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物理系大學部於民國44年。

�碩士班於民國87年成立。

�民國94年本系大學部增為雙班—招收「物理」

及「應用物理」兩組學生。

歷史沿革

�99學年度起開始招收博士班。

�102學年度更名為應用物理系，原物理組更名為

材料及奈米科技組，應用物理組更名為光電組。



東海大學物理系大學部成立於民國44年

前美國總統尼克
森來台破土開工



以前的物理系以前的物理系
((民國民國4444年年))

理學院約理學院約180180坪坪



現在的物理系現在的物理系
827坪

科技大樓科技大樓567567坪坪
基礎科學實驗館基礎科學實驗館260260坪坪



錢嘉陵學長第7屆傑出系友。

昔日的青青學子

今日的物理大師錢嘉陵學長第7屆傑出系友。

現任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物理和天文系教授，同時是國立
清華大學、南京大學、蘭州大學和復旦大學的名譽教授。

2004年，錢學長獲得美國物理學會授予的David Adler獎；
2005年獲得IEEE磁學協會授予的傑出大師獎。更於Nature、
Science、Phys. Rev. Lett.等各類相關的國際期刊上發表300

多篇學術論文，並擁有多項專利。1980年以來，始擔任
歷屆國際磁學與磁性材料等會議顧問與主席。自1981年
至今，其論文的被引用次數高達萬次以上。由於在磁學
領域有卓越貢獻，獲頒2015年IUPAP磁性獎（Magnetism 

Award）與奈爾勳章（Louis Néel Medal）。

今日的物理大師



王亢沛 1 1959 東海大學前校長、現任物理系教授。

劉全生 2 1960
國立中央大學前校長、現任美國馬里蘭大學物理系教授。(東海大
學第四屆傑出校友)

陳敏 5 1963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物理系教授。(東海大學第七屆傑出校友)

張淑纖 6 1964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哥達德太空飛行中心氣象學家。

陳振益 6 1964 輔仁大學物理系教授。

錢嘉陵 7 1965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物理系教授。(東海大學第八屆傑出校友)

張圖南 8 1966
美國南加州大學物理與天文系主任、美國華人物理學會會長。
(2010年東海大學第十一屆傑出校友)

徐統 9 1967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系教授。

張昭慶 10 1968 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張昭慶 10 1968 香港科技大學物理系教授。

俞禮亮 11 1969 喬治工商校長。

徐子民 12 1970 國立中央大學物理系教授。

彭仁傑 12 1970 美國伊利諾大學物理系教授

樓迎統 12 1970 長庚大學醫學院副院長。

李慶德 13 1971 國立臺灣大學物理系教授。

潘犀靈 13 1971 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

周玉暮 16 1974 中國文化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黃廷祿 18 1976 交通大學資工系教授

林中一 20 1978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系教授。

斯頌平 20 1978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系副教授。

本系提供的教學環境
與資源，滿足你對科
學的熱愛，畢業後可
繼續往學術發展。

前20屆的畢業系友
選擇出國深造



劉全生學長
第二屆系友、第四屆傑出校友。

專攻理論電漿物理作核融合理論基本研究，
在雷射與電漿相互作用之參數不穩定性及非
線性理論方面有重要貢獻。

1975年起應聘到美國馬里蘭大學任教，先後擔任物
理系主任、研究院所長、主管研究的副校長和全球
華人事務中心主任。2003年回國擔任中央大學校長，
2006卸任後，回到美國馬里蘭大學擔任教授。



錢嘉陵學長

陳敏學長
第五屆系友、第七屆傑出校友。

1963年畢業於東海大學物理系並獲得科學金獎，1964年進入加
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並獲得白氏科學獎學金。1968畢業於加州大
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博士學位。自1968年至今任美國麻省理工
學院物理系教授。1970年～1974年設計J粒子光譜儀。1974年夏，
首次發現J粒子的高峰在3.1 GeV幾乎沒有任何噪聲,1979年夏發
現核物理作用力媒介粒子gluons。

錢嘉陵學長
第七屆系友、第八屆傑出校友。

1968年取得Carnegie-Mellon大學物理碩士，1972年獲得
Carnegie-Mellon大學物理博士。現任美國Johns Hopkins大學
物理和天文系教授，同時是南京大學、蘭州大學和復旦大學
的名譽教授。

2004年，錢學長獲得美國物理學會授予的David Adler獎；2005

年獲得IEEE磁學協會授予的傑出大師獎。更於Nature、Science、
Phys. Rev. Lett.等各類相關的國際期刊上發表300多篇學術論文，
並擁有多項專利。1980年以來，始擔任歷屆國際磁學與磁性材
料等會議顧問與主席。自1981年至今，其論文的被引用次數高
達萬次以上。



