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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在本科技部研究計畫補助的支持下，我們進行二維材料上的磁性異
質介面研究、超薄紅熒烯雙層結構特性以及Ag-Si微粒增進NiSi化合
物的產生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一) 在二維材料上的異質介面研
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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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層狀結
構系統的軌道自旋耦合作用對於磁異向性影響具理論研究前景；在
真空濺鍍系統中，我們嘗試在二維材料上成長鈷薄膜，結構量測下
找出鈷膜規則域增長條件，為未來磁特性探索的基礎；以電化學方
式在石墨烯/銅基材上形成Co的層狀結構，發現可形成多階的磁化曲
線，如此的特性像是多階段的電子開關元件，深具應用潛力，此系
統具有磁特性與樣品品質相關的特性。(二) 探索超薄紅熒烯雙層結
構特性，發現rubrene形成雙層結構，上、下兩層的電阻特性不同
，我們提出一個結構上雙層的模型來解釋紅熒烯薄膜的雙層結構以
及物理特徵，當薄膜厚度逐漸增加，彈性模量隨之增加，由四點量
測發現層狀結構的電子特性對介面粗糙度非常敏感。(三) 在Ag-
Si微粒增進NiSi化合物的產生研究，由於Ni-Si具有很強的鍵結特性
，在Ni/Si(111)介面上造成NiSi介面化合物產生，我們開發了一個
化學偏移連結成份模型，可以有效推估超薄NiSi化合物的量；在此
介面中，如果引入少量的Ag-Si微粒，藉由特殊的反應轉移機制，可
以有效的增進NiSi化合物的產生，其物理機制牽涉到各種生成焓的
差異，提供了在介面層中產生超薄矽化物的有效策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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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墨烯、紅熒烯雙層結構、Ag-Si微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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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eterostructures comprised of 2D and magnetic materials,
rubrene bilayer structures, and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by Ag-Si particl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upport from this project. The main scientific output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Intercalation of
graphene/Co is fabricated by annealing treatments for
Co/graphene/Ir(111) and shows a strong spin-orbital
interaction. The magnetic anisotropy energy can be tun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 polarized interface and shows
possibly novel applications as spintronics. For Co on
graphene/Cu, multiple steps of the hysteresis loop are
observed and show applications as spintronic switches. The
magnetic response of Co/graphene/Cu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facial conditions. (2) We discovered that a
rubrene/Si(100) film typically has a cluster-type
morphology mainly comprising crystalline nanodomains within
the film. As the film thickness is increased, the
enhancement in elastic modulu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a soft surface layer on a hard underlayer. We
propose a structural bilayer model tha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layered nature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brene films. Based on four-point probe measurements, the
bilayered nature of such materials can b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ir electrical resistive behavior while
interfacial roughness is sensitive to the transport paths
of conduction electrons. This information is valuabl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semiconductors in flexible
devices. (3) For Ni/Si(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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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n effect, represents a prac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ultrathin Ni silicides
that are produced at the buried interface. The formation of
Ag-Si particles provide a viable strategy for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via a specific interaction transfer
mechanism, even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enthalpies of formation for
different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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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aphene, rubrene bilayer structures, Ag-Si nanoparti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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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進行二維材料上的磁性異質介面研究、超薄

紅熒烯雙層結構特性以及 Ag-Si 微粒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研究。主要研究成果有：(一) 在

二維材料上的異質介面研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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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層狀結構系統的軌道自旋耦

合作用對於磁異向性影響具理論研究前景；在真空濺鍍系統中，我們嘗試在二維材料上成

長鈷薄膜，結構量測下找出鈷膜規則域增長條件，為未來磁特性探索的基礎；以電化學方

式在石墨烯/銅基材上形成 Co 的層狀結構，發現可形成多階的磁化曲線，如此的特性像是

多階段的電子開關元件，深具應用潛力，此系統具有磁特性與樣品品質相關的特性。(二) 探

索超薄紅熒烯雙層結構特性，發現 rubrene 形成雙層結構，上、下兩層的電阻特性不同，我

們提出一個結構上雙層的模型來解釋紅熒烯薄膜的雙層結構以及物理特徵，當薄膜厚度逐

漸增加，彈性模量隨之增加，由四點量測發現層狀結構的電子特性對介面粗糙度非常敏感。

(三) 在 Ag-Si 微粒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研究，由於 Ni-Si 具有很強的鍵結特性，在

