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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主任的話 

1956 年創系以來，系友中有您  

的老師、您的學生，以及許多在

社會各角落貢獻所學的成大物理

人，我們代代相傳下已走出自己

的風格。物理系現有近四十位教

師，教學方面，我們除了專業課

程外，每學期提供成大近兩千名

新生修習「普通物理」及「普通

物理實驗」課程；研究方面，每

年維持百餘篇的國際期刊發表，

其中不乏 Phys. Rev.  Lett. 等重

要期刊，同仁們在研究或教學的

成果值得肯定。目前，學校及教

育部已通過理學大樓的興建(總

圖東側原理論中心)，我們已選

定建築師進行規劃，不久的未來

就會有新的系館，又是嶄新一頁

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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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擁有的一切，是過去人點滴耕耘的結果。一冊冊年度報告保留

了輝煌記錄，然而又有多少曾經發生，卻消失的故事？創系前就有的舊

物理館，半圓形水池隱藏著日治時期創建此系館時的祈福密碼？系主任

室屏風上「即物窮理」的墨寶，黃杰落款清晰可見，這位曾任國防部長

的抗日將軍和物理系有過什麼情誼？無意間翻閱到 1993 年出版的第十一

期《成大物理系刊》，簡單的封面寫著「思想的本質 the Physics」，這

濃濃的哲學味是如何薰陶著二十年前的物理人？內文以詩、以散文、以

小說和漫畫記錄了誰的年少輕狂？正神遊在二十年前的想像時，琬婷跑

來告訴我已經找到「藍色的眼睛」系徽的設計人，這一位，又是物理系

何許人物？ 

 

         曾幾何時，說著物理系故事的系刊不見了，大家成了低頭族，只在

FB 與 Line 間流連忘返，豈不可惜？我們希望重啟系刊編印，為物理系的

共同過去而揪密，為物理系的美好現在而記錄，同時也為物理系的夢想

未來而傳承。回頭看到檔案櫃裡擺著物理系四十週年系慶、五十週年系

慶的資料，六十週年系慶如果有您的故事，真是物理系的福氣！在此，

我們誠摯地邀請您共襄盛舉。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系 

                                                                                                    系主任蔡錦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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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辦這一份刊物？主要目的是希望透過系刊的發行，增進

師生、同學、系友間的聯繫及感情。身為物理系的一名教師，非常理解

各位同仁在教學、研究之餘，縱使有心想多了解系上學生的活動及生

活，卻也難尋管道。網路越來越便利，同學們坐在電腦前動食指的時間

可能遠超過跟同儕互動的時間，也希望透過這篇刊物的發行，讓系上同

學對系上的活動、系上的發展近況及師長們的研究活動更了解、甚或能

促進同儕間的互動。 

 這份刊物的發行，首先要感謝系主任蔡錦俊老師的發想、系學會

各成員共同的投入，在課業繁忙之際擠出時間來進行各項採訪、文字、

編輯工作，讓這份系刊可以順利發行。這篇刊物不是一份純學術性的刊

物，而是一份報導物理系成員(學生、老師、系友、系上)近況動態的刊

物。希望透過系刊的發行能讓物理系的大家，心更貼近。 

  這期系刊內容很精采，包含了人物專訪、專題報導、學生的心得

分享、系上近期活動寫真。人物專訪部分，我們專訪了四位系上同仁。

首先，要恭喜陳家駒老師獲得成大 101 學年度教學特優獎、陳岳男老

師獲得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兩位同仁於系刊專訪中的分享真是寶

貴的教學、研究參考資料。另外，系刊專訪了今年退休、為系上貢獻良

多的田聰老師及其研究生，希望藉由這篇訪談，帶大家回顧田老師的教

學、研究生活。這期系刊也專訪了新加入成大物理大家庭的苗舜培老

師，希望這篇專訪讓大家對苗老師更熟悉。 

 

物 理 系  朱 淑 君 老 師 

主 編 導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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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系刊專題報導了兩項活動。其一是 5 月底所舉辦的張桐生論文

比賽。這個比賽對系上同學來說是一個非常好的見習、上台演練機會。

因此這期系刊我們專題報導了這個論文比賽活動，希望同學們能對這個

活動有更多的了解。新學期的開始，表示又有新的熱血加入了物理系的

大家庭，系學會為大一新生舉辦了迎新宿營，減少大一新生對新環境的

陌生感，讓他們能更快融入物理系，這期系刊中我們也專題報導了這次

迎新宿營活動。另外還收錄了在校的學長、姊們給大一新鮮人的寶貴建

言，以及大一新鮮人的期待。 

  此外，我們用照片寫真的方式回顧了系上近期的幾項重要活動，

包括：第 31 屆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研討會、諾貝爾論壇、系上老師迎

新送舊餐聚。系刊的最後預告了近期系上將舉辦的活動：系友回娘家、

啪啪 go、耶誕舞會等…活動，記得千萬別錯過。 

        第一次製作系刊，有許多細節未及考量，希望各位不吝建言，讓日

後系刊內容能更趨完善。系刊是物理系大家的交流園地，歡迎各位同

仁、同學踴躍來函投稿。另外，更企盼各位同仁踴躍提供研發資訊，使

大學部同學在從事專題研究或研究生入學選擇實驗室時有更多寶貴的參

考資料。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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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您既然獲得了教學特優的獎項，那在教學上是否有些獨 

門的技巧? 

