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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工程及科技教育校院長論壇
精彩落幕

▌文╱李彥君‧中華工程教育學會助理研究員

中
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今（2018）年5

月25日於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

中心舉行第八屆第二次會員大會暨2018年工程及

科技教育校院長論壇，分享世界前瞻的創新教育

與工程教育方法，探討如何利用AI解決因知識和

貧富不均造成的不平等，並分析臺灣產業發展現

狀以及人才缺口，作為校院長們治校理念與校務

規劃之參考。

IEET透過國內外各項認證接軌國際

大會一開始由本會歐善惠理事長（同時為國立

臺灣海洋大學榮譽講座教授、國立成功大學名譽

教授）首先說明IEET近年在國際上的蓬勃發展，

尤其是境外認證持續成長。繼福建之後，廣東也

積極邀請IEET協助提升其高校的教學品質。

承續理事長的說明，呂良正秘書長（同時為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教授）以「國內最

新工程及科技教育重點數據」為起點，「世界

級工程教育領先學校」為依歸，細說國內外IEET

認證的成長，並藉由受惠畢業生的人數，以及

國際接軌的成功案例，凸顯IEET對臺灣高教的

努力；2015年IEET已輔導菲律賓成為華盛頓協定

（Washington Accord, WA）的準會員，緬甸、泰

國也在IEET的協助下，正在申請WA準會員，展

現IEET對鄰近友好國家的貢獻。

呂秘書長更指出IEET透過認證深遠地提升臺灣

高教：1.促進成果導向教學與評量（Outcomes-

based education, OBE）；2.要求評量畢業生核心

能力（Graduate Attributes, GA）；3.推動整合性

專題課程（Capstone），此三項影響的終極目

標即為培育解決複雜問題的人才，亦為國際協

定會員實質相當（substantial equivalency）相互

認可的根本。同時，為提供國內校院長參考，

呂秘書長亦同時提出美國認證機構ABET最新的

規範調整，以及麻省理工學院最新的工程教育

報告《The Global State of the Art in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推動實驗型主題式新工程教育方法

培育專才

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鄭榮和教授（同時

為臺大嚴慶齡工業研究中心主任）進入主題前，

先拋出自己2017年領銜主演的「夢想續航」紀錄

片，引出臺灣高等教育的學用落差。教育部為了

解決此問題，近年來積極推動「實驗型主題式新

工程教育方法」，其目標為「培育解決複雜問題

的專才」，理念與IEET認證的精神不謀而合。受

到教育部的委託，鄭教授審慎規劃1.工程領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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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課架構、2.新教學方法實驗及評量方式，將

這兩大主軸凝聚為「新工程教育方法實驗與建構

計畫」，並定位所規劃的學習體系，在以主題式

課程為導向的同時，也強調基礎課程的重要性。

新工程教育的預期效益包含：1.提升學習的興趣

與熱情；2.養成超強解決問題的能力；3.能團隊

合作、能面對挫折、能接受挑戰；4.提升整體國

家競爭力。鄭教授最後以「工程貴在實踐，科學

亦然」，期望臺灣的工程人學以致用，提升國家

競爭力。

藉由高科技輔助推動閱讀

協助世界脫離貧窮

從人類的起源—露西（Lucy）款款談起，中央

研究院曾志朗院士（同時為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系

統校長）由宏觀切入細微，從現代人祖先—智人

（Homo sapiens）與尼安德塔人（Neanderthal）

競爭的勝出，到語言、繪圖、文字的產生，暗示

著溝通方式與文化產生與延續有一定程度的關

係。曾院士更深入探討當不同母語的人接受外界

圖像（picture）、言語（speech）的刺激時，雖

然左腦、右腦的圖像區、言語區活動狀況類似，

但圖語重疊區域（speech–print overlap regions）

會因不同的語文（language）系統，有顯著的活

動差異。單獨就言語刺激深究，大腦活動對語文

與對音樂即有顯著差異。「言語」是人類與生俱

來的能力，4個月大嬰兒的大腦，對重音已有不

同的反應，但世界上仍有許多兒童發生閱讀障

礙，需要專人指導，這是由於圖像言語整合作用

對學會有效閱讀極為重要，且與大腦語言區下

的閱讀網絡運作有關（Rueckl et al., 2015）。全

球識字率越高的國家，名目GDP、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相對越高，也因此曾院士最後引用

禮運大同篇與愛因斯坦對科學家品格的期許，期

望藉由高科技的輔助，協助世界上知識匱乏的人

從大量閱讀開始，進入良性迴圈，脫離貧窮。

日本ｉ學院培養學生人本創新的自信與

能力

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ｉ學院（i.school）堀

▲參與本次論壇貴賓之合影。（IEET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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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秀之執行長（同時為日本社團法人日本社會創

