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大電子群英會暨校友回娘家
電子所辦公室

時光荏苒，轉眼間臺大電子所已成立15

年！迄今擁有14屆畢業生，第一屆的畢業生也

已畢業離校13年！

為能串聯畢業校友們的聯絡溝通管道，本

所特於106年3月11日，藉「臺大杜鵑花節」的時

機，舉辦「臺大電子群英會暨校友回娘家」活

動，號召已畢業的電子所學長姐們回娘家，並遴

選出四位「電子菁英特殊貢獻獎」獲獎人，來表

彰本所校友之特殊貢獻在特殊技術推展、創業及

社會服務等傑出事蹟表現，藉以激勵在校同學與

畢業校友效法作為典範。同時還舉辦了「電子群

英論壇」活動，讓創業學長們暢談：職場生存之

道、創業甘苦談、以及非電子人生之體驗。主要

是希望電子菁英們能在離校多年後能齊聚一堂，

一方面回憶年少輕狂時的點點滴滴，同時分享個

人經歷與體驗，來諄諄善誘還在求學（對未來人

生仍困惑）的學弟妹們。

四位首屆「電子菁英特殊貢獻獎」獲獎

人分別為黃毓文博士（2004級）、賴致廷博士

（2007級）、陳東傑博士（2008級）及賴以威

博士（2011級）。獲獎人黃毓文博士領導開發

H.264/AVC High Profile 1080p 30fps Encoder，提

升聯發科技的視訊編碼晶片技術至世界一流大

廠水準。十多年來，致力於Future Video Coding 

研究與參加ISO/IEC MPEG & ITU-T VCEG共

同舉辦的國際標準會議，他的卓越貢獻，不僅

圖一、 「臺大電子群英會暨校友回娘家」活動大合照。

系所近況

12017年5月1日



使聯發科技在該領域成為世界領先公司之一，

也大幅提昇臺灣公司的國際形象。獲獎人賴致

廷博士所創立的“強弦科技”致力於先進功率

控制IC研究，獲得多項佳績，多次受到經濟部

中小事業處表揚，可為創業公司之表率。獲獎

人陳東傑博士將學術界最強大的自動電路擺置

系統 NTUplace3 的核心移植至思源科技的主力

產品 Laker 客製化數位擺置器，並開發 Laker 

L4 類比電路版圖原型系統，使得 Laker 能力大

增，深受客戶好評；接著又勇於踏出舒適圈，

成立“至達科技”，結合國內學術研發能量，

開發本土電子設計自動化軟體。獲獎人賴以威

博士除了先後於中研院、長庚大學電子系、臺

灣師範大學電機系繼續從事電子電機專業領域

之學術研究與教學，更藉由創辦《數感實驗

室》、參與開發《數感傳奇》遊戲、撰寫生活

化的數學專欄文章、至全國各地中學演講…

等，致力於推廣「生活數學」，對於數學普及

教育的推廣有卓越的貢獻。

「電子群英論壇」邀請六位有創業經驗的

學長：“多方科技”創辦人方弘吉執行長（2005

級博士）、“強弦科技”創辦人賴致廷執行長

（2007級博士）、“至達科技”創辦人陳東傑執

行長（2008級博士）、“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

人賴以威教授（2011級博士）、“立創光電”與

“立創生醫”共同創辦人程子桓執行長（2011級

光電所博士）及“億霈科技”創辦人鄧智生（博

士班）。除了分享職場生涯的點滴、創業經驗的

甘苦，學長們也趁機介紹自己的公司，向學弟妹

們進行人才召募宣傳。

此次活動多位歷屆畢業校友藉此機會重

返校園，重賞杜鵑之美並與在校師生互動。此

外，現任科技部部長的創所所長陳良基教授、

電資學院陳銘憲院長、歷任所長皆來共襄盛

舉。當天晚上並於水源會館舉行「實驗室大團

聚」晚宴，讓各實驗室回娘家的學長姐與指導

教授及出席的在校學弟妹歡聚交流，氣氛熱鬧

溫馨，也為此次活動畫下完美句點！

圖三、大會所設互動拍貼看板前合影：（由左
至右）電資學院陳銘憲院長、電子所創所所長
陳良基教授（現任科技部部長）、現任所長吳
安宇教授與黃毓文博士（電子菁英特殊貢獻獎
獲獎人）。

圖二、電子群英論壇：（由左至右）“強弦科
技＂賴致廷執行長、“億霈科技＂創辦人鄧智
生、“立創光電＂與“立創生醫＂程子桓執行
長、“多方科技＂方弘吉執行長、“至達科
技＂陳東傑執行長、“數感實驗室＂共同創辦
人賴以威教授及主持人電子所簡韶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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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係為「獎勵研究成果

傑出之科學技術人才，長期從事學術或產學研

究，以提升我國學術研究水準及國際學術地

位，並強化我國產業技術研究成效及提升產業

技術研發能力，增強國家科技實力」而設立，

申請機構包含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

構、及經該會認可之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

醫療社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105年度本學群由
胡振國教授、林清富教授、黃升龍教授、吳宗

霖教授共四位教師，分別以微電子學程、光電

工程、光電工程、電信工程等學門專長獲獎。

本獎項係105年度全國共有73名研究學者獲獎，
本校17位教師獲獎。以下為獲獎教師介紹：
胡振國教授

現為本校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研

究所特聘教授。胡教授曾獲民國88年詹氏論文
獎，80年教育部教學特優教師獎，75年台灣大
學工學院教學優良獎，87、88、90年台大教學
優良獎，91、96年台大教學傑出獎，93年有庠
科技論文獎，76、77、 78、79、81年台灣大學
工學院教學優良教師獎，101年台大「奇景講
座」等獎項。胡教授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矽金

氧半元件/超薄閘極氧化層製程技術/新型矽基元
件/快速熱機台及製程/均勻度分析及應力控制/
矽金氧半太陽電池及光感應器等。

林清富教授

現為本校電機工程學系教授、光電創新研

究中心主任。林教授曾榮膺2010 IEEE Fellow，
2010 SPIE Fellow，2009亞太材料科學院(Asia-
Pacific Academy of Materials)院士。 並曾榮獲98
年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103年第6屆有庠科技
發明獎，103年台大研發創新傑出獎，103年度
科技部「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等獎項。目前

主要研究領域為有機無機薄膜太陽能電池及光

電元件、單晶矽薄膜太陽能電池與矽奈米線太

陽能電池、氧化鋅發光二極體、矽光子、寬頻

半導體雷射以及半導體光放大器。 
黃升龍教授

現為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光電工程學研究

所教授。曾榮獲86年教育部產學合作獎，2005
年8月至2011年7月曾擔任Optics Letters: Topical 
Editor，2005~2006年曾擔任, IEEE/LEOS Taipei 
Chapter:Chairman，2008年曾擔任中華民國
光學工程學會季刊客座編輯，2010~2013年
曾為European Master of Science in Photonics 
Consortium,:Steering board member， 2014曾
擔任德國 Abbe Center of Photonics, Friendrich-
Schiller University of Jena 客座教授，2016年8
月迄今擔任 IEEE Photonics Journal: Associate 
Editor。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晶體光纖之生長、
光學同調斷層掃描術、光纖雷射、極紫外光

源、介電質薄膜製鍍。 
吳宗霖教授

現任本校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電信工

程學研究所所長。吳教授曾於99、102年榮獲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105年為第三次獲獎。曾榮膺
2013 IEEE Fellow。曾榮獲94年榮獲科技部吳大
猷先生紀念獎，91年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
2008~2009年The Distinguished Lecturer of IEEE 
EMC society，2009年Technical Achievement 
Award, IEEE EMC Society，IEEE Transactions 
on Advanced Packaging 2010 Best Paper Award，
99、100學年度台大教學優良獎，102學年度台
大教學傑出獎，102年台大電機資訊學院學術貢
獻獎，102年台大研發創新傑出獎，102年國科
會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2013 IEEE EPEPS Best 
Poster Paper Award，2015 IEEE EMC Society 
Motohisa Kanda Award，2016 IEEE EMC Society 
Board of Directors (BoD) Member等獎項或榮譽。
目前主要研究領域為電磁相容/干擾，針對信號
與電源完整性的晶片-封裝-電路板共設計，微波
電路元件設計，三維晶片之電氣分析等。 