請問教授在教學上的動力來自於什麼？ 

教學其實是沒有甚麼訣竅的，做什麼都一樣，需要的只是用心，凡事只
要用心去做自然就會有好的結果，或許每位教授教學的方式會呈現的不
一樣，但相信都有用心在教學上。 

自己對教學要有熱忱，我覺得是這樣，我們每位教授主業都是教書，那
副業就是做研究，其實研究是有助於教學的，因為我們教書除了課本上
的東西都要會推導之外呢，還要會一些更深更廣的東西，才能解答學生
所有的疑問，不然要是被學生問倒就糗了嘛，而在教學上，要是發現一
個說法學生聽不懂，就有個機會去找到別的方法，說不定學生就能聽得
懂，所以才說教學需要熱忱，教書就像是一門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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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許有部分學生很混，不願意花心思在課堂上，怎麼辦？會
不會影響到您的教學態度或熱忱？ 

方便請您給學生們做些勉勵嗎？ 

請問教授得到教學特優獎，有沒有什麼感言可以分享給我們？ 

當然學校頒這個獎是要鼓勵老師嘛，那得獎當然是很高興啦，我想不管是誰應
該都會很開心啦，對我而言，不管有沒有得到這個獎我都會很用心去教，我覺
得每個教授應該都是教的不錯的，其實我只是運氣好了點，因為每個教授真的
都教的很好，很用心。 

這方面那畢竟是他個人的行為，我也不能強迫他，翹課的人一定會有，學生一
旦翹課，可能就會聽不懂，聽不懂又不想去上課，然後就一直下去 …如果是大
一可能會勸一下，但是高年級可能就要自己負一點責任，我們做教授的也只能
盡自己所能用心在教學上，我上課都不會點名，不會讓學生覺得上課是負擔，
教學要讓學生覺得有學到東西，要觀察學生的反應，假如有一個學生問問題，
可能就代表很多人有這個問題，所以一定要解釋清楚，不能只因為部分學生而
影響了全體嘛。 

我覺得你們要先把課業穩住，剛進大一參加的活動最好稍微控制一下，還不熟
悉這個大學的環境，心就亂掉，這樣不太好。大學教學的速度比較快，老師講
課會很快，所以學生回去就要自己看書，大學普物的內容會比高中深，而且會
解問題未必代表你懂了，要讓頭腦成長，而且不能讓數學成為你的障礙，很多
地方可能要用比較難的數學才能理解，所以數學要用心學，而且要熟練，要熟
能生巧。然後當你讀完一年級的時候，記得要回問自己頭腦有沒有比高中還要
好。上大學之後意味著要獨立，要學會照顧自己，還有就是要負責任，有些人
在高中的時候都會和老師打招呼，上大學就突然不會了，這很奇怪，要有禮
貌，尊重別人，控制時間，看書之外也要做一些別的有意義的事情，最好可以
想好你這四年裡面要做些什麼，有個明確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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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後記: 
        在訪問之前，就能從陳教授的言行中充分地感受到其對學生
的熱情以及其健談的個性，令人覺得訪談過程更像是一段生動的談
天，讓本人少了許多訪談時的壓力，提及得獎一事也不斷強調純屬
運氣，其謙虛之態度實令人欽佩，訪問過程也細心地針對問題以物
理學上前輩的角度詼諧地回答，與陳教授的對話全無生硬的咬文嚼
字，只有簡單鮮明的經驗傳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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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岳男教授 

 

最高學歷:  國立交通大學博士  

專長: 量子傳輸，量子光學，量子資訊 

在國科會通知我時，一開始的想法是： 「為什麼會是我？ 」畢竟也有許
多的教授和學者都做得比我好，所以覺得很意外；當然也是很開心，不
過最主要應該是運氣不錯。 

身為大學的老師，教學和研究要並重，研究自然是老師的工作之一，就
這方面來說，一來覺得這是自己該做的，另一方面也是自己的興趣，而
自己會想要做的問題，通常不會是那種很大或很困難的問題，我會傾向
於去做一些有趣的，而感覺自己也有辦法處理的一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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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部分當然會，其實就像你們讀書一樣，總是會遇到一些習題寫不出來一
樣，因為我是做理論的，所以要先設定一個要做的題目，然後頭腦裏有一個
概念，要怎麼把它解出來。不過，通常事情都不會那麼簡單，所以，常常會
有做不太出來的時候，這時候就會覺得有點挫折。換句話說，也就是感覺這
條路有點走不通，這個時候的確會覺得有點白費，畢竟之前做了那麼多努
力，花了那麼多心力。不過也是要耐著性子，可能要跟別人討論看看或是轉
個彎，換個方向，不要一直鑽牛角尖，才能跨過那個挫折。 

首先要感謝我們系上，給我很大的空間去發揮，把我安排在理論中心這麼好
的環境，提供我的研究團隊出國訪問的經費。也要感謝學校這幾年頂尖大學
計畫的經費補助，讓我可以到其他國家去跟別人合作。因為有系上和學校的
支持，讓我可以和國外年輕的學者一起做研究，畢竟這個時代已經不是單打
獨鬥的時代了，一個人坐在那邊想一想已經不能解決問題了，必須跟人家互
動、合作，這樣就可以截長補短，把大家的優點集合起來解決問題。所以第
三個部份，我要感謝跟我一起合作的夥伴，跟他們共事真的很愉快。 

其實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有點太大了，如果就我所關注的量子資訊領域方面，
我的感覺是，雖然量子力學已經發展了一百多年了，但這門科學還是持續有
一些新的方向去延伸，例如，我目前也投入在「量子生物」這個新的研究領
域。所以量子力學應該還會在未來的十年、二十年間產生許多新的應用，諸
如許多學者也在研究光合作用，鳥類遷移等是否與量子力學有關，其他像是
大家較熟悉的量子電腦，量子資訊 …等，也是有很多發展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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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讀物理系可能對未來的出路沒有那麼明確，畢竟不像電機系等科系目標明
確，其實念物理系的學習過程給了大家不一樣的思考方式，它不純然是應用，
它要你去思考自然界的規則，科學家怎麼想問題，物理學家怎麼看待這個世
界，尤其是當你們學到量子力學的時候，就會以不一樣的觀點來看待這些，我
覺得這對同學是一種非常好的訓練，同學可以按部就班先把課業讀好，當然除
了物理系的課業外也要發展其他的部分，我們說大學三學分:課業，愛情，社
團，愛情這方面就看個人，但是我覺得社團這部分就很重要，因為在社團中可
以學習怎麼跟人家互動，合作，溝通，這其實是現在的學生很缺乏的能力，舉
我剛剛的例子，其實我會得獎不是我很聰明，我覺得我比較會發揮那種連結的
能力，我會想辦法將一群人聚在一起做研究，這就是團隊合作、與人互動的能
力，不單單是科學，未來會是個講求團隊合作的時代，所以即使你不聰明，只
要好好發揮溝通協調的能力，就能做出好的成果。 

