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系 56 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活動

108 年 11 月 2 日(星期六)淡江大學舉辦 69 週年校慶活動，物理學系與物
理學系系友會於校慶當天假騮先紀念科學館聯合舉辦「56 週年系慶暨系友返校
活動」
。邀請歷屆系友以及老師參加，也歡迎攜眷同歡。(今年是民國 58、68、
78、88、98 級，畢業滿四十級、三十級、二十級、十級紀念)
活動當天風和日麗，是適合出遊的好天氣。下午 1 時許，系友陸續抵達科
學館，在科學館大廳享用茶點並與久違的老師及同學暢談。活動於 1 時 50 分
左右在科學館 S104 教室正式展開，由物理系系友會總幹事李建邦系友(84 級)
開場主持，首先請系友會會長李政祐會長致詞：「很慚愧在這兩屆擔任會長期
間，對系友會沒有貢獻到什麼，只能盡量參與。現在很高興戴學長願意接任會
長職位，讓系友會能持續下去。希望今天活動能夠圓滿成功，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接下來請新任(第五屆)系友會會長戴聖乾(69 級)致詞：
「各位老
師、學長、學弟學妹們大家好！今天正好是舉辦系友會員大會，我接任新任會
長，希望後續大家多參與多幫忙。我是 69 級應用物理組畢業，現在已經於職
場退休，當初畢業走出學校工作幾年後回學校擔任助教，所以跟學校老師比較
熟，當助教幾年後就到新竹科學園區工作到退休，很幸運參與台灣半導體業剛
起步到後來的階段。我退休很早，於任職公司規定可以退休年齡(55 歲)申請退
休，退休即進入大學繼續進修，現在的興趣是心理學、哲學、宗教學、歷史，
退休生活還算不錯。學弟妹在可以打拼時一定要好好打拼，記得我出社會算蠻
辛苦(1 天工作 12 小時，1 個禮拜工作 6 天)算是沒日沒夜，但後來發現從中學
到很多經驗，在座還在打拼的學弟學妹們不要怕，不要失去鬥志！」
接著物理系系主任薛宏中介紹物理系近況：
「會長，各位老師及各位同學：
大家好，我目前擔任物理系主任的工作，我是民國 78 級畢業系友，接下來用
幾分鐘跟大家介紹物理系目前的發展與遇到的困境以及接下來我們想要做的
事，希望淡江大學物理系長長久久繼續往前邁進。我借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
授華爾達‧盧文（Walter Lewin）所說的話”我在 MIT 燃燒物理魂”，雖然大
家在學校不盡然都很用功或花很多心力在課業上，但大家出了社會之後在各個
領域上多少都有運用到在學校所受的物理訓練。以前物理系分為純物組與應物
組，但現在跟高中生講純物(純粹物理)他們可能不會太喜歡，所以後來我們因