電機學群教師獲獎榮譽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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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為表彰積極投入研發成果技術移轉

且績效卓著之研究人員及研究團隊，計畫執行機

構就本部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完成技術移

轉，授權金與衍生利益金總額超過新臺幣一百萬

元者，特設定「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

105年度共有12項研究成果獲獎，電機學群

陳志宏教授、闕志達教授以「寬頻磁共振造影

技術:同時取得多截面/區塊磁共振訊號之控制方

法、成像方法」研究成果獲獎。以下為兩位教

授簡介：

陳志宏教授

現為本校電機工程學系教授。曾榮獲99年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2002年中華民國放射線醫

學會徐鈞論文獎，2002年李國鼎穿石獎，2006

年第八屆Tic 100創新事業競賽最佳創新事業

優質獎，2005-2006 / 2007-2009 Administration 

Committee, IEEE EMBS，2005~2009年27~31th 

Annua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IEEE-

EMBS, International committee，2005~2013年

Associate Editor, Int’l Journal of Biomedical 

Imaging，2006, 2007年 “Who’s Who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2006, 2007年 “Who’s Who 

in Asia”，2007年Chair, IEEE/EMBS Education 

Commit tee，2007~2009年  Adminis t ra t ion 

Committee (AdCom), IEEE Engineering Medicine 

and Biology Society (EMBS)，2008~2009年IEEE-

EMBS, membership committee，100年台灣大

學電機資訊學院100學年度「學術貢獻獎」，

2011年 ADHD-200 Global Competition, winner of 

the Most Innovative Neuroscientific Examination 

of ADHD Contest，2013年The Magna Cum 

Laude Merit Award for the 21th Annual ISMRM 

meeting，102年第10屆國家新創獎學術研究組，

103年台大研發創新傑出獎，

103年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國家發明創作獎-

發明獎銀牌等獎項或榮譽。陳教授目前主要研

究領域為核磁共振影像、身心障礙科技輔具、

醫學資訊、醫學工程。

闕志達教授

現為本校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曾榮膺

2013 IEEE FELLOW 。並曾榮獲93年科技部傑

出研究獎，83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工程論文獎，

94年中國電機工程學會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90, 91, 93, 94, 95, 98, 99,100年台大教學優良

獎，2003, 2005, 2007, 2008, 2010年國科會技術

移轉個案獎勵，95年台大奇景講座，96年經濟

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團體獎，98年經濟

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個人獎，2007年度

CIC優良晶片【佳作獎】--多輸入輸出正交分頻

多工之感知無線電接收機晶片設計，102國家新

創獎，103台大研發創新傑出獎，103國家發明

創作獎-發明獎銀牌等獎項及榮譽。闕教授目前

主要研究領域為基頻通訊積體電路設計、行動

通信訊號處理等。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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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和博士

李翔傑博士

鍾偉和於西元1978年出生於高雄，西元2000年台大電機學士同時取
得經濟系輔系，2002年台大電機碩士，2005年至2009年於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UCLA)修習並獲得電機工程博士學位。從2002到2005年在中
華電信任職網路工程師。

在2 0 0 8年，鍾博士在美國聖地牙哥Q u a l c o m m  I n c .  研發部
(Qualcomm Corporate R&D)從事探討CDMA系統及Femtocell干擾排
除。從2005到2009年在UCLA期間，從事兼任研究助理(Advisor: Prof. 
Kung Yao)及兼任教學助理(Probability, Singals and Systems, Finance and 

Investment for Engineers)。在2009的6月到12月，鍾博士在聖地牙哥從事博士後研究員進行多
媒體通訊研究，鍾博士的研究興趣包括通訊、信號處理、網路、金融科技。

鍾博士曾獲得國科會菁英留學獎學金(2005-2009)、國際電機電子工程學會無線通訊及網
路國際會議之最佳論文獎(IEEE WCNC Best Paper Award, 2012)、吳大猷先生紀念獎(2016)。從
2010年1月起，鍾博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擔任助研究員並主持無線通訊
實驗室，在2014年1月升等為副研究員，並同時為台灣大學電機系合聘副教授(2017-)及台北大
學通訊所合聘副教授(2015-)。鍾博士指導無線通訊實驗室內約4到6位全職博士後研究員及研
究助理，從2017年起在台大電機系講授金融科技課程。

李翔傑助理教授於2004年及2006年取得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學士
和光電工程所碩士學位，畢業後前往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攻讀電機與資訊工程學博士學位。在攻讀
博士學位期間，主要探討光電技術在生物醫學領域的應用。其研究成

果包含，利用光學同調斷層顯微術 (Optical Coherence Microscopy) ，與
哈佛醫學院(Harvard Medical School) 和貝斯以色列狄更尼斯醫學中心
(Beth Israel Deaconess Medical Center) 病理實驗室合作進行高速且即時
的病理組織光學影像研究。此外，亦利用內視鏡式光學同調斷層掃描

術(Endoscopic Optical Coherence Tomography) 與哈佛醫學院和波士頓榮民醫療體系 (Veterans 
Affairs Boston Healthcare System,)先進內視鏡影像中心合作，進行人體消化道疾病早期診斷以
及內視鏡治療後的預後評估之整合性研究。

李翔傑助理教授於2017年二月取得博士學位後返台加入台灣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其研
究領域包含 (1) 結合光學同調斷層掃描術以及光學同調斷層血管攝影術於癌前病變的早前診
斷 (2) 微小型光學成像系統的研究與開發以及(3) 非侵入式光學成像技術。

新進教師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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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 準新鮮人說明會活動報導
編輯室

本系於每年高中生推薦甄選入學名單公布

後，為增加推甄錄取本系之準新生及其家長對

臺大電機系之教育理念、教學環境的認識，均

舉辦「推甄入學準新鮮人說明會」。希望藉由

電機系簡介、電機研究領域介紹、業界發展現

況說明，及實驗室參觀、師長座談會等活動，

為這些準新生們更了解電機系在學甚麼，未來

能做甚麼，並透過高中生及學生家長的反饋及

建議，改善整體大學部教學之品質。

本年度說明會於2017年04月29日(星期六)

於博理館舉行。活動內容依對象不同設計為以

下流程。於座談會中，家長與本系教師問答熱

絡，準新生家長提出關於半導體的前景、電機

校友的產業界發展方向、BioTech未來方向與發

展、對一般人稱產業界爆肝的想法、孩子怎麼

找到自己的興趣與方向、電機系的女生在業界

的發展等種種詢問，與會教師也均做出回應。

對這些準新生來說，無論是聽講電機系簡

介或進行實驗室參觀，對很多人來說都是第一

次。無論未來是否進入本系就讀，希望本次活動

的安排，都能給這些年輕人帶來全新的視野。

家長

電機系簡介 劉志文主任

研究領域介紹

主題：電機領域之未來發展

內容：說明電機系之研究範圍、課程規劃及畢業後發展。  
主講：陳耀銘副主任

師長座談會

主題：興趣、志向與志願選填

內容：針對各科系比較、本系修業規定及志願填規畫等議題進行雙向交流。

主持：劉志文主任

出席：陳耀銘副主任、林晃巖副主任、陳士元副主任、莊曜宇所長、吳宗霖所長、

            陳奕君教授

準新生

電機系簡介
陳士元副主任

專題演講

實驗室參觀

第1組 【MRI實驗室】 【數位電路實驗室】 【電力電子實驗室】

第2組 【數位電路實驗室】 【電力電子實驗室】 【無反射實驗室】

第3組 【電力系統實驗室】 【MRI實驗室】 【數位電路實驗室】

第4組 【無反射實驗室】 【電力系統實驗室】 【光電實驗室】

第5組 【光電實驗室】 【無反射實驗室】 【電力系統實驗室】

系所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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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感謝陳院長為我舉辦這場餐會，讓我