訪問者後記： 

 第一眼看到陳岳男教授，給人一種自然陽光的形象，不但細心仔細地
回答了我們的問題，也在訪問後毫不吝嗇地與我們分享他前往日本研究
的寶貴經歷，過程中不斷強調合作的重要性，勉勵我們多方往課業外的
人際關係方面發展，也提到了將各領域整合的觀點，讓我們對物理學的
方向更加地認識，實在讓人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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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是讀成大物理系的大學部畢業的，之後先去當兵，然後當一年助教再繼續讀這
裡的物理研究所。但當時或許是沒開設博士班，所以我就到加州大學去讀博士班，接
著在別間大學教一年的書，然後就回來成大。 

聽說教授以前也是讀成大物理系的? 

教授以前的物理系跟現在有什麼差別? 

以師資來講，就現在的觀點來看，跟現在是差很多的。這是因為當時的老師都是從大
陸撤退過來的，又因為當時是處於戰亂的環境，能看到的書不多，大多是他們的老師
帶過來的。但是那些老師的人格特質都很高尚，他們也會自己去進修，而基本上你們
現在的老師都是經過非常完整的訓練，而且都要會才能教，所以現在跟之前的師資可
以說是差很多。 

至於學生的部分，由於當時的大學少，系也少，所以能考上成大物理的程度普遍都很
好，也因為如此，同學間的競爭也很激烈，我們會很常到圖書館拿書來看，如果看到
其他人在看什麼書我們也會拿來看，而且也會很常跟著好的教授去學習，例如當時有
一個微積分老師，他的課總是連走道都坐滿，甚至連窗戶都有一堆人在聽課，這種風
氣跟現在是差很多的。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很好的師資，卻有很好的學生。 

整體上都表現得非常好，甚至不輸我收過的其他頂尖大學的學生。 

你收過成大的研究生的表現你覺得怎樣? 

有一個博士班的學生在海洋大學當上教授了，他也有一個很受別人重視的專利、有一
個女的正在念佛羅里達大學的博士班，最近應該快畢業了、還有一個碩士生現在在德
國留學，現在在藥廠工作，薪水高到一個不可思議的地步。 

大部分我的學生都找的到工作，尤其是成大的。 

能舉一點例子嗎? 

對我最有影響的人是我碩士班的教授，因為他的一句話，我才會出國，他對我說如果
不出國進修，就升不了教授，所以我才毅然決然的出國。 

教授從學生時代開始對你最有影響的人是誰? 

會出國的目的非常的明確─為了要升遷，但這是無可奈何的，在當時如果要升為副教
授，甚至是教授一定都要出國進修才行，我當時讀的是加州大學，因為要顧生活和家
庭所以得要確保每年都有獎學金可拿，常常出去外地做實驗還要省吃儉用，這種目的
其實很功利，但在當時是無法選擇的。 

教授出國的因素是? 

國外很常就是學生和老師很熱絡的互動，國內的就不會，主要不是老師不好而是在於
學生的問題，不過這也是因為學生長久以來的習慣，國內的老師其實也很常要跟學生
互動，但往往都沒什麼效果，而這也使老師感到心灰意冷。 

國外的教學和國內的差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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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很常就是學生和老師很熱絡的互動，國內的就不會，主要不是老師不好而是在於
學生的問題，不過這也是因為學生長久以來的習慣，國內的老師其實也很常要跟學生
互動，但往往都沒什麼效果，而這也使老師感到心灰意冷。 

他做的領域蠻廣的阿，以前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放在一些三元的介金屬化合物的
材料上，這方面的研究的課題大概可以分為三大類，分別為類自旋玻璃行為、
重費米子超導體以及價鍵漲落的系統，近年來因為奈米科學的蓬勃發展，所以
田聰教授也有做這些方面的研究，主軸是尺度效應對各種相變的影響，像是
固－液相變、鐵電相變及超導相變在物質奈米化後都會與塊材的性質有顯著的
差異，田聰教授的著作都可以在學術網路上下載，他總共發表了百餘篇論文在
國際知名期刊上。 

田聰教授研究的大致方向是什麼? 

國外很常就是學生和老師很熱絡的互動，國內的就不會，主要不是老師不好而是在於
學生的問題，不過這也是因為學生長久以來的習慣，國內的老師其實也很常要跟學生
互動，但往往都沒什麼效果，而這也使老師感到心灰意冷。 

田聰教授 PowerPoint 都是自己做的，然後有時後會舉一些生活化的例子讓學生
比較容易了解，不過他對學習還是會有一些要求，像之前的時後他對學習的要
求會比較嚴格一點，所以當人的時候會當的比較多一點^^(田聰教授之前還有一
個班只過七個人的紀錄…………..)。他這五年就是希望學生能多思考一點，其
實這也是對學生好，於是他教學就會比較多元一點。 

田聰教授的教學方是怎樣? 

其實要看田聰教授那年想上什麼，有時後他會開熱學、量子力學的課，然後她
在更早期他還有開計算機概論的課，但是這幾年就比較少開計算機的課程了。 

那田聰教授是上大幾的課? 

