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輯室報告

電機系江衍偉教授於本 (2020) 年 2 月 1 日

起榮退，電機系於 1 月 10 日辦理榮退茶會，

本期報導茶會實況。

電機系吳瑞北教授面對物聯網浪潮，思考

在教學上可以做什麼 ? 吳教授撰文分享近三年

開課的收穫與心得，與讀者分享。

電機系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邀請艾睿電

子亞太區銷售副總裁 - 電機系 1986 級畢業校友

梁淑琴，代表 Arrow Electronics 簽署合作備忘

錄並發表演講，本期刊出合作簽署儀式活動實

況，與梁副總裁的演講內容，與讀者分享。

電機系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間邀請 1979

僑生學長 - 飛捷科技林大成董事長，舉辦學長

與僑生有約分享會，本期刊出活動報導。

電信所於 2019 年 12 月 23 日間邀請台灣

大哥大林之晨總經理蒞臨演講，分享他的創業

歷程，本期刊出林總經理的演講內容，與讀者

分享。

電機系學會成立 NTUEE+，推動項目之一

為系友採訪，本期刊出 2012 級李昀樵系友、

2016 級林奕辰系友、2014 級沈昇勳系友的探

訪與讀者分享。

1979 級系友於 2019 年 11 月 9 日舉辦畢業

40 年重聚，本期由該屆系友撰文紀錄，與讀者

分享。

封面：江衍偉教授榮退歡送會。

FACEBOOK粉絲團：搜尋國立台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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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臺大電機之友，大家好

本刊自2001年8月創刊至今，至本期已發行68期，感謝大家多年的支持。

為了支持地球的永續發展，減少紙張印刷，臺大電機之友預定自第69期(109年8月)開始，以

發行E-Mail電子報/網頁版本為主。(網頁版https://web.ee.ntu.edu.tw/resource4.php)，為了解系友

們未來希望的閱讀形式，請您聯絡臺大電機之友 eefamily@ntu.edu.tw，回覆以下事項：

　(1)　目前收到紙本刊物的系友，如仍希望繼續閱讀紙本，請回覆學號、姓名、原郵寄地址，我

      們將會視回覆情況，決定是否繼續發行紙本刊物。

　(2)　未來擬以電子報閱讀，但過去未收過電子報的系友，煩請回覆學號、姓名、e-mail。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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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衍偉教授榮退暨歡送會活動報導
電機系辦公室

江衍偉教授簡歷

學歷：

B.S.,  66.06 臺大電機系 (第二名畢業)

M.S., 68.06 臺大電機系 (第一名畢業)

Ph.D., 73.06 臺大電機系

經歷：

68.08 - 69.07 臺大電機系 助教

69.08 - 73.03 臺大電機系 講師

71.06 - 73.02 赴美進修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

Champaign, Illinois.

73.06 取得博士學位

73.04 - 80.07 臺大電機系 副教授

80.08 - 109.01.31 臺大電機系 教授

獲獎及學術紀錄：

中國工程師學會：68年工程論文獎

科技部甲種獎(10次)、優等獎(4次)

榮退茶會活動報導

電機系於109年1月10日中午12時，於電機

二館142會議室舉辦江衍偉教授榮退茶會。茶會

首先由電機系主任吳忠幟教授致詞，吳主任表

示，江教授於本系就讀期間，是屢獲書卷獎的

學霸。教授的「電磁學」課程，除教授教科書

內的知識外，也常教授電磁學以外電磁知識。

而江教授給人的印象就是低調、謙和。接著電

資學院張耀文院長致詞時表示，江教授課程的

學生教學意見表均為5顆星推薦，還常邊上課邊

糾正教科書錯誤，可見其功力與嚴謹態度。

系、學院主管簡短致詞後，江衍偉教授表

示從民國68年開始授課，轉眼間已經40年了，

感謝陳俊雄教授、黃鐘洺教授、劉兆漢教授及

共事過的教職員，也感謝曾指導過的學生及研

究生們，在教學及指導學生的過程中，也常給

自己帶來不同的啟發與探討。因為要感謝的人

太多了，不如謝天吧。

其後與會教師也分享與江教授共事的點

滴並表示對其榮退後生活的祝福。鄭士康教授

表示，江教授是他欽佩的前輩之一，他發表了

台大電機所第一篇被IEEE接受的碩士論文，

除電機專業外，對書法也有涉獵。李學智教授

表示，與江教授在碩士班就讀時即相識，其後

共事，前後共四十幾年，江教授教學研究上的

嚴謹是電波組公認的。吳瑞北教授、李琳山教

授、胡振國教授、貝蘇章教授、王暉教授、鍾

孝文教授、陳少傑教授、吳宗霖教授、林晃巖

教授、黃建璋教授等亦陸續發表與江教授師生

或同事的緣分。在分享過程中，也分享了江教

授的名句「誤人子弟，會下19層地獄」，可見

江教授對教學的使命感及自我嚴格要求。

榮退歡送會於下午2時圓滿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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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物聯網浪潮，教學可以做什麼？
吳瑞北

台灣近年來由於政府大力倡導AI，許多

相關課程一時門庭若市，大家都一窩蜂，但AI

的關鍵在於要有數據，而且是鉅量且寶貴的數

據，而台灣在這方面，要嘛是量不夠多，不像

Google、FB等資料量驚人，要嘛是量夠多但使

用上限制重重，例如健保資料，街口視訊串流

資料，因為個資及人權考量，法律上有很嚴格

的使用規定。

要突破數據荒，使用物聯網(IoT)是台灣

可以致力的關鍵，而這也是電機系可以發展的

利基，所以很多人就把AI與IoT合起來，在談

AIoT，但這要結合硬體與軟體，不只要理論，

更要實作，而且要有垂直整合的領域知識。所

以，要教物聯網也就難了。

在台灣產業界，IoT比AI更早受到重視，

2014年3月27日台灣半導體產業協會(TSIA)年

會，以「創新時代–核心產業以智慧與知識開創

新世代」為主軸，台積電張忠謀董事長發表對

下一階段產業發展的看法，認為行動裝置無疑

就是此刻的「Big Thing」，這一兩年還會是主

要的營收貢獻來源，但下一個「Big Thing」很

可能就是物聯網。

張董事長這個見解很快引起許多共鳴，可

是幾年來，我們還沒有看到物聯網產業蓬勃發

展，雖然有不少原因，但物聯網產業仍然是台

灣應極力發展的方向，利用物聯網擷取大量的

數據，配合AI 技術發揮數據的價值，應用到各

垂直領域，是台灣產業轉型的重要關鍵。因應

下一代的發展趨勢，積極投入人才的培育，為

產業發展打好基礎，教育界責無旁貸。

2016年因政權改組，從資策會歸建台大，

覺得IoT是台灣未來電機領域的金礦，應該有人

開相關課程，但找不到。教授們各有專攻，要聯

合起來共同開發新課程難度很高，而且也沒有什

麼獎勵。可是也不能因為這樣就把這扇門關起

來，所以雖然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但因為還可利

用業界及法人人脈，所以自己下海，邀集老長官

張進福教授，一起開課，沒想到轉眼就開了三

年，倒可在此談談開課的收獲與心得。

一、強調導論實作

2 0 1 2年國際電信聯盟電信標準化部

門 ( I T U - T )給物聯網下個定義：A g l o b a l 

infrastructure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nabling 

advanced services by interconnecting (physical 

and virtual) things based on existing and evolving 

interoperable ICT. 其主要元素有感測與致動器、

互聯通信、虛實整合，以及先進服務四部份，

涵括非常垂直的領域，大學中人才愈走愈專

精，偏向平行領域，實不易找到合適的師資，

因此最好的方法是邀請業師來集合授課。而且

圖1：2016年9月在台大開設物聯網導論課程在普通教室上課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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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視實作(hands on)，從實作中去體會物聯網

