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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人員的哀愁新進人員的哀愁

錢少 事多 生愚 人欺 親怨錢少 事多 生愚 人欺 親怨



面對挑戰

資訊流通

面對挑戰

資訊流通

經費不足

少子化

學生科研訓練不足學生科研訓練不足

就業困難就業困難

市場快速變遷

電玩、社團、補習班、他校競爭



大學的目標與特性大學的目標與特性

以探索 創新 人才培育為目標以探索 創新 人才培育為目標

有限資源的開放耗散系統

無數隱含的自由度或變數

計畫趕不上變化計畫趕不上變化

教研對策教研對策？



學術活動本質學術活動本質

承先啟後，探索創新，銜接市場

行銷行銷行銷行銷行銷市場市場 行銷市場

計畫計畫 論述論述計畫 論述議題議題

規劃規劃

議題

規劃

議題

執行執行執行規劃規劃 執行規劃 執行



實驗研究如何進行

搭一個舞台把上帝請出來

觀測記錄祂如何表演

建立模型 做成結論 與預測之模型對比 發表供人參考建立模型 做成結論 與預測之模型對比 發表供人參考

實驗量測

儀器發展理論模型

中心議題

儀器發展理論模型

工程技術數學計算

電腦模擬



傳統教育方式傳統教育方式

以訓練追隨者或欣賞者方式大量複製以訓練追隨者或欣賞者方式大量複製

過多的學科課程 學生欠缺身心道術平衡鍛鍊

以考試解題為評量標準 難逃科舉宿命

僅測試輸出是否等於輸入

非以專業目標導向
行禮如儀行禮如儀

以最低成本為結構穩定服務



解決之道解決之道

重設心態 至系統經理人高度

快樂經營探索成長型教研團隊快樂經營探索成長型教研團隊

不複製成功經驗以簡馭繁日新又新



議題與計畫導向探索課程與研究團隊

以學校為探索與研究之實戰道場

心 道

身 術身 術

求放心

重設其心 建立價值與專業態度 建立信心 培養自由公民

練身體

調整作息與運動節奏 鍛鍊心體合一的掌控技術與強健調整作息與運動節奏 鍛鍊心體合一的掌控技術與強健

體魄



悟方法悟方法

體悟鍛鍊探索工作所需的基礎方法學如：

自我與團隊學習 思考與辯證 議題設定 設計與執行
口頭與書面論述 團隊合作與經營 自我超越等

馭載具

培養操控各種基礎探索載具的能力如：

光 機 電 電腦操控 數值模擬與分析 數學 中英光 機 電 電腦操控 數值模擬與分析 數學 中英
文（聽說讀寫）等 與其背景知識

設計打造自學 探索 創新之鑰



培育探索研究團隊培育探索研究團隊

• 慎選成員 勿急速成長 勿騙學生入伙

• 透過研究 書報討論 研討會 論文撰寫 團隊合
作等活動 從大學部起 長期培養具學 思 行 辯
述 系統經營 等統整探索能力自由人

• 鼓勵學生參與國際會議 社群活動 知己知彼鼓勵學生參與國際會議 社群活動 知己知彼
建立信心與國際視野

• 同理心待人 以身作則 樹立典範• 同理心待人 以身作則 樹立典範

• 勿複製自我成功經驗 以研究態度找出學生問題
源頭 重設其心源頭 重設其心

• 將問題切小 勿在終點而在第一道障礙後等學生
誘導學生跨越障礙誘導學生跨越障礙



長短線發展並重長短線發展並重

• 透過期刊 書報討論 日常生活觀察與交談 廣涉知
識 日新又新

• 注意自有研究的細節與異象 深入探討

• 逆向思考 找出別人想不到的題材 不盲目追求流行。

連接自有思想與技術 辯證 整合 建立中心架構• 連接自有思想與技術 辯證 整合 建立中心架構
