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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本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的支持下，我們進行磁性材料與二維材料
界面形成研究、原子級鐵磁性薄膜的新穎特性以及有機半導體與奈
米級鐵磁性薄膜界面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一) 在高真空的濺鍍
系統中，以商用的石墨烯/銅基材為基底，發現鈷在30奈米以下呈現
條狀分佈，具有很強的形狀異向性，當厚度繼續增加進而形成薄膜
，其薄膜形狀異向性越來越不明顯，系統化將這些樣品進行水溶液
環境中的電場影響磁性材料磁特性的研究，發現了矯頑力跟電位之
間有一定的關係，並且也跟面上易軸方向有關，希望能夠開發兼具
學術舆應用前景的材料配方。(二) 控制漸增鐵磁性超薄膜的厚度
，我們找到Co/Ir系統在室溫之下異常的鐵磁性轉變到超順磁的現象
，並提出了一個過應力薄膜轉變為顆粒模型，成功解釋此薄膜超順
磁特性；考量了界面應力能和表面自由能之間的平衡，建立被限制
的扭曲機制以成功決定相轉變的厚度；並藉由應力的累積以及釋放
，達成製作超順磁薄膜的方法，進而第一個提出使用超順磁薄膜製
作奈米級生醫感測器的策略。(三) 掺雜少量rubrene的
Co/Si(100)材料系統中，在矯頑場附近調整磁場，磁域壁的移動使
小磁區改變了影像對比，我們開發一個創新方法可以直接且定量的
量測薄膜磁性缺陷密度，進而由Co/Si(100)矯頑力與磁性缺陷密度
數值分析結果，得到這是屬於一維的磁域壁彎曲，並且缺陷與磁域
壁具有強交互作用；我們提出了一個藉由控制磁性缺陷密度有效降
低矯頑力的策略，這一研究成果提供調制磁性缺陷以改變自旋電子
元件特性表現的有效應用方法，在自旋電子元件的製作上有重要的
應用價值。研究成果已達成預期目標，我們也已整理部分成果順利
刊登在SCI期刊上，全體參與之人員感謝科技部計畫長期以來之支持
與補助。

中文關鍵詞： 超順磁薄膜、磁性缺陷、石墨烯、紅熒烯、介面結構與磁性、超高
真空、固液介面、表面科學實驗

英 文 摘 要 ： Interfacial structures formation of 2D and magnetic
materials, novel properties of atomic layered films, and
organic semiconductor/magnetic heterostructur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upport from this project. The main
scientific output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Stripe-shaped Co is fabricated by RF sputtering on
graphene/Cu substrate and shows a strong shape anisotropy.
The coercive force shows an easy axis along the stripe of
the substrate. By applying an electric field, the response
of the variance of coercive force depends on both the
electric potential and the orientation of easy axis. (2) A
new finding is demonstrated wherein a phase transition of a
superparamagnetic phase can be in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thickness of ultrathin ferromagnetic layers. An
overstrained film transforming into clusters (OFTC) model
based on the new finding and our experimental evidence is
proposed for modeling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energetic
point of view of the OFTC model, we propose a limited
distortion mechanism that can be useful in determining the



critical thickness for the phase transition. A method for
producing superparamagnetic film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strain and relaxation is reported. (3)
We report on a novel method using rubrene combined with
Kerr microscopy that enables quantitative and direct
measurements of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Experimental
evidence shows that coercive force can be re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by introducing
small amounts of rubrene into the films. Dire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magnetic defects show both a
one-dimensional bowing of domain walls and strong
defect–domain wall interactions in the fil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a viable strategy for reducing
the coercive force of Co/Si(100) by controlling the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and this new information promises
to be valuabl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spintronics
devices. We have achieved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as
revealed in the proposal. We have published parts of the
results in SCI journals. We appreciate the supports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ROC.