應產業進展把純物組的名稱改為光電組。接下來介紹物理系兩組以及研究所著
重部份給大家參考〝應用物理組-著重於計算科學與材料物理的基礎理論以及
模擬與應用介紹以及天文學與宇宙學;光電物理組-著重於光電材料基礎以及
光電元件與系統的介紹(包含同步輻射);研究所-著重於專業知識與跨領域科
學研發能力以及論文寫作與口頭報告的訓練〞。接下來看淡江物理系的師資與
傳統私立大學以及排名前面的公立大學作比較，可以看到在私立大學來說，我
們還是維持相當的優勢;在跟高中生家長作宣導，宣導淡江物理有多好時，最
簡單就是請他們數老師的人頭數，老師多代表此系應該有相對好的發展。另外，
在此用〝復仇者聯盟〞的照片代表淡江物理：現在學校越來越多，淡江的排名
好像有點往後走，希望我們能夠擔任復仇者的工作，把淡江物理排名再往前，
提升為應該有的價值與地位。接下來是學習上面，傳統在當學生時基本就是四
大力學以及物理相關知識學習，現在考量兼顧學生畢業的多元發展，加上學生
對於研究有興趣的比例可能不見得高，所以我們提供與產業相關的活動或課程，
除了正統課程外亦著重於實作的課程。感謝余維斌學長(宜特科技)提供我們前
沿的實驗環境;感謝大力光科技提供我們先進的實驗器材。每年有舉辦系友返
校活動，讓學弟妹可以跟學長姊作直接的接觸;近五年來每年學生有舉辦〝物
理週〞向學校推廣物理系，另外每年也有舉辦畢業論文展。為了吸引並拉回學
生對物理或相關知識的學習能有更多的熱情，我們在每年諾貝爾獎頒獎公告後
亦舉辦系列的演講。另外，我們在過去 1 年來邀請物理研究大師(院士級)以及
國外科學院院士，譬如孫維新館長(台中科博館)來系上作科普或學術相關演講。
另外，提供學生除了在本校學習外能夠有到國外學習的機會(至國外參加研討
會)，另也提供國外學生來淡江物理就讀，甚至於我們已經與瑞典隆德大學有
簽交換學生的備忘書，可以交換學生就讀碩士。這些是我們目前正在做，也希
望未來持續往這個方向邁進，希望把學生學習環境建置得更完善讓學生可以接
觸更完備的訓練與教育。老師研究重點方面，目前系上有 24 位老師，每個老
師都有擅長的領域，老師除自己本身做研究外也兼團隊合作，現在我提出幾個
團隊，第一、凝態物理_先進能譜與能源材料研究：連結理論與實驗對特殊材料
作個別的研究，我們系上在同步輻射領域相當優秀，在國內排名是數 1 數 2，
而且在同步輻射光束線有淡江專屬的光束線(其他學校沒有)。第二、粒子物理
與應用物理學方面_系上有 4 位老師有此專長，兩年前邀請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梶田隆章教授(探討微中子)來學校演講，系上老師與國外學者有相當多合作。
接下來，以外界投資物理系最大來源的科技部來探討，我們在全國各大學物理
系排名大概是排第 9 位，所以我們是處在中心的位置，總件數排第 9 位總金額
排名亦同(中原大學總件數排名雖然與我們很接近，第 10 位，但若以總金額來
比較，中原大學就落到後面的位置)，我覺得這代表淡江的 CP 值很高，我常常
跟我們系上學生講”你們的入學分數不用太高就可以進入淡江，但是所接受的
學習環境不會比國立大學差”，這也是我想跟高中生說的，如果在座有高中老
師麻煩回去跟他們說”不要再被外力所誤導，淡江實在非常好！”。另外，系
上在淡江大學裡面也是名列前茅，老師在科技部執行專題研究計畫經費在全校
42 個系裡面占 1/6 或 1/7 強，所以相當於物理系 1 個系可以抵過 8 個系的研
發能量，這是因為物理系的老師與學生的貢獻。接下來講到物理系與國際合作
方面(實際的到各地作理論或做研究)遍佈歐洲、大洋洲、美國以及加拿大。未
來物理系會持續作進化物理教學、深化前沿研究、強化系友聯繫。譬如我們現
在所在的樓館教室，同學們(78 級)應該記得(以前)不是長這樣，以前這整館是

