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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硬體介紹
1.1 試片交換腔體(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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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用來移動 specimen stage 的操縱桿。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之腔門。
固定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腔門之扣環。
Panel of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1.2 試片交換腔體之控制面板(Panel of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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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下 VENT 停 2 秒，解除試片交換腔體之真空狀態；VENT 燈閃爍時表示正在破真空，常亮代
表腔體的真空狀態已解除。
(2) 按下 EVAC 停 2 秒，使試片交換腔體為真空狀態；EVAC 燈閃爍時表示腔體正在抽真空，常亮
代表腔體已達真空狀態。
(3) EXCH POSN 指示燈亮時，表示試片交換平台位置歸零。
(4) HLDR 指示燈亮，表示試片交換平台位置已在 FE-SEM 主腔體(Specimen chamber)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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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試片位置操縱桿(Joystick)
Y

X

1.4 FE-SEM 控制面板(Control box)

(1) 掃描模式(SCANNING MODE)：快掃(QUICK VIEW)；慢掃(FINE VIEW)；局部掃描(RDC
IMAGE)；快掃與慢掃各有兩種掃描速度，可個別與局部掃描同時使用(如右下兩圖所示)。

(2) 放大倍率(MAGNIFICATION)：按下低倍率(LOW MAG)按紐，可供快速尋找試片位置；倍率旋
鈕逆時鐘方向縮小；順時鐘方向放大。最大倍率為 65 萬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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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束校正控制(ALIGNMENT)：按下 STIG(像差補償器)，以左下圖中的 X、Y 旋鈕分別調整
OL Stigmator 的 X 軸與 Y 軸之像差；按下 ALIGN(校正)，可進行 Gun Alignment、OL Aperture、
Stig Center X、Stig Center Y、CL Stigmator 等各項對於電子束的校正，以 X、Y 兩個旋鈕調整；
WOBB 鍵須與 ALIGN 鍵同時使用，在調整 OL Aperture、Stig Center X、Stig Center Y 時使用。

(4) 聚焦(FOCUS)：以下方的旋鈕調整焦距，按下左邊的 AUTO 鍵可自動聚焦。

(5) 影像(IMAGE)：按下 FREEZE 鍵使影像固定不動，拍照時配合 FINE VIEW 鍵使用；按下 ACB
鍵可自動調整對比(CONTRAST)、明暗(BRIGHTNESS)。

(6) 對比與明暗(CONTRAST & BRIGHTNESS)：以手動方式調整對比(CONTRAST)與明暗
(BRIGHT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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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試片平台控制旋鈕
左下圖中，左邊框起處為試片傾斜控制旋鈕(如下圖)；右邊框起處為試片平台之工作距離(Work
Distance, WD)控制旋鈕(如右下圖)待機狀態時 WD 值為 8 mm。

1.6 試片載具(Specimen holder)

(1)
(2)
(3)
(4)

上圖最左邊為試片載台的載具。
左起第二排為直徑 26 mm 的試片載台與置具。
右起第二排為直徑 12.5 mm 的試片載台與置具。
最右邊為觀察試片橫截面或薄膜厚度用的載台。

1.7 試片平台(Specimen stage)

(1) 左上圖為試片平台，上面有個力臂夾，用來固定試片載具用。
(2) 上圖為試片載具放置位置的示意圖，載具上的箭頭(圈選處)與試片移動之操縱桿平行。
(3) 右上圖中，試片載具的切口與試片平台切齊，並確認試片載具在平台上是否水平無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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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軟體介面介紹
2.1 主要功能列(Menu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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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功能選單(File menu)。
編輯功能選單(Edit menu)。
控制選單(Control menu)。
影像功能選單(Image menu)。
工具選單(Tools menu)。
試片平台選單(Stage menu)。
設定選單(Setup menu)。

