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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會紀念周邊
強力回歸限量販售！

量⼦諧振⼦T恤（紅藍兩款，尺⼨S/M/L/XL）350元/件

Maxwell 惡魔⼤
容量隨⾝碟
64GB/128GB
64GB: 399元/個
128GB:599元/個

拋體運動A4資料夾
（⼀組3入，紅/橘
/綠）99元/組

購買⽅式：學會現場/電
話/傳真/E-MAIL
（滿1500元免運）

台灣物理學會聲明

台灣物理學會強烈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
⾏為
儘管我們深信科學研究超越國界，但最近俄羅斯對⺠主主權國家烏克蘭的
侵略，已經造成無數⼈道危機，並嚴重踐踏我們以科學作為幫助⼈類邁向
⽂明的基本價值。
儘管台灣在地理位置和國情政治上與烏克蘭有所差別，但是我們擁有許多
共通的價值， 經驗和困境。我們的⾃由與基本⽣活亦同樣⾯臨類似的武⼒
威脅, 因此台灣物理學會在此聲明，我們將與遭受此脅迫的烏克蘭⼈⺠站
在⼀起。
台灣物理學會同時在此呼籲全體台灣科學家社群，共同採取⾏動抵制並強
烈抗議俄羅斯政府對烏克蘭掀起的戰爭暴⾏。
⾝為國際物理學界的⼀員，台灣物理學會將盡⼰⼒幫助⽬前⾝陷危機的烏
克蘭同僚們，並設法⽀持他們的學業以及研究⼯作能夠延續。
我們知悉已有許多俄羅斯科學家公開反對俄羅斯對於烏克蘭的⼊侵⾏為，
我們感同⾝受並且對他們⾯對獨裁政府時的勇敢⾏動表⽰欽佩與⽀持。
台灣與俄羅斯的科學家們有著深厚⻑久的研究合作關係；但在俄羅斯對烏
克蘭進⾏武⼒侵略的當下，我們呼籲政府相關單位⽴即採取下列措施：
1、暫停與俄羅斯政府的所有合作研究計畫。
2、簡化簽證申請程序，以利被戰⽕波及的烏克蘭籍科學家、學者、與學
⽣們停留訪問台灣。
正值烏克蘭遭受襲擊的⿊暗時刻，台灣物理學會相信上述措施會幫助我們
的烏克蘭朋友們度過此危機, 迎向明⽇的曙光。

台灣物理學會
2022年3⽉3⽇

國際物理報導
AAPPS Newsletter Latest Issue: Febuary

Physics Today Latest Issue: April

活動與研討會
【活動訊息】林清涼教授懷念會
【研討會訊息】第⼗六屆世界無機膜會議（ICIM

）

【研討會訊息】⾼頻電磁研討會
【活動訊息】2022年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暑期⼤學⽣研習計畫公告
【活動訊息】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動物理⼯作坊

學會訊息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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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屆學⽣分會執⾏委員會名單

系所徵才訊息
國⽴⾼雄師範⼤學物理學系徵聘專任助教
東海⼤學應⽤物理學系誠徵專任教師⼀名
國⽴中央⼤學理學院公開徵求院⻑候選⼈啟事
國⽴臺灣師範⼤學物理學系誠徵教師啟事

物理樂學萌演講
⽇期：2022/05/6(五）14:00~15:00

講者：羅志偉（國⽴陽明交通⼤學電⼦物理系教授）
講題：雷射科技漫談
主場：⼤溪⾼中
連線⾼中：豐原⾼中、師⼤附中
⽇期：2022/05/13(五）14:00~15:00
講者：胡欽評（國⽴彰化師範⼤學物理系助理教授）
講題：漫談中⼦星
主場：豐原⾼中
連線⾼中：⼤溪⾼中
⽇期：2022/05/24(五）14:00~15:00
講者：柯忠廷（中央研究院物理所助研究員）
講題：量⼦的⽣活，過去、現在與未來
主場：新⽵⼥中
連線⾼中：嘉義⾼中