在退休前有機會與大家齊聚一堂。

我一直覺得自己是非常幸運的人，並不

比別人聰慧，卻能在青春年少時進入菁英薈萃

的臺大就讀，更幸運的是畢業後還能在這兒工

作，數十年來，我在這美麗、自由的校園中盡

情揮灑，日日穿梭校園，年年細數花開花落，

彷彿時光不曾流逝，一回首，卻是兩鬢飛霜，

到了該退休的年紀。

說起來，到電資學院服務其實是一種偶

然，我原本在工學院圖書館服務，有一天我的主

管對我說：總圖新館蓋好後，各分館都要搬進新

館，原本工學院各系所支援工圖的員額都將收

回，妳的員額是電機系支援的，不過館長已經幫

妳預留了缺額還給電機系，所以妳是可以留在圖

書館的，但是電機系即將升格為電機學院，負責

籌備的許教授問妳要不要去新成立的學院負責行

政工作，所以妳多了一個選擇，可以考慮看看。

坦白說，當時的我，對圖書館以外的行

政工作是毫無概念的，況且中年轉換工作是需

要勇氣的，但內心又覺得不回應許教授太不禮

貌，所以回家花了好幾天時間詳讀臺大組織規

程、重要法規，並向其他學院的秘書請教一些

工作的要點，了解一下圖書館以外的人都在幹

嘛，稍稍有些概念後，就準備了三個問題，鼓

起勇氣去見許教授了。

當年的我，真是孤陋又寡聞，完全不知許

教授是以“魔音穿腦＂的獨門絕技威震武林。我

跟同事說：我去給許教授回個話，大約十分鐘就

回來。見了許教授後，從創院的宗旨、艱辛歷程

說到國家經濟，許教授侃侃而談，待我好不容易

見縫插針告退出來，已是一個半小時以後了，當

時只覺腦袋嗡嗡作響，自己的三個問題早已拋諸

腦後，但又隱約覺得這創立學院像是什麼革命建

國大業，而我們眷村長大的，骨子裡總有些俠義

精神，覺得這樣的建國大業，不參加簡直就是沒

義氣，當下一咬牙就決定轉換跑道了，沒想到這

樣的人生轉折，像是為我自己開了一扇窗，讓我

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風景。

當圖書館的同事知道我的決定後，都很訝

異我選擇了一條崎嶇的道路，但大家還是不停

地說電機電子可是最當紅的產業，新成立的電

機學院一定是全校最富有的學院...等等，彷彿
我去了電機學院從此就有享不完的榮華富貴。

那年8月1日，當我懷著忐忑的心情來到新
成立的電機學院，只見陋室一間，舊桌兩張，

堪稱家徒四壁，許院長親切地對我說：電機系

甚麼都有，妳有需要就去隔壁借用。剛開始我

一席流動的饗宴 -- 我的退休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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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台電腦都沒有，老闆一會兒要發開會通知，

一會兒要發公告，我只好去隔壁電機系辦公室

借用電腦。後來有了電腦，但始終沒有專線電

話，每次舉辦活動要聯絡貴賓或辦理升等要聯

絡外校審查委員，需要撥打長途電話時，我就

搬張小板凳坐在電機系辦的傳真機前打電話，

那時的我，看不到榮華富貴，倒是明白了什

麼叫“篳路藍縷＂。當年電機系辦的張艾、秀

娟、美月、美如、咏如都非常親切熱心地協助

我，我永遠感激她們當年的拔刀相助。

為了讓許院長和我的辦公桌有所區隔，我

搬了兩棵盆栽放在中間當屏風，那時我對那兩棵

盆栽可是殷勤灌溉、悉心照顧，唯恐葉子落了、

枯萎了，我的屏風就不見了。大約學院成立一年

後的某一天，陳維昭校長和孔祥重院士突然走進

辦公室，陳校長看到我坐在門邊的一張小桌前，

就問：「勾小姐，妳怎麼在這兒？」我說:「這
是我的辦公室啊!」陳校長瞄了一眼小小的空
間，噢了一聲。我馬上說:「請問兩位是要找許
院長吧？我打電話請他過來。」陳校長說：「不

用了，我們去院長室找他好了。」我尷尬地指著

另一張桌子說：「不好意思！院長室就在這棵樹

旁邊。」當時只見陳校長抿著嘴忍住笑意，而孔

院士索性哈哈大笑說：「這個許院長果然厲害！

想要經費、想要募款，就是要『裝窮』，你們那

些大老闆系友們，如果看到自己學院的院長室長

這個樣兒，誰敢不掏錢啊？」

果然，不久之後，許院長施展長才，風起

雲湧地舉辦了一系列的創業講座、學術講座，

不僅肯定了臺大校友在業界的主導地位，也為

往後學院與業界互動與合作鋪陳出一個新的局

面，更因此凝聚了畢業系友對母校的向心力，

紛紛慷慨解囊，回饋母校，捐贈了一棟又一棟

大樓，而資工系的加入、矽導計畫教師員額的

挹注、更讓學院規模倍增，並更名「電資學

院」，這一段學院蓬勃發展的歷程，在校園中

像是一則傳奇，傳誦多時，而我有幸參與、見

證了這段歷史，深感與有榮焉！ 
我覺得在電資學院服務期間，院內老師們

的信賴是我最大的助力與鼓勵。當年我剛畢業

在工學院圖書館工作時結識的碩、博士生，在

我來到電資學院服務時，很多已是資深教授，

或是系主任、所長，當年借閱、查詢資料建立

的情誼，延續為今日共事時的互相支持，進而

分享生活中的甘苦；年輕的新進老師們，往往

因為想多了解評鑑、升等的切身問題，與我長

談幾次後，也建立了公事以外的情誼，偶爾私

事需要幫忙，也會找我商量。年復一年，在我

的心中，電資學院就成了我的另一個家，這種

人與人之間的信賴與關懷，思量起來，是我覺

得最珍貴也最值得珍惜的!
年輕的時候讀海明威的作品，看到他是

這樣形容巴黎這座城市，他說：「如果你夠幸

運，在年輕的時候來到巴黎，那麼他將永遠

伴隨著你，因為，巴黎是一席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那時我就想：是怎麼樣的
一座城市，可以讓海明威如此魂牽夢縈？將來

如果有機會出國旅遊，一定要去巴黎看看。許

多年過去了，也曾走過幾個國家，卻始終沒去

過巴黎，心中難免遺憾！

去年三、四月的某一天，我騎著腳踏車

穿過椰林大道，看著兩旁繽紛的杜鵑以及剛剛

綻放的白流蘇，忽然明白：臺大之於我，就像

海明威心中的巴黎，我是如此幸運，在年輕的

時候來到這裡，那麼今後無論我身在何處，這

裡的點點滴滴將永遠伴隨著我，他的美好，就

像一席流動的饗宴，足以讓我品味終生。而各

位多年來給予我的溫暖、你我交會時互放的光

亮，更是我一生享受不盡的榮華富貴！

謹在此謝謝大家！謝謝李校長、郭副校長

及各位老師的蒞臨，謝謝許院長，沒有您的指

導、沒有您的“魔音穿腦”就沒有今天的我，

謝謝各位院長們對我的信賴與倚重，更謝謝所

有親愛的行政夥伴們，沒有各位的包容與同心

協力，很多任務是無法達成的。祈願今後好友

們彼此珍重，縱然不能長相聚，也要長相憶!
本校圖書館學系畢業，於本校電機資訊學

院專門委員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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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鵑花節後記
許秉鈞