圖書館，然而現在所在的階梯教室我們已經改變為演示型教學教室，請環顧四
周設施以及前方的錄影機，透過這些，我們可以將講台老師的物理實作部分直
接透過錄影機投影螢幕讓學生觀看，讓學生在學習上的觀念可以更清楚。另外，
我們在課程上也作了一些調整，我們強調並鼓勵學生參加專題，也就是進入老
師實驗室作專題研究，以往這課程主要是提供大四或大三，現在延伸到大二，
希望學生早點跟老師接觸作研究，然而學生可以自由選擇老師，從中尋找自己
的興趣。另外，物理系積極透過跟畢業學長的企業或產業的搭配與合作，來共
同培養企業或高科技產業所需人才，我們提供學生專題研究課程即是在做這樣
的訓練。接下來是我們招生努力方向，明年度大學生總人數將減少 2 萬人，所
以一定會衝擊到學生的生員，所以我們一定還要再做些努力，譬如跟區域高中
合作，進而把聯絡網拉大到整個台灣，當然也要看看該把重點放在什麼地方。
我們舉辦高中生參訪(開放日)並持續到高中端推廣科普概念和現今最新的科
普發展。我們明年將舉辦物理教育聯合會議，希望跟高中老師更多更直接的接
觸，能理解高中端需求進而提供學生更有力的學習環境。以上，我們經過這些
努力可以看到淡江物理的指考分數在 102 年是非常不錯，雖然中間經過一段慘
淡經歷，但是在去年又回到不錯的位置(分數跟東華大學差不多)，我們會再繼
續努力，希望可以吸引到對物理有興趣而且程度不錯的學生，我們將提供更好
的教育環境。接下來研究所部分，由於現在學生總人數變少而且各個國立大學
開的名額非常多，所以學生比較容易考上國立大學，淡江物理在過往都有 20 位
以上的碩士生但近幾年來越來越低迷，希望透過這些學習環境的改善或業界聯
繫以及獎學金方面的幫助，吸引學生留下跟系上老師共同合作在科研方面更有
進展，另外更希望每一年可以持續提供學生更足夠的資助，讓更多學生可以考
慮未來將受到的訓練為主，而不要只考慮經濟因素。最後要特別感謝連昭揚學
長(65 級)、吳慶輝學長(66 級)、許正弘學長(67 級)、韓行一學長(67 級)、韓
泰生學長(73 級)、余維斌學長(75 級)、李政祐學長(76 級)、張仁正學長(76
級)、汪木金學長(83 級)、李建邦學長(84 級)，在過去不只提供我們人力上、
精神上或是實際支持獎學金和重要的研究設備，讓我們在教學或研究方面都能
夠維持私校第一或前段班，希望學長可以繼續給我們支持，而我們也會努力維
持淡江的傳統。最後，以〝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這本書的小標題「靠山
山倒、靠人人老、靠物理最好」來作結尾，歡迎大家回娘家！李建邦系友(84
級)：
「大家都可以看到系主任非常的的用心！系友會成立目的除聯繫系友之外，
就是我們要回饋我們母系。我們母系需要什麼呢？」接下來請物理系學會會長
黃賀邦(光電二)以學生的角度告訴我們目前系學會經營狀況以及我們要如何
協助他們，黃賀邦說：
「各位敬愛的學長姐，還有在座的師長、同學們午安，我
是物理系學會會長黃賀邦本系系學會自民國 94 年來成立至今，一直秉持著維
護學生權益和促進同儕交流的核心價值，本屆物理系學會也是由一群具有理想
和抱負的夥伴們組成。我們自詡，即使我們同為學生，但我們有熱情也有肩膀
能擔起照顧系上所有學生的重任，我們也是為了這個信念而在這條道路上堅持
著。上個月，我們與數學還有尖端材料一起帶著系上同學去參訪中研院開放日，
接觸科技尖端，促進學生們知識的廣度與全面性。我們也與系主任正在規劃將
部分教室在課餘時間開放學生自習，並邀請有服務熱忱的學長姐在教室內提供
學生解題，用實際的方式幫助學生們的課業。系上的課業繁忙，我們提供正向
且有實際作用的聯誼休閒活動，比如我們 9 月時與英文系合辦系烤，10 月時帶
著他們與中文系一起去日月潭觀光旅遊，擴展交友圈。一個月花一個下午或是

一個週末的時間放鬆自己，走出戶外，接觸新的人群，為自己的生活畫上一些
不一樣的色彩，對學生的發展能更佳卓越且全面在辦活動和推行事務的過程中，
我把成員的成長放在第一位，付出時間和精力絕對不會是無意義的，從中我們
學習到企劃書的編寫，活動流程的編排，還有如何與廠商聯絡，更多的是如何
經營一個團隊，如何帶著他們培養責任感與自信心，過程中培養的軟實力，相
信能成為我們未來人生的一大助力。未來我們會著重於幹部個人能力的培養還
有物理系學會的名聲建立和其他系的友好關係，希望能為學弟妹們鋪路。下學
期我們也會從學弟妹們中甄選儲備幹部，讓他們跟著我們辦活動，做經驗和人
脈的傳承，讓我們的下一屆贏在起跑點。上任第三個月了，這段時間雖然累，
但卻無比充實。雖然經歷很多挫折，但我相信，我與我的夥伴會一起渡過每個
難關，將每一次失敗作為養分，讓每個人看見我們的成長。我們是第 14 屆物
理系學會，上面是我們的聯絡資訊，歡迎學長姐們隨時聯繫我們，我們熱意接
受任何指導。」接下來請系友會會長戴聖乾(69 級)介紹與會老師：
「我有點驚
訝淡江物理系老師這麼多，老師多就代表開的課程多研究計畫多，國科會的經
費多，以及產業贊助多。系上有 24 位老師今天來幾位呢？如下：薛宏中老師、
林震安老師、唐建堯老師、周子聰老師、陳俊男老師、鄭振益老師、林大欽老
師、楊淑君老師、劉國欽老師、葉炳宏老師、董崇禮老師、李啟正老師、陳偉
正老師、顏三和老師、陳惇二老師、馮明光老師，我在唸書時陳偉正老師是主
任、顏三和老師是我當學生時的老師、陳惇二老師是我當時在學電子學的老師，
我後來當助教就是幫陳老師帶實驗課。」以下請在場老師分享，陳偉正老師：
「今天很高興看到大家，好久沒見面！我相信大家也知道我平常很少講話的，
所以我今天話也不多。謝謝！」顏三和老師：
「好像今天不講話不行！今天在場
的 30 週年畢業班(民國 78 級)我是他們的導師，剛剛他們提到大一時到我家吃
水餃，我希望最近幾年可以找個時間來我家包水餃，不要你們包，讓我也包些
水餃請大家吃！很快，民國 78 級畢業學生已經畢業 30 年，而我在淡江教書也
教將近 40 年，民國 65 級回來教到退休再兼任 5 年，所以我真正退休 5 年(10
年前辦理退休後擔任兼任老師 5 年)，大家都還是青年才俊，還有非常長的時
間要努力去拼，看到物理系在系主任和老師及歷屆同學的努力下很好，我覺得
很光榮，因為我也是淡江物理系畢業，淡江物理系第一屆畢業的，我大學當時
剛入學有 47 個人畢業只有 17 個人，歲月如梭班上同學已經走了很多，鼓勵大
家保重身體，物理系發揚光大還要靠大家！祝福大家!」唐建堯老師：
「會長、
主任、各位系友、各位老師好，今天看到這麼多系友回來系上，雖然我對系上
很多資深系友並不熟悉，今天看到這麼多資深系友更由其是資深的老師回來，
我感到很溫馨，希望這種溫馨的感覺在未來能夠持續。希望大家能夠繼續支持
物理系，謝謝!」林震安老師：「我很高興能夠看到多年沒有見到的系友回來，
這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我祝福各位系友，一天過的比一天好！」周子聰老師：
「非常高興見到大家，很感謝也很歡迎大家。因為現在大環境問題，學校越來
越需要得到系友的幫助。我當時當系主任跟林震安老師和韓行一學長和吳慶輝
系友時建立系友會，目的是成立一個平台讓系友與系上或系友與系友之間能夠
有更多的交流合作，所以希望以後系友會的活動能夠持續下去，辦得越來越出
色！另外，我已經卸下理學院院長職務，跟大家說一聲。再次跟大家說聲感謝！」
鄭振益老師：「謝謝大家！資深系友和年輕系友可以趁此機會互相交流，交流
各方面商機及合作機會，也希望在座學生可以跟學長姊多交流，而在座系友如
果有人才需求可以多提拔學生。謝謝！」陳惇二老師：
「今天在座有很多我的學