特殊貢獻獎得主報導

科技世界的六維空間
我是在1998年從德國到中央⼤學任職
的。在⾺普⾼空物理硏究所⼯作20
年，再有機會回到學界，懷有⾮常興奮
的⼼情。那時候看報章雜誌⾒到⼀篇有
關劉英武先⽣的⽂章，其中有他所說如
何做學問的要點，我覺得很有道理，便
把它們印在⼀個銅板上放在辦公室，⼀
放便是23年! 藉着這個機會我把這幾點
再寫出來和⼤家分享。

特殊貢獻獎得主葉永烜教授

1. 在科技的世界裡，⼀定要實⼒掛帥。
2. 埋頭苦幹。
3. 找有⼤潛⼒及具突破性的事來做。
4. 願意冒險，不要騎著死⾺原地踏步。
5. 要⼀⽽再，再⽽三做到他⼈所做不到
的。
6. 要有樂於教導及提攜後進的良師。

我想⼤概⼤家都很同意這番說法，問题
只在如何去實施，因為有兩三點實在不
容易做到。但實⼒掛帥和埋頭苦幹總可
以吧！要有樂於教導及提攜後進的良師
好像也不難，可是在台灣卻不多⾒，特
別是從中學進⼊⼤學這個階段。正如⽜
津⼤學的李察-道⾦斯（Richard Dawkins) 教授所⾔，⼀對⼀或⼀對⼆的
導師制度對他影響深遠。藉着和導師⼀⿑深刻鑽硏⼀些硏究論⽂和原作，

特殊貢獻獎得主報導

導⽣和⽼師有問有答，不覺便把⾃⼰的眼界和思考能⼒加速提⾼到⼀
流⽔平。反之，如果我們把⾟⾟苦苦挑選出來的資優⽣或科學班學⽣
進了⼤學便放⽜吃草，便是有點本末倒置了。
以我來說最有價值的教育, 便是研究所的指導⽼師喜歡要談他誰也不太
瞭解（他的朋友說是超前40年）的理論，有時候迫得要予以反駁 (現在
想來是錯的理由)。也因此訓練出問問题的習慣了。這種強調思辯的教
育⽅式的優點, 亦可從美國矽⾕⼤公司的CEO不成⽐例由印度⼈擔任, ⽽
台灣去的則多是埋頭苦幹去解決別⼈所提問的問題⼀事可⾒。所以我
們應該停⼀停，想⼀想，如何在教育制度中引進良師益友這⼀套做法
以求培育學術領袖。
致於「找有⼤潛⼒及具突破性的事來做」有時也不是這麼難，難是在
你不去找。便⽤台灣參加過的兩個⼤型時域天⽂學巡天計畫，即「泛
星」（Pan-STARRS） 和特別是史維基瞬變探測器 (Zwicky Transient
Facility) 為例，它們問的問題便是有沒有很重要的天⽂爆炸現象，要⽤
前所未有的測量時間尺度便可得發現？思考的⽅式很簡單，只需要⼀
個圖表橫座標是時間，垂直座標是亮度。便可以⾒到在這個相位空間
還有很⼤⽚的空⽩區間尚待開發。當然我們會說這個不⼤不⼩的ZTF計
畫後⾯有很厲害的儀器和軟體⼯程團隊，加上⼀個超強的國際科學團
隊才會如此成功。但不要忘記的是整個計畫的主體是⼀個⼝徑只有1.2
公尺的中古望遠鏡。如果我們對ZTF計畫的策備和規畫過程略有所知的
話，便會知道其中頗為符合「願意冒險，不要騎着死⾺原地踏步」的
精神。
我們羨慕歐美國家的先進儀器設備以及⼈才濟濟，所以積極参加國際
合作計畫。但除了爭取卓越學術成果和增加台灣科學界的能⾒度，更
重要的是要學習科學⼯作的真髓。特別是要領略到很多重要發現都不
是利⽤最⼤最昂贵的儀器獲得的。絕多都是依賴⼀個甚或兩三個⼈的

