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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介紹臺大物理系暨天文物理所，以及梁次震宇宙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

中心主任陳丕燊教授在 2019 年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表現研究學會雙年會(The 

2019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lence)的一場富含教育意義之專題演講：「如何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成為高

水準的物理學家-以一位宇宙學家的觀點」。陳丕燊教授從著名的物理學家愛因斯坦

(Albert Einstein)、霍京(Stephen Hawking)以及自身的經驗，生動幽默、謙虛誠懇的介

紹培育資賦優異學生的重要教育原則，令與會第一線推展資賦優異教育的聽眾，在

享受與感動的過程中，獲得寶貴且深具啟發的物理實務研究經驗，以及培育資賦優

異學生的態度、方法與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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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2019 年國際資優才能發展與卓越

表現研究學會雙年會(The 2019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for Talent Development and 

Excellence)在臺北市福華國際文教會館

舉行，由臺灣師範大學特殊教育學系郭

靜姿教授主辦，邀請各國專家學者齊聚

一堂，共同為了世界資優教育才能發展

的推動，分享與貢獻彼此的研究成果與

實務經驗。在這麼盛大的會議之中，第

一場最重要的專題演講，便是邀請臺大

物理系暨天文物理所，以及梁次震宇宙

學與粒子天文物理學研究中心主任陳丕

燊教授於福華文教會館的卓越廳舉行。

演講一開始是由陳丕燊教授的好友，臺

大心理系梁庚辰教授擔任專題演講主持

人。梁庚辰教授在開場的幾句話間，便

將陳丕燊教授對世界上宇宙學研究的貢

獻，帶領臺灣發展的決心，以及多才多

藝的個人特質給勾勒出來。兩位同樣獻

身研究、治學嚴謹、態度謙和的科學家

在講台上極短的時刻，就讓我們看見與

體驗了真正的學者風範。為了瞭解陳丕

燊教授分享內容的脈絡，將在下個章節

簡要介紹陳丕燊教授的相關背景。 

 

 

 

 

 

 

 

 

 

 

 

 

 

 

 

 

 

想像力比知識更重要。因為知識

是有限的，而想像力是無窮，它包含

了一切，推動著進步，是人類進化的

源泉。 

-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圖 1：郭靜姿教授(左 1)頒發感謝狀予陳丕

燊教授(右 1)與梁庚辰教授。 

圖 2：陳丕燊教授演講之初簡要的介紹自

己，並且與聽眾親切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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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陳丕燊教授背景簡介 