的廣泛知識。

為了開發此課程，一開始請資策會張栩嘉

博士參與規劃，第一年開課時來了約80個人選

修，動用了普通教室的大講堂，盛況空前，如圖

1所示。可是也把自己累死了，期末專題共38組

簡報及實作展示，整整花了兩個半天共十幾個小

時，弄到影響到其他班級，還被學生到教務信箱

投訴，後來親自回函致歉才算了結此風波。

二、重視應用專題

此後就限制修課人數為30人，同時也在下

學期開授「物聯網應用系統專題」，指定主題

進行更深入的研討。課程以LoRa、LBS智慧物

流、AGV無人搬運車、家庭聯網、Azure IoT平

台、NB-IoT等系統為重點，配合每單元主題，

前3週為授課及指導學生設計應用實作，第4週

為評分每組所設計的實驗。

我們也積極鼓勵修課同學參加競賽，例如

第一年有一組同學以期末專題參加2017年經濟

部搶鮮大賽就獲得佳作。題目的發想是用相當

便宜解決方案，達到牲畜數量的自動管理，如

圖2所示，他們利用超音波/RFID在牧場柵欄進

行羊隻數量監控，並藉由NB -IoT回傳至 Server

端統計各柵欄數量，再經由 MQTT publish至雲

端系統，顯示到註冊者的手機 (ex: 牧場主人的

手機)上，因此主人不需要到現場，在家也能隨

時監看羊隻是否沒到齊。

三、激發創新思惟

不同於一般著重理論與技術的教授方式，

物聯網課程是以應用創新與實際體驗為導向的

應用實務課程，學生可以學習從科技趨勢剖析

與實際案例的體驗中，規劃適合自身或企業所

需之物聯網創新應用。學生在實作上迭有佳

作，像有一組同學愛烏及屋，開發了智能寵物

排泄物處理系統，如圖3所示。解決方案含三

大部份，(1)排泄物清理：製作輸送帶裝置在籠

子底部，飼主只需要定時將輸送帶搜集好的糞

便丟棄即可，不需要手動清理整個籠子。(2)環

圖2 修課同學陳昱堯/鄭立晟的「羊羊得益」專題，(a)構想 (b)實作。

(a) (b)

圖3 修課同學蕭恬/葉津源期末專題「手持裝置自動鏟屎官」。



境控管：利用繼電器根據溫濕度感測器取得的

數值調控保暖燈、電扇或空調。(3)飼主即時控

管：設計使用手機APP讓飼主可以觀看環境狀

況，並對IoT裝置控制和設定，可以自動調控模

式或是手動啟動。

另有一組的構想非常實際，是小型工廠智

慧化入門級之成品配方紀錄與識別系統，可因

應台灣許多初級智能製造的物聯網應用，如圖

4所示。在此一系統中，同學用Bar code reader

讀取二維條碼，同時將成品配方用電子磅秤測

重，並一起經由樹莓派記錄在雲端中，即可對

成品配方進行記錄與識別，不必再耗費人工填

寫及事後更正。系統雖然簡易，但對台大其實

有很大用途，像目前校內的安全衛生法規即有

要求化學藥品必須記錄，但實驗室人手缺乏，

每個老師都必須找到助理來進行此事，而且需

要事後查核，對於每位教師都是頭痛問題，此

一系統其實即可提供滿實際而有用的解答。

四、完成教學用書

物聯網導論經過三年的發展，課程愈來

愈完整，而實習的教材也愈來愈精緻，學生若

能循序漸進，自可紥實掌握物聯網的技術與能

力，因此最後我們將實作部份集結成書，正洽

詢學校出版中。教材共九章，參照網宇實體

系統 (Cyber Physical System, 簡稱CPS) 架構，

涵括四部份：1) Connected Things Level，實

作包括Arduino、Raspberry Pi、感測與控制；

2) Conversion Level，實作包括BLE、LoRa、

MQTT與Node-RED；3) Cyber Level，實作包

括AWS雲端平台、以及軟體容器技術Docker與

Kubernetes；4) Cognition Level，配合期末專題

進行相關系統應用開發實作。

本書的完成，除了感謝張進福教授的起

心動念開課，以及資策會張栩嘉博士的起始規

劃，其後有諸多業界人士效力，包含資策會廖

書漢博士及愛文西門總經理李健榮博士加入形

成雛形，之後由賴怡吉博士集其大成。而開課

之助教陳昱志與林思綺之協助也居功厥偉，終

能將其中相關實作部份集結成書，盼為台灣邁

向下個物聯網世代的人才培育貢獻一番心力。

而為了物聯網有個專屬教學空間，承蒙系

主任劉志文允諾提供空間，教務處挹注專款建置

物聯網教學教室及採購實驗器材，也居功厥偉。

五、結論與展望

軟硬整合是台灣未來的機會，但無可諱

言，智能製造還是台灣最可能的產業，台灣過去

是硬體行銷，但因為缺軟體與平台服務，所以獲

利不高。未來是物聯網時代，如能基於台灣原有

的硬體優勢，早一步掌握物聯網的技術與能力，

配合刻正建立的充沛AI人力，將可在全球產業

鏈創造不可替代的價值，讓台灣發光發熱。

吳瑞北，臺大電機系1979年畢業，現為本校電

機系教授。

圖4 修課同學王弘志/郭記綱開發之「成品配方紀錄與識別系統」。 

系所近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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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吳忠幟主任、右：梁淑琴副總裁。 簽約儀式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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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回饋再添佳話 
電機系與美商109強企業艾睿電子簽署[2P+2C]合作計畫

擁有豐富系友資源的電機系，再添系友飲

水思源的回饋佳話。在電機系1986級畢業系友、

現任艾睿電子亞太區銷售副總裁的梁淑琴的牽

成之下，名列美國財富雜誌109強企業的美商

Arrow Electronics(艾睿電子)，於11月27日和電

機系簽署[2P+2C] (People、Place、Competition、

Community)合作及贊助計畫，加強母系和艾睿

電子的合作，打造學系企業雙贏模式。

艾睿電子與台大電機系的「2P+2C」計畫將

在鼓勵創新、培育未來人才等多個面向進行合

作，包含提供同學暑期實習機會與獎學金，贊助

學生自主營運管理的「創客空間」(Maker Space)

實驗室所需儀器與器材，以及由台大電機系學生

發起、現已發展成全國參與之年度大型創客活動

「創客松」(MakeNTU)競賽，還有針對有志創業

的台大電機系師生提供技術與新創社群資源。梁

淑琴表示與台大的合作，不僅單純捐助軟硬體資

源，還將利用其公司核心能力，提供專業、技

術、商業上的協助，引導學生將所學知識轉化為

創新技術，培育未來的人才。

此合作計畫成行的關鍵人物梁淑琴副總

裁，以電機系學姊之姿回饋母系。負責合作計

畫簽署的電機系系主任吳忠幟非常感謝學姊梁

淑琴事業有成後，還記得飲水思源引介服務公

司回饋母系，栽培學弟妹。吳主任表示，臺大

電機系同學很幸福，有智慧與專業兼具、提拔

後輩的超棒學姊。

台大電資學院院長張耀文也表示，艾睿電

子是全球頂尖企業，感謝其回饋，實踐企業社

會責任的用心，也將藉由這些贊助所產生的能

量，接力企業發揮大愛，協助提升國內外的產

學、教育和研發水準，以回饋社會的厚愛。

艾睿電子兩年前已經在香港成立ARROＷ 

Open Lab，成立的初衷與實踐內容和目前臺大

電機系的創客空間Maker Space有異曲同工之

妙。因此，這次合作內容涵蓋邀請電機系師生

前往目前在香港科學園區的ARROＷ Open Lab

參訪，甚至與香港的大學合作。

*Arrow Electronics(艾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為美國財富500強企業(Fortune 500)，總部位於

科羅拉多州Centennial，專門從事與電子和計

算機產品相關的分銷、增值，及技術平台、解

決方案服務。根據其總營收，該公司在2019年

“財富”500強企業名單中排名第109位。

電機系辦公室



時　間：108年11月27日(三)下午3:30-5:20 
地　點：國立台灣大學博理館101演講廳 
主講人：Arrow Electronics艾睿電子 
　　　　亞太區銷售副總裁 梁淑琴

講　題：精彩的旅程 Wonderful Journey 
主持人：吳忠幟教授

Arrow Electronics艾睿電子亞太區銷售副總
裁、本系1986級畢業校友梁淑琴，於108年11月
27日(三)代表Arrow Electronics與台大電機系簽
署合作備忘錄，在鼓勵創新、培育產業未來人

