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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博士培育大躍進，
學研聯手創產值

對
於念博士，一般人直覺的反應，不外

乎是畢業後到大學當教授。然而，只

有大學才需要博士級人才嗎？不，事實上，

企業也需要。

特別在大學面臨少子化衝擊，教職供應有

限的當下，在另一端，有很多企業卻苦於技

術升級或企業轉型的需求，找不到更高階的

研發人才。如何縮小這兩端的差距，讓更多

博士級人才能在企業發光發熱，成為教育部

推動「補助大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

發人才計畫」（簡稱產博計畫）的目標。

透過制度設計，這項計畫把學術研究拉出

象牙塔，與企業碰到的瓶頸或需求直接對焦。

產業博士生雖然也要憑論文畢業，但教育部

鼓勵產博學程調整，開放以專利、關鍵技術

或具體研發服務績效，做為博士生畢業前要

取得的論文計點。至於計畫經費，除了教育

部補助產博生的獎助學金外，執行計畫學校

及與學校合作的企業，都要提供配合款，這

讓三方的合作與投入更形密切。

從系列報導中可以看出，對學校、學生與

企業來說，這都是三贏的選擇。產博生對自

己研發的成果更有成就感，又可提前規劃未

來出路；企業則可結合學術資源，擴充自身

的研發能量，並與大學產生更深的互動。關

於遏止高階人才斷層，不啻是一則有效的解

方。

除了封面故事外，另外還有幾項議題，也

推薦讀者細讀。

大學一詞的英文包含了 Universe(宇宙 )，

這個字襯托出了對大學的想像 :容納宏大廣

闊知識，等待奮於博學者的探索。究竟，大

學對「人才」的定義是什麼？更精準地問，

大學如何定錨「適合他們的學生」？

本期將帶讀者一探世界名校哈佛大學的選

材流程，看他們如何從「人才特質」選出真

正要的學生。而臺灣的各大學目前又有哪些

相應新作法？

還有兩篇人物故事也非常精彩。第 23屆國

家講座主持人、臺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傅

立成與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曾煜棋的學

思歷程，都值得讀者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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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這些人格特質，
比會考試還重要

哈佛選才流程公開：

哈
佛幾乎可說是世界最知名的頂尖大學，但並不是考了高分就能搶到進入哈

佛的門票。

「大學的招生委員會，是向年輕人傳遞社會核心價值的重要機構，」美國哈

佛大學教育研究所資深講師魏斯保德（Richard Weissbourd）接受《天下》訪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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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時如此說道。

美國的大學招生委員會，不僅僅是學生學

術能力的掌門人，更肩負了傳遞社會價值火

炬的責任。想進入被譽為世界頂尖學府的哈

佛大學，學生憑的不是學術能力測驗 SAT拿

滿分。事實上，哈佛甚至沒有替考試成績設

定最低門檻。

不依賴考試分數的哈佛，想要什麼樣的學

生？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哈佛招生部

主任菲茨西蒙斯（William R. Fitzsimmons）說

明，課外活動與個人特質等「非學術特質」

（non-academic factors），才是哈佛判斷學生

入學資格最重要的資訊，因為「同儕教育是

大學經驗中重要的一環。」

不靠考試成績分發，美國頂尖大學不仰賴

單一量化指標判別學生入學資格，反而是採

用全面性審查（holistic review），提升學生

素養與人格特質的重要性，彰顯出高等教育

的價值並不侷限於教室中的知識，而是在於

同儕彼此激盪之下，所共同建構的人格與價

值觀。

哈佛招生流程首度公開

當這些崇高的教育理念必須落地，大學

招生部門究竟如何篩選兼具學術能力與人

格特質的學生？哈佛高度保密的招生流

程，卻因為「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具備這些人格特質，
比會考試還重要

   76 January. 2021



for Fair Admission）狀告哈佛歧視亞裔學

生，而在 2018年首度成為法庭上對外公開

的呈堂證供。

根據法院公開檔案，哈佛招生流程可簡約

劃分為 4個步驟：招聘、面談、評分與表決。

哈佛首先向標準化考試機構，例如舉辦

SAT考試的 College Board，購買高中學生成

績與連絡資料。這是第一步的「招聘」階段，

哈佛會主動向潛在的高成就弱勢學生釋出招

生訊息，提高弱勢學生申請意願。收回所有

申請資料後，進入第二步的「面談」。哈佛

會動用將近 1萬 5,000名校友（哈佛近 2年

平均收到 4萬份以上大學部申請）向申請學

生進行校友面試。

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階段「評分」，招

生委員會針對學生的學術能力、課外表現、

人格特質與學校推薦 4大項目，進行最高 1

分、最低 4分的評分。

最後的「表決」階段，獲得亮眼分數的學

生，會再經歷兩輪的委員會表決。第一輪委

員會小組（sub-committee）與第二輪大會（full 

committee）表決過程，都有可能重新討論與

推翻學生的入學資格。在兩場委員會表決落

幕以後，哈佛會分別在 12月與 3月向學生發

布最終的申請結果。

人格特質的招生重要性再掀

人格特質與傳統的學術能力指標，都是哈

佛最重要的評分項目。菲茨西蒙斯曾說：「人

格特質是入學資格最重要的基礎。」

法院文件公布的哈佛招生審查指南中寫道，

能夠獲得哈佛招生委員「1分」最高評價者的

人格特質，為「在面對重大的人生挑戰時，

會展現出驚人的勇氣、領導能力，以及啟發

周遭同儕的特質。同時要對他人有強烈的同

理心，或是會獲得推薦者無保留的支持。」

人格評比無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2017年

哈佛因為爭議性的網路迷因社團，撤回至少

10名新生的入學資格。2019年，哈佛因為保

守派學生領袖克什維（Kyle Kashuv）的種族

歧視言論，而撤回他的入學資格。人格作為

招生標準之一，至今仍是哈佛招生流程中，

最受矚目與爭議的一環。

在 2019年獲得哈佛在內，超過 200多所大

學招生部門連署支持，掀起大學招生對全人

素養重視的研究報告「翻轉浪潮」（Turning 

the Tide ），該報告主持人魏斯保德向《天下》

指出，恆毅力、勤勉、自我意識、好奇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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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情等特質，都開始成為大學招生重視的選

才標準。

大學培養的不是菁英，而是全人

人格在美國大學入學，著實扮演了愈來愈

舉足輕重的角色。或至少，這是美國大學對

高等教育的想像與自我期許。「現在大學給

學生的訊息是，學術與運動成就很重要，但

它們並沒有傳遞出對人格與品德的重視，」

魏斯博德的團隊因此與哈佛在內的各校招生

處合作，協助學校系統性地評估學生的人格

特質。

當美國大學入學醜聞在 2019年爆發，長期

呼籲大學招生重視全人素養的「翻轉浪潮」，

再度受到教育界的關注與重視。

對魏斯博德而言，最重要的是大學招生部

門如何運用社會影響力，向學生傳達品格之

於高等教育、乃至於整個社會的重要性。

「申請學校是家長認識孩子難得的過程，」

家長應該如何與學生一同面對高度競爭的大

學申請過程時，魏斯保德說，「你可以在過

程中了解到孩子的價值觀，以及他們對未來

的期望。」

種種變革都說明，大學入學過程無疑是一

個成年禮，而一個社會對青年學子最核心的

期望，本不該是眼光向上的菁英，而是有能

力對自我與人生目標進行詮釋的「全人」。

文章授權：天下雜誌 7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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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隨
著臺灣高教品質在國際間受到肯定，加上新南向政策發酵，越來越多國際

學生選擇到臺灣留學。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宜的情況下，臺灣成為

少數維持學生正常就學的國家，國際能見度大增，加上教育部整合各項獎助學

金、合理的學費及生活開銷、健全的學術環境及社會結構，成功吸引大批學子來

臺求學。

新南向國家赴臺留學成風氣

民國 100學年度，在臺灣大專校院讀正式學位的境外生人數破萬人大關後，連

帶帶動包含僑生（含港澳生）、陸生、交換生、短期研習生及華語學習生等整體

境外生人數大幅攀升。修讀正式學位的境外生總數在 108學年度已經超過 6.3萬人

次，同年整體境外生人數更是首度突破 13萬人次大關，寫下臺灣在培養國際人才

方面的亮眼成績。

分析境外生的國籍組成，可以發現新南向國家來臺留學的人數從 105學年度

開始大幅成長，截至 108學年度，總人數從 3.2萬成長到接近 6萬，成長率高達

84.78%。原因在於教育部在當年擬定「教育部新南向人才培育推動計畫」，除了

在馬來西亞、越南、印度、泰國、印尼、緬甸及菲律賓等國辦理臺灣高等教育展

或招生宣導說明會，向東南亞的優秀學子招手之外，針對這幾個國家發放的臺灣

獎學金人數配額，也調升超過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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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年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各學制佔比（百分比%）

