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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本文主要介紹兩岸在 2008 年舉辦的兩場電力電子的活動：中國大陸的「中國電源工程師技

術交流大會」及台灣的「第二屆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本文撰寫的目的是期望拉近產業同行或

未來的同行與「市場」、「產品」、「技術」三者間的距離以及探討產業人才與工程教育的重要性與

關連性。  

 

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關鍵字：電力電子產業、電源產業、AMDPE、電力電子協會、電源學會 

    

1.1.1.1.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2007 年 8 月 1 日我應聘到聯德集團擔

任大中華技術總監的工作，同時並兼任東莞

聯德電子公司廠長的工作。為了要瞭解中國

電源市場、產品與技術的走向，我參加了

2007 年的中國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當

時也是兩天的行程。我聽了我的朋友廣東電

源學會理事長張占松教授的演講，也收集了

一些元器件公司發展的一些有助提升「能源

效率」的「解決方案」。記得當時的聽眾有

800 多人。人數之多，聽眾學習的熱情都令

我有很大的感觸。 

     2008 年 2 月我回到清雲科技大學。因

緣際會，中國電源學會邀請我擔任 2008 中國

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的專題演講。這次

的應邀是因為 2008 年 3 月在上海又重新接觸

了的關係。3 月我到上海是參加一年一度在

上海舉行的 PCIM China 2008 展會及研討

會，在展會中再度與中國電源學會的老友們

相遇。我常常刻意去參加一些國際電源相關

的展會及研討會，我都會很用心的去觀察、

學習、收集資料並結交朋友。舊雨新知的談

話中，往往給我許多啟發與知識。我戲稱這

是我「充電」及「休閒」的時間。在知識爆

發的時代，「不進則退」是鐵律，我雖年事

漸高，但仍不敢掉以輕心。 

PCIM 是 Power Electronics & Intelligent 

Motion 幾個英文字母的縮寫。每年在德國鈕

倫堡都有盛大的場面。鈕倫堡是一個非常特

殊城市，它聚集了很多電力電子產業的上下

游公司，由於群聚效應，每年的展會與研討

會都非常成功。由於亞洲的市場逐漸成長，

因此 PCIM 最近十幾年都在亞洲也舉辦展會

及研討會。記憶中在香港、日本辦過。最近

幾年都在上海，每年的活力與影響力都在成

長。2007 年初浙江大學的徐德鴻院長推薦我

擔任 2008 PCIM China 技術委員會的委員。

2008 年 8 月 15 日我又收到 PCIM China 2009

主辦單位徵稿的通知。PCIM China 2009 有更

進一步的突破，展會與研討會的時間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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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 日～6 月 4 日。徵文的網站如

下：www.pcimchina.com，歡迎有興趣的朋

友投稿。參加活動有益身心，在活動中人與

人能有效迅速的拉近距離。 

2008 年 4 月我到浙江大學參加「第二

屆中國高校電力電子暨電氣傳動研討會」。

第二屆在作法上有別於第一屆，活動中主辦

單位以更創新的手法與思維去認真看待「新

電力電子技術及應用」的探討。在西湖之畔

的浙大校園，眾學者們腦力激盪盡情發揮，

所關心者，莫如電力電子的定位及定義、各

大學研究的發展現狀與展望等，精彩之至。

以後我將撰寫專文介紹之。預計 2009 年 5

月將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第三屆。強烈建議

國內各大學電力電子領域的代表人物參加。 

第一屆中國高校電力電子暨電氣傳動

研討會是 2007 年月 8 日在哈爾濱工大舉行。

當時台大陳秋麟教授應邀做專題演講，我與

亞力電機執行副總經理鄭朝彬先生一道前

往湊興。這個新興的研討會果然有很不同的

地方，研討會中大幅減少了學術論文的比

例，而增加中國大陸有電力電子研究的高校

（大學）在大會中介紹其團隊、研發方向、

實驗室、產學合作…等節目。你可以想像在

哈爾濱嚴寒下（零下負 20 度），大夥齊聚一

堂，一整天下來你可以瞭解到許多學校的發

展及人才。他山之石可以攻錯，我喜歡這樣

誠懇的交流。尤其在「節能省碳」的世界中

是沒有藩籬的。 

本文將我介紹 2008 年中國電源工程師

技術交流大會及我最近負責的「第二屆電力

電子暑期菁英營」的活動內容。本文特別記

載了菁英營活動中第一屆國際先進馬達驅

動、電力電子及新興技術研討會（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Motor 

Drive, Power Electron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簡稱 AMDPE）中的「電機工

