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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密西根（Michigan）大學，於1966年獲得電

科學系博士學位。回台後曾任台灣大學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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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大學教授兼教務長、行政院國家科學委

大學教務長、交通大學校長。於國科會服務期

員會副主任委員、國立暨南大學校長(2000

間，推動成立多個大型研發單位或計畫，包括

年-2008年)，及電信國家型第二期計畫總主持

multi-project chip計畫、環境保護大型計畫、

人(2004-2008年)，現為行政院政務委員。

次微米實驗室（以後改制為國家毫微米元件實驗
室）、超級電腦中心（以後改制為國家高速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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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科學衛星計畫（以

1983年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畢業，1990年

後改制為國家太空計畫室籌備處）等。並曾擔任

獲得華盛頓大學博士學位，隨即至美國貝爾

電機工程師學會、電子戰學會、微波學會、科技

通訊研究公司（Bellcore）擔任研究員，1995

管理學會、電腦學會等學會的理事長，及電信國

年回台後擔任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並曾

家型計畫主持人(1998-2003年)。

任交通大學電子資訊中心副主任、資訊工程系
系主任、研發長、交通部TRB審查委員、工
業技術研究院電腦與通訊工業研究所（CCL/
ITRI）顧問、電信國家型計畫無線組召集
人、電信國家型第二期計畫顧問及經濟部無線
顧問，現為交通大學資訊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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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進福 序

序文

電信國家型科技計畫辦公室要將我和第一期總召鄧啟福教授

靈感既生，隨即送簡訊告訴蘭妮，她應該還在眠床上要醒不

合寫的「雙福筆記」，搭配林一平兄的「一平繪話」集結成冊出

醒之際，她應該很久沒有收到這個時刻的簡訊囉，以前我帶NTP

書，來問我書名該叫啥？忙碌的我當時並無定見，於是蘭妮送來

時候，她可常收到，如今想來真是對不起；送出不久後，收到她

一卡車的建議供我選擇，但都太八股啦，什麼「電信隨筆」啦，

的回復，好像是說好ㄟ，我想應該好在解決了她的一個懸而未解

「」啦，…定這樣的書名，難引人好奇，因為我們都不是社會上

的難題，我們再簡訊來回一趟，書名就算敲定了，她囑我要替書

的知名人士，肯定不會有人想翻開書瞧究竟。

寫個序，寫序的事我已經因為事忙拖了兩個週末，拋諸九宵，這

回到台北，我仍然保持每天清晨五點半外出走路一小時的習
慣，一日走在冷冷天尚未亮的路上，忽然「閃」過這麼個念頭，
何不將它名為「閃文集」？
這個「閃文集」的靈感，跟閃電有關，但當天天空並無閃
電。在許多雲層豐厚即將下雨的時候，總是雷聲伴隨著閃電，閃

個週日收看電郵，沒想到她已經完成書皮的設計，人家當真到這
般程度，我於是趕緊打開電腦，把依稀記得的過程記錄下來。
在此之前林一平兄早已完成他對「閃文集」的詮釋，是為林
版的「閃文集」序。
張進福謹誌於2008年12月21日（星期天）午前11時30分

電總是一個接一個地，每次閃電總都是醞積能量的釋放，過去
寫這些有感的短文的時候，不都是一些感觸的醞釀和釋放麼？
「閃」代表突然湧現，靈感的出現都是如此不是嗎？
「閃」也有訊息的意涵。
「閃」與「散」音雖不同，但近，於是就將過去寫的這些短
散，名為「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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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一平 序

序文

電信國家型計畫(NTP)第一期由鄧啟福校長主持，發行
《NTP簡訊》，刊登電信相關的技術性文章。2004年起暨南大
學張進福校長主NTP第二期，更加深耕《NTP簡訊》。2006年
10月，他老人家心血來潮，希望能在《NTP簡訊》刊登一些電
信產業趨勢及軼聞典故。當時林某人擔任NTP的顧問，建議張進
福及鄧啟福兩位校長合寫專欄，稱為《雙福筆記》。我派了兩位
校長公差，結果「害人者，人恆害之」，張校長也要我和蔡志宏
教授寫電信隨筆。張校長說：「Jason，你不是常說喜歡畫漫畫
嗎？就幫NTP簡訊畫四格漫畫吧。」(按：Jason 是林某人的洋
學名。) 慘哉，林某人平常亂吹牛，這下自食惡果。能畫四格漫
畫的都是高手中的高手。這種高難度的「工作」，林某人「非不