圖表1 臺灣大專院校境外生成長趨勢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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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104學年 105學年 106學年 107學年 108學年

圖表4 僑外畢業生留臺就業分析

圖表3 近年新南向國家來臺就學（大專院校）人數                   

4,146
4,901

資料來源：教育部、勞動部、國發會單位：人

境外生畢業留臺就業人數激增

由於臺灣就業前景看好，跨國企業紛紛大

舉來臺投資。根據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

最新發表的「2020留學臺灣趨勢調查」，將

近九成境外生認同留學臺灣對未來職涯是正

確的投資。加上勞動部逐步開放僑外生的就

圖表2 近年新南向國家臺灣獎學金新生核配名額

業限制，在 101年到 108年累計 46,542名僑

外畢業生中，有 20,819人次續留臺灣、投

入就業市場，且比例逐年增加。從 101年的

620人次，到即將超過 5,000人次，將臺灣培

養的優秀人力留在臺灣，因應產業轉型需求。

國家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馬來西亞 20 35 35 35 37

越南 28 43 50 56 60

印尼 16 30 35 37 37

泰國 11 15 15 17 18

菲律賓 2 5 10 14 18

印度 12 30 36 41 41

其他 11 22 20 18 19

總計 100 180 201 218 230

國家 104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7學年度 108學年度

學位生 19,721 21,882 25,268 32,360 36,073

非學位生 9,020 10,436 16,111 20,739 23,647

總計 28,741 32,318 41,379 53,099 59,720

單位 :人

資料來源：教育部

資料來源：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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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
彈是許多男孩的夢想，然而鋼彈的內涵不只是機器人而已，在動漫作品裡，

對人性的考驗、命運的抗爭，良善與邪惡的選擇及迷惘，某種程度延伸了

人類的想望。而對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傅立成來說，鋼彈也是他的夢

想。如今，他正逐步實現這個夢想中。

擁有臺灣「機器人教父」之稱的傅立成，投入 AI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研究已超過

30年。他的研究範疇從功能型機器人、服務型機器人的研發，到應用在工廠與家

工程及應用科學類學科／第二十三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傅立成

從鋼彈男孩到
「機器人教父」，
他讓機器人更懂人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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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端的智慧服務，甚至近十五年來，更轉進

社交型機器人的領域，投入在打造更能與人

互動的智慧機器人上。

「我們希望提昇社交型機器人的智慧，讓

它不只是陪伴而已，還要有溫度，」傅立成

一邊說，一邊正微調站在他眼前的白色機器

人。在傅立成的實驗室裡，這位高 120公分，

胸前掛著一個小平板液晶顯示器，有著兩顆

圓圓大眼睛的機器人，就是四、五年前首次

出現在大家眼前的 Pepper。

鋼彈與科幻小說開啟興趣

問起傅立成，怎麼會對機器人有如此濃厚

的熱忱？他回答：「因為我小時候很愛鋼彈，

也很愛看科幻小說。」傅立成的父親是臺大

電機系畢業，他從小受到父親的影響頗深，

小時候自己就很喜歡動手「兜東西」。兜什

麼呢？原來是將電圈、馬達這些零件兜一兜、

弄一弄，讓它們動起來。這一兜讓他非常驚

奇，也種下他對機器人熱愛的初衷。

傅立成一開始唸的是臺灣大學電機系，到

美國時，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唸電機電腦。而

他真正與機器人正式結緣，應該是在唸博士

班第三年的暑假。當時他剛好有機緣，到一

間機器人公司──Microbot Inc. 實習，他的工

作任務就是寫程式去做機器人運動精度的校

正，也就是在那段時間啟發了他對研發機器

人應用的興趣。

1987年，傅立成拿到柏克萊大學的博士學

位，回到臺大教書。當年臺灣有關機器人與

自動化的研究並不多，因此，傅立成就在臺

大成立了「智慧型機器人與自動化實驗室」，

積極投入智慧型機器人製作與應用。這三十

多年裡，不但在學術研究上有許多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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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緊密結合業界實務上的應用，包括鴻海、

華碩等企業都紛紛與他合作，並適時逐步將

機器人服務落實推廣到老人安養中心、醫院

照護等場域。

在傅立成三十多年的機器人研究生涯裡，

一半以上時間都是專注研發工業型機器人，

為了幫助臺灣工廠進入自動化，提昇產能。

很可惜的是，當年工業型機器人並沒有成功

導入業界，因為政府政策轉向引進外勞來解

決勞力不足的問題。相較之下，導入機器人

自動化的成本高，造成工業型機器人的計畫

停擺。

社交型機器人要能懂人性

實現有溫度的陪伴

即便如此，他對機器人的熱忱並沒有降低。

於是，傅立成將研發焦點轉向家庭與社會服

務應用。轉向的過程裡，其實困難重重。因

為工業型機器人與服務型機器人最大不同在

於，前者強調功能，後者強調互動；前者面

對機器，後者面對人。面對人、與人互動，

溝通是最難的環節。「人跟人都不一定溝通

得好了，更何況是機器人！」傅立成回憶起，

那時做臺大機器人一號，還發生了一些機器

人與人之間互動情境沒設定好的糗事，讓他

更深刻地感受到，機器人不能只停留在物理

上的功能。

「要有人性！」傅立成說。機器人要具有

人性？這事聽起來難度很高，但對傅立成來

說，所謂機器人要具有「人性」，指的是要

能理解人類。就像日本前幾年推出一部動畫

電影《老人 Z》，片中有一部超完美照護老

人的智能機器，可以將老人照顧的無微不至。

只是，這中間依舊缺少最重要的「情感」。

這也是為什麼傅立成認為，機器人除了陪伴

的功能之外，還要有「溫度」。

於是他開始找心理學、社會學系的老師合

作，想讓他研發的機器人能「懂人」。隨著

AI人工智慧發展，並結合機器人應用，傅立

成認為目前應該是比較對的時機點。此外，

傅立成近年來也與老人安養中心合作，透過

機器人與安養中心的老人不斷聊天，尤其是

聊他們的舊往事，蒐集這些資料輸入後，再

透過 AI人工智慧的自我學習，讓機器人不斷

進化，未來可以研發出「懂得人心」、能體

貼互動的智慧社交機器人。

問傅立成，一路上有沒有碰到困難？「困

難必然存在！」傅立成很平和地說。怎麼克

服？「睡少一點！」他半開玩笑回應。笑容

背後，透露出他一直以來把持的信念：「一

定要有信心！什麼樣的信心？就是我一定可

以找到更好的方法來解決或改善問題。有了

這樣的信念，就不會被問題擊倒。」

談到挫折與困難，傅立成總是輕輕帶過。

但這個「輕輕」其實並不輕，是蘊含了他從

一連串的跌跌撞撞中重新站起的體會。

   1514 January. 2021



堅持與信心是面對困難的最佳解法

「一旦做了決定，要非常堅持，才會看到

成效，」傅立成有感於現在年輕人面對太多

資訊，常感到迷惘，他認為這是科技進步與

時代發展的必然趨勢，但不必因此害怕，「重

點是你要能沉澱自己、並且要能堅持！」就

像他研發機器人這三十多年來，秉持的就是

絕不輕言放棄的精神。

從小時候愛兜東西，到成為臺灣機器人的

第一把交椅，這中間不是沒有轉折。此次能

獲得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獎，傅立成很謙

虛地說，要感謝校方、同事的支持，以及所

有沒日沒夜陪他在實驗室一起「服務」機器

人的研究生們。今天的成果，是大家共同努

力的結果。

他接著微笑說：「真的要能夠挨得住寂寞。」

這個「寂寞」是他多年來的寫照。無論是在

唸書時期，或開始在臺大教書、做研發，傅

立成總是最晚離開研究室，甚至有時一天睡

不到 5小時。這樣的熱忱燃燒三十多年，至

今從未間斷，連最親密的太太趙叔玉都忍不

住常叮嚀他，要多休息，好好照顧身體。

只是對傅立成來說，所有的廢寢忘食，都

是因為樂在其中。接下來，他還有很多事要

做：傅立成期望透過智慧型機器人來協助老

年人的生活，讓機器人能懂人，能跟老人們

聊天、安撫他們的情緒，實現「有溫度陪伴」

的人機互動關係。這也才是他理想中的「人

性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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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
獲第23屆國家講座主持人獎的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終身講座教授曾煜棋，