一、對美學的鑑賞與感受 

對美學的鑑賞與感受，似乎就像基

因一樣，一直存在於陳丕燊教授的身體

之中。不管是對於文學詩詞，音樂律動

的美，亦或風景繪畫、建築藝術的美；

還是物理學上「均衡中有錯愕」的美，

陳丕燊教授都深深著迷。在陳丕燊教授

十五歲那年，正是高能物理主導粒子研

究的時代。吳大猷教授所著作的《相對

論》，真正讓陳丕燊教授從此死心塌地

的愛上物理這門宇宙中的美學。 

二、人生的轉捩點 

陳丕燊教授人生第一次重大的轉捩

點，是在美國加洲大學洛杉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 

UCLA)就讀博士學位快要完成的前半年，

指導教授櫻井純，在前往歐洲核子能研

究所的路上，突然心臟病發驟逝，除了

悲痛之外，也對於自己失去了指導教授

的指引，不知自己在研究高能物理的路

上到底能走多遠，感到徬徨。正當整個

人的思緒與心情陷入低潮與不安，陳丕

燊教授很偶然的在《Science》雜誌上看

到一篇「高能物理的未來」文章。該篇

文章主要內容是提出了粒子加速機制之

新概念，利用電漿來加速粒子，可以比

現有的機制效率高出千倍以上。該篇文

章作者之一，約翰道森(John Dawson)，

正是陳丕燊教授在 UCLA 系上指導陳丕

燊教授統計力學的老師。當下便決定向

老師尋求建言，指引方向，請教老師自

己在拿到博士學位是否應該繼續走高能

物理的路。想不到約翰道森個性爽快，

才聊十分鐘，得知陳丕燊教授是櫻井純

教授的學生，立刻詢問陳丕燊教授是否

願意成為自己的博士後研究員？陳丕燊

教授很真誠的向約翰道森表示，自己就

是因為害怕複雜的系統，所以對於多體

問題與電漿物理避之危恐不及，約翰道

森鼓勵陳丕燊教授說：「沒關係，你是

櫻井純的學生，你一定可以勝任的」，

於是陳丕燊教授成了「完全不懂電漿物

理」的博士後研究員。結果也證明約翰

道森是位伯樂，因為在不到半年，陳丕

燊教授和約翰道森便提出了「電漿尾隨

場加速理論（Plasma Wakefield Accelera-

tion）」的新機制。至今依舊是最重要

的加速理論之一。陳丕燊教授表示正因

為這個經驗，讓自己對於跨越不同領域，

走出自己的舒適圈，不再感到恐懼。 

三、想像力比知識重要，讓我們從烏雲

中看見曙光 

著名的凱爾文爵士(Lord Kelvin)在

1900 年說：「物理學已經基本上全面成

熟、一片晴空，除了天邊還有兩片小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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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第一片烏雲是『支撐光傳播的乙太

還未找到』，第二片烏雲是『黑體輻射

和電磁學的預測的不相符』」。凱爾文

爵士萬萬沒想到這兩片小烏雲卻醞釀成

廿世紀的兩大物理革命風暴：相對論與

量子論。愛因斯坦透過其非凡的想像力，

對兩者都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一個世

紀後，又出現了兩片新烏雲，「宇宙常

數 問 題 」 與 「 黑 洞 信 息 遺 失 問 題

(Information Loss in Black Holes)」。後

者和量子力學要求「訊息在任何物理過

程都不能消失」有關。但黑洞的「霍京

輻射(Hawking adiation)」似乎違反了這

個規範。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暗示相

對論與量子力學，這二十世紀的兩大物

理革命以及所有近代物理的基礎，或許

不能相容。然而人類要在現今的科技條

件下觀察「霍京輻射」和「訊息遺失」

的現象，幾乎可以說是不可能的，因為

黑洞信息遺失的關鍵點是在黑洞蒸發的

晚期，但太陽質量黑洞的霍京壽命約有

1067 年，而目前宇宙的壽命也只有

1.38 × 1010年。關於如何研究這個問題，

陳丕燊教授的想像力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他和 2018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法國學者

穆胡(Gerard Mourou)，開始想像如何模

擬黑洞條件？提出用超強雷射及奈米技

術打造「類比黑洞」來模擬黑洞蒸發的

晚期，希望藉此來解答訊息遺失的悖論。 

陳丕燊教授也向聽眾解釋道：

「在坊間關於物理學家霍京的翻譯主

要 以 霍 『 金 』 為 主 ， 但 考 量 英 文

Hawking 最後字母為 g 的發音，因此個

人傾向使用霍『京』」。關於名稱翻譯

考量，也讓聽眾們感受陳丕燊教授做事

嚴謹細膩，任何細節都不馬虎。 

 

圖 3：類比黑洞實驗。照片來源：陳

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這個宇宙最不可理解的是，它是可理解

的    

-愛因斯坦- 

 

參、 演講內容 

一、 資賦優異科學家的特質與教育的

意義 

陳丕燊教授為了和在場的聽眾談論

「如何培育資賦優異的學生成為高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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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理學家-以一位宇宙學家的觀點」，

首先向聽眾介紹的，就是近代物理學的

巨擘：愛因斯坦。從愛因斯坦的身上很

自然可以觀察到「資賦優異科學家的特

質」包含： 

1. 理解能力：能夠快速理解教師所教

授之內容。 

2. 剖析及分析能力：善於問題解或解

謎題。 

3. 想像能力：具有能跳脫框架思考的

能力。 

4. 好奇心：像個孩子般對於宇宙萬物

感到好奇。 

 

