護與環境永續之概念。 

- 執行勞工特殊危害作業健康檢查、複檢追蹤，實施健康分級管理與

規劃健康促進活動，預防職業病發生，提升員工身心健康。 

- 維持SPring-8台灣光束線辦公室及中心在日本SPring-8的SP12U1、
SP12U2、SP12B 之光束線營運，提供完善的光束線運轉及用戶行政

相關服務，並開放國內外研究團隊申請進行實驗。 

- 支援中心其他計畫之執行。 

2.基礎設施維運： 

- 支援中心各項事務服務(水費、土地租金及電信通訊)，進行建築物(10
棟大樓)之日常修繕與照明、飲水設施、電梯等設備維修。 

- 進行年度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全中心消防設備檢修申報作業。 

- 建置先進火災預知系統或氣體自動滅火設備，配合 TPS 光束線建造

擴充火警系統，增加 TPS 智慧避難設備或電纜架火警探測設備。 

- 支援中心其他計畫之執行。 

 

(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765,424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合計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

研究中心運轉維護計畫 
523,391 236,280 5,753 765,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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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自籌收入部份，分別有「政府委辦收入」、「民間委辦收入」、

「其他業務收入」與「業務外收入」等，說明如下： 

1.政府委辦收入：此項主要為本中心辦理政府委辦計畫以及專題研究計

畫收入。107年度預計約100,323千元。 

2.民間委辦收入：此項主要為本中心辦理民間委辦計畫收入。107年度預

計約15,500千元。 

3.其他業務收入：此項主要為本中心招待所出借收入6,000千元、技術服

務收入500千元、業務推廣及教育訓練收入2,500千元以及售電收入

3,500千元。107年度預計約12,500千元。 

4.業務外收入：此項主要為本中心創立基金5億元之利息收入。107年度

預計約5,650千元。 

本中心之自籌收入除依委託計畫合約之內容執行外，自籌款之運用

則依主管機關核備之「收支結餘款運用管理要點」辦理。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支援中心發展所需行政資源，提供優質研究環境與服務品質。 

2.確保加速器運轉與一般運作所涉及之輻射與操作安全。 

3.培育高科技人才，與研究型大學合設同步輻射領域相關學程。 

4.推動國際合作，促進學術交流。 

5.支援台灣光源(TLS)、台灣光子源(TPS)、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

台灣光子源綠能生醫旗艦計畫，以及台澳中子設施運轉與維護等各分

支計畫之有效執行。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如下： 

1.科技服務(包含台灣光源(TLS)與台灣光子源(TPS)設施)： 

(1)服務件數：實驗計畫執件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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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人次：使用本中心設施之用戶人次 

(3)服務時數：實驗計畫執行時數 

(4)服務時數等值金額：實驗計畫執行時段數等值價金(萬元) 

2.人才培育與推廣：教育推廣場次、參與人數 

3.產業應用：專利數、支援產業界研發合作計畫數 

4.自籌經費：辦理政府補助及委辦計畫/服務收入，以及辦理民間委辦計

畫/服務收入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請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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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績效

範疇 
光源設施/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目標值)

科
技
服
務 

台
灣
光
源 

服務件數 實驗計畫執件次數 1,586 1,573 1,636 1,599 1,598

服務人次 
使用本中心設施之用

戶人次 
11,381 10,678 12,619 10,823 11,375

服務時數 實驗計畫執行時數 129,610 121,337 124,167 111,511 121,656

服務時數 
等值金額 

實驗計畫執行時段數

等值價金(萬元) 
56,705 53,085 54,323 69,695 76,035

台
灣
光
子
源 

服務件數 實驗計畫執件次數 -- -- -- 246 250

服務人次 
使用本中心設施之用

戶人次 
-- -- -- 1,301 2,250

服務時數 實驗計畫執行時數 -- -- -- 9,456 18,000

服務時數 
等值金額 

實驗計畫執行時段數

等值價金(萬元) 
-- -- -- 14,184 27,000

人
才
培
育
與
推
廣 

教育推廣場次 
同步輻射相關教育推

廣課程及學術研討會

場次 
-- -- 21 20 18

參與人數 

參與教育推廣課程及

學術研討會人數 
-- -- 2,024 2,076 1,762

參訪人數 -- -- 2,267 3,713 1,884

產
業
應
用

專利數 本中心獲得專利數 5 5 6 5 5

支援產業界研發 與業界合作計畫數 12 7 6 13 9

自
籌
經
費

本中心自籌經費 

辦理政府補助及委辦

計畫/服務收入(千元)
73,361 78,441 88,101 132,893 100,323

辦理民間委辦計畫 /
服務收入(千元) 

10,561 9,148 4,124 16,409 16,000

說明： 

# 依 103.03.25 科技部審查會議決議辦理，年度績效指標預估值依前四年度達成值之平均估算。 

# 105 年度新增「教育推廣場次」及「參與人數」績效指標、106 年度新增「台灣光子源」科技服務績效指

標。 

#「服務時數等值金額」績效指標係依本中心第四屆監事會議要求增設，自 103 年度起算；該項指標之價

金換算標準，依本中心光束線實驗設施使用收費暨管理要點，105 年度修訂為每一實驗時段(8 小時) 推
廣價「台灣光源」以 5 萬元、「台灣光子源」以 12 萬元計費，自 106 年度起改以新收費標準計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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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灣光源計畫(TLS) 

(一)計畫重點 

自20世紀以來，同步加速器光源是科技研究最重要的光源之一，並

已廣泛應用在材料、生物、醫藥、物理、化學、化工、地質、考古、環

保、能源、電子、微機械、奈米元件等各項基礎與應用科學研究。但由

於同步加速器及其周邊實驗設施造價高，相關儀器控制與實驗技術尤其

精密，目前國際間供實驗用的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僅70多座。可見同步

加速器光源設施不僅是尖端大型共用研究設施，更無疑是各國高科技能

力的指標之一。有鑑於此，我國甚早即積極規劃進行同步加速器及其周

邊實驗設施之設計與建置。目前本中心現有之加速器即是由國人自行設

計建造完成，於民國82年10月正式啟用，為亞洲第一座完成的第三代同

步加速器光源設施，並於民國83年4月起開放光源供國內外學術科技界申

請使用。 

近幾年國內外研究人員使用台灣光源進行實驗的人次快速增加，105
年度實驗參與人次為12,619，利用台灣光源進行實驗發表SCI論文有348
篇，其中影響力指標前5%之SCI期刊論文篇數有90篇，影響力指標前10%
之SCI期刊論文篇數有166篇。本中心不但提供了國內外研究人員或研究

團隊間彼此交流的機會，其研究成果在質與量上亦已呈現大幅成長。 

台灣光源計畫(TLS)(以下簡稱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107年1月1日
起至12月31日止，係為達成本中心設置之宗旨，有效運轉及利用同步加

速器光源設施，執行相關尖端基礎與應用研究，提升我國科學研究之水

準及國際地位，並配合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民國104年至107年)(中華民

國104年5月4日行政院備查)中科技部整合研發能量，建置並推廣大型共

用研究設施，建立生技共同研究平台，支援並提供技術服務及諮詢，以

發揮科研資源整合之效益等施政目標，以及科技部106至109年度中程施

政計畫中各部會共同推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結合產、官、學研資源，

並藉由跨部會以及產學研界之整合，有效運用研發資源，創新科技發展，

提升研發成果效益。延攬、培育、留用科研人才，培養科技人力世代接

棒：加強培育、留任及延攬學術研究人才，提供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研

究環境，並配合新南向政策擴大與東協國家的科技與人才交流，充實大

專校院及學研機構之研發能量，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研究水準之施政重點

等而提報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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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落實組織分工、權責管理與未來發展，本計畫項下分有「TLS加
速器運轉與維護」、「TLS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TLS光束

線運轉與維護」及「TLS實驗站運轉、實驗技術及科學應用之拓展」四

分項計畫執行，各分項計畫重點如下： 

1.TLS加速器運轉與維護： 

- 持續維持現有加速器之穩定運轉，進行包括電源、射束動力、高頻、

儀控、磁鐵、真空、機械定位等各子系統及光源相關設施之維護及

備品購置，優化子系統間的整合，提供國內外光源用戶連續長時間

且高品質的同步輻射光源。 

- 為達儲存環恆定電流運轉之需求，對線型加速器進行性能提升及備

品購置，提升並簡化系統偵錯效能，降低故障排除時間，提供更穩

定的電子束輸出。 

- 維持儲存環儀控系統正常運轉，適度更新老舊設備，進行預防式維

修提升工作性能，簡化時序系統、更新控制電腦平台，支援現有控

制系統及 EPICS 控制系統，進行 BTS 磁鐵電源控制介面升級評估

等，確保儀控系統可靠度。 

- 維持儲存環電子束流診斷與軌道回饋系統正常運作，提升軌道回饋

功能、建立 FPGA 軌道回饋系統，持續整合各種不同速率

post-mortem 資料，便於迅速釐清故障原因，以及持續優化橫向回饋

及縱向回饋系統性能。 

- 維持傳統與超導插件磁鐵正常運作，因系統故障影響儲存環用戶時

間使用率在 0.2%以內，並定期維護超導磁鐵低溫自動補充系統與磁

場量測系統。 

- 維持加速器、前端區以及插件磁鐵超高真空系統正常運作，達到儲

存環真空系統動態平均氣壓< 1.5×10-12 Torr/mA 之目標，定期實行老

舊機構與元件巡檢與更換，提高真空系統儀器在 360 mA 恆定電流

之運作壽命與可靠度，因真空運作不正常而影響用戶實驗時間預期

在 0.01%以內。 

- 維護加速器磁鐵、真空系統、光束線等機械定位系統的機械元件之

精密定位，定期測量 TLS 網路，觀察與記錄地板沉陷及磁鐵高度。 

- 定期辦理在職教育，充實工作技能，加強技術與經驗的傳承，提升

同仁的專業技術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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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LS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  

- 維持 TLS 機電系統(包含電力、接地(含電磁干擾防治)、水、空調、

監控、壓縮空氣、消防、廢排氣與廢排水及天車等各子系統)之穩定

正常運轉，導入工業 4.0 概念建立預防保養機制，進行性能提升研

究，並持續實行節能減碳相關措施。 

- 提供加速器與光束線設備去離子水，並維持去離子水溫度變化控制

於 ±0.1℃。 

- 維持超導高頻腔液氦供應系統、超導磁鐵液氦供應系統及液態氮系

統全年 24 小時不間斷運轉之可靠度，進行系統維護保養，維持系統

安全檢查合格證於有效狀態。 

3.TLS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 維持本中心現址與日本 SPring-8 現有光束線的正常運轉，進行光束

線之真空、機械、水氣電與連鎖等四大系統的年度定期檢查保養，

及光束線性能提升，提高整體效能，確保各光學子系統處於最佳狀

態，以提供用戶高信賴度的光源品質。 

- 進行光束線功能提升的工作，針對現有光束線的管理人與用戶所回

饋的意見，對光束線軟硬體功能不佳之部份進行元件的修改、增設

與功能改進等，以提高光束線的運轉效率。 

- 進行光束線鏡面除炭增加反射率，提升實驗站光通量；建立現場鏡

面輪廓測量儀，測量彎曲型鏡面輪廓以找到優化聚焦條件。 

- 持續推廣先進同步光源的產業應用，開拓鋼鐵、石化、製藥、微系

統等潛力產業進階使用先進同步光源，以同步光源分析技術協助提

升其產業競爭力，藉由現有辦法修訂、學術界產學中心合作及參與

特定的產研活動，拓展中心的產業應用層面。 

- 持續執行現有與產業界之合作計畫，包括推動微光譜儀晶片商業試
量產，以及深化與擴大台積電計畫，並推廣至台灣其他重要半導體
產業使用同步輻射光源技術。 

- 支援執行「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台灣光子源綠
能生醫旗艦計畫」，以現有光束線的建造經驗提供前置規劃所需規
格、經費與時程上的實際數據，使建造工作能具更高的品質與效率，
並使光束線各項元件的品質最佳化，以提供用戶調控性更佳的同步
輻射光源。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14 

 

 

 

台灣光源光束線分布圖及 SPring-8 台灣光束線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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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LS實驗站運轉、實驗技術及科學應用之拓展： 

- 進行各實驗站實驗軟硬體設施之研發、升級與建置，發展尖端創新

實驗技術並進行示範與推廣，應用同步輻射於材料、生物、醫藥、

物理、化學、化工、地質、考古、環保、能源、電子、微機械、奈

米元件等基礎與應用研究領域之推廣與執行，提供強大的跨領域共

用研究資源。 

- 應用同步輻射於分子科學領域研究之推廣與執行：包括原子、分子、

生化分子以及固體材料，以紫外光至軟 X 光能域內的光吸收、光游

離、光分解及歐傑電子放射等光化學與光物理現象。研究的課題包

括：利用交叉分子束系統進行原子與不飽和碳氫化合物之碰撞反應，

研究其反應機制，期能了解星際間長鏈碳分子的形成機制；使用同

步輻射真空紫外光做為光源，以間質隔離/霍式紅外光譜儀系統進行

實驗，光解和光游離低溫固態下之星際分子，進而以紅外光譜儀分

析其裂解物，以探討重要星際分子在低溫固態下之光化學反應與產

物；以同步輻射真空紫外光激發螢光物質及光電材料，探討螢光物

質及光電材料結構與能階之關係，及其形態結構轉換之機制；結合

MALDI 技術以軟 X 光激發生物分子的內層電子游離且同時誘發的

選擇性斷鍵反應的研究，以飛行質譜儀及電子能譜儀進行偵測，可

同時獲得離子與電子的資訊，以期能發展出鑑定生物分子結構的全

新技術。 

- 應用同步輻射於奈米科學領域研究之推廣與執行：同步輻射提供之

高靈敏度能譜術和高空間解析度顯微術是探索奈米系統獨特性質的

新利器。結合同步輻射的穿透力和電子結構鑑別力，國內外團隊利

用 TLS 設施進行的研究課題包含過渡金屬氧化物高壓/低溫環境下

物質結構與電子結構之相變探討；利用光電子能譜術研究異質材料

間介面電子結構、化學鍵結等性質；探討新型併環噻吩有機半導體

薄膜的成長機制及提升其電性之效能；藉由改變硫醇分子的官能基

及分子的碳鏈長短，控制半導體的表面電位，並以各種微影技術進

行單分子膜的表面微區改質，探討此有機-無機複合系統之微區電子

及化學結構；探討鐵磁性材料與有機半導體的多層膜結構中介面的

磁特性與電子自旋態等。 

- 應用同步輻射於凝態物理領域研究之推廣與執行：以 X 光能譜學(光
電子能譜、光吸收能譜、磁圓偏振二向性能譜、彈性及非彈性光散

射能譜等)技術來研究凝態材料之電子及磁性結構以及其與物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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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關聯，研究課題包含進行奈米材料與電子強關聯系統之電子結