其實是個很有「問題」的人。曾經是曾煜棋的博士指導教授、美國俄亥俄

州立大學教授賴添煌描述他眼中的曾煜棋，最厲害的就是「找問題」的能力。

如果不說曾煜棋的年齡，戴個眼鏡、穿著襯衫、很斯文的他，比起教授，走在

校園裡更像是名研究生。今年已經 56歲的曾煜棋看上去非常年輕，但是，他在無

線通訊領域卻成就非凡。自 1994年取得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電腦資訊博士後，他

回到臺灣交通大學教書，投入資訊科技領域已長達 25年。

工程及應用科學類學科／第二十三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終身講座教授  曾煜棋

用「找出問題」            
成為臺灣資通訊科技之光

INfl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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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期間，他是全球第一位發現無線網路「廣

播風暴」（broadcast storm）的學者，這項發

現影響深遠，可應用於各類隨意網路、感測

網路。曾煜棋也對廣播封包碰撞、競爭和壅

塞問題提出突破性的解決方案，為許多學者

引用。尤其近年來自動駕駛火紅，當中的車

載通訊、DSRC 協定等，均為應用的範圍。

把自己變簡單，就能發現問題

能夠成為全球首先發現廣播風暴的學者，

曾煜棋的秘訣是什麼？

他的答案很讓人意外：「把自己變簡單就

可以了。」在資訊泛濫的時代裡，過多資訊

會讓人失去方向，所以，曾煜棋都鼓勵學生，

要讓自己簡單化，沉澱下來，多思考。「當

你把自己變笨一點，你可能會看得更透徹。」

曾煜棋所謂的「把自己變簡單」，就是回

歸基本面，這說明了他為何擅長找出基礎性

和原創性的研究題材。

以「廣播風暴」來說，他是有一次在網路

塞車的情況下，體驗到這個問題，於是開始

回頭研究無線網路通訊裡的資源管理現象。

他發現，在無線通訊的過程裡，會自主形成

MANETs（Mobile Ad Hoc Networks）的網路

組態。而訊息是以洪流（flooding）方式傳遞，

在無線網路環境裡對資源的要求又高於傳統

的有線網路環境，最後，訊息的傳遞會因冗

餘（redundancy）、爭奪（contention）、碰撞

（collision）等三個現象而造成廣播風暴。

也因為曾煜棋總能精準的找到問題，直指

核心，讓他在這一路的學術研究上有許多輝

煌成就，獲獎連連。包括：2005年美國俄亥

俄州立大學傑出校友獎、三次國科會傑出研

究獎、IEEE Fellow、世界科學院工程科學獎

TWAS Priz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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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連結機器，到連結人

回顧曾煜棋的研究歷程，他曾在有一回的

得獎感言裡提到，是「從連結機器，到連結

人。」

他總跟學生說，唸資工系的人一定要有好

奇心、想像力、觀察力。特別是不要有框架，

要去了解人的需求，如此才能提出有創意、

創新的發明。

這個領域技術變動快，「得有心理準備，

很累喔！」曾煜棋常常這樣提醒學生。他細

數自己這二十多年來的研究歷程，從 1990年

代研究主題是超級電腦；到 2000年時，因為

無線通訊網路成為主流，研究主軸就擴展到

通訊協定和網際網路；再到 2010年，又將目

標轉到物聯網。

另外，2018年起，他開始擔任科技部人工

智慧普適研究中心（PAIR Labs）主任，這項

任務則是利用 AI人工智慧去解決各種問題，

滿足人類生活的需求。

曾煜棋舉例：只要對人拍一張照片，就可

以得知他的心跳。或者透過檢查眼球，就可

以測出血糖狀況。這些都是透過人工智慧來

了解人類的生理資訊。於是，一路走來，他

的研究從機器又回到人的本身。

「科技再怎麼進步，都是在幫助人類，」

正如通訊大廠 Nokia的知名標語「Connecting 

People」（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曾煜棋自

己在資訊工程領域多年體悟到的，也是科技

回歸人本的精神。

當然，研究之路難免碰到挫折與壓力，但

在採訪過程裡，曾煜棋卻顯少提及「困難」

兩個字。他不太將那些別人眼裡認定的困難

稱之為困難，他會說，只是換條路走，繞一

下、轉一下，也許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到達或

看見答案。

曾煜棋認為，看待研究路上所有的順逆，

都「要有耐心」。就如他說話的速度一樣，

平緩而有力量，不疾不徐，清楚有條理。有

著像這樣「不著急」的性格，也是他從大半

輩子研究生涯中得出的心得。

散步與對話很重要

「事情當然不會總是順利的，所以，散步

對我來說很重要，」曾煜棋是個腦子停不下

來的人，每當遇到卡關時，他會選擇出去走

走。「想不通時，就去散步舒壓，轉換思維，

再試試看。」

年輕時，他也很喜歡跟學生邊散步邊聊天。

尤其當學生在研究上遇到瓶頸，曾煜棋會請

學生跟他去「走一走」。「當我們在對話時，

就是在梳理你的想法、邏輯，也許走著走著、

說著說著，就發現問題、甚至找到解答，」

曾煜棋笑著說。

曾煜棋還有一本屬於自己的重要筆記本，

那裡面密密麻麻的寫滿了他的問題、挑戰與

想法。「有些當下無解的問題，就寫下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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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過一陣子再回去看，就有解了。也或許，

那個問題已經不再重要，」他說。

問對問題，或找到問題的能力，可能比解

決問題或找到答案更關鍵！所以，曾煜棋在

教學上也很特別，在課堂上，他會盡量「不

用力的教」，因為他要激發學生努力的問、

用力的學。曾煜棋就像一座藏了許多知識的

寶庫，當他的學生，要盡量從他身上挖掘出

寶藏來。

研究教學之餘，曾煜棋非常熱愛運動。每

周一定會去打網球和跑步。他認為，運動是

讓自己從繁忙的學術研究裡抽離：「一定要

空一點時間出來，才有空去思考。」

在家庭生活端，曾煜棋則是個細心又體貼

的父親。問起他在生活裡也會力求創新嗎？

他突然分享自己研發出的「曾氏吐司薯條」。

起因是孩子還小時，很喜歡吃薯條。為

了滿足孩子的口腹之欲，又可以兼顧健康，

曾煜棋開始思考，有什麼食材與烹調方式可

以創造接近薯條的美味？就在動手做的過程

裡，他突發奇想，發明了用土司切成條狀，

並在土司條上擺放起司，放進烤箱後烤出來

的起司吐司條，和薯條口感有八成的相似度。

這道「新創薯條」成了兩個孩子小時的最愛。

創新力來自於思考 ，
不斷提問就是不斷思考

從曾煜棋身上，看到源源不絕的創新力與

想像力。幾乎所有具有創新力的人都跟他一

樣，非常會「找問題」。

例如，蘋果公司創辦人史蒂夫‧賈伯斯

（Steve Jobs）就曾在 2005年史丹佛大學畢業

典禮致詞中指出，他每天都會對自己提問，

因為提問就是在思考。又或者科學家牛頓（Sir 

Isaac Newton）當年如果對於「蘋果從樹上掉

下來」這個現象沒有產生「為什麼」的問題，

也就不會有後來地心引力定律的發現。

「所以，思考與找出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本

領。」曾煜棋說。要培養找問題的能力，可

以先從自身開始，找出自己最擅長的是什麼，

再從擅長的部分往外延伸。他更強調，常常

將自己歸零，就可以重新去看很多事，自然

也就在這過程中，能洞察與透徹之前沒看見

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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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
說博士畢業後只能到學校教書？事實上，企業對高階研發人才的需求

一直很殷切，但問題是供不應求。

為了讓更多博士級人才在業界學以致用，教育部從 2014年起推動「補助大

學校院產學合作培育博士級研發人才計畫」（簡稱產博計畫），109學年補

Feature story

讓博士生學以致用
「產博計畫」打造頂尖研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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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464名博士生投入 290家企業的產學合作。