(8) 維護管理選單(Maintenance menu)。
(9) 說明(Help)。
2.2 工具列(Tool B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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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電子槍系統
(a) 加速電壓開關(High Tension, HT)：藍色為待機狀態；綠色為開啟狀態；黑色為異常。
(b) 顯示及設定加速電壓(Accelerating voltage，單位：kV)。
(c) 電子游離電流(Emission current，單位：μA)。
(d) Reset：當 Emission current 下降時可按此鍵重新恢復設定值。
(e) 進入 Instrument Maintenance 視窗。
2.2.2 影像顯示系統
(f) 由分割的影像畫面恢復為不分割的全螢幕畫面。
(g) 分割為左右各半的影像畫面。
(h) 分割為上下各半的影像畫面。
(i) 分割為 1/4 的四個影像畫面
(j) 十字定位座標線。
(k) 局部視窗，聚焦用；將游標移至視窗邊緣，可拖曳滑鼠左鍵改變其視窗大小。
(l) 影像旋轉：旋轉的角度由電子光學系統(Electron Optical system, EOS)調整。
(m) 影像移動回復(Image Shift Reset)：當影像經由滑鼠左鍵拖曳移動後，按下此鍵將位置回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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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影像處理系統
(n) 列印(目前無此功能)。
(o) 影像管理(Image File Handling)：影像的儲存、讀取。
(p) 影像對比、明暗。
(q) 附加註解符號(Append Annotate and Measurement)：可加上文字說明、量測影像的尺寸大小。
(r) 量取位置距離的游標：垂直、水平、對角線。
(s) 設定使用參數(Setup Instrument Operation)。
(t) 儲存使用者參數檔案。
(u) 啟動電子光學系統(Instrument Control)。
(v) 交換試片(Stage Specimen Holder Exchange)：欲更換試片，需進入 Specimen Exchange 視窗點選
Exchange 鍵使試片平台回歸到 X：35 mm、Y：25 mm、R：0。
(w) 試片平台控制(Stage Control)。
(x) 試片平台位置(Stage map)：可觀察試片座在腔體裡的位置，並可儲存所在之位置。
2.2.4 真空計
(y) PVG(Penning Vacuum Gauge, PVG)：測量並顯示試片室之真空度。

三、 操作前注意事項
(1) 點選

(Instrument Maintenance)檢視FE-SEM系統的狀態如下圖所示，左下圖為電子槍系統之真

空狀態(圈選處)，其中SIP 1 不得高於 4.5×10-8 Pa，SIP 2 不得高於 9×10-6 Pa ，且在SIP 1 及SIP
2 右方的指示燈須為全綠，若有顯示橘燈即代表該項目狀態異常，需檢查該項目的問題所在。
右下圖為機台狀況，各項指示燈必須全部顯示綠燈，若有顯示橘燈即代表該項目狀態異常，需
檢查該項目的問題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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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確認試片平台位置在

、WD：8 mm、tilt：0(如下圖所示)。

(3) 確認交換試片腔體之操控面板上的指示燈如下圖所示，代表試片交換腔體為真空狀態且內部無
試片滯留。

(4) 點選

(PVG)檢視試片室(Specimen chamber)裡的真空度是否為 9.63×10-5 Pa，如下圖所示。

(5) 確認固定試片腔體之腔門扣環是否確實扣上，如下圖所示。

(6) 確認 Gun valve close 指示燈有亮，即表示電子槍腔體與試片腔體間的閥門為關閉狀態。

(7) 試片大小不得大於 Holder 的直徑及上緣(箭頭指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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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操作流程
4.1 放置樣品
(1) 按下 EXCHANGE CHAMBER 控制面板上的 VENT 鍵 2 秒，指示燈由 EVAC(左下圖)換成 VENT
燈(右下圖)此時 VENT 燈開始閃爍，即表示 Exchange Chamber 正在破真空。

(2) 待 VENT 燈常亮後，鬆開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之扣環(如左下圖所示)，開啟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如左二圖所示)，將試片載具上的箭號(下圖圈選處)與試片操縱桿呈平行，固
定於試片平台的力臂夾中(如右下圖所示)，並確認試片載具呈水平無傾斜。

(3) 關上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腔門後，扣上扣環，按下 EVAC 鍵 2 秒開始閃爍，Exchange
chamber 開始抽真空，待 EVAC 燈常亮後連接 specimen chamber 的閥門會開啟，此時將試片平
台操縱桿(Specimen exchange rod)拉下並壓下白色 U 型凹槽(如左下圖圈選處)，使操縱桿呈水平
(如下圖)，將試片平台(Stage)放入 Specimen chamber 中，待 Panel of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上的 HLDE 燈亮(如右下圖)後再將試片操縱桿水平拉出至白色 U 型凹槽彈起後，使操縱桿回復
成與地面呈垂直。
注意：將操縱桿拉下呈水平時無需施加壓力，以免”要價十萬元”的操縱桿因槓桿作用而有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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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啟動電子槍
(1) 按下PVG(Penning Gauge)確認specimen chamber之真空度達 9.63×10-5 Pa後，按下HT使其由藍變
綠，即表示加速電壓(Accelerating voltage)已啟動。等Emission current升至 10 μA後(下圖圈選
處)，調整加速電壓大小，由 0.5→1→3→5→8→10→12→15(單位：kV)，每次調整需間隔 20 秒
鐘，待Emission current穩定後再調整電壓。

(2) 加速電壓調整完畢後，按下 Gun valve close，此時指示燈熄滅，表示電子槍腔體(Gun chamber)
與試片腔體(Specimen chamber)間的閥門為開啟狀態。