程教育論壇」的精彩片段（註：AMDPE 是

台灣科技大學主辦的）。面對新的時代，我

們如何辦好「工程教育」及對「產業人才」

的期盼及作法。  

 2. 2. 2. 2.     中國電源工程師中國電源工程師中國電源工程師中國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技術交流大會技術交流大會技術交流大會    

大會背景大會背景大會背景大會背景 [1]    

2008 中國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是

由中國電源學會主辦、『電源資訊』雜誌、

世紀電源網（www.21dianyuan.com）協辦的。

大會於 2008 年 5 月 24～25 日在深圳會展中

心梅花廳舉行，計有 18 場演講，實際參加人

數 1435 人。  

 

圖 1  筆者發表「源流管理與系統思

考：配合設計與失效模式分析」的專題演講 

 

圖 2 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的盛況 

大會大會大會大會舉辦舉辦舉辦舉辦的主要目的的主要目的的主要目的的主要目的效果效果效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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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原訂的主要目的為：推廣新技

術、新產品。而與會人士在 878 份有效問卷

中反應的「瞭解和學習最新電源技術、與同

行進行交流、瞭解最新產品」是十分吻合

的。此次大會採取了台下提問，在每日下午

再由會上專家統一回答，是此次突破的手

法。由於交流現場氣氛熱烈，看來明年可以

持續。 

與會代表的工作單位屬性，依次分為

電源製造商（54％）、電源配套商（11％）、

IC 設計商（8％）、電子產品用戶（7％）及

半導體（4％）（見圖 3）。總體觀之，電源與

半導體的關係密切明顯，值得關注。 

 

圖 3 與會代表的單位屬性分佈[1] 

大會代表的工作屬性經統計分析後，

以一線的技術人員最多（佔 47％）而研發管

理人員次之（19％）.最令人驚訝的是企業負

責人/董事長則多達 7％.其餘詳見表 1。這樣

的分佈，主辦單位也注意到了。明年可能加

強技術管理與企業經營的交流。 

表 1 大會參加人員的工作屬性[1] 

參與人員工作屬性 百分比％ 

一線技術人員 47 

研發管理人員 19 

市場行銷人員 8 

負責人/董事長 7 

企業管理 5 

其他 14 

     根據大會的統計，與會代表所涉及的

主要產品依次以交直流轉換（79.9％）、直直

流轉換（54.64％）、消費性電子（31.44％）

及照明（27.32％）。圖 4 是摘自 2008 中國電

源工程師技術交流代表大會總結報告。 

 

圖 4 與會代表所涉及的產品分佈[1] 

大會的節目內容大會的節目內容大會的節目內容大會的節目內容    

                    兩天的節目表（見表 2）,可以看出交流

大會主辦單位的用心。許多精彩的內容，有

機會再向讀者介紹。 

表 2 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節目表 

時間 內容 

2008 年 5 月 24 日（週六） 

08:00-08:50 參會代表報到進場 

09:00-09:10 中國電源學會領導致詞/昂

寶、恩智浦代表致詞 

09:10-09:50 張興柱  普高（杭州）科技開

發有限公司 總經理 

演講題目：開關電源開發人員

所需具備的理論知識，實踐技

能和工程素質 

09:50-10:30 方烈義  昂寶電子（上海）有

限公司 技術副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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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創新的綠色節能電