和一般博士生相比，這些產業博士在學期

間接受更多業師指導，博士論文旨在解決企

業面臨的問題，並在就學期間投入業界實習，

等於是理論、實務雙管齊下，專業應用的同

時，又能提升企業研發量能。

根據產博計畫作業要點，大專校院若要投

入，必須申請增設新的博士學程。比如中央

大學原本就有工學院博士班，另設「工學院

產學合作培育菁英博士學程」，專收產博生。

產博學程課程規畫要瞄準產業需求，增加實

務研發課程。另要限縮修業年限，安排博士

生以四年或碩博五年一貫模式，完成學業與

實習。

在招生上，產博學程可招收博士一年級新

生，安排產業博士生前兩年在校修課，後兩

年到合作的企業或法人投入實作研發。教育

部另開放招收碩士生逕讀博士，做法是碩士

生先參與產博學程的課程與學習一年，直接

攻讀博士；接著修課兩年、實習兩年，五年

一貫取得博士學位。

用專利或研發績效也能畢業

另外，產業博士生雖然也要憑博士論文畢

業，但教育部鼓勵產博學程調整學位取得途

徑，開放學生以專利、關鍵技術或具體研發

服務績效，做為博士生畢業前要取得的論文

計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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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醫學大學爭取成立「新藥研發產業博

士學位學程」，即是一例。學程主任潘秀玲

分享，目前已招收 19名學生，每年收 3名，

錄取率僅 3成。國內的生技製藥業者，對臨

床試驗、法規人才的需求量日益增加，連帶

提升給博士學歷者高薪的意願。學程的課程

設計則對準業界的人才荒，以此為重點，5

成課都由業師來上。

目前就讀北醫大新藥研發產業博士學位學

程的宋亭儀說，她從公共衛生碩士班畢業後，

有過一年的臨床研究助理經驗，覺得自己不

排斥研究，但也不想把自己限縮於學術之路。

培育學術專長，同時又有機會跨足產業的

產博學程，成了宋亭儀攻讀博士的一大誘因。

今年是宋亭儀就讀北醫大學程的第五年，

她正在撰寫博士論文，主題是有關蛋白抗體

能否對大腸直腸癌產生治療功效。宋亭儀同

時也在南投一家藥廠的法務部門實習，工作

內容是針對藥的品質做風險評估。

她形容業界的標準作業流程多、固定性較

高。至於在學校的課業，不外乎做實驗、寫

報告，會依照實驗結果調整下次實驗內容。

潘秀玲補充，業界的各種標準作業流程

（SOP）較複雜，即使是「秤藥」這個動作

也要求練 3個月，這是博士生投入業界後，

容易不適應之處。產博計畫讓業界和學生提

早媒合，創造雙贏。

提早媒合高階人才，創造雙贏

就讀中央大學工學院產學合作培育菁英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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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程一年級的黃鈺鈞，則從另一角度分享。

工程領域的業界工作繁重，留在學校的好處，

是能專心投入研發，且接觸不同領域的博士

生，創造更多可能。

而在經費上，教育部投入產博計畫經費，

每年補助每名產博生獎助學金 20萬元，至多

5年。同時，執行計畫學校，以及與學校合

作的企業，必須提供配合款，配合款總額不

得低於教育部補助額度的五成。其中，配合

款至少要有七成由合作企業或法人出資。

例如，教育部核定某項學程的獎助學金名

額 10人，教育部每年補助每人 20萬元，最

多補助 5年，總共出資 1,000萬元。學校和

合作企業的配合款最少要達 500萬元，其中

企業至少占七成，也就是 350萬元，學校則

占三成共 150萬元。政府、企業與學校三方

協力，讓五年的經費至少達 1,500萬元。

除補助個別博士生，109學年起教育部另擇

優補助執行計畫的學校每年 100萬元，至多

補助 5年。這部分也有合作企業或法人的配

合款，總額不得低於教育部補助額度的兩成。

例如，教育部核定某項學程每年計畫執行

經費 100萬元，至多補助 5年共 500萬元。

合作企業或法人的配合款至少要達 500萬元

的兩成，也就是 100萬元，執行計畫總經費

至少達 600萬元。

教育部統計，申請產博計畫的領域以生物

醫療為大宗，截至目前為止，共有 16校 24

個計畫，補助 146個博士名額。其次是人工

智慧，共 9校 14個計畫，補助 116個名額。

再來是資安與資通訊領域，共 4校 5個計畫，

補助 56個名額。

產博計畫主持人、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教授呂良正總結，許多大學教授與業界互動

密切，產博計畫像是吸鐵，讓雙方更有誘因

合作，培育產業所需的人才。

呂良正表示，產博計畫的另一好處，是提

早讓人才與企業接觸，彼此觀察對方「是不

是對的人／企業」。一來協助博士生畢業前

就找到工作，二來讓企業精準鎖定生力軍，

解決研發人才荒。

種種作為，都是希望產學無縫接軌，為企

業蓄積研發能量，也讓高階人才在企業中找

到發揮舞臺。透過產博計畫，為這個目標打

開了一條康莊大道。

   2322 January. 2021



和
一
流
企
業
合
作
，
引
領
產
業
新
方
向

臺
灣
大
學

時
間回到 102學年度，當年報考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的逕博生

數突降為 0，而原訂 27名的招生總額也只錄取了 14名博士班學生，到了

103學年度總錄取人數續跌至 12名，讓所方非常苦惱，擔心就此形成人才斷層，

於是決定積極和業界進行產學合作，推出「電信卓越菁英培育專案 」，以高額獎

學金留住人才，才算是為這場風暴止住了血。

「當時電機、資訊領域的就業市場大好，碩士生畢業後很好找工作，大家忙著

先進入業界卡位，都不想念博士班了。」臺灣大學電信工程學研究所所長蘇炫榮

表示博士班與碩士班最大的不同在於獨立思考訓練，「這是業界很重視的關鍵。」

也因此當教育部推動產業博士的時候，臺大義不容辭的加入培育業界尖端人才的

行列。

「我們已經有畢業生順利進入當初媒合的企業就職，由於就學期間就已經參與

技術開發，因此正式就職後就開始負責很重要的研發計畫。」蘇炫榮提到企業對

於目前的畢業生表現都是讚譽有佳，「因為沒有透過這項計畫，他們很難找到博

士級的研發人才。」

製造雙贏，學校和企業共同培育產業菁英

目前就讀博士班一年級的陳奕禎還記得自己大學快畢業的時候，就在思考要就

業還是繼續念書，加上當時同實驗室的學長陸續在國內外找到很不錯工作，讓他

知道沒有博士學歷，很難進入頂尖、知名的企業從事研究型工作，碩士班時得知

有產業博士的計畫，於是透過指導老師李宏毅教授媒合到 NVIDIA，進行人工智

慧及語音開發的相關技術研究。

「我們就像是公司和實驗室的窗口，負責協調雙方的需求，」陳奕禎認為這樣

的產學合作可說是雙贏，「公司需要研發人才，我也需要和研發團隊一起發表論

文，加上公司可以提供機器跑大量運算，跑出來的數據會比較接近真實。」

由於臺大的名聲響亮，該所合作的企業大多是如聯發科、瑞昱半導體、工研院、

Feature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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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華碩這一類頂尖的一流企業，研

究面也以尖端的技術開發為主，加上這些公

司也希望透過這樣的菁英培育專案，能夠吸

收到比較尖端的研發人才，而非一般企業所

需要的產品開發。

因此臺大為了讓學生能夠安心就學，除了

教育部原先提供的產學博士獎助學金之外，

每間合作的企業都必須額外提撥四年 60萬及

四年 80萬的人事或獎助學金給參與的博士

生，因此每位參與計畫的博士生最高可獲得

四年 140萬或五年 240萬的獎學金，加上一

張幾乎可說是進入知名企業的門票，都成為

招生的誘因。

同樣加入產學博士計畫第二年的博二生劉

旭偉，博士論文以「共模雜訊濾波器訊號完

整度」為題，然而媒合到的工研院電光所則

以「電源完整性分析」研究為主，是兩個不

同的研究領域，「雖然比較累，但我可以學

到更多東西，把路走得更寬廣。」

蘇炫榮認為目前臺大媒合到的廠商，都希

望能夠透過產業博士的計畫，培養未來的領

導人才，廠商都是很願意提供資源讓學生做

更深入、前瞻的研究，「這是計畫最可貴的

地方，我們透過產學合作，把企業拉上來，

讓產業走出新方向，大家一起向上提昇，這

才是真正縮短學用落差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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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了練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分析模型，我們目前正與多