英文關鍵詞： superparamagnetic films, magnetic defect, graphene,
rubrene, interfacial structure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ultrahigh vacuum, electrolyte/solid interface, surface
science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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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文摘要： 

 

摘要： 

 在本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的支持下，我們進行磁性材料與二維材料界面形成研究、原

子級鐵磁性薄膜的新穎特性以及有機半導體與奈米級鐵磁性薄膜界面研究。主要研究成果

有：(一) 在高真空的濺鍍系統中，以商用的石墨烯/銅基材為基底，發現鈷在 30 奈米以下

呈現條狀分佈，具有很強的形狀異向性，當厚度繼續增加進而形成薄膜，其薄膜形狀異向

性越來越不明顯，系統化將這些樣品進行水溶液環境中的電場影響磁性材料磁特性的研

究，發現了矯頑力跟電位之間有一定的關係，並且也跟面上易軸方向有關，希望能夠開發

兼具學術舆應用前景的材料配方。(二) 控制漸增鐵磁性超薄膜的厚度，我們找到 Co/Ir 系

統在室溫之下異常的鐵磁性轉變到超順磁的現象，並提出了一個過應力薄膜轉變為顆粒模

型，成功解釋此薄膜超順磁特性；考量了界面應力能和表面自由能之間的平衡，建立被限

制的扭曲機制以成功決定相轉變的厚度；並藉由應力的累積以及釋放，達成製作超順磁薄

膜的方法，進而第一個提出使用超順磁薄膜製作奈米級生醫感測器的策略。(三) 掺雜少量

rubrene 的 Co/Si(100)材料系統中，在矯頑場附近調整磁場，磁域壁的移動使小磁區改變了

影像對比，我們開發一個創新方法可以直接且定量的量測薄膜磁性缺陷密度，進而由

Co/Si(100)矯頑力與磁性缺陷密度數值分析結果，得到這是屬於一維的磁域壁彎曲，並且缺

陷與磁域壁具有強交互作用；我們提出了一個藉由控制磁性缺陷密度有效降低矯頑力的策

略，這一研究成果提供調制磁性缺陷以改變自旋電子元件特性表現的有效應用方法，在自

旋電子元件的製作上有重要的應用價值。研究成果已達成預期目標，我們也已整理部分成

果順利刊登在 SCI 期刊上，全體參與之人員感謝科技部計畫長期以來之支持與補助。 

 

關鍵字：超順磁薄膜、磁性缺陷、石墨烯、紅熒烯、介面結構與磁性、超高真空、固液介

面、表面科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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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facial structures formation of 2D and magnetic materials, novel properties of 

atomic layered films, and organic semiconductor/magnetic heterostructur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upport from this project. The main scientific output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Stripe-shaped Co is fabricated by RF sputtering on graphene/Cu substrate and shows 

a strong shape anisotropy. The coercive force shows an easy axis along the stripe of the substrate. 

By applying an electric field, the response of the variance of coercive force depends on both the 

electric potential and the orientation of easy axis. (2) A new finding is demonstrated wherein a 

phase transition of a superparamagnetic phase can be in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thickness of 

ultrathin ferromagnetic layers. An overstrained film transforming into clusters (OFTC) model 

based on the new finding and our experimental evidence is proposed for modeling this 

phenomenon. From the energetic point of view of the OFTC model, we propose a limited 

distortion mechanism that can be useful in determining the critical thickness for the phase 

transition. A method for producing superparamagnetic film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ccumulation of strain and relaxation is reported. (3) We report on a novel method using rubrene 

combined with Kerr microscopy that enables quantitative and direct measurements of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Experimental evidence shows that coercive force can be reduced by controlling 

the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by introducing small amounts of rubrene into the films. Direct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s of magnetic defects show both a one-dimensional bowing of domain 

walls and strong defect–domain wall interactions in the film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we 

propose a viable strategy for reducing the coercive force of Co/Si(100) by controlling the 

magnetic defect density and this new information promises to be valuabl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spintronics devices. We have achieved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as revealed in the proposal. We 

have published parts of the results in SCI journals. We appreciate the supports from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Taiwan, ROC. 

