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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志教授： 

我去研修的地方是澳洲布里斯本的昆士蘭大學

資訊科技與電機工程系(ITEE)，位處澳洲東岸的布

里斯本，從台灣飛行時間八小時、有兩小時時差，

而且一年約有 300 天陽光的地方。 

澳洲有所謂的八校聯盟(Group of Eight)，含

墨爾本大學、澳洲國立大學、雪梨大學、昆士頓大

學、新南威爾斯大學、西澳大學、阿德萊斯大學及

蒙納斯大學，都在澳洲很重要的城市，公認為澳洲

版的長春藤聯盟。 

 

把教育做為出口事業 

澳洲大學的中國學生比例很高，因為在澳洲不

是人人都要上大學；加上澳洲政府把教育當作出口

事業來經營，歡迎外國人來「消費」，這點反倒給

我一個新啟示，台灣是不是也可以往這方向，鼓勵

外國學生來讀書，讓他們來消費，也能促進經濟成

長。 

 

研究團體戰 

我在澳洲參與的研究團隊(Group)有 6 位老師

和 40 位博士生，為什麼有這麼多博士生？一是有幾

位中國籍的老師，他們會固定回去演講順便招募學

生。有些學生沒辦法拿到美國的獎學金，可能轉而

選擇到澳洲。另外一個因素是，他們有很多來自伊

朗的學生。那段時間我接觸了很多伊朗的學生，打

破我對穆斯林的刻板印象，而且很多伊朗的學生數

學很強，英文也相當不錯，所以中東的學生也是可

以經營的對象。 

澳洲研究理事會每兩三年就會公布各大學的

ERA（澳洲卓越研究計畫）研究表現排名，評比的對

象是全澳境內的大學。評比多以研究團隊為單位，

團隊之間可以互評，這樣的機制很值得讚許。 

我拜訪的這個團隊每年產出 130 篇論文，其中

百分之六十可以進 TOP conference，真的很厲害。

他們是以研究團體戰的模式，例如，有些學生是掛

在周曉芳老師門下，他主導題目但這些學生又可以

分享給其他老師一起共同指導，也就是可以共同指

導學生，共同進行題目。我認為團隊工作的成功關

鍵是：由下而上的讓團隊形成，加上教授之間要彼

此信任。 

大家想想看，如果我們都沒有博士班學生，要

如何跟有 6 位老師，還有 40 位博士生的團隊競爭？

又如果我們仍舊維持單打獨鬥的模式，如何在國際

上一爭高下？  

 

澳洲生活分享 

剛到澳洲時，雖然也要寫 paper 跟 meeting，

但是距離太遠，突然不用開會、不用上課，有點空

虛感一時不知所措。但這段期間，我反而有很多時

間去學習如何放空，放下繁瑣。 

我花有很多時間去胡思亂想，想一想過去在學

生指導上的問題、過去的研究，還有家人之間的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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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興跟大家分享我在 2012-2013 年間，前往

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ETH Zurich)訪問一年的

見聞，我想從研究、教育、生活等幾個面向分享學

到的幾件事情。 

第一課：做有影響力(impact)的研究 

在國內做研究，很難不去考慮 3P(也就是計劃

(project)、論文(paper)和學生(people)，同事間

的討論也多半在這些問題上圍繞，我在那裡常有機

會和系上的同事交流，大家在研究上重視的東西十

分一致，但 3P 的問題卻很少有人談論，在那裡無論

是資深的教授或是博士班的新生，幾乎每一個人都

能對自己未來的研究侃侃而談，訂出非常具有野心

的目標，常常聽完會覺得這個研究或許要花上 10 年

以上的時間，他們的研究目標並非空泛的口號，在

偉大目標的背後，他們總是能擘畫出完整的執行計

畫和步驟。 

再者，我發現我們花很長的時間在做研究，而

那裡的學者會花上很長的時間來思考一個研究到底 

動。我開始在這過程反思，有些事真有這麼急嗎？

剛來這到時，我走路的步調很快，慢慢覺得有需要

走那麼快嗎？或許我們應該要學習無尾熊，讓自己

慢一點，把時間花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參加 conference前要先 rehearsal 