(3) 按下Instrument Maintenance記錄SIP 1、SIP 2、Ext. V值於使用紀錄本上；SIP 1 不得高於 4.5×10-8
Pa，SIP 2 不得高於 9×10-6 Pa，Ext. V不得高於 7，若有上述任一情形須立即通知管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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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Alignment
(1) 將影像倍率切換成 LOW MAG 及 LEI 模式尋找試片位置，調整 Focus 使影像清晰後，再切換成
SEI 並關閉 LOW MAG。

(2) 找一個標的物(particle)，調整 Focus、Stigma，在 control box 上按 ALIGN 鍵進入 Alignment 視
窗，在至少 2 萬倍以上之倍率下調整各項 Alignment。

4.3.1 Gun Alignment
將 Probe current 調至 15，分別以 X 及 Y 旋鈕，個別調整正與負(如圈選處)，找到使影像正好全黑
時的數值大小，把正和負個別的數值大小，相加除以 2。例如：調整 X 軸時，X 軸的正值為 20 時
影像正好全黑，而負值為-18 時影像正好全黑，相加除以 2 後的值為 1，則 X 軸之 Alignment 值為
1，調整 Y 軸的 Alignment 亦是如此，X 及 Y 都調整好後，將 Probe current 調回 7，即完成 Gun
Alignment。
4.3.2 OL Aperture
將標的物(particle)移至影像中心，按下 control box 上的 WOBB 鍵，分別調整 X 及 Y；當影像成左
右跳動，則調整 X 旋鈕，呈上下跳動，則調整 Y 旋鈕，若影像呈對角或不規則跳動時，先擇 X 或
Y 其中一個，使其呈上下或左右跳動，再調整另一個旋鈕，使影像呈同心圓跳動，即完成 OL Aperture。
4.3.3 Stig center X
調整方式與 OL Aperture 相同。
4.3.4 Stig center Y
調整方式與 OL Aperture 相同。
注意：4.3.1 至 4.3.4 的各項 Alignment 各別調整後，須按 Lens clear 消除影像遲滯現象，避免影像
殘留的問題影響 Alignment 的準確度，若按下 Lens clear 後影像模糊，則須重新調整該項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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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存檔
(1) 在快掃(QUICK VIEW)模式下調整好倍率(Magnification)、聚焦(Focus)、像差(Stigma)、明暗
(Brightness)、對比(Contrast)後，將掃描模式切換成慢掃(FINE VIEW)，並按下 FREEZE 鍵，
FREEZE 的指示燈便開始閃爍。

(2) 等 FREEZE 的指示燈常亮後按下

(Image File Handling)開啟 Load/Save/Print Image 視窗，點選

Save and Export 鍵(圈選處)，進入儲存路徑視窗，選定儲存地方並輸入檔名，按下 OK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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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關機步驟
(1) 按下 Gun valve close 鍵(圈選處)，此時 Gun valve close 的指示燈會亮，使 Gun chamber 與 Specimen
chamber 之間的閥門為關閉狀態。

(2) 將加速電壓以 15kV→12 kV→10 kV→8 kV→5 kV→3 kV→1 kV→0.5 kV 的順序，每次調整電壓
值，必須間隔 20 秒鐘，再調降一次電壓；待加速電壓調整至 0.5 kV 後，按下 HT 鍵由綠變藍，
表示關閉加速電壓。

(3) 按下

(Stage Specimen Holder Exchange)，開啟 Specimen Exchange 視窗，點選 Exchange(圈選

處)，使 Stage 位置回復到 X：35 mm、Y：25 mm、R：0，並以手動調整 WD 為 8 mm，tilt 為 0，
此時 Stage panel 上的 EXCH POSN 指示燈會亮起，表示 Stage 已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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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將試片平台操縱桿(Specimen exchange rod)拉下並壓下白色 U 型凹槽(如左下圖圈選處)，使操縱
桿呈水平(如下圖)，伸入 Specimen chamber 中將 Specimen stage 取出。此時 HLDR 的指示燈會
熄滅，再將試片操縱桿水平拉出至白色 U 型凹槽彈起後，使操縱桿回復成與地面呈垂直。

(5) 按下 EXCHANGE CHAMBER 控制面板上的 VENT 鍵 2 秒，指示燈由 EVAC(左下圖)換成 VENT
燈(右下圖)此時 VENT 燈開始閃爍，即表示 Exchange Chamber 正在破真空。