從上述的特質為出發，省思教育的

意義，應注意「避免耗費時間在已知或

熟練的事物」，並且「能站在巨人的肩

上，眺望下一步」。因此，為了培育優

異的物理學家，考量以下要點： 

1. 抱負(嚮往)之心：教師可透過自身

例子引導學生去追求他們最高的成

就表現。 

2. 啟發：教師可提供一個具有高度刺

激的學術環境，用以啟發優異的學

生。 

3. 洞察力：教師應訓練學生能夠看透

迷津當中的核心議題。 

陳丕燊教授為了以科普的方式，向

聽眾介紹自己和穆胡走在世界尖端的

「類比黑洞」實驗，藉此來彰顯資賦優

異科學家的特質，以及如何培育優異物

理學家的教育方向，因此提出三個經典

的例子，愛因斯坦、霍京、以及陳丕燊

教授自己的成長經驗。 

二、 案例分享一：愛因斯坦 

我絲毫無特殊才能，而僅有熱切地好奇 

-愛因斯坦- 

某一天，一位五歲的小男孩收到爸

爸送給他指南針當生日禮物，當他發現

不管如何撥弄指南針，他都會回到同一

個方向，這位小男孩第一次感受到大自

然背後的美，心想到底是什麼隱形的奇

幻力量，使得指針永遠都指向同一個方

向？陳丕燊教授介紹這位五歲的小男孩

因為指南針禮物的經驗，讓自己想要解

開大自然的奧秘，找到背後那一股驚奇

的力量，滿足自我的好奇心，從此獻身

科學思維與研究，這位小男孩就是愛因

斯坦。 

在早年猶太民族的傳統中，猶太家

庭會邀請優秀的年輕人，就算不認識也

沒關係，在某段時間到家裡一起用餐。

貧窮的醫學院學生邁克斯塔木德(Max T

almud)，受愛因斯坦父母之邀，每週到

家中用餐一次。一切的啟蒙源於此，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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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醫學院學生教導愛因斯坦數學、科學

以及哲學。塔木德很快的便發現，愛因

斯坦的理解能力超乎一般常人，在數學

和科學的學習知識內容上，短時間內就

超乎自己所有知道的內容，因此塔木德

也嘗試和愛因斯坦討論哲學，他們一同

閱讀且互相辨論恩斯特馬赫(Ernst Mach)

的《感覺的分析及力學及其發展》、卡

爾彼德森(Karl Pearson)的《科學的文

法》、昂利龐加萊(Henri Poincare)的

《科學與假設》、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

hn Stuart Mill)的《穆勒名學》、大衛休

謨(David Hume)的《人性論》以及斯賓

諾莎(Spinoza)的《倫理學》等。 

在塔木德介紹給愛因斯坦的知識中，

其中有一系列伯恩斯坦 (Aaron David 

Bernstein)撰寫的科學童書《通俗科學

(Popular Natural Science)》。愛因斯坦深

受伯恩斯坦的「思想實驗」，例如：

「乘著電磁波在線路當中遊走」吸引。

這些豐富的想像力刺激。似乎替愛因斯

坦未來在相對論的想像實驗中埋下了珍

貴的啟發種子。 

許多美好的事物都需要經過醞釀，

愛因斯坦因為有從小到大的這些經歷的

醞釀，在 1905時，人們稱為「愛因斯坦

的奇蹟年」，同時發表了 5 篇從空間、

時間、質量以及能量的論文，這種驚人

的洞察力，確實是前無古人，徹底翻轉

人們對於物理學認知的基礎。 

三、 案例分享二：史蒂芬霍京 

仰望星空，別老是俯視腳步 

-史蒂芬霍京- 

 

童年時期，霍京便對掌握宇宙萬

物背後的運作原理深深著迷，在《我

的人生簡史》自傳中，他回想小時候

最著迷的玩具是電動火車：「我想這

些（自製）遊戲，以及模型火車、船

隻和飛機等，都是來自我內心想了解

系統是如何運作與控制的渴望。自從

開始念博士後，研究宇宙學讓我滿足。

若是能夠理解宇宙運作之道，多少有

種掌握一切的感覺。」 

在聖奧爾本斯公學校接受教育時期：

「我在那受良好的教育，如果沒有更好

的話，我會在去西敏寺(Westminster)學

習。不過，我從來沒有發現，缺乏社交

禮儀會是一種障礙。不過我也相信物理

和醫學會有點不同，物理與出身哪間學

校或有無背景都沒關係，重要的是你做

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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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陳丕燊教授統整廣義相對論：「時空教物質如何運