構及低能電子激發態量測，研究其在奈米尺度下之量子尺寸效應；

利用原位 X 光光譜技術來研究能源相關材料之電子結構，探討電子

結構與反應機制之關連，進而提出材料功能性優質化之可能性；研

究鐵基超導體之磁性與超導性質之關聯等。 

- 應用同步輻射於材料科學領域研究之推廣與執行：利用 X 光繞射、

散射、吸收光譜及臨場(In-situ)實驗技術，研究材料之原子結構與其

物理化學特性之關聯及作用機制。研究課題包括奈米磊晶薄膜之同

步輻射 X 光研究，發展原子層沉積技術開發尖端材料，以成長出高

光電轉換效率之三維立體奈米結構元件，探討三維立體奈米結構元

件之光電轉換機制；利用高解析度粉末繞射研究物質非常態結晶學，

探討功能性材料之相變化與結構資訊，及生物樣品之結晶學研究；

研發及推廣軟質材料之科學研究，藉由 Dendron-jacketed 團鏈共聚

高分子自組織行為，分析高分子薄膜與纖維結構，以開發新型高分

子材料於功能性薄膜之應用；研發先進奈米材料於永續能源之應用，

利用X光能譜實驗技術探討低維度新穎材料的電子結構與能階分布，

探討材料之介面微結構、化學鍵結等性質。 

- 應用同步輻射於生命科學領域研究之推廣與執行：利用 X 光繞射、

散射及圓二色、紅外光吸收光譜等技術研究生物分子結構探討，研

究的課題包括鑑定及純化分離呼吸鏈中的兩個膜蛋白質—醌作用膜

連結氧化還原酶(QmoABC)與亞硫酸還原酶 MKJOP(DsrMKJOP)，
以及疾病相關病毒顆粒與細胞膜蛋白質，進行結構與功能分析，並

發展蛋白質結晶學相位解析方法；用 X 光散射/繞射技術研究抗菌蛋

白與帶電生物膜之作用，及藥物分子與生物膜之作用；研發新的掠

角 X 光繞射技術，用以研究固醇分子對脂質雙層膜碳氫鏈有序性的

影響；進行小角度 X 光散射實驗來量測蛋白質 crystallin 在溶液中與

固醇分子的作用；進行膜蛋白及其他生物大分子長晶及繞射實驗，

對數種膜蛋白及酵素進行長晶及結構分析；發展以同步輻射臨場小

角度 X 光散射(SAXS)為主，研究蛋白質、胜肽與磷酸脂薄膜等在水

溶液中構型與交互作用，及相關水溶液生物巨分子的結構研究等。 

- 同步輻射相關研究之推廣與相關科技人才之培訓方面：辦理用戶教

育訓練課程、各專業領域之學術演講、研討會與說明會；編審與製

作教育與宣傳文件及學術發表文稿；舉辦 X 光吸收光譜數據分析訓

練課程，加強用戶正確分析及解讀實驗數據的能力；舉辦蛋白質結

晶學訓練課程以及蛋白質結晶學研討會，積極推廣蛋白質結晶學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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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以拓展生醫領域用戶群；進行加速器光源相關實驗技術與科學應

用之介紹與教育，及新穎實驗設施及技術之介紹與推廣；開發培養

可能的潛在新用戶與合作單位，推廣南部地區應用同步輻射光源於

蛋白質結構之相關研究；培育國內相關領域科研人員及學生。 

 

(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254,163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台灣光源計畫(TLS) 0 200,510 53,653 254,163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運轉大型研究設施，提供優質研究環境與服務品質。 

- 維持及提升現有加速器與實驗設施之功能，持續研發儀器控制及實

驗技術之改良，增進光源穩定度及可靠度。 

2.支援學術研究，有效運用加速器光源及周邊實驗設施。 

- 本中心除開放現有光源給國內外研究人員申請使用以執行研究計畫

外，亦協助國內研究人員依實驗性質與需求，申請日本 SPring-8 或

澳洲中子實驗設施進行科學研究。 

- 提供用戶進行實驗期間所需之各項協助與支援。 

- 開設相關訓練課程，以期用戶熟稔實驗設備及安全設施之操作。 

3.致力尖端創新研究，開拓生物醫學及奈米科學等領域之先進課題。 

- 提供高效能生物結晶學光束線與實驗站，發展新的高效能結構解析

方法，改善蛋白質結構解析效率，協助進行蛋白質結構解析之研究。 

- 提供軟 X 光生醫顯微術，用戶可對細胞、細菌、病毒、生物大分子

與錯誤摺疊蛋白質堆積疾病等三維空間下高解析度的影像觀察以探

討其精細結構與功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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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高解析度且高產出之粉末繞射專用實驗站。 

4.培育高科技人才，與研究型大學合設同步輻射領域相關學程。 

- 與國際光源設施及大學研究團隊合作建置實驗站，開拓嶄新的研究

領域。 

- 與國外研究團隊合作研發，進行科學研究與實驗技術之交流。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如下： 

1.光源品質： 

(1) 加速器光源運轉效率：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間

之比 

(2) 電子束穩定度：光束強度變化值比例(∆I0/I0)≦0.2%之時段佔用戶可

用時間百分比 

2.學術成就：使用本中心研究設施產出之論文數 

(1) 發表於SCI期刊的論文篇數 

(2) 外部用戶發表於SCI期刊論文篇數 

(3) 內部用戶發表於SCI期刊論文篇數 

(4) 博碩士學位論文數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請詳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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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績
效
範
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目標值)

光
源
品
質 

加速器光源運

轉效率 

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

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

間之比 
99.4% 98.7% 98.2% 98.5% >97% 

電子束穩定度 

光束強度變化值比例

(∆I0/I0)  0.2%之時段

佔用戶可用時間之百

分比 

98.3% 97.5% 99.88% 99.8% >97% 

學
術
成
就 

使用本中心研

究設施產出之

論文數 

發表於 SCI 期刊的論

文篇數*1 (1+2) 
339 320 348 333 334 

1.外部用戶*2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85 248 289 273 273 

2.內部用戶*2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54 72 59 60 61 

博碩士學位論文數*3 -- -- 203 147 181 

說明： 

# 「光源品質」之預估值係由加速器運轉人員依加速器實際運轉情形及其專業計算估列。 

# 依 103.03.25 科技部審查會議決議辦理，年度績效指標預估值依前四年度達成值之平均估算。 
*1 各類論文產出之數量與品質請詳下頁。 
*2 論文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之主聘單位為本中心者係屬內部用戶，非本中心者即屬外部用戶。 
*3 為 105 年度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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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論文產出之數量與品質：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目標值)

發表於 SCI 期刊的論文篇數 339 320 348 333 334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刊論文篇

數 
54 74 90 103 63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10%之SCI期刊論文篇

數 
116 138 166 142 121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15%之SCI期刊論文篇

數 
190 199 226 215 191 

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之平均影響力指標 4.404 4.90 5.30 5.627 4.95 

外部用戶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85 248 289 273 273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
刊論文篇數 

45 58 78 85 53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0%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99 111 142 121 101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158 162 189 177 156 

內部用戶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54 72 59 60 61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
刊論文篇數 

10 16 12 18 10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0%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18 27 24 21 20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34 37 37 38 35 

 
說明： 
*1. 論文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之主聘單位為本中心者係屬內部用戶，非本中心者即屬外部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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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光子源計畫(TPS) 

(一)計畫重點 

隨著世界各國插件磁鐵以及加速器技術的長足進步，中能量(2–5 

GeV)同步加速器光源可以有效涵蓋更寬廣的X光光譜範圍，優化後能產

生極低的束散度(emittance)，加上系統穩定度要求嚴謹，高亮度X光源得

以實現，在許多科學研究上相較高能量(6 GeV以上)加速器光源反而更具

優勢，中能量高亮度光源已為國際同步輻射加速器發展之主流趨勢。 

由本中心自行設計、建造、組裝的「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Taiwan 

Photon Source, TPS)，係一座能量 3 GeV、周長518.4米、具極高亮度、

低束散度(亮度達1021 photons/s/0.1%BW/mm2/mr2、束散度小於2 nm-rad)

之高精密光源設施，於試車測試時，係國際間近期建造完成的三座最先

進30億電子伏特光源(我國的TPS、美國的NSLS-II 和瑞典的MAX-IV) 

中最快達到設計指標500 mA電流的世界頂級加速器，為目前環形加速器

中全球最亮光源之一，105年5月下旬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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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總統於同年9月19日蒞臨中心主

持台灣光子源實驗設施啟用典禮，第一期光束線實驗設施中的4座光束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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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調X光散射(TPS 25A)，於9月起開放用戶申請使用，並

持續進行優化與實驗站擴充工作。 

105年度TPS加速器運轉效率(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

轉時間之比)為95.8%， 99.8%用戶可使用的時段中，電子束穩定度指標

（△Ib/Ib，光束強度變化值比例）維持在 2 %以下，到達預計的水準。

運轉時數達4,807小時，其中開放用戶使用時數為3,351小時。首篇使用台

灣光子源光束線實驗設施發表的研究成果，於105年12月發表於國際重要

期刊，成功為台灣光子源的科學研究打響第一砲。 

台灣光子源計畫(TPS)(以下簡稱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107年1月1

日起至12月31日止，計畫執行以維持台灣光子源(TPS)同步加速器穩定運

轉，有效運用加速器光源及周邊實驗設施，提供國內外用戶優質高亮度

X光光源進行先進尖端實驗，並同時支援執行「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

施興建計畫」、「台灣光子源綠能生醫旗艦計畫」為主要任務，並配合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22 

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民國104年至107年)(中華民國104年5月4日行政院

備查)中科技部整合研發能量，建置並推廣大型共用研究設施，建立生技

共同研究平台，支援並提供技術服務及諮詢，以發揮科研資源整合之效

益等施政目標，以及科技部106至109年度中程施政計畫中各部會共同推

動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結合產、官、學研資源，並藉由跨部會以及產

學研界之整合，有效運用研發資源，創新科技發展，提升研發成果效益。

延攬、培育、留用科研人才，培養科技人力世代接棒：加強培育、留任

及延攬學術研究人才，提供我國科研人員國際化研究環境，並配合新南

向政策擴大與東協國家的科技與人才交流，充實大專校院及學研機構之

研發能量，提升國家整體科技研究水準之施政重點等而提報執行。 

為落實組織分工、權責管理與未來發展，本計畫下分有「TPS加速

器運轉維護」、「TPS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以及「TPS光束線及

實驗站運轉維護」三分項計畫，各分項計畫內容重點如下： 

1.TPS加速器運轉與維護： 

- 維持 TPS 加速器穩定運轉，進行包括線型加速器、電源、儀控、高
頻、磁鐵、真空及機械定位等各子系統及光源相關設施之維護，改
善與調校運轉參數與優化子系統整合，提升 TPS 加速器運轉人員對
加速器運轉操作專業能力，提供用戶優質的高亮度同步輻射光源。 

- 因應加速器運轉期間之耗損，建立各子系統維修標準程序，及時購
置必要之耗材與貴重元件備品，縮短備品購置前置時間，加速故障
排除速度，避免造成加速器極長時間無法運轉、影響用戶實驗時
間。 

- 因應 TPS 儲存電流提升，與配合插件磁鐵及光束線逐年增加，加速
器必須提高微波能量及提升穩定度、補充重要元件，進行先進加速
器相關技術研發與重要備援系統建置等。 

- 維持磁鐵、真空與機械定位等子系統實驗室設施正常運作與設備更
新，支援先進加速器技術與元件之開發、量測與測試。 

- 進行光陰極注射器系統與超快高能量雷射系統維護及性能提升，提
供新型加速器和光源技術研究開發使用，相關研究包括高亮度電子
束物理、超快電子及 X 光束技術、X 光自由電子雷射等。 

- 持續進行儀控系統的整合測試與加速器各子系統介面整合缺失改
善，提供加速器儀控系統與 TSP 光束線實驗設施必要介面支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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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改善各種試車、注射、運轉所需的軟體及人機介面，滿足運轉操
作的需求。 

- 維持及提升 TPS 儲存環回饋系統的穩定度及可靠度，持續優化操作

參數及回饋系統升級。 

- 建置高整合度全中心網路基礎設施，持續進行 TPS 第二階段網路建

置作業，建置核心交換設施備援、擴充網安設備及強化管理、增加

新建光束線及實驗站網路、建立軟體定義網路測試平台等，建置便

捷、完整的網路基礎設施以及安全的資訊環境。 

- 確保TPS線型加速器運轉性能符合規格要求以及維持系統運轉正常，

持續提供 150 MeV 電子束至增能環，減少故障率提升可靠度，以提

升注射效率。 

- 維持脈衝電源系統穩定運作，提高系統妥善運轉率，並致力於高穩

定度、高可靠度脈衝電源的研製，符合用戶對光源穩定性逐年提高

的要求。 

- 提升 KEKB 型式超導高頻模組操作效能，進行 TPS 儲存環和增能環

的高頻系統操作參數調整，隨儲存環電流提升而逐步優化高頻系統

操作參數，降低儲存環及增能環高頻系統當機率，以達成高品質高

可靠度的工作狀態，滿足 TPS 運轉階段的能量需求。 

- 持續進行全固態式高頻發射機研發製作，提供台灣光子源未來最高

運轉電流增加時使用，補足所需之微波能量符合運轉需求。 

- 維持TPS加速器最高效能運轉條件所需儲存環與增能環真空系統之

最佳化性能，TPS儲存環氣壓達到動態平均氣壓 < 1×10-12 Torr/mA，

因真空系統運作不正常而影響用戶實驗時間預期小於 0.1%。 

- 持續監測改善 TPS 儲存環、增能環和傳輸線等加速器各式磁鐵的運

轉狀況，降低因磁鐵故障而造成 TPS 無法運作之故障時間低於運轉

時間之 1%。 

- 維護 TPS 儲存環、增能環及傳輸線支架系統運作正常，配合 TPS
儲存環新裝組件位置放樣與安裝定位，以及配合光束線安裝進行實

驗區定位基準點擴充與網路測量以進行光束線放樣與測量。 

- 進行 TPS 同步加速器插件磁鐵區段之各式插件磁鐵、真空系統、電

源、前端區、及機械定位系統之保養維護，維持其穩定運作，提供

高通量、高亮度之高品質硬 X 光光源供國內外用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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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護及更新 TPS 輻射安全系統、門禁安全連鎖系統與輻射監測系統

之正常運作，開發輻射監測系統軟硬體，持續與儀控端協調合作，

優化輻射監測網絡，整合輻射資料庫與加速器資料庫，更新即時劑

量展示系統，並進行TPS現場輻射度量，掌握TPS輻射場分布情形，

依運轉需求增設臨時屏蔽，合理降低用戶及工作人員輻射劑量率，

確保 TPS 運轉之輻射防護與操作安全。 

- 配合 TPS 光束線安裝期程，增設光束線輻射安全偵測系統並擴充安

全連鎖系統，確保用戶實驗安全。 

2. TPS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 

- 維持台灣光子源機電系統(包含電力、水、空壓、消防系統、壓縮氣

等)穩定運轉。調整 TPS 機電系統最佳參數，達成加速器運轉所需

之機電各子系統運轉條件，符合不同氣候與負載之需求。持續進行

TPS 機電興建後續改善工程、TPS 機電系統監控點增設，TLS 監控

系統與 TPS 監控系統之整合。 

- 維持 TPS 低溫系統、液態氮供應系統以及液氦/液氮傳輸系統正常

運轉及每日巡視紀錄，維護工作場所安全防護系統，二十四小時不

間斷供應液氦/液氮予超導高頻腔以維持其整年在超導態，進而達到

其於儲存環中長時間正常運轉，使 TPS 光束線與實驗站用戶可用光

源時間保持最大化。 

- 進行TPS機電與低溫系統性能提升與相關技術研發，發展低溫傳輸、

純化與貯藏相關技術，建立低溫系統相關設施檢測能力，以及建置

機電振動監控系統等。 

3. TPS光束線及實驗站運轉維護： 

- 維持第一期 TPS 光束線暨周邊實驗設施啟用(蛋白質微結晶學設施、

共振軟 X 光散射設施、同調 X 光散射設施、次微米軟 X 光光譜設

施、X 光奈米繞射設施、時間同調 X 光繞射設施、X 光奈米探測儀

設施)之正常運轉，進行光束線之真空、機械、水氣電與連鎖等系統

的定期檢查與保養，確保各光學子系統處於最佳狀態，以提供用戶

高信賴度的光源及實驗設施品質。 

- 持續進行先進同步輻射實驗設施之推廣應用，提供用戶支援與訓練，

發展新高效能結構解析方法，建立 X 光高時間解析電誘發 X 光偵測

散射實驗、高時間解析動態電激發實驗技術、高壓及高解析單晶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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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繞射實驗技術，完成高解析度粉末繞射實驗功能等尖端創新實驗