(6) 鬆開 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 腔門之扣環，將試片載具取出。

(7) 試片取出後，扣上Specimen exchange chamber腔門之扣環，並按下EXCHANGE CHAMBER控制
面板上的EVAC鍵 2 秒後，EVAC燈開始閃爍，此時Exchange chamber開始抽真空，待EVAC燈常
亮後連接specimen chamber的閥門會開啟，按下軟體介面上的PVG，檢視真空壓力為 9.63×10-5
Pa，才可離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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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參考資料
JSM-6701F Field Emiss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Operation Gu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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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SEM 實驗室公告
填寫預約單卻未使用，違規累積兩次即停權一個月，累積 3 次則取消
認證資格。
2. 推桿前請確認真空值為 9.63×10-5，若抽一段時間後真空值還未到達，
請詢問管理者。
3. 升完電源的電流後若 SIP-1 超過 5×10-8、SIP-2 超過 9×10-6，則立即停
用，並通知管理者。
4. 不知道的按鍵請勿亂動，若造成機台異常，則停權一個月處分。
例如: ALIGN，若需調整找請找管理者。
5. 因推桿而造成破真空，即停權一個月。
6. 試片掉入腔體內或破全腔體真空者，停權兩個月。
7. 請勿自行重新關機。
8. 請確實填寫使用紀錄簿。
例如：SIP-1: 3.2×10-8
SIP-2: 2.5×10-7
Ext.V: 5.02kV (10kV 設定的電壓值)
9. 每次使用時請用〝新的空白光碟〞或〝可格式化重複使用〞
，若使用舊
的光碟而造成電腦中毒，則停權一個月處分。
10. Flash 時間：約在中午 12-13 點和凌晨 1-2 點(24 小時內有兩次 Flash
時段)，在此期間不得使用。若有跳出需 Flash 視窗，請立即停止操作，
勿隨意取消視窗。
1.

管理者 : 奈米表面分析實驗室
實驗室分機 : #4436

FE-SEM 實驗室使用規範
1.

儀器使用操作人員考核分為 A、B、C 三種等級，未經考核嚴禁操作，使
用儀器前須確實填寫使用紀錄本和預約登記表，若經發現未填寫紀錄本而
使用儀器者，考核執照降一等級，若因降級執照至無操作資格則不得重
考。
A 級：管理者
B 級：可自行獨立操作
C 級：無獨立操作能力，使用需有 B 級以上人員在旁監督。(B 級以上人
員務必全程在旁監度，若因 B 級以上人員不在旁而導致儀器損壞，B 級
以上人員須負完全責任)

2.
3.
4.
5.

欲考取 FE-SEM 之操作資格，須先取得 SEM 的同級資格。
例如：具有 SEM 之 C 級認證才能考取 FE-SEM 之 C 級證照，以此類推。
嚴禁自行手動執行 Flash，違規者則取消權限。
未經管理者同意嚴禁修改 FE-SEM 內部參數及軟體設定，違規者則取消
權限。
使用時檔案統一存放在 D 槽，使用完畢時請自行攜帶 〝新的空白光碟〞

或〝可格式化重複使用〞的光碟將資料燒出，禁止將檔案存放於
Windows 桌面。
6.
7.

嚴禁使用 USB 存取資料，經發現停權 1 個月，累積 2 次永久取消權限。
未經管理者同意且無操作資格人員禁止進入 FE-SEM。

使用期間禁止喧嘩吵鬧，實驗室內禁止飲食或存放食物，違規者累積 2
次停權 2 周，累積 3 次停權 1 個月。
9. 試片不得含有毒性、腐蝕性、揮發性、磁性、有機高分子等材料。
10. 帶有磁性的試片在進入 FE-SEM 前必須進行消磁處理。
11. 所有通過認證人員，3 個月內無使用記錄則暫時取消權限，須經重新認證
後才可使用。
8.

12. 使用者必須遵守操作規範(如操作手冊)，非正常操作機台的一切行為一概
禁止，如有不當使用之行為經發現將停權 3 個月，若有毀損儀器將負修理
賠償責任且永久取消該使用者資格。

FE-SEM 預約使用時段
星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時段
06:00-08:00

08:00-10:00

10:00-12:00

14:00-16:00

16:00-18:00

管
理
者

18:00-20:00

20:00-22:00

22:00-24:00

24:00-02:00

1. 必須通過資格認證方可預約，依照考核可預約時間如上表。
2. 預約後無使用，且未事前通知管理者而取消者，累積兩次將予以停權 1 個月，累積 3 次則
取消認證資格。
3. 預約表以周為單位，於每周日中午 12:00 張貼下周預約表於綜合大樓一樓 TEM/FE-SEM
實驗室門口。
4. Flash 時間：約在中午 12 點和凌晨 1-2 點(24 小時內有兩次 Flash 時段)，在此期間不得使
用。若有跳出需 Flash 視窗，請立即停止操作，勿隨意取消視窗。

管理者：奈米表面分析實驗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