動，物質教時空如何彎曲」。照片來源：

https://read01.com/KB0P4LP.html#.XMesVGgzaFc 

圖 4：陳丕燊教授解釋從狹義相對論到廣義相對

論，統合了四大物理量「空間」、「時間」、「能

量」、「質量」。照片來源：http://abyss.uoregon.edu 

https://read01.com/KB0P4LP.html#.XMesVGgzaFc
http://abyss.uorego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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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京在 1963年劍橋大學讀研究所時

認識了潔恩懷爾德(Jane Wilde)，兩人交

往不久後，霍京便發現了自己得到漸凍

症而且開始出現症狀。但懷爾德並沒有

因此而離開霍京，他認為照顧霍京應該

正是自己人生的意義，隔年 10月，霍京

與懷爾德訂婚，霍京回憶到：「訂婚改

變了我的人生，給予我生存的動力。」

1965年 7月 14日，兩人正式步入禮堂成

為扶持對方一生的伴侶。 

霍京在科學上有許多貢獻，被稱為

20 世紀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其中他

與他一生的「良師」、「合作者」以及

「辨論者」就是羅傑潘洛斯(Roger Pen-

rose)共同合作，提出在廣義相對論框架

內的潘洛斯-霍京奇異性定理(Penrose－

Hawking singularity theorems)。內容是關

於物質被壓縮到一個點上的情形，以及

光線從無限曲率發出的情形。另一個霍

京所提出著名的物理現象是所謂黑洞的

「霍京輻射(Hawking radiation)」。內容

是以量子理論推測出黑洞會散發出熱輻

射，如此將可解釋黑洞蒸散的現象。下

圖 6 正是霍京與潘個斯珍貴的合照。 

 

 

圖 6：羅傑潘洛斯與霍京。照片來

源：https://twitter.com/OxUniMaths 

 

時間的縱軸把三個不同時代的物理

學者愛因斯坦、霍京以及陳丕燊緊密的

串接在一起，可以說人類文明的發展，

和物理學的發展有著極高度的相關。這

也是為什麼陳丕燊教授會先向聽眾介紹

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與黑洞的「霍京輻

射」。這個問題正是陳丕燊教授後來的

重要研究方向，也推展了物理界或說人

類文明的進展。下段就是最後的主角要

登場，陳丕燊教授介紹自己目前的豐富

人生。 

 

  

https://twitter.com/OxUniMa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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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案例分享三：陳丕燊教授 

我有極度開放且不斷鼓勵我的父母 

-陳丕燊- 

 

陳丕燊教授一開始就向聽眾介紹他

非常幸福，擁有極度開放且總是不斷鼓

勵自己的父母，並且介紹了自己擁有和

現今高度社會化下，功利主義當頭，齊

頭安排且成績評比教育生活模式完全不

同且非典型的年少與青春，他回憶道：

「以當時在臺北成長的一位青年，我沉

浸於一位 1949年從中國大陸移居至臺灣

的五四運動知識份子後裔的自由氛圍。

我隨著詩、藝術以及音樂一起體驗當年

的先鋒運動。尚未成為青少年，我父母

已經允許我獨自前往鄉間或者山上進行

寫生。成為青少年後，我暑期都會泡在

礦坑中體驗生活，讓自己獨自一人並讀

很多書。在高中時，我就有參與許多臺

大的演講活動。」這種自由的學習氛圍

似乎對陳丕燊教授個人特質中永遠無法

滿足的好奇心，奔放的想像力，和廣泛

的人生興趣，有直接的影響。 

陳丕燊教授打趣的說：「物理不是 

我的初戀，繪畫、音樂、建築等藝術美

學才是」。當陳丕燊教授提到自己很不

幸的同時擁有這麼多的興趣，全場的聽

眾都莞爾一笑，也非常敬佩陳丕燊教授

有辦法同時在不同的領域中，擁有這麼

高的天賦與成就。 

從陳丕燊教授的作品中，我們可以

感受到他透過細膩的觀察力，和豐沛的

想像力，將自己對物理世界的感觸揮灑

在畫布中。從陳丕燊教授的作品中也不

難感受他的研究信念、人生哲學觀與熱

切的愛國情操，他在大學時期與同窗好

友，創建屬於臺灣自己的奧林匹亞，建

造全臺第一座八英吋望遠鏡(如下圖 10)、

發表漢英物理學字典、參與當時保護釣

魚臺運動、發表自己的第一篇論文等。

這才真正是年輕人擁有強大無私的使命

感，熱切的參與當前社會運動，推動臺

灣進步向前。 

 