技術並進行示範與推廣，透過國際合作與交流引進最新實驗技術，

與國內外專家學者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促進國際同步輻射科技及學

術交流，培育同步輻射研究所需之人才。 

- 持續優化設計、提升各光束線實驗設施功能，進行 X 光光學元件技

術研發及建造、大實驗數據儲存及分析技術研發、光學調整機制技

術研發及建造、光束線共通元件研發、X 光偵測系統研發等，建立

光束線核心系統自主研發能力，掌握關鍵技術，積極培育人員機械

設計研發能力及提供系統未來升級規劃。 

 

 

 

台灣光子源第一期7座光束線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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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319,798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台灣光子源計畫(TPS) 0 178,493 141,305 319,798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為世界上亮度最高的同步加速器光源群之一，

配合周邊實驗設施的建置完成，台灣將具有大型尖端共用實驗設施之

優勢，取得國際領先地位。 

2.利用新光源超越高能量同步加速器光源的特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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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科技，促使我國學

術研究更臻世界頂尖水準。 

3.培育帶領年輕學子投入尖端科學研究，探索先進科研課題，激發下一

代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科學發現。 

4.提供高品質的光源服務與科技支援，吸引更多國際團隊來台進行實驗，

或提供出光口以利他國建造其專屬光束線，增進國際合作，提升我國

的國際聲望。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如下： 

1. 光源品質： 

(1) 加速器光源運轉效率：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間

之比 

(2) 儲存電流穩定度：儲存電流強度變化值比例(∆Ib/Ib)  2%之時段佔用

戶可用時間之百分比 

(3) 運轉時數：包含加速器與光束線試車時間(小時) 

(4) 用戶運轉時數：開放用戶時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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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如下。 

績

效

範

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目標值)

光

源

品

質 

加速器光源運

轉效率 
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

速器預定運轉時間之比 
-- 90% 95.8% 98.40% >94% 

儲存電流穩定

度 

儲存電流強度變化值比例

(∆Ib/Ib)  2%之時段佔用戶

可用時間之百分比 
-- -- 99.84% 99.40% >94% 

運轉時數 
包含加速器與光束線試車

時間(小時) 
-- -- 4,807 6,193 >4,200 

用戶運轉時數 開放用戶時數(小時) -- 1,584 3,351 4,111 >3,600 

說明： 

#「光源運轉效率」及「儲存電流穩定度」之預估值係由加速器運轉人員依加速器實際運轉情形及其專業計

算估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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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計畫 

(一)計畫重點 

為推動中子散射應用實驗，並提供國內研究團隊一優質中子實驗設

施以進行科學研究，科技部(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透過駐澳大利亞

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與澳大利亞商工辦事處，於民國94年6月8日簽訂台

澳「中子束應用研究技術合作協議書(Arrangement on Neutron Beam 

Applications Research)」，並由國科會補助國立中央大學在澳洲核能科學

與技術組織 (Australian Nuclea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STO)興建一部冷中子三軸散射儀(SIKA Spectrometer)。 

茲因本中心曾於日本同步加速器設施SPring-8進行光束線及實驗站

之建造、試車及運轉維護，並協助國內用戶申請使用及提供實驗技術支

援，科技部於101年2月16日以臺會自字第1010010994號函交辦指示，自

102年SIKA設施試車成功後，其運作、維護、財產管理、中子相關人才

培育及研究推廣等工作移轉由本中心負責，目的在借重本中心在加速器

光源設施運維之專業及於境外設施與用戶管理之長年經驗。 

依據「中子束應用研究技術合作協議書」，在SIKA設施開放後，台

灣研究團隊擁有相當一條束線的70%使用時間，且台灣用戶不僅可使用

SIKA設施進行科學研究，並可申請使用ANSTO其他實驗設施進行實驗，

只是使用前需經過ANSTO PAC(計畫審查委員會)之審查與分配。依該合

作協議書，我方需提供4名儀器科學家(Instrument Scientist)及行政人員常

駐ANSTO以負責SIKA設施運維，儀器科學家須參與ANSTO中子束線之

操作並支援台灣用戶，藉此達到培訓之目的。本中心已成立中子小組，

並設有駐澳人員，駐澳期間主要工作為提供國內各領域研究團隊前往澳

洲實驗時必要的支援、管理 SIKA設施之運維管理與優化升級、實驗時

確保各實驗儀器之運作正常並符合安全規範，並作為台灣用戶群與 

ANSTO 各散射儀負責人間的溝通橋樑。未駐澳的成員則處理台灣方面

之相關業務，協助台灣中子研究團隊的推廣、擴展及成長計畫，定期舉

辦研討會、用戶說明會以及各項研習課程等支援性任務，並提供諮詢，

協助中子散射用戶群進行計畫撰寫及數據分析等工作。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 執行期間為民國107

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計畫任務為執行上揭合作協議書，運維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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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子實驗設施澳洲實驗站SIKA，提供國內用戶一流的中子實驗設施以進

行科學研究，推廣中子實驗技術、培育中子應用研究人才等以提升中子

研究成果，並且參與國際中子學術組織及活動，促進國際學術合作與交

流。 

SIKA自104年6月取得運轉執照，正式對外開放用戶申請進行實驗，

預期藉由本計畫與ANSTO合作所帶來的資源，以及本中心對中子研究之

運用推廣，可提供國內學研界一國際級的中子實驗設施，將台灣科學領

域擴展至中子研究與應用，使國內各領域之研究團隊能透過中子的獨特

性，進行各種材料系統的特定性質及基礎物理現象研究。 

為落實組織分工、權責管理與未來發展，本計畫下分有1個分項計畫：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 

分項計畫內容重點如下： 

1.持續優化台灣中子實驗設施澳洲實驗站SIKA之軟硬體設施，確保運轉

順利，提供用戶更友善易用之使用介面。 

2.協助用戶撰寫計畫書，以順利取得ANSTO或其他國際中子實驗設施之

實驗時程。 

3.協助國內用戶建立中子實驗的專業知識與技術能力，提供用戶赴

ANSTO進行實驗之技術支援。 

4.推廣中子實驗技術，培育中子應用研究人才。 

5.參與國際中子學術組織及活動，尋求國際合作機會。 

 

(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11,599千元，計畫預算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 0 9,699 1,900 1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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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提供國內用戶一流的中子實驗設施以進行科學研究。 

2.強化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培訓優秀科研人才。 

3.教育台灣學界有關中子散射之價值，培育年輕儀器科學家。 

4.未來預期可將非破壞性的結構檢測技術推廣至國內重工業應用。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如下： 

1.服務件數：於SIKA執行之實驗計畫件數。 

2.服務人次：使用SIKA之用戶人次。 

3.實驗站運轉效率：SIKA實驗站運轉時間與預定時間之比。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及目標值： 

績
效
範
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107 
年度 

(目標值)

用
戶
服
務
與
推
廣

服務件數 
於 SIKA 執行之

實驗計畫件數*1 
-- -- 30 30 25

服務人次 
使用 SIKA 之用

戶人次*1 
-- -- 46 46 38

光
源
品
質

實驗站運

轉效率 

SIKA 實驗站運

轉時間與預定時

間之比*1 
-- -- 98.1% 99.27% >98%

說明： 
*1 為 105 年度新增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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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 

(一)計畫重點 

藉由規劃、建置大型研究設施，提供執行尖端研究的高品質的服務

平台，進而建構優質學術研究環境與活躍頂尖的研究社群，促進科技創

新與整合，追求世界頂尖的研究品質，以提升國家競爭力，為國家長期

的重要科技政策之一(中華民國科學技術白皮書 (民國104年至107年)及
科技部中程施政計畫（106至109年度）)。我國近年新建完成並開始啟用

的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光源具極小束散度、極高亮度及高電流等特性，

相較於目前先進國家運轉中的第三代同步加速器光源，與已完成及即將

完成的中能量同步加速器－美國的NSLS-II 及瑞典的MAX IV (115年)，
並列領先群。此領先群倫的優越性能，使我國在相關科技領域具備領先

全球大約五年的競爭優勢，若於此優勢期間儘速完成光束線實驗設施的

建置、轉移與升級，不僅可將TPS的優勢發揮至最大值，拓展科學研究

領域及嶄新實驗技術，亦將吸引更多國際團隊前來進行實驗或建造其專

屬光束線實驗設施，增進國際合作，提升我國的國際聲望。 

「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係配合「台

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的完成與運轉，陸續分三階段建置光束線及實驗

站設施，並逐步將台灣光源(TLS)部分重要周邊實驗設施整併與優化至台

灣光子源中，儘速完成25座TPS光束線的建置以達到符合我國科研界需

求的規模，建構世界級的大型共用研究設施，提供全國學術科技界進行

尖端研發的攻頂利器。 

第一階段7座新建之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微聚焦巨分子結晶

學」(蛋白質微結晶學)、「高解析非彈性軟X光散射學」(共振軟X光散射)、
「次微米軟X光」、「同調X光散射」、「次微米X光繞射」(X光奈米繞

射)、「奈米探測」、「時間同調X光繞射」等先進的光束線及實驗站設

施，已自 104年陸續完成基本建置，105年第4季起開始開放完成試車的

光束線實驗設施供用戶使用，106年完成第一階段7座實驗設施建置計畫

的執行，將於107年度完成試車並開放使用。 

第二階段建置計畫規劃新建/轉移並升級共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包

括「快速掃描X光吸收光譜」、「軟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生物

結構小角度X光散射」、「奈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高解析度粉末

繞射」、「先進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軟X光奈米顯微術」、「奈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總說明 

中華民國 107 年度 
 

32 

米X光顯微術」和「微米晶體結構解析」。第三階段建置計畫將再規劃

移轉並升級共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總共完成25座TPS光束線的建置以達

到符合我國科研界需求的規模。 

107年度本計畫將進行第二階段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的其中4座的建

置工作：「軟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高解析度粉末繞射」、「微

米晶體結構解析」、「奈米X光顯微術」，優先建置綠能、生醫及微奈

米科技相關領域之光束線實驗設施，聚焦生物技術及奈米科技領域，及

早充分發揮政府投資科技預算之效益。 

隨著同步加速器的完成與光束線周邊實驗設施的陸續建置與整併完

成，TPS將逐步有效發揮其優異性能，我國不僅將具備世界一流的跨領

域尖端共用科學研究平台，同時吸引頂尖的研究團隊參與尖端研究，營

造優質學術研究與交流環境，進而促進科技創新與整合，使我國學術研

究更臻世界頂尖水準，落實國家重要科技政策。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進行先進同步

加速器光源周邊實驗設施之研發建造、整併與優化升級等任務，並支援

台灣光子源運轉。本計畫今年度之內容重點如下： 

1.陸續開放第一階段完成試車的光束線及實驗站設施供用戶使用。 

2.持續進行第二階段4座高性能光束線及實驗站設施之後續規劃、建置與

測試，包括： (1)「軟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光束線與實驗站之核

心光學設施與生物樣品準備室硬體建置，包括X光面積偵檢器、大量數

據分析電腦系統及儲存設備、光束線控制系統、樣品低溫實驗環境系

統、低溫樣品機械手臂系統等之採購與建置，以及光束線實驗設施安

全連鎖系統與自動控制系統的整合試車並優化效能；(2)「高解析度粉

末繞射」光束線設施之X光真空系統之採購及光學系統之採購包含光學

鏡及鏡箱、單光儀與冷卻系統等規劃設計與建置，以及輻射屏蔽體之

建置；(3) 「微米晶體結構解析」光束線及實驗站設施之規劃設計與光

學系統模擬；(4) 「奈米X光顯微術」束線及實驗站設施之規劃設計與

光學系統模擬，X光真空系統及光學系統（包含光學鏡及鏡箱、單光儀

與冷卻系統等）之採購，以及光束線與實驗站之屏蔽體及水、氣、電

等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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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137,231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台灣光子源周邊實

驗設施興建計畫 
0 21,132 116,099 137,231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配合「台灣光子源」世界頂尖的高亮度同步加速器光源，建構完成世

界一流的跨領域尖端共用科學實驗設施，躋身為國際級跨領域先進科

技平台。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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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升我國學術研究更臻世界頂尖水準。 

3.發揮研發設施的優勢與人才技術的利基，協助高科技產業進行產品研

發與製程優化，提升我國知識經濟的國際競爭力。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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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吸引國際傑出人才長期在我國從事尖端科學研究。  

6.營造跨領域的國際學術研究環境，引領年輕學子投入世界級的科學研

究，做出影響深遠的重大科學發現。 

本計畫之主要績效指標如下： 

 
107年完成第一階7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的試車與優化作業並開放用戶

使用，進行第二階段建置規劃中的「軟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光束

線與實驗站之試車作業，完成「高解析度粉末繞射」光束線實驗設施的

基本建置及輻射屏蔽體建置工作，完成「微米晶體結構解析」與「奈米

X光顯微術」等光束線與實驗站之概念設計報告、細部設計報告，並舉

辦實驗設施之應用推廣與人才培育的研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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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台灣光子源綠能生醫旗艦計畫 

(一)計畫重點 

配合政府發展綠能生醫科技產業創新的政策目標（行政院106年度施

政方針及科技部中程施政計畫（106至109年度）），本計畫利用台灣光

子源的世界領先高亮度光源優勢，規劃建造尖端綠能材料研發以及生技

醫藥之共用核心實驗設施，並投入新一代尖端綠能新穎材料的開發，以

提升台灣學界的領域研究水準為目標，進而提升台灣產業界在綠能產業

與生技醫藥之國際競爭優勢。 

為了儘速發揮台灣光子源的優越性能並掌握我國在相關科技領域具

備領先全球的競爭優勢，目前已積極分階段建置光束線及實驗站設施，

第一階7座光束線實驗設施已自105年第4季起開始陸續開放完成試車的

光束線實驗設施供用戶使用，107年度將完成第一階7座光束線實驗設施

的試車作業並開放使用。 

第二階段建置計畫規劃新建/轉移並升級共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包

括「快速掃描X光吸收光譜」、「軟X光生醫斷層掃描顯微術」、「生物

結構小角度X光散射」、「奈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高解析度粉末

繞射」、「先進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軟X光奈米顯微術」、「奈

米X光顯微術」和「微米晶體結構解析」。第三階段建置計畫將再規劃

移轉並升級共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總共完成25座TPS光束線的建置以達

到符合我國科研界需求的規模。 

本計畫聚焦綠能生醫應用領域，進行第二階段9座光束線實驗設施的

其中5座的建置工作：「快速掃描X光吸收能譜」、「奈米解析光電子發

射能譜」、「軟X光奈米顯微術」、「生物結構小角度X光散射」、「微

聚焦蛋白質結晶學」等5座光束線，並運用高空間解析度(微奈米)、時間

解析度(毫微秒)及同調性光源的優異特性，開創嶄新實驗方法、發展關

鍵實驗技術、研發具創新性的綠能科技與進行生技醫藥的研究與開發。 

本計畫執行期間為民國107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進行先進同步

加速器光源周邊實驗設施之研發建造、整併與優化升級等任務，並支援

台灣光子源運轉。計畫重點為建置「快速掃描X光吸收光譜」、「奈米

角解析光電子能譜」、「軟X光奈米顯微術」等3座綠能相關光束線實驗

設施，並發展相關應用與開發，包括尖端能源材料(包括鋰離子電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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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電容及燃料電池的電極)之結構分析，太陽能關鍵材料的開發研究、催