才等多個面向進行合作；當天梁副總裁隨後於

電機系大學部進行專題演講，以學姊與副總裁

的身分與大三、大四的學弟妹們交流，當天有

超過150位同學以及多位老師參與聆聽，演講完
後獲得同學熱烈踴躍提問。當天演講的內容主

要包含四大主題 – 個人經驗分享、艾睿電子簡
介、科技趨勢、以及艾睿的台灣大學計畫。

首先，梁副總裁以一張30幾年前的學號
照片作為她從大學到現在經驗談的引子，聊起

大學時光，梁副總表示那是一段青蔥歲月，在

因緣際會下她通過了僑生考試考上台大電機，

大學四年與同學參與種種的活動，現在回想起

所有在台大的回憶都是開心的；也建議台下的

學弟妹們於學業玩樂之餘要積極參與、投入工

作機會提早與社會聯繫，像是暑期實習、當志

工，因為同學總有一天要離開學校進入社會，

早點與社會聯繫能減少畢業後的適應期。

進入職場後，梁副總裁表示她待過AMD、
Arrow兩間公司，換過10幾種職位，很多人問
她，一直換職位不會覺得每次都要重新適應非

常麻煩嗎？但副總覺得應該要正向思考，凡事

都有風險，卻也因為這一次又一次勇敢的決定

讓她學習到各種技巧，從產品技術到銷售技巧

一應俱全，且有機會到各地學習與其他大企業

打交道。她以30年前自告奮勇前往中國發展為
例子，30年前的中國相較現在危險許多，原本
主管極力反對她前往中國，但在自己極力地

爭取與本身會講中文的優勢下讓她獲得這個工

作，得到了和聯想、華為、中興等大企業還有

各大媒體交流的機會，最後成為AMD中國區總
經理，這個決定也是造就她成功的起點。

梁副總也告訴同學不只在工作上要正向

思考，在生活上也要保持活力、保持對科技的

好奇，運動、休息亦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她舉例說像是一般公司的尾牙多是吃飯、

摸彩等一成不變的模式，但為了增加公司的活

力，她曾經轉念將尾牙辦在二線城市，設定尾

牙的主題，讓全公司去旅遊，收到非常好的效

果，使尾牙變成全公司一年一度期待的盛事。

最後，副總裁以積極面對改變，接受新挑戰做

為個人經驗部分的小結。

接著，梁副總裁開始介紹艾睿電子，一間

80年前以賣收音機起家的公司，現在已成為全球
Fortune 500排名109名的大公司，艾睿的理念是
相信科技可以改變世界，以五年睿進作為口號，

付出心力在各個他們覺得對世界有幫助的產品、

物流、設計上。艾睿也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例

如綠色社區、參與醫療、提供Open Lab資源、支
持多個院校多項獎學金，科技人才培育與教育。

其中成功的案例有 – 將電子產品回收帶到非洲
當地成立電腦學校、贊助MIT Hyperloop 比賽、
贊助香港理工大學學生開發參加電動賽車、研

發智慧路燈、研發智慧手環，其中最著名的是

楊鈺昭、陳柏瑞

精　彩　的　旅　程  
Wonderful 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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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Car，一台為四肢癱瘓的前賽車手Sam設計
的車，以嘴吹氣的壓力當作傳感代替油門，並使

用熱感相機偵測駕駛頭部的移動來控制方向，使

Sam能重新體驗開車的快樂，可說是科技與醫療
結合最成功的人性科技案例之一。

最後，梁副總裁說明艾睿電子與台大電機

系的「2P+2C」(People、Place、Competition、
Community)大學合作計畫，期望大學計畫的展
開可以讓學生可以更快速適應未來的生活，把

好的人才與想法帶到產業裡。「2P+2C」計畫
將在鼓勵創新、培育未來人才等多個面向進行

合作，包含提供同學暑期實習機會與獎學金，

提供儀器、模組、材料、與專業人力資源來完

善電機系現有的Maker Space創客空間實驗室，
贊助支持台大電機系學生發起、全國性年度大

型創客活動「創客松」(MakeNTU)競賽，還有
針對有志創業的台大電機系師生提供技術與新

創社群資源。最後，副總裁提醒同學們，不要

只滿足於做專案的心態，要更加正面積極，抱

持將專案進化成產品的心態，他們除提供硬體

設備之外，將提供人力資源，在技術、宣傳、

產品化各方面提供協助。

演講尾聲，梁副總裁以Steve Jobs的名言
“Innovation is the ability to see change as an 
opportunity – not a threat”結尾，強調創意是一
種享受而不是折磨，創意可以是一些技術，也

可以是精彩的未來，期望這次的演講可以給各

位學弟妹帶來精彩的旅程。

Q&A
Q1 : 學姊因為工作常常要在各國之間飛，勢必

與母親身分衝突，請問學姊如何維繫自己

與家庭的感情？

A1 : 每次回家時間有限，回家後不會去見朋
友、逛街，家人才是最重要的，把時間放

在家人身上，另外如何與家人相處也是重

點，很多人看自己的小孩打點遊戲不讀

書，我很幸運沒有這個問題，但假如我小

孩今天要去酒吧喝酒，我會叫他要帶錢打

taxi回來，完全尊重她的決定，我覺得這
件事比較複雜，連我自己都在學習當中，

希望同學跟家人相處也是一樣，在家跟媽

媽吃飯就不要再看手機了。

Q2 : 面對一個大學生，會希望大學生做過什麼

事或具備什麼能力？

A2 : 作為一個公司面試者，我會希望你懂得比
你在學校該懂得多，或是有不同的經驗，

希望學生在自己比較強的方面多著墨，透

過實習讓履歷比較豐富，讓面試者知道怎

麼去用你，所幸最近許多公司都有大學生

計畫，這會是你一個不錯的機會。

Q3 : 學姊有提到，在大學時不斷嘗試或實習，

學姊身為一個高階主管，每天有更多事情

要完成，該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率地

完成事情並學到自己該學的事情？

A3 : 我覺得一天真的很短，在不同階段該做的
事情不同，像大學要考試，考試就放在優

先，但有些事情不能忘，例如休息，很多

人現在都兩三點才睡，回頭看看沒有必

要，工作大概三分之一，休息三分之一，

最後三分之一就有點自由，我不建議排的

很滿，可以做靈活的安排，每天有一段自

己安排的時間，不然可能因為效率太低而

最終什麼都做不好。

Q4 : 想請問學姊工作非常忙碌，忙碌到崩潰的

時候如何紓解壓力?

A4 : 崩潰可能會有幾秒鐘，但很快就會正面面
對事情，事情都有兩面，如果一直用負面

的那面去看就會很崩潰，但換成正面那面

去看，就會好很多，例如老闆一直找你麻

煩，但其實老闆並沒有時間一直找你麻

煩，他沒有那麼閒，不然他不會是你老

闆，他是覺得你能用，換個角度會是很好

的方式，觀念要改過來，我工作了這麼多

年也很少讓我崩潰的事情，因為是個挺有

趣的過程。

楊鈺昭，電信所碩士生、陳柏瑞，電子所

碩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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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系「學長與僑生有約」分享會
- 飛捷科技林大成董事長 活動報導

目前就讀電機系(所)的僑生約計有五十幾

名，僑生們離開僑居地來台就讀，除了學業的

研修及生活適應外，往往也有一個疑問-畢業後

要留台、回僑居地、或至第三國發展?本系於12

月11日(星期三)中午12時舉辦「學長與僑生有

約」，邀請本系1979級系友-飛捷科技林大成董

事長做經驗分享，林學長當年以香港僑生身份

進入本系就讀，自本系畢業後，進入台灣企業

界工作，累積實務經驗。於1984年創立飛捷科

技，並於2015年創立飛捷文教基金會，以關懷

弱勢、科技教育、社會服務等三大方向，為人

才向下扎根盡一分心力。

活動首由系主任吳忠幟教授、本系吳瑞

北教授(1979級，林學長同學)致詞，接著由飛

捷科技董事長特助進行公司簡介，飛捷科技自 

1984 年成立迄今已邁入35年，發展至今已成為

全球前三大、台灣第一大 POS(Point-of-Service)

系統設計製造廠。接下來由林學長以僑生學長

的身分，與學弟妹們分享當年畢業後留在台灣

工作及創業的經驗，他謙遜的表示，最大的成

功是人緣很好，有很多好同學、好朋友。學長

並分享一些經營企業的看法，他認為創業不

難，但必須能忍得住過程中的寂寞、堅定方

向。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創業的業務項目如果

不能做到該產業前三名，終會失敗。創業未必

是做難的事情，把簡單的事情做好也能成功等

等。由於學長平易近人的分享，其後的Q&A時

間，參加的同學們發問踴躍，發問內容包括在

電機系人際關係的調適?當年畢業後為什麼選擇

留在台灣?如果看對方向，選擇一條少有人走

但成功的產業，但成功後勢必有後進者跟上模

仿，如何因應?等等問題，學長也一一回應。

「學長與僑生有約」分享會約於下午1時30

分圓滿結束。相信今日參加分享會的同學一定

有滿滿的收穫。

編輯室

前排(自左至右) 張時中教授、林大成董事長、吳忠幟系主任、吳瑞北教授。 

人文報導



從當15學分到市值第15大企業總經理
-  我的敗部復活之旅

台灣大哥大林之晨總經理應電信所邀請，

於2019年12月23日蒞臨臺大演講。林總經理畢業

於台大化學工程學系，並於2004年前往美國紐約

大學史登商學院攻讀企業管理碩士，目前擔任台

股市值第15大企業、市佔率25%的台灣大哥大總

經理。除此之外，他也同時在2009年自己創立的

AppWorks擔任董事長暨合夥人。演講當天，首

先由電信所所長蘇炫榮教授簡短介紹林總經理的

經歷，接下來即進入精彩的演講。學生們透過此

次的機會，了解林總經理如何能夠從師長眼裡的

叛逆孩子，搖身一變成為眾人眼裡的「人生勝利

組」，成功在工作領域找到自己的一片天，並打

出人生中的一支逆轉全壘打。

改變的起點

林總經理首先向我們分享其從小就喜歡組

電腦及寫程式，在大學聯考時，立志於臺大電

機系。但是由於聯考成績不理想因此進入了當

時同為工學院的化工系。進入化工系就讀後，

發現化工系所學不符志趣，因此沒有將重心放

在課業上，導致學期末被當了15學分。林總經

理自嘲，當時的自己不被任何師長看好。

1999年大三升大四的暑假是大學生活的轉

捩點。因緣際會下，他和學長一起創立了一個

透過網路販售電腦的公司(哈酷網)。當時正值

台灣網路快速興起的時代，網路創業也隨之興

盛，哈酷網在這波創業潮中獲得了相當不錯的

成績。隔年公司轉型為B2B的企業軟體公司，

並於兩年後，將市場拓展至海外。在接下來

的幾年，他還先後創辦旅遊社群新創Sosauce.