Ni/Si(111)介面上造成 NiSi 介面化合物產生，我們開發了一個化學偏移連結成份模型，可以

有效推估超薄 NiSi 化合物的量；在此介面中，如果引入少量的 Ag-Si 微粒，藉由特殊的反

應轉移機制，可以有效的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其物理機制牽涉到各種生成焓的差異，

提供了在介面層中產生超薄矽化物的有效策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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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烯、紅熒烯雙層結構、Ag-Si 微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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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terostructures comprised of 2D and magnetic materials, rubrene bilayer structures, and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by Ag-Si particles have been investigated under the support from 

this project. The main scientific outputs of this project are as follows. (1) Intercalation of 

graphene/Co is fabricated by annealing treatments for Co/graphene/Ir(111) and shows a strong 

spin-orbital interaction. The magnetic anisotropy energy can be tuned by the introduction of a 

polarized interface and shows possibly novel applications as spintronics. For Co on graphene/Cu, 

multiple steps of the hysteresis loop are observed and show applications as spintronic switches. 

The magnetic response of Co/graphene/Cu can be influenced by the interfacial conditions. (2) We 

discovered that a rubrene/Si(100) film typically has a cluster-type morphology mainly comprising 

crystalline nanodomains within the film. As the film thickness is increased, the enhancement in 

elastic modulu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a soft surface layer on a hard underlayer. We 

propose a structural bilayer model that can be used to explain the layered nature o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ubrene films. Based on four-point probe measurements, the bilayered nature of such 

materials can be used to characterize their electrical resistive behavior while interfacial roughness 

is sensitive to the transport paths of conduction electrons. This information is valuabl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semiconductors in flexible devices. (3) For Ni/Si(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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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t, in effect, represents a practical method for determining the amount of ultrathin Ni 

silicides that are produced at the buried interface. The formation of Ag-Si particles provide a 

viable strategy for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via a specific interaction transfer mechanism, 

even at room temperature. The mechanism is related to differences in the enthalpies of formation 

for different pha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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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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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graphene, rubrene bilayer structures, Ag-Si nanoparticles, interfacial structures and 

magnetic properties, ultrahigh vacuum, electrolyte/solid interface, surface science exper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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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內容： 

 感謝科技部計畫(MOST 107-2112-M-003-010)之補助支持，本計畫主要討論在二維材

料上的磁性異質介面研究，獲得一些有趣且具應用性的研究成果，也延伸在超薄紅熒烯雙

層結構特性以及 Ag-Si 微粒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研究等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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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維材料上的磁性異質介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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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層狀結構各原子層之間的交互作用效應，則與理論物理學者研究群討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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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在超高真空中，以掃瞄穿隧顯微鏡研究

MoSe2 的結構，結合友校合作者研究電性與光性，目前研究論文已投稿送審中。在真

空濺鍍系統中，我們嘗試在在二維材料 TeSe2 上成長鈷薄膜，探討結合二維材料與磁

性材料的特性，結構量測下找出鈷膜規則域增長條件，是未來在組成與相關磁特性探

索研究的基礎。在水溶液環境中，以電化學方式在石墨烯/銅基材上形成 Co 的層狀結

構，發現 Co 在單層石墨烯與雙層石墨烯上的矯頑力不同，可形成多階的磁化曲線，

如此的特性像是多階段的電子開關元件，深具應用潛力；深入研究 Co/石墨烯的電位

影響磁特性現象，發現鈷在石墨烯/銅基材上的吸附、退附現象有一個穩定的區間，但

矯頑力不隨電位增減而有簡單增減關係，這是由於此系統具有磁特性與樣品品質相關

的特性，目前我們就教於林文欽教授研究群，並且透過轉印方式成長單層石墨烯材

料，期望更好的控制樣品品質，進而可以得到如 CoPt 系統中以電位精準的調控磁特

性的結果[1]，能夠開發兼具學術舆應用前景的材料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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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超薄紅熒烯雙層結構特性：  