化反應中觸媒結構之即時監測與反應機制的探討，並可應用於半導體奈

米元件之結構及其介電特性、磁性、光電性質與相關電子結構研究，進

行新穎奈米材料的研發。此外，建置「先進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及「生

物結構小角度X光散射」2座生醫相關光束線實驗設施與技術，可應用於

細胞的三維生醫影像研究，生物巨分子單體、複合體、層級組織、病毒

等之結構與動態的分析與研究，生物/藥用分子穿透生物薄膜之行為研究，

微胞藥物攜帶及釋放之動態行為，以及新型抗菌藥物與新穎的高分子材

料之研發應用，進行小分子藥物與蛋白質藥物的篩選開發及先進生技醫

材的應用。本計畫今年度之內容重點如下： 

- 進行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光束線之 QDCM 能量、通量、準直度、

可靠度等測試，並佈建實驗站相關之準直系統、樣品系統、及 X 光

偵檢器系統整合測試。 

-  進行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實驗設施數據收集系統軟體之開發及

與光束線光學元件等控制系統之整合，並完成光束線及實驗站之用

戶介面操作系統。 

-  進行標準樣品之快速掃描X光吸收光譜及傳統X光吸收光譜量測，

比較兩類光譜之訊躁比及量測參數。 

-  進行奈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的光束線光學元件佈建及光學系統準

直測試，並進行單光儀之安裝測試及校正，完成光束線位置偵檢系

統佈建及光束線前端整合。 

-  進行奈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的實驗站光電子能量解析儀採購及測

試，並完成實驗站之準直系統、樣品系統、及光電子能量分析儀系

統的建置與整合測試。 

-  完成軟 X 光奈米顯微術光束線概念設計、實驗站規劃、光學系統模

擬，各性能參數優化設計、微米及奈米光束等設計，進行光束線及

實驗站之細部設計，並訂定規格。 

- 進行軟 X 光奈米顯微術實驗設織織真空系統及光學系統之採購，包

含光學鏡及鏡箱、單光儀與冷卻系統等，並完成光束線與實驗站之

屏蔽體及水、氣、電等系統建置完成，光束線控制回饋系統之規劃

及佈建，網路及視訊監控系統之佈建，實驗站光束聚焦系統平台，

樣品控制平台，及高解析度分析儀等系統設計完成並發包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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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生物結構小角度 X 散射光束線 X 光光學元件的佈建及光學系

統準直測試，單光儀之安裝測試及校正，光束線位置偵檢系統佈建，

以及前端整合 

-  建置生物結構小角度 X 散射實驗站的準直系統、樣品環境及偵測系

統。 

-  進行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光束線光學元件之佈建及光學系統準直

測試，單光儀之安裝測試及校正，光束線位置偵檢系統佈建完成，

光束線前端整合完成。 

-  進行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實驗站高解析度分析儀的採購及測試，完

成相關之準直系統、樣品系統、及偵檢器系統整合測試。 

- 進行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光束線與實驗站之前端區系統、

Undulator(IU22)、屏蔽體及水、氣、電與光學系統之採購，以及光

學鏡及鏡箱、Slits, BPM, Screen、繞射儀及校準系統、X 光面積偵

檢器等系統建置。 

 

(二)經費需求 

本(107)年度公務預算補助為274,500千元，詳如下表。 

(單位：千元) 

計畫名稱 人事費 業務費 設備費 小計 

台灣光子源綠能生

醫旗艦計畫 
0 26,700 247,800 274,500 

  

(三)預期效益 

本計畫之預期效益與說明如下： 

1.本計畫規劃發展建造綠能與生醫相關領域的關鍵性大型核心實驗設施，

利用台灣光子源的高亮度光源優勢，以及高空間解析度(微奈米)、時間

解析度(毫微秒)及同調性光源、解析分子層次結構與功能以及細胞層次

影像等特色，開創嶄新實驗方法及優化現有實驗技術與設施，發展關

鍵實驗技術，投入先進綠能與生醫科技的研究，研發具創新性科技，

佈局尖端科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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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計畫具有極高科技效益以及產業應用潛力與價值，兼具培育尖端科

技人才與拓展國際鏈結之功能。計畫完成後，可提供國內科研所需之

國際級、先進的跨領域大型研究設施，協助提升臺灣科技水準與綠能

科技產業的研發能量。並藉由新穎能源材料技術開發平台，將國內新

穎材料開發與單晶成長及薄膜製備之關鍵技術整合，聚焦於能源科技

的應用，強化綠能關鍵功能性材料研發，尤其針對目前國內綠能產業

所面臨的材料瓶頸提供關鍵技術，進而成為加速產業升級之驅動力。 

3.本計畫將先進光源設施與技術導入蛋白質藥物及小分子藥物研發，有

效促進產業界對藥物開發的時效，激盪生技醫藥產業尖端技術的開發，

並強化佈局生技醫藥產業科技發展藍圖、培育跨域人才，增進台灣產

業的全球競爭力。 

5.科技效益：充分發揮台灣光子源加速器的優勢，大幅提升綠能生醫、

微奈米科技研究領域的水準。 

6.人才培育：培育能使用加速器光源與開發相關技術的年輕學者，拓展

其科學研究的視野。 

7.跨領域、跨單位與國際合作：持續深化與美、日、歐的等國家同步加

速器光源機構的科技合作與交流，推動科技外交。 

8.產業效益：產業計畫成長，並吸引國內、外綠能生醫廠商前來使用或

建立其實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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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年度預算概要  

一、收支營運概況 

（一） 本年度業務收入19億4,736萬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0億474萬7千元，

減少5,737萬9千元，約2.86％，主要係政府預算補助收入減少7,431萬
9千元、依據財務29號公告折舊認列收入減少788萬3千元、專題計畫

補助款增加2,232萬3千元、民間委辦計畫增加100萬元、其他業務收

入增加150萬元所致。  

（二） 本年度業務外收入565萬元，與上年度預算數持平。 

（三） 本年度業務支出20億7,127萬6千元，較上年度預算數21億2,858萬2千
元，減少5,730萬6千元，約2.69％，主要係專題計畫之折舊費用增加

所致。 

（四）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1億1,825萬8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短絀數1
億1,818萬5千元，增加7萬3千元，約0.06％，主要係依行政院99年3
月2日院授主孝一字第0990001090號函規定，本中心自99年度起將政

府捐助(贈)之財產，屬供永續經營或擴充基本營運能量者，列入資產

負債表「其他基金」科目，同時將該等財產所產生折舊不再等額認列

收入，本年度列入「其他基金」之資產增加，致不能列收入之折舊增

加所致。 

二、現金流量概況 

（一） 業務活動之淨現金流入5億6,669萬7千元。 

（二） 投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5億6,101萬元，主要為107年度購置固定資

產。 

（三） 籌資活動之淨現金流出500萬元，為負債之保證金減少。 

（四） 現金及約當現金之淨增687萬元，係期末現金1億6,995萬3千元，較期

初現金1億6,926萬6千元增加之數。 

三、淨值變動概況 

本年度期初淨值 50 億 6,640 萬 2 千元，減少本年度短絀 1 億 1,825 萬 8
千元，期末淨值為 49 億 4,814 萬 4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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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年度及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及成果概述 

一、前年度決算結果及成果概述 

(一)決算結果： 

1.業務收入決算數19億1,870萬9千元，較預算數20億1,209萬8千元，減少

9,338萬9千元，約4.64％，主要係政府補助收入經常門流入資本門所

致。 

2.業務外收入決算數636萬元，較預算數615萬元，增加21萬元，約3.41%，

主要係清理識別證保證金產生之收入所致。 

3.業務支出決算數20億4,290萬1千元，較預算數21億3,590萬8千元，減少

9,300萬7千元，約4.35％，政府預算支出減少主要係補助收入經常門流

入資本門，委辦計畫服務支出減少主要係實際支出不如預期，其他業

務支出增加係招待所及新增捐贈財產之折費費用所致，兩相比較計淨

減少。 

4.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1億1,783萬3千元，較預算數1億1,766萬元，

增加17萬3千元，約0.15％，主要原因詳上述。 

 

(二)計畫執行成果概述： 

台灣光子源（TPS）加速器儲存電流成功達到設計值並試車完成後，

105年9月19日舉行啟用典禮，蔡英文總統親臨主持，並與李遠哲院士、

丁肇中院士、科技部楊弘敦部長、陳力俊董事長和多位貴賓共同進行按

鈕啟用的儀式。完成試車的光束線實驗設施亦如期在9月正式開放用戶申

請，提供國內外的研究團隊使用TPS精密的實驗設施，將為我國先進科

技發展注入創新活水，可望發展成為世界級的科研中心。此項科技成就

已受到國際矚目，本中心榮登American Chemical Society（ACS）
「Chemical & Engineering News (C&EN))」雜誌2016年8月號的封面，該

雜誌為化學和化工領域的重要刊物，為ACS會員必讀之會誌，影響力及

曝光度甚大。 

本中心持續穩定運轉15億電子伏特台灣光源TLS同步加速器及周邊

實驗設施；新建完成的30億電子伏特台灣光子源TPS同步加速器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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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車並開始穩運行，刻正陸續進行其光束線實驗設施的運轉與建置工作，

提供全國用戶拓展先進科學研究領域的利器。此外，本中心亦承辦台澳

中子設施運維業務，協助國內用戶進行實驗並建立中子實驗的專業知識

與技術能力。以下謹就本中心所執行之「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心運轉維護計畫」、「台灣光源計畫」、「台灣光子源計畫(TPS)」、「台

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及「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等五分

支計畫於105年度之執行成果概述如下： 
 
1.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 

「台灣光子源 (Taiwan Photon Source, TPS)」繼2014年底順利出光後，

於 104 年底完成儲存電流提升百倍、達到最高設計電流之目標，今年

（105年) 3月開始進入新的運轉及試車階段，在台灣光子源加速器團隊

的努力下，5月下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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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整合完成的光束線進行試車實驗。蛋白質微結晶學、同

調 X 光散射、奈米 X 光繞射、時間同調 X 光繞射等4 座光束線實驗

設施進行光學元件參數優化與系統試車調整等工作的同時，自4月15 日
至6月30日徵求計畫申請，9月如期開放供全國科技界使用，提供亮度極

高的X 光光源進行尖端實驗，台灣光子源將成為我國自然科學、生物醫

學和奈米科技領域先進科學研究的最佳利器。  

為推廣大型共用實驗設施台灣光子源在學研界與產業界的應用，本

中心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月陸續舉辦了七場光束線開放說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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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第一期七條光束線與實驗設施的功能和應用，

讓用戶知道台灣光子源的加速器特性與科研契機。此外，自2016年3月起

陸續對台灣光子源第一期七條光束線實驗設施進行測試，為能讓用戶們

瞭解台灣光子源之實驗技術與先期試車成果，6月4日(六) 舉辦「台灣光

子源光束線試車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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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首篇使

用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實驗設施發表的研究成果，已於12月發表於國際重

要期刊，成功為台灣光子源的科學研究打響第一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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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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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子源是台灣自行設計、建造、組裝，並於試車測試時，最快

達到設計指標的世界頂級加速器，為目前環形加速器中全球最亮光源之

一，而台灣光源(Taiwan Light Source, TLS) 為因應X光用戶需求，其已

安裝之超導插件磁鐵數為目前全球密度最高的加速器。本中心擁有超導

插件磁鐵設計、製造、品管測試能力與10年以上的運轉經驗。本中心亦

擁有除日本之外全亞洲最大的液氦製造工廠，長期累積了許多超導技術

與超低溫經驗，為此，泰國光源(SLRI) 特地來台進行技術交流，並委託

本中心為其儲存環(1.2 GeV) 建造加速器關鍵組件—超導增頻磁鐵(3.5 
T)，預計於2018年安裝於泰國光源設施。 

本中心與清華大學、交通大學、中山大學等校合開光源學程，共同

培育人才，並與10多所學校簽署合作備忘錄，促成學研資源的整合與共

享，推薦優秀後輩參與國外課程以培育我國同步加速器光源人才之外，

同時也不定期舉辦光源技術與應用之教育訓練課程，期使光源知識與實

驗技術之結合與演練，可以造就更多光源新秀。本中心與台南成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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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光源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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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增進同步加速器光源之學術交流與成果分享，本中心於9月20 - 22 
日舉辦「第二十二屆用戶年會暨研討會」，年會邀請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UIUC) 暨中央研究院江台章院士擔任大會講座(keynote speaker)，
並於第二天舉辦TPS 光束線實驗設施試車討論會，介紹台灣光子源光束

線建造規劃、第一期實驗設施技術與其先期試車成果，緊接著舉辦軟X 
光能譜奈米顯微術和其在材料科學的研究新契機研討會與同步光源產業

應用研討會，並邀請國內外專家學者介紹各科研領域的最新研究進展。9 
月 23 日 舉 辦 「 2016 年 能 譜 顯 微 術 國 際 研 討 會 (2016 NSRRC 
SpectroNanoscopy Workshop)」推廣與增進國內研究人員對軟X 光奈米能

譜顯微術的認識，並討論此技術最新的發展及研究成果所帶來的新契機，

會議近百人報名參加。 

為了培育年輕的先進光源研究人才，並激發大學生對加速器科技、

同步輻射相關設施與其科學應用的興趣，本中心於7月4日至8月5日舉辦

為期五週的「第四屆先進光源暑期科學實習」，提供暑假後升大三及大

四學生體驗以先進光源進行科學研究的機會。此外，與清華大學於8月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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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舉辦「同步加速器光源應用與實習暑期課程」介紹同步加速器設施

及相關研究領域，並安排加速器和實驗站參觀與實習活動，共有57 位學

生報名。另，與交通大學電子物理系於8月23 - 26日合辦 「第七屆X 光
暑期學校 (7th Summer School on X-ray)」，課程以TPS 已完成之第一期

光束線相關技術為主，並以計畫興建之第二期光束線技術為輔，主題名

為「Brilliant Source: Bright Future of Science」，邀請國內的專家學者來

講授與介紹光束線之相關應用。 

為加強國內外同步輻射相關研究領域研究人員間的學術交流，及促

進與用戶彼此間的溝通，本中心除了每年舉辦用戶年會外，本年度亦舉

辦多場同步加速器光源相關會議與課程。10月24-28日舉辦第80 次
IUVSTA 超低發散度光源真空系統研討會，邀請世界上各光源設施的加

速器真空系統設計建造主要負責人，包括多位國際間知名且資深有影響

力的真空專家，共有來自15個國家、26個單位、50位貴賓報名參加，並

提出34個報告包括13位邀請演講。10月21 - 23日在南投縣惠蓀農場舉行

2016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年會暨中子散射研習營，旨在交流中子科學之實

驗技術、最新研究成果和相關應用，同時研習營主題聚焦在小角度散射、

能源材料、中子繞射和磁性材料等。此外，本中心成功爭取到CWRF (The 
Continuous Wave and High Average Power RF Workshop) 2018國際研討

會主辦權，有助提升我國在同步輻射研究領域之國際知名度。 

科普知識推廣方面，本中心於6月25日舉行了探索恐龍的神秘面貌的

科普演講，邀請北京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與本中心的研究

人員，為大家帶來精采的古生物科普演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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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2016 
泛˙知識節於11月19、20日在台北實踐大學舉辦，本中心同仁獲邀於會