 

Keywords: superparamagnetic films, magnetic defect, graphene, rubrene, interfacial structure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ultrahigh vacuum, electrolyte/solid interface, surface science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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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本研究群多年來積極投入奈米級薄膜研究，在相關薄膜奈米尺度下的成份、結構以及

磁特性研究中累積了相當的經驗，感謝科技部計畫(MOST MOST 108-2112-M-003-014)之補

助支持，我們持續投入磁性材料與二維材料界面形成研究，成果持續整理發表中，也延

伸在原子級鐵磁性薄膜的新穎特性以及有機半導體與奈米級鐵磁性薄膜界面研究等課題，

進行研究探討。報告內容以已發表之 SCI 論文型式呈現(請見附錄)，包括前言、研究目的、

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參考文獻，主要研究成果摘錄 SCI 論文部分內容說明如下，詳細

內容請見附錄之 SCI 論文。 

 

(一) 磁性材料與二維材料界面形成研究： 

 在超高真空中，我們以化學氣相沉積方式於 Ir(111)上成長石墨烯/Co 的插層結構，

形成的異質原子層結構具有很強的軌道自旋耦合作用，並發現此一系統的磁異向能與

Skyrmion 的形成能量間有一特定的關係，恰好與磁向轉變點發生的位置相符合，有關

此層狀結構系統的軌道自旋耦合作用對於磁異向性影響的理論計算正在進行中，希望

能夠有比較高 IF 的研究論文產出。我們進而在高真空的濺鍍系統中，以商用的石墨

烯/銅基材為基底，我們特別選用上有深度為幾十奈米週期性刻痕的基材樣品，在其上

成長厚度為奈米級的鈷，發現鈷在 30 奈米以下呈現條狀分佈，具有很強的形狀異向

性，當厚度繼續增加進而形成薄膜，其薄膜形狀異向性越來越不明顯，系統化將這些

樣品進行水溶液環境中的電場影響磁性材料磁特性的研究，發現了矯頑力跟電位之間

有一定的關係，並且也跟面上易軸方向有關，相關研究仍然持續進行中，希望能夠開

發兼具學術舆應用前景的材料配方。 

  

(二) 原子級鐵磁性薄膜的新穎特性研究： 

由於在生物感測器上廣泛的應用前景，超順磁材料相關的研究吸引了非常多的

研究目光，然而大部分的超順磁材料是使用非常小的奈米顆粒所製成，各個顆粒間是

彼此分立的，這成為了生物感測器使用上的密度限制，我們開發了一個不一樣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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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達成增進超順磁材料使用上的密度問題，這是一個在超高真空環境下原子級鐵磁性

薄膜的新穎研究[1]。一般說來，當薄膜的厚度增加，通常會發生由低居禮溫度狀態(或

者是超順磁狀態)到鐵磁性材料的相轉變；在本研究中，控制漸增鐵磁性超薄膜的厚

度，我們找到 Co/Ir 系統在室溫之下異常的鐵磁性轉變到超順磁的現象，並提出了一

個過應力薄膜轉變為顆粒模型，成功解釋此薄膜超順磁特性；考量了界面應力能和表

面自由能之間的平衡，建立被限制的扭曲機制以成功決定相轉變的厚度；並藉由應力

的累積以及釋放，達成製作超順磁薄膜的方法，進而第一個提出使用超順磁薄膜製作

奈米級生醫感測器的策略。 

 