那學長是哪時後上他的課? 

其實沒有，我本來就在他的實驗室工作阿，本來就經常連絡了說。 

那學長當他的助教後有比較常互動嗎? 

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大一的時後上他的計概、線性代數，後來大三
的時後還有熱學，研究所的時候我還有當過他的量子物理的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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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阿，有時後他還會教導我們一些人生的道理或者跟我們聊個天，而且他有時
候的一些 IdeQ 也不錯，還有會提醒我們什麼時後該做什麼。他最常提到說：
「不管你做什麼事情都要有 B 計畫！」，就是不管做什麼都要有一個備案不然
萬一一個主打的方案不行的話那就會讓你陷入困境！ 

田聰教授會跟你們一起研究嗎? 

大概就是那個 B 計劃吧！不過他其實很常用「吃」來教導我們，比如說，如果
你到台中去玩，不要去只去吃那種一碗 50 到 100 元的牛肉麵，即使他很有名，
因為這不符合經濟效益，你既然都到台中了當然要找一家上檔次的餐廳把它的
所有美食都吃遍！這個就是在說，既然你都花費心思去做一些事了，就要做到
最好，不要在乎成本！ 

田聰教授說過的人生哲理你最有印象的是? 

其實是蠻忙而且也很花時間的，要看能不能耐得住這種枯躁，然後在做這些東
西的時候其實也都不一定會很順利。 

那你們做研究的會很忙很枯躁嗎？ 

就是機器壞了沒錢修之類的，而且如果壞掉還要去想辦法解決錢的問題，這其
實很辛苦。但如果很急的時候機器又壞掉就要自己想辦法去修理或者要想辦把
錢生出來。 

你們做研究有遇到什麼挫折嗎? 

當然有時後還是要，像量測的時候常常會要在現場作判斷，有的事情只要機器
設定好就可以讓它自己跑，有的就要動手改參數或更換零件，最慘的是要整個
打開來修理。 

做物理的研究會不會常常通宵? 

教授都有年紀了當然是不需要，有事弟子服其勞。 

田聰教授會陪你們通霄嗎? 

他在當國科會自然處審議委員的時候有盡力幫系上爭取經費，在爭取學校方面
的經費時也有許多貢獻。 

田聰教授對系上的貢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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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之前是物理相關的工作嗎? 
博士後研究。以前並不用，只要拿到博士學位，回台灣就能直接從事教
職，因為那時大學才剛發展起來，教授也有缺額，不過現在的大部分的產
業就業市場已達飽和，跟 1960 年代左右的美國情況差不多。 

不曉得教授為何會選擇來成大教書? 
說實在的，不是我選擇。因為我在國外待太久(11 年)，對國內的學術環境
不是很熟悉。在去年，我才比較密集的回到台灣進行演講，因為我開始想
找一個比較長期正式的工作。博士後研究每兩、三年就要重新申請一次，
代表就要重新再找一次工作，卻不一定找的到，這有很大的風險，但好處
是比較自由，責任也沒那麼大，只要對自己負責就好了，不過久了還是會
想定下來。而我會來成大是因為許祖斌老師，在北部演講時，在中研院遇
到他，他跟我說這裡有開缺。這一切有點算機緣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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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對成大的印象如何? 

之前我都在北部，對成大其實不熟，而我自己本身是中部人。第一次來成大是高中時參加
科學資優營，不過第二天似乎就因為食物過敏而回家。第二次就是來這面試。高中時期有
點遙遠沒什麼印象，就現在而言，成大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地方。 
 

不知教授目前教授什麼課程? 

普物(英文授課)，之前是許祖斌老師負責的。 
 

成大的學生和國外學生有什麼不同? 

我以前沒教過大學生，只有國外有帶過普物實驗。美國注重學生的自尊心，成績拿 A 不
會太難，大學入學通常以申請的方式，程度有所參差不齊，但較勇於表達自己。成大的學
生還算乖，可能是我還沒看到他們邪惡的一面吧!台灣學生的程度較平均，但比較不會主
動，這或許跟我們的考試制度和大亞洲地區的文化有關。 
 

聽說教授主要專攻量子場論和宇宙學，為什麼會選擇這領域呢? 

我是在 2002 年出國，到第三年才轉換跑道。在這之前是在做 String theory(弦理論)，它具
有龐大的數學結構，這項研究早在三十多年前就有，但在個人在研讀的過程中，漸漸地發
現無法將之與奠基於實驗的物理做較緊密的連結。當時的老師諸多考量有建議我換題目，
那來來回回換了幾次題目，就發現自己志不在那領域中，後來剛好有人研究量子場論和宇
宙學，比較符合我的想法，所以就有換了老師，投入到這領域中。 
 

那教授為什麼會選擇物理？ 

應該是高二那時對物理產生了興趣，當時就想，若有機會會選擇往相關的方向前進。 
 

不知在大學的求學階段有沒有遇到什麼瓶頸或挫折? 

我以前是讀台師大，我剛好是末代公費生，當時的公費生和現有點不同，我們讀完四年叫
做結業，實習完一年才算畢業，但這一年當中的薪水是比照一般老師的，那當時我們是直
接分發到各個學校。若是瓶頸，我不太記得了，就學習而言，其實不太難，只要吸收前人
的智慧，重點是自己願意努力，反而做研究時遇到的挫折比較多，理論內容創新較為困
難。不過，現在學生外務太多，可能跟我們當時會不太一樣。 
 

不曉得教授在工作之餘，有沒有做一些休閒活動? 

我其實也沒有什麼休閒興趣，主要就是做瑜珈，做一做身體感覺比較舒服，就養成了習
慣，每天早晚做。 
 

不知教授能不能說說你的家庭? 

