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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課程地圖的架構： 

(i) 教育目標： 

1.致力於培養具有深厚物理學識及先進研發技術之尖端人才，期望能在

基礎與專業訓練上都能兼顧，以因應國家科技與經濟發展之需要， 

2.致力於培育具物理紮實基礎訓練，並具獨立思考及創造力之學術與科

技專業人才。 

在以上教育目標之下，本系大學部於九十六學年度成立物理組與光電與材

料科學組等兩組，並開始招生。在課程設計上： 

(1) 物理組－著重在良好的基礎物理能力的養成。 

(2)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特重在物理基礎訓練下，強調理論及實驗並重，

提供光電及材料科技理論與實務並重的優質學習環境。 

(3) 研究所－在基礎與應用兼顧的原則下，致力建立系統性研究特色並

維持理論與實驗的平衡，著重在基礎物理之探討與應用之研究。期

求能營造一個在學術研究上能相互支援，並具國際聲望的環境。 

(ii) 學生核心能力: 

本系依據系之教育目標，先由課程委員會研擬規劃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學生的核心能力指標草案，再送至系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本系

所研擬的學生核心能力指標如下： 

    在理論的專業課程方面，著重在專業，統整，與創新等三項指標的養

成教育。而在實驗為主體的課程則除了專業，統整，與創新等三項外，再

增加了實務，倫理，以及溝通的培養。另外在專題與書報討論課程方面，

除上述六項指標外，再加上了熱忱一項。指標的內涵詮釋如下： 

1. 在專業上: 我們注重是否能將所學專業知識應用於解決相關科學與工程

的問題，並能夠分析各專業科目的關聯性。 

2. 在統整上：我們訓練學生能運用所學從學科知識間找出共同點，並形成

一套屬於自己的見解。 

3. 在創新上: 鼓勵學生以提問的方式釐清問題的本質，分析各種解決問題

方案的優、缺點，並能尋得較佳的方案。 

4. 在實務上：訓練學生動手作實驗的能力，以培養學生在面對不同情境時，

能提出實務的解決策略。 

5. 在溝通上：能重視團隊合作，明確表達個人意見，並能凝聚眾人智慧，

以達成共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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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倫理上：能遵守科學倫理。 

7. 在熱忱上: 能以積極主動的態度面對壓力。 

依本系課程設計，專業物理課程集中在專業、統整、創新、實務四大核心

能力的培養，另四大核心能力，倫理、關懷，熱忱、溝通，則有賴通識課

程來強化。 

(iii) 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關聯圖： 
大學部 

碩、博士班 

核心能力  課程規劃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倫理，溝通，
熱忱。 

必修課程 書報討論(專題演講)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 

選修課程 

量子力學、古典力學、量子場論、流體力學、奈米
物理、固態物理、固態光學特性、半導體物理導論、
半導體元件物理導論、計算物理特論、有機半導體
特論、積體電路製程技術、科學論文閱讀與寫作、
軟物質物理導論、半導體光學特論、近代光電技
術、生物醫學特論、液晶物理、半導體材料特性量

核心能力  課程規劃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倫理，溝通。 

實驗課程 
普通物理實驗、光學實驗、電子學實驗、近代物理
實驗 

專業，統整，創新。 必修課程 

物理組-普通物理、基礎應用數學、力學、電磁學、
應用數學、量子物理、熱物理學、統計物理 
光材組-普通物理、基礎應用數學、基礎力學、電
磁學、應用數學、電子學、量子物理、熱物理學、
光學、基礎熱力學與統計物理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 

組選修課程 

物理組-：複雜系統導論、相對論、高等物理數學
(一)、(二)、廣義相對論、非線性動力學、量子場
論導論、凝態物理導論、粒子物理導論、量子資訊、
核物理導論、計算物理。 

光材組-光電導論、光學系統技術、材料科學導論、
固態物理導論、傅氏光學導論、生醫光電、低溫物
理導論、超導概論、雷射通論、計算物理。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倫理，溝通，
熱忱。 