 

 

 

 

圖 7：陳丕燊教授 10歲作品：總統府。照片

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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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972 年陳丕燊教授與同窗好友在臺

大物理課留影。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

報。 

  

圖 10：陳丕燊教授大學時與同學親手

磨製八吋望遠鏡。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

演講簡報。 

 

 

圖 11：國際 AnaBHEL(Analog Black 

Hole Evaporation via Lasers)合作團隊，

2017年在臺北留影。照片來源：陳丕燊教

授演講簡報。 

 

      

圖 12：2018 年 12 月在斯德哥爾摩的 

諾貝爾頒獎典禮陳丕燊教授與穆胡

留影。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圖 8：表達康德的名言「在我頭上著，群星

之天空」之畫作。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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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陳丕燊教授與邵書珩留影 (一)。

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圖 14：陳丕燊教授與邵書珩留影

(二)。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再次可以體會，許多美好的事物需

要經過長時間的醞釀，陳丕燊教授因為

在求學時期就醞釀這麼豐富的底蘊，因

此在後來研究路上展現驚人的天分與才

華，不僅是在 2011年以國際合作方式參

與在南極進行宇宙微中子研究的天壇陣

列和南極脈衝瞬態天線計劃的首位臺灣

人，更因「類比黑洞實驗」對物理學界

的貢獻，在 2018獲得法國政府肯定，頒

予「巴斯卡講座」的榮譽，未來將於法

國大學超強雷射實驗室執行學術計劃。 

五、 培育資賦優異學生經驗分享 

沃爾特艾薩克森(Walter Isaacson)在

《愛因斯坦傳》提到：「愛因斯坦從來

不是個會啟發學生的老師，他的課多半

被認為雜亂無章。」心理學家西恩貝洛

克 (Sian Beilock)將上述的內涵詮譯為

「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

「當你對自己做的事愈做愈好，你協助

他人了解這項技巧的能力就愈來愈差。」

但關於「知識的詛咒」這個現象在陳丕

燊教授身上似乎完全看不到這方面的問

題，他清晰幽默的談吐，加上從年少對

各項知識、藝術的熱情，以及對事物看

法豐沛的想像力，非常容易就能感染學

生投入在學習領域中。陳丕燊教授在演

講的過程中，為了分享培育資賦優異學

生的經驗，向聽眾介紹兩位年輕優秀的

學者。一位是邵書珩(Shu-Heng Shao)；

一位是王元君(Yen Chin Ong)。陳丕燊教

授非常謙虛，說明自己很榮幸可以接觸

這兩位年輕的學者，和他們有一段美好

的相處時光。在陳丕燊教授分享的過程，

我們看到兩位年輕的學者都在陳丕燊教

授的引導下，很短的時間內就在物理界

大放異彩。 

筆者親自聯絡兩位優秀的年輕學者，

請教他們當初在陳丕燊教授指導過程中，

哪些部分是他們覺得重要的？兩位學者

很真誠的以自身的真實經驗給予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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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理解培育資賦優異學生成為頂尖