特殊貢獻獎得主報導

圖⼆：加州理⼯學院ZTF計畫的時域巡天觀察的座標圖。
（圖⽚來源：加州理⼯學院）

努⼒，盡量利⽤⼿頭上有的資源和設備，靠着與衆不同的想法，追尋不
同的答案。不怕⼀⽽再，再⽽三的失敗，才能夠做到他⼈所做不到的成
果。這便是科技世界的六維空間。

葉永烜
2022年1⽉6⽇

各系新進⼈員簡介

中央⼤學物理系林孟凱
⾦屬量⼦井、有機薄膜，到博⼠後
研究中的凡德⽡⼆維材料，如過渡
⾦屬硫化物、鉍硫化物等。

國⽴中央⼤學物理系新進教師林
孟凱，畢業於清華⼤學物理系，
於博⼠班期間，曾獲科技部千⾥
⾺計畫，做為交換學者⾄⽇本千
葉⼤學進⾏研究約⼀年。博⼠班
畢業後，林博⼠進⼊美國伊利諾
⼤學香檳分校，並於江台章院⼠
實驗室進⾏博⼠後研究。於2021
年8⽉加⼊國⽴中央⼤學物理系，
並將運⽤過往知識及經驗建⽴分
⼦束磊晶系統，以成⻑低維度的
超薄量⼦材料。
⾃博⼠研究起⾄今，我運⽤分⼦
束磊晶搭配⾓解析光電⼦能譜技
術，研究超薄薄膜的電⼦結構。
研究的範疇舉凡博⼠期間研究的

我的研究除了發展⾼品質次奈⽶級
量⼦材料的技術外，同時也著重探
究材料的物理特性，較簡易的系統
如電⼦結構隨著薄膜層數變化，複
雜⼀點的則是運⽤分⼦束磊晶技術
成⻑凡德⽡薄膜的異質結構，探討
薄膜間各種不同電⼦態，如超導
態、表⾯態、電荷密度波間交互影
響的的鄰近效應（Proximity
e ects）。
⽬前剛加⼊中央⼤學，我預期先建
⽴⼆維材料成⻑的分⼦束磊晶系
統，成⻑次奈⽶級的⼆維凡德⽡材
料以及異質結構，並與國內外的同
步輻射中⼼合作，運⽤同步輻射光
源進⾏⾓解析光電⼦能譜的量測，
以解析材料的能帶結構。電⼦結構
基本上決定了材料的性質，因此，
結合光電⼦能譜以及分⼦束磊晶技
術，不僅能探索物理的機制，更能
夠在⼯業上提供協助。歡迎各界⼈
⼠加⼊⼀同發展及探索這些新穎材
料的價值。

ff

國⽴中央⼤學物理系林孟凱
mklin_ncu@outlook.com

各系新進⼈員簡介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柯忠廷
Dr. Chung-Ting Ke graduated from
Duke University by receiving
s e v e ra l a w a r d s i n c l u d i n g a
teaching award from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hysics Teachers
and the Fritz London graduate
award. After his Ph. D. study, he
joined QuTech at the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Delft, The
Netherlands. Recently he started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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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 focus is to develop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ing systems using
hybrid D materials. During his Ph.D., he demonstrated the
coexistence of supercurrent and quantum Hall edge states in pristine
graphene Josephson junctions, an important rst step to explore the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ivity using the quantum Hall e ect. The
result was reported in Science in
. During his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 collaboration with Microsoft station Q, he worked on the
InSb quantum wells to develop a scalable topological system. InSb
possesses outstanding normal state properties like strong spin-orbit
coupling and a large Lande g-factor. By making an ex-situ
superconducting contact, he demonstrated ballistic
superconductivity in InSb quantum wells. Using the InSb Josephson
junction, he can explore a -π phase diagram by controlling the

各系新進⼈員簡介
junction length, and carrier density. This ability of control over the
junction phase makes the topological superconductivity phase better
accessible.