(三) 有機半導體與奈米級鐵磁性薄膜界面研究： 

 磁性缺陷對於自旋電子元件的特性具有重要的影響，結合使用少量紅螢烯以及科

爾顯微鏡，我們開發了一個新穎的方法，使我們能夠定量並且直接觀測磁性缺陷密度

[2]。鈷/矽薄膜在矯頑力附近，科爾顯微鏡顯示了一個全黑的影像，其上有少量的磁性

缺陷，在改變磁場狀況下，由於磁域壁的運動，小片狀的改變其磁性的對比，然而磁

性缺陷並不會隨著磁場的改變而移動，其對比表現出磁域壁釘紮的效應；掺雜少量

rubrene 的 Co/Si(100)材料系統中，在矯頑場附近調整磁場，磁域壁的移動使小磁區改

變了影像對比，我們開發一個創新方法可以直接且定量的量測薄膜磁性缺陷密度，進

而由 Co/Si(100)矯頑力與磁性缺陷密度數值分析結果，得到這是屬於一維的磁域壁彎

曲，並且缺陷與磁域壁具有強交互作用；我們提出了一個藉由控制磁性缺陷密度有效

降低矯頑力的策略，這一研究成果提供調制磁性缺陷以改變自旋電子元件特性表現的

有效應用方法，在自旋電子元件的製作上有重要的應用價值。 

 

計畫成果自評: 

 研究內容包含在磁性材料與二維材料界面形成研究、原子級鐵磁性薄膜的新穎特性以

及有機半導體與奈米級鐵磁性薄膜界面研究等課題，進行研究探討，研究成果已達成預期

目標，目前已有部分成果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並已刊登，部分成果已投稿或在整理發表中；

參與之研究生得到預期的訓練，對於之後在高科技產業界就業很有幫助。 



 5

 

SCI 論文及投稿資訊 

[1] Pei-Cheng Jiang, Cheng-Hsun-Tony Chang, Chen-Yuan Hsieh, Wei-Bin Su, and Jyh-Shen 

Tsay*, 2020, "A practical method for fabricating superparamagnetic films and the 

mechanism involved", Nanoscale, 12, 14096-14105. 

[2] Yen-Wei Jhou, Cheng-Hsun-Tony Chang, Siang-Yu Sie, Chun-Kai Yang, Chen-Yuan 

Hsieh, Chih-Ming Lin, and Jyh-Shen Tsay*, 2020, "Comparisons of magnetic defects and 

coercive forces for Co/Si(100) and Co/rubrene/Si(100)", Phys. Chem. Chem. Phys. 22, 

14900-14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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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計畫編號 MOST 108-2112-M-003-014  

計畫名稱 磁性材料、有機分子與二維材料界面形成研究 

出國人員姓名 

服務機關及職稱

蔡志申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物理系教授 

會議時間地點 民國 108 年十一月四日至八日，於美國拉斯維加斯 

會議名稱 

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年會 

 64th Annual Conference on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MMM 2019) 

發表論文題目 
Evolutions of magnetic phases driven by compositional changes for 
ultrathin Ni/Si(111) 

 

一､參加會議經過及與會心得： 

 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年會(64th Annual Conference on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MMM 2019)，會議地點位於美國拉斯維加斯。本會議每年輪

流在美國各個城市舉辦，會議的與會者來自全球各地，為磁性材料與磁學研究

之年度盛事。此次研討會安排了訓練課程 (Tutorial: Non-von Neumann 

Computing)；大會挑選了 8 個重要的研究主題，為全部邀請演講(invited talks)的

方式進行；同一時間則有 9 組平行分組的口頭論文發表，每一場次都有邀請演

講，壁報論文則每天分上、下午場，同時並有 8 組的平行分組，在整個研討會

中共有 1800 的論文發表，顯示磁性材料與磁學的研究持續蓬勃發展。感謝科技

部補助使筆者此次赴美國拉斯維加斯參加學術會議『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

年會』並發表論文能順利成行。會議日期是民國 108 年十一月四日至八日，筆者

的論文『Evolutions of magnetic phases driven by compositional changes for ultrathin 

Ni/Si(111)』論文(oral)發表在十一月六日上午。 

 這一次的拉斯維加斯行，在台灣磁性協會秘書處的細心安排下，參團是在

會議前三個月就都敲定了行程，旅館也是在之前就預訂了。十一月三日踏上旅

程，經過了 14 個小時的飛行，經舊金山轉機順利抵達拉斯維加斯，由台灣磁性

協會安排的導遊韓冰先生接機，在抵達第一天帶大家到拉斯維加斯市區，並且

安排博物館參觀，雖然長途的飛行後大家都很疲憊，但在韓導遊的引領下，我



 2

們留下對於拉斯維加斯第一天美好的印象。 

 