中介紹台灣光子源之概要、實驗技術和科學應用。 

本中心響應政府能源政策並提昇自籌能力，計畫分三期於建築物屋

頂設置太陽能發電系統，期能達到美化屋頂與遮陽節能的效果。「屋頂

太陽能發電計畫」業經提報本中心董事會同意執行，目前第一期計畫已

完成發包作業，預估每年將發電50萬度以上，為新竹市目前太陽能發電

量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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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台灣光源計畫(TLS) 

105年度持續維持現有加速器的穩定運轉，進行包括電源、射束動力、

高頻、儀控、磁鐵、真空、精密機械等各子系統及光源相關設施之維護，

優化子系統間的整合，提供國內外光源用戶連續長時間且高品質的同步

輻射光源。本年度運轉效率(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間

之比)為98.2%， 99.9%用戶可使用的時段中，電子束穩定度指標（ I0/I0，

光束強度變化值比例）維持在 0.2 %以下，到達預計的水準。 

目前運轉的台灣光源光束線提供之光源能量範圍涵蓋紅外線、紫外

線、軟 X 光及硬 X 光，計有26座光束線開放 ( 含位於日本 SPring-8
台灣光束線 )。本年度使用本中心光源執行實驗計畫之件數為1,636件 ，
實驗參與人次為12,619。用戶利用光源進行研究發表成果於國際知名期

刊SCI論文有348篇，其中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5%之SCI期刊論文篇數有

90篇，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10%之SCI期刊論文篇數有166篇(註：正確執

行實驗件數將依實際實驗情況而滾動修正)。 

8、9月份台灣光源加速器長停機期間進行所有光束線年度定期巡檢

工作，其範圍包含真空系統、機械系統、水氣電系統與連鎖系統等四大

部份的維修、更換、潤滑、保養與檢查，以及光束線各項元件之定期檢

查、維修與保養，以維持光束線處於最佳的運轉狀態。BL09A光束線入

口狹縫，因長期承受高功率密度同步加速器光源導致刀口受損，同時狹

縫傳動機構也無法與測微器同步作動，已於此次長停機進行更換後回復

最佳的工作條件，並於10月上旬出光時重新開放用戶使用。5月份加速器

停機時段進行兩項工程，包括BL07A 光束線修復因BPM 滑台故障而無

法校正準直鏡位置的問題，以及修復BL08A 光束線因近光柵區段壓力不

穩定而導致出光不順問題。 

長停機時段進行TLS 光束線經理訓練課程，授課對象主要為中心現

任的光束線經理人與相關新進同仁，內容涵蓋光束線設計與真空原理等

理論基礎課程、機械、水電氣與連鎖系統等光束線硬體設計、以及使用

機構調整與儀器操作等系統之實體動手訓練，讓新進同仁能更快具備應

有的操作技術。 

利用本中心光源設施的科學研究成果的質與量皆高於預期標準。在

生醫領域方面：台北醫學大學研究團隊進行「副溶血性弧菌致命毒素 
PirAvp 與 PirBvp 之結構解析」、本中心與馬來西亞理科大學合作進行「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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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裝有排毒泵浦可將抗生素排出菌體以產生抗藥性」研究、國家衛生研

究院團隊的「小分子抑制劑調控間變性淋巴瘤激酶的結構變化」研究、

中央研究院研究團隊解析出「DNA 擬態蛋白質 SAUGI和泡疹病毒尿嘧

啶 DNA 糖基化酶」的複合體結構；奈米材料領域方面：交通大學材料

科學工程系與台灣大學奈米生醫微機電系統研究群的「軟質光壓電智能

材料研究」、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電機與電腦工程系研究團隊

的「低介電常數電介質材料 SiOC:H 和銅表面的 Schottky Barrier」、本

中心與德國卡爾斯魯厄理工學院及東華大學共同合作的「探究雙金屬氧

化物的高催化活性」、中央大學材料所的「鉑銅及鉑鈀奈米短棒之合金

化效應」、交通大學開發可撓透明二氧化釩薄膜凡得瓦磊晶於白雲母基

板、本中心與清華大學合作進行「三光布拉格表面繞射之 Si0.7Ge0.3/Si 介
面應變縱向深度剖面分析研究」、德國Max Planck Institute (MPI)的研究

團隊進行「Ba15V12S34O3 有序的陰離子結構」；綠能科技方面：本中心

與清華大學合作的「藉由新穎添加劑提升高分子太陽能電池之元件效率」、

本中心與大同大學研究團隊合作探討高理論電容量之鋰電池材料正極材

料之電容量衰退成因、本中心與中國科學院應用物理研究所合作研究燃

料電池、本中心與台灣大學合作「成長高效能鈣鈦礦異質介面薄膜太陽

能電池」的研究、北京大學與多單位共同合作研究「平面稠環電子受體

的高效率聚合物太陽能電池」…等。其中中心研究團隊利用TXM研究高

效能奈米光催化劑材料的三維結構，成果於今年發表於ACS Catalysis，
並獲選為當期封面照片。中國科學院和 UIUC、中研院合作研究「頭-
碰-中」萜類合成酶 (MoeN5及LPPS) 晶體結構，該研究成果也獲選為 
Angew. Chem.Int. Ed. 當期的封面文章。 

除了提供科研服務之外，本中心亦致力於同步光源產業應用的推廣，

協助產業界解決問題。 本年度除了繼續深化與關鍵半導體產業的互動，

推廣進階使用先進同步光源之外，也持續積極與國內新創公司合作開發

光晶片微感測器，創造產業新價值，進而提升其國際競爭力。而在開拓

新產業用戶方面，目前刻正進行金屬中心委託研究計畫、遠東新世紀與

正新橡膠等初期委託研究等紡織與塑膠產業的潛力新用戶推廣。此外，

泰國科技部所屬之 Synchrotron Light Research Institute (SLRI)於今年5月 
30日與本中心簽約，出資委託我們在未來兩年內為泰國同步加速器光源

的 ASEAN 光束線建造一座關鍵性加速器設備（超導增頻器，

Superconducting Multipole Wiggler），此乃我國同步輻射加速器技術輸出

海外的新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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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產業應用推廣的績效並無法如實反應於本年度自籌經費的績

效。105年度產業計畫統計收入事實上已超過預期收入30％以上，但因產

業委託計畫多屬跨年度執行，部分跨年度計畫於105年度尚未大量使用經

費，受限於會計以支認收的原則這些經費無法以收入呈現；此部分經費

將反映在106年度的民間委辦收入中。另關於業界合作計畫數未達預期目

標，係因與廠商的議約進度略有延遲，但目前仍持續積極進行。其中一

技轉案相關委託計畫延至106年1月簽約，遠東新世紀計畫亦延至106年1
月提出申請。另生技製藥計畫因委託服務方式特殊，105年度中心先完成

產業應用要點修法，106年度將可辦理計畫簽約執行。 

 
3. 台灣光子源計畫(TPS)  

今年（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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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光子源於9月22日正式對外界開放光源供用戶實驗，運轉模式

為300 mA 恆定電流，配合設施運轉執照的審查核發程序，儲存環電流

將採逐步提高的方式配合進行。TPS 加速器運轉團隊在加速器研究時段，

以用戶模式逐步提高儲存電流、測試儲存環效能與各子系統的可靠性，

通過電子束長時間穩定性測試，再提高10 mA 電流重複相同測試步驟，

目前儲存環400 mA 恆定電流運轉已經通過測試。 

本年度運轉效率(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間之比)
為95.8%， 99.8%用戶可使用的時段中，電子束穩定度指標（△Ib/Ib，光

束強度變化值比例）維持在2 %以下，到達預計的水準。運轉時數達4807
小時，其中開放用戶使用時數為3351小時。 

行政院林全院長與科技部楊弘敦部長於7月16日視察台灣光子源光

束線實驗站的興建進度，隨後蔡英文總統於9月19日蒞臨中心主持台灣光

子源實驗設施啟用典禮，歷經多年規劃與興建的台灣光子源是新政府上

任後第一個啟用的的重大科學研究設施，第一期中的實驗設施中的4座光

束線如期於9月正式啟用。本中心研究團隊使用台灣光子源時間同調X光

光束線實驗設施設計出X光單模共振單光儀，研究成果已發表於國際期

刊，為台灣光子源的科學研究打響第一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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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 

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實驗設施的蛋白質微結晶學(TPS 05A)、時間同調 
X 光繞射(TPS 09A)、X 光奈米繞射(TPS 21A)和同調X 光散射(TPS 25A)
等4座光束線已於9月起陸續開放用戶使用，並持續進行優化與實驗站擴

充的工作。共振軟X光散射(TPS 41A)、次微米軟 X 光光譜(TPS 45A)和
X光奈米探測(TPS 23A)陸續完成基本建造後也已進行試車。 

TPS-21A光束線於2月完成水氣、線槽與電力系統，於4月7日實驗站

出光，為台灣光子源第一期實驗設施中第四座完工的光束線，達到光學

元件參數優化、系統調整並邀請用戶進行實驗數據量測的試車後，於9
月開放用戶申請使用。TPS-41A光束線已完成鏡箱、狹縫組、光學鏡面、

光柵分光儀系統等主要光學系統的安裝，以及元件性能測試與調整等項

目；TPS-45A完成鏡箱、狹縫組等主要光學系統的安裝與低電流真空清

洗，以及進行性能測試與規格驗收等工作；另外，TPS-23A光束線完成

輻射屏蔽屋主體等建造工程，陸續完成鏡箱、分光儀等主要光學系統的

安裝，以及性能測試與規格驗收等項目，後續將進行光束線機械系統與

安全連鎖系統等建造工程。 

第二期實驗設施的建置計畫亦積極展開中，其中軟X光生醫斷層掃

瞄顯微術（TPS-24A）已完成輻射屏蔽屋主體等建造工程，以及鏡箱、

分光儀等主要光學系統的安裝，並完成性能測試與規格驗收，進行光束

線機械系統與安全連鎖系統等建造工程；快速掃描X光吸收光譜

（TPS-44A）光束線已完成光學鏡面與鏡箱系統設計圖面的驗收，以及

建造輻射屏蔽屋的水氣、線槽與電力等後續的發包工作。 

 
5.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 

持續運轉維護我國在澳洲建置完成的中子設施「冷中子三軸散射儀

(SIKA)」，與推展中子散射之研究與應用，並提供中子用戶群科技服務。

本年度SIKA執行之實驗計畫件數為30件、使用SIKA之用戶人次為46，
SIKA實驗站運轉時間與預定時間之比為98.05 %。 

完成SIKA儀控系統模擬程式開發並整合上線，新的分析晶體模組亦

己完成組裝與熱試俥。為了推廣中子設施的應用，9月7日至9月11日假台

灣大學舉辦「磁性研究與設施應用暑期學校」有關中子、X光散射的相

關操作等課程，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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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105年度接受政府捐助執行中心營運發展與共通性事務

358,794千元，從事台灣光源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運轉維護與尖端研究

574,738千元，台灣光子源同步加速器設施建置、測試與運轉經費456,215 
千元，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經費300,000千元，及台澳中子設施

運轉維護經費26,934千元，合計編列預算1,716,681千元。105年度收支明

細詳下表： 

(單位：元) 

補助項目 
預算數 

A 
已補助金額

B 

執行狀況 
結餘數 
F=B-E 

執行率
實支數 

C 
暫付數 

D 
支用數 
E=C+D 

經常門- 
國庫撥款 

1,291,576,000 1,208,239,739 1,178,729,472 4,319,358 1,183,048,830 25,190,909 97.92%

資本門-
國庫撥款 

國庫

撥款 
425,105,000 508,441,261 443,754,186 63,225,730 506,979,916 1,461,345 99.71%

收支

轉帳 
   

資本門小計  425,105,000 508,441,261 443,754,186 63,225,730 506,979,916 1,461,345 99.71%

經資併計 1,716,681,000 1,716,681,000 1,622,483,658 67,545,088 1,690,028,746 26,652,254 98.45%

 

本中心105年度自籌收入計10,888萬元，包括政府補助專題計畫8,810
萬元、民間委辦計畫及技術服務收入412萬元、場地出借收入841萬元、

其他業務收入189萬(含會議贊助、報名費等結餘款)、創立基金及歷年結

餘款孳息609萬元及其他業務外收入 (含出售報廢財產收入等) 27萬元。 

自籌收入運用計10,288萬元，包括政府專題計畫支出8,824萬元、民

間委辦計畫、技術服務及招待所相關支出等1,464萬元。 

綜上，本中心105年度自籌收入結餘為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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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 105 年度衡量指標預計與實際績效對照如下： 

中心發展計畫 

績效範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科技服務與推廣 服務件數 實驗計畫執件次數 1,548 1,636 

服務人次 使用本中心設施之用

戶人次 

11,058 12,619 

服務時數 實驗計畫執行時數 123,271 124,167 

服務時數等值金額 實驗計畫執行時段數

等值價金（萬元） 

53,931 54,323 

人才培育 教育推廣場次 同步輻射相關教育推廣

課程及學術研討會場次

15 21 

參與人數 參與教育推廣課程及學

術研討會人數 
1,500 2,024 

參訪人數 1,500 2,267 

 

台灣光源計畫 

績效範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光源品質 加速器光源運轉效率 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

與加速器預定運轉時

間之比 

>97% 98.2% 

電子束穩定度 光束強度變化值比例

(∆I0/I0)  0.2%之時段

佔用戶可用時間之百

分比 

>97% 99.88% 

學術成就 使用本中心研究設施

產出之論文數*1 
發表於 SCI 期刊的論

文篇數 
333 348 

外部用戶 *2 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77 289 

內部用戶 *2 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56 59 

博碩士學位論文數*3 239 202 

產業應用 專利數 本中心獲得專利數 5 6 

支援產業界研發 與業界合作計畫數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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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範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自籌經費 本中心自籌經費 辦理政府補助及委辦

計畫/服務收入(千元)
75,208 88,101 

辦理民間委辦計畫 /
服務收入(千元) 

9,000 4,124 

* 1 各類論文產出之數量與品質為截至 105 年 12 月 31 日之統計，請詳下表。 
* 2 論文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之主聘單位為本中心者係屬內部用戶，非本中心者即屬外部用

戶。 
* 3 近年來因攻讀博碩士人數逐漸趨於負成長，致使 105 年度使用本中心設施之獲頒學位人數未能達到目

標值。 
* 4 與業界合作計畫數未達目標值，係因原預估簽約計畫雖多因雙方議約略有延遲，但仍持續積極進行，

預計延至 106 年度達到預期目標。 
* 5 民間委辦計畫/服務收入未達目標值，係 105年度產業計畫統計收入實際上已超過預期收入 30％以上，

但因產業委託計畫多屬跨年度執行，而部分計畫於該年度尚未大量使用經費，受限於會計以支認收的

原則這些經費無法以收入呈現；此部分經費將反映在 106 年度的民間委辦收入中。 

 

台灣光子源計畫(TPS) 

績效項目 評量項目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加速器光源運轉效率 加速器實際運轉時間與加速器預定運

轉時間之比 
> 90% 95.8% 

運轉時數 包含加速器與光束線試車時間（小時） >3,800 4,807 

用戶運轉時數 開放用戶時數（小時） >2,700 3,351 

儲存電流穩定度 儲存電流強度變化值比例(∆Ib/Ib)  2%

之時段佔用戶可用時間之百分比 2 
>90%) 99.84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 

績效範疇 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用戶服務與推廣 
服務件數 

於 SIKA 執行之實驗計畫

件次數 
20 30 

服務人次 於 SIKA 執行之人次 30 46 

光源品質 
實驗站運轉效

率 
SIKA 實驗站運轉時間與

預定時間之比 
98% 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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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論文產出之數量與品質： 