圖一：STAEDTLER mars graphic 水彩毛筆

為也，是不能也」。但是張校長的將令不可違，沒奈何，只好搏
命演出，認真為每一期NTP簡訊寫出一篇雜文，每篇文章附上幾
幅插畫，好向張校長交差。我的插圖最初以細字簽字筆作畫(例如
Francis Galton、Karl Pearson等肖像)，若是工作太忙，就改以
水彩毛筆快速勾勒肖像。我的水彩毛筆，就嫌簡陋(例如Florence
Nightingale、William Playfair等肖像)。最感到抱歉的是，帕海
貝爾(Johann Pachelbel)被我畫得醜斃了，至今良心不安。我所使
用的水彩毛筆參見圖一。這套水彩毛筆相當神奇，是我高中時買
的，已近30年，部份水彩筆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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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趕稿，來不及畫插圖，就只好拿我學生時代的針筆畫
充數，增加篇幅。我的針筆畫，也有小故事。我1979年入學成
功大學電機系，因為功課不重，常常和成大建築系的學生廝混。
成大建築系的功課繁重，我往往應邀友情贊助，幫忙寫作業，因
此學會使用針筆，畫建築圖案。針筆畫線時，執筆必須垂直，筆
若太靠近尺邊，容易將墨水滲入在尺上，離尺太遠則所畫的線條
不均勻，頗有一點學問。後來為了追老婆，忍痛斥資買了一組
STAEDTLER marsmagno針筆(參看圖二) 來畫卡片，討好女朋
友。

閃文集

7

序文

最後決定不做任何更動。不過我的NTP簡訊雜文，也會隨時間演
進。例如電話犯罪的文章被修改成為中央及中時的「遇見科學」
系列科普演講，其宣傳海報參見圖三。

圖二：STAEDTLER marsmagno針筆

由於垂直拿筆，劃線不如畫點容易，因此我的針筆畫都是點
畫。我作畫的取材十分率性，只要看到喜歡的畫，就會模仿。
1993年，我的畫在美國紐澤西展覽，有觀眾問我每一幅畫的典
故，我答不出所以然來，相當尷尬。因此告訴自己，有一天要弄
懂到底畫的是什麼碗糕。現在既然寫雜文需要增加篇幅，就趁機
將我針筆畫的典故弄通。事實上，「以畫追文」的事，金庸也做
過。他為任渭長的版畫集《卅三劍客圖》中的每一幅畫考證。我
做的事類似，差別在於我毫無考證能力，只能膚淺的說出簡單的
典故，搏君一笑。這類半調子的「看圖說話」，大部分附在個別
文章的「附錄」或「番外篇」。
如今NTP於2008年圓滿結案，《NTP簡訊》中的《雙福筆
記》以及我的雜文也集結成冊。NTP辦公室問我在專集付印前是
否要修改文章內容。我當時急就章的雜文，大有修改空間，即使
修改超過一整年，仍然會不滿意。原文雖頗有瑕疵，畢竟信手捻
來的雜文就有不周延的特性，同時也代表我當時寫文章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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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漫談電話犯罪的演講海報

2008年12月，張進福校長(其實這個時間點的頭銜是「行政院
科技政務委員」)下令要為這本散文集取名字。這下又慘啦。我一
向不擅取名，建議的名稱太過死板。張進福政委搖頭說：「這種
書名太正經，看到就不想讀下去。」最後這項任務還是由張政委
達成。他靈機一動，決定命名「閃文集」。
解決書名後，又為封面傷腦筋。「閃文」有甚麼相關聯的圖
像？腦中閃過我在《NTP簡訊》刊出的《賀正祥鶴圖》。典故
為「五光十色，閃鶴燄之熒煌」。這句子語出清．弘晝《上元觀
閃文集