生(除前面幾屆外，幾乎都有教過)，雖然名字沒有全部記得，但對面孔是有印
象的。我很高興系友都有一些成就，也希望系友會能一直持續下去！」楊淑君
老師：
「我是 80 級的系友，今天看到很多學長姊回來，尤其看到認識的學長姊，
我覺得特別開心，歡迎大家常回來！」李啟正老師：
「謝謝各位老師們、學長姊
們以及學弟妹們今天來到物理系，我是淡江物理民國 87 級，念完大學之後覺
得淡江是很好的學校，所以我繼續留下來就讀碩士以及博士班，在淡江物理前
後總共待 13 年的時間，今天 8 月來到淡江擔任老師。希望大家以後能夠多多
支持淡江物理系！」
接著重點活動是主任贈送紀念品給值年系友，由李建邦學長依序唱名 58 級、68
級、78 級、88 級、98 級系友上台，由薛宏中主任或導師贈送紀念品並合影。
58 級-陳惇二老師，由薛宏中主任贈送紀念品。68 級-秦厚敬、吳孝三、蕭仁傑
系友，由班導師陳偉正師贈送紀念品。78 級-李道遠、楊弘烈、王景昭、徐國
賢、李淑玲、薛宏中(老師)、黃楚棟、鄒貴聖、陳脩文、湯維弘、林加士、潘
敏文、李世忠、李俊邦、張文澤、蔡明純、卞春松系友，由班導師顏三和老師
贈送紀念品。88 級-黃斯衍系友，由薛宏中主任贈送紀念品。98 級-許詩涵、蔡
濬璘、李彥穆系友，由班導師鄭振益老師與唐建堯老師贈送紀念品。
接下來邀請與會的系友們分享：
李建邦學長說道：那接下來我們來介紹今天有參加的系友，也請系友們可以分
享一下近況，大家一定很好奇為什麼系友返校活動是每十年才邀請，我們仍歡
迎所有系友返校與我們一同慶賀，現在系友人數也越來越多，十年後再次想起
十年前參加過的活動是多麼美好，就回來系上與大家再見面，所以也歡迎各位
小朋友來念淡江物理！我未來跟系主任討論一下這個集點制喔！系友來系上
參加活動幾次後會得到特別禮物！
接下來由李建邦學長依照畢業的年份介紹系友，62 級畢業的賈育台分享道：這
是我離開學校後第一次回來系上，整體的變化不大，設備進步了，看到老師們
今天聚在此，看到我們的學長姊、學弟妹，跟我們這個物理系的發展，我要講
我今天感覺到非常進步的是—我們系上至少有位兩位女老師！為什麼我在乎
女老師？因為多元化，我們物理系男生居多女生數量太少，當年我的同班只有
四位女同學，後來剩下兩位，最近我有個經驗想與大家分享，很多人應該有相
同經驗，請問在座有哪位沒有在台灣高速公路上開過車？我為什麼會講到高速
公路？因為前幾天我在高速公路上開車，我就想到高速公路其實可能代表一個
社會進步的樣貌，我在美國待了 22 年，在西方高速公路上，越靠右側走的越
慢，只要開在最低速度以上即可，但越往左邊越快，這是西方高速公路，回到
台灣最不習慣的，就是我們的高速公路沒有慢車道，也沒有快車道，你走在最
左線，有位仁兄開著時速 84 公里，你請他讓他也不讓，但你也過不去，我說
這是不是很像這個社會呢？在國外，你有能力，尤其你在轉彎的時候，在高速
公路上你也會看到，是哪台車在堵著路，然後你可以想出辦法來在什麼情況下，
可以換到這台堵住的車的前方去，可是，在美國，或者在歐洲，你要超前是比
較容易的，但是在亞洲國家，不僅台灣，也包含日本在內，要超前，假如你的
頭髮不夠白，你要往上爬，要爬到上面去是很困難的，老實說我也沒有爬到上
面去，因為我的耐心不夠，我不想等了，所以我幸運的我在 58 歲，我就宣告，
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處處不留爺、爺爺家中住。緊接著同為 62 級畢業
的郭俊良學長也分享：我今天特別挑這地方，這裡就是 47 年前近代物理考試
的地方，我們那時候讀的近代物理可能與現在的近代物理有些不同了，我目前
從事的行業是電子零組件的進出口，已經做了 40 多年了，那目前我主要負責