各 類 論 文 產 出  
105 年度 
(目標值) 

105 年 

實際達成值 

發表於 SCI 期刊的論文篇數 333 348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7 90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0%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82 166 

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154 226 

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之平均影響力指標 4.0 5.3 

外部用戶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77 289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3 78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0%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69 142 

外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126 189 

內部用戶發表於 SCI 期刊論文篇數 56 59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3 12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0%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13 24 

內部用戶發表於影響力指標前 15%之 SCI 期刊論文篇數 27 37 

說明：論文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之主聘單位為本中心者係屬內部用戶，非本

中心者即屬外部用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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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開放之各光束線使用人次及發表 SCI 論文數 

群組 
光束線 
編號 

光束線名稱 
內部

P.I.數

外部

P.I.數 
人數 人次

發表 SCI
論文數(註)

1 01A1 SWLS - White X-ray 2 5 78 590 0 
2 01B1 SWLS - X-ray Microscopy 4 16 139 786 4 

3 
01C1 SWLS - EXAFS 7 33 232 383 22 
01C2 SWLS -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10 36 298 505 32 

4 03A1 BM - (HF-CGM) Gas Phase/Photoluminescence 3 8 49 82 9 

5 
04B1 BM - (Seya) SRCD 

4 14 97 267 5 
04C1 Dynamic SRCD 

6 
05B1 EPU - Soft X-ray Chemistry 

5 19 112 248 5 05B2 EPU - PEEM 

05B3 EPU - Soft X-ray Scattering 

7 07A1 IASW - X-ray Scattering 10 20 216 574 15 

8 08A1 BM - (L-SGM) XPS, UPS 4 4 60 132 1 

9 08B1 BM - AGM 3 8 81 144 16 

10 
09A1 U50 - SPEM 

4 19 162 401 14 
09A2 U50 - Spectroscopy 

11 11A1 BM - (Dragon) MCD, XAS (PRT 75%) 4 9 114 250 7 
12 13A1 SW60 - X-ray Scattering 5 23 199 711 13 
13 13B1 SW60 -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1 58 276 639 34 
14 13C1 SW60 -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1 42 228 547 14 
15 14A1 BM - IR Microscopy 3 15 85 421 5 
16 15A1 Biopharmaceuticals Protein Crystallography 1 30 225 856 21 
17 16A1 BM - Tender X-ray Absorption, Diffraction 3 39 256 502 16 
18 17A1 W200 - X-ray Powder Diffraction 2 31 249 496 29 
19 17B1 W200 - X-ray Scattering 5 19 178 608 17 
20 17C1 W200 - EXAFS 8 50 419 870 50 
21 20A1 BM - (H-SGM) XAS 3 26 227 437 32 

22 

21A1 U90 - (White Light) Chemical Dynamics 

5 13 91 234 7 
21A2 U90 - (White Light) Photochemistry 

21B1 U90 - (CGM) Angle-Resolved UPS 

21B2 U90 - Gas Phase 

23 23A1 IASW - Small/Wide Angle X-ray Scattering 5 59 460 1104 47 
24 24A1 BM - (WR-SGM) XPS, UPS 4 19 165 426 16 

1 
SP12B1* BM - Materials X-ray Study 

5 18 94 152 19 
SP12B2* BM - Protein X-ray Crystallography 

2 SP12U1* U32 - Inelastic X-ray Scattering 4 17 63 117 12 
  SP44XU* U32 -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1 9 40 70 9 

*：座落於日本 SPring-8 的台灣專屬光束線，其中 SP44XU 為國際合作光束線，使用人次及發表論文
並未納入績效統計。 

註：部分論文使用 2 座以上的光束線設施，因此上表論文數總和高於論文統計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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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年度已過期間預算執行情形(截至 106 年 6 月 30 日) 

（一） 業務收入執行數9億7,354萬9千元，較年度預計數20億474萬7千元，

達成率48.56％，以時間比例言略低於目標值，主要係公務預算補助

及民間委辦計畫上半年執行未達目標。 

（二） 業務外收入執行數291萬1千元，較年度預計數565萬元，達成率51.52
％，以時間比例言高於目標值，主要係利息收入較預期多。 

（三） 業務支出數10億3,020萬5千元，較預計數21億2,858萬2千元，達成率

48.40％，以時間比例言略低於目標值。 

（四） 以上總收支相抵後，計短絀5,374萬6千元，較年度短絀預計數1億
1,818萬5千元，以時間比例言略低於目標值，主要原因詳上述。 

本中心 106 年度接受政府補助從事同步加速器光源設施運轉維護與尖

端研究經費 15 億 5,128 萬 9 千元。106 年度截至 6 月 30 日之收支明細資料

請詳下表。 

(單位：元) 

補助項目 
預算數 

A 
已補助金額

B 

執行狀況 
結餘數 
F=B-E 

執行率
實支數 

C 
暫付數 

D 
支用數 
E=C+D 

經常門- 
國庫撥款 

1,270,524,000 650,130,000 567,190,149 10,911,712 578,101,861 72,028,139 88.92%

資本門-
國庫撥款 

國庫

撥款 
280,765,000 93,355,000 57,971,561 2,096,200 60,067,761 33,287,239 64.34%

收支

轉帳 
   

資本門小計  280,765,000 93,355,000 57,971,561 2,096,200 60,067,761 33,287,239 64.34%

經資併計 1,551,289,000 743,485,000 625,161,710 13,007,912 638,169,622 105,315,378 85.83%

 
 

伍、重大承諾事項及或有事項 

無 

 
 



 

 

 

 

 

 

 

 

 

 

 

 

 

 

 

主  要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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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收支營運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   目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比較增(減-)數 
說   明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金額  % 

1,925,069 100.00 收入 1,953,018 100.00 2,010,397 100.00 (57,379) (2.85) 
一、本年度

收入預計數

較上年度減

少政府補助

經常門預算

74,319 千元

(詳 p74)、依

據財務29號
公告減少折

舊認列收入

7,883 千

元，增加專

題計畫補助

款 22,323 千

元(詳 p57)、
民間委辦計

畫服務收入

1,000 千

元、其他業

務收入

1,500 千

元，合計減

少 57,379 千

元。 
 
二、本年度

支出較上年

度減少

57,306 千元

(詳
p58~p61)。

 
三、收支相

較短絀較上

年度增加

73 千元。 

1,918,709 99.67 業務收入 1,947,368 99.71 2,004,747 99.72 (57,379) (2.86) 

1,904,292 98.92 政府預算

補助收入 
1,919,368 98.29 1,979,247 98.45 (59,879) (3.03) 

3,120 0.16 委辦計畫

服務收入 
15,500 0.79 14,500 0.72 1,000 6.90 

535 0.03 個案服務 
收入 

0 0.00 0 0.00 0 0.00 

10,762 0.56 其他業務

收入 
12,500 0.63 11,000 0.55 1,500 13.64 

8,413 0.44       場地管

理收入 
6,000 0.30 6,000 0.30 0 0.00 

2,349 0.12       其他業

務收入 
6,500 0.33 5,000 0.25 1,500 30.00 

6,360 0.33 
  業務外收

入 5,650 0.29 5,650 0.28 0 0.00 

6,095 0.32 
    利息收

入 5,500 0.28 5,500 0.27 0 0.00 

265 0.01 

    其他業

務外收

入 
150 0.01 150 0.01 0 0.00 

2,042,901 106.12 支出 2,071,276 106.01 2,128,582 105.88 (57,306) (2.69) 

2,042,901 106.12 業務支出 2,071,276 106.01 2,128,582 105.88 (57,306) (2.69) 

2,028,259 105.36 
政府預算

支出 2,043,313 104.59 2,103,192 104.62 (59,879) (2.85) 

3,033 0.16 
委辦計畫

服務支出 15,500 0.79 14,500 0.72 1,000 6.90 

535 0.03   個案服務

支出     
  

11,074 0.57   其他業務

支出 
12,463 0.63 10,890 0.54 1,573 14.44 

(117,833) (6.12) 本期(短絀-) (118,258) (6.01) (118,185) (5.88) (73) 0.06 

註: 依行政院 99 年 3 月 2 日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規定，本中心自 99 年度起將政府捐助(贈)之財產，屬供

永續經營或擴充基本營運能量者，列入資產負債表「其他基金」科目，同時將該等財產所產生折舊不再等額認列收

入，自 99 年度起呈現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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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現金流量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預      算      數 說              明 

業務活動之現金流量  

稅前(短絀-) (118,258) 年度不動產及 1 億元以上機械設

備折舊費用 123,945 千元，基金孳

息收入 5,500 千元，其他業務收支

相抵預估結餘 187 千元，淨計短絀

118,258 千元。 

利息之調整 (5,500)  

未計利息之稅前(短絀-) (123,758)  

  調整非現金項目  

    折舊 794,520 107 年度預估折舊費用。 

    資產及負債科目之變動  

      遞延收入 (104,065)

減列 104,065 千元係減列依財務會

計準則公報 29 號之規定轉列收入

之折舊數 670,575 千元，增列 107

年度之設備費預算數 566,510 千元

之淨減數。 

      業務活動淨現金流入(流出-) 566,697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購置固定資產 (566,510) 107 年度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詳 p62~p68)。 

  收取利息 5,500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61,010)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存入保證金 (5,000) 履約保證金預估減少數。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入(流出-) (5,000)  

現金及約當現金淨增（淨減-） 687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 169,266 106 年底銀行存款預估數。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 169,953 107 年底銀行存款預估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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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淨值變動預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   目 上年度餘額 本年度增(減-)數 截至本年度餘額 說  明 

基金 5,710,102 5,710,102  

創立基金 500,000 500,000 主管機關捐贈創立基金數

額。 

其他基金 5,210,102 5,210,102 依據行政院 99 年 3 月 2 日

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將政府

捐助(贈)財團法人財產，屬

供永續經營或擴充基本營

運能量者，列入資產負債

表「其他基金」科目之規

定辦理。 

累積餘絀(-)   

累積短絀(-) (643,700) (118,258) (761,958) 1. 年 度 累 積 短 絀 數 額

761,958 千元係自 92 年

至 106 年度止不動產及

1 億元以上動產累計折

舊數與以 29 號公報處

理不動產之帳務累積結

餘數之淨額，排除前述

財產所產生之累計折舊

影響數，預計累積賸餘

為 91,327 千元。 
2. 本年度不動產及 1 億元

以上之動產折舊費用

123,945 千元，而基金孳

息收入 5,500 千元、其

他業務收支相抵結餘

187 千元，淨計短絀

118,258 千元。 

合 計 5,066,402 (118,258) 4,948,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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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收入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名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1,904,292 政府預算補助收入 1,919,368 1,979,247  

1,816,191   政府公務預算補

助收入 
1,819,045 1,901,247 107 年度受政府補助經常門

1,196,205 千元(詳 p74)；供本中心

永續經營或擴充基本營運能量之

財產列入「其他基金」，其餘依

據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 29 號與

資產有關之政府補助收入認列原

則，預估 107 年度固定資產提列

折舊費用 622,140 千元及預估財

產報廢損失 700 千元，同額認列

收入，故本年度收入預估

1,819,045 千元。 

88,101   政府科發基金補

助收入 
100,323 78,000 107 年度科發基金補助專題計畫

款 55,561 千元，另依據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 29 號與資產有關之

政府補助收入認列原則，預估 107
年度固定資產提列折舊費用

44,762 千元，同額認列收入，故

本年度收入預估 100,323 千元。 

3,120 委辦計畫服務收入 15,500 14,500  

3,120   民間委辦計畫服

務收入 
15,500 14,500 詳民間委辦計畫明細(p78)。 

535 個案服務收入  

535   民間個案服務收入  

10,762 其他業務收入 12,500 11,000  

8,413 場地管理收入 6,000 6,000 招待所出借收入。 

2,349 其他業務收入 6,500 5,000

1.委託工業服務收入 500 千元。 
2.業務推廣及教育訓練收入  

2,500 千元。 

3.出售電力收入 3,500 千元。 

6,360 業務外收入 5,650 5,650  

6,095    利息收入 5,500 5,500 創立基金 5 億元利息收入。 

265    其他業務外收入 150 150 年度處理報廢財產收入。 

1,925,069 總   計 1,953,018 2,010,3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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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名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2,028,259 政府預算支出 2,043,313 2,103,192  

1,940,020   政府公務預算支出 1,942,852 2,025,054  

513,145     人事費 523,391 523,391 詳用人費用彙計表(p72)。 

163,812     材料及用品費 164,294 146,230 一、 同步輻射中心工安防護器

材、火警探測器及模組、

期刊、公務車油料及事務

性耗材等 14,822 千元。 
二、 台灣光源(TLS)運轉

51,727 千元，包括： 
1. 加速器各子系統(含電

源、儀控、真空、磁鐵、

機械定位及量測)運轉與

維護 14,595 千元。 
2. 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

維護 9,769 千元，其中液

態氮填充 6,579 千元。 
3. 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8,668

千元。 
4. 實驗站、實驗技術及科學

應用之拓展(包括主辦協

辦各種學術研討會及訓

練課程等)18,695 千元。 
三、 台灣光子源(TPS)運轉  

55,113 千元，包括： 
1. 加速器各子系統(含電

源、儀控、真空、磁鐵、

機械定位及量測)運轉與

維護 33,610 千元。 
2. 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

維護 12,688 千元，其中液

態氮填充 7,705 千元。 
3. 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8,815 千元。 
四、 台澳中子設施駐澳辦公

室耗材、實驗設施運轉系

統升級等 500 千元。 

五、 台灣光子源(TPS)光束線

及實驗站設施興建 20,632
千元。 

1. 支援第二期光束線與實

驗設施建置 12,090千元。

2. 第二期光束線實驗設施

建置 8,542 千元。 
六、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旗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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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名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計畫 21,500 千元。 

62,092     修繕養護費 71,871 71,113 一、同步輻射研究中心房屋建

築維護、車輛及辦公器具

維護、資訊系統維護升

級、消防設備養護、圖書

設施維護等 16,227 千元。

二、台灣光源(TLS)加速器各子

系統機械設備維護、機電

冷卻水系統維修養護、光

束線維修養護、實驗站運

轉維護等 23,353 千元。 
三、台灣光子源(TPS) 儲存環  

與增能環高頻系統修繕養

護、真空系統、水、空調、

消防系統、控制系統、電

力系統、壓縮氣系統、天

車維護保養及其他各子系

統維護保養 28,391 千元。

四、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

實驗室、SIKA 設施維護

2,900 千元。 
五、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旗艦

計畫 1,000 千元。 

434,967     業務費 436,649 529,790 一、 教育訓練 3,209 千元。 
二、 水費 3,000 千元。 
三、 電費 185,830 千元。 
四、 郵資、電話、數據機、網

路等通訊費 1,740 千元。

五、 土地租金 72,840 千元。 
六、 公務車、辦公事務機器租

賃、各項資訊系統軟體使

用執照費 11,568 千元。 
七、 房屋稅、科學園區管理局  

稅捐規費、印花稅費等    

5,976 千元。 
八、 建築物、機械及實驗儀器

設備等財產險、公共意外

險等保費等 1,600 千元。

九、 董事會、監事會、科學諮

詢委員會等召開，與會人

員機票費、生活費、聘請

各專業領域學者、專家短

期服務之按日按件計酬

計 11,063 千元。 
十、 高科技人才培育計畫，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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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名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發替代役人員、博士後研