Continuing in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He planned to
work on several research directions: . Induced large spin-orbit
coupling and superconductivity in graphene and carbon nanotube
with transition metal dichalcogenide. This will allow us to explore the
topological phase in much clean carbon materials. . Studying the
strongly correlated system by using environmental dissipation.
Control the environment to a quantum state could demonstrate
exotic quantum phenomena such as the -channel Kondo e ect and
a localized Majorana state. . Studying a quantum system via circuit
quantum electrodynamics (cQED). cQED has been a powerful
technique to probe the quantum state which can probe the quantum
system in a di erent time domain. . Explore di erent topological
materials. Several quantum materials have been drawn a lot of
attention to the eld, ranging from twisted layer material to
unconventional superconductors. Exploring these materials will help
us to gain more understanding of topological systems. By combing
these di erent directions, one can develop and explore the
topological system that can serve as a cornerstone for realizing a
topologically protected qubit. Several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in his
lab,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h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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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柯忠廷
ctke@gate.sinica.edu.tw

各系新進⼈員簡介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楊廸倫
“Dr. Di-Lun Yang received his PhD
in Physics at Duke University, U.S.
in 2014. Before joining the Institute
of Physics, Academia Sinica, as an
Assistant Research Fellow in April,
2021, Dr. Yang had done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 Chung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rete, RIKEN, Kyoto
University, and previously worked in
Keio University as a non-tenured
assistant profes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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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Yang’s research aims at understanding fundamental
interactions between elementary particles under extreme conditions
such as high temperature, high density, or with strong external elds
based on quantum eld theory. In particular, his research is in
connection to the experiments of relativistic heavy ion collisions, in
which a decon ned state of quarks and gluons in quantum
chromodynamics at high temperature is formed, known as the
quark gluon plasmas (QGP). Among plenty of interesting topics in
QGP, he recent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quantum transport
phenomena pertinent to chirality and spin polarization of quarks
and gluons. These e ects, mostly triggered by strong (color)
electromagnetic elds or vorticity, may originate from the chiral
anomaly that quantum mechanically violates the parity symmetry
and from spin-orbit interaction responsible for the angularmomentum conservation in relativistic systems. His goal is to gure
out how the charge transport and spin polarization get intertwined
and dynamically evolve through these quantum e ects in QGP or
the pre-equilibrium phase in heavy ion collisions. Moreover, he is

各系新進⼈員簡介
interested in the chiral e ects that can potentially a ect
astrophysical phenomena.
To investigate the aforementioned phenomena particularly in nonequilibrium conditions, novel transport theories incorporating
quantum e ects have to be introduced. One of the widely-used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s the quantum kinetic theory (QKT) that
tracks non-equilibrium chiral transport and dynamical spin
polarization of relativistic fermions in phase space. In recent years,
Dr. Yang has been intensively working on the development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QKT and made several achievements such as the
derivation of a covariant chiral kinetic theory for massless fermions
with collisions from quantum eld theories and the generalization to
massive fermions. The formalism could be applied to study the spin
evolution of quarks that traverse QGP and nally result in spin
polarization of hadrons recently measured in heavy ion experiments.
On the other hand, he adopted the chiral kinetic theory to study
chiral radiation transport of left-handed neutrinos in core-collapse
supernovae. Dr. Yang will continue the relevant studies in Taiwan
and he looks forward to further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 with
local researchers in the near fu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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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楊廸倫
dlyang＠gate.sinica.edu.tw