9

序文

燈賦》：「願夫其夜明似晝，月照如霜。萬戶千門，羃祥煙之晻
藹；五光十色，閃鶴燄之熒煌。」弘晝為雍正皇帝的第五子，生
活荒唐，因此皇位被他的弟弟弘曆(乾隆)搶走。雖然人品有爭議，
但我挺喜歡他這首《上元觀燈賦》的氣氛。我的《賀正祥鶴圖》
是描述新年日出，此時移花接木，將背景改暗一點，所畫的日出
就變成上元的「夜明似晝，月照如霜」，然後將紅頂鶴影射「鶴
燄」。另一方面則以「閃鶴燄」來扣閃文集的「閃」字，如此就
大功告成，也希望閃文集的文章能讓讀者有「五光十色」，多元
化的感受。
最後，我要感謝兩個人，對於我的文章品質做了把關(當然
了，我的文章文筆仍然不佳，但已經比未「把關」前好多了)。我
的雜文，天馬行空，非常率性，有時文不對題。張進福校長會扮
演電檢處的角色，先行把關，要求文章要老少咸宜，不可有限制
級的演出。張校長離開NTP後，沒人幫我看文章，我就像沒有指
導教授的學生，寫起文章感覺毛毛的，沒有安全感。於是請我太
太王櫻芳幫忙審稿。她給我很多好的意見，也啟發了我寫文章的
方向，在此特別致謝。
林一平
2008年1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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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創意可以像呼吸一樣自然

雙福筆記

創意能教嗎？當然能教，但只能成就到某種程度，創意人多半有些

這是最近去參與一個活動，我的演講題目。
創意已經是普世價值。

一平繪話

慧根，但還要伴隨周遭環境的孕育培養，所謂仙有山則靈（一般人是說

張進福

山有仙則靈），先天的慧根與後天的修為，成就了創意。創意之不能完
全用教的，就像倫理也不能全然用教的一樣。

最近在某個會議場合的討論中，讓我想到近年來在台灣的電信產業

創意還要不斷的修為和內化，許多藝術創作者，因為未能勤於內

我們一直盼望有包括「旗艦公司(Flagship Company)」、「重量級智財

修，始終只具匠氣。許多政治人物，竟日忙於爭奪，無暇沈澱成長，表

(Essential IP)」、「系統整合廠商(System Integrator)」、「自有品牌

現出來的只是面目猙獰，殺氣騰騰。

(Branding Taiwan)」等等的好東西，就好像我們的教育部和一些資源消
耗比較豐厚的大學希望能躋身世界百大一樣，但這些企圖的完成背後是
有漫長的路，是需要許多的資源和毅力的，勉強地說，這些事情的背後
或多或少都與創意有關。如果這些好事不發生，那台灣產業在世界舞台

一個我印象深刻的創意成功且影響深遠的案例是特納（Turner）首
創的CNN，使得即時新聞成了主流的新聞傳播方式，您也一定聽說台積
電的成功在於商業模式，雖然您不一定知道他們的業務。
但是以CNN為例，即時新聞的背後，流於膚淺去也是這個創意所生

上終究只能做個『我也是(Me Too)』的追隨者，我們的電子產業終究只
能設計和生產零組件。
最近幾年我們常常聽到的另外一個時髦詞是「知識經濟」
(Knowledge-based Economy)，與這詞緊密相連便是創意，創意可以出
現在不同的面向，不同的角落，它可以出現在電路或元件，它可以出現

出的毛病，CNN經營多年之後，為了回應太過於向美國傾斜，大量啟用
各國記者，結果造成新聞播報的南腔北調，像極了早期台灣夾雜各地濃
厚鄉音的國語，這又是這個創意背後的另一個毛病，換言之一個帶動風
潮時尚的創意不見得會是百分百的好。