我是台中人，但出生在南投埔里。家庭人口非常簡單，有爸媽，和弟弟，不過我爸爸在
2009 年已經去世了。家中沒有人接觸物理，我有點像家中的怪胎，他們大部分都是讀文
組。那我已經結婚了，先生是美國人，從事的也是物理相關的研究。 

 

                                                                                   (採訪:許育嘉/紀錄:陳曄/撰稿:林宛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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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庭瑄 

        就…一開始的認識晚會還蠻緊張的～隊員和隊輔都不太認識
（sorry）＞＜～～但是第一天晚上當工人宣布要歸小隊的時候就整個
超興奮的，不知道為甚麼麼 ＸＤ喜歡大家一起的感覺～～～第一天的
戲劇那些看得很感動～看得出來你們都準備了很久～～每個都接的好緊
密～～很可惜诶參加夜叫…雖然我超怕哈哈，第二天跑關卡就覺得小隊
的感情變好很多～～很喜歡晚上走信任跟營火晚會～～隊輔們的引導讓
我第一次很放心的閉起眼睛走～～而且又走那麼長＞＜把自己完全交給
別人引導真的好酷～～火晚大家都好強～～一定練了很久…辛苦你們了
＞＜每個都好精采，雖然都看不道是誰在表演…也玩得很開心唷^^晚上
的舞會也超棒～～可以看到好多人表現隱藏的實力～～我也超嗨
的！！！第三天ＲＰＧ跑來跑去～～大家都很投入，也都一起跑了很多
關唷～～還有謝謝隊輔們幫我們烤肉＞＜喜歡小隊劇^^雖然很多…讓我
有點演不下去，也看不下去…但是每個小隊都有好多很好的演員和想
法！！！超棒的～～～～啊！對了～在別人背上留言超棒的！！！下次
也要～～～～三天下來真的很謝謝工人和隊輔～看得出來每個人都很認
真很想要我們玩得開心～～我很想告訴你們…你們真的辦的超棒的～～
我們每個人都玩得超開心的！！！！！！！！之前還有猶豫要不要參
加…還好沒有留下遺憾＞＜謝謝你們的認真，我們會把這份感動傳下去
的唷！！！                                                         

                                                                                                 簡崇育 
         能參加這次的宿營，真的是我大學第一次最正確的決定。在剛開學時
原本還在想是否要在期中前一周參加為期三天的宿營，還好有多位學長姐
一直強力推薦我去宿營，不然我可能會錯過人生中最美好的體驗。 

  宿營期間，學長姐絞盡腦汁的搞笑去讓我笑到肚子都疼了，韋丞學
長的ｍｖ讓我更加確信人帥真好（誤，還有恐怖的夜遊，氣氛整的超詭
異，讓我晚上盥洗時一直往窗外看是否有啥怪東西。兩天的ＲＰＧ跑關
中，整個讓我們的話匣子打開，從遠本的陌生蛻變為友誼，因此我們小
隊才能順利的完成頗黃的小劇。這三天中，我漸漸學會放下龜毛，並且
試著當名願意聽取意見的聽眾。這些點點滴滴的經歷微妙的重塑我的人
格特質，宿營結束後讓我更加確信，一定要將這份感動流傳給下一屆。 

大地遊戲好好玩 : D 
最後一天有烤肉超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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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 100 級郭峻甫 
        很高興能夠有機會可以參加張桐生學術文教基金會論文發表比賽。為

了在比賽當天能有亮眼的表現，在賽前做了無數次的練習，很感謝實驗室

裡的大家願意陪我不斷地演練，給我許許多多的建議，讓我可以做得更

好。比賽當天聽了許許多多的參賽者的發表，感覺上大學生組的整個就比

較有活力，而研究生組的比較穩重，各有各的特色，讓我不僅僅是學到了

發表內容的知識，也學到了在台上發表應有的態度以及熱忱。上台比賽

時，由於評審委員們的提問，讓我可以知道哪裡還可以做得更好，也讓我

學習到了許多經驗。總而言之，參加這場比賽真的讓我學到了很多平常學

不到的經驗。 



２６ 

物理 101 黃心盼 

學弟妹們好，我是 101 級的學姊，大學畢業之後又唸了一年研究

所，目前在台南一中擔任物理科的實習老師。第一屆張桐生論文比賽舉辦

那年我大四，正跟著盧炎田老師作專題研究，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下，和碩

士班的學姊一起被指派去參加比賽。第二屆比賽時我在唸碩一，這一次，

我主動向老師提出想要參賽的意願，也算是為了碩士班口試預做準備。 

再來，想和學弟妹們談談我的比賽經驗。這兩次的比賽，我的名次

都是從後面數過來的，也許，在許多人的眼裡，我失敗了。為了準備比

賽，我也花了許多心思準備，也花了許多時間練習，但是仍然表現不佳，

比賽結果出來的時候，也覺得很丟臉、沮喪，有誰會願意為了拿最後一名

而參加比賽呢？在你們之中，也許有人是和我一樣的，在中學的成績還算

不錯，但是上了大學，身邊優秀的同學比比皆是，漸漸的失去了信心。我

要鼓勵你們的是，多看看別人的優點，想想自己還可以改進的地方，不論

名次，相信自己在每一次的比賽中都會進步。別因為怕輸，就不參加比

賽，這樣等於放棄了讓自己成長的機會。推自己一把，你們會有意料之外

的收穫。 

        在一中的第一次上台，讓我深深體會到了這兩次的比賽對我的影響。

想告訴學弟妹們的是，不論你們未來從事什麼行業，口語表達的能力都相

當重要。然而，這個能力卻是在我們的教育體制下被忽略的。就算上了大

學，系上的必修課程也偏重於紙筆測驗，鮮少有上台表達的機會。幸好有

這兩次比賽的經驗，訓練自己站在台上，把想法清楚、完整的呈現給台下

的聽眾，未來在碰到類似場合的時候，就不會因為擔心自己做不到而退縮

了。鼓勵學弟妹們把握這一年一度的機會，增加自己的經驗與能力，也為

未來的社會新鮮人生活多做一些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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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 朱淑君老師 
        舉辦了兩屆的張桐生論文比賽，恰巧我都有擔任評審老師，來
說說我的所見所得。 