源解決方案 

10:30-10:45 茶歇 

10:45-11:25 Gary Chang 系統應用工程師  

英飛淩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演講題目：英飛淩科技之新式

低壓晶體技術 

11:25-12:05 吳英秦  清雲科技大學電機

工程系教授兼電資學院院長 

演講題目：源流管理與系統思

考：配合設計與失效模式分析 

12:10-13:30 休息，午餐 

13:30-14:10 陳永真  中國電源學 常務理

事  遼寧工業大學 教授 

演講題目：開關電源中的鋁電

解電容器及其注意事項 

14:10-14:50 林濤  技術行銷經理  飛兆

半導體   

演講題目：大尺寸液晶電視高

壓 inverter 整體方案 

14:50-15:05 茶歇 

15:05-15:45 梁立堯 技術工程師  富士通

微電子有限公司 

演講題目：關於平板電視電源

IC 市場和產品應用 

15:45-16:25 陳乾宏  南京航空航太大學 

副教授 

演講題目：平面磁件概述 

16:25-17:05 周潔敏  南京航空航太大學

民航工程系 主任 

演講題目：PFC 電感計算 

17:05-18:00 分組討論、專家答疑 

2008 年 5 月 25 日（周日） 

08:00-08:50 參會代表報到進場 

09:00-09:40 張廣明  中國電源學會副理

事長  梅蘭日蘭電子（中國）

有限公司  顧問 

演講題目：論傳統 UPS 供電方

案的問題與變革 

09:40-10:20 吳劍橫  資深應用工程師  

NXP 恩智浦半導體 

演講題目：高效節能的恩智浦

綠色電源晶片 

10:20-10:35 茶歇 

10:35-11:15 林建良 應用工程部處長/朱益

衫 系統研發處處長  通嘉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演講題目：External Adapter 應

用對策/數碼相機電源產品介

紹 

11:15-12:55 陳為  中國電源學會變壓器

專業委員會 主任 

福州大學電氣工程與自動化

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院長 

演講題目： 功率電感器的損

耗分析與設計考慮 

12:00-13:30 休息，午餐 

13:30-14:10 趙修科  中國電源學會《電源

技術學報》主編   南京航空

航太大學教授 

演講題目：學習處理電源 EMI

的幾點體會 

14:10-14:50 錢振宇  中國電磁相容標準

化技術委員會委員 

上海三基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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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題目：脈衝群抗擾度試驗

的要點及其對策 

14:50-15:05 茶歇 

15:05-15:45 黃萬年  技領半導體 AC/DC 

IC 應用高級主管 

演講題目：Active-Semi AC/DC 

IC solutions Charger & LED 

lighting Driver 

15:45-16:05 張洪波 材料技術代表  IZM

弗勞恩霍夫可靠性和微集成

研究所 

演講題目：新生態設計指令 

“耗能產品環保設計指令”

及其對電源製造商的影響 

16:05-16:45 李龍文  中國電源學會元器

件專業委員會 主任 

演講題目：更新觀念用新技術

設計最優秀的電源 

16:45-17:00 抽獎 

17:00-18:00 分組討論、專家答疑 

    

3.3.3.3.    2008200820082008 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    

緣起緣起緣起緣起            

記憶中，2006 年成功大學電力電子團

隊的陳建富教授、梁從主教授及林瑞禮教授

等覺得有必要給新進的研究生們在暑假時

加開一些課程以提升他們在研究所的研究

水準。在暑期中為新進的電力電子領域碩士

生介紹基本的學理及工具，成效良好。2007

年成功大學擴大他們的理念，在中華民國電

力電子協會及幾位企業的支持下，舉辦了第

一屆電力電子菁英營。舉辦的方式是參觀贊

助的企業及相關的研究院及大學，希望帶給

學生們較大的視野及對來投入的產業有所

瞭解。當時有 40 位同學參加。 

 

 

圖 5  開幕式陳副理事長訓勉學員 

2008 年電力電子協會 2008 年 3 月第一

次理監事會議中，成大釋出善意，希望菁英

營的活動可以改為電力電子協會主辦而各

校輪流承辦的方式。由於在場的清華大學、

台灣科大、台北科大、東南科大等校十分謙

讓的情況下，清雲科技大學很榮幸的有此機

會承辦第二屆電力電子菁英營。 

鑑於一年一度的活動無法提供持續對

年青學子的服務與關心。經過思考並請教協

會的理監事們，我因而提出一個「培育電力

電子人才的計畫─從 2008 電力電子暑期菁

英營開始」(Cultivating Power Electronics 

Industry Talents Tomorrow Today – Begin with 

2008 Power Electronics Fresh Master Students 

Summer Camp)。計畫的總經費中新台幣 10

萬來自協會、10 萬來自清雲科大而其他 40

萬將來自企業的贊助。執行時間是從 2008

年 8 月 1 日到 2009 年 7 月 31 日。預計舉辦

的活動有 5 次。第二屆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

已於 2008 年月 18 日到 2008 年 8 月 20 日圓

滿結束。本文的部分報導也可以說是暑期菁

英營的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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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菁英營的暑期菁英營的暑期菁英營的暑期菁英營的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目標有：爭取學員的認同感並進而吸