又到了三⽉，溫煦的陽光捎來春意，輕輕

喚醒沉寂⼀整個冬天的⼤地。漫步椰林大道，

兩旁夾道的杜鵑花放肆地綻放，在這個陽光普

照的週末，和台大各社團、各系 所同學們爭奇

⾾豔，好不熱鬧。回想⾼一時的我，也是在同

樣的⽇子，同樣的陽光下， 闊步在條大道上，

懷著許多憧憬與疑惑，期待在當天理清對未來

志願的頭緒，記得當時琳琅滿⽬的社團博覽

會、豐富精彩的系所介紹，直叫我回味無窮。

五年後的今天， 身為電機系系學會會長，我

想，我有義務、也有責任延續這份精神，帶給

⾼中⽣們最 深刻回憶，和對未來最美好的想

像。

從十二⽉初召開第一次⼯作⼩組會議，而

後還有籌備會議及無數次的小組會議。長達三

個⽉的籌備期，⾸要感謝陳副主任和系辦許多

成員如此熱⼼地協助系學會，提供我們相當珍

貴的建議及經驗分享。

今年的主題是「人工智慧」，配合電機之

夜、在活動設計上結合許多現代科技的⾊彩，

在在宣示電機系具有歷史背景、現代科技以及

未來人才展望的尊爵不凡，會場內穿梭著許多

融合電機科技的人物，如：星際大戰的「帝國

風暴兵」，活動組與⾼中⽣們充分互動，邀請

⾼中⽣們參與台⼤電機系臉書Hashtag打卡等

等活動，並且發送台⼤電機資料夾與貼紙，期

許⾼中生們未來能考上台⼤電機，活動參與踴

躍，場⾯非常熱鬧；解說組在短講中運用巧妙

的問題、適當的頓點、答覆訓練以及掌握聽眾

需求，具備短講節奏與品質。我們強調每位同



學都是一位專職經驗分享員，除了準備好電

機系的⽇常⽣活、課程內容、未來出路做解說

之外，也能帶給高中生們更多個⼈化的生活

體驗，學習把⾃己的⽣活體驗⽤「說」的方式

呈現，讓⾼中生們知道「最真實」的電機系⽣

活。

⽽今年的主題場佈也是精心設計，希望

帶給⾼中生們深刻印象，電機系不只會玩，也

會念書。動態展覽品的部分，今年組別甚多，

分別是生醫實驗室的眼動車車、手指動動、以

及機器學習手語辨識；還有嵌入式實驗室的作

品藍牙拳套、空氣鼓棒。DEMO雖然受到現場

網路不佳的影響，但仍讓參與DEMO的⾼中⽣

們驚呼連連。為期兩天的杜鵑花節活動，總共

動用了⼀百多名的⼯作⼈員。有這麼多同學參

與，⼈力安排是相當⼤的工程。偌⼤的會場擠

滿了求知若渴的高中生，電機系的攤位前更是

水洩不通，5000份簡介、4000份電機營⽂宣仍

然不夠發放。活動組佈滿會場，舉著系牌、穿

著奇裝異服、拿著電機營文宣，和高中生們熱

情互動，讓他們⾒識到電機系的能動能靜、允

⽂允武；解說組的同學拿著簡介，除了精闢效

率地介紹電機系之外，也熱情和同學分享⾃己

的經驗；Demo示範總是有無數雙好奇的眼睛，

看著這些新奇的展覽品，讚嘆電機系是如此無

所不能。和往年相同，今年我們也邀請到了幾

位非常熱心的教授，來參與現場Q&A，或是提

供演講。Q&A時，家長或學生的問題遇到教

授總是迎刃⽽解。舉⾏演講時，電視牆前總會

站有許多⾼中生，教授從更廣闊的視野分享關

於電機系的資訊，提供學⽣生不一樣的觀點思

考。

在眾多教授、助教、及同學的協助之下，

杜鵑花節圓滿落幕了。身為電機系的⼀份⼦，

我感到非常榮幸，也很⾼興今年能負責杜鵑花

節這個活動。回家看到臉書動態 牆上，有許多

⾼中⽣在電機系活動中的打卡與Hashtag，讓人

感動萬分。相信這次的活 動已經成功讓更多的

高中生更深入瞭解電機系，激起了對電機系的

興趣和熱情。也希望他們在將來都能努力實踐

此時許下的⼼願，期許某⼀天能再次在電機系

和他們相⾒！

許秉鈞，本校大學部學生，現任本校電機

系學會會長 。

學生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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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eNTU
郭子生、林芳宇