組選修課程 

物理組-物理專題(一)、(二)、理論物理(一)、
(二)。 

光材組-光電與材料專題(一)、(二)。 
專業，統整，創新，
實務，倫理，溝通，
熱忱。 

系選修課程 
必修學分、組選修學分外之物理系所有課程均採
記。 

倫理，關懷，熱忱，
溝通。 

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1)基本知能-英文、實用英文、英聽、
(2)通識基礎必修[天、人、物、我]、(3)通識延伸
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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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必修課程 碩士論文、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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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7 起) 

一、 畢業學分結構表 

項目 物理組學分數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學分數 

必修課程* 62 64 

組選修課程 12 12 

系選修 8 6 

自由選修 12 12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歷史.憲法) 34 34 

總畢業學分 128 128 

二、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物理組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計算物理【3】 

材料科學導論【3】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計算物理【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自 103 學年度起，須從下列六門課中，修習 2 學分的總結性課程，始得畢業。 

物理專題(一)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 

物理專題(二)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 

理論物理(一) 

理論物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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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6起) 

一、 畢業學分結構表

A.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62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8 

自由選修 12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B.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4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6 

自由選修 12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二、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計算物理【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材料科學導論【3】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計算物理【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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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自 103 學年度起，須從下列六門課中，修習 2 學分的總結性課程： 

物理專題(一)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 

物理專題(二)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 

理論物理(一) 

理論物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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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5起) 

三、 畢業學分結構表

C.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62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12 

自由選修 8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D.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4 

組選修課程 15 

系選修 10 

自由選修 5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四、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計算物理【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材料科學導論【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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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 學年度起，須從下列六門課中，修習 2 學分的總結性課程： 

物理專題(一)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 

物理專題(二)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 

理論物理(一) 

理論物理(二) 



25 
 

(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4起) 

一、 畢業學分結構表

A.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62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12 

自由選修 8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B.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4 

組選修課程 15 

系選修 10 

自由選修 5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二、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計算物理【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材料科學導論【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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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 學年度起，須從下列六門課中，修習 2 學分的總結性課程： 

物理專題(一)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 

物理專題(二)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 

理論物理(一) 

理論物理(二) 

 

  



27 
 

 (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3起) 

畢業學分結構表

A.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66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10 

自由選修 6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B.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8 

組選修課程 15 

系選修 8 

自由選修 3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計算物理【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材料科學導論【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核物理導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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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 學年度起，須從下列六門課中，修習 2 學分的總結性課程： 

物理專題(一)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 

物理專題(二)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 

理論物理(一) 

理論物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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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2) 

一、 畢業學分結構表

A.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64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12 

自由選修 6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B.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6 

組選修課程 15 

系選修 10 

自由選修 3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二、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計算物理【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材料科學導論【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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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畢業規定，課程及學分表 

大學部(101含及以前) 

一、 畢業學分結構表

A. 物理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 57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25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B.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項目 學分數 

必修課程學分數 65 

組選修課程 12 

系選修 17 

通識課程學分數(含國文.英文.

歷史.憲法) 
34 

總畢業學分 128 

二、 組選修相關課程。【附註：跨組及系內所有選修課均認定為系選修】 

A.物理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物理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複雜系統導論【3】 相對論【3】 

三 高等物理數學(一)【3】 

廣義相對論【3】 

高等物理數學(二)【3】 

非線性動力學【3】 

物理專題(一)【2】 

理論物理(一)【2】 

計算物理【3】 

四 量子場論導論【3】 

凝態物理導論【3】 

物理專題(二)【2】 

理論物理(二)【2】 

粒子物理導論【3】 

量子資訊【3】 

核物理導論【3】 

B.光電與材料科學組（下表所列課程以隔年開課為原則，光材專題每學年皆開課） 

年級 上學期 下學期 

二 光電導論【3】 光學系統技術【3】 

材料科學導論【3】 

三  固態物理導論【3】 

傅氏光學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一)【2】 

光電元件【3】 

四 光電系統【3】 

生醫光電【3】 

低溫物理導論【3】 

光電與材料專題(二)【2】 

超導概論【3】 

雷射通論【3】 

光電與材料科學組 

光電導論與材料科學導論為二選一必修。 

固態物理導論與傅氏光學導論為二選一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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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學分結構表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碩士班  應修科目及學分表 (適用 105學年度入學學生)  