       來參加比賽的學生，有些是被指導教授強烈建議來參加的(譬如
我的學生)，大多是自願報名參加的，不管參加比賽的動機為何，
來參加競賽的學生個個都非常用心準備，比賽時，有些同學似乎是
第一次上台做科學演講，看得出非常緊張，有些同學則是說話有條
不紊、感覺平日裡已經有很多上台演講的經驗。 

        同學們的報告時不時讓我非常驚豔，尤其是大學部學生的報
告，不少大學部同學的專題研究工作的完成度非常高，已經接近碩
士論文的程度。另外，有些同學賽後會跑來找我，詢問我對他的報
告有沒有什麼改進的建議，同學們能夠藉由這個活動發現自己的不
足之處並積極於改善，這點我覺得非常的棒。 

         這個論文比賽的宗旨為『提升各級學生的學習興趣，以及對
問題深入探究的能力，並培養學生發表論文的技巧，訓練口語和邏
輯的清晰度。』，評分的標準也有一半以上著重於同學論文發表時
的：口語清晰、邏輯條理、態度與趣味性。因此無論是對碩、博士
學生或是大學部學生而言，參加這個活動，都是一次很棒的學習上
台發表論文的機會，可以學習如何好好地把你的研究工作如同說故
事一般，興致盎然地介紹給別人、學習如何站在台上對一堆人說話
不害羞、不尷尬。因此，我非常鼓勵系上同學們把握在校的機會，
未來踴躍參加這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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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系 盧炎田教授 

（時任物理系主任） 

2011 年 6 月物理系舉辦第一次論比賽，大學生有 7 人參賽、研究生有 6

人。由系上延聘三位老師擔任評審委員。學生表現都相當良好，大學部的杜

怡嫻 (下圖 2012 年畢業、現就讀台大碩士班) 用流利的英語報告，給大家留

下很深的印象。2012 年六月中舉辦第二屆的論文比賽，並舉辦論文壁報展

示。 

經過兩屆的論文比賽，論文比賽的參賽者，主要是大學部的專題生、以

及碩士生和博士生。綜合來說，學生參與的熱忱並不高。我檢討原因是大學

部的課業重，大部分的學生對論文比賽都心有餘而力不足；而碩士班的學生

拼全力想把碩士論文趕出來，大都也無暇來參與這個活動；至於博士班學

生，這兩年都只有兩名學生參加，冷淡的程度實在超出我的預期。針對這些

問題，新的系主任蔡錦俊老師，他的執行力和鼓吹能力都很強，這幾年應該

會有很明顯的改善。另外在執行面上的一個問題：博士班學生的論文發表能

力，顯然比碩士生高出許多，是否要把兩者分開，這也要移交給蔡主任和基

金會的董事再作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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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每個人對大學這四年都有所目標以及對自己的期許，但是讀到大四的我只
能說不是事事都盡人意，有時還要聽天命，想當初我還想當個奪命書生，唉！
看看現在，只能學學王爺發飆耍無賴。言歸正傳，大學生活多采多姿五顏六
色，活動很多誘惑很多，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已經遠離當初的目標，不過這是必
經之路，很多事情是在你嘗試過後才知道喜不喜歡或者想不想要，正所謂得不
到的永遠在騷動，你的心可能會無日無夜無條件的癢癢，所以放膽去追吧，男
女朋友也好，夢想也罷，但切勿隨波逐流，找到自己的方向，相信你會有個健
康充實的大學生活                                                                                             某范姓學長 

各位物理系的學弟妹：大家好，我是 102 級的黃文智，今年 7 月剛從大學部
畢業，想當年高中時幾乎所有的志願都是填物理系，因為那個時候很愛看科普
的書，總覺得物理是一門很有趣的科學，但到了大學才知道物理到底是甚麼一
回事，尤其是成大物理系，系上的的課是非常辛苦的,有當人不眨眼的教授、
有不確定下課時間的實驗課、有想不完的問題和作業，期末總是不確定自己會
不會過，總之就......但我從來都沒有後悔過唸了物理系，因為物理系教會了我
如何分析問題，想事情比較沒有漏洞，更訓練了我驚人的抗壓性。我鼓勵學弟
妹可以多利用大學的資源，與其修涼涼的通識課，不如多去修看看其他學院、
系的課，好好開闊自己的眼界。也不要抱著一個在物理系混學位的態度，因為
學位不等於學問，有學問沒學位，可惜一點點；有學位沒學問，害羞一大堆。
最後引用盧老大常說的一句話：如果對物理沒興趣，趕快轉系；如果有興趣，
畢業可以慢慢來。                                                                                 物理 102 黃文智學長 

我是 102 的陳智民，是個轉學生原本是中山電機系，不過在那一年中發現那真
不是我興趣所在，於是投入物理。我想很多人在考大學時不太清楚自己的興趣
為何，大一一年應該要讓自己初步有個方向，該要繼續讀物理或者是轉系呢？
物理系的精華在物理，我們和別人有所不一樣就是在對這個物理世界的了解，
接下來大二、大三會有排山倒海而來的數學，不要迷失在數學中，對於我們數
學只是個工具，不是我們的責任。盡可能的修各式各樣系上開的選修，那有助
於了解自己未來想走的方向；物理有好幾個方向，凝態物理、高能物理、電漿
物理、天文物理……，走自己想走的路，現在冷門的學問，未來也有火熱的一
天。祝各位學弟妹開心學習，開心遊玩，重點是要順利畢業！ 