究計 48,760 千元。 
十一、 與大學院校合辦同步

輻射課程、學術研究、國

際合作及專業人才培育

1,200 千元。 
十二、 中心工安防衛系統、環

境保護業務、污染防治與

檢測等 1,500 千元。 
十三、 台灣光源(TLS)加速器

運轉、各項實驗工作之機

械加工、系統運作支援整

合等 4,043 千元。 
十四、 台灣光子源(TPS)網點

安裝、各子系統臨時性機

械加工 7,233 千元。 
十五、 台灣光子源光束線及

實驗站之實驗數據儲存

及分析中心、真空零組件

設計製造等 5,940 千元。

十六、 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

實驗設施之零組件設計

製造及加工 3,200 千元。

十七、 參加國內、外學術團體

真空學會、化學學會、物

理學會、亞太中子散射學

會等團體會費 682 千元。

十八、 清潔、廢棄物、污水處

理，保全人力外包，廣告

徵才及員工體檢、公務便

當、各項會議雜項支出，

印製年報、簡訊、海報、

相關科普展示等文宣

品、研究報告，駐日辦公

室、駐澳辦公室事務費等

28,755 千元 。 
十九、 國內、外差旅費、進口

實驗設施關雜裝卸及運

費等 17,179 千元。 
二十、 國內用戶赴日本

SPring-8 做實驗補助款

5,000 千元。 
二十一、 博士候選人獎助金

2,433 千元。 
二十二、 同步輻射學程學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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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支出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前年度決算數 科目名稱 本年度預算數 上年度預算數 說         明 
學金(含碩、博士生) 4,400
千元。 

二十三、 派駐澳洲 ANSTO 之

生活補助、保險補助、子

女教育補助及人員澳洲

境內差旅等 3,898 千元。

二十四、 派駐日本 SPring-8 之

生活補助、保險補助、子

女教育補助及交通補助

等 5,600 千元。 

764,401     折舊與攤銷 745,947 753,830 固定資產 14,677,785 千元估列

折舊費用。 

682     損失與賠償 700 700  

921     其他  

88,239 政府科發基金支出 100,461 78,138 詳 p75~p77 

44,434     人事費 33,336 34,290 依補助合約估列 

28,287     業務費 22,225 26,524 依補助合約估列。 

15,518     折舊與攤銷 44,900 17,324 固定資產 581,839 千元估列折

舊費用。 

3,033 委辦計畫服務支出 15,500 14,500  

3,033 
  民間委辦計畫服務

支出 
15,500 14,500  

486     人事費 10,703 9,940 依據合約估列。  

2,337     業務費     4,587     4,350 依據合約估列。 

210     折舊與攤銷 210 210 固定資產 2,204 千元估列折舊

費用。 

535 個案服務支出  

535   民間個案服務支出  

107     人事費  

428     業務費  

11,074 其他業務支出 12,463 10,890  

11,074   其他業務支出 12,463 10,890  

2,437     人事費 2,500 2,500 員工績優表現獎勵(傑出論文

獎及優良表現等)。 

8,013     業務費 6,500 6,500 招待所清潔、消耗支出及福委

會活動支出。 

624 折舊與攤銷 3,463 1,890 固定資產 50,804 千元估列折舊

費用。 

2,042,901     總      計 2,071,276 2,128,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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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年度預算數 說               明 

機械設備 545,938 壹、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射研究中心運轉維護計畫 
一、 基本行政運作、用戶推廣與成果管理、輻射管制與工作

安全 1,350 千元，包括：輻射監測站、輻射安全門禁連鎖

系統維修及操作介面整合、CCD 監視系統。 
二、 基礎設施運維 890 千元，包括火災預知系統或氣體自動

滅火設備。 
 

貳、台灣光源(TLS)計畫 
一、 加速器運轉與維護 9,927 千元，包括： 

1. 電子束尺寸與穩定性偵測器運作，CCD、IG 控制器、微

調機構等 450 千元。 
2. 儲存環與增能環高頻系統，高壓元件、真空元件、電源供

應器、各類電子儀錶、冷卻風扇流量計及電子量測儀器等

1,100 千元。 
3. 線型加速器關鍵組件 700 千元。 
4. 加速器磁鐵及插件磁鐵運作，機材、儀表更換等 675 千元。

5. 束流偵測器維護及運轉設備維運，備品、系統建立及更新

等 520 千元。 
6. 加速器儲存環儀控系統，控制平台、控制模組等 400 千元。

7. 儲存環電子束流診斷與軌道回饋系統運作，資料蒐集模

組、維修及量測用電子儀器等 1,800 千元。 
8. 真空系統(含加速器、前端區)，殘留氣體分析儀、真空元

件、控制系統模組與控制器等 1,130 千元。 
9. 儲存環電源及脈衝電源運作，電源供應器、電子量測儀器

等 1,500 千元。 
10. 網路設備維護及其他，網路交換設備、維護組件等 1,652

千元。 
 

二、 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與維護 3,510 千元，包括： 
1. 空調系統、電力系統、去離子冷卻水系統運轉與維護，配

電盤、空調箱元件及備品等 1,880 千元。 
2. 超導高頻腔液氦供應系統、超導磁鐵液氦系統運轉與維

護，He 壓縮機維修備品、變頻器備品等 1,030 千元。 
3. 液氮液氦傳輸系統運轉與維護，真空系統維護備品等 600

千元。 
 

三、 光束線運轉與維護 12,122 千元，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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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固定資產投資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項   目 本年度預算數 說               明 

1. 奈米 X 光顯微儀運作，三軸樣品載台及試片研磨機等 300
千元。 

2. VUV、IR 光束線運作(含 HF/SEYA/IR 光束線)，馬達、驅

動器、控制器、真空壓力計、各式抽氣幫浦、閥門、訊號

放大器、操作量測系統、轉換器及計數器模組等 620 千元。

3. 軟 X 光偏轉磁鐵光束線運作(含 LSGM/HSGM/WR/AGM
光束線)，控制器、真空壓力計、幫浦、閥門、流量計、

轉換器、訊號放大器、壓電材料制動器、計數器模組及訊

號引入等 900 千元。 
4. 軟 X 光插件磁鐵光束線運作(含 EPU/U5/U9 光束線)，馬

達、驅動器、控制器、真空壓力計、各式抽氣幫浦、閥門、

訊號放大器、操作量測系統、轉換器及計數器模組等 800
千元。 

5. 光束線共用元件及材料準備室與零件庫，夾治具製作、真

空元件及各項組件等 2,082 千元。 
6. 日本春八(SP12B、SP12U)光束線運轉維護，CdTe 偵測器、

光束線元件、高解析分光晶體等 1,910 千元。 
7. 生物結晶學專用光束線運作，攝影機等 30 千元。 
8. 硬 X 光光束線運作(含 TXR/Wiggler/SWLS 光束線)，馬

達、驅動器、控制器、真空壓力計、各式抽氣幫浦、閥門、

訊號放大器、操作量測系統、轉換器及計數器模組等 1,300
千元。 

9. BL17A1 光束線暨實驗站運轉維護與建造，鑽石鉆等 200
千元。 

10. 23A 小角度 X 光散射光束線/實驗站維護與功能提升，樣

品電控平台 300 千元。 
11. 07A 光束線暨實驗站運轉維護與建造 200 千元。 
12. 旋光光譜實驗站運作，雪崩式光電二極體前置放大器、

馬達控制器等 150 千元。 
13. 同步加速器紅外光譜顯微術，高壓放大器等 180 千元。

14. X 光吸收光譜應用實驗，真空幫浦、樣品載台等 700 千

元。 
15. 日本春八(SP12B)四座實驗站運轉維護與功能提升，狹縫

系統等 800 千元。 
16. 日本春八(SP12U)二座實驗站運轉維護與功能提升 800

千元。 
17. 光束線光學系統研發、光學鏡面、精密滑台等 350 千元。

18. 產業應用服務與研發，真空設備、機械定位平台等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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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 
19. 加速器光源時間解析實驗，離子檢測器等 100 千元。 

 
四、 實驗站運轉、實驗技術及科學應用之拓展 22,459 千元，

包括： 
1. 奈米結構研究，真空幫浦、真空閥門、真空機械手臂等

800 千元。 
2. 顯像式光電子能譜顯微術，真空幫浦等 700 千元。 
3. 奈米磊晶薄膜之同步輻射 X 光研究，ALD 成長管路、電

子儀器等 840 千元。 
4. 成大蛋白質結晶學實驗室之維護與運作，蛋白質純化系統

擴充 100 千元。 
5. 發展軟 X 光共構螢光顯微術，精密光學電子儀器等 600

千元。 
6. 生物分子選擇性光分解質譜及應用，Ion Gauge、渦輪幫浦

70 l/s、真空腔體等 950 千元。 
7. 物質非常態結晶學研究，樣品加熱器、顯微樣品調整設備

等 1,000 千元。 
8. 表面 X 光散射研究，量測設備組件、真空元件等 850 千元。

9. 軟 X 光磁散射及發射實驗，光學探測元件、馬達控制器等

1,800 千元。 
10. 瞬態分子與離子的間質光譜，低噪音渦捲式幫浦、真空

紫外光萊曼線燈等 900 千元。 
11. 固態物質光譜與散射研究，真空系統等 2,000 千元。 
12. X 光 in house 材料結構研究實驗設施，X 光機冷卻系統

100 千元。 
13. 大氣化學反應動態研究及化動實驗站功能維護及提升，

光譜儀、紅外光雷射等 900 千元。  
14. 光電子能譜術，金屬蒸鍍槍、機械幫浦等 800 千元。 
15. 同步輻射 X 光散射/繞射技術在生物膜結構的研究，恆溫

水槽實驗站、真空幫浦實驗站、步進馬達實驗站、步進馬

達驅動器實驗站等 540 千元。 
16. 強關聯系統相轉變與其相應電子結構變化，真空腔與真

空幫浦組合等 560 千元。 
17. 生物巨分子結構及功能研究，蛋白質純化分離系統擴

充、蛋白質活性測定系統擴充等 700 千元。 
18. 龍光束線(光束線 11A)運轉維護，真空幫浦、真空閥門等

4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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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Dendron-jacketed 團鏈共聚高分子自組織行為研究，顯微

影像系統 500 千元。 
20. 先進奈米材料於永續能源之應用，光化學系統與周邊設

備等 500 千元。 
21. 介面化學實驗，分子幫浦控制器、超高真空機械裝置等

600 千元。 
22. 高解析光電子能譜實驗站研發與運作，蒸鍍槍、粗抽幫

浦等 950 千元。 
23. 掃描式光電子能譜顯微術，真空元件、抽氣幫浦等 850

千元。 
24. 低溫強磁軟 X 光磁圓偏振二向性能譜實驗，超高真空用

旋轉引入、測溫二極體等 450 千元。 
25. 真空紫外光譜應用與太空化學，光譜儀及配件、偵測器

一套、真空抽氣幫浦 1,000 千元。 
26. 新穎材料之尖端軟 X 光能譜實驗，真空幫浦、電表及偵

測系統等 880 千元。 
27. 科學研究共用設施 2,189 千元。 

 
參、台灣光子源(TPS)計畫 

一、 TPS 加速器運轉與維護 108,568 千元，包括： 
1. TPS 低溫系統、液氮液氦傳輸系統運轉維護及實驗室運

作，真空系統元件、壓縮機設備等 2,493 千元。 
2. TPS 磁鐵系統、插件磁鐵系統運轉維護及實驗室運作，真

空元件及設備、量測設備等 2,472 千元。 
3. TPS 機械元件定位系統、精密機械實驗室、電子束尺寸與

穩定性偵測器運轉維護及實驗室運作，測量儀器配件、控

制量測介面卡及 CCD 等 1,440 千元。 
4. TPS 水、空調系統、電力系統運轉維護及機電實驗室運

作，舊有空調箱太換、振動監控量測設備等 2,000 千元。

5. 台灣光子源第三套高頻系統建置 57,500 千元。 
6. TPS 儲存環電子束流診斷與回饋系統運作，束流診斷設備

及韌體 2,000 千元。 
7. 重大備援系統建置，加速器運作相關元件及設備 9,065 千

元。 
8. TPS 真空系統及實驗室運作，真空閥門、真空腔、銲接機

等 2,160 千元。 
9. TPS 實驗區真空無塵實驗室建造，真空設備、量測系統等

8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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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TPS 前端區運轉與維護，真空計與質譜儀等 900 千元。 
11. 下一代 XBPM 光子尺寸與穩定性偵測器，控制平台、馬

達等 513 千元。 
12. TPS 插件磁鐵真空系統運轉維護及實驗室運作，氣體分析

儀、量測設備等 2,250 千元。 
13. 低溫聚頻磁鐵研發，光學儀器、控制儀器等 1,731 千元。

14. TPS 儲存環儀控系統運作，控制平台、控制模組等 1,200
千元。 

15. TPS 線型加速器運作，聚焦磁鐵等 1,350 千元。 
16. TPS 脈衝電源運作，高壓元件、高電壓電源供應器等 1,100

千元。 
17. 高輝度注射器系統維護，束流診斷元件、微波系統備用元

件等 780 千元。 
18. 超快雷射系統維護，光學元件、雷射系統等 1,560 千元。

19. TPS 電源運作及插件磁鐵電源器安裝運轉與維護，電源供

應器及量測儀器 1,200 千元。 
20. TPS 儲存環與增能環高頻系統運作，高功率輸入耦合器、

真空設備、低溫閥件、高功率元件及高電壓元件等共 8,800
千元。 

21. 全固態高功率高頻發射機原型研發，微波功率元件、電子

儀錶等 600 千元。 
22. 無塵室及高純度去離子水系統、銲接爐及電子束焊接機運

作與維護，無塵室效能監測設備、去離子水效能監測設

備，以及高壓及超音波清洗設備共 230 千元。 
23. 輻射安全系統維護及功能提升，輻射監測站及設備等

2,300 千元。 
24. TPS 機電控制系統運轉與維護，控制系統等 582 千元。 
25. 射束動力計算設施運作，光學自動高精度移動平台系統等

350 千元。 
26. 準直與定位貴重儀器維護與功能提升，高精度感測器、量

測儀器等 900 千元。 
27. 各子系統突發、臨時狀況所需工具、儀器等 2,292 千元。

 
  二、TPS 光束線及實驗站運轉維護 24,213 千元，包括： 

1. 高解析主動式光學元件技術研發，雷射干涉儀、光柵刻劃

製作等 12,000 千元。 
2. 高解析度粉末繞射實驗站，低溫設備、高溫設備等 6,6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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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時間同調 X 光繞射設施運維，光束線及實驗站元件等 715
千元。 

4. 同調 X 光散射設施運維，光束線及實驗站設備元件等 650
千元。 

5. 光學調整機制技術研發及設備維護，真空系統及光束線控

制系統等 600 千元。 
6. X 光奈米繞射設施運維，磁碟陣列等 800 千元。 
7. 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設施運維，實驗站設備 700 千元。

8. X 光偵測系統研發及設備維護，時間差偵測模組等 300 千

元。 
9. 次微米軟 X 光光譜設施運維，真空幫浦 198 千元。 
10. 共振軟 X 光散射設施運維，真空零組件、幫浦等 450 千

元。 
11. 蛋白質微結晶學設施運維，微繞射儀阻光器 200 千元。

12. X 光光學元件技術研發及設備維護，真空系統及光束線

控制系統等 500 千元。 
13. 光束線共通元件研發及零件庫，真空元件、夾治具製作

等 500 千元。 
 

肆、台澳中子設施運轉維護計畫 600 千元。 
 

伍、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興建計畫 
一、 支援第二期光束線實驗設施建置 64,858 千元，包括： 

