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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大型設施與聯合團隊的
成敗與甘苦



 3年建設實驗室

 2年做出新的成果

 1年發表論文

六年面臨升等續聘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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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還要你生兩個小孩！



 2年建設實驗室

 1年做出新的成果

 交出論文初稿

三年面臨國科會計畫審查



有把握的熟悉領域

沒把握的新領域？

與指導教授競爭？

如何取信於審查委員？



強場物理與超快技術聯合實驗室

 汪治平（中研院10年資歷）

 陳賜原（中研院新進人員）

 林俊元（中正大學新進人員）

 李超煌（中研院新進人員）

2000年成立



建造10兆瓦雷射

 汪治平：實驗室累積10年的設備，約值1000萬元

 陳賜原：中研院起始經費1000萬元

 林俊元：中正大學起始經費300萬元

 李超煌：中研院起始經費300萬元

 國科會計畫：四人合計約800萬元

經費來源



拼命幹，三年後‧‧‧



25-fs 振盪器



脈衝延展器



再生放大器



二級放大器



三級放大器



脈衝壓縮器



全景



 peak power: 500 mJ/40 fs = 1.25×1013 W  (1000 nuclear power plants)

 intensity: 4×1019 W/cm2  (sunshine at noon = 0.1 W/cm2 )

 electric field: 2×1011 V/cm (30 times of the field in hydrogen)

 magnetic field: 6.7×104 tesla (109 times of Earth’s magnetic field)

 optical pressure: 1.4×1010 atm (1/10 center of the Sun)

 temperature of irradiated surface: 107 K (center of the Sun)

 acceleration on electrons: 3×1023 g  (g = gravitational acceleration at 

Earth’s surface)

After focusing



研究課題

 雷射電漿波電子加速器

 X光雷射

 電漿非線性光學



Production of a mono-energetic electron beam

plasma density: 
4×1019 cm-3

pump pulse: 
230 mJ, 45 fs, 
focused to 8-μm diameter



Accelerating electrons to 50 MeV within 200 μ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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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mography of electron acceleration

The first direct measurement of the acceleration gradient (~2 GeV/cm).



spectral brightness (photon/sec/mm2/mrad2) for

NSRRC (Taiwan) x-ray laser (HHG seeding)

6.6×10149.8×1012

3.3×10267.9×1014

average spectral 
brightness at 32.8 nm

peak spectral 
brightness at 32.8 nm

repetition rate 106 Hz 10 Hz

wavelength tunable discrete set

pulse duration 100 ps 200 fs*

Comparing our x-ray laser with synchrotron radiation

* assuming the pulse duration is limited by bandwidth



 汪治平（中研院15年資歷）

 陳賜原（中研院5年資歷）

 林俊元（中正大學5年資歷）

 朱旭新（中央大學新進人員）

2005年成立

強場物理與超快技術聯合實驗室

中央大學分部



卓越計畫

實驗室：400 m2

四年經費：2.1億

中央大學劉全生校長邀請



EUV laser

positron source

proton accelerator

hard x-ray by 
Compton scattering

electron accelerator

Laser driven particle and photon sources

terahertz-infrared 
radiation 100-TW laser

spallation
neutron source

free-electron 
laser

EUV high harmonics



再拼命幹，又三年後‧‧‧



100 TW 光束線後級放大器



白光產生器



脈衝壓縮器



16部Nd:YAG pump雷射



雷射區全景



光路調度真空腔



實驗站



實驗站



100兆瓦雷射設施全景



 小國寡民，卻能建造頂級規格的強場雷射。

 大學實驗室，卻與國家實驗室競爭。

 工作太難做，找不到基層幹部。

 缺長期技術人員，技術傳承難。

成敗未定



 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

 訪客必定到此一遊。

 研究的目的和意義明確。

 實驗室特異化，難以轉換領域。

 團隊運作，個人風格埋沒。

 能者多勞，不便計較。

甘苦夾雜



 藉由合作快速取得設備和技術。

 借重資深研究人員的經驗。

 互補的團隊較具說服力。

 慎選合作夥伴。結婚容易離婚難！

新進人員的策略

如果選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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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補的團隊較具說服力。

 慎選合作夥伴。結婚容易離婚難！

新進人員的策略

如果選擇合作

想自己當明星，就不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