範圍是現在非常熱門的物聯網 IOT 當中最重要的零件，我為了瞭解什麼叫 IOT
上了許多的課程，發現這些元件還是元件，要變成 IOT 要結合很多軟體或人工
智慧而成 AIOT，我認為物理系的同學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不要只有讀物理，要
多讀一些其他東西，尤其在學校裡，因為物理系對未來的幫助很大的地方就是
分析能力很強，很容易發現問題，也很容易解決問題，但對經濟、心理學、哲
學不夠了解，會對你影響很大，要多多學習，在三、四年前淡江協辦世大運的
舉重，我 2017 年在台北扶輪社擔任總監，柯市長找我說世大運票販賣情形不
好，我一看是淡江舉重的票，就跟市長說，我找淡江 EMBA 的學長一起全部買
下來，送給淡江的同學，那時還是暑假期間，因為我希望舉重冠軍在淡江誕生，
也希望淡江的同學能來共襄盛舉，就送給淡江的學生，剛開始沒有什麼同學來，
後來在淡江舉重冠軍誕生後，票整個搶完，淡江舉重的場地也是國際規格，可
以看出淡江在這幾年發展是日行千里，我希望淡江的同學能大聲說我是淡江物
理畢業的學生，我記得物理系對我的幫助是，當時我到國外要去拿代理的時候，
很多 sensor 的老闆都是物理博士畢業，他先考我物理，才與你簽合同，在筆
試這關，幸好當年老師教導，讓我能順利完成考試，祝福所有物理的人都能夠
更團結，連結更多，身體健康順心。68 級畢業的吳孝三學長分享：物理系本身
是雜食且全面性的學習，以前強調競爭力現在還加上整合力，物理的條件是有
的，但是我特別要提醒：經過我長時間的接觸，理工科的學生如果可以跟歐美
一樣在讀大一以前學會〝哲學的方法〞
，那麼對大家會有很大的幫助。我常常跟
教授們開玩笑，PhD 是什麼？”PhD 意思是
〝哲學博士〞
那教授們學過哲學嗎？”
我覺得哲學很重要！德國在初中階段，美國在大一時候就教導學生哲學的方法，
哲學的方法是概念以建構式為主流，科學的方法是觀察假設再驗證(花很長時
間大量的研究)，為什麼台灣的創新不如很多地方？原因是我們的系統都是自
己建立的，而且很多學習都是分科學習，科學也是分科學習…整體觀很重要，
物理系是有機會以系統去完成，但最重要是一定要瞭解怎麼去實踐！接著李建
邦學長介紹到 75 級畢業的余維斌學長，對於系上出錢又出力，並代表物理系
得到傑出校友金鷹獎，余維斌學長分享：以我的年紀現在應該算中年接近老年
了，看到以前教導我的老師突然覺得自己變年輕了，這是來到這裡最開心的事
了，來到這裡好像又回到以前坐在教室裡考試的時候，很多國外的大專院校之
所以會這麼強大都與系友息息相關，所以鼓勵大家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大家一
起來努力，謝謝！78 級薛宏中學長(老師)分享：今年為什麼 78 級畢業系友來
這麼多？因為我們被去年 77 級的學長刺激到(他們來了 14 位)，所以我跟弘烈
說我們一定要樹立障礙、打破去年的紀錄，那請楊淑君老師兩年之後也要破這
個障礙。78 級楊弘烈學長：我去年就來參加這個活動，覺得很不錯！主任交代
任務給我，說要破紀錄，結果我回家 google 發現系上好多名人，班上 50 幾位
同學大概找到 40 人，有 30 幾位已經在 LINE 群組聯繫，另外一些同學則電話
聯繫，這次有些同學剛好出國，不然會來更多人！希望再努力把 50 幾位同學
都找到，有機會再來參加此活動！78 級李淑玲學姊分享：我的工作是個很不一
樣的選擇”保險”(剛開始我有從事電子業，但後來我發現我喜歡人跟接觸)，
我很開心並且有幸福感，我沒結婚生子跟家人同住(姊姊的小孩我也是幫忙照
顧)，其實我每個禮拜會來淡江大學 1 至 2 天擔任”淡江福智青年”社團老師。
如果學弟妹想走物理之外的領域，那我可以提供經驗，我覺得每個領域都有它
的價值！重要的是自己要看重這份價值！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人生的目
標(到退休後亦或是人生最後的階段都值得去努力的目標)，這樣人生就會非常
美好！外在的環境永遠都有它艱難的一面(就像人也會瞬間消失)，只有心靈成
長是值得永遠追尋，希望大家在各領域努力的同時，可以以利益別人為中心，

