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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物理沒飯吃?!

物理系畢業只能當老師?!

破除迷思



http://www.tsmc.com/chinese/careers/find_your_fit.htm

台灣的指標企業−台積電
人才招募網頁



http://www.tsmc.com/chinese/careers/find_your_fi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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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指標企業−台積電
需要物理專長的職務



畢業生就業地圖(104人力銀行資料)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view?sid=5002000000&mid=440301&degree=2



學生來信
我指導且已畢業的碩博士生總計約60多位

目前9位台積電工程師研發5位，
3位製程整合工程師。但因為製
程越來越先進，問題越來越複雜。
人才招募部還是滿喜歡基礎科學
的畢業生（ex.物理）



畢業生薪資(104人力銀行資料)
https://www.104.com.tw/jb/career/department/view?sid=5002000000&mid=440301&degree=2



物理系畢業生的出路

科技產業的
製造及研發

其他
學術研究

教育工作

80% 10% 10%

台積電、聯電、友達、
…… Apple, Qualcomm,
Intel, ……

國內或外的大學教授
及研究員、中學教師

補習班講師、
創業、 ……

研究所: 物理、天文、光電、材料、
電機、生命科學、⋯⋯



★現職：台積電研發副總
經理

★2017年獲得總統科學獎

清華物理系1977
喬治亞理工學院材料學
博士

清華物理1977級余振華博士

台積電一度考慮向IBM買技術，
最終決定自行開發0.13微米銅
製程，並將開發重任交付給他。
競爭對手則選擇買技術的路。



清華物理1983級楊正任博士
★現職: 正文科技(註)執行董事(發言人暨

創辦人)

大四時因為做專題研究投入應用物理的實務
領域，要動手設計實驗及組裝儀器，同時解
決過程中遇到的問題，給他很大的啟發與信
心，也奠定他日後對於新領域與新科技願意
不斷嘗試的基礎。在半導體產業蓬勃發展的
背景下，跟隨物理系呂助增教授，博士攻讀
固態半導體研究。大學時提供的基礎訓練成
為他創業時的重要養份，使得他日後發展有
更寬廣的道路，即使涉足不熟悉的領域，也
著手嘗試並克服挑戰，現在除了在無線區域
網路產業中闖出一片天，亦貢獻所長執教元
智大學通訊系，指導後進。

(註)2018-03-19:正文科技(4906)董事會通過106年度營業報告書，自結106年度合併
營收為新台幣135.8億元⋯⋯



三位教授的共同之處

清華物理1979級 清華物理1984級 清華物理1984級
台大物理系

系主任

張顏暉教授

清大物理系

系主任

余怡德教授

成大物理系

系主任

蔡錦俊教授



陳惠茹教授(清華天文所)
專長:使用ALMA(註)探索恆星形成
的多層級匯流機制

清華物理1993/1996級
賴詩萍教授(清華天文所)
專長: 使用ALMA(註)探索恆星與行
星形成的最初階段

(註)Atacama Large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Array (ALMA): In the thin, dry air of northern Chile's 
Atacama desert at an altitude of 5,000 meters above sea level, ALMA will initially be composed of 66 
high-precision antennas working together at millimeter/submillimeter wavelengths.



清華物理2004級李勁葦博士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Biology
MIT 



清華物理1989級周德宇博士
★現職：台北101董事長
★經歷：國立政治大學財政學系系主任

周德宇博士於維吉尼亞理工學院取得經
濟學博士，專長於智慧財產權、專利、
營業秘密保護等。他認為沒有什麼能夠
限制清華人，要創業、要社會實踐、要
學術鑽研，都不是問題， 但一定要持續
精進學習，將自己準備好，特別是能與
世界聯結的外語能力。外語能力是拓展
視野的工具，跟堅持本土愛臺灣不但不
相違背，還能相輔相成。他鼓勵清華學
子放膽作夢、 奮力實踐、隨時準備，清
華是最佳孵夢地，而整個世界都將會是
你最閃亮的舞台。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對物理有興趣，有志從事學術研究或物理教育

對物理有興趣，有志成為產業界的高階研發人才

數理能力佳，但不確定自己的興趣及未來的方向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什麼人適合
唸物理系

對物理有興趣，有志從事學術研究或物理教育

對物理有興趣，有志成為產業界的高階研發人才

數理能力佳，但不確定自己的興趣及未來的方向

清華物理的教育目標是希望培育有深厚學理

基礎的產業人才



清華物理陣容堅強的師資
專任教授42位(物理系35位、天文所7位)

清華榮譽講座教授2位

清華講座及特聘教授7位

中研院、同步幅射、美國史丹佛大學、

美國休士頓大學、美國華盛頓大學等

合聘教授14位。
本系創系五十年來，一直是台灣
物理界的學術研究重鎮，不但有
將近三分之一以上的教授榮獲國
科會傑出研究獎或以上的學術榮
譽，更培養出五位本土院士級的
學者，全台無他物理系可出其右。