1. 奈米 X 光顯微術，鏡箱、聚焦鏡、輻射屏蔽屋等 15,000
千元。 

2. 高解析度粉末繞射，插件磁鐵本體、雙晶體單光儀系統

及液態氮冷卻系統、輻射屏蔽屋等 49,858 千元。 
   

二、第二期光束線實驗設施建置計畫 50,641 千元，包括： 
1. 奈米 X 光顯微術，垂直聚焦鏡、光束線共通元件等 17,000

千元。 
2. 軟 X 光生醫斷層掃瞄顯微術，高壓急衝式冷凍機、切片

機、多層膜光柵等 33,641 千元。 
 
陸、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旗艦計畫 
 一、綠能生醫實驗設施 246,800 千元，包括： 
  1. 生物結構小角度 X 光散射，磁鐵本體、偵檢器系統、真空

腔等 63,000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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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快速掃描 X 光吸收光譜，螢光偵檢器、光束線共通元件等

46,700 千元。 
  3. 奈米角解析光電子能譜，磁鐵本體、聚頻磁鐵機構等 39,000

千元。 
  4. 軟 X 光奈米顯微術，光柵調整機構、光學鏡、輻射屏蔽屋

等 45,300 千元。 
  5. 微聚焦蛋白質結晶學，輻射屏蔽屋、真空元件、光束線元

件等 52,800 千元。 

資訊設備 15,069 

 

1. 行政作業系統、用戶資訊系統及安全設施維護，監測機房等

伺服器汰換、公用資訊設備更新、個人電腦、各系統周邊設

備 1,250 千元。 
2. 台灣光源(TLS)加速器各子系統購伺服器、用戶端網路交換

機、電腦硬體、套裝軟體等 880 千元。 
3. 台灣光源(TLS)VUV 與 IR、軟 X 光偏轉磁鐵、軟 X 光插件

磁鐵、硬X光及生物結晶學專用光束線，Windows及Labview
控制用軟體、數據分析工作站等 1,055 千元。 

4. 台灣光源(TLS)科學實驗，數據分析軟體、資訊軟體、個人

電腦等 1,610 千元。 
5. 台灣光子源(TPS)儲存環館與增能環館高頻、儀控及磁鐵等

系統監測之電腦軟硬體 3,734 千元。 
6. 台灣光子源(TPS)機電監控系統升級 150 千元。 
7. 台灣光子源(TPS)實驗站數據處理電腦、電腦升級 550 千元。

8. 台澳中子實驗設施運轉維護，SIKA control system 400 千元。

9. 台灣光子源周邊實驗設施建置電腦與作業系統等 600 千元。

10. 台灣光子源綠能生醫設施安全連鎖系統 1,000 千元。 
11. 製圖室運作，伺服器、電腦硬體等 540 千元。 
12. TPS 資訊工程，網路交換系統、網路交換系統等 3,300 千元。

其他設備 5,503 1. 辦公設備、事務性設施及醫務設備等 1,863 千元。 
2. 西文圖書、文宣導覽及文宣製作設備 400 千元。 
3. 台灣光源(TLS)機電與低溫設施運轉維護元件 240 千元。 
4. 台灣光源(TLS)光束線、實驗站運轉維護工具及儀器 1,850

千元。 
5. 台灣光子源(TPS)加速器運轉維護相關設施及元件200千元。

6. 台灣光子源(TPS)光束線、實驗站運轉維護工具及儀器 50 千

元。 
7. 中子實驗設施運轉維護及改善 900 千元。 

總   計 566,510  



 

 

 

 

 

 

 

 

 

 

 

 

 

 

 

參  考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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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前年) 

12月 31日實際數 
科       目 

107 年 

12 月 31 日預計數

106 年(上年) 

12 月 31 日預計數
比較增(減-)數 

 資  產    

356,702 流動資產 224,953 224,266  

249,569 現金及銀行存款 169,953 169,266

增列 687 千元係基金孳息

5,500 千元，其他業務收支結

餘 187 千元，存入保證金減

少 5,000 千元後之淨額。 

56,351  其他應收款 55,000 55,000
預估年度 1.5 個月年終工作

獎金。 

50,782   預付費用  

   

504,589 基金及長期存款 503,000 503,000  

500,000  創立基金 500,000 500,000  

4,589 退職金專戶存款 3,000 3,000  

   

8,211,047 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 

7,797,500 8,025,510  

14,078,494 成  本 15,272,477 14,705,967
增列 107 年度設備費預算數

566,510 千元(詳 p74 公務預

算補助經費彙計表)。 

(5,867,447)   減：累計折舊 (7,474,977) (6,680,457) 增列 794,520千元係 107年度

預估折舊費用。 

8,211,047 
  不動產、廠房及設

備淨額 
7,797,500 8,025,510

減列 228,010千元係 107年度

設備費預算數增列 566,510
千元、減折舊費用 794,520 千

元後之淨額。 

219,421 訂購設備款 227,125 227,125  

   

10 其他資產 20 20  

10   存出保證金 20 20 信用卡等之保證金。 

   

   

9,291,769 資 產 合 計 8,752,598 8,97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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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年(前年) 

12月 31日實際數 
科       目 

107 年 

12 月 31 日預計數

106 年(上年) 

12 月 31 日預計數
比較增(減-)數 

 負   債    

162,941 流動負債 58,000 58,000  

63,145   應付款項 55,000 55,000
預估年度 1.5 個月年終工作

獎金。 

9,771 其他應付款及預

收款項 
 

69,195   遞延政府捐贈收

入 
 

20,830   其他流動負債 3,000 3,000  

3,944,414 其他負債 3,746,454 3,855,519  

12,993   存入保證金 13,000 18,000 減列履約保證金 5,000 千元。

3,931,421 
  遞延政府捐贈收

入 
3,733,454 3,837,519

減列 104,065 千元，包括增列

107 年度資本門預算數

566,510 千元，減折舊費用

670,575 千元(依 29 號公報認

列之)之淨額。 

4,107,355 負 債 合 計 3,804,454 3,913,519  

   

 淨  值  

5,710,102 基金 5,710,102 5,710,102  

500,000   創立基金 500,000 500,000  

5,210,102   其他基金 5,210,102 5,210,102  

(525,688) 累積餘絀(-) (761,958) (643,700)  

(525,688) 累積餘絀(-) (761,958) (643,700)

短絀增列 118,258 千元，係

107年度不動產及1億元以上

動產折舊費用 123,945 千

元，扣除基金孳息收入 5,500
千元、扣除其他業務收支結

餘 187 千元後之淨額。 

5,184,414 淨 值 合 計 4,948,144 5,066,402  

   

9,291,769 負債及淨值合計 8,752,598 8,979,921  
註:依行政院 99 年 3 月 2 日院授主孝一字第 0990001090 號函規定，本中心自 99 年度起將政府捐助(贈)之財產，屬供永

續經營或擴充基本營運能量者列入資產負債表「其他基金」科目，同時將該等財產所產生之累計折舊認列為累計短

絀，自 99 年度起呈現累計短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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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員工人數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人 

職   類   (稱) 本 年 度 員 額 預 計 數 說                 明 

研究員級(含)以上 32 含工程師及特聘研究員。 

副研究員級 64 含副工程師。 

助研究員級 98 含助工程師。  

研究助理級 72 含工程助理。 

管理師 12  

副管理師 24  

助管理師 14  

管理員 8  

       總     計 324 預算員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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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用人費用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科目名稱 

 

 職類(稱) 

薪資 超時工

作報酬 

津貼 獎金 退休及、 

卹償金及 

資遣費 

分攤保

險費 

福利

費 

其他 總計 

研究員/工程師以上 71,190  0 0 8,765 4,956 3,912  0 620 89,443

副研究員/副工程師 102,940  0 0 12,675 7,380 6,758  0 1,245 130,998

助研究員/助工程師 119,150  0 0 14,670 8,452 8,577  0 1,906 152,755

研究助理/工程助理 59,062  2,380 0 7,272 4,290 5,216  0 1,400 79,620

管理師 17,306  0 0 2,131 1,258 1,215  0 235 22,145

副管理師 22,795  0 0 2,807 1,647 1,885  0 467 29,601

助管理師 9,303  160 0 1,145 652 913  0 272 12,445

管理員 4,345  460 0 535 365 524  0 155 6,384

總計 406,091  3,000 0 50,000 29,000 29,000  0 6,300 523,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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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經費用人費及人力概況表---計畫別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人/新臺幣千元 

計畫 
人事費 業務費 合計 

人力 金額 人力 金額 人力 金額 
基本行政運

作、用戶推廣

與成果管

理、輻射管制

與工作安全 

64 91,400 0 0 64 91,400

加速器光源

運轉、維護與

技術提升 
59 95,113 0 0 59 95,113

光束線運

轉、維護與建

造 
30 48,363 0 0 30 48,363

科學研究站

運轉、維護與

建造 
45 72,544 15 12,850 60 85,394

台灣光子源

(TPS)加速器

運轉與維護 
97 171,197 45 35,910 142 207,107

機電與溫控

設施運轉與

維護 
19 32,940 0 0 19 32,940

台澳中子設

施運轉維護 
10 11,834 0 0 10 11,834

總   計 324 523,391 60 48,760 384 572,151

註：業務費支應人力包括研發替代役、博士後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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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政府公務預算補助經費彙計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單位：新臺幣千元 

計 畫 名 稱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總  計 說  明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

輻射研究中心運轉

維護計畫 
759,671 5,753 765,424 

1.經常門預算內

含人事費

523,391 千元。 

2.106 年度預算數

經常門1,270,524

千元、資本門

280,765 千元。 

3.107 年度經常門

較 106 年度減列

74,319 千元，資

本門增列

285,745 千元。 

台灣光源(TLS) 

計畫 
200,510 53,653 254,163 

台灣光子源(TPS)計
畫 

178,493 141,305 319,798 

台澳中子設施運轉

維護計畫 
9,699 1,900 11,599 

台灣光子源(TPS)周
邊實驗設施興建計

畫 
21,132 116,099 137,231 

台灣光子源綠能生

醫旗艦計畫 
26,700 247,800 274,500 

總  計 1,196,205 566,510 1,76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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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政府補助研究計畫明細表(預計)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金額(元)  

104-2112-M-213-002-MY3 
低維度碳基材料與鐵磁電極間異質界面

之研究 
756,000

104-2628-E-213-001-MY3 
層級自組織有機-無機混成材料設計與應

用 
550,000

104-2221-E-213-002-MY3 
利用原子層沉積技術開發三維奈米結構

BiFeO3 光伏元件之同步輻射 X 光研究 603,000

104-2112-M-213-003-MY3 
以軟 X 光能譜學探討物理阻挫引起的凝

態奇異有序 
1,640,000

104-2112-M-213-005-MY3 
矽、鍺奈米球殼結構超高容量鋰電池快

速充放電機制研究:臨場同步 X 光分析
603,000

104-2515-S-213-001-MY3 
數位動畫「光子源特勤隊」電視影集製

播推廣 
53,000

105-2113-M-213-004-MY3 
太空分子與寬能隙物質的遠紫外光譜及

光化學研究 
1,700,000

105-2113-M-213-005-MY3 
新穎材料在高壓下電子自旋與光譜研究

及應用表面電漿子進行光熱轉換研究 
1,500,000

105-2112-M-213-005-MY3 
凡德瓦材料異質介面之電子化學結構研

究 
1,176,000

105-2112-M-213-012-MY2 
超薄磁性介面上非共線自旋結構之 X 光

研究 
261,000

105-2112-M-213-013-MY3 
同步 X 光能譜對環境科學之奈米結構材

料之研究 
1,373,000

105-2311-B-213-001-MY3 
蝦白尾症野田病毒晶軆結構:外鞘蛋白組

裝與病毒感染機制的研究 
1,450,000

105-2119-M-213-003-MY3 
物質中之型態: 動態紋帶和其他拓樸特

徵 
1,186,000

105-2112-M-213-010-MY3 
以小角度 X 光散射研究水溶液中膜蛋白

質 BAX 的聚集結構及與其對磷酸脂薄

膜的吸附行為 
2,255,000

105-2112-M-213-006-MY2 
以軟 X 光能譜探測新穎低維材料與奈米

結構的能帶特性 
5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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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政府補助研究計畫明細表(預計)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金額(元)  

105-2112-M-213-007-MY3 
以同步輻射光電子技術研究高介電質氧

化物與純淨(In)GaAs和Ge表面之介面電

子結構(續) 
1,192,500

105-2112-M-213-004-MY3 
低維度奈米複合結構於能源轉換之應用:
介面電荷傳輸與電子結構 

1,556,500

105-2112-M-213-003-MY3 
以高解析度角析式光電子能譜與時間解

析角析式光電子能譜研究新穎材料之電

子結構及其非平衡狀態下之動態 
1,681,000

105-2112-M-213-011-MY2 
奈米尺度高能光束與物質交互作用之量

子效應分析 
430,500

106-2113-M-213-002-MY3 小分子離子的間質隔離光譜與光化學 1,400,000

106-2112-M-213-003-MY3 
利用 X 光能譜學探索 3d 與 5d 過渡金屬

的奇異糾纏態 
1,121,000

106-2112-M-213-006-MY3 鐵電/半導體異質磊晶結構之物性研究 1,580,500

106-2112-M-213-008-MY3 
應用台灣光子源之軟X 光非彈性能譜及

同調散射實驗研究 
2,136,000

106-2112-M-213-001-MY2 
金屬間化合物中電荷密度波躍遷的電子

結構和晶體結構 
1,667,500

106-2319-B-213-001 同步輻射蛋白質結晶學核心設施 15,660,000

106-2113-M-213-003- 
胜肽模型分子及小型胜肽吸收軟 X 光光

譜及動力學研究 
450,000

106-2113-M-213-004- 
Criegee intermediate CH2OO 之生成以及

與二氧化硫和水 
700,000

106-2113-M-213-001- 
同步輻射光源應用於鐵摻雜金屬氧化物

觸媒之電子性質與結構變化於水分解產

氧反應研究 
375,000

106-2112-M-213-002- 
以環境氣壓 X 光光電子能譜術進行操作

表徵鈣鈦礦材料降解與液固相催化反應
5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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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政府補助研究計畫明細表(預計)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金額(元)  

106-2112-M-213-004- 
在中高能量同步加速器中研發特殊磁鐵

結構來產生高亮度的真空紫外光 
143,500

106-2112-M-213-005- 
硬 X 光激發光致螢光探測鈣鈦礦奈米結

構之激子聲子耦合與激子束縛能 
204,000

106-2112-M-213-007- 
有機-鐵磁薄膜之自旋極化控制與磁偶合

研究在有機自旋元件之應用 
569,500

107-2916-I-213-002-A1 第十屆高功率高頻系統研討會 150,000

107-2916-I-213-001-A1 第十三屆同步輻射國際會議 900,000

106-2811-M-213- 延攬博士後研究科技人才 3,000,000

950TPSN 台灣光子源及其周邊實驗設施計畫 44,900,000

106-3114-M-213-001 綠能生醫旗艦計畫 4,455.000

  

  

  

  

總   計  100,461,000

   註：上述各計畫經費均來自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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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國家同步輻射研究中心 

民間委託研究計畫及技術服務明細表 
中華民國 107 年度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金額(千元) 

台積電 光電半導體材料分析 3,500

泰國同步光源 精密磁鐵委託製作 5,500

國外製藥公司 
原料藥相關之晶型及物理性質

分析 
1,000

國內製藥公司 蛋白質藥物結構分析 1,000

光核心晶片科技 微光譜晶片製造 1,000

A 科技公司 紅外線癌症檢測 1,000

工研院量測中心 CD-SAXS （委託分析） 700

泰國同步光源 加速器輻射防護服務顧問計畫 800

金屬中心 微結構與應力量測 400

塑膠高分子產業 纖維與高分子材料分析 600

其他 委託工業服務 500

      總     計  1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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