放掉自己自利的心時會發現世界很美好！接著繼續邀請到 79 級畢業的江俊明
學長分享：我非常熱愛淡江物理系，所以我那時候研究所，我考上中央物理所，
但後來還是選擇了淡江物理，也不覺得後悔，博士班我考上中央光電，最後仍
是選擇淡江物理，所以從大學一路到博士班，我都很欣賞淡江物理的教學風格
一點就是非常的嚴謹，研究上也是很嚴謹，我當年的指導教授何俊麟老師，對
我非常嚴格，但我一直非常感謝他，目前我在逢甲大學教書，今年剛升教授。
接著由 83 級畢業的藍景澄學長分享：我在中科院做研究，中科院在武器系統
方面發展不錯，奈米計畫也是正在進行中，也投入不少資金，台灣目前研究方
展很好。李建邦學長接著介紹到與他同為 84 級畢業的同學，雖然不是值年，
但因看到許多教過我們的老師回來就一同過來參加，由黃瑞裕學長代表分享：
我在 84 級畢業後跟著唐建堯老師做研究，完成碩士學位，研究領域是雷射相
關，畢業後到相關產業上班，如果業界有這方便的需求可以跟我聯繫。還有陳
仲仁學長分享：這是我畢業後第一次參加系友的活動，剛好幾位同學約好要一
起來學校走走，剛好我的小孩假日也想帶出來走走，就來參加系友活動了，雖
然我念物理系，畢業後也沒有做物理相關的，但也祝福淡江物理的各位快快樂
樂平平安安。緊接著邀請到 92 級淡江物理博士畢業的董崇禮老師分享：我是
做同步輻射相關的研究，所以看到大我一屆的幾個學長都非常開心，下了課跑
去球場，一起玩樂的日子感覺又回來了，我在畢業後在中研院服國防役，之後
順利到同步輻射研究中心工作，工作 6 年後，系上開了一個缺，就回來母校服
務，看到很多當年的老師都還有很有活力，還有很多老師退休還回來參加系友
會，還在這裡遇到一些在大學很難認識的學長姊，非常開心，今年系友活動又
比往年更多人，希望未來人能多到使教室爆滿，找個更大的場地來辦系友活動。
接下來是 87 級畢業的葉承霖學長分享：我大學時代班導是林雲海老師，碩士
班指導老師是彭維鋒老師，博士班則是薛宏中老師，我現在是在群創光電，用
到物理滿多的，如果有些學弟妹可以學一些課外技能比方說量測方法也會有幫
助。接下來是 88 級黃斯衍學長分享：我目前在台大物理系服務(擔任老師)，
回來看到系上發展很感動，希望未來我可以盡一份心力協助系上發展得更好！
接著是 90 級畢業的施宏良學長分享：我現在精誠科技上班，現在做的東西跟
以前學的差滿多的，物理系的訓練在工作上是滿用的到的，現在雖然比較需要
用到統計，但是都跟以前學到的物理很有關聯，誠如剛剛的學長提到的，如果
學弟妹有機會接觸到一些跟本科系不太一樣的科目，鼓勵學弟妹可以多方嘗試。
李建邦學長提到：剛剛其實很多學長姊都有分享，那我這邊的想法是由系友會
這邊組織一個活動，邀請學長姊回來與學弟妹分享經驗，學弟妹很常遇到瓶頸，
對於未來也很迷惘，現在社會又與學長姊當時的情況不太一樣，這樣的分享可
以幫助到學弟妹，到時組織好活動會與系辦靜怡聯繫，由系友會發出邀請。接
著邀請 92 級畢業的黃冠彰學長分享：大學畢業後有在淡江繼續念研究所，指
導老師薛宏中老師，不管大學還是研究所期間，看到帶過我的老師，勾起非常
多的回憶，今天能回來學校見到這麼多老師真的很開心也很感謝。而後邀請到
96 級畢業柯政宏學長分享：我目前在友達光電服務，大約有七、八年的時間了，
大學時代薛宏中老師是我的導師，那時候對他的印象就是走路很快，走樓梯都
是一次走兩三階，所以學物理可以保持活力，對他還有個印象就是說，那時薛
老師一直說學物理是潛移默化的，還有學習解決問題的能力，當時真的沒有什
麼感覺，進到公司後才發現當年學的那些邏輯思考真的是很棒的工具，我很同
意剛剛學長提到的除了物理以外的其他能力或知識的培養，有機會在其中可以
學到其他科系想要帶給我們的哲學思考，這是滿重要的啟發的。98 級李彥穆學
長分享：希望以後可以常常跟同學見面！接著是 102 級畢業的黃振維學長分享：