 

圖一、搭乘飛機抵達拉斯維加斯，全體台灣磁性技術協會參團的會員合影留

念。 
 

 

圖二、抵達會場註冊處註冊後，領取名牌以及摘要手冊，然後便在會議的告示

牌留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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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大會安排磁學與藝術相遇，展出各種不同的磁性照片或者是實驗的圖

像，每位與會的學者可以在網路上票選最喜歡的圖像。 

 

 十一月四日下午大會安排訓練課程(tutorial)，主題是在 Tutorial: Non-von 

Neumann Computing， 內容豐富且重要，對學生入門磁性材料學習非常有用。

抵達會場註冊後，領取名牌以及摘要手冊，便開始安排之後的會議聽演講行

程。大會將邀請演講安排在每個時段的 A 主題中，以單一的主題來做分類，是

一個絕佳的會議安排，十一月五日上午 AA 主題在二維磁性材料(Magnets in 

Flatland: 2D Magnetic Materials)，這是目前全球研究的重要領域，系統化的演講

安排讓筆者聽到了幾位國際級大師的演講，深覺獲益良多；下午的 BA 主題磁

性材料-離子議題(Magneto-ionics: New Phenomena,Materials, and Applications)，

以電化學方式處理磁性樣品，也是筆者這幾年來投入許多努力的領域，在這些

演講中，講者使用上覆蓋層，可以用氧做磁性層的氧化，或用氫做磁性層的還

原，並且藉此將電位效應引入材料系統中，做可逆的電場控制 ，這些想法超越

了筆者在電化學習得慨念中長期的使用電極電位操作上的想像，也是參與此會

議的一大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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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大會將邀請演講安排在每個時段的 A 主題中，以單一的主題來做分類，

在 A 場次中都是邀請演講。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月五日晚上有兩場主要是給年輕科學家的特別演講：一

場是「如何撰寫科學文章」，由 Applied Physics Review 的編輯教授主講，他主

要從編輯者的角度，以及評審者角度切入，哪些內容應該要放在文章中，艱澀

的內容應該如何修改，讓大家可以較接受，對一個初學撰寫文章的作者而言是

很有幫助的演講；第二場主要針對「評審者如何評審一篇文章」，從可讀性、創

新性、是否清楚、簡潔性四個面向切入，評審者如何去評鑑論文，以及專業評

審的期待。兩場演講吸引了許多學生博士後加入互動，演講完成後也引起許多

的討論，這兩場演講非常吸引研究學者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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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十一月五日晚上有兩場給年輕科學家的特別演講，分別是「如何撰寫科學

文章」以及「評審者如何評審一篇文章」。 

 

 此次的海報論文展場很大，同一時間有 8 個子領域的文章發表，其中有幾

個領域吸引筆者的目光，分別為 Voltage-Controlled Magnetic Anisotropy and 

Switching I、Magnetic Tunnel Junctions、Antiferromagnetic Spintronics II、

Magnetic Alloys and Compounds、2D and Topological Materials、Education, 

Outreach, & Public Engagement in Magnetism、Patterned Films, Perpendicular 

Anisotropy, and DMI。筆者的論文『Evolutions of magnetic phases driven by 

compositional changes for ultrathin Ni/Si(111)』論文發表在十一月六日上午，場次

是在第三展廳中。特別是大會這次也安排了幾個磁性教育的海報(Education, 

Outreach, & Public Engagement in Magnetism)，在這些領域中，也是一個未來台

灣磁性技術協會可以加強的部分，將磁性教育往下紮根，也吸引更多新進學生

認識磁性物理，在未來大學生涯投入相關課程與研究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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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在壁報場次中，有幾個磁性教育以及公共議題的海報展出；最佳壁報論