新中心執行長）從ｉ學院的設立談起：ｉ學院

2009年原設於日本東京大學，2017年成為獨立研

究機構，專收來自各界想要增進本身能力的傑出

學生，目的為培養學生「生產人本創新（human-

centered innovation）的產品、服務、商業模式、

社會系統的自信與能力」。有別於傳統的技術

本位，堀井教授舉索尼（Sony）公司1979年7月

1日成功地將隨身聽商業化（Haire, 2009; Franzen, 

2014）為例，說明音樂生活風所創造的產值，即

為人本創新價值的最佳體現。堀井教授表示ｉ

學院之所以獨特，除了體現創新教育科學、認

知科學、組織行為學外，各個運轉中的創新工

作坊也是研究的標的；利用獨特的APISNOTE技

術，「創意產生的過程」可被偵測，這也是ｉ

學院最大的貢獻。堀井教授最後表示勇於創新

的人（innovative person）是技能（skillset）、動

機（motivation）與思維（mindset）的綜合體，

而人本創新會是未來教育的趨勢（堀井秀之，

2012）。 

人工智慧將是未來科技發展的重要關鍵

僅利用1張簡報，臺灣微軟AI研發中心張仁炯

執行長詳實呈現了西元前4,000年迄今，各個階

段中史無前例的發明，這些創舉（例如車輪、電

燈、網際網路等）雖大幅地改變當代的產業結

構，造成結構性失業（structural unemployment）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無日期），但也創造

更多的工作機會，帶動其他產業，福澤後世促

進整體人類發展。為了說明擁抱科技轉變自我

的重要，張執行長有感而發地提及2017年《關鍵

少數》（Hidden Figures）（Melfi, 2017），電影

中三位非裔女性科學家在NASA引進IBM超級電腦

後，產生危機意識，積極學習電腦，不僅克服各

式各樣外界對於她們種族、膚色及性別的考驗，

也成功協助NASA在太空競賽中與蘇聯的較勁。

張執行長引用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先生

的話「人工智慧將改變每一項業務，改善每一種

生活，克服社會中某些最根本的挑戰」，說明下

一個改變世界的發明就是AI，它是一項可感知、

能學習、會推理、可協助決策，並採取行動幫助

人類解決問題的科技；張執行長也感慨臺灣仍存

在極大的資訊人才缺口。張執行長也展示專為

語言障礙者所設計的SwiftKey Symbols輸入法，這

不只是科技，更是彰顯科技始於人性，終於人

性，亦呼應了曾院士藉由科技普及閱讀的大同理

想。張執行長順便提及英國物理學家史蒂芬霍金

（Stephen William Hawking）教授曾參與SwiftKey

的開發，SwiftKey能提高霍金教授說話速度約2倍

（Rowley, 2014）。為給予大家一個科技在教育

上能消弭時空距離、語言障礙的深刻印象，張執

行長分享了一段影片，兩位小學生分別在美國以

及墨西哥各以自己的母語遠距交談，但卻可以透

過「微軟翻譯（Microsoft Translator）」即時聽懂

彼此的語言。最後，張執行長引用微軟總公司執

行長薩蒂亞納德拉（Satyanarayana Nadella）先生

的理念，擁抱AI，並將人類特有的創造力、同理

心、洞察力與之結合，去締造一個大同社會。

人才需求與培養將成為未來10年的重要

課題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林至美處長站在全

國人才供需的頂點，鉅細靡遺地為與會者分析：

1.近年全國人才供需狀況；2.未來3年重點產業人

才需求；3.未來10年全國人才需求。林處長表示

近6年「工程、製造及營造領域」畢業生大幅衰

退，尤以「工程及工程業學門」人數減少22.1%

為最，與IEET的長期追蹤一致（IEET,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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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國際常用經濟競爭力指標「STEM（科學、技

術、工程、數學）領域」切入，畢業生也呈持續

下滑的趨勢，與教育部的資料吻合（林效荷，

2017）。林處長接著聚焦在未來3年「5+2產業」

的21項重點產業（國發會，無日期），指出離岸

風電、面板、通訊（含物聯網）設備、資料服務、

雲端服務等產業的人才需求呈現成長趨勢；再從

職務的角度分析，科學工程及資通訊專業人員的

缺口佔前述重點產業人才需求的67%。

林處長並表示未來3年重點產業對「具溝通與

合作能力的π型（整合型、跨領域）人才」（勞

動部勞動力發展署，2015）的需求亦大幅增加，

顯示終身學習的重要；其中，「管理財經領域

的職務」最需要具備第2專長，「（各類）工程

研發」是最夯的第2專業。林處長隨後將時間的

尺度放大到10年，指出數位創新的趨勢將大幅影

響我國長程的產業發展，生產模式、消費行為、

工作型態的轉變。這些就業市場供需的變動，印

證了前段張執行長引用微軟沈副總裁的洞見；這

也意味整體產業對AI、大數據、資安等職務的需

求將增加。林處長並分析了8個國際組織對工作

技能需求的定義，發現「複雜問題解決能力」

最受各組織重視，這也是IEET以及國際工程聯盟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Alliance, IEA）近10年來

所訴求的方向。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力發展處林至

美處長站在全國人才供需的頂點，鉅細靡遺地為

與會者分析：1.近年全國人才供需狀況；2.未來3

年重點產業人才需求；3.未來10年全國人才需求。

本次論壇幾位專家雖由不同的角度探討工程教

育的世界潮流與全球趨勢，但都收斂到相似的理

念：培育解決複雜問題的專才，將人本融入創新

科技並造福人類。最後，歐理事長感謝各界一直

以來對IEET的支持，並期許IEET能穩定且持續地

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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