我畢業後就在系上擔任專任助教，謝謝大家。以及 103 級畢業的姜勇緯學長：
今天回來看到很多學長姊、學弟妹在這裡，有機會也歡迎大家多回來交流交流。
還有 104 級畢業的陳勁旭學長：有些老師對我的印象可能是我是跆拳隊的，後
來順利終於畢業了，畢業後原本擔任工程師，後來轉行當運動教練，目前也在
淡江巴西戰舞社擔任指導老師，如果老師或學長姊，想體驗一些不同運動或文
化，可以跟我討論，只要有基本體育的觀念和基本物理的力學薰陶，在解析動
作上會很快上手的，我在巴西戰舞已經有六年經驗，謝謝！李建邦學長也附和
說：建議可以開團報名一起學習這個非常特殊的運動！最後邀請到今年 108 級
畢業的曹嵂焜同學分享：看到這麼多的系友回來，我真的很感動，因為我沒想
到會有這麼多系友會回來，其實在去年我也是對未來很沒有規劃的人，但那時
遇到了在美國工作的劉光裕學長，我也舉辦了一場小講座，請他分享的人生與
工作經驗，參加過那場演講的聽眾們都表示收穫很多，也對未來有更多想法，
未來有機會也希望可以邀請其他學長姊回來學校分享！
活動接近尾聲，李建邦學長提到：我接總幹事也已經三年了，系上不管主任或
助理都很幫忙這個活動，也很感謝學長姊願意回來參加，也感謝這些系上助理
與助教還有系學會的幫忙，由我一一唱名介紹，有他們活動才可以這麼順利成
功，請各位學長姊明年一定要再回來參加！我也代表系友會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事事順心！明年見！