在商業模式，它可以出現在行為模式，它可以出現在流程，它可以出現

以前，我常常用穿制服來說大家一樣，沒有創新變化，近年來，我

在各種應用和服務上，一個創意可能對於廣泛大眾帶來重大的衝擊，也

更用框框來詮釋創意，我說每個人都在某個框框的範疇內工作或生活，

可能為企業或個人帶來豐厚的利潤。

但這樣的樣態太過於千篇一律了，偶而的出框，有可能就會觸發一個創

我雖然不是從小就知道創意的重要，但我注意到創意這個精靈也大

意，但如果離框太遠，太過顛覆，就不好了。

約有二十年的光景了，我創意的師者是位曾經是我老闆的前輩，我在旁

靈感會出現在什麼時候？它可能出現在靈魂出竅的時候，它有可能

觀當中學習很多，我驚訝於他會注意到的關鍵創意，我不好意思於為何

出現在夜深人靜或清晨獨自散步的時分，有時候要心靈沈澱淘空自己靈

我不能，從那時候開始，我自己也成了創意的信仰和提倡者。

感才會來訪，離開熟悉的環境，旅行到異地，新的環境和意象，也會激
發創意，但重要的是，創意來了，要立即抓住它，別輕易地讓它飛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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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讀電信(一)
千萬別為了創意而創意，就像千萬別為了百大而百大，為了創意而

鄧啟福

創意，那種創意是沒有靈性的，有時反成了搞怪，一個人和一群毒蛇共

楔子 ：受電信國家型辦公室之邀在簡訊寫幾則短文。筆者雖曾任第

處一籠非但奇怪而且噁心。
最後，我要說追求世界百大成為世界頂尖絕對需要有創意的思維和
設計，當台灣的一些領域因著創意而成果領先全球，那其他國家的學者
就會絡繹於途，前來學習，那台灣的國際化才會踏實。

一期電信國家型計畫總主持人，但電信這一領域內容與時俱進，內容
越來越廣泛，筆者實在不敢奢稱了解此一領域，勉強可能對其中的一
小部份略有所知。在筆者擔任總主持人期間，當接觸其中新的次領域，
常請較我年輕很多的次領域召集人(如：蔡志宏、林一平)講解，常稱之
為師。本文所描述跨越數年甚至數十年個人經歷，因此題曰「穿越時

演講：2006/10/27

光」，而「讀電信」，是指筆者仍為電信領域之老學生而已。《編按：

謄稿：2006/11/1

雙福筆記這個專欄係敦請NTP第一期及第二期的總主持人鄧啟福教授及

二修：2006/12/7

張進福校長輪流執筆，鄧教授將以他個人的豐富經驗暢談他在電信領域
的所見所聞，本篇乃第一則，故題穿越時光讀電信(一)，往後仍有(二)電
信憶古、(三)往事再訪…等，敬請期待。》
我在台大唸書時電機系分為二組，即電力組與電信組。當時親友中
有人在電力公司任職，對電力比較不陌生，因此選讀電力。服役期滿正
好逢交大電子研究所成立招考，進了交大電子研究所後，開始與電力漸
行漸遠。交大畢業次年開春，我去密契根安娜堡(Ann Arbor)密契根大
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就讀，主修微波當然與電力關係不大了。
有趣的是，進密契根大學次年暑假，我陪同學到紐約去玩兼打工，竟然
靠我在台大電力組必修課「應用力學」與「材料力學」中學到的知識賺
了不少錢。有一家公司叫Litton Industries的分部，位於紐約Bronx區與
Connecticut州的邊界上，在徵工程助理。我去應徵，口試時我的考官發
現我會利用材料的應變與應力的關係，推算電阻線的變形及電阻值改變
等，給了我很不錯的時薪(hourly pay)。羡煞與我同去紐約的同伴，他
也是密契根大學的學生，在航空太空系就讀。
我雖主修微波，但微波與雷達關係較密切，對電信系統的了解頗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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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有限。當時的電信主要是指有線電話及電報，後者還是企業及個人文字