學會公告

第⼀屆物理⽣物與⽣物物理學部執⾏委員當選名單
召集⼈
副召集⼈
秘書⻑
委員
委員

林耿慧
朱⼠維
羅健榮
阮⽂滔
陳俊榮

中央研究院物理所
國⽴臺灣⼤學物理系
國⽴中央⼤學物理系
中國醫藥⼤學⽣物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學系
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

第⼆屆粒⼦與場學部執⾏委員當選名單
召集⼈
副召集⼈
秘書⻑
委員
委員

林貴林
章⽂箴
陳凱⾵
郭家銘
蔣正偉

國⽴陽明交通⼤學物理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國⽴臺灣⼤學物理系
國⽴中央⼤學物理系
國⽴臺灣⼤學物理系

學會公告

第⼀屆凝態物理學部執⾏委員名單
召集⼈ 羅志偉 國⽴陽明交通⼤學電⼦物理學系
副召集⼈ 陸亭樺 國⽴臺灣師範⼤學物理學系
秘書⻑ 林⽂欽 國⽴臺灣師範⼤學物理學系
委員
邱雅萍 國⽴臺灣⼤學物理學系
委員
⾺遠榮 國⽴東華⼤學物理學系

凝態物理次領域：

表⾯與低維物理
召集⼈ 簡紋濱 國⽴陽明交通⼤學電⼦物理學系
召集⼈ 莊天明 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半導體/光電/光學
召集⼈ 許進恭 國⽴成功⼤學光電科學與⼯程學系
召集⼈ 李亞儒 國⽴臺灣師範⼤學光電⼯程研究所
磁性與⾃旋物理
召集⼈ 郭建成 國⽴中⼭⼤學物理學系
召集⼈ ⿈斯衍 國⽴臺灣⼤學物理學系
超導/強關聯/量⼦材料
召集⼈ 呂欽⼭ 國⽴成功⼤學物理學系
召集⼈ 張明強 國⽴中興⼤學物理學系

物理樂學萌-散步在物理的街道上活動報導
物理樂學萌聯盟 科普知識⾼中扎根
為了讓⾼中學⽣更深層理解物理及推
廣科學普及，台灣物理學會、桃園市
南崁⾼中攜⼿共組「物理樂學萌」聯
盟，透過不同主題講座，培養具有科
學新知⼈才。（李明朝報導）

南崁⾼中校⻑陳家祥表⽰，透過物理
樂學萌每學期辦理六次不同主題講
座，讓同學無論透過主場、客場、甚
⾄⾮同步遠距模式皆可培養同學們多
⽅⾯的科學素養。⽬前雙⽅合作⼀年
來，學⽣瞭解最新科普知識，聽講
後，學⽣課後也可以經由讀書會分享
學習成果。
台灣物理學會安排中原⼤學物理系教授楊仲準，分享的主題為「淺談熱
電材料」，楊仲準教授表⽰，熱電材料是⼀種透過溫度差來發電的材
料，除了可以使⽤⼀般的燃氣、燃煤來加熱發電，也可以透過回收引
擎、鍋爐等發熱物產⽣的廢熱，將其轉換回可使⽤的電⼒。這種材料也
可以反向運作，讓其通過電流達到冷卻的效果，所以也能製作成冰箱、
冷氣等⽇常⽤品。甚⾄⽬前最常⾒的熱像儀也是使⽤熱電材料製成。然
⽽⽬前熱電材料的效率與價格雖然已經逐漸達到可以⽇常使⽤的範圍，
尚未能到適合⼤量商業化之規模，因此仍需進⼀步材料科學的研究。
台灣物理學會表⽰，「物理樂學萌」聯盟是邀請有意願合作的各⾼中共
組， 並由國內各⼤學教授與研究單位研究⼈員⾄⾼中進⾏前沿物理研究
科普演講活動。