出席名單(共計 110 人)
老師：
薛宏中(78 級)、林震安、唐建堯(98 年光電班導師)、周子聰、陳俊男(75 級)、
鄭振益(98 年光電班導師)、林大欽(98 年應物班導師)、楊淑君(80 級)、劉國欽、
葉炳宏、董崇禮(85 級純物/87 級碩士/92 級博士)、李啟正(87 級純物/89 級碩
士/96 級博士)、陳偉正(68 級畢業班導師)、顏三和(56 級)(78 級純物班導師)、
陳惇二(58 級)、馮明光
系友：
56 級
顏三和
58 級
陳惇二
62 級
賈育台、郭俊良
68 級
秦厚敬、吳孝三、蕭仁傑
69 級
戴聖乾
75 級
陳俊男、余維斌
76 級
李政佑
78 級
薛宏中、楊弘烈、陳脩文、湯維弘、王景昭、林加士、李道遠、徐國賢、
張國榮、潘敏文、鄒貴聖、林宗潭、李世忠、李俊邦、蔡明純、張文澤、
黃楚棟、李淑玲、卞春松
79 級
江俊明
80 級
楊淑君
83 級
傅從翔
83 級碩士 藍景澄
84 級學士/86 年碩士 李建邦、黃瑞裕
84 級
段志杰、王錦崑、劉仰真、邱彥錕、陳仲仁、周廖民
85 級/87 年碩士/92 年博士 董崇禮
87 級學士/90 年碩士 葉承霖
88 級
龍定華、王丞自、黃斯衍
89 級學士/92 年碩士 蘇芷萱
90 級學士/92 年碩士 施宏良
91 級
江羽婷
92 級學士/94 年碩士 黃冠彰
96 級學士/99 年碩士 江昌文
96 級學士/98 年碩士 林緯政
96 級
柯政宏、謝伯楷
98 級
許詩涵、蔡濬璘、李彥穆、黃馨民、鄭丞偉、陳意婷、黃浩勝、何紹民、
林峻瑜、郭謦逸、黃健修
101 級學士/103 年碩士 葉可揚
102 級學士/106 年碩士 黃振維
103 級碩士 姜勇緯
104 級 陳勁旭
106 級學士/108 年碩士 陳昱延
108 級 余文魁、曹嵂焜

在校學生：
博士班 梁喻惠
大學部 黃賀邦、陳可勤、謝文鈺、林禹舜、傅學麒
助教：
葉可揚、楊昌浩、廖鴻仁、黃振維、陳昱延
助理：
黃順興、周文斐、黃紫燕、蘇芷萱、吳靜怡
****以下照片，皆以由左至右標註名字。括弧數字為民國畢業年，以大學部為主。
活

動

照

片

大 合 照

會場布置-科學館大門

會場布置-S104 教室

系友報到-吳孝三(68)、林加士(78)、楊弘烈(78)李道遠(78)

系友報到-吳孝三(68)、徐國賢(78)

系友報到

系友報到-施宏良(90)、葉承霖(87)

第四屆系友會會長致詞-李政祐(76)

新任會長致詞-第五屆會長 戴聖乾(69)

系友會祕書長-李建邦(84)

物理系系主任-薛宏中(78)

系學會會長-黃賀邦(光電二)

與會老師-陳偉正老師

與會老師-顏三和老師(56)

與會老師-唐建堯老師

與會老師-董崇禮老師(85)

系主任贈送紀念品58 年畢業系友 陳惇二老師(左)

78 級畢業系友-李道遠、楊弘烈、王景昭、
徐國賢、李淑玲、薛宏中(老師)、黃楚棟、
68 級畢業系友-秦厚敬、吳孝三、蕭仁傑
鄒貴聖、陳脩文、湯維弘、林加士、潘敏文、
陳偉正老師(左 2)
(導師-顏三和老師)、李世忠、李俊邦、張
文澤、蔡明純、卞春松

88 級畢業系友-黃斯衍(左)
薛宏中老師(右)

98 級畢業系友-許詩涵、蔡濬璘、李彥穆
鄭振益老師(左 1)、唐建堯老師(左 2)

系友分享-賈育台(62)

系友分享-郭俊良(62)

系友分享-吳孝三(68)

系友分享-余維斌(75)

系友分享-李淑玲(78)

系友分享-楊弘烈(78)

系友分享-江俊明(79)

系友分享-藍景澄(83 年碩)

系友分享-黃瑞裕(84)

系友分享-陳仲仁(84)

系友分享-葉承霖(87)

系友分享-施宏良(90)

系友分享-黃冠彰(92)

系友分享-柯政宏(96)

系友分享-姜勇緯(103 年碩)

系友分享-陳勁旭(104)

系友分享-曹嵂焜(108)

系友交流-徐國賢(78)、鄒貴聖(78)

系友交流-許詩涵(98)

黃瑞裕(84)、周廖民(84)、邱彥錕(84)、劉仰真
(84)、李建邦(84)、藍景澄(83)、段志杰(84)

李建邦(84)、江俊明(79)、藍景澄(83)、劉仰真
(84)、黃瑞裕(84)、林震安老師、邱彥錕(84)、

李建邦(84)、戴聖乾(69)

周廖民(84)、段志杰(84)、董崇禮(85)

陳偉正老師、江羽婷(91)

系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