在學生訓練這件事，有一點很值得一提。我的

學生在出去發表前，我會請學生先來報告給我聽。

他們的作法是，找團隊裡的老師來聽學生報告，透

過簡報，讓團隊老師知道這個學生做了什麼偉大的

事情，或者有什麼相關的 work 可以一起討論合作，

再 者 學 生 也 可 以 很 早 就 準 備 他 的 簡 報

(presentation)練習(rehearsal)，讓他可以在國際

會議上順利報告。我認為，當我們談國際化，其實

預先準備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容易上了頂尖會議

(Top conference)，應該要把握機會好好表現。 

從孩子身上我也學到很多。他們在澳洲上學

時，有個 show and talk 的時間，班上的老師會給

小朋友任務，要孩子自己去認識澳洲的特有種笑翠

鳥(Kookaburra)，老師不會直接給資料，他給孩子

一部電腦，要學生去找資料、自己學習。驚人的

是，這些國小的孩子竟然可以自己做出投影片介紹

那隻鳥，也許投影片的品質還有待加強，但是孩子

展現了可以自我學習的能力。有時候我想台灣的學

生常常都是被動的坐在教室裡，似乎一直在等被給

予什麼，事實上應該要多給一些這類的作業，讓學

生有自我學習機會。 

我覺得這趟就像在海洋裡摸索，看很多也想了

很多，還有很多時間跟家人及朋友相處在一起。此

外，對剛進入學術圈的老師們，我有一些建議，平

時可以多出去走動參加會議，不僅可以多認識一些

人，也能尋找志同道合的朋友，未來也比較有機會

去其他研究單位學習跟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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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不該做，如果我們檢視 100 個正在進行的研究議

題，很可能其中有 80 個研究是不重要的，而在剩下

的 20 個重要問題裏，又有 16 個問題其實並不困

難，最後剩下的那僅僅 3 到 4 個題目才會是重要且

困難的，也才是該花時間去研究的課題。我發現在

那裡，他們會把心力放在尋找那 3%~4%很重要且困難

的題目，如果我們忽略了花時間思考一個問題該不

該做，那很可能到頭來就是花了 96%的生命去解了不

重要或不困難的問題。 

如同前面所說，那裡的研究人員，即便是新報

到的博士班學生，講起自己的研究主題都充滿熱

情，從他們的眼神裏感受得出一種光芒。蘇黎世聯

邦理工學院有位知名的教授 Prof. Niklaus Wirth，

他在 1984年拿到 ACM Turing Award，是計算機系統

的先驅，投入程式語言和計算機系統設計長達 50

年，我們常常在辦公室看到他，跟他請教，當時他

即便已經高齡 80 歲，還是自己做計畫、寫程式。有

一次跟他聊到在研究上的壓力和競爭時，他說：

「研究不該是種競賽，而是種發自內心的渴望與熱

忱」。在那裡我觀察到熱情，專注且持續投入一個

主題，是大家在研究上的最大公約數。 

我回國後擔心自己忘了研究上該注意的事情，

想出了個字來提醒自己，我問自己，是否能定義出

有野心的目標(ambitious goal)？是否有完整的計

畫(magnificent plan)？研究議題是不是重要且具

有挑戰性(important and challenging prob-

lems)？是否充滿著熱誠並確定有足夠的時間可以投

入(passion and time)？把這幾的字的字首串起來

就是影響力(impact)，雖然我不確定完成這些檢

查，是否就能做出有影響力的研究，但如果連這些

檢查都不做，那我確定時間過去了，也不會有什麼

了不起的成果的。 

 

第二課：從問題出發，定義遊戲規則 

有一次和一群產業的朋友用餐，聊到了台灣代

工產業的困境，我越講越開心，席間一位前輩越聽

臉色越難看，最後忍不住開口說：「台灣很多所謂

的高科技產業其實是在外國公司制訂的規格下代

工；不過，我常看到我們的教授跟著熱門題目，量

產論文，卻少見他們的研究創造了什麼新的產業，

你說我們代工，我覺得從某個角度看來，你們也在

代工！」這番話著實讓我沈默了好幾個月。 

我觀察那裡的學者，他們很自然地從重要的問題出

發，因此他們定義了問題，也就定義了遊戲規則。

回過頭來看看自己，往往是從重要的技術出發，在

別人的問題框架下解決問題，無論技術再好，也只

是在別人制訂的規則下，參與遊戲罷了。 我前陣子

讀了一本書叫「from zero to one」，把它對應的

學術研究上，從 0到 1 的研究就是原創性的研究，

原創性的研究多半從觀察問題開始，這才是最重要

的研究，回過頭來思考，我應該學會從問題出發 才

能從遊戲的參與者變成制定者。 

 