獨門優勢 逐步擴張

• 組織幾個小團隊 培養領導幹部 交錯進行不同領域
探索 求同存異 日新又新

• 注入經營與成本概念 重效率 節奏 從簡單做起
量力而為 勿使自身過熱 長期發展



做好議題 預期成果 執行方式的辯證做好議題 預期成果 執行方式的辯證

‧選擇可行議題 量力而為 愼寫計畫書 不漫天叫價
建立信用　

‧適度爭取其他資源 取富於鄰 向同仁與廠商找訊息

‧適度參與社群活動 結交研究伙伴 嘗試跨界研究‧適度參與社群活動 結交研究伙伴 嘗試跨界研究

‧虛心面對評審結果 檢討改進 理直氣和 不卑不亢。

鍛鍊論述能力 及時出清存貨鍛鍊論述能力 及時出清存貨

積小為大 以戰養戰 建立品牌積小為大 以戰養戰　建立品牌



化解同儕 評審的擠壓化解同儕 評審的擠壓

‧ 壞人很少 勿把不同文化背景 膽怯貪心者當假想敵

‧ 放掉怨嘆 反躬自省 以對手觀點思維佈陣應變放掉怨嘆 反躬自省 以對手觀點思維佈陣應變

‧ 推倒心牆 化敵為友 讓朋友對手出入自如

‧ 路遙知馬力 勿在意短程起伏



教學教學

議題與計畫導向探索課程



練兵三部曲： 訓練、演習、作戰練兵三部曲： 訓練、演習、作戰

課前自我學習訓練 課堂演習作戰 並訂定下次議題課前自我學習訓練 課堂演習作戰 並訂定下次議題
課後檢討統整 準備下次再戰

由小至大 反覆演練



理論課程

二至三人一組

課前：就課堂指定議題進行資料搜尋 研讀 小組討論課前：就課堂指定議題進行資料搜尋 研讀 小組討論
預習報告撰寫

課堂：由學生上台講授 教師誘導討論

課後：對一週上課結果進行複習統整 撰寫總結報
告告



實驗課程

理論理論理論理論 實驗實驗實驗實驗 團隊團隊團隊團隊理論理論 實驗實驗 團隊團隊

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 口頭報告口頭報告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文獻調查 口頭報告文獻調查文獻調查

團隊討論團隊討論
書面報告書面報告舉辦成果發表會舉辦成果發表會舉辦成果發表會舉辦成果發表會團隊討論
書面報告舉辦成果發表會舉辦成果發表會

實驗執行實驗執行
計畫撰寫計畫撰寫

實驗執行
計畫撰寫

課堂論述課堂論述課堂論述

透過議題與計畫反覆鍛鍊



由淺入深
學生角色

設計 經營 實戰

由淺入深
由小至大
以戰養戰

教師角色

設計 經營 實戰 以戰養戰

教師角色

指揮官：設定大方向與建議議題指揮官：設定大方向與建議議題

啦啦與救援隊長：鼓舞士氣 提供諮詢 適時救援

踢館者：挑戰 查核

以研發態度經營教學
以生為鏡 不放棄每個學生以生為鏡 不放棄每個學生



勿逃避教課與學生輔導

教學與輔導

‧勿逃避教課與學生輔導

‧嘗試不同課程與新方法

‧積極參與系所課程改革

服務

從學生 系務 校務至社群 由小漸大‧從學生 系務 校務至社群 由小漸大

‧不卑不亢 積極參與 量力而為



總結

以學校為探索 研究 實戰道場

研發課程與團隊經營 去蕪存菁 以簡馭繁

誠實面對自我 以成果為鏡

統合協調對立面 陰陽動態平衡統合協調對立面 陰陽動態平衡

建立開放 流動 競爭 合作平台 透過環環相
扣議題與計畫 身心道術實戰鍛鍊扣議題與計畫 身心道術實戰鍛鍊

順乎自然 享受經營過程 日新又新順乎自然 享受經營過程 日新又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