QS排名：全球物理系第82名



物理系六大研究領域

粒子
物理

（6人）

實驗凝
體物理
(14人)

理論凝體
物理
(8人)

天文物理
(9人)

原子、分子
與光學物理

(8人)

微波物理
(1人)

強關聯系

電子自旋學、

奈米元件與物理、

表面物理、高溫超導、

軟物質以及同步輻射應用

雷射冷卻、量子光學、波色

愛因斯坦凝結、量子流體、

精密雷射光譜

電子迴旋邁射

高功率次兆赫物理

微波物理與應用

太陽物理、恆星與行星形成

星系、緻密星體

高能天文物理、宇宙論

超對稱粒子、

電荷宇稱對稱性破壞、

微中子物理、

多維時空、

粒子天文物理與宇宙論

高能物理實驗



近年學術亮點



教育部深耕計劃

Global Taiwan 全校型學校

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物理系



科技部新聞資料
重點補助特色領域研究中心

以科學突破為例，國立清華大學量子科技研究中心
將發展量子位元儲存效率成為世界第一的高儲存效
率的光子量子記憶體

「前瞻量子科技研究中心」是科技部重點支持的16個研究中心之一，
也是唯一的物理領域研究中心。



 物理組必修 光電物理組必修 天文物理組必修 
一 普通物理(一二)、普物實驗(一二)、普通化學(一二)、普化實驗(一二)、微積分(一二) 

應用數學(一)(下學期) 
二上 理論力學(一)、電磁學(一)、實驗物理、應用數學(二) *普通天文學 (一) 

二下 理論力學(二)、電磁學

(二)，物理實驗技術 
理論力學(二)、電磁學(二)、
物理實驗技術、應用電子學

(一)、應用電子學實驗(一) 

電磁學(二)、*應用電子學

(一)、*普通天文學 (二) 

三上 量子物理(一)、熱統計物

理(一)、近代物理實驗(一) 
 

量子物理(一)、熱統計物理

(一)、光學(一)、應用電子實

驗(二) 

量子物理(一)、*光學(一)、
*相對論導論 (一 ) 

三下 量子物理(二)、熱物理(二) 量子物理(二)、光學(二)、光

學實驗(一) 、光電物理導論

量子物理(二)、*基礎天文

觀測 
四上 專業選修 專業選修 *天文物理導論、*基本粒子

物理導論(一) 
四下 專業選修 專業選修 *近代宇宙學導論  

 

大學部課程

47 51 47

128

* 9選5*專業選修：物理在環境與能源上應用、前沿物理演講、普通天文學、
天文觀測、物理數學、粒子物理導論、凝態物理導論、奈米物理導論、
相對論導論、原子分子物理導論、宇宙學導論、生物物理導論等

28 28其餘選修: 24



教學環境

系館為七層樓高之建築，總面
積約三千八百坪。具備完善的
多種教學及研究實驗室、軟硬
體設備充足的視聽教室、自修
室、物理圖書館及計算機室。
不但普物實驗室已擴大到綜三
館(約400坪)，本系今年起會擴
充至綜二館(約400坪)



本系的實驗課程，皆有專用的教學實驗室，所用的儀
器設備充實且完善。協助學生發展動手解決問題的能
力，並加增實務經驗。

教學實驗室

普通物理教學實驗室

實驗物理教學實驗室

近代物理教學實驗室

電子學教學實驗室

光學教學實驗室

教學天文台

機械工廠



林秀豪教授的熱統計物理在全球開放式課程聯盟(OCW
Consortium)中連續兩年得到首獎

教學與學術研究並重
有多名教授榮獲清華傑出教師與優良導師等榮譽



吳國安教授的普通物理開放式課程

吳國安教授榮獲101、104學年
傑出教學獎



清華大學多專長任你讀−學程

設計宗旨

課程設計

Attainable

學分學程

畢業證書
註記

• 提供學生更大的學習彈性

• 打造具國際競爭力的人才

• 兩大：2個專長學程

• 一大兩小：1個專長學程+2個學分學程

• 一超一小：1個專長學程+該專長高階專業課程15學分

+1個學分學程

• 專長學程：約30學分，各院系提供

• 約15學分

• 創新創業、創新設計、法律、資訊傳媒、藝術、教育知能

• 註記專長學分學程名稱

• 詳細說明請見清華學院學士班網頁(學士班跨領域學習專區)

• 學校首頁亦提供連結

專長學程



國際交流獎學金與雙學位計劃

交流獎學金：

 大二在學學生申請，前一學年的學業成績平均在
GPA3.4以上，或成績在全班前20%內

 大三出國研修一年

 獎學金金額：20萬
 簽約學校: 包括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Santa Barbara、U. of Maryland等50多所以上學校

雙學位計劃：

 清華大學(大一、二)+香港科技大學(大三、四)
 清華大學+日本大阪大學雙博士學位

 清華大學+北京清華大學雙博士學位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