com，與3D遊戲製作新創MuseGames。林總經

理說，在創業的過程中，許多事物都是從零開

始學習，甚至許多不熟的領域都得硬著頭皮去

做。從產品開發到行銷、業務、管理，21歲創

業這個抉擇逼著他在短短五年的時間內學習了

許多本科系以外的知識，也為日後出國攻讀企

管碩士這條路埋下了伏筆。

創業加速器

2010年，林總經理創辦AppWorks立志於幫

助台灣的年輕人創業，幫助台灣更有競爭力，

也期望藉由階級流動，讓台灣的資源不再把持

在2、30年前的創業者身上。AppWorks已成為

「大東南亞 (東協+台灣)」最大創業加速器，每

年兩次嚴選35組新創進駐，累積畢業328家活躍

新創、925位創業家，所有AppWorks新創加總

營業額達新台幣769億，總估值達新台幣1,107

電信所辦公室

9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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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其他因AppWorks而興起的公司，例如：

EZTABLE、LINE TV、LINE TAXI、WEMO

等，這些AppWorks所培養出來的新創公司所產

出的巨大產值以及日益增加的數目，吸引電信

公司將他們作為在5G時代的轉型槓桿。而林總

經理也因AppWorks與台灣大哥大合作契機，在

2019年成為台灣大哥大的總經理。

給20歲的自己的建議
在介紹完20年來的心路歷程後，林總經

理回首過去，於演講的尾聲提出幾項建議分享

給在場的同學們。第一，不要浪費時間去追逐

別人的夢想。因為他人所認定的理想生活，不

一定適用於每個人。第二點，找到人生的北極

星。必需先了解自己，才能追逐夢想，做自己

真正想做的事。第三點，鍛鍊自己。在工作的

前20年努力鍛鍊自己，將精力放在學習對於人

生下半場有益的事，不要盲目追求薪資、名

譽。第四點，了解工程領域外其他事物的root 

cause，尤其是人文領域。若對於知識的渴求

能夠擴及至人類社會的種種現象，追逐夢想的

過程將變得更加順利。第五點，練習寫網誌。

寫文章比起閱讀或是看影片能有更好的學習效

率，因為在寫文章的過程中，你必須梳理原本

在腦中跳耀的邏輯，以及補齊知識間的空白，

試著把一件事用文字表達清楚。最後一點，將

心思放在你所珍視的人身上，因為你永遠無法

討好所有人。林總經理認為，人生的目的不是

討好人，把心思放在你真正關心的人就足矣。

結語

因應現在的升學制度，許多人無法選擇就

讀自己真正喜歡或有興趣的科系。林總經理的經

驗分享讓在座的學子明白，大學僅僅是人生的起

點，現在所學未必能決定未來的人生道路，把握

每一刻並勇於做抉擇，人生絕非只有一種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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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UEE + 系友專訪 (上)
臺灣大學電機系學會三年前成立NTUEE + 

部門，旨在系友之間「建立一個溝通的窗口、

增進不同屆間的感情，與彼此有需求互相幫

助」的媒介。目前以臉書社團 NTUEE plus 作

為主要交流媒介。 未來更將建立EE + 網站，作

為推廣與聯繫系友的平台。目前NTUEE + 進行

的項目包含：

NTUEE chain
Chain, 取其連結、聯繫、傳承之意。此項

目邀請已成功申請海外留學的學長姐分享申請

經驗，亦將大學部在學生與具有相似領域、背

景、目標的學長姐與進行配對，讓學長姐寶貴

的經驗得以傳承。

EE + plus 系友採訪
NTUEE + 聯繫目前於各產業、學術機構任

職的系友，採訪後將內容發表於NTUEE plus 臉

書社團。經受訪系友同意，臺大電機之友亦刊

載此內容。

【系友專訪-1】
2012級 李昀樵 （技術副總 @ 17直播）
現任：Harvard MBA 學生

曾任：17直播產品技術副總裁

碩士：台灣大學電機所(2014)

學士：台灣大學電機系(2012)

一、大學時期

學長在大學時期就對語音產生興趣了嗎？

是甚麼原因讓您有興趣呢？

我大學的時候修了語音實驗室的專題，

就覺得對語音相關的資訊很感興趣，事後看來

這是一個蠻好的決定，因為碩一時剛好是deep 

learning在語音開花的時候，也讓我多接觸到 

deep learning 這個領域。

在語音實驗室時做過哪些研究？請問內容

與日後工作是否有相關性，以及對您的影響？

在語音實驗室時主要是做retrieval相關的東

西，例如語意檢索(Semantic Retrieval)，也就是

當你想要尋找的term不存在於文章中但該文章仍

跟這個term 有關時，該如何尋找到這篇文章。

至於內容是否跟日後工作有關，其實碩士

的研究通常跟未來的工作沒有直接的關係，除非

做PhD，研究的東西才會跟工作比較有關聯性。

碩士主要是培養做研究的能力，也就是教你如何

藉由大量閱讀 Paper 和重製他人實驗來學習某個

領域最尖端的知識，這其實是很重要的能力。

為何會對新創事業感到有興趣？

大三的時候加入了創創學程，當時在創創

學程開了非常多的眼界，然後認識了台大各系

關於這方面的人才，日後發現這些人在今日的

新創產業中仍非常的活躍。大四時跟外系的幾

個朋友參加了一個創意競賽，當時其他同學有

很好的發想，但不知道如何用程式寫出來，所

以就找了身為電機系的我，最後大家一起完成

了一個 prototype。之後同一群人也一起做了幾

個 app 和產品，因為有各系各個領域的人，所

以大家分工，我負責開發，有人負責宣傳。最

後甚至跟這群人一起開了公司，甚至在學期中

請假到矽谷募資，是個很有趣的經驗。
左起 電機二余欣澄 、電機四莊永松 、電機三李筠
婕 、李昀樵學長、電機三鄭謹譯、電機三吳建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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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的課業繁重，有什麼是鼓勵學弟妹在