 由於可撓式電子元件、有機顯示器與有機感測器的蓬勃發展，近年來研究電子材

料的機械特性等主題，越來越顯重要；然而薄膜形式的有機半導體，其相關材料特性

的研究非常少，因此我們投入研究探討有機半導體薄膜結構和相對應的彈性模量等特

性。在 rubrene 薄膜的結構研究上，我們發現 rubrene 形成雙層結構，上、下兩層的電

阻特性不同；進一步以原子力顯微鏡研究發現 rubrene 薄膜形成雙層結構，其上、下

兩層的應力參數不同，對於單一組成的有機物薄膜的結構特徵，提供了一個直接的觀

測結果。一般說來，分析在非常薄的 rubrene 薄膜中，表面上具有奈米區域結晶體的

顆粒狀結構，我們提出一個結構上雙層的模型來解釋紅熒烯薄膜的雙層結構以及特

徵，當薄膜厚度逐漸增加，彈性模量隨之增加，這是由於較軟的表面層在硬的基底層

形成雙層結構所致；由四點量測會發現層狀結構的電子特性對介面粗糙度非常敏感，

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未來應用有機半導體在可撓式元件中，提供了重要的應用參數；相

關研究成果刊登在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中[2]，請見附錄一。 

 

(三)  Ag-Si 微粒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研究： 

 未加熱過與加熱過的 Ni/ oR3033  -Ag/Si(111)上成長銀原子層，由於 AgNi 介面原

子接觸程度的不同，表現在實驗上為矯頑力隨銀覆蓋層厚度增加而增加的現象，我們

建立了一個模型解釋介面接觸面積與磁異向能增進間的關係；這一研究成果對於半導

體基底上成長的超薄鎳薄膜之應用提供了有用的資訊，相關研究成果刊登在 Physical 

Chemistry Chemical Physics 中[3]。延續本研究群在 AgNi 介面原子接觸增進 Ni/Ag 薄膜

磁異向性研究，我們進而研究探討金屬半導體介面化合物形成，對於許多材料系統的

物理特性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超薄鎳薄膜在矽表面上的相關組成問題，以及引入

少量銀在介面層所造成的效應，值得深入探討。在 Ni/Si(111)介面上，由於 Ni-Si 具有

很強的鍵結特性，造成 NiSi 介面化合物產生，我們開發了一個化學偏移連結成份模型

(chemical shift-related concentration model)，可以有效推估超薄 NiSi 化合物的量。在此

介面中，如果引入少量的 Ag-Si 微粒，藉由特殊的反應轉移機制(specific interaction 

transfer mechanism)，可以有效的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其物理機制牽涉到 ΔHAg-S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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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HNi-Ag、ΔHNi-Si等各種生成焓的差異，提供了在介面層中產生超薄矽化物的有效策略，

相關研究成果刊登在 Scientific Reports 中[4]，請見附錄二。 

 

計畫成果自評: 

 研究內容包含在二維材料上的磁性異質介面研究、超薄紅熒烯雙層結構特性以及 Ag-Si

微粒增進 NiSi 化合物的產生研究等課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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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 論文及投稿資訊 

[1] Cheng-Hsun-Tony Chang, Wei-Hsu Kuo, Yu-Chieh Chang, Jyh-Shen Tsay,* and 

Shueh-Lin Yau,* 2017, "Tuning coercive force by adjusting electric potential in solution 

processed Co/Pt(111) and the mechanism involved", Scientific Reports, 7, 43700. 

[2] Yen-Wei Jhou, Chun-Kai Yang, Siang-Yu Sie, Hsiang-Chih Chiu,* and Jyh-Shen Tsay,* 

2019, "Variations of the elastic modulus perpendicular to the surface of rubrene bilayer 

films", Phys. Chem. Chem. Phys. 21, 4939-4946. 