家醫療院所合作，收集從神經內科、急診和眼科而來的眼震數據。」

身為神經元科技四位創辦人之一，王經富已經熟練地掌握媒體採訪的節奏，簡

單俐落地說明能夠協助醫護人員快篩腦中風、把握黃金治療期的「眼睛震顫眼鏡」

的開發細節。

透過陽明大學產業博士計畫培養出來的王經富，在拿到博士學位之後，沒有進

入原先媒合成功的企業，而是選擇以研發替代役的身分，留在學校擔任博士後研

究員，並成為穿戴式裝置新創團隊的創辦人之一。

王經富解釋，一方面，他不想就此中斷開發到一半的產品，而原先合作的公司

並無研發替代役名額；另方面，經過產業博士的歷練，他希望成為領導者，嘗試

自己想開發的實驗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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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市場所需，從學生時期扎根訓練

對於王經富的選擇，陽明大學生物醫學暨

工程學院院長暨生物醫學暨工程科技產業博

士學位學程主任吳俊忠教授表示樂觀其成。

「臺灣本土的生醫工程相關企業，大部分

都屬於中小企業。相對於一般大企業有專屬

研發部門，他們在財務和研發面上的量能明

顯不足，非常適合利用產業博士的媒合機制，

達成產學合作的目的，」吳俊忠表示。

以生物醫學暨工程學院來說，院裡有接近

一半、大概六十多位老師，在教育部尚未推

動產業博士計畫前，就已透過產學合作的方

式，在醫學工程、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光

電和物理治療等領域，媒合對相關技術研發、

也對產業有興趣的學生參與計畫。

「最重要的，是要讓學生清楚從研發技術

到產品開發的完整流程，」吳俊忠表示，企

業需要的是可以落地成為商品的研究，但大

部分老師鑽研的都是創新技術本身，透過雙

方的共同指導，學生可以學習如何在其中找

到平衡點，對於未來就業或創業都是很大的

幫助。

目前修習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的學生，大多

是由指導老師推薦，並協助媒合相關企業。

吳俊忠認為，這些學生比較喜歡新奇的事物，

也偏好應用面的研究，「以我自己開設全院

博士『院級專題討論』核心必修課程來說，

攻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的學生比較容易跳脫

傳統學術框架，以技術研發為主軸；臨床出

身的醫生學生，則很容易以相關使用經驗來

挑戰他們，」他觀察。

博士班四年級的林鼎鈞，對於這一點的體

驗非常深刻。「我一開始做醫學影像開發時，

很容易鑽研在找出腫瘤發展的模型、演算法

改寫、追求準確率等問題上。但是透過和業

界接觸，才了解市場上需要的是使用者體驗

最好、最有法規保障，甚至經過包裝和行銷

的產品。」他也因此認知到，一項新技術要

發展成解決方案及產品，才是對企業有價值

的研發，「這些是一般博士生較難學到的。」

在陽明大學的產業博士養成機制裡，不一

定要透過傳統發表論文及期刊的途徑才能畢

業，只要參與專利開發或主持計畫，獲得指

導老師和合作公司通過，也可以畢業。

因此，王經富以過來人的身分告訴學弟妹：

「碩士班畢業，能參與開發的只是別人指定

的東西；如果你想看外面的世界，用創新技

術走在同儕前面，產業博士是很好的訓練。

也唯有這條路，才能讓你早一點做很酷、很

潮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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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
在學校更能專心投入研發，和不同科系的博士生創造火花，」理工碩士

畢業生不難找到高薪工作，現在就讀中央大學 (以下簡稱中大 )工學院

產學合作培育菁英博士學程一年級的黃鈺鈞卻選擇較少人走的路，他堅定說出這

個選項的好處。

剛取得中大機械工程系碩士學位，黃鈺鈞並不打算出社會，而是直接攻讀博士。

他的理由很簡單，只要一進入企業，就難逃繁重、單一的工作型態，留在學校的

好處是能專心投入研發與精進思考維度，而且和不同領域的博士生互動，激盪出

更多可能性。

從研發者的角度來解決瓶頸

舉例來說，無論是手機、平板或電子手錶，各種 3C載具愈做愈小，功能愈趨

複雜的同時，對視覺畫素的要求也愈來愈高。關鍵零組件則由目前廣為使用的

LED側向背光源，晉升為更精細的mini LED直射分區背光與Micro LED顯示器。

微米級 LED亟待突破的技術之一是「巨量轉移」，就是將數百萬至千萬個邊長大

小只有一根頭髮直徑寬或甚更小的LED晶粒，放到目標電路板上。在大量生產時，

LED晶粒須搭配更好的技術，被快速、精準地放置，才能提高良率。

黃鈺鈞就讀碩士班期間，就積極與廠商互動及實習。雖未正式成為員工，但被

主管視為重點培育人才。他錄取產業博士學程後，試著以研發者的角度，解決這

家廠商發展Micro LED巨量轉移所面臨的瓶頸。博士生涯第一年，即得到不錯的

初步研發成果，並與企業一同參與 2020年臺北國際光電週展覽展示。

參與光電週展出還不是這項研究的終點，黃鈺鈞持續在校內精進技術，在與不

同領域學生合作過程中，找到更多提升技術的方法與觀點。

黃鈺鈞肯定地說，博士班的思考訓練和碩士班極為不同，大家解決問題靠的多

是時間與金錢，能夠更快發現問題將贏來時間。他執行的研發專案對準市場需求，

能幫公司提升未來 5到 10年的關鍵技術，同時也把研發成果寫成他的博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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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產業脈動的黃鈺鈞表示，中大產博學

程規劃前兩年在校修課，後兩年實習，但科

技技術更迭實在太快，所以第一年就同步進

行修課、實習與研發，依目前步調來看，有

望於三年取得博士學位並投入業界。

中大工學院院長蕭述三教授指出，自 103

學年度起，中大工學院開始招收產博生，迄

今已有 32名學生。產博學程鼓勵學生撰寫

與業界脈動有關的論文，另也放寬論文積點

制度，學生若取得一篇專利，可抵一篇學術

論文。

蕭述三坦言，近五年國內有意願就讀理工

的博士生大幅減少，主因是取得博士學歷，

薪資不一定比較高。但技術快速更迭，推動

產業必須升級，愈來愈多公司都有研發需求，

產博學程開啟學界與產業的合作契機，協助

學校培養高階人才與企業研發需求提早配對。

他表示，中大目前與環球晶圓、中化合成

等多家企業合作。臺灣的經濟結構以中小企業

為多，許多正面臨轉型或升級挑戰，學校未

來希望與更多中小企業攜手育才，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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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博計畫讓我學術、產業技能兼備。對公司，我的研究打敗供應商、成

功落地擴線；對學校，我發表了一篇 A級長篇論文及許多短篇論文，」

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博士候選人李玉婷說。這段學習精實的日子，對她而言雖然辛

苦，卻是充滿成果的過程。

在產博計畫實習期間，李玉婷的研究主題成功落實為技術，對接到合作企業的

實際運用上，她因此獲頒交通大學畢業生傑出貢獻獎。這不僅讓她很有成就感，

也是產博計畫目標的最終體現。

計畫共同主持人、交通大學電機學院副院長郭峻因教授指出，在發揮既有電機

資通訊領域研究及教學能量的前提下，電機學院以「畢業生在學校與職場無縫接

軌」為目標，來呼應產博計畫。

參與產博計畫的博士生，由電機學院指導教授及一位企業業師共同指導。前兩

年在校修習專業課程，並通過資格考核；第三、四年進合作企業進行實習研究。

博士生的研究方向，要符合指導教授的研究領域，包括半導體、IC設計、電子電機、

通訊網路、生醫工程、智慧系統及物聯網與 AI人工智慧等八類。

目前，交大已跟 14家企業合作，每個學年度，學校會有兩次媒合審查。除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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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試，企業可跟學生及指導教授共同討論研