話，已相當的成熟且價格低廉，連我們這些窮學生也有能力在住處裝一

通訊的重要工具，微波與電信間的整合似乎還沒有過到水乳交融的地

台。因為普遍、便利性也很高，通話品質尚令人滿意。不過台灣當時離

步，下面我經歷過的小故事就顯示出來了。

這個標準還很遠，六O年代初，我的親友中似乎沒人家中有裝設電話，

我在密契根大學唸了兩年多，很幸運連續通過語言要求(密契根大
學要求英文外能讀兩種外國語，我選德文與法文)及博士資格考。高興
之餘，覺得寫信通知家中及別的親人實在不夠親切，就想打越洋電話回
去報告。那時越洋電信很貴，三分鐘的要價，幾乎是我大半個月的生活
費，貴之外更是不方便。首先，要預約通話時間，多半是半夜間兩點
多，在Ann Arbor這邊還好，只要睡晚一點，吃點宵夜，頂多熬個把小
時，電信公司就會在約定的時間打電話來要我做通話預備。只是可憐台

我個人在大學及研究所階段，也從來沒有打電話給親友的想法。1975年
回交大任教，受了多年留美的影響，回新竹後不久就想裝電話，發現家
裡裝設電話，除了每月要付相對於收入相當高的通話費外，還要付設備
租用費。最令人心痛的就是初次裝設時需繳高達18,000元新台幣的裝機
費。這筆錢是許多人每月薪津數倍。後來我與電話總局(即後來的中華電
信)的一些高層較熟識後，常對他們戲說我們付的裝機費應視為入股金，
所以這些早期電話用戶應該是自動轉為中華電信公司的股東。

灣那頭的受話人，當時台灣電話不普遍，我的親人家中都無電話，靠電
信局幾天前聯絡到鄰里公用電話，通知受話人在約定時刻到電信局去通
話；我的父母住在屏東市郊外更是不便，所以打幾分鐘電話經過多人服
務，周折甚多。
如果不是像通過博士資格考這種大事，平常不會有越洋通話這件
事。當時越洋通話之所以這樣麻煩，因為越洋訊號傳輸比較便宜的方法
是利用電離層的高頻電磁波反射，各地電離層高度則隨太陽照射時刻
及季節有些變化。適合台灣與美國中西部間通話的電波時窗就落在中西
部的凌晨，約是台灣的午後，由於電離層不甚穩定，通話的品質也很有
趣，聲音常變調，有時像唱歌一樣，回音、串音也很嚴重。全球第一衛
星是蘇俄的Sputnik，約在1957昇空，在低空軌道上停留數小時，繞著
地球播放一首歌而已，因此當時尚無衛星通訊。
總結來說，六O年代初以前的時代越洋電話可說是昂貴、不方便、
且通話品質不佳。在那個時代，無線與有線領域分明，美加地區有線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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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談電信（二）
電信憶古二三事

雙福筆記

鄧啟福

約在40年前得到一個機會，向電信更邁近了一步。這年貝爾實室
給我一個不錯的offer。貝爾實驗室是當時的貝爾系統（Bell System）
的研究部門，實驗室的規模在那時約有一萬六千人，每年要進用二百
多位博士，在紐澤西州有三個主要場所，即Mrrey Hill、Whipany及
Homdale，另外在芝加哥的Iudian Hill及New Hampshere也有相當
規模的實驗室。當時的貝爾系統是一個相當封閉的集團，營運部門含
美國電信與電報（AT&T）公司、加23個地區營運公司及長途電話部
門（Long-Live Telephone）；製造部門則為西方電信公司（West
Electric）、研發部門就是貝爾實驗室。系統內使用的設備自己研發、

但有些是不可避免的，如二段波導管間的接頭，波導管設計要埋在地
下，順著地形自然有彎曲或地面下沈也形成彎曲、或車輛經過時的振動
等，因此需要考慮的問題很多。圓形導波管的通訊量很大，一根60mm
內徑的導波管頻段在40GHz到110GHz可相當20萬對雙絞線（twisted
pair），損毫可以做到0.1~0.2 dB/km，因此可用於美國東西岸這樣的長
距離通訊。波源是半導體做的。電波在導波管中傳輸時，有時訊號要加
進去又有時要拿出來，各種需要的元件很多，因此有不少具挑戰性的工
作要做。這些工作有些分配在貝爾實驗室內其他部門研發。經過不少年
的研發，系統接近完成前卻出現了重大的變化，花了數以億美元計的計
劃束之高閣。原因是光纖的出現。