收學生種子會員，培養種子會員的國際觀及

團隊精神並加強種子會員對電力電子產業

的認識。主要的盼望是能及早給予學員們對

電力電子領域的瞭解並加速他們融入的程

度。 

附加價值的目標還有：增強國內電力

電子學術活動的活力，提升活動的價值並增

加學子的向心力；讓參與者儘速瞭解此領域

的關鍵人物並設法吸引更多的學生參加。 

 

圖 6  開幕式後番晴財教授的專題演講 

2008200820082008 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的的的的節目節目節目節目 

整個節目中是以台灣科技大學主辦的

APDPE 為主軸而展開的。 

8/18/2008 09：00～09：30 菁英營報到、填寫

第一次問卷、介紹工作團隊及未來三天的菁

英營「營規」。  

8/18/2008 09：30～10：00 菁英營開幕式：台

灣電力電子協會副理事長陳建富教授主持

2008 菁英營的開幕式並致詞 以及菁英營工

作團隊工作報告。 

8/18/2008 10：00～11：50： 專題演講，由國

立清華大學電機系教授潘晴財博士 。演講

題目：短暫研究所學習過程中奠定人生成功

的基礎。 

8/18/2008 11：50～12：10 菁英營工作團隊工

作報告並分組，遴選小組長。 

8/18/2008 的 13：30 起全程參加台灣科技大學

舉辦的 2008 AMDPE 的三天活動；其中有整

個下午的 tutorial courses、一整天的國外學者

專家的邀請演講及一整天的論文發表。

8/19/2008 的晚宴及 820/2008 閉幕式中的音樂

欣賞是學員們必須參加的重點。以符合多元

化人才的培養。 

8/19/2008 的 15：30～15：50 分三組參觀台灣

科技大學電機系及電子系的電力電子實驗

室 

 

圖 7  參觀實驗室時與黃仲欽教授合影 

8/20/2008 的 17：30～18：00 菁英營閉幕式，

填寫第二次問卷。攝影珍重再見。 

8/24/2008 的 24：00 學員心得報告上傳截止。 

結合了結合了結合了結合了 AMDPEAMDPEAMDPEAMDPE 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國際研討會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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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DPE 的全名是：Advanced Motor 