究方向與修課建議。

交大電機學院博士班前兩年在校的課程安

排靈活、多元，博士生不僅可選修電機學院

所有系所的課，甚至可跨到資訊、管理、工

學院修習兩門外組課。此外，也有產業師資

及不定期講座幫助學生跟產業現況連結，如

學分課有 DIGITIMES總經理暨電子時報社

長黃欽勇的「全球工程領袖專題」、中華電

信前董事長呂學錦教授的「電機學院論文研

討」；講座則有中科院副主委任大鯤的「創

新事業與國防產業」、國際教練聯盟（ICF）

教練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 蔡雲姍博士

的「優質領導力」。至於規畫中的，則有耐

能智慧（Kneron）創辦人劉峻誠客座助理教

授的「跨域微學分」課程等等。

學校和企業各給她養分，

拓展多元能力

進入產博計畫前，李玉婷原本是軟體工程

師，在經過職場歷練後，發現專業領域仍有

不足，毅然決然辭職重回校園。她表示，學

校豐富的學習資源，能讓她真正深入學習，

透過不停選修及旁聽所有想聽的課程，雖有

各式各樣的作業挑戰，但感受到自己在專業

上的進步，覺得很值得。

李玉婷的研究主題是 AI AOI （Automated 

Optical Inspection）PCB（Printed Circuit 

Board）自動化檢測方法，由 AOI影像擷取

後，通過 AI演算法來協助產線人員做瑕疵檢

測及產品修正。她研究開發的產品，真正在

合作企業研華的工廠上線及擴線，為每條生

產線節省一個人力，也發表了多篇論文。「感

謝公司各部門的合作，還有學校老師及業師

的指導，看到公司為這研究的落實發表相關

新聞稿，真的很有成就感，」李玉婷說。

李玉婷的研究表現，無疑也是產博計畫的

成果展現。她說，學校培養她領導能力、專

業技能、深入研究能力及論文寫作的方法；

公司有學術界難取得的數據資源及眾多部

門，教會她應用所學跨部門合作和有效率的

溝通，來協力完成重大專案、解決問題。

連同 12月畢業的李玉婷，交大電機學院博

士班已有 3位博士生畢業，並都順利進入企

業任職。郭峻因說，除非與企業另有約定，

產博計畫並不會綁住學生，畢業後一定要在

合作企業服務，完全尊重學生選擇。

看重學生的興趣與選擇，交大電機學院博

士班採多元畢業標準。「多元」不代表容易，

而是跳脫過往單一以學術論文計點條件，改

以多元成果如發表論文、發明專利、比賽得

獎、產品化、技轉等研發成果為指標。

郭峻因強調，回歸人才培育與產業需求接

軌，用不同角度呈現研究的價值，研究之外

也培養溝通協作、表達能力，相信更能激發

學生熱情，鼓勵他們堅持的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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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醫藥大學在 103學年度結合藥學、藥用化妝品及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

等三系所的師資，採「碩博士五年研發一貫方式」，推動「生技製藥產業

博士學位學程」。以學校在中西醫藥緊密結合的教研優勢，為培育生技製藥產業

未來高階科技人才需求投注心力。

課程規劃分基礎學術與實務課程。碩士班一年級及博士班前二年在校期間，以

研修基礎學術課程與論文研討為主。基礎課程除校級必修生物醫學講座、院級必

修分子醫學課程外，依實習企業屬性及學生興趣，分別開設化學製藥、生物製藥、

中草藥生產技術、藥妝品技術、藥理及劑型開發、品質管理與法規等六大研究領

域課程。

實務型課程則包括人力資源與財務、智財專利地圖、製程放大研發、生產線輪

訓及產程規劃、品質分析與物料管理、設施與製程確效認證、市場行銷與分析、

環安訓練相關法規等等。

計畫主持人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主任莊聲宏表示，生技製藥產業每個領域所需

要的專業都不盡相同，因此學校建立課程分流檢核機制，針對合作企業不同的需

求開課，學生也能按興趣、按研究主題，在與指導教授及企業導師討論後，選擇

要修的課。此外，學校與國家級研究單位如國家衛生研究院、中央研究院配合密

切，因產博計畫推動，要與產業建立良好合作關係，因此國家級研究人員及業界

師資也是學校培養博士生的雄厚資源。「學校期待送出去的學生，都能跟產業契

合、具備公司未來人才培育的條件。目標是希望學生在校前三年把基礎學科念好、

實驗也做好，」莊聲宏說。

經驗和人脈是重要資產，對未來有所助益

中國醫藥大學生技製藥產業博士畢業生已有兩屆、共四名博士生畢業。第一屆

（103學年度）在學期間，兩名學生除發表八篇研討會論文外，更在國際期刊發表

了四篇第一作者及六篇共同作者的研究論文。因表現優異，畢業後均被原實習單

位留用並延續原先研究工作。莊聲宏指出，104學年度，一位同學順利完成學業後，

現正在服役。另一位畢業後，藥廠則特別為她設置一個新部門，讓其留任。

已在實習單位任職、從中國藥學暨中藥資源學系碩士班直接攻讀的第一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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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陳運捷表示，她的研究主題經過了與學校、

企業漫長的討論過程。從藥渣開發利用到藥

材管理，最後決定針對公司漢方胃腸藥進行

品質管理的相關研究。透過這段討論，促使

她對如何讓研究成為公司資產思考更多：「如

果我能證明在企業原有的品質監控下，產出

依舊穩定、優良，那我的研究對公司才有價

值。」

陳運捷說，參與產博計畫最大收穫，是有

形的錢財和無形的人脈。教育部、學校獎學

金及企業的實習薪資，讓她不必擔心經濟問

題，企業實作則讓她從校園到職場順利接軌。

陳運捷在博三資格考通過後，正式進公司

實習。在中藥檢驗部門學習各種檢驗程序，

並進現場了解實際生產狀況。她甚至跟著公

司主管赴北京參加產品發表會，並參與公益

活動。幾年內，她認識了許多人、見到許多

久仰大名的前輩，這些經驗和人脈都是無形

資產。「張光雄董事長常說一句公司創辦人

留下來的名言：『識人卡贏識錢。』這五

年產業博班旅程中，最大收穫應該就是這個

了，」陳運捷認為。

莊聲宏指出，截至目前為止，合作企業對

學程媒合、與學生互動、課程安排是否與產

業接軌、就業後滿意度均在 80%以上，學生

對課程教材內容與授課教師整體教學的不滿

意度僅為 5%。

目前中國醫藥大學生技製藥產業博士學程

現與國內九家醫藥相關企業簽訂多年期產學

合作契約，除製藥相關產業，也與教學醫院

簽約，共同培育符合國際臨床藥學教育潮流

的博士級臨床藥師。在提升國內臨床藥學知

能及病患用藥安全上，這群博士級人才將是

最好的生力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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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灣邁入超高齡社會的速度加快了，隨著健康及亞健康（身心某些功能失調

但尚未形成具體疾病）老年人大量增加，社區照顧及在地老化等議題迫在

眉睫。東海大學盤點校內資源，大家一起合作，共同協助社區老人活得更健康，

更有樂趣。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020年 8月發布的「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20至2070年）

報告」，預估 2025年，我國將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人口占比超過 20%），較前

次推估提前 1年。

東海大學早在十餘年前於「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中，已展開高齡社

會的跨領域對談。近年則由「社區高齡服務支持系統的實踐與共作」計畫繼續接

棒，不間斷地關懷老人並進入在地社區提供協助。

整合校系資源，建置支持系統

「老人需要的不只是醫療照護，所以雖然沒有醫學系、護理系，我們同樣可以

提供許多高齡服務，」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副校長詹家昌說。

東海大學盤點各學院、校系的可用資源，共同建置社區高齡服務的五大支持系

統。例如，企管系、資工系的專業知識可以協助「營運支持系統」的建置，透過

雲端營運管理平臺減少人力負荷；社工系能協助「人力支持系統」的建置，協助

社區提高志工專業；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程則支援「健康促進系統」。

另兩個系統為：「活動支持系統」及「共餐支持系統」。利用這五個支持系統，

東海大學的目標是將整個社區打造成「開放式養生村」，讓老人能夠在熟悉的環

境中慢慢老去。

複製服務模式，擴散至更多社區

東海大學分析老人的需求，將社區高齡服務系統化及模組化，在導入一個新社

區時，僅需視當地情況修改後就能快速複製服務，加速實現在地養老。此計畫的

涵蓋社區包括東海社區、福瑞社區、八福社區、永安社區、港尾社區、學田社區、

福和社區、上德社區、林厝社區及惠來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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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做好高齡服務，東海大學不僅整合學