由台大電機系系學會、台北市政府共同主

辦之 2017 MakeNTU 台大電機創客松，於2/25、

2/26二日於三創生活園區12樓展演廳跨夜舉行。

今年MakeNTU以「Smart City 智慧城市」為主

題，市政府提供20萬獎金，企業獎總獎金則高

達30萬元！本次活動有50組團隊、共200位來

⾃台⼤、交⼤、清⼤、成⼤、台科⼤與北科⼤

等全國各地的⼤專院校學⽣，讓參賽者們連續

24⼩時動手發揮創意，並進⾏軟硬體兼具的原

型創作。活動大會供應參賽者各式零件、開發

板、機具、與無限量的食物，更提供每組小天

使的貼心服務，給參賽者們最佳的創作環境。

活動結束後，參賽者毛同學表示「這次的 

MakeNTU 讓我們這組玩得很過癮。器材非常夠

用，如果不夠還有一千元可以自由運用！獎金

金額也給得很大方，名額更是多到有三分之一

獲獎率！但最重要的還是學習，有了 MakeNTU 

的豐富資源，我們成功的做出軟硬結合的作

品，這在其他黑客松是很難做出來的。明年一

定要再參加！」

MakeNTU 是由台⼤電機系學會⾃發性舉辦

的創客松活動，以「創意」、「技術」與「軟硬

體整合並重」為主軸。除了提供眾多開發板及零

件外，MakeNTU也籌辦工作坊等課程講座，向

更多⼈介紹軟硬體的開發及應⽤。活動最後，四

個大會獎項分別由智慧路燈、自動回收分類、排

尿健康檢測遊戲機、以及智慧閱卷系統獲得。

四組得獎作品介紹：

最佳技術獎Best Tech：DoF
DoF由清大動機系、交大電控所與交大電

機系等跨校系成員共同組成，成員不論在軟體

與硬體方面皆展現出優秀實力。團隊透過 TK1 

開發板以深度學習辨識出回收物種類，並以

Arduino 控制伺服馬達，做出高自由度的回收分

類機，解決資源回收分類不易、執行不完全的

問題，促進環境維護以實現城市永續發展。

最佳創意獎Best Creativity：PeeTalk
得獎團隊為台大電機系三年級的學生。團

隊成員在小便斗中裝上可以自由轉動的彈性感

測標靶，以遊戲的方式吸引使用者將尿液精準

地瞄準在標靶上，並在排泄過程結束後顯示出

排尿精準度與排尿量。排尿精準度可用於避免

尿液四濺，排尿量以及尿液分析則可應用於智

慧照護以及健康檢查，反映出使用者的健康狀

態並給予改善建議。

團隊成員李同學於得獎時說：「起初提議

小便斗投籃機概念的時候，我們壓根沒想過會



得過任何獎項，我甚至一開始還有點放棄，覺

得我的組員怎麼這麼不正經。結果，靠著不斷

的改良， 我們拿下了許多獎項，能夠和這樣的

產品和團隊一起走過這兩天的風風雨雨，各種

熬夜燒腦燒肝都值得了。」

最佳提問獎Best Problem：市場紅人
由台大電機系二年級的學生共同組成。成

員指出台北市電費有大量用於路燈照明，藉由

偵測行車速率以及日照強度以控制路燈亮度，

即可將道路閒置時的亮度降至最低，用以節約

能源並實現智慧城市的願景。成員也指出若能

連接網路，便可建立一套即時回報路況的監控

系統，也可提供大量交通數據上的open data，

對日後自動駕駛車的導航將是一大助益。

最佳創客獎Best Maker：Toothless
一個由台大電機系四年級學生所組成的

團隊，成員自校園生活中發想，設計出一個可

以協助助教與學生閱卷的裝置（註：考試由助

教批改完後，助教將舉辦閱卷活動讓學生得以

複查考卷）。只要將整疊的考卷放上平台，鏡

頭便會自動照相並上傳雲端，讓學生們不必到

場即可進行閱卷，節省師生雙方大量的時間成

本。照相完畢裝置會利用空氣幫浦吸附紙張翻

頁，透過精巧的軟硬體設計與搭配，便可輕鬆

解決校園生活中的日常難題。Toothless的成員

表示「 能夠和夥伴在24小時內拼死拼活地完成

一樣作品，效果又如此良好，很有成就感，而

最終我們也很榮幸能夠獲得大會賞識。 我們得

到了平時在課堂上得不到的體驗， 下次再參與

一定要更進一步，奪下更多企業獎項。最後還

是要感謝工作人員與贊助廠商，讓我們能夠有

這麼良好的體驗。」

2017 MakeNTU 圓滿落幕，今年第二次舉

辦，除了延續第一屆的Hacker精神，嵌入式動

手make的概念，規模也擴大到200人跨校系，

與政府、企業合作。很高興這次身為主辦之

一，學習到了很多與他人合作、帶領團隊的方

式，並藉由這次的活動激發同學們的潛能、與

全國好手交流。過程中也有遇到一些難處，像

是學生資源少、時間少、經驗不足等，但好在

很多教授、學長姐、企業們願意給我們幫忙與

指點。真的非常感謝一路上幫助過我們的人，

也希望這個對台大電機來說意義重大的好活動

能夠一直辦下去！

郭子生、林芳宇，本系大學部學生。

學生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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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105年12月14日（三）下午3:30-5:20

地　點：臺灣大學博理館101演講廳

主持人：張帆人教授、鄭士康教授

主講人：胡國強博士

本次演講者是曾經擔任聯電董事長兼執行長

並在美國矽谷做過許多新創公司的胡國強博士。

他在個人電腦、繪圖晶片、GPS設計、半導體等

科技產業的轉捩點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三

年前李學智教授就邀請他來演講，不過當時因還

在經營公司較於忙碌，且找不到很好的題目就延

宕下來。直到前些陣子有機會整理出版<我們這

一代：一個半導體工程師的回憶錄>一書，就決

定來和本系學生們分享一些故事，包含他曾經做

過五家新創公司的創新創業經驗（四家在矽谷，

一家在台灣），與矽谷的工作經驗等等。

■ 書寫紀念父母，鼓勵年輕人

胡博士1949年出生於南投草屯，是個平凡

的空軍子弟，因父親生了一場重病，且家裡經濟

並不富裕，從小就在困境中長大，就學期間都必

須盡力去爭取獎學金幫助家裡。靠著勤奮、打工

和一點點的機運考上了建國中學，並在1971年以

第二名的成績畢業於台大電機系。研究所申請上

美國伊利諾州香檳大學電腦科學系並拿到了碩博

士學位。1978年畢業後就到矽谷從事ＩＣ設計方

面的工作，並在工作期間中再拿到了美國加州聖

塔克拉拉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在職場生涯

中有點特殊的地方就是前前後後共加入跟創立了

五家的新創公司分別為：Verticom、S3、SiRF、

IC Ensemble、NEM。這些成長過程與工作經歷

也是出版這本書的兩個主要目的，一個就是紀念

父母親，感謝他們給了他溫飽和受教育的機會，

並且成家立業能夠自給自足。第二則是希望把自

己的求學和工作經驗寫出來讓年輕人參考，並藉

此鼓勵現在的年輕人不要怕失敗。

■ 矽谷創新谷，機會繁多

胡博士研究所畢業以後，在矽谷待了前後

共25年。矽谷位於美國北加州，舊金山的南灣

區，是半導體聚落的發源地。這裡的氣候溫和，

族群多元，呼吸的是創新的空氣，講究的是創新

的技術、產品、營運模式，只要有本事的都可

以籌到資金創業，和你的族群、膚色、國籍都

沒有關係。各行各業新創公司相繼而生，例如

世人熟悉的大公司包括Intel、Apple、Google、

Facebook等等都在這邊成立。

他在矽谷工作期間設計開發了許多顆晶

片，其中有兩顆影響力大，特別值得一提。一

顆是S3的繪圖加速器 (GUI Accelerator)，1990

年代個人電腦開始高速成長，最初的作業系統

(DOS)是以文字為主，顯示螢幕小，解析度低 

(640x480x16)。當微軟開始推出視窗作業系統 

(Windows) 後，解析度可提高至1024x768x64。

但是電腦繪圖界面太慢了，於是繪圖使用者介面

加速器應運而生，讓使用者在螢幕上可以做的事

回憶 ·感恩 ·分享 -- 你玩寶可夢嗎？

編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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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變得更多。S3是第一家推出繪圖加速器的公

司，市佔率曾高達35%，公司也因為這顆晶片從

倒閉邊緣中起死回生，做得相當成功，過了四年

以後，全球的個人電腦都已採用繪圖加速器。

第二個產品是SiRF的全球定位系統 (GPS) 

接收器，GPS為美國國防部所研發，是對人類有

很大貢獻的兩項高科技其中之一（另一項是網際

網路）。GPS有分民用和軍用訊號，民用免費，

軍用是加密的。它的訊號相當微弱 (-143dB)，而

接收器的作用就是要將其訊號放大並消除雜訊，

計算出經緯度座標，然後套在地圖上作為定位導

航使用。在當時應用的願景是作為安全性和方便

性來使用，但是沒有料到近年來遊戲廠商將其作

為遊戲的輔助技術，甚至和擴增實境 (AR) 整合

推出寶可夢 (Pokemon Go)，造成轟動，相信大

家前些日子都可以在街上看見爸爸媽媽帶著小孩

四處抓怪的景象。SiRF一度擁有60%的市佔率，

並致力於將其進入商用產品，例如智慧型手機，

整個過程花了相當長的時間，前後超過十年，

集資近八千萬美元。但GPS目前仍存在許多的限

制，GPS系統只能接收不能傳送，在地下室、高

樓大廈、狹窄的巷弄裡、濃密的樹林裡很難接收

到訊號；早期的應用技術尚不成熟，和地圖配合

的精確度不高，因此也常有汽車看著導航系統開

到河裡去的新聞出現等等，如今已改善了許多。

■ 半導體的過去、現在、未來

電晶體發明於1947年，第一間半導體公司

Shockley Lab在矽谷成立。1958年發明了積體

電路。在1980年左右，矽谷已有超過100家的公

司。同時期的日本和歐洲興起，日本在記憶體及

消費性用品上做得非常好。1985年，Intel放棄了

記憶體，專注於CPU。1990年代無晶圓工廠設計

公司與晶圓代工公司搭配興起。直至今日，全

球排名前三名的公司分別為：Intel (CPU)、三星 

(DRAM)、台積電 (Foundry)。

1965年摩爾定律被提了出來，整個半導體

產業都繞著這個定律在演進，但技術是越來越困

難。目前10nm才正準備可以量產，一直到摩爾

定律走不下去的時候，屆時對台積電的股價可能

會不樂觀。要繼續走下去，則必須要有新的結構 

(FinFET) 或是新的材料，甚至 computing power 

必須持續增加。Quantum computing可能是個革

命性的新技術，這對台積電來說可能是個危機，

卻也可能是個轉機。

■ 創新是什麼

就胡博士多年的觀察來看，創業者多是無

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堅信自己的目標一定會成

功，而高科技創業者也應該要對科技有熱情有願

景。創業必定辛苦，成功或失敗要幾年或甚至超

過十年才有一些成果出現，也因為創業相當辛

苦，創業家也必須要養成良好的生活飲食和運動

習慣，否則每天埋頭苦幹把身子搞壞了，健康和

事業兩頭空豈不是得不償失。

到矽谷創業，創投家最先會問兩個問題，

第一是曾經有什麼成功紀錄，第二是有什麼創新

點子或是願景。而投資者會審核的項目包括核心

團隊的成員，其成員裡最好包含工程師和有行銷

營運技術的人。再來是技術、產品、應用、營運

模式的差異化，有規劃的盈利是新創公司能夠生

存下來的條件之一。其他分別是比較市場與競爭

者的分析、詳細的財務計畫，包括招募、費用、

設備、現金流、增資等等。最後如果點子相當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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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話，一定要申請專利來保障自己的技術，免