張圖南學長
第八屆系友、第十一屆傑出校友。
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博士，學成後即至芝加哥大學
擔任博士後研究。任教於美國南加州大學物理與天文
系至今，先後擔任教授與主任等職。先後擔任中央大
學、巴黎大學以及中央研究院原分子所訪問教授、中
研院原分所諮詢委員會委員、美國物理學會會士、南
加州華裔教授協會會長、全球華人物理學會會長、中
華民國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主任以及中華民國物理
學會會士等工作。

劉克非 教授
第九屆系友
傑出理論高能粒子物
理學家



彭仁傑 學長

Professor Peng received his bachelor's degree in physics from 

Tunghai University in Taiwan in 1970 and his Ph.D. in nuclear 

physic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in 1975. He worked 

as a researcher at the Centre d'Etudes Nucleaires de Saclay

and the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before joining the Physics 

Division of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in 1978. He 

became a Laboratory Fellow at Los Alamos in 1996. Professor 

Peng joined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 in February 2002.

潘犀靈學長
第十三屆系友、第十四屆傑出校友。

Illinois in February 2002.

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物理博士。現任國立清華大學物
理系主任(2011/8-)、講座教授(2009/02-)、光電所合聘教
授 (2009/02-) 、光電研究中心主任 (2009/08-) 。曾獲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等榮譽。



李中新 12 1970 頎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孫佳生 23 1981 先進光電總經理
徐慧蘭 23 1981 優網通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資訊工程處總經理
蔣念祖 23 1981 POFC卓越光纖董事長
林仲亨 33 1991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俊光 33 1991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部經理
吳文堯 33 1991 第一銀行經理
盧志豪 35 1993 祐維科技總經理
林以平 35 1993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經理。
李取中 35 1993 大誌文創志業有限公司(BigIssue)執行長。
侯俊良 35 1993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先進技術平台處處長。

20屆以後畢業的系友

在高科技產業佔
有一席之地

侯俊良 35 1993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先進技術平台處處長。
黃旭寬 39 1997 茗億實業有限公司總經理
蘇維彬 32 1990 中研院物理所研究員
湯文慈 33 1991 桃園龜山體育學院教授
吳忠霖 39 1997 成功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陳敬恆 39 1997 逢甲大學光電系副教授
姚柏宏 40 1998 台灣康得新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廖英彥 40 1998 國立高雄大學應用物理學系副教授
賴芳儀 40 1998 元智大學光電工程學系助理教授
林彥甫 47 2005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助理教授

黃依萍 47 2005 東吳大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2005年畢業的林彥甫學長也能成為
國立中興大學物理學系助理教授(2014)



2005年畢業的黃依萍學姊
獲聘為東吳大學物理學系助理教授



黃郁斌先生為本校第33屆物理系系友，現任台灣星科
金朋有限公司總經理，該公司願意提供給本系兩名實
習生的機會。



邀請系友回娘家參加座談--職涯啟航演講

黃郁斌 台灣星科金朋半導體公司總經理

林仲亨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陳俊光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部經理

吳文堯 第一銀行經理

盧志豪 祐維科技總經理

林以平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經理

李取中 大誌文創志業有限公司(BigIssue)執行長
侯俊良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先進技術平台處處長



本系第35屆畢業系友，祐維科技總經理盧志豪博士，2015年參
加本系物理風雲傑出系友講座，並且提供產學計畫以及兩名實
習生至該公司實習的機會。



大誌雜誌創辦人李取中先生，本系第35屆畢業系友，回母
系演講並分享創業經驗。



週次 日期 主講人 機構單位 主題
1 2/17 丁君毅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系 課程說明，成績計算，勤務分配。

2 2/24 盧志豪 祐維科技總經理/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系

行動通訊系統介紹及應用1

3 3/2 盧志豪 祐維科技總經理/東海大學
應用物理系

行動通訊系統介紹及應用2

4 3/9 李柏凱 台灣大哥大網維處長 4G網路應用與趨勢
5 3/16 劉兆麟 宏達電研發經理 手機產業與應用軟體
6 3/23 蘇文吉 瀚創科技總經理 LED植物工廠
7 3/30 黃修其 伽競科技總經理 RFID交通物流運用
8 4/6 陳永昌 摩托羅拉總經理 摩托羅拉企業文化及基金會

東海大學應用物理學系「高科技產業概論」講座課程

8 4/6 陳永昌 摩托羅拉總經理 摩托羅拉企業文化及基金會
9 4/13 期中考試週
10 4/20 蘇經理 科風科技RD經理 太陽能產業與趨勢
11 4/27 陳一鋒 台灣電磁產學聯盟 電波輻射與天線
12 5/4 同學期末演講 共9次講座，邀請高科技產業主管

演講。由其工作經驗，講授相關
科技產業成立願景，營運狀況，
研發展望，人才條件。藉以認識
業界需求及方向，完成進修學習
準備。

13 5/11 同學期末演講
14 5/18 同學期末演講
15 5/25 同學期末演講
16 6/1

17 6/8
18 6/15 學期考試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