[3] Yu-Ting Chow, Bin-Han Jiang, Cheng-Hsun-Tony Chang and Jyh-Shen Tsay*, 2018 

"Enhancing magnetic anisotropy energy by tuning the contact area of Ag and Ni at the 

Ag/Ni interface", Phys. Chem. Chem. Phys. 20, 1504-1512. 
[4] Cheng-Hsun-Tony Chang, Pei-Cheng Jiang, Yu-Ting Chow, Hsi-Lien Hsiao, Wei-Bin Su, 

and Jyh-Shen Tsay,* 2019, "Enhancing silicide formation in Ni/Si(111) by Ag-Si particles 

at the interface", Scientific Reports, 9, 8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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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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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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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參加會議經過及與會心得： 

 第三屆應用表面科學國際研討會(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ICASS 2019)，會議地點位於意大利比薩。本會議每兩年舉辦一

次，由 Elsevier 主辦， 2017 年在大連舉行，2019 年則移師到歐洲盛大舉行。此

會議與會者來自全球各地，為應用表面科學之盛事。此次研討會安排四場共同

場次(plenary)演講，同一時間口頭論文發表平行分組共五場，每一場次皆有邀

請演講(invited talks)。投稿之論文經由議程委員會篩選，近 500位參與者來自 51

個國家，共分184個口頭論文演講以及 320個壁報論文發表，顯示應用表面科學

持續蓬勃發展。感謝科技部補助使筆者此次赴意大利比薩參加學術會議『第三屆

應用表面科學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能順利成行。會議日期是民國 108 年六月

十七日至二十日，筆者的論文『Tuning coercive force for Co/Si(100) via reduced 

defect density by rubrene as a surfactant』論文發表在六月十八日下午。 

 此次會議筆者與中興材料林克偉主任、蔡佳霖教授同行，互相照應，經過

14 小時的長途飛行後，6 月 17 日我們取道羅馬，再搭 4 小時火車，終於到達了

伽利略的家-比薩，從比薩火車站步行大約 10 分鐘到達下榻旅館，稍事休息之

後，就步行過阿諾河往 ICASS 2019 會場去，大會會場在 Pisa Congress Palace。

筆者與林主任、蔡教授同行一起到達會場，在註冊後取得資料，下午五點鐘大

會開幕，在 17:15~18:15 便開始了第一場的大會演講(plenary talk)，由武漢技術



 2

大學的 Jiaguo Yu 教授就光觸媒材料主題「S-scheme heterojunction photocatalyst: 

Design, fabrication and application」給了一場精彩的演講。主辦單位在大會演講後

的歡迎會上準備了一些點心與飲品，我們在會場用了點心，然後就信步往阿諾

河畔走去，剛好今天是一年一度的比薩划船比賽，今天由北岸與南岸兩方共四

隊爭奪冠軍，河岸上滿滿都是觀眾，參與這一個難得的盛會，在四隊爭先競爭

激烈後，由其中一隊的奪標手登上旗台上，再爬上繩索奪標，賽事達到最高

潮，為初到比薩的第一天畫下完美的句點。 

 

圖一、6 月 17 日為會議註冊日，在會場領取會議註冊、資料；筆者與中興材料

林克偉主任與蔡佳霖教授同行。 

 

 

圖二、大會開幕與第一場的大會演講(plenary t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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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比薩划船比賽。 

 

 第二天上午由日本 RIKEN 的 Koji Sugioka 教授的大會演講開始，就

「Femtosecond laser 3D processing for fabrication of functional micro/nanodevices」

主題給予完整的介紹。接著筆者在 Section I: biointerfaces和 Section V: Functional 

surfaces and coatings 場次之間游走，由此次的演講中可以看見應用表面科學的

領域蓬勃發展，跨各式領域，而且演講中特重應用的面向，這代表表面科學重

要的研究方向的改變。我的壁報論文展示「Tuning coercive force for Co/Si(100) 

via reduced defect density by rubrene as a surfactant 」安排在今天下午，內容介紹

rubrene 對鈷/矽複合介面的影響，當引入 rubrene 時，rubrene 呈現界面活性劑的

特性，當 rubrene 引入的量很少時，鈷膜磁性缺陷與矯頑力間關係顯現

one-dimensional bowing model 特徵。會場展示中有許多研究者和筆者討論，對

於這一個有趣的題材提出看法，深覺收穫很多。 

 

圖四、壁報論文展示。 

 

 之後為大會安排的兩小時比薩城市導覽，參與人數眾多，由導覽人員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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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領，我們從河岸開始步行，導覽人員一路介紹比薩的歷史典故，並且介紹南