於未來遭受一些不必要的官司。

■ 台灣如何建立創新的文化

台灣要發展創新產業，在胡博士眼中看到

了幾個困難：包含缺少資金、缺少好的創新團

體、缺少好的創新點子、學校創業的限制太多、

缺少產品化的經驗且企業創業受限於短期財報表

現。過去台灣的經濟可以說是半導體產業和IT產

業在驅動，但這些產業成長動能已趨緩，公司生

存面臨到的挑戰也愈來愈高。假設說要找其他領

導產業，似乎也還看不到，例如生物科技要有長

時間、大量投資，才看得到成果。長期下來台灣

創新的文化就被OEM、ODM所扼殺了，於是他

就來想想該如何改變這個文化，幫助學校甚至幫

助台灣來建立創新的文化。

第一個是要有充裕的資金，要能接受低成

功率。第二個是政府應在稅收結構上鼓勵企業創

新。第三是政府可以與創投基金合作或投資好的

創投基金，例如中華開發等等。學校方面第一是

與美國名校合作，送教授、大三大四、研究生去

創業有名的學校（例如 MIT、Stanford等等）做

交換。第二是與矽谷公司合作，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第三是乾脆直接到矽谷創業，身歷其境去學

是最好的辦法。他也認為應該長期投資在創新高

科技上，把目光放在10年、20年後，創新的科技

是現代國家經濟力和國力的後盾。另外也鼓勵家

庭環境好的家長自費送孩子出國唸書，吸取各國

經驗。

■ 給學弟妹的建議

胡博士也在這場演講中送給本系學弟妹們

幾個建議，第一個是要能找到自己的性向所在，

基本的原則是行行都能出狀元，不管領域是什

麼，只要找到了自己的興趣就盡力去追求。再來

是及早建立英語及寫程式的能力、建立自信與

謙虛的態度、養成好的習慣，交好的朋友、樂觀

奮鬥。即使家境貧困，貧窮可以立志，只要有心

向上沒有人可以阻擋自己，成功的定義是不怕失

敗，倒下去還能爬起來就是成功。

環境比較好的父母，則建議「花錢買苦

吃」，例如送小孩去一些營隊或做志工，讓他有

自我鍛鍊的機會。再來大學畢業後有機會的話去

美國留學，美國的科技在許多領域領先世界各國

許多，且矽谷是個值得停留的地方，到那邊去學

創業的文化和吸取他們創新的空氣，除了可能可

以學到最新的技術，和當地的人才切磋，更可以

開拓心胸和視野。

以台灣資訊科技業的發展來說，後來相當

可惜，軟體上沒有同步下功夫。最近網際網路的

快速成長，台灣幾乎全盤缺席，沒有很多人做軟

體，例如作業系統、社群軟體、移動通訊應用等

等。台灣要靠科技創新才能翻轉命運。如果說要

看未來主流，胡國強認為「量子計算」(quantum 

computing) 可以留意，希望台灣有一堆人來學，

說不定10年、20年以後，量子計算會變成主流，

但如果到那時再來學就晚了。沒人知道未來會是

什麼樣貌，但是一定要投資未來。在座的各位都

是台灣的菁英，聰明勤奮且享有充沛的教育資

源，只要你們持續努力一定前途似錦，有機會成

為台灣乃至於全球各行各業的領袖人物。期勉各

位同學不要妄自菲薄，也不要有壓力，以平常心

持續努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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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電機系1986級 30重聚、回顧、再出發
NTUEE86

電機燈火幾度秋   難忘三電四數修
記得電機系畢業20重聚，似乎還是不久前

的事，怎麼卻轉眼間在兒女們身上，看見自己

30年前的青春身影? 豈非是歲月之神，流年暗

中偷換哪? 拈指掐算，畢業30重聚與電機系70

週年系慶，不正是我屆電機系1986級同學即將

躬逢之盛事! 經過我班印馬港澳美台熱心同學

之牽成，NTUEE86 30重聚啟動小組，遂在2014

年11月成立:首要任務，乃透過班級臉書 FB、

email 、line 與 what’s up 等社群網絡，協尋並

號召我班同學，參與這次70+30的百歲盛會。

活動信息傳開後，首先傳回捷報的是港澳

印馬同學為此暖身而在2015/1月與8月召開的兩

次聚會。感謝志勳、耀昌、少卿、貴明等同學

居中運籌，傳來兩幅彌足珍貴的相片，安慰了

與僑居地同學失散多年情感上的遺憾；淑琴同

學的來信:「畢業十年，忙着結婚生子。畢業

二十年，忙於打拼事業。畢業三十年，再沒有

甚麼理由比見見老同學更重要了。」更激勵啟

動小組對於辦理同學會活動的信心。 

為紀念電機70週年系慶，系上從2015年10

月即展開了一系列的慶祝活動，而11/28上午

的紀念大會與晚上的系慶餐會，更是其中的焦

點。由於電機系各級系友熱烈回響，在系慶晚

宴桌數的認領上，出現微妙的競爭。感謝我班

同學積極表態，正是:人不分遠近，業無分貴

重，很快速地達三桌次之上限額度，也為30重

聚打下基本班底。自美返台有嘉亮、逸民/碧玉

伉儷與逸民之父母(電機57級大學長)；代表僑

生班與會則有貴明、美財、友騁等同學。在大

家留下這幅珍貴的合影裡面，瀞德、碧玉兩位

電機系1986級印馬港澳同學聚會: 左起  梁淑
琴、張仲華、李俊賢、高家強、謝耀昌和林志
勳 2015/1攝於香港

電機系1986級同學出席70週年系慶餐會。
左後起: 黃冠閔、吳振甫、黃貴明、邱順建、
陳宣文、林嘉亮、高健榮、何美財、趙晉傑、
陳仕易、謝尚瑩、王逸民、鍾碧玉、邱瀞德、
劉玄達、黃宗柱、蔡漢寶、戴尚義、尹立伯； 
前左起: 周良吉，袁中平、周純明、曾倫彬、
黃英哲、紀友騁，彭隆瀚 

電機系1986級印馬港澳同學聚會:  左後:陳景
良、麥炳源、黃貴明、張仲華、(友人張炳森)
、廖相、李俊賢；左前:梁淑琴、高家強、盧少
卿、俊賢夫人 2015/8攝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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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女傑攜手聯璧之情，更在小節中看見我班