 

                                                                                                       物理 102 陳智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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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進大學的時候，老師或前輩可能都會鼓勵我們以後繼續念研究所，以增
加競爭力，尤其是在理工學院特別明顯。但是自己真的知道為什麼要念研究所
嗎？ 

先稍微看遠一點，現在平均結婚年齡，男生 31.9 歲，女生 29.5 歲，如果
研究所順利兩年畢業(24 歲)，服完四個月的兵役，又找到一間不錯的公司，順
利在第二年就年薪百萬(25.5 歲)。假設在 30 歲時結婚，或許可以存到 450
萬，還能買一間五、六百萬的房子，房貸貸款八成的話，扣掉頭期款跟裝潢，
手上可能還有 300 萬，可以買一台不錯的車，或是可以拿去轉行做副業。 

以上聽起來已經算是相當順利的人生勝利組，但在這之前，你必須先知道
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這聽起來很籠統，也許有些人想要早點結婚生子，跟自己
的孩子就像朋友一樣的相處；有些人想要穩定、有品質的生活；有些人想要年
輕時就賺大錢，而有些人想趁年輕追尋自己的夢想。那你想要的是怎樣的生
活？ 

看到這可能會覺得「30 歲也太遠了，我現在才 18 歲！」那我們看近一
點。再過三年，也就是大四上，你就必須面對要準備推甄、考試，然後繼續升
學還是要就業的選擇。三年說長不長，但至少還有三年的時間可以思考你的選
擇，為了你的選擇做準備，但大部份的人可能都到大四才開始思考這個問題，
而準備的時間就所剩無幾了；最後只能從眾試試看推甄，或是因為成績不好又
不知道畢業後要從事什麼行業，迫於只修過物理系的課程，最後也只能跟著大
家準備考物理研究所或是光電研究所。 

在這推薦兩篇文章，搜尋一下文章標題就可以找到了 
【別被媒體誤導！大學唸什麼科系，比你想的重要太多了】，商業週刊

Sean Huang 
【[自問] 研究所與研究生的意義】，文／王祖龍（佛光大學傳播學系教

授） 
再來，這三年內能做些什麼？ 
曾經有學長跟我講過，大學可以很忙、也可以悠閒地過；但大多數的人還

是選擇讓自己過得充實，所以每天都有讀不完的書，做不完的事，造成各方面
的壓力；而壓力的來源大致上可以分為五種，課業、活動、愛情、友情、家
人。該如何利用有限時間做完所有事情，並且達到平衡，這可能是你們大二課
業較繁重時會面臨到的第一件事。 

那如何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或許可以多方嘗試不同的事物，參加一些
有興趣的社團、演講或是專題，在參與的過程多少都能讓你更了解自己；也透
過這些學習與參與，讓自己在畢業後能跟其他畢業生有所不同。         而學校有
許多資源都公布在網站上，像是一些預研生、交換學生、短期交換學生代表、
獎學金的資訊。都需要自己去找，要學會如何好好運用學校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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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而一些活動、演講，都會寄到學校給的信箱 

 c2402XXXX@mail.ncku.edu.tw， 

最好養成收學校信箱的習慣，或是把學校信箱的信，自動轉寄到本身常用
的信箱，才不會錯過一些學校的資源；但是透過信箱還是只能收到部分的資
訊，最好的方法還是想清楚自己想要的，持續注意、尋找相關的資源。像是交
換學生要在大二上以後才能提出申請，最後會依據在校成績與語言成績等等相
關的資料篩選，該如何提前做準備，才不會錯失學校提供的機會。 

 希望剛進大學的你們，可以把握所有機會，盡量去嘗試自己不曾做過的
事，最終能找到自己的想要的。 

Doing something you've never done before is called growth; 
doing something you didn't want to do is called change; 
doing something you dared not to do is called breakthrough. 
(沒做過的事會使你成長，不想做的事能讓你改變，不敢做的事將讓你突

破。) 
from 哈比人：意外的旅程 (The Hobbit: An Unexpected Journey), 2012 

                                                                                                        物理 103  郭濬德 

        在高三放榜後的暑假對於「大學」存有極多的想像，憧憬的大學的自治生
活；但那時候卻沒理解自理生活的背後，有著巨大的「責任」的概念。 

        大一新鮮人，大學各個社團、系會、球隊、各種宗教團體充斥的一開始的
開學生活，看到了很多極具吸引力的活動；只是容易忽略了為自己大學四年做
實際的規劃，也容易在身處五花八門的活動中放輕了課業的份量。也許你(妳)覺
得大學就該好好玩個四年；有些人則覺得大學就該好好做研究；而處於這兩端
的中間人呢，也許還在迷網、也許在期待著大學時期的生活。但倒底有哪些人
真的有好好想過自己想追求的是什麼呢? 

        我現在大四，準備研究所中，看著同學紛紛進入實驗室，我雖然起步相較
於其他人慢而現在也有了歸屬的實驗室。準備推甄資料的期間，看到了三年半
來的成績單，被當得被當；退選的退選；要不就是低空飛過，實為難看的一張
紙。當下時分懊悔，為何不好好念書呢?但仔細想想，最大的原因莫過於在大一
大二的期間並沒有認真思考並且定下往後的道路。然而，去思考未來出路這件
事情，並不是呆呆的坐在房間內冥想可得；亦非熱血的在深夜的光操上奔跑吶
喊就能確定的事情。 

        回想我的生活，重心不在念書，那心在哪呢?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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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上頁) 大二進入了物理系的專業課程；同時系會很多活動的責任也慢慢轉移
到我們身上。面對課業加重與新加的責任，我並沒有取得我滿意的平衡點，只
是回憶起來，很多挫折很多謾罵卻是歷歷在目；卸任後的笑容更是無可取代的
耀眼。很慶幸曾經為了種種的事情奔波勞累、甚至崩潰大哭；不論這些事情是
否有處理的完美，我會知道自己的不足、也知道身邊的人的處事態度與方法，
進而能自我進步。 