大學中一定要嘗試的事情？

我會鼓勵大家在各方面都要勇敢嘗試，不

能只顧課業。事後看來，大學期間對我幫助最

大的事情，在當時看來都是不知道對未來有什

麼幫助的，只是覺得好玩就決定試試看。比如

參加陽光椰子社、台大藝術季、創創學程、參

加創意競賽、做 Side Project、開公司等等。

另一方面對我幫助最大的是大學期間認識的朋

友，每個人都有獨特的背景、故事和能力，從

他們身上我得到了很多啟發。

二、生涯規劃

對於出國讀研、在臺讀研、直接工作的選

擇?
其實在大學時，我對於這些路都有事先

做一部分的準備，例如有當兵、準備研究所推

甄，出國的部分也有去考 TOFEL、準備 GRE 等

等。我最後選擇留在臺灣，很大的原因是我希

望能夠陪著家人。另外，因為讀研究所可以培

養與實際上的知識接軌的能力，而我當時知道

自己仍需要培養這種能力，因此選擇讀碩士。

然而，我覺得在大學時自己沒有很積極地

找已經出社會的學長姐詢問相關的建議。我也

建議學弟妹可以多找大約 30 歲左右的學長姐諮

詢，他們可以給予較為成熟的建議。我在申請

哈佛 MBA 的時候發現管理學院的學生，會時

常向年紀較近，或是已畢業一段時間的學長姐

諮詢自己的職涯規劃，我覺得這是一個蠻好的

決策輔助。

當時是否曾考慮繼續就讀博士?
我當時沒有考慮讀博士，因為自己並非很

想走純研究路線，我的興趣主要是在實務中應用

這些前端知識。另一個考量是時間，博士通常會

讀 4、5 年，這個機會成本也是要一起考量的。

畢業後自行創業的考量?
其實在讀碩士的時候我就已經有創業的

念頭，那時候已經和許多朋友進行很多  side 

projects，甚至還大膽地在學期中請假飛到美國

矽谷募資、面試美國加速器等等，現在回想起

來當時真的是一股衝勁。我覺得人生應該多多

嘗試，才會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尤其現在

資源很多，想試就去試。若你覺得非做不可，

那就放手去做吧！

但相反地，不要一味地跟風，要思考好

再做決定。我覺得對學生來說，直接去風險太

高。比較好的方法是做 side projects，如果這個 

project 能夠做起來的話，再嘗試全職來做，我

自己現在也一直都還有在做 side project。另一

方面，我覺得學生通常在經驗和能力方面通常

都較為不足，所以如果對新創感興趣的話，先

加入一個有潛力的新創學習一下，也是一個好

方法。

今年選擇去哈佛念MBA的考量?
我覺得這是個增廣眼界的過程，回想起過

去，常常人生中重要的轉捩點是在不同環境下

遇到不同的人而產生的，而 MBA 就提供你一

個不同的環境並能夠跟一群特別的人相處。

再來就是在亞洲創業的話，常常會覺得台

灣新創產業有個天花板，因此覺得需要跟國際

接軌，要學習如何去獲得國外的資源，例如眼

界、經驗與資本，來突破這個天花板。

可以說說現在對未來的規劃嗎?
下一個目標就是希望創業成功，並且有機

會的話能夠回饋社會，找到自己能夠貢獻並幫

助社會的地方。

三、在17直播的經歷
加入 17 直播的考量?

我會想加入 17 直播的原因有三個。第一

是技術層面，我想加入的是有足夠技術深度與

挑戰的公司，而 17 直播是臺灣使用人數最多的

直播平台，再加上直播本身也是個有足夠技術

挑戰的領域，所以 17 直播是個能提供足夠技術

挑戰的公司。第二是創辦人，加入之前我與 17 

的創辦人之一黃立成聊過幾次，我覺得他的想

法、經驗與視野都有很值得學習的地方。第三

是公司文化，我很喜歡新創公司那種自由、自

系友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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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的風氣，每個人都把公司當成是自己的，大

家都盡全力讓公司發展得更好，這是我很喜歡 

17 這間公司的地方。

在 17 直播中扮演的角色?
我在公司的職位是產品和技術副總，負

責規劃產品方向、規劃技術架構和確保產品品

質等等，也要負責管理團隊、建立團隊文化等

等。

聘用員工時如何判斷一個人的能力?
要判斷這名員工是否是公司想要的人才，

我大概會從三個方向著手。

第一，是否具備硬實力，我通常會列出這

個職位必須的技能，再逐項驗證。例如他如果

是程式工程師，最重要的技能就是寫程式，我

的做法通常是給他幾個程式題讓他當場寫。

第二，團隊合作，我必須知道這個人如何

與團隊合作，以及判斷這個人是否好相處。我

會觀察他在面試中的應對進退和過去經驗，比

如是否有團隊精神，是否會太自我或是無法接

受他人意見等等。

第三，如果是需要帶人的職位，我會確認

領導能力，主要會問他一些過去建立與帶領團

隊的經驗，以及問對方一些情境題，例如與老

闆或員工意見不合的狀況，他如何解決。

大學、碩士與工作的差距?
加入 17 直播之後所做的東西大部分是大

學或碩士時沒有教過的，也就是說要從零開始

學，自己找國外的資源閱讀或參加 conference，

跟產業中厲害的人學習，比如說跟這領域的意

見領袖聊天理解這個領域的大方向。

17直播剛開始做的時候主要是兩個領域，

media streaming和distributed system（分散式系

統），這兩個當初在台大時沒有太多接觸，只

能自己從網路上學，或者找會這些東西的人

學，當時幾乎是邊學邊做，系統每幾天就會超

載一次，壓力還蠻大的，但我覺得在大學基礎

有打穩的話，這些技能學起來還蠻快的。建議

學弟在大學時要把核心能力打穩，比如說如果

未來要走 CS 的話，那現在應該把作業系統、

資料結構、演算法、基本的幾種程式語言等等

都學好，至於其他比較細節的東西，之後學起

來會很快。至於哪些是核心能力，可以向業界

的人聊天，請教學長姐或教授。

四、給學弟妹的建議

給未來想要進入新創產業的學弟妹的建議?
我覺得有三個面向可以講：興趣、技能、

選擇。

首先就是你要有興趣，並且必須知道新創

產業是有風險的，不要一窩蜂覺得新創很好就

去加入。

再來是技能層面，加入新創產業前，自己

要先想好要具備並培養怎麼樣的技能，如果你

想進大公司 Google、Facebook，那你應該把大

部分的時間投資在 coding 上。但是在新創產業

裡，可能要稍微分散一點，對各方面都要略有

了解，像是 coding 能力、溝通合作能力、對產

品的 sense、對公司策略也要有想法，要能在公

司裡找到自己的定位做出最大的貢獻，幫助公

司成功。對個人而言，你要為自己未來的發展

做規劃，如果創業失敗了，要確保自己這樣的

技能在市場上是有退路的。

再來是選擇，選擇自己想要加入怎麼樣的

新創公司，你可以想像你自己是創投公司。概

略來講，他們首先可能會評估市場，評估市場

對這個產品的需求、有無競爭力等等，再來要

評估創辦人是否足夠優秀，跟團隊有無足夠的

能力持續地走下去。而你自己在做選擇時，就

是要像創投公司一樣思考值不值得把自己未來

幾年的時間投資在這間公司上面。

環境衝擊與建立新的交友圈

我覺得在大學時，建立多元交友圈是很有

幫助的，每個學院的學生都有自己的文化、思

考和做事的方式，在大學的時候多跟不同學院

的同學接觸，對於開拓眼界是很有幫助的。台

大在這方面提供蠻多方式的，比如修學程、跨

系修課，參加各種社團等等。比如我之前暑假



到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BCG) 做 Part Time 

Assistant，就受到很不一樣的文化衝擊，在電機

系我們通常把重點放在 code 的品質，但在 BCG 

要學習如何思考商業問題、如何為公司創造價

值、和如何跟主管與同事溝通等等，這些不一

樣的思考方式後來在職場上對我幫助很大。

您覺得您成功的關鍵是?
首先我是覺得我離成功還有蠻大一段距

離。如果說回頭看過去幾年的話，我覺得在做

決定時，比起選擇可預期的道路，我更喜歡多

方嘗試各種方向，其中不乏風險高的方向，比

如說加入早期的新創公司。我的感覺是按部就

班地規劃未來的人生，反而無法跳脫現有的眼

界，多方嘗試才更容易找到新機會和新方向。

五、與台大電機系的連結

電機系給您的歸屬感?
很多好朋友甚至現在一起合作的夥伴都是

電機系同屆或上下屆的同學，電機系的老師也

一直給我很多幫助，我現在也還是有跟比較熟

的老師保持聯繫。

覺得電機系的有什麼共同特質?
我覺得電機系的同學非常優秀，在各方面

學習理解和創新能力都很強，在我們公司的電

機系同學表現也很傑出。我覺得學弟妹們如果

能更勇於多方嘗試、不要只走成功率高、低風

險的路，電機系的同學能夠在更多元的領域做

出好成績。

特別感謝：李昀樵

撰寫： 吳建翰、余欣澄 、莊永松 、鄭謹譯

校稿彙整： 李筠婕 

【系友專訪-2】
2016級林奕辰 (Bravo AI 洽吧智能執行長)
2014級沈昇勳(Bravo AI 洽吧智能技術長)
林奕辰

現任：Bravo AI 洽吧智能執行長

學士：台灣大學電機系(2016)

沈昇勳

現任：Bravo AI 洽吧智能技術長

碩士：台灣大學電信所

學士: 台灣大學電機系(2014)

一、對大學的反思與日後影響

回頭看大學經歷與對於未來的影響

現在回頭來看，覺得當時可能會很熱血於

某一件事情上，但老實說會反思那時能夠以更

有效率的方式如何做得比當時更好。現在來看

也會比較注重大家對於一個企劃的在意程度，

來決定是否花時間在這件事上。

不過，參加各式各樣的活動也使我能夠有

機會與不同思維的人合作，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擅

長的事情，比如說寫文章、技術層面、人際溝通

等。在工作時，會遇到更多有不同個性與思維的

人，大學時這些經歷在我工作上很有幫助。

大學時期實習的建議

我覺得這是個人的選擇，在我們的年代，

實習並不是那麼流行，因此只有一部分同學會

有這個經驗。但我認為，當年紀越來越大，會

發現自己的暑假越來越少，因此其實如果能在

年輕的時候把握暑假長達兩個月的假期，去做

些不一樣的事情，我覺得是很棒的一件事。當

然實習也很好，但你同時犧牲了一個假期，就

看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培養成具有多元能力的T 型人才
我在大學時期有修像是社科院或是管理學