的物理學家的一些重要原則。其中邵書

珩老師回憶： 

我大學三年級時有幸能加入

陳丕燊教授LeCosPA團隊，以大

學生身份見習做專題研究。陳丕

燊教授一個指導原則是因材施教，

他給每位學生適合他們的題目。

我很幸運能拿到一個適合我的題

目，從中獲益良多，為我日後學

術生涯奠定基礎。陳丕燊教授很

重視LeCosPA成員之前的互動，

鼓勵學生和博士後研究員合作討

論，建立一個活躍友善的學術氣

氛。每週有一次的為時一小時的

茶會，大家討論有趣的學術論文，

一個組員會報告自己的研究進度。

我很感激陳丕燊教授當年的指導

和營造的學術環境，是我學術之

路很重要的一個經驗和啟蒙。 

邵書珩老師提到陳丕燊教授營造一

個活躍友善的學術氣氛之重要性，讓我

們更能體會為學子們營造一個友善的學

術環境，就像準備好充足陽光、水、空

氣、土壤的美好園地，自然而然會開出

燦爛的花朵。 

另一位是王元君教授，目前任教於

揚州大學物理科學與技術學院，也是揚

州大學引力與宇宙學研究中心的成員。

他回憶當初陳丕燊教授引導他成長的過

程，提出自己最深刻的感受： 

我覺得我從陳老師學到的最

重要的不是物理本身（因為這些

自己看看就可以學起來），而是

做物理的方法與思維方式、理念

等。現在理論物理方面的好些文

章的動機都不是很強，純粹在推

廣其他人的工作。比如說某篇工

作發現了在某種黑洞時空存在某

種有趣的現象，接著就很快會有

人考慮其他維度、不同的黑洞背

景、加入一個標量場、加入別的

物質場、改變引力理論等等，來

看是否仍然存在該現象。如果考

慮這些推廣是有很強的動機的，

比如說能通過它更進一步瞭解該

現象，或者和其他物理連接起來，

那這是應該做的，好的物理。但

是往往這些工作都純粹為了推廣

而推廣，為了發表文章而去做的。

陳老師認為一個人時間是有限的，

必須用在瞭解更深層的物理而不

是做「無謂的推廣」。在參與陳

老師組會的過程中耳濡目染之下，

我現在也很注重做一個研究計劃

前的動機：這個問題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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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能夠為哪些物理現象提供更深

的理解？ 

「陳老師認為一個人時間是有限的，

必須用在瞭解更深層的物理而不是做

『無謂的推廣』。在參與陳老師組會的

過程中耳濡目染之下，我現在也很注重

做一個研究計劃前的動機：這個問題有

多重要？它能夠為哪些物理現象提供更

深的理解？」。讀者們從最後一段話感

受到平淡卻真切「薪火相傳」與「為往

聖繼絕學」的意涵、也感受到兩位學者

之間真正的師生情感，透過理念與思想

的傳達，建立起跨越空間的連結。 

 

 

 

 

圖 15：陳丕燊教授與王元君留影(一)。

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圖 16：陳丕燊教授與王元君留影(二)。  

照片來源：陳丕燊教授演講簡報。 

肆、 結語 

就筆者的觀察，在第一線現場推動

資優教育的老師們，幾乎都是本著為國

舉才，豐富孩子的人生，也透過和孩子

的互動，為自己人生留下踏實與美好註

解的心態，竭盡所能的協助和自己有緣

的孩子發揮潛能、應用所長，朝孩子自

我的理想前進。在第一線現場推動資優

教育的老師們所擔心的，或說自我苛求

的，往往是擔心自己是否真正的協助孩

子完整的成長，還是因自己能力不足，

或是在細節上疏忽瞭解，反而限制了孩

子發展的方向。也正因為如此，本文最

有參考價值的地方，就是提供現場第一

線推動資優教育的老師們，國際間這些

優秀的學者，他們在自我學習與自我成

長的真實歷程，以及成為年輕學子們的

老師後，與學子們互動的實務經驗，並

且從學子們和老師互動過程中之感受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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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饋，點出了我們在推動資優教育應該

注意的細節與方向。 

最後非常感謝陳丕燊教授、邵書珩

老師與王元君教授百忙之中真誠的分享

與協助。再次讓我們感受將一生獻身研

究、治學嚴謹、態度謙和的科學家們，

他們真正值得我們學習的學者風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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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nurture talented students into  

full-blown physicists? 

 
Kun-Ming Lien  

New Taipei Municipal Lujiang Junior 

High School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Professor Pisin Chen's keynote speech at the IRATDE 

conference: "How to nurture talented students into full-blown physicists? A cosmol-

ogist’s perspective". Professor Pisin Chen teaches at Department of Physics and 

Graduate Institute of Astro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e is also the direc-

tor of Leung Center for Cosmology and Particle Astrophysics, National Taiwan Uni-

versity. Professor Chen, in a humorous, modest and sincere manner, introduced the 

important educational principles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students through the fa-

mous physicists Albert Einstein, Stephen Hawking and his own experience. All par-

ticipants learned valuable lessons from Prof. Chen’s inspiring talk about the ways 

to do physics research, and how to cultivate outstanding students with open-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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