Drives, Power Electronics and Emerging 

Technologies. 這個第一屆的小型國際研討會

的誕生是台灣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的劉添

華主任的構想、努力再加上香港大學陳清泉

教授的熱情回應而逐漸成型。凡事起頭難，

預定兩年後的第二屆一定更加成功。這次第

一屆的 AMDPE 中的各項活動中規中矩。國

內年青學者在研討中表現出來的專業及語

文能力，令人雀躍不已。 

陳清泉教授是中國工程院院士和英

國皇家工程院院士，是世界著名的電機工程

和電動汽車專家。他獲《亞洲新聞》評為“亞

洲最佳創新者”，獲《Global View》期刊譽

為“亞洲電動車之父”。陳清泉教授在印尼

出生，在大陸成長，在香港和海外成名。他

經歷坎坷、卻茁壯成長，無論在教學或科

研，均出類拔萃。他時刻不忘貢獻國家、不

忘貢獻世界、回饋社會，深受學生的愛戴，

世界各地學者的認同，和企業家的讚賞。 

我們徵得了陳清泉教授的同意，將他

寶貴的人生經驗和思考方法分享給第二屆

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的同學。我們從“二十

世紀中國著名科學家書系“中的《陳清泉》

中摘取了其中對國內年青學子及教授有幫

助的部分，如工程哲學、工程教育、教學方

法、成功之道、學習方法、提升之道、與會

技巧、教學原則、科研態度及產學研結合

等，編入了菁英營的學員手冊。 

學員手冊是此計畫的一個重點，因為

它可以讓學員們對菁英營有更深的認識，而

且可以一再閱讀，將來可以溫故知新。學員

手冊的目錄如下：菁英營議程表、中華民國

電力電子協會理事長的勉勵、潘晴財教授的

專題演講「短暫研究所學習過程中奠定人生

成功的基礎」、陳清泉教授的人生經驗與思

考方法、台灣科技大學電力電子實驗室簡

介、學員名冊、工作人員簡介及附錄。附錄

中我們列了電力電子協會的章程及學生會

員的入會申請單、鄭明杰同學編寫的歐洲電

力電子中心簡介及游憲鵬同學編寫的美國

電力電子系統中心簡介。 

鄭明杰與游憲鵬兩位同學在菁英營前

後付出極大的心血及體力。他們負責的項目

有：設計兩次問卷、招待晚宴的擔任全程英

語的司儀、三天活動中對學員管理與激勵、

大會晚宴學員座位的安排及心得報告的設

計與整理等。我心中感謝之餘，也頗覺欣

慰，因為他們付出雖多但收穫甚大。我相信

這一段日子對他們而言，是值得紀念的。年

青助教的安排確是好的點子，因為青年人容

易打成一片而且他們很容易成為學員們的

「榜樣」。   

整體的統計資料整體的統計資料整體的統計資料整體的統計資料    

精彩的節目內涵、具意義的目標及有

效的管理是暑期菁英營成功的原因。此次暑

期菁英營報名的有來自國內 24 個學校的新

鮮碩士生 87 名；第一天完成報到及第一次問

卷的有 76 人。第二天與會學員人數 63 人。

第三天與會人數 62 人。第三天參加正式

AMDPE 閉幕式及台灣藝術大學音樂演奏會

的人數有 62 人。這 62 人在菁英營的閉幕式

後很認真的填寫第二次問卷。其中 52 人在限

定的時間內完成「心得報告」，經過審核呈

請協會頒發結業證書。這個證書的意義是在

於他們有毅力能自始至終完成一項訓練，在

人生留下了「美好的痕跡」。我恭喜他們。 

感謝台灣科技大學給予學員們參與大

會晚宴的機會。一般的國際會議多半無法提

供學生的晚宴。連同台灣科大的研究生，共

開了 10 桌。我們將座位重新安排，每一桌來

自不同的學校，每一桌都有台科大的研究生

當主人。氣氛十分輕鬆愉快。我與每桌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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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合照。圖 8 可以看出大加的心情。感謝劉

添華主任。 

 