文在每個場次中都會選出第一名，並且在會議大廳公告。 
 

 

圖七、筆者演講的場次是在第三展廳中。 

 

 在這一次『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年會』的會場中，遇到許多多年不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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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老友，台灣磁性技術協會唐敏注理事長在十一月七日邀請所有台灣磁性技術

協會參加『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年會』的會員以及海外友人，在會場 Rio

旅館的中國餐館餐敘交流，賓主盡歡，其後所有參與的同仁在餐會地點外合

照，留下永久的友好紀念。 

  

圖八、十一月七日台灣磁性技術協會理事長，邀請所有參加的會員以及海外友

人餐敘，之後大家合影留念，紀念參加 『第六十四屆磁學及磁性材料年會』的

相聚。 

 

二､攜回資料名稱及內容： 

1、論文摘要及日程：內容為大會簡介、日程、會場資訊，以及與會者論文

摘要。 

2、與本人研究密切相關之研究論文資料。 

3、未來相關研討會資料(2020TANMS、Joint  ICAUMS-ISAMMA2020 等)。 

4、會議中認識的科學界教授、博士後與同學名片資料。 

5、博士後研究工作機會廣告，提供給本實驗室即將畢業之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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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事項： 

1、希望科技部持續補助學者參加學術會議，能使國內科學家有更多與國際

科學界學術交流機會。 

2、大會安排「壁報論文獎項甄選」，表楊優選者。 

3、在美洲知名地點開會，彼此間學術交流在輕鬆的環境下進行，效果很

好。 

 

附錄：論文摘要 

Evolutions of magnetic phases driven by compositional changes for 
ultrathin Ni/Si(111) 

Cheng-Hsun-Tony Chang1,2, Yu-Ting Chow1, Chen-Yuan Hsieh1, Pei-Cheng Jiang1, and Jyh-Shen 

Tsay1,* 

1Department of Physic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pei 116, Taiwan 

2Department of Electronic Engineering, 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sinchu 

30401, Taiwan 

 
Metal-semiconductor interfaces have attracted considerable interest 
because of their promising applications as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possible use as new functionalities in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1,2]. As 
a magnetic material, nickel has an advantage of a relatively low Curie 
temperature, which permits it to be used in studies of critical phenomenon 
near room temperature.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reports dealing with the 
magnetic properties of ultrathin Ni layers on silicon surfac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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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compositions of these materials at the interface. We report 
herein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morphology, composition,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of ultrathin Ni/Si(111) films.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dominant species produced at the interface is NiSi, which is produced 
by the spontaneous formation of strong bonds between Ni and Si atoms. 
We established a chemical shift-related concentration model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ultrathin Ni silicides by assuming that a Ni 
layer is formed over a NiSi layer with the total coverage as a constraint. 
At elevated temperatures, the compositional changes as monitored using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 shows a strong correlation with the magnetic 
responses (Figure 1). From systematical explorations, a magnetic phase 
diagram for Ni/Si(111) was established showing three regimes. The 
interdiffusion of Ni and Si atoms at the interface as well as the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play important roles on the boundaries of 
phase transitions.  

 
Keywords: nickel; silicide; magnetic phases; magneto-optical Kerr effect, 

Auger electron spectroscopy, scanning tunneling microscopy  

 
[1] Yu-Ting Chow, Bin-Han Jiang, Cheng-Hsun-Tony Chang and 

Jyh-Shen Tsay, Phys. Chem. Chem. Phys. 20, 1504-1512 (2018). 
[2]	Cheng‐Hsun‐Tony	Chang,	Pei‐Cheng	Jiang,	Yu‐Ting	Chow,	Hsi‐Lien	

Hsiao,	 Wei‐Bin	 Su,	 and	 Jyh‐Shen	 Tsay,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in	 Ni/Si(111)	 by	 Ag‐Si	 particles	 at	 the	 interface,	
Scientific	Reports,	2019,	in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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