校資源，同時也引進外部企業的力量。例如，

與餐飲外送平臺的合作，解決了為老人送餐

的問題。「社區共餐普遍有場地與營養問題。

東海的中央廚房可以準備健康美味的餐點，

而 foodpanda的協助，則讓社區老人可以享用

熱騰騰的餐點。」詹家昌形容，這是大學社

會責任（USR）和企業社會責任（CSR）的成

功合作。

老人上學去，心情好起來

不僅注重身體健康，老人的心靈需求也要

顧到，學習新知可以增進幸福感。東海成立

「樂齡大學」，為銀髮族提供再進修的管道。

許多原本足不出戶的老人為了上學而出門，

多了與同學、老師的互動，社交圈得以擴大，

心情也開朗許多。詹家昌說：「老人家非常

高興能穿上學士服參加畢業典禮，有人還將

畢業照貼在社區活動中心，兩年了都捨不得

拿下來。」樂齡大學最高齡畢業生為 101歲。

為了培育高齡產業人才，東海大學的「樂

齡生活與科技學院」著重培養大學生對高齡

議題的普遍關懷意識，讓學生從不同面向認

識高齡產業，顛覆傳統對於高齡只有照護的

想像，鼓勵各系所學生在本科專業外加上高

齡知識，成為超高齡社會的搶手人才。

每個人都會老去，這項趨勢帶動的將是一

股剛性需求。東海大學透過建置老人照護支

持系統，除了善盡大學社會責任，也提前為

未來產業布局，不啻一舉兩得，打造出學校、

學生與社區的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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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關入口、選進「對的人」，對於一所大學的重要性愈來愈大。為了不讓審

查考官的標準淪為主觀的「各自表述」，清大成立了如企業人資的團隊，

以數據研究，篩選出最適人才。

為了將昔日的科學園區搖籃，轉型成未來人才的基地，清華大學開創了許多高

教改革先例，像是跨越學選系藩籬的「客製化學程」、走出校園的「實驗教育方

案」。

這些教育變革，除了取決於大學自身，更關鍵的是找到願意自主學習，能適應

五花八門自由學制的學子，「招生」也因此從一項例行公事，演化成一門專業。

「一家企業人資做得不好，公司不可能會好，」清大招生策略中心主任、清大

化工所教授王潔這樣比喻自己的團隊。

最早做招生專業化的大學

有別於美國招生單位通常與學術單位分流，臺灣的大學選才往往由各學系負責。

2014年，清大成立「招生專責辦公室」，是國內第一所具備專業招生組織的大

學。一路走來，從非編制單位到正式組織化，更發展成 15人的「招生策略中心」

（以下簡稱招策中心）。

招策中心的任務是進行專業審查，過去 6年已審查超過 5000名考生，含特殊選

招
生
不
再
憑
感
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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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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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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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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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經濟弱勢招生、僑外生招生等 7個特殊

管道。

至於三大主要管道繁星、個人申請、考試

分發，仍由學系負責，中心則提供諮詢與分

析服務。

以 111年學測申請為例，這批學子將在 108

課綱實施後第一屆進入大學，其中「綜合學

習表現」，備審資料由學習歷程檔案勾選，

加上學系自訂甄試項目（如面試、實作、筆

試等）的比重超過 50%，「大家比較擔心，

檔案內容不像學業成績有分數作依據，大學

老師到底要怎麼看？」清大教務長、前招策

中心主任焦傳金說。

為此，透過訪談高中與大學現場，招策中

心訂出選才尺規與標準作業程序。

例如，審查委員們應依照尺規共識進行審

查，若 3名教授對 1名學生的評分等第差距

超過兩距，即必須進行個案討論，避免審查

人對理想人才過於「各自表述」。

像這樣的尺規標準，要從一間辦公室傳達

到大學各級單位、學系，自然不容易，「我

們的方式是透過『暗樁』慢慢分布，他們就

會用同儕的方式去改變學系，」王潔笑著說，

招策中心定期進行全方位審查培訓，目前已

培訓出 131位審查委員，各系皆有。

解決學系「缺額」困境

對學系來說，招策中心也像醫療顧問團隊，

幫忙診斷經營問題。

像是令人頭痛的學系「缺額」困境，中心

會收集 3至 5年的數據分析成因，「例如，

某些系最適合的可能是 57級分的學生，鎖定

滿分群的話有九成九會跑掉，」助理研究員

彭心儀說明。

招策中心的另一項創舉是與清大的校務研

究機構合作，以學生入學後的表現數據，例

如學習動機、GPA等 4年來的變化，回頭檢

視當初的選才效度。

近期更擴展到高中端，研究「高中哪一科

的表現和大學表現最有關？」或者「高中時

數學成績好，對大學邏輯表現會有影響嗎？」

等問題。

「我們做招生，要相信長期累積的數據，

而不是『憑直覺』，」王潔表示，今年會將

這些數據整合成平台，老師們能自行操作，

看看哪些標準可以篩進多少人。

為增進職能，中心成員經常參訪美國招生

論壇，了解國際選才趨勢，並與教務處密切

交流，更新教學、選課制度的資訊，反饋在

招生標準中。

儘管做了諸多準備，團隊依舊戰戰兢兢，

「關鍵一役就是：考招。如果有任何瑕疵，

大家會覺得 108課綱、學習歷程是玩假的，

大學還是要看成績，」焦傳金說，「我們背

負著很多人的期待，一定要讓社會放心。」

文章授權：天下雜誌 7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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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並整合 BIM+AIOT及各種機電與

資通訊技術，培育學生具備施工、管理

及維運的多元能力。

中國科大的技術與觀念，已獲臺中市

政府認同，並實際應用於臺中市 41棟

5,000戶社會住宅的新建與維運管理用

途，未來將以「建築智慧化技術菁英訓

練基地」作為區域訓練中心，培育北部

地區建築智慧化人才，以提升國內建築

物節能、防災及永續維運功能。

教育部表示，技職教育的發展與產

業脈動息息相關，「優化技職校院實作

環境計畫」針對學校發展特色，整合相

關領域及培育資源，並對焦在地產業需

求，提供學校師生與產業接軌的實作訓

練場域，讓臺灣最珍貴的人力資源得以

持續優化提升。自 107年開始，已陸續

完成食品安全、太陽光電、CNC工具機

切削技術、電路板設計與製造、智慧扣

件生產技術、高齡長照及多媒體遊戲設

計等區域型人才培育場域，未來也將持

續在各重點領域為產業培育優質人才，

以銜接產業升級速度，達到「為學生找

到未來、讓工作找到人才」的產學雙贏

目標。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
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
91BB75571F&s=7DD686B5F5398EB6

技專校院首座營造人才培育中
心，中國科技大學「建築智慧化
技術菁英訓練基地」正式啟用

為培育國內營造技術人才，由教育部

優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補助中國科

技大學（簡稱中國科大）以土木建築技

術為核心，建立「建築智慧化技術菁英

訓練基地」，於 2020年 12月 15日邀請

產官學各界共同為該基地揭牌啟用。

臺灣營建產業所需之土木、建築及

機電技術人員缺乏，依行政院主計總處

108  統計，土木建築業缺工約 1.2萬人，

與土木建築有關的機電零組件製造業缺

工約 3.5萬人，營建及相關機電領域總

缺工高達約 4.8萬人。為補足產業需求

人力，教育部補助中國科大 3,000萬元

建立以建築智慧化技術為主軸的培育中

心，並於 109學年起培訓符合未來營建

產業需求的人才。

中國科大表示，國內土木、建築等相

關科系，主要教學課程內容皆以工程的

設計、施工技術為主；中國科大除了施

工基礎技術課程外，也聚焦在建築物各

種機電設備與智能化設施的維運與保養

國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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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美感×未來教育展」
開展！從基礎培養美感，厚植臺
灣未來的軟實力

教育部於 2020年 12月 10日於臺灣設

計館辦理「美感×未來教育展」開幕

記者會，2020年 12月 11日至 2021年

2月 21日由臺灣設計研究院執行，於松

山文創園區內正式展出。本展覽首次集

結 12個美感教育推動計畫，邀請陳永基

設計與美感細胞聯合策展，在專業展覽

場域中進行長達兩個月的展出（免費參

觀），讓老師、家長、學生及教育從業

人員瞭解教育部集結跨部會、企業、學

校及法人單位的資源，努力推動的美學

教案與美感環境改造成果。

美感教育是一種素養教育，培養我們

對生活不同面向的觀察與省思。透過不

同的美感教育計畫，將美感意識帶進學

習的視野中，帶領孩子開始思考跨領域

問題的解方、起身行動與實踐，共創美

好的生活環境。 教育部透過跨部會、民

間單位的公私協力，由專業團隊連結各

縣市政府，帶領種子教師、學校／基地園

發展多元的美感教育課程，同時投入藝

文館所資源，引發生活中對美感的關注。

1號展區呈現幼兒、國小、國中、高

中四個不同階段的學習視野，參展的各

項美感教育計畫分別從校長、老師、家

長及學生的角度切入，梳理各計畫在行

政推動、教案課程、互動體驗三大面向

的觀點，從教室課堂延伸到生活環境，

探索注入美感的未來教育樣態。2號展

區「學美‧美學—校園美感設計實踐計

畫」以改造前後的影音影像，展現由 20

個設計團隊改造 25所學校的成果 (從幼

兒園到高中校園 )，並以 5大類別：「特

色教室」、「機能收納」、「指標及空

間翻轉」、「閒置空間再造」、「生態

學習」，介紹各校所遇到的環境美感問

題，並以設計思考提出的可行方案，呈

現臺灣校園環境的縮影以及思考改善的

歷程。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教育部所推動的

美感教育相關計畫中，「學美美學」與

「The Anne Times安妮新聞」，分別從

全球 4,769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日

本 2020 Good Design Award國際級設計

大獎的肯定。其中「學美‧美學」以設

計思考方式探索並解決校園問題之執行

模式，更是獲得評審委員極高的讚賞，

獲頒金獎榮耀（全球僅 20件）。

「美感×未來教育展」除豐富充實

的展覽內容，臺灣設計研究院也邀請小

人小學一同規劃「我們全家都是×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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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生」的親子互動及參觀活動，讓家