圖 8  大會晚宴照片分享 

心得心得心得心得報告的報告的報告的報告的設計設計設計設計與統計結果與統計結果與統計結果與統計結果    

為了更瞭解學員對此次菁英營的建議

同時也為了加速學員們對未來研究的關

注，我們特別要求每一位學員在 824/2008 子

夜以前完成心得報告作為頒發證書的主要

依據。心得報告的設計如下：（1）在這次的

活動中另您印象最深刻的演講者並簡述原

因。（2）在這次的活動中您印象最深刻的人

物並簡述原因。（3）在這次活動中的演講中，

哪一場最能引起您的共鳴？並以中文簡述

演講者所講授之重點。（4）將來有無意願在

貴校舉辦小型交流活動？並希望涵蓋那些

課程及活動？（5）請簡單介紹您的指導教

授、學校相關電力電子領域的老師所從事的

研究內容、學校電力電子相關實驗室的設備

及你未來希望發展的方向等五大項。 

在 52 份有效「心得報告」中，我們發

現（1）在這次的活動中學員印象最深刻的演

講者依次為陳清泉教授（60％）、潘晴財教授

（23％）及賴日生教授（13％）；（2）在這次

的活動中學員印象最深刻的人物依次為吳

英秦教授（40％）、陳清泉教授（31％）、及

潘晴財教授（15％）；（3）在這次活動中的演

講中，最能引起學員的共鳴依次為陳清泉教

授（38％）、台科大的研究生論文發表群（29

％）及潘晴財教授（17％）；（5） 學員未來

希望發展的方向依次為綠色能源（20 人）、

電力電子變換器（15 人）及控制驅動（3 人）；

還不確定有 10 人。 

4.4.4.4.    工程教育與產業人才工程教育與產業人才工程教育與產業人才工程教育與產業人才    

在 AMDPE 第二天的議程中有『電機教

育如何因應新的時代論壇』。這個議程的時

間很短，但是在過程中與會人員的討論中引

起極大的迴響。我深深覺得有必要加以記

載，做為今後工作的指導方針。 

這個議程說是一個論壇，但也是一般

國際會議的 rap session，就是針對一個主題，

在主席與引言人的暖身後，大家熱烈發言。

這個議程是由陳清泉教授主持，引言人有：

台灣科大葉勝年榮譽教授、新加坡大學的

Prof. Tay Teng Tiow、漢城大學的 Prof. Sul

的、日本 Yaskawa 電機公司的 Tsuneo Kume

博士、清雲科大吳英秦院長、台灣科大的劉

添華主任、美國 Virgia Tech 的賴日生教授、

國科會工程處長成功大學教授蔡、國科會電

力學門召集人中央大學林法正教授、經過

100 分鐘的討論，每位 panel session 的成員都

表達了對教育發展的觀點。總結下來：強調

如下：學習的動機、自我學習、創造競爭的

環境與機會、課程的安排及專題製作的重要

等。 

葉勝年教授、劉添華主任及林法正教

授都提出很完整的國內教育制度及作法。前

兩位的報告中可以看出台灣科技大學電機

教育的歷史回顧與展望，值得細心品味。 

陳清泉教授提出幾個議題及面臨的挑

戰。他認為目前許多大學面臨以下幾項挑

戰：吸引最好的學生、入學的不同管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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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內容與評鑑、教與學的互動、在大學部研

究訓練計畫的角色、大學生的課程設計增設

創新及創業的課程、大學課程中開發更有效

的教學設計具、增設國際交流計畫及實習課

程、具特色的新興計畫以配合市場的需求及

如何使用拓展全球化的教學以抓住全球的

機會。[2]                

來自新加坡的 Tay Teng Tiow 教授，他

首先提出全球化的概念與想法。他認為各國

產業與經濟的發展有關。有幾項可以堅持：

如（1）清楚瞭解原理並再加以創新；（2）

重視產品的開發與智慧財產權的創造；（3）

在基礎科學上的貢獻。 因此，他認為對大

學部的工科學生應打好基本科學的基礎、設

計具競爭性的家庭作業，建立以專案或問題

求解式的評鑑方式、養成以團隊合作的學習

模式，詳加瞭解開發產品的流程、讓學生知

道工作倫理與社會的關係。至於研究生呢？

他認為應該高度重視在短期內對社會的重

要貢獻或衝擊、與產業界的合作、接觸不同

領域及用最優厚的條件吸引最好的人才。  

來自日本的 Tsuneo Kume 博士讚許現

在的年輕工程師都受過良好的教育而且工

作十分努力。 他們中不乏有人具有良好的

軟體實現的技巧，這些是有理論的知識支持

的。但是不幸也有很多人不瞭解在電機與磁

性現像中真實的物理意義。所以我們應該給

予年輕工程師更多「經由實驗而思考」的機

會。我們應告訴他們在工程的世界裡，「經

驗」扮演了與「理論」一樣重要的角色。他

相信，藉著實際接觸元件、零組件及設備，

年輕人應該會覺得電力電子學習與研究是

一項非常有趣的活動。他強調「模擬」是一

項選擇但不是全部，它也絕對不能取代實

驗。  

韓國漢城大學的 Seung-Ki Sul 教授，首

先介紹了韓國的發展及面對的問題。然後再

說明電力電子技術有能力克服局部環境與

能源的問題。在教育上，他主張多元化的教

學，他認為除了專業之外，尚應包括溝通技

巧、商業與企業管理的之事及對全球問題的

關注與瞭解。他強烈主張自我學習的重要。

同時他也希望學生能明辨問題之所在。與大

多數者一樣他也很重視，試驗或實驗的技巧

（knowledge on hands） 

什麼是價值什麼是價值什麼是價值什麼是價值？？？？如何判斷如何判斷如何判斷如何判斷？？？？[3][4]    

本人則主張教育的對象是「人」，人

的種類很多，在學習的智能與潛力的分佈上

是呈現金字塔的。有些教授以教出出類拔尖

的學生為職志。但是我們的社會或產業是由

不同性質工作的人組合而成。因此，我們固

然可以以「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為滿足，但

也要想到應該是「有教無類」。如何因為我

們的存在與付出而使得他們的「價值」獲得

提升。在教育上，我主張因人而異、因地而

異、因時而異。不過，我也同意許多學者談

的全球化思維、網路及機會。所以在觀念

上，我提出 glocalization 的主張。這是一個新

字，是將 globalization 加上 localization 所組合

而成。也就是融合在地化與全球化，簡單的

說，就是針對在地的特性朝全球化的趨勢邁

進。簡單的說，全球的趨勢不可不知，但在

地的特性與需求應該顧及。 

我受到 MIT 兩位教授的影響很多，其

中一位是 Prof. Alan Oppenheim。他對教育的

觀點可分為以下幾點： 

(一)學習的方式： 

學習有兩種方式。第一種是對某些旣定

的事實、工具及技巧要直接了當地去消化吸

收。第二種是要培養我們的判斷力，洞察力

及直覺以便能適當地及有創意地使用那些

第一種學習的事實、工具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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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師的角色： 