設計、製造，然後透過營運部門服務美國擴及其海外。員工總數近百萬

光纖作為訊號傳播媒介的構想早在1967年就有人提出。但是，當時

人。內部運作像一個國家一樣。如果不是全球最大公司，也應是前幾

最好的技術所能生產的玻璃纖維損毫是每公尺有數dB，用來形成傳輸系

名。我加入的部門主要工作是發展一些有線傳輸設備及工具。

統自然不符實際。到了60年代底Corning Glass找到清除玻璃中(OH)-離

我們的部門在我加入後不久就改名為導波管傳輸實驗室，主要是發
展一低損毫的圓形導波管傳輸系統，基本原理簡單，即利用大學三年
後已熟知的圓形導波管中的TE01波模在毫微米頻段的低損毫特性。圓
形導波管為內徑鍍銅的60mm鋼管，導波管在此頻段可同時存在的波模
近百，如何使導波管內只有所要的TE01波模是主要的挑戰。雖然導波
管精密度要求很高，但仍有些微小的變形存在使TE01波模的能量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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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方法，玻璃纖維的損毫大幅降低。70年代初更是降到可與導波管相
當，光纖傳輸到了實用階段。這一重大的發展導致AT&T當局決定停止
繼續發展導波管長途電訊傳輸計畫，改發展光纖長距離電訊傳輸系統，
光纖有許多優點，例如體積小、重量輕、易於安裝處理、長途傳輸使用
的土地也小，不需要複雜的安裝設備等。貝爾系統高層擱置導波管長途
傳輸計畫是所必然。

到其他的波模，其他波模損毫遠較TE01為高，對於TE01而言變成另一

無獨有偶另有一個研究組也發生類似狀況。他們經過多年的研發，

種損毫，其他波模也會因那些微小的變形，把所帶能量轉回到TE01波

完成畫面電話系統（picture phone）可使通話人間不僅能聽其聲也能見

模，這種波模間能量的交換叫波模轉換（mode conversion），這種現

其形。這個計畫在我加入貝爾實驗室前已在執行中。我進貝爾實驗室年

像使電波信號產生色差（dispersion）減低通訊頻段內通道量（channel

餘後這個計畫的部門決定有一次盛大的成果發表會實體系統展示外，並

capacity），也是另類損毫。微變形固然可以藉製造的精準而減少；

由BSTJ（Bell System Technical Journal，貝爾系統技術雜誌）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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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我又來了
期專輯。這個部門工程師最感到驕傲的是他們找出一個方法僅利用數對
雙絞線不但傳遞語音同時也傳遞動態視訊信號或者類電視畫面信號。雙
絞線在傳遞3KHz頻寬的語音訊號損毫相當低，允許機房到用戶間可有
相當距離並已廣泛使用多年。但是頻寬高達5MHz的電視畫面信號在雙
絞線中是傳不了多遠就衰減到難以偵測很難作商業運用。這個部門中有
些我所熟悉的研究人員遠在展示會公開發表前就告訴我們說，他們把畫
面信號通過一微分器（differentiator）。畫面動作較大的才傳，只要使
用者不在話機攝影機前作大動作他們可在1MHz以內的頻寬，多用幾對
雙絞線，畫面電話的信號就可如一般電話一樣，納在市話網路中。這項

雖然不常去香港，但也前後去了幾次。
最近一次去香港，是為了去International

張進福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and Networking Conference擔任Plenary Talk
的講者，去給國際人士報告台灣近來在「寬頻無線（Broadband
Wireless）」上頭的重要發展，在國際舞台上行銷台灣。同時和台灣國
家電信計畫的成員去參訪了香港的三個主要大學：港大、中大、科大。
我不打算在這裡談這個會議和我的演講，我想談的是這一趟去的一
些感想。