物理實作平台活動報導
物理實作與專題課程研習活動
物理實作平台於4/9星期六和中華⺠國物理教育學會、普通型⾼級中等學
校課程物理學科中⼼和國⽴⾃然科學博物館聯合辦理物理實作與專題課程
研習活動，活動在科博館舉⾏，內容包括「實作⼯作坊：航空⼯程與⾵⼒
發電 ‒ ⾵⾞實作與⾵⼒發電競賽注意事項」和「專(主)題導向式的物理教
學」兩⼤主題。這次活動有超過50位的⼤專、國⾼中的物理領域教師不畏
疫情的熱情參與。
國⽴⾃然科學博物館的館⻑
焦傳⾦教授致詞時表達與會
師⻑的熱情替疫情下的活動
和交流增加了互動的溫度和
研習的深度，也⿎勵⽼師們
將實作研習活動持續帶進課
堂，培養學⽣的科學能⼒，
此外也推薦⻑們利⽤時間參
觀科博館，累積跨領域的科
學量能。實作平台的執⾏⻑
駱芳鈺副教授於致詞時表⽰
實作是學習科學的基礎和探究的
表現，期許與會的師⻑們在研習
活動有豐富的收穫，將研習成果
轉換為教學素材。
萬能科技⼤學的周鑑恆教授在上
午的實作⼯作坊先向參與研習的
師⻑們回顧⾵⼒發電的基本概
念、介紹⾵⼒發電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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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翼⽐和葉⽚數量的取捨(葉⽚⻑則發
電功率提升；葉⽚偏多則會相互影響
降低發電功率)、⾵⾞葉⽚最佳形狀設
計等資訊。其次，周鑑恆教授展⽰了
數個⾵⼒發電的⾵⼒發電的微型模
組。在討論時間，周教授知無不答、
鉅細靡遺的回應師⻑們的提問，為上
午的⼯作坊的做了完美的結尾。
下午的專(主)題導向式的物理教學研
習由中央物理系郭家銘教授、中原物
理系許經夌教授、台北市永春⾼中曾
慶良⽼師、台師⼤物理系駱芳鈺副教授分享各⾃在專題式實驗課程、主題
式的基礎課程教學的課程設計和教學經驗。郭教授和駱副教授深⼊簡出介
紹如何逐步以⼩型物理探究主題帶領著物理系⼤⼀、⼤⼆的學⽣學習基礎
的實驗技術(包含影像實驗、Arduino與樹梅派開發板實驗、⾃造⼯具的運
⽤等)，進⽽針對⼀項開放性的科學專題，從認識現象並提出科學問題、
針對科學問題進⾏⽂獻分析並提出探究的⾯向、設計與進⾏實驗、提出模
型說明實驗結果等過程，完成數項專題導向的實驗。此外，兩位⽼師也強
調培養學⽣的科學溝通能⼒，包含以演說、書⾯的⽅式呈現研究成果，並
能夠回應不同程度聽眾的提問和討論。
許經夌教授和曾慶良⽼師則是分
別介紹⽤科幻、動漫、費⽶問
題、量⼦科技等主題應⽤在普通
物理課程和量⼦電腦與AI課程的
教學經驗。許教授提出如何適當
將這些主題轉化為主題導向(或
是問題導向)的學習單元，例如
推估超⼈原鄉星球的重⼒場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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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海賊王動漫的主⾓魯夫能承
受多⼤的電壓攻擊等，除了替學
習增加趣味，還能讓學⽣進⾏探
究、深化科學素養、理解物理知
識的實⽤性。曾⽼師則是介紹在
⾼中學⽣的知識基礎上逐步建構
量⼦電腦、量⼦運算、⼈⼯智慧
等新興科技的跨科學習，讓同學
們能從數學、物理和資訊等多⾯
向來理解新興科技的科學知識和
意涵。

這次的活動就在與會的師⻑針對課程設計和引領學⽣的探究的概
念和做法和四位經驗分享的師⻑進⾏深⼊的討論之後，帶著⾵⾞發電
模組和豐富的收穫下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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