老師是學生們知識上的父母（intellectual 

parents），老師的角色扮演對於學生而言應該

是亦師亦友，除了要培養學生們的專業知識

外，同時也要引導他們擁有更寬廣的視野，

而更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創造力、對事物的

洞察力、以及自信心。 

教書就像是父母對子女的教導與照

顧，對下一輩無止境的感化。許多的教育，

不能只著眼於用教科書裏或課堂上所熟知

的公式來解決問題，而老師所面臨的最困難

挑戰之一就是如何帶領一群正在學習創造

性研究的研究生去打破這項傳統。 

 

(三)學生努力的重點及體會： 

學生必需要能體會電腦與網路在學習

上的重要性因而會努去學習更有效地使用

電腦與網路。學生要瞭解想像力及創造力的

重要性。作任何事之前的事先規畫時，即應

該先在腦海中對所要做的事情有個景象或

架構；其次、就是要培養一些於工作之外能

讓自己重新充電的興趣，做一些與工作完全

不同的活動能讓自己放鬆、處於平衡狀態並

獲得新的創造力。音樂、藝術、文學、歷史

及哲學等都是很好的活動。 

 

(四)老鼠與大象的價值觀 

選擇要研究的工作就好比是站在一片

高草原的邊緣，並且從草叢中露出幾條尾

巴，輕輕的去拉動那些尾巴來感覺到底另一

端是大象或是老鼠？直覺與判斷將引導我

們選擇一條尾巴去尋找，研究的成果究竟是

大象還是老鼠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共同

研究的過程及方法。究竟老師所提出的教育

方法是否能帶領學生找尋到大象或老鼠？

老師或許並不知道，但是老師希望至少能表

達出了老師從教學中所獲得的感覺以及老

師與學生之間關係的重要性。 

我的老師張式魯博士曾告訴我”我們是

辦教育，不只是辦學校；我們是教學生，不

只是教書”。他的意思是：辦學校、教書只是

基礎建設與手段而非目的，教育與學生才是

我們追求的重點。但什麼是教育呢？而我們

心中的理想學生又應該是如何的呢？雖然

我沒有很好的答案，但是張老師的話卻時時

提醒我要努力辦好教育、要努力教好學生。 

   我對美國大學教育最深刻的印象是均衡

的知識傳授也就是在台灣常談到的全人教

育。在印象中，美國的一般大學生畢業所需

的修習課程大致分為四類：專業知識、人文

(humanity)、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與自然

科學(natural science)。以理工科而言，專業

知識及自然科學佔了 50％，同時兼顧了專業

的深度與自然科學的基礎與廣度。而人文與

社會則帶給學生人文、歷史、哲學等知識的

成長，使得每個年輕人畢業後，可以體會前

人、今人與後人可能需求與感受，進而對將

來投入的社會有一份責任。我不是很瞭解四

類課程嚴格的定義，我只是感覺這樣的大學

教育比較全面，也比較實際及有趣。認真想

來，也比較能符合國家與企業所需的人才規

格。 多年的經驗告訴我，如果能修習可以長

出東西來的課程，遠比看來炫麗華而不實的

課程有用的多。 

   記得龍應台女士在百年思索一書的序文

曾提到”文史哲”三者的重要及意義。她說文

學使人看到，她問我們看到湖邊的白陽樹，

也看到水中的倒影，究竟誰才是真實？她說

歷史使我們較易看到前因後果的一致性而

不是片段呈現的「事實」，片段的資訊有可

能帶來斷章取義，往往不能夠提供完整的判

斷？哲學能幫助我們在困惑或無助中有如

在荒野中仰望星空來求取如何解脫或脫困

的方向。教育英才，圖得是培養一代又一代

的未來主人翁，我們深切的盼望能教給他們

判斷價值的能力，因此，教育的宗旨也可以

說是教導學生什麼是價值？又如何去判

斷？。針對這樣需求，我們當然要呼籲配合

陳清泉教授及其他發發言者所提出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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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原來真是「英雄所見略同」。 