院的課程，在這些課程中，其實會發現每個科

14 2020年6月1日

系友報導

前排左起林奕辰學長、沈昇勳學長，後排左起電
機一謝承霖、電機三翁瑋襄、電機三何俊緯、電

機三鄭謹譯、電機二周子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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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都有不同注重的地方，這些不同的思維也許

對一個工程師來說沒有幫助。然而，在未來的

工作中有時碰到的問題並不能單純只以工程思

維來解決，其中可能包含了更多像是人與人之

間互動的細節。我覺得跨科系的課程可以讓你

對世界的看法不同，面對問題時也能夠降低出

錯的機率。

至於是否一定要去修課？我覺得也是一種

選擇。如果你比較喜歡接觸多元面向的工作，

那麼我很建議要修這些課程。當然，如果你只

是想成為一個工程師，那倒可不必。我認為在

電機系的我們有很多選擇籌碼，有太多機會可

以選擇。因此想清楚，自己要發展成怎樣的

人，不要後悔就好。

是甚麼樣的契機開始做AI？
昇勳學長：我是因為修了李宏毅教授的專

題，當時就有接觸到像是ML之類的技術等，因

此這個經驗也讓我之後工作往這個方向發展。

奕辰學長：我認為AI在當時是一個具有突

破的技術，我不見得很喜歡它，但我認為我能

夠將這個技術做得更好、能夠更滿足大眾的需

求。

二、讀研究所的必要性

研究所經驗對創業影響（昇勳學長）

就讀研究所，學到的能力主要有兩個：一

是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這是在專題研究的過

程中學到的，從自己找題目、摸索、開發到解

決問題，能夠不依賴他人完成一份研究是過程

中能夠學到最多的部分，而論文反而只是一種

形式。二是組織已知並表達的能力。研究所學

生通常身兼TA的工作，或是帶學弟妹做專題，

經由從事這些工作，能訓練整合知識的能力。

教學的過程，也能增進表達這些知識的能力。

大學畢業後直接創業的心境（奕辰學長）

對於當下的我來說，選擇創業，並不是

一個會失去什麼的決定，如果公司運營的不順

利，那即便再申請一次碩士，我也能申請到。

以整個職涯來看，早一年讀或晚一年讀碩士其

實影響不大。也因為對創業有些想法，而對當

下的我而言，創業是一個機會成本趨近於零的

選擇。想不到明確不能做的原因，那就試試看

吧。

三、Bravo AI與自動理賠
從聊天機器人變成核保理賠自動化

當初Bravo AI的第一個產品是聊天機器

人，因為聽到報章雜誌說這個領域很紅，便決

定試著做做看。做了之後才發現其實沒有太多

利潤。聊天機器人在技術層面上有太多東西要

去調控，也不確定在花了這麼多成本後會增加

多少產品價值。相反的，把原本以人力去評估

是否該核保的工作交給AI來做，很明確地可

以知道省下多少人力，也就知道這個產品的價

值。

新創公司的挑戰

做新東西的挑戰就是不知道構想產品的可

行性。以通路為例，貿易公司需要擔心的大多

不是產品本身好不好，而是銷售手段夠不夠精

緻;新創軟體公司擔心的則大多是產品究竟做不

做得出來，而且沒有先行者可以當作範本，很

多細節都要一步一步去試，但一旦做出來很可

能變成為該領域業界的領頭羊。不同類型的公

司都會有各自的難處，而新創公司就是一旦搶

下市占那就成功了，但在沒有穩定現金流時就

是虧錢的一天。

參與新創公司所需特質

在有限的時間把事情完成，也就是要有快

速解決問題的能力。不一定要是最佳解，但很

多時候就像奧卡姆剃刀（簡約法則）所說，最

簡單的解通常就是最佳解。在新創公司這樣的

要求尤其重要，每個產品都有他的生命週期。

每晚一天完成就是可以產生利潤的時間就少一

天。所以能在倒數計時結束前完成任務對前期

的新創公司非常重要。

讓機器取代人力，Bravo AI 扮演的角色
Bravo AI 主要做的就是AI 在保險方面的應

用，最經典的案例就是自動理賠。傳統上這些



工作都是人在處理，但是人在處理這些問題的

時候可能會有一些瑕疵，例如對醫療知識的不

足可能會造成判定錯誤，而且人處理問題的速

度也比較慢。如果整個流程自動化就能有系統

地解決很大一部份的問題，也可以大幅度地壓

縮處理的時間。

機器學習發展到了極限？從學界走到業界

如果你看那些影像處理和辨識的論文，

每個都達到了非常高的準確率，你或許會覺得

這些領域已經進展到了極致，但這代表這樣的

技術已經成熟了嗎？如果是的話，為甚麼市面

上很少有應用這些技術的產品呢？我想這是學

界與業界觀點的不同。大多數的論文只需要追

求精準度的提升。但在應用的時候其實還有很

多問題要解決，做為一個應用工程師，我覺得

你要做的是把那些在學界看起來已經成熟的技

術，讓它們可以在實際情境當中被使用。當你

準備實際應用在應用端的時候，可能會出現其

他的問題，比方說你要讓業界的人知道要如何

使用學界有什麼新知，這是一個很大的溝通

門檻；或是在應用端會做很多學界不會做的考

量，比方說成本、圖片大小與處理速度等，所

以我想這都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機器學習的未來，走出一條別人不會走的路

觀察那些美國的成功案例，像是siri。他

們通常都有很大量的資料，而且他們做這樣的

產品有很明確的目的，就是這些東西可以被實

際應用在他們的其他產品上。對台灣的公司來

說，最大的挑戰便是：要如何以少量的資料做

出有價值的東西。當然，從資料的角度來看，

我們不一定能跟Facebook 或Google 這類擁有大

量資料的公司競爭，但是實際上還有很多應用

的場域是沒有人做的，比方說AI 在製造業與金

融業的應用。有很多其他的產業會需要AI，如

果你想做AI，可以往這些方向去發展。就好比

美國很多大公司都在發展自駕車，但是長時間

發展自駕車需要大量的資金資源，這在台灣不

一定有辦法做到。但是如果往其他破碎、封閉

的應用場景，我想在台灣還是有一些機會的。

四、未來規劃與給大家的建議

在未來事業中會繼續走AI或嘗試不一樣的
領域?長期的目標是?

畢竟這間公司其實是在做保險相關的應

用，做這項工作的成就感是來自於如何去解決

問題，而不是著重在使用什麼工具，可以解決

問題的方式就是好方式，所以不會特別執著在

使用AI。所以如果說會不會從AI轉換成其他領

域，其實這天天都在做，但如果是說會不會從

保險業轉換其他跑道也許是可能的，只不過應

該還是相近的領域例如金融業銀行業等等。而

公司的長期目標當然是穩定賺錢，然後思考如

何作出一個可以永續經營的東西。

訂定人生目標及規劃人生的建議

當過了一段時間回頭檢視自己的時候，

能不能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或要什麼是非常重要

的事。雖然思考未來的方向可能受限於自己對

於社會的無知，而不會是一個成熟的想法，也

會因為自己的無知，而感到恐懼，但追求看似

自己想要的模糊的目標，才有可能真的完成這

樣的目標，也才有機會去審視自己的下一步。

千萬不要人云亦云，只追隨那些現階段當紅的

產業，多一些自己的想法。當因為學校課堂、

社群媒體、同儕團體之間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想

法，不要直接接受別人所說的。如果當下覺得

什麼東西是有趣的，可以去試試看，但絕對要

知道自己為什麼去做、是不是真的喜歡做這些

事，而不是只是因為社會價值觀或是受到某些

人的慫恿。不要因為隨著時間的推進而有壓力

現在必須做什麼，就倉促的下決定。找到方向

停下來好好想清楚自己要的是什麼，專注去

做。即使晚了一點出發，也能走的踏實。

特別感謝：林奕辰、沈昇勳

撰寫：周子庭、謝承霖、何俊緯、吳建翰、余

欣澄

校稿彙整：翁瑋襄、鄭謹譯

16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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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當時年紀小 -
 NTUEE79四十重聚台南之旅