長帶著小朋友一起認識並培養美感。讓

孩子從家庭生活、學校課程、學習環境

等各種面向，自然接觸美，把生活環境

與文化的覺察與行動實踐，培養永續發

展世界所需具備的美學素養。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
n=9E7AC85F1954DDA8&sms=169B8E
91BB75571F&s=54E3CC09DC163215

龍華科技大學設立「行動通訊模
組測試與調校類產業環境工廠」

配合政府創新創業政策，發展亞洲矽

谷產業，龍華科技大學（以下簡稱龍華

科大）2020年 11月 23日舉辦「行動

通訊模組測試與調校類產業人才培育基

地」揭牌典禮，並由行政院、立法院、

教育部、勞動部及相關產業與夥伴學校

代表出席，共同見證資通訊產業專業人

才培育類產業環境實驗室的成立。

因應 5G行動通訊時代來臨，相關精

進與整合技術，終端產品檢測與調校的

技術難度大幅提升，為培育符應資通訊

產業人才需求，龍華科大獲教育部「優

化技職校院實作環境計畫」新臺幣 4,350

萬元經費補助，鏈結產業界及夥伴學校

豐沛資源與能量，建置貼近產業環境的

人才培育中心，搭配「通訊電路與天線」

培訓學程規劃，訓練學生具備無線通訊

模組測試與調校技術的實務操作能力，

培育產業所需且具跨領域、符合國際產

業發展脈絡的技職人才。

今日開幕的「行動通訊模組類產業

人才培育基地」，設置「行動通訊模組

調校類產業實驗室」、「行動通訊產品

工程驗證實驗室」及「EMC／ EMF產

品設計驗證實驗室」三間實驗室，打造

貼近產業環境的類產線實作場域，鏈結

在地產業、法人機構及夥伴學校豐沛資

源與能量，積極推動種子教師培訓、技

優學生培育及企業技術人力訓練，共同

開設培訓課程及開發實作教材，強化教

師實務經驗及學生實務操作能力，培育

5G無線通訊模組測試與調校技術的實

務人才。

龍華科大表示，學校長期致力於推動

產學鏈結、學用合一的實作教育模式，

積極深耕產學合作，獲教育部補助達 1

億元以上經費建置「3D數位電路板設計

暨智慧製造類產線工廠」及「行動通訊

模組測試與調校類產業環境工廠」，其

中 3D電路板工廠目前已陸續承接訂單

進行微量生產，人才培育方面也有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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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效；另因應未來 5G行動通訊產業，

今日開幕的行動通訊人才培育基地，將

可培育出優質的通訊產業人才。

技職教育的發展與產業脈動息息相

關，教育部推動「優化技職校院實作

環境計畫」針對學校發展特色，整合相

關領域及培育資源，並對焦在地產業需

求，提供學校師生與產業接軌的實作訓

練場域，讓臺灣最珍貴的人力資源得以

持續優化。自 107年開始，已經陸續完

成食品安全、太陽光電、CNC工具機

切削技術、電路板設計與製造、智慧扣

件生產技術、高齡長照及多媒體遊戲設

計、循環水資源等區域型人才培育場

域，未來也將持續在各重點領域為產業

培育優質人才，以銜接產業升級速度，

達到「為學生找到未來、讓工作找到人

才」的產學雙贏目標。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
px?n=9E7AC85F1954DDA8&sms=
169B8E91BB75571F&s=E0979571
6C134761

疫情嚴峻下臺英交流更趨熱絡

在新冠肺炎疫情於歐洲地區日趨嚴

峻，英國也採取第二度居家另的情況

下，教育部駐英國教育組仍持續積極推

動英國與臺灣間教育合作及交流，並促

成英國倫敦大學與臺灣成功大學及政治

大學簽署合作計畫書，推動臺英國際教

育合作有成。

駐英國教育組從 2020年 3月持續與英

國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 UCL）聯繫，透過該校學生海

外學習交流計畫單位，成功促成該校國

際政治與社會研究系與臺灣的大學進行

合作，提案該校與臺灣兩所大學進行選

送雙邊學生交流 1年計畫。經臺英雙邊

大學洽議合作的課程、學分採認、學費

等細節後，確定由英國倫敦大學學院與

政治大學及成功大學兩校簽約合作，兩

校業與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共同議定合作

交換學生計畫內容，並於 10月完成合作

計畫書的簽署。

自 2021年起，雙邊學校將互相選送

交換學生赴對方學校進行為期 1年的海

外學習，未來再進一步視雙方學生學習

情形擴大或調整合作方式與課程內容。

2021年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選送來臺進修

的學生為大三學生，因此，該校學生將

以學習華語為主，並依學生個人需求選

修國際關係或社會學議題相關學分。臺

灣政治大學及成功大學明年選送至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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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大學學院進修的學生，則將由學校

自行規劃遴選方式。

成功大學將提供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學

生修讀華語課程和一系列英語開設的學

術課程，分別由社科學院、文學院、管

院參與支援合作，3學院共提供約 200

門課程，另外也特別為來臺學生提供

「踏溯臺南」通識課程，結合臺南的獨

特地理時空位置，課程內容包含認識校

園故事與臺南歷史，培養學生在地關懷

精神、應用與實踐跨越學科的社會價

值。

至於政治大學不僅提供交換生及國際

生免費的華語文專班，還有超過 400門

以英語開設的學術課程供國際生修讀，

領域涵括政治、國際關係、宗教、商管、

傳播等專業，以多元觀點出發，增進學

生對亞洲與臺灣的認識；來臺學生可自

由參與政大目前力推的地方創生課程與

活動，例如，認識臺北茶文化。

駐英教育組於 2020年 11月 11日並與

UCL大學教師廖麗韻及 Dr. Igor Rogelja 

共同合作召開「臺灣學習經驗分享」線

上說明會，邀請在臺灣學習的 3位在學

英國學生分享學習心得，提供英國倫敦

大學學院明年赴海外學習的學生瞭解留

學臺灣的情況。

英國政府鼓勵大學階段的學生進行海

外學習，未來推動臺英雙邊大學交換學

生計畫預期應有很大的合作空間，期待

臺灣與英國有更多的學校共同參與交流

合作計畫。

資料來源：

https://www.edu.tw/News_Content.aspx
?n=9E7AC85F1954DDA8&sms=169B
8E91BB75571F&s=D48134E4C9B2B
C0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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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BUSINESS

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講座教授 傅立成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終身講座教授 曾煜棋

工程及應用科學類學科／
第二十三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工程及應用科學類學科／
第二十三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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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產博計畫」打造頂尖研發人才

讓博士生學以致用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報名

四技二專特殊選才入學指定項目甄審

110學年度學科能力測驗考試

110學年度術科考試體育組

110學年度術科考試美術組

110學年度術科考試音樂組

公布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及統計資料

寄發學科能力測驗成績單

四技二專技優保送入學分發放榜

110年全國大專校院校長會議

寄發術科成績單

申請110學測考試成績複查

申請110術科考試成績複查

110/1/4-110/1/7

110/1/21-110/1/31

110/1/22-110/1/23

110/1/25-110/1/27

110/1/29-110/1/30

110/2/1-110/2/4

110/2/24

110/2/25

110/1/26

110/1/28-110/1/29

110/2/26

110/2/25-110/3/2

110/2/26-110/3/3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技專校院招生委員會聯合會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聯合會

高教司、技職司110年1∼2月份重要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