        大三成了系會長，我們班也決定舉辦第一次的成大物理營。剛上任的系會
長，在還沒開學前就非常焦慮，但逼不得要跟副會長一起討論出:我們 103 級
的新任系會，要給同學們什麼實際的權益、要給新生什麼驚喜、要給下一屆的
學弟妹們在辦活動的認知等等。於是我們抓著前會長討論了好久，後來結識了
某位學姐給我們系會組織的建議；同時他也來幫下一屆學弟妹上企劃書的課
程；這些印象都太深刻了，包括我這大三老屁股煩悶著，在某天某個晚上一個
人騎機車往高雄狂奔，結果在高雄的麥當勞規畫出整學期的活動初步規劃。第
一次的物理營，更是被壓力逼著逼著就掉了幾公斤，那些更是無法取代的深刻
回憶，因為是我們這屆主辦，平常的好同學一起共識，當中會有衝突但也有很
多歡笑，在此很謝謝物理系的各位，你們真是太「牛 B」了! 
        以上這些與物理系專業知識並無直接相關，卻讓我的大學生活多采多姿；
而且無法忘懷，更結交了一群善良、詼諧而且成熟的好朋友。我在大一真的沒
有認真的想過，這些收穫是我所期待、所規劃的嗎?也許你(妳)可以不用像我一
樣毫無 

        規畫的誤闖物撞就做了這些事情，只是希望你(妳)能夠在當下的所作所為
能學習並且獲得一些什麼；可能旁人會認為這些作為並無實際的助益，但我覺
得這些是沒有實際體驗是無法收穫的，而且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地便是快樂
的基礎了。 

        希望未來的你(妳)和我們，都能永保赤子之心並且快樂健康囉! 
 

                                                                                                   物理 103 李禹葳學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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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大學出了書要唸，更想學一些以前沒機會或沒時間學的事情，我想
把吉他跟爵士鼓練好，也想跑竹友會學習一些領導能力與團康技巧，還
有跟系上同學和學長姐培養感情，不論是課業上抑或是心事都有人可以
傾訴，當然愛情是大學不可或缺的事情，校長說愛情學分一定要修，不
過我真的很想雙主修(開玩笑的啦!!我是專情小王子 XDD)!!!期許自己在
未來的日子能多采多姿，寫下令人羨慕的熱血回憶。 
 
物理 106 姚逸軒 
……………………………………………… 
我上大學的期許不多，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上課有學到東西，成績
祈禱神壓 60 分 PASS~XD 
 
物理 106 侯育嘉 
………………………………………………….. 
不被當、不延畢、多學一些、順利考上研究所；跑社團、跑系隊、多玩
一些、隨意過日子。希望大學生活多采多姿。 
 
物理 106 林宛儀 
………………………………………………….. 
雖然高中老師都說上大學盡量玩，但是進大學之後的一個月發現其實大
學生不只是要會玩還要很會讀書才可以同時擁有充實的大學生活也可以
學習到很多知識。 
 
物理 106 姜楷珽 
………………………………………………….. 
好好的經營自己的社團，同時兼顧課業並且多跑活動，或許要能把每一
件事都做好要花很多時間以及心力，但這些都將成為以後美好的回憶，
不後悔自己的決定活出自己獨一無二的大學生活！ 
 
物理 106 顧若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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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13 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
10 月 8 日揭曉，由英國物理學家希格斯（Peter Higgs）和比利時
學者恩勒特（Francois Englert）獲獎，肯定他們找尋所謂「上帝
粒子」的成就。本系特別於 10 月 21 日特別邀請高崇文教授針對
此議題與師生們分享有關於「上帝粒子」發現精彩內容。 

講者: 高崇文 教授 / 中原大學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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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物理二館中庭花園 

◆ 16:00 PM – 16:30 PM  各級相見歡 ~ 物理系中庭花園 ~ 

◆ 16:30 PM – 17:30 PM 導覽: 追尋您記憶中的物理系、榕園、博

物館…  

◆ 17:30 PM – 20:00 PM 各系級系友與老師們餐敘(一同前往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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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系聯合耶誕舞會 
活動名稱： 
物理、歷史、測量、機械、台文、中文六系聯合耶誕舞會 

活動宗旨： 
希望藉由六系聯合舉辦耶誕舞會，拉近六系彼此間的距離，互相交
流認識，除了讓不同科系間相互了解認識並進一步合作，也能讓參
與籌備的工作人員們學習如何規劃活動，以及在遇到困難與意見分
歧時如何妥善溝通，完成整個團隊的目標。 

活動時間： 2012 年 12 月 23 日 晚上七點~十點半 
活動地點：台南 MUSE 夜店(台南市安平區永華路二段 246 號) 

活動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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趴趴 GO 
一活動宗旨：在一個物理系之中，而且還是成大的物理系之中，大家課

業壓力一錠都可以說是非常的大，為了要在大學這短短的四年裡面學到

以後謀生的技能以及生存的技巧，但是在這緊湊的日子中，大家之間的

關係也是越來越疏遠，先不說對於外系的同學可以說是接觸少之又少，

對於自己系的同學也有不少講不超過 3 句話的情況存在，所以我們希望

可以辦一個活動"趴趴 GO"來聯繫不僅系上同學之間的感情，還有對於同

是成大的同學之間的情誼，這樣在出社會後才是名副其實的成大一條

心，同時也可以把一些原本不是台南的同學，更佳的了解這邊的夜市型

態阿，當地風情阿，地方名產阿，還有知名景點，增加他們之間共同的

話題，以達到促進感情的目的。 

時間： 11/16(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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