I. 楔子 <陳少君>
如果35年火車環島重聚，尋求的是一個圓

滿幸福，那麼40周年的台南之旅，應該就是回

顧與尋根。

畢竟我們都有一甲子的功力，部分同學已

退休，進入人生另一階段，朝子孫滿堂邁進。

五年一次的回顧與前瞻，調整自己的腳步，顧

好老身，老伴，老本，老友已是日益重要的課

題。高鐵車站驚見40年前的同窗，共話巴山夜

雨，喜見大夥童心未泯，一壺濁酒喜相逢，正

是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說不完

如煙往事的時刻。從安平古堡的斑駁到孔廟的

肅穆，從奇美博物館的瑰奇到林百貨樓頂的彈

痕，我們體會出自己該珍惜的，能期待的和該

感恩的。當高鐵緩緩滑入終點，我們唯有離情

依依地道別，遙想下一次的重聚。

這次的活動看似天衣無縫，穩定前行，

其實幕後是充滿驚濤駭浪，幾乎要被迫走向誰

都不知道的B計畫。畢竟大家都有點年紀，狀

況也比從前多了。首先是豐榮兄的領導高燒不

退，在我們出發前兩天住院觀察。不消我說各

位也可想像，這次活動沒有豐榮會是甚麼樣

子，有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們曾想到B計畫，但

是被他很堅決且悲壯的否決了。另外毅成兄家

陪伴十餘年的愛犬BeBe在出發前四天往生，對

他和領導的打擊就像痛失一位忠實的伴侶，影

響不可謂不大。但毅成兄嫂也就強忍哀痛，持

續和豐榮兄規劃與執行我們的40重聚，完美的

呈現在各位眼前。

感謝大成與明仁兄一如往昔的慷慨"狂捐

"，讓我們兩天的晚宴如此的豐盛。感謝規劃小

組憶里兄，景賢兄與俊元兄的任勞任怨，各司

其職，讓整個旅遊過程平順穩當。說到後來，

我們都是綠葉，真能讓40重聚台南之旅發熱發

光的，唯有遠從美東美西全世界撥冗參加，近

自台南當地共襄盛舉的，各位同學及領導們。

沒有你們的綻放，我們再怎麼努力也沒法造成

一個繽紛的花園，散布著回憶的芬芳，直到數

十年之後。

本次40重聚活動邀集了同學55人，眷屬26

人，總共81位參加。

II. 本文：曾未換初衷-記台大電機79屆四十
重聚台南之旅 <黃肇南>

四十年前那青澀的你我，於美麗的秋冬之

陳少君、黃肇南、李嘉章，NTUEE79級系友

同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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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又重聚在台北。這一次，我們臉上都刻畫了

不少歲月的痕跡，變得有些陌生而需要依賴於

名牌來相認。但多少的物換星移，並未改變了

我們的初心，多少的離散聚合，只是更加深了

我們的友情。在認出對方的那一刻，心裡是無

比的激動和快樂，就像是遇到了失散多年的親

人，恨不得把心掏出來送給對方。

我曾有幸參加了電機系畢業二十年在夏威

夷的聚會，但因忙於俗事，錯過了畢業三十年

的聚會，結果懊惱了十年。當楊毅成宣佈了今

年四十年重聚的計劃，我即下定決心，一定要

來參加，因為我不想又再懊惱十年！

這次電機系重聚是十一月九日早晨在台北

車站開始的。六點半的車站已是喧騰洶湧，各種

團體都約了在那兒聚集出發。我們能在茫茫人海

中，互相認出幾十年沒見過的那張臉，找在一

起，真是不可思議！高鐵車上，大家有說有笑，

到了新竹，又上來了一批同學，更加熱鬧了，連

車掌美眉都來了兩次，要我們小聲一點。

在台南下了高鐵，又和一撥同學們匯合，

分乘了紅藍兩部大巴，直奔安平海港，老街，

安平古堡等名勝古跡參觀。說實話，因為都在

聊天，去的地方，我竟然沒有留下太多印象，

我想不少同學也和我一樣的感覺吧，大家只顧

得說話，恨不得在短暫的時間裡，把幾十年的

話說完。

傍晚，我們入住全新五星級台南晶英大飯

店，大家立刻又到了大餐廳開槓，整整八桌，

座無虛席，以桌為單位比賽表演。晚會的高潮

由歐陽為賢兄爆料開始，一波一波，精彩無

比，直到深夜。有如張憶里兄所說，是故友新

識，重新認識每一個老同學，原來這麼多才多

藝，幽默風趣！

第二天早上安排了去一個由廢棄的台糖

工廠所改建的十鼓文化村看擊鼓表演，下午參

觀世界知名的奇美博物館。這兩個活動對我這

個從美國鄉下來的土包子都是非常棒的體驗，

好像劉姥姥逛大觀園，沒有想到在台灣還有這

樣世界級的文化寶藏。當然，其他的時間裡，

我們還是繼續交流，好像又變成了四十多年前

的那些無憂無慮的大學生，毫無保留，只有歡

笑。晚上大家繼續在飯店的大餐廳裡爆料，度

過了又一個快樂的晚上。

第三天的高潮是到台江國家公園的四草綠

色隧道坐遊船。那是一個美麗的運河，兩邊的

樹木延伸到河面上結成了棚子，船就在樹棚下

緩慢駛過，像是在畫裡，所有的俗世塵囂，都

與我無關一樣。這個美麗的畫面，實在令人難

忘。晚上同學們自行在市區用餐，就互相話別

回家了。

這次的重聚旅行，雖然短暫，但卻讓人無

法忘懷；回家後的幾天，腦中不斷縈迴一幕一

幕重聚的情景，迴蕩著一段一段的對話。就像

丁達剛兄所說，那是一個找到家的感覺；找到

了久別的親人，找到了自己的歸屬。即使分別

這麼多年，甚至以前在大學也沒有一起上過一

同學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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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課，但台大電機系把我們繫在一起，一起真