岸與北岸的差異，兩個小時的導覽中，我們漫步河岸、舊城區、中央商業區、

市場，最後到全球知名的比薩斜塔，所有的與會者都很興奮，這是我第一次來

到比薩，這麼近距離的看到比薩斜塔，深深覺得不虛此行。 

 

圖五、全球知名的比薩斜塔。 

 

 6 月 19 日除了在場次間游走聽演講，下午為第二場壁報論文展示，今天沒

有壁報論文展示的壓力，所以就參與了各領域的研究題材討論，並且也對各種

的表面科學應用有了一番全新的認識。在一天的疲憊後，大會晚宴安排在比薩

斜塔旁邊的一個莊園中，在距離比薩斜塔不到 200 公尺的地方用餐，真是一個

令人難忘的體驗，大會安排了優美的音樂演奏、豐盛的飲品和美味的佳餚，在

放鬆的心情下，同桌認識的幾位來自義大利的朋友，希望未來能建立國際合作

的機會。 

 

圖六、來自四方的伙伴留影，紀念這一次 ICASS 的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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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0 日一早到達會場，原定在 6 月 17 日開場來自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的 David B. Geohegan 教授就「Understanding nanomaterial synthesis and 

structure with nonequilibrium laser processing and in situ diagnostics」主題給予完整

的介紹，他應用雷射鍍膜(PLD)成長各種二維材料，並使用各種探測方法觀察二

維材料形成過程，從原子團、原子鍊堆疊到二維材料，就原子尺度探討二維材

料形成的過程以及其中的物理機制，是一個精彩而令人印象深刻的大會演講。

我們之後在 Session 23: Semiconductors – Surface and Interface II 與 Session 24: 

Surface Engineering and Functionalization III 場次中聽演講。12:50 是大會閉幕與

頒獎，本次壁報論文獎有兩名，分別由波蘭的 Joanna Wjas 同學(poster #129)與

巴西的 Fellipe Magioli Cadan 同學(poster #038)獲得，為表面科學研究中性別平

衡的一個好例子，大會並且做了一個國別統計，出席者最多的是來自韓國的團

隊，台灣參與者的數目排名在第四位，參與的人數亦眾，我們全程參與了此次

的會議，在大會主席的介紹與感謝聲中，為 ICASS 2019 畫下完美的句點。 

 

圖七、大會閉幕與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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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CMSE2019、AMICR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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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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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知名地點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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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tle: 

Tuning coercive force for Co/Si(100) via reduced defect density 
by rubrene as a surfactant 
 
Authors & affiliations: 

Y.W. Jhou1, S.Y. Sie1, C.K. Yang1, C.H.T. Chang1,2, C.Y. Hsieh1, C.M. Lin3, J.S Tsay1,* 

1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2Minghsi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iwan, 
3National Taitung University, Taiwan 

 
Abstract:   

Magnetic properties of Co/Si(100) thin films with rubrene insertion have been 

investigated, in which the surfactant effect of rubrene results in the reduced defect 

density and variations of the coercive force. Experimental evidences of atomic force 

microscopy and x-ray diffraction (XRD) show the formation of nanocrystalline cobalt 

for Co/Si(100). After insertion of rubrene layer, the monotonous decrease of XRD 

intensity shows that the rubrene insertion is disadvantage on the formation of 

nanocrystalline cobalt. Depth profiling measurements show that the segregation of 

rubrene modifies the growth behavior of the deposited Co to form an amorphous film. 

From the Kerr microscope image of Co/Si(100) at magnetic field near the coercive 

force, dark image with some point defects is observed. Small patches change the 

contrast gradually because of the domain wall motion. After insertion of rubrene, the 

enlargement of magnetic domains is observed. By increasing the applied magnetic field, 

the point defects are not movable at different magnetic fields and serve as pinning sites 

for the domain wall mo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defect density and coercive force 

(Figure 1), the point defects of Co/rubrene/Si(100) follow the one-dimensional bo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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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with strong defect-domain wall interactions. The information concerning the 

tuning of coercive force by varying the defect density is valuable for future applications 

of organic spintronic devices. 

 

 

 

Figure 1. Left: schematics to elucidate the Kerr microscope measurements for domain 

wall and magnetic defects. Right: logarithm of coercive force versus logarithm of defect 

density for Co/rubrene/Si(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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