同學之相知相惜。

二次履勘美景納  多方謀略神算大
在2015年暑假中，啟動小組經過2次審慎討

論，通過純明同學提案，以雪霸國家公園之觀

霧遊憩區為舉辦我班30重聚之活動地點。為慎

重其事，純明在2015/11/10先行探勘竹東–清泉–

觀霧雪霸之路況與登山路線。隨後在2015/12/13

由建勳、純明兩位領隊，自台北、新竹兩路集

合順建、玄達、立伯、隆瀚等，實地勘察景點

路線，並確認時程規劃、交通補給、保險醫

療、晚會場地、與食宿地點等要項。至為關鍵

的活動攝影，最後關頭獲得永暉、耀中兩位同

學所組成父女檔與親友檔熱血增援。在大家通

力合作下，重聚小組完成NTUEE86之30活動規

劃。經碧玉同學巧思布建之雲端報名系統公告

後，獲得眾同學熱烈響應。參加:6月3-5日3天2

夜觀霧雪霸之旅的有同學26+眷屬19人；6月5日

下午電機系劉主任主持的歡迎會有同學38+眷屬

16人；6月5日晚上台大新體30重聚晚會的有同

學46+眷屬4人。

Day 1, 2016/06/03

蒲葵樹下久別懷抱情意重   北埔園中笑逐顏
開暖心腸 

期待中的雪霸觀霧之行，終於在6/3付諸

行動。是日雖然清晨微雨，仍擋不住老同學見

面時的興奮之情，大老遠不絕於耳的是連名帶

姓、外加多少年未現江湖的綽號等等的問候絮

聒，在校門前諾大的廣場上形成一景。所幸老

天作美，不久就日出天晴，為因應山路接駁所

雇用之中巴，也準時抵達。此後兵分兩路，一

車前往竹科、高鐵，接應新竹與北上同學，另

兩車開往第一集結地點-新竹北埔。永暉、聖愍

兩家人車，也在北埔跟大部隊會合。

感謝純明妥善安排，在北埔農場我們不僅

享用豐盛道地的客家美食、擂茶，更在搭乘鐵

牛車領略田園風光之餘，體驗早年鄉間推磨技

藝。一時間熱鬧非凡，笑語不斷。幾位同學憶

起兒時吃苦當吃補，如今示範推磨如活龍，不

禁感念當年磨練苦。於此我們裝備純明為同學

們登山健行所訂購的補給盒餐、飲水，以及泠

杪特地準備的水果，在無比歡笑雀躍中(有圖為

證)，車隊開向第二會合點清泉部落。

迤邐山色向我繞   逸興遄飛車間鬧
從北埔沿122縣道轉進五峰鄉後，蓊鬱竹林

青山豁然開展於眼前，隨著清幽美景追照，我

們抵達了白雲、吊橋、溫泉所在的清泉部落。

擁有文青特質的同學、眷屬們，把握時間參觀

三毛寫作小屋。從紅色夢屋向外遠望，浮雲悠

悠外是滾滾紅塵，我們憑弔的可是逝去的青春

情懷?或是至今保有的初心與關懷? (30重聚發

想) 較晚出發的健榮一家，也在此刻(日落前2hr)

趕達會合地點。全員到齊後，我們在張學良將

軍與趙四(一荻)小姐幽居(重建處)合影留念。也

蒲葵樹下 久別懷抱情意重 北埔園中 笑逐顏開暖心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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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是有感於歷史之糾結與沉重，讓同學們在這

幅合影裡表情略顯嚴肅。

離開清泉部落後，崎嶇山路愈顯過山車之

難度。所幸在領頭司機大哥熟練導引下，我們

人車安然彎過各轉折點。在與日光追逐、車懸

路轉之際，雪霸國家公園之景緻，豁然大度地

鋪陳於眼前，奇偉拓跋之雪霸諸峰盡入眼簾，

令人心情為之開朗。

順利通過土場管制站檢查後，大鹿林道向

遠處迎之而來便是投宿的雪霸農場。前有[李白 

下終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的佳話「歡言得所

憩，美酒聊共揮。」在先，今有我電機86級同

學家眷，為畢業30而登攬雪霸觀霧以凌志之壯

舉，美酒佳餚安可缺?農場晚餐休憩後，在惠

雯、荷仙兩位嫂子巧心調製下酒果菜，與眾兄

弟提供珍藏之各國佳釀助興: 15年貴州老陳茅台

(貴明)、30年藍標約翰走路(聖愍)、波爾多酒莊

冠軍酒(順建)、德國 Mosel 河谷區白酒(純明)、

與有機養生紅酒(健榮)，我班30重聚晚會在建

勳策劃主持下澎湃開場。

依學號序，同學個別以投影片彙報近況；

未及出席者，或提供簡報資料或由在場同學補

充。正是: 「台下一分酒意微醺，台上十分真

情流露。」此刻，不僅見證了同學們在電機術

業上的專攻與貢獻，也生動勾勒出畢業30年來

的歲月淬鍊與回首時的轉折。 20重聚時的逸興

飛揚仍在，而今則憑添更多對人生、家庭、親

情的心境。從波馬到鐵人，從採礦到築地，從

太極氣功到百岳登高，我的同學啊，感謝你用

不同的角度與視野，分享了你我對於人生的演

繹。這一夜，耀中、永暉用相機記錄著一張張

溫馨顧盼的臉龐。會後得知不少老室/戰友們，

把酒握心長談，不知月落幾何! 

Day 2, 2016/06/04

紅檜奇松迎客忙  榛山攻頂氣勢昂 

雪霸第二天，天清雲朗，正是登高好日。

前往觀霧遊客中心之前，耀中建議了此地行

家方知的私密景點，在大鹿林道22K處稍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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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由此仰望野馬瞰山，眾人漫步於柳杉樹海

之間，享受清晨靜謐與芬多精。我們約於9時抵

達觀霧管理站，在此等候多時的是特地北下的

雪霸國家公園志工導覽員:莫昭平學姐(時報出版

社長)與夫婿古競祥學長(台大EMBA) (台大山社

「姑爺」，人稱古大俠)。一番寒暄後，麗美/長

庚向前與台大山社/69級外文系昭平學姐擁抱相

認，增添此行之佳話。在學長姐解說下，我們

參觀了山椒魚生態中心，眾位冰雪聰明嫂子們

的問答，無疑地讓現場男士們甘拜下風。隨後

是綠蔭夾徑的雲霧步道導覽之行，短短800餘公

尺卻是植被豐富，佈滿各種針葉與闊葉林木: 紅

檜、肖楠…。讓人印象深刻的是學姐在途經臺

灣二葉松時，特別講解二葉松落地不散，以及

一首吟傳已久的詩句：不要送我玫瑰花  花會凋

萎葉會落  請你送我二葉松  生死相隨永不離

從觀景平台瞭望雪霸聖稜線，大霸尖山至

雪山等標高3000米以上諸峰相連，在雲霧瞭繞間

若隱忽現，觀霧之中更顯出山色神秘動人。於此

同學合影留念。回到遊客中心後，大夥在此打尖

休憩:享用純明為大家準備的餐盒與飲水，同時

也為我們下午登高健行進行體力調節。 

休憩妥當後，人車開往大鹿林道西線45林

班之榛山步道入口，在此處合影，藍天白雲下

更顯士氣軒昂。之後兵分兩路: 腳力健壯者一行

18人由具高山經驗的健榮領頭、宣文殿後，目

標是2500米高的榛山頂，往返距離12公里。因

恐午後山間起霧，全隊需在16:30前返抵步道入

口，是謂強攻也。一路上拜同學們在高科技之

專業貢獻 (半導體、電子電路、天線、與無線通

訊)，通訊暢通，90分鐘後傳回攻頂成功相片，

令人為之喝采! 

餘眾則安步當車，一路上笑語不斷，走走

停停，享受森林步道慢活之樂。慢行2公里至

登山口後折返，搭車前往樂山林道6K處，遠勘

名聞遐邇的雷達站。事後永暉回憶這段親子之

旅，「還要謝謝親切與我女兒聊天說話的叔叔

阿姨，讓這位叛逆期的青少女表示將來還願意

跟著我參加這樣的旅遊（大家應該知道這有多

難得）。」 相信，這也是(日後)我班同學樂於

攜眷參加同學會的另一誘因。 

兩隊人馬相繼於17:00前安抵雪霸農場，梳

洗過後，雖然是煥然一新，仍擋不住健行後體

力疲憊與腹中飢腸轆轆。能在海拔2000米高的

觀霧，與老同學相聚並享用農場準備的美食、

自備美酒與飯後清茶，這又該是人生何等快意! 