心的珍惜這段緣分、友誼。我不禁感歎自己是

多麼幸運，像這樣的同窗之誼，真是太難能可

貴，太值得驕傲的！我看我在美國長大的下一

代，就沒能擁有這樣的同窗友誼。

感謝為這次聚會努力所有的同學：楊毅

成、呂豐榮、陳少君、莊俊元、張景賢、曾明

仁、林大成、還有可能被我漏掉的其他很多

人。因為你們悉心的安排，才讓我們得以有這

麼快樂的團聚！安排這樣的大型的活動，有太

多的細節需要注意，是吃力不討好的差事。更

何況楊毅成兄身體剛動了一個大手術，呂豐榮

兄夫人突然住院，還能堅持不懈的為同學會犧

牲付出。太令人感動了！

台南之旅結束，車站告別，我寫了一首小

詩，紀念自己的心情，貼在這裡和同學們分享：

同窗聚旅已今還，三日飛馳一瞬間。

笑語絲絲猶在耳，讌談片片每開顏。

不辭此夜蒼容漸，未失當年赤子頑。

作別車廂覺惆悵，來週許又隔重山。

祝福所有同學，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吉祥

如意；雖然分別，但仍在彼此心中。期待下次

很快的再見！

林振成
有幸同窗 把握機會

張雪鈴
突然覺得自己變成20歲

歐陽為賢
溫馨感人

楊世傑
見到許多老同學 好興奮好感動

李占魁
相聚是最好的祝福

曹壽榮
有緣千里來相會

林欽良
觀功念恩

陳文玲
代人著想

鄭士康
感謝辛勤籌辦的同學

莊文清
同學情永遠 相見情更狂 感動！

蔡苾芬
共剪西窗竹

王南雷
高興 期待 五年後呢？

龍雲冰
吃的好飽

蔡嘉哲
高興 感動 好玩

陳國鴻
歡樂

張時中
難得重聚

蘇惠敏
很開心參加 這次的聚會

吳瑞北
府城會老友 晶英敘新情

曾明仁
珍惜緣分 期待同學情長長久久

賴仲偉
High

黃玉華
很難得的聚會，讚！

蔡尚榮
40年同窗重聚 緣！緣！緣！

符儒嘉
人生有幾個40年？

詹才金
時光重回40年 興奮滿懷

黃瀅年
overwhelm

沈明福
喜悅+驚嘆

黃肇南
Happy， Relax，又年輕了

葉公中
難得的聚會

陳國棟
認識了以前不熟的同學
見到了許多很久不見的同學

呂豐榮
見一次 賺一次 
常常見面 長命百歲

莊俊元
好高興，40年的老同學見面

陳美美
看到好多老公同學的領導 

都成了好朋友

鄒欣源
匆匆40年前舊事 
又回到年輕時代

楊毅成
又是一次多年聚會 
想不到有多人全勤

羅翠華
很感動能來 參加的同學們 都是
有緣在這宇宙間 相遇的一群人

曾繼雄
Amazing

王美玲
聰明人找人麻煩 
也有特別複雜的方式

蘇明來
衷心希望 諸位同學 
年年永保安康 永遠快樂

洪俊隆
興奮　excited　nervous　looking 

for some surprise

III. 心靈小語：接著就是請主角們一一訴說他們的感受：<全體>



張憶里
故友新交==在40年前的信任熟悉
上，分享40年來的人生體驗

李嘉章 
難得又狂狷

趙君宜
大家太興奮了 主持人好辛苦喔 

祝同學們開心幸福

陳金星
美麗難忘的回憶 40年重聚一回生
兩回熟, 三回5年再聚望能更悉熟, 
四回五回我們都已白老頭。

尉濟時
心花怒放 小鹿亂撞

我的心花，怒放迎接著同學每份
溫暖的寒暄

我有千言萬語想表達，像小鹿般
撞擊著我的心扉

林大成
今天，看到很多陌生人，原來都
是我的同學；看見很多美少女，

原來都是同學的領導
40年相見，希望很快又見到大家

某同學：相見恨晚 某同學：喜逢多年老同學
某同學：人生不會有太多個40年

吧！太難得了！

某同學：開心 祝福大家健健康康 
同學會一次又一 次辦的長長久久

某同學：暖暖的台南陽光　笑不
完的歡聲笑語　時光縱然流逝　

心情依然年少

談梅琳
回首向來蕭瑟處 也無風雨也無晴

丁達剛
難得的感動與開心

不知怎的，這次「重聚」，大家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回到了「年紀小」的心情，回到了「情竇
初開」的青澀，回到了「一無所有」的輕鬆，回到了「一絲不掛」的赤誠。脫下了重裘，滌除了塵
染，倘佯在「親人」的和顏悅色之中，我找回了久違的「本來的」我。這，就是一種「回家」的感
覺。而你，同學們，就是我的家。我們相約，當有一天，我不認識回家的路了，你會來找我，帶我

回家，好嗎？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
有一回並肩，坐在傅鐘下

風兒在林梢，鳥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睏覺了
夢裡花兒落多少？（少君）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跳舞，你愛翹
有一回並肩，坐在清田家

鶯燕在扭腰，歌在叫，我們不知怎樣被逮了
夢裡姓名知多少？（少君）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K書，你無聊
有一回並肩，坐在總圖裡

美眉在眼前，心在跳，文聰不知怎樣傻眼了
夢醒佳人芳蹤邈（少君）

忘了現在有點老，你愛超跑，我爆料
同學會並肩坐在餐廳裡

國鴻在發表，歐陽在叫，我們不知怎樣笑翻了
夢醒華髮疏多少？（少君）

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臭屁，你愛騷包
等到飯桌上隨便聊一聊

發現色盲也能考駕照，瑞北忍不住哈哈笑
同學色盲還真不少（肇南）

記得當時年紀小，老婆微恙，豐榮心焦
眾美女合唱一起來祈禱

祝黛比身體快點好，胖子趁機自爆料：
現在要再泡妞一定有一套（肇南）

記得當時年紀小，歐陽指路，國鴻跟好
一起去游泳池想看個飽

天母美女，身材苗條，國鴻興奮水裏跳
不料近視眼，啥都沒看到（肇南）

記得當時年紀小，嘉哲談禪，達剛說道
最厲害良宗上台做了報告
老友和老本都很重要

還有兩個別忘了，老身和老婆一定要顧好（肇
南）

記得當時年紀小，雪鈴窈窕，曼莉巧
多少回並肩，坐在黑板下

話兒在嘴邊，心在跳，我們不知不覺下課了
李伯一夢還未了？（嘉章）

記得當時年紀小，嘉章兄嫂，舞姿曼妙
同學們看了都心癢難搔
恨不得也上去，跳他一跳

嘉章得意樂陶陶，得分一舉拿了最高（肇南）

記得當時年紀小，你愛美女，我喊燒
有一回並肩，坐在舞池畔

惠娜在翩翩，鹿亂跳，豐榮不知怎樣應對了
曲終人散哪裡找（少君）

記得當時年紀小，你作筆記，我睡覺
有一回並肩，坐在考場裡

試題我竊笑，同窗嚎，雪鈴不知怎樣擺平了
四十年後不可考（少君）

IV. 新蝶戀花 ：接著我們以：本事（記得當時年紀小）為藍本寫下的歌詞，詞牌名：新蝶戀

花，記錄當時的盛況

20 2020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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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終曲《緣起情深生生不息》十六字令三
首  - 記台大電機B64四十重聚 李嘉章

緣。

金榜提名齊狂狷。

當年勇，

談笑話田園。

情。

若有若無惜落英。

君何往？

輕唱且徐行。

生。

風雨飄搖四十庚。

沉潛否？

攜手更深耕。

天底下無不散的筵席，卻有不變的友情，

期待下次再相逢！

記得當時年紀小，你書卷獎，卻煩惱
有一回並肩，坐在考場裡

辨色我竊笑，你臉綠了，瑞北不知怎樣過關了
上帝造人總不巧（少君）

記得當時年紀小，你愛陽關，我木橋
有一回並肩，騎上椰林道

美女嫣然，回眸笑，友情不知怎樣消失了
花落誰家何時了（少君）

記得當時原子小，三N加二，A-Tom教
多少回翹課，無人黑板下

試還得考，眼在瞄，我們糊里糊塗都pass了
Millman一書用多少？（嘉章）

記得當時年紀小，誠實的雪玲受不了
有一回密諫，不必發講義

全班的男生，心在跳，曉東不知怎麼被當了
四十年一覺才明曉（達剛）

記得當時尾椎翹，金榜題名，都很屌
有一堂國文，修武老師問

人生聯考，如何較，我們傻眼唯嘉哲輕描
人生只得這一宵！（嘉章）

《訪中大》調寄新蝶戀花
記得當時孩子小，景揚風發，瑞雯俏

有一回比鄰，住在紐澤西
回國多年，一把罩，有女長成青出於藍更妙

夫人攜手同治校！（嘉章）

《歷史電機英台會》調寄新蝶戀花
記得當時年紀小，妳愛唱歌，我逗笑

有一回並肩，高聲唱回憶
得獎有無，不計較，如今我們只能天涯遠眺

多少愛戀已縹緲！（嘉章）

《胖與不胖之間》調寄新蝶戀花
記得當時腰圍小，人稱胖子，很可笑，

彈跳揮大槌，排球無敵手！
情路走來，略遠遙，如今Debbie佳人溫柔懷抱，

電機群組共領導！（嘉章）

《與老之間》調寄新蝶戀花
記得當時年紀小，怎麼瞬間，就變老？

有一回並肩，坐在傅鐘下，
杜鵑春宵，醉月嘯，我們不知怎麼都瞌睡了，

夢醒餘生已飄渺。
（另類結尾一：夢醒國鴻在爆料！）
（另類結尾二：夢醒趕快去尿尿！）

（另類結尾三by達剛：南柯一夢醒不了。）
（嘉章）



編輯室報告

電機系江衍偉教授於本 (2020) 年 2 月 1 日

起榮退，電機系於 1 月 10 日辦理榮退茶會，

本期報導茶會實況。

電機系吳瑞北教授面對物聯網浪潮，思考

在教學上可以做什麼 ? 吳教授撰文分享近三年

開課的收穫與心得，與讀者分享。

電機系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邀請艾睿電

子亞太區銷售副總裁 - 電機系 1986 級畢業校友

梁淑琴，代表 Arrow Electronics 簽署合作備忘

錄並發表演講，本期刊出合作簽署儀式活動實

況，與梁副總裁的演講內容，與讀者分享。

電機系於 2019 年 12 月 11 日間邀請 1979

僑生學長 - 飛捷科技林大成董事長，舉辦學長

與僑生有約分享會，本期刊出活動報導。

電信所於 2019 年 12 月 23 日間邀請台灣

大哥大林之晨總經理蒞臨演講，分享他的創業

歷程，本期刊出林總經理的演講內容，與讀者

分享。

電機系學會成立 NTUEE+，推動項目之一

為系友採訪，本期刊出 2012 級李昀樵系友、

2016 級林奕辰系友、2014 級沈昇勳系友的探

訪與讀者分享。

1979 級系友於 2019 年 11 月 9 日舉辦畢業

40 年重聚，本期由該屆系友撰文紀錄，與讀者

分享。

封面：江衍偉教授榮退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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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臺大電機之友，大家好

本刊自2001年8月創刊至今，至本期已發行68期，感謝大家多年的支持。

為了支持地球的永續發展，減少紙張印刷，臺大電機之友預定自第69期(109年8月)開始，以

發行E-Mail電子報/網頁版本為主。(網頁版https://web.ee.ntu.edu.tw/resource4.php)，為了解系友

們未來希望的閱讀形式，請您聯絡臺大電機之友 eefamily@ntu.edu.tw，回覆以下事項：

　(1)　目前收到紙本刊物的系友，如仍希望繼續閱讀紙本，請回覆學號、姓名、原郵寄地址，我

      們將會視回覆情況，決定是否繼續發行紙本刊物。

　(2)　未來擬以電子報閱讀，但過去未收過電子報的系友，煩請回覆學號、姓名、e-mail。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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