國內應重視課程的安排（包含通識教

育）的內容與結構，筆者覺得應以「學生前

途」為主軸的規劃而非以「教師或學校」為

主軸的思維。 

顏子四勿，要收入來；閒存功夫，制外

以養中也。孟子四端，要擴充去；格致功夫，

推近以暨遠也。宋朱熹說顏生躬四勿，曾子

日三省，這四勿是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及非禮勿動。這些要放在心裡之

外，還要克制外在的誘惑，以培養正氣。而

孟子談的四端指的是儒家講的”人的四種固

有德性”。簡單的說是”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的仁義禮智四端

要擴充開來；格物致知的功夫，要由自己做

起並且影響別人。今日的大學生，明日的社

會棟樑，我們有哪些課程可以幫助我們能擁

有是非之心、羞惡之心、惻隱之心及辭讓之

心？面對現今政治與社會的亂象，大家提出

的「倫理課程」似乎是一項好的建議。  

麻省理工學院教授 Alan V. Oppenheim

博士認為學習有兩種：第一種是既定的事實

與技巧，要直接了當的去消化吸收。第二種

是培養判斷力、洞察力、創造力或直覺，然

後可以在適當的時間與地方去使用第一種

學習到的事實與技巧。筆者深深同意他的看

法，也嘗試在教的每一門課程中去訓練學生

有完整的兩種學習。此外，筆者強調學習的

動機、態度、方法及團隊學習習慣的培養。

如果很多的老師心中有這樣的體會，自然就

會設計出論壇中教授們提出的建議了。   

5.5.5.5.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藉由活動促進人們的互動。如果有好

的規劃，在互動中自然就會產生預期的效

果。古語說：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這個

道理。團隊學習的效果是十分驚人的。中國

電源工程師技術交流大會與台灣電力電子

菁英營的活動都是第二次的嘗試。筆者相

信，若秉持努力辦好的心及合理化的規劃與

管理，可以預見明年有更好的互動。當然，

藉著本文，或許我們可以學習雙方的長處，

使產業的未來更加光明。 

學員的心得報告中或許可以為本文下

最好的結論。他們從陳清泉教授身上可以體

悟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樂觀幽默的態度及

平易近人的重要。陳教授最後結束的那一個

飛機投影片向與會人士珍重再見，令人心情

開朗了，也因此拉近了師生之間的距離，鞏

固了彼此之間的感情。陳教授對事情敬業積

極的態度以及一直不停吸收新知識的好學

豎立了年輕學子的榜樣。  

陳清泉教授告訴大家「學海無涯，無

限探索無限深」、「人的一生，全靠奮鬥，唯

有奮鬥，才能成功」，年輕的學子們學習了

積極的人生觀，勇往直前的勇氣，對科學及

工程的渴望與創新，還有遇到挫折時，不妥

協的精神。陳教授在演說舞台上的自信及英

文、國語及廣東話的掌握能力也是大家學習

的重點。  

在電力電子暑期菁英營第一場演講

「從短暫研究所學習過程中奠定人生成功

的基礎」，潘晴財教授介紹了目前我國電力

電子的特色及人才培育歷程、國科會發展的

重點與規劃、業界發展的趨勢外，潘教授又

提醒了在學校比較少想到的議題－工程倫

理，他提醒大家對社會、專業、雇主及同僚

間的對應。潘教授傳給大家一位工程師應該

具備的基礎能力與工程倫理信條。在最後演

講結束時還播放了席慕容先生的作品。這種

鼓勵大家培養人文及藝術素養，關心周遭，

厚德載物，而不是做個只會專業問題但麻木

不仁的工程師。當然他也不忘提醒專業的必

要性，要大家藉由學習，加值自己，成為全

方位的人才。  

菁英營的最後一天，論文發表的主力

是台灣科大的研究生們。從 52 份心得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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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發現這部分的節目是引起學員相當

大的共鳴。以菁英營而言，對大多數的新鮮

人，用英語發表論文是很不簡單的突破。台

科大學生發表論文的傑出表現激發了學員

在日後研究之路的動力而起找到了學習標

竿。學習動機的啟發是教育成功的關鍵。有

了學習的動機，加上良好的配套，自然是順

水推舟、水到渠成的了。 

藉著活動，人們彼此接觸、溝通、交

流。在活動中，產品、技術與市場會越加顯

得真實。在激盪的情境中，人們無論是看到

了窗外的世界、喜愛的建築、偏好的房間、

開啟房門的鑰匙等都不重要。我們堅信，只

要人能互動，世界就會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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