科目名稱 期程 學分數 
擋修科目及續修條件 

科目名稱 上/下 限制 

書報討論 全 2   碩一 

書報討論 全 2  碩二 

論文 全 6    

合計   10   

說明 

一、學系畢業規定: 

書報討論應修滿四個學期，惟提前畢業者，不受書報討論應修滿

四個學期之限。 

選修課程必須經指導教授輔導選課。 

學位論文得以實務導向之技術報告取代之，但仍須通過口試。技

術報告之準則：  

■碩士班學生須具備業界實務經驗(在該領域工作6個月或實習

300小時之證明)，或目前正在執行一項產學計畫。  

■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至少1位以上來自業界人士。  

■內容包含摘要、簡介、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

與討論等章節。唯恐涉及公司機密部分，請指導老師要求學生另

簽切結書。 

二、全校性規定： 

1.自 105學年度起外籍研究生入學學生，須修讀華語課程及

通過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基礎級考試，取得基礎級證

書，始得畢業。 

畢業學分結構表 

  

性質   學分數 

1.學系必修 等於 4 

2.學系選修 可修 20 

3.碩士論文 等於 6 

畢業學分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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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學系碩士班  應修科目及學分表 (適用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  

科目名稱 期程 學分數 
擋修科目及續修條件 

科目名稱 上/下 限制 

書報討論 全 2   碩一 

書報討論 全 2  碩二 

論文 全 6    

合計   10   

說明 

一、學系畢業規定： 

二年內畢業者，不受書報討論必修 4 學分之限制，惟在學期間

每學期皆須修習書報討論，並取得學分。 

選修課程必須經指導教授輔導選課。 

學位論文得以實務導向之技術報告取代之，但仍須通過口試。技術報

告之準則：  

■碩士班學生須具備業界實務經驗(在該領域工作6個月或實習300小

時之證明)，或目前正在執行一項產學計畫。  

■論文口試時，口試委員至少1位以上來自業界人士。  

■內容包含摘要、簡介、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研究結果、結論與討

論等章節。唯恐涉及公司機密部分，請指導老師要求學生另簽切結書。 

二、全校性規定： 

1.自105學年度起外籍研究生入學學生，須修讀華語課程及通過

華語文能力測驗(TOCFL)基礎級考試，取得基礎級證書，始得畢

業。 

畢業學分結構表 

性質 學分數 

1.學系必修 等於  4 

2.學系選修 可修  20 

3.碩士論文 等於  6 

畢業學分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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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畢業學分結構表 

 

 

 

 

 

 

 

(vi) 未來發展方向(職涯地圖) 
 

中原大學 

物理學系 博士班 應修科目及學分表 

科目名稱 期程 學分數 
擋修科目及續修條件 

科目名稱 上/下 限制 

書報討論 全 2   博一 

書報討論 全 2  博二 

論文 全 12    

合     計  16   

說明 

 

■研究生修讀學分課程須與指導教師協商安排之。所需修習之

總學分數悉依部訂規定辦理。書報討論於學生在學期間為必

修，惟修滿四個學期後，則不在此限。 

■研究生入所或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起四學年內必須通過學位資

格考試，考試辦法另訂之。 

■修讀學位期間，至少需在 SCI、SSCI 或 TSSCI 列名之學術雜

誌上發表（含被接受）論文兩篇以上（含），且為主要貢獻者[通

訊作者或第一作者(排除指導老師)，特殊情況由課程委員會認

定]，方得申請博士論文考試。 

■博士論文完成且經指導教授推薦後，方得參加博士考試委員

會所舉行之博士論文考試。此項考試通過後即得授予博士學位。 

畢業學分結構表 

性質 備註 學分數 

學系必修 等於 4 

博士論文 等於 12 

學系選修課程 可修 14 

總畢業學分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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