正是:我醉君復樂 陶然共忘機 。(引李白詩 「下

終南山遇斛斯山人宿置酒」)

Day 3, 2016/06/05

一葦渡江跨海來  三十闊別愁緒還
今天是我們30重聚的D day。早餐完畢，台

大30重聚總召順建、總幹事玄達、活動組芝麗

先行驅車北上參加排演。純明、立伯、建勳、

隆瀚等與農場協調下，及時將蕎麵盒餐、飲

步道徐行精神暢 榛山攻頂英姿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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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與順建準備之點心，裝送到各車並於10:00

出發。先發一車由純明領車，往新竹高鐵放

下眷屬，並接運參加電機系歡迎會與晚會的同

學，與耀中特邀攝影師；其餘二車由關西上交

流道北返。

13:30三車準時抵達電機二館，與專程回國

與會的印馬港澳同學代表淑琴、志勳、少卿、

昌毅、貴明及眾同學們會合。此刻，眾人的心

情是激動的:畢業30年間，少有機會回校探訪，

更別說是步入求學時期所在的系館教室，更加

困難是跟闊別30年的同學重回電機一二館重溫

共窗之情。這些難上加難的事件，在劉主任細

心安排下實現。主任殷切的問候，與系上安排

舒適的休憩空間，不僅拉近了系友間的情感，

也增強了跟母系情感的連結與向心力。頓時間

142會議室與108室齊聚軒裡的溫度伴隨嗡嗡問

候聲高漲，一張張緊握的雙手、相擁的肩膀，

充滿著筆墨難以形容、熱切的重逢情緒。

待情緒稍微平復後，由立伯、建勳、純明

為主任介紹在座的我屆電機86級同學與眷屬。

感謝主任的用心，讓返校參加台大30重聚活動

的系友們，第一次有機會以母系當作出發點，

重新認識我們電機系。在悠揚的背景音樂裡，

主任藉由70系慶影片的播放，帶領同學進行了

一趟時空之旅。我屆同學何其有幸，見證電機

系在1980年代伴隨台灣經濟起飛的努力。雖然

當時師資設備相對不足，但卻在逆境中激發台

大電機人對自我的期許與挑戰。望著影片中投

映出泛黃、褪色的照片，不禁思想起當年的求

學記趣:需要練指神功打卡、讀卡、除錯的電算

實驗課;在錫味與硫酸銅溶液為伍的日子中，練

就一番真本事處理焊洗工作的電子、電路實驗

課;熬夜趕工卻不知抱怨甚麼是爆肝的微處理機

實驗課;手繪 ruby paper成光罩，苦守「土窯」

等待二極體擴散而練就元件達人的薄膜元件實

驗課;在帶有希區考克氛圍的深夜暗室裡，學

習底片製作練就光學全像技術的光訊實驗課；

令人偶發思古幽情，不期然遇上「古典厚重」

的昭和年代電錶與嘎吱作響的馬達與電機、電

力實驗。這些原以為封存在心底深處苦樂參半

的回憶，此刻不禁點點滴滴卻又莞薾地湧上心

頭，還稍帶有歲月沉澱後的餘溫哪! 成就在座諸

君者，不正是這股與拮据環境的搏鬥，與同窗

共硯之切磋?而今思之，正是令人懷念不已的璀

璨時光。 

這次回系之旅，行囊裡不僅裝有系慶專

輯與鐫有台大電機 NTUEE的紀念品，心裡面

更是充滿感恩之情與身為台大電機人的榮譽。

感謝母系協助與系辦羅小姐之聯絡，在台大30

重聚晚會開始之前，特地幫我們安排了校園導

覽。往日擊球所在的振興草坪，而今拔地而起

的是外觀壯闊的新總圖；曾經在昏黃燈光伴我

苦讀所在的老總圖，已然變身為乘載悠悠往事

的校史館。在變與不變之間，傅鐘依然巍巍矗

立，兩旁柏樹愈發拔萃。景中合影的同學們，

已由青青子衿蔚為各方秀彥，然而不變的是對

母系、學校的眷戀，與對少年到中年這份跨時

空友情的珍惜。同學間之感情如泉湧而溫馨，

促成我屆NTUEE86級屢次聚會人數之踴躍與熱

烈；同學間之好義使臨大事而勇於承擔，成就

這次台大1986級30重聚之領導與服務貢獻 (總

召順建、總幹事玄達)。我屆電機同學任職國內

外企業者眾，不僅以高科技貢獻於社會，對於

母系母校興學之捐輸也不落人後: 代表企業有瑞

昱、啟碁、新唐…；旅居國外有同學陳陵以對

Xbox Live之貢獻，將微軟頒贈的傑出榮譽獎金

指定台大電機系為受贈單位；冠三為台大電資

學院爭取並提供微軟之雲端運算資源與「學術

服務平台」之合作計畫。

也許是感動於台大30重聚的熱情(出席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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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200人)，午後的天空也飄起陣雨、暨而轉為

滂沱大雨。雨啊，你哪澆得熄30重逢的熱情? 

我們何其有幸，能夠在此重逢，拜見三電四數

與必修、選修課的老師們: (電磁) 李學智、許博

文、張宏鈞等教授；(工數、電子、電路) 林巍

聳、曹恆偉、林浩雄等教授；(近代物理、半導

體工程)王維新教授；(信號與系統、數位信號

處理) 貝蘇章教授；(通信技術與應用、數位語

音處理)李琳山教授；(固態物理與元件物理) 李

嗣涔教授。我們何其榮幸，能再次重溫老師的

叮囑與對人生的智慧與開示。願老師們身體健

康，願同學們珍重，我們下一個10年再見。

三十功名歲月悠  珍重再見四十週
附記 1: NTUEE86全體同學感謝電機系廖婉

君、劉志文兩位前後主任，對於電機系86級系

友30重聚返系活動之支持與鼓勵。感謝電資學

院陳銘憲院長對系友活動之關心。我們也感謝

系辦羅如芳小姐，對於系友聯絡與這次聚會活

動的協助。

附記 2: NTUEE86全體同學感謝30重聚出席

教師（依姓名序）: 王維新教授、李嗣涔教授、

李琳山教授、李學智教授、貝蘇章教授、林巍

聳教授、林浩雄教授、許博文教授、曹恆偉教

授、張宏鈞教授等昔日授業恩師，冒著滂沱大

雨趕來新體出席台大1986級30重聚活動。

參加晚會的同學眷屬名單(依學號序)如下：

蔡漢寶、陳永暉、袁中平、劉玄達 (+鍾芝麗)、

鄧震球、蘇耀中、周泠杪、陳宗捷(+王美雯)、

賴瑞綱、高健榮 (+潘荷仙)、江建勳、趙治平、

詹長庚、洪志騰、王聖愍、戴尚義、吳和庭、

黃升龍、吳振甫、周純明、王祐人、彭隆瀚、

邱瀞德、彭秉鈞、邱順建 (+李珮玲)、陳仕易、

陶一瑋、曾倫彬、陳宣文、黃英哲、張智勝、

趙晉傑、賴聰賢、楊昌毅、盧少卿、林志勳、

黃貴明、梁淑琴、周良吉、許時琮、邱弘斌、

林泓均、張祥禔、尹立柏、林毅峰、謝尚瑩、

黃宗柱。

感謝活動攝影: 蘇耀中、陳永暉

感謝屢次贊助NTUEE86活動而不願張顯名

字的同學們。

台大電機系1986級系友返系之旅並與劉主任合
影。

台大電機系1986級系友與授業恩師們留影於30
重聚會場。

台大1986級30重聚活動總召邱順建(電機系)、
總幹事劉玄達(電機系)代表本屆同學，捐贈母
校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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