第三課：動手學習是工程教育中不容懷疑的信仰 

我去訪問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其實就是個技

術學院，隔壁有個蘇黎世大學，很容易造成混淆。

ETH Zurich出了 20 多位諾貝爾得主，蘇黎世大學也

有十多位，兩校也競爭也合作，都是非常好的大

學。在那裡，常常有咖啡時間(coffee break)，同

事們聊天的機會很多，言談當中，我常用不經意地

用到「大學」來稱他們，沒想到某天有個教授很嚴

肅地說，ETH 不是大學，ETH 的 H 是專門學校，他們

不喜歡被稱做大學，因為 H 這個字代表工藝技術的

結晶，是種榮耀。一開始我還不太懂這個意思。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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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某次，我和一位教授討論編譯器的教學方式時，他

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要學生把他寫的程式編譯成可執

行檔，並且在他的電腦上執行無誤，那裡的學期只

有 14 週，一學期學生寫得完嗎？學生不抱怨嗎？我

很好奇，他卻淡淡的地回答我，如果學生不熱愛寫程

式，那他就該去念大學。 

再舉個例子來說好了。我在那裡開了一門

「energy aware computing」，開學前半年學校就請

我填課程大綱，可是等到真的要填的時候，系統變成

了兩門獨立的課，分別是 2/3 的時間是課堂課

(lecture)和 1/3的時間是實驗課(lab exercise)，

兩門課都得填上詳細的課程大綱和授課主題，實驗課

沒法瞞混過關。可是我手邊設備不足，要帶學生上實

驗課的確有些困難。因此我向學校反映沒辦法上實驗

課的難處，但學校的回應是，實驗課是工程類課程的

基本要求。但是，我還是不死心的寫了封信給系上主

管，表達我的困難。沒想到得到的回應是：我無法辦

法想像一個工程課程沒有實驗是個什麼樣子，學生如

何學到東西。我碰了一鼻子灰，乖乖地設計了四個實

驗，帶著學生練習課程上學到的東西。 

坦白說，我在 2012 年去瑞士之前就發現我們的

學生越來越不喜歡動手做。從 ETH Zurich 回國後，

我提醒自己：「動手學習是工程教育中不容懷疑的信

仰。我的問題不是該不該給學生足夠份量的實驗，而

是如何絞盡腦汁去設計，去引導學生學習的熱誠，讓

他們願意完成紮實的訓練。」 

 

第四課，要尊重多元，更要學習包容 

我在瑞士待了一陣子後，開始思考為什麼這個

國家可以這麼富有？我發現他們是多民族國家，歡迎

外國人到這個國家來發揮，美國也是如此，有很多不

同的人種，尊重多元價值和聲音，海納百川，讓一個

國家強盛了起來，我一直以為多元是國家強盛的原

因，直到我去克羅埃西亞前，研究了一下南斯拉夫的

歷史後開始動搖。南斯拉夫號稱有七條國界、六個共

和國、五個民族、四種語言、三種宗教、二種文字、

一個國家，但 20 世紀戰爭沒停過。如果解釋多樣性

是一個國家強大的原因，套在巴爾幹半島的國家是講

不通的。這讓我在當時產生很大的困惑，直到有一次

我在那裡參加了他們的 faculty meeting，聽完後頓

時明白這個國家強盛的原因。我發現這裡的學者討論

事情的目標並非告訴別人他的意見是什麼，而是希望

幫忙讓考慮更周詳些，更快速地收斂方案到一個大家

雖不滿意，卻都能接受的平衡點。因此討論不太有衝

突，沒有堅持己見，大家都努力幫助大家，從討論問

題收斂到結論的速度很快。我想這個國家的強大不只

是在尊重多樣性，而是懂得傾聽，願意包容不同於自

己的意見，快速收斂並找到那個平衡點。我從瑞士回

來後，慢慢開始有機會接觸一些行政工作，我也一直

提醒自己這件事情。 

 

第五課，用在瑞士管理金錢的態度來管理時間 

朋友戲稱瑞士有三好，好山、好水、好貴。的

確是這樣，為了在瑞士活下去，我必須非常小心的預

估未來會需要花費的錢，並且從一堆想買的東西裡，

挑出最重要該買的東西，我發現時間的珍貴遠勝過在

瑞士的金錢，那麼時間的管理就不該忽視，想想當年

在瑞士如何管理金錢，會提醒我知道該如何管理時

間。 

最近這幾年，我也慢慢地體會到，一個策略，

制度和方法跟人、事、時、地、物有著很大的相關

性，在一處可行的策略與制度，套在另一個地方不一

定管用。如何從策略和方法的背後，找到真正奧義，

並妥善地融入自己的系統中，或許才能有自己的特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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