新的服務在當時具高度創新性也讓我們佩服。不過卻推出不順，費率太

我們常說要國際化，在香港你方才看到一個比較像國際化的城市。

高可能是主要原因，當時，像我們這些自認收入還可以的工程師就用不

在訪問三所大學時，我對於那些技術簡報的細節和瑣碎，倒是不太注

起，似記得每月的費率是數百美金。當時有人開玩笑說使用的女祕書們

意，反正知道大局，對我而言，足矣，夠了，反正有其他同來的人會留

一定不願讓通話另一端看到她不夠美的一面，這項服務似乎隔了幾年再

意，我有興趣的是這些大學中有多少是非亞裔的外籍教師，我得知的比

次推出仍不順，至今仍在高閣中躺著。

例是遠超出台灣的大學。有位朋友，現任職於香港，工作應該可以說是

前述二項電信服務計劃都是經過長期研究，參與者各有數百人；使
用的經費均是以億美元計，束之高閣時參與的工程師們自然覺得可惜，但
是，他們自己並沒有太大的損失，他們得到不錯待遇，在技術成就上許多
位也獲得同行的肯定，仍不免有絲絲的失落感。事隔多年，許多細節已很
模糊。另一方面這些年來有幸與多方面的人與事接觸，吸收一些管理面、
經營面的常識，觀察的方向也有一些改變。回想起這二項計畫，不免覺得
這二項計畫的定案，是不是因為技術發展上這已到已可完成這二項計畫的
階段，或者說是做了技術導向時代（Technology Driven）的決定。

要把台灣過去某些好的經驗複製移植到香港，他曾在美國有長達十五年
的專業經驗，有個跨國婚姻的甜蜜家庭，也在故鄉的呼喚下回台灣工作
了幾年，但是在台灣的時候，另一半雖然也工作，但是工作的地方說英
文不困難的人少，英文的文件更少，小孩要上像TAS(Taipei American
School)這類的國際學校寥寥無幾，兩年前舉家遷到香港，語言文字都通
了，還有許多跟美國大學可以銜接得上的國際學校可以滿足子女教育的
需要，我覺得處在國際化的香港，他們快樂多了。
承主辦單位的邀請，演講結束的中午，三位演講主賓及會議的
主要主辦者（organizer），在半島酒店（法式）午餐，正好坐滿一
張大圓桌，其中一位主賓與我鄰座（最重要的客人我認為是Leon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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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我又來了》補記
Kleinrock），是個印度人，我們談到印度近年來在軟體（Software）產

林一平

張進福校長文章《香港，我又來了》敘述2007年在香港舉辦IEEE

業的亮麗成績，談到在美國印度人較華人有更多的人進入了公司的經營

WCNC國際會議。WCNC事先曾和我連絡，承蒙主辦單位抬愛，問我是

管理階層，我的觀點，他相當同意，我說兩個民族在這兩件事情表現上

否願意找幾篇論文，組成一個Session。我因為俗務繁忙，怕無法維持專

的差異，歸因於文化，特別是語言吧，因為在印度有相當高百分比的印

業水準的Session，因此婉拒其好意。未料張進福校長亦受邀去WCNC給

度人會英文，非但會用，而是流利地使用，在香港當然也是，在台北就

Plenary Speech。張校長就像開封府包公出巡，我這個王朝馬漢，當然

不是囉。

得跟著去擔任技術幕僚。本來我想這只是跑龍套的閑差事，順道去拜訪
任德盛院長、倪明選主任、李安國教授及李波教授等諸好友，應該輕鬆

由英文讓我想到這麼一個歪理，香港人、印度人，還有新加坡人，
英文普及，好像跟這三個地方曾經被英國長期殖民統治有關喔，請別以
為我在影射什麼，我想說的其實如果英文是國際化眾多指標當中的一項

愉快。未料張校長要我們這群蝦兵蟹將也準備投影片，報告台灣各大學
的通訊研究現況，只好手忙腳亂的準備交大的部份。
3月11日早上和陳信宏等諸位教授由新竹到桃園國際機場，碰到我的

顯學，那台灣要作為一個國際化的國家也好，社會也好，要努力的地

學生逄愛君的先生也送她到機場。很巧，逄愛君搭同一班機到香港參加

方，還有好多好多。

WCNC會議，有論文發表。前些日子逄愛君找我要討論和法國合作的研究

近年來去訪問這三所大學的人，都會說香港政府近年來在這些大學
的投資是令人羨慕敬佩的。香港和台灣很不同的地方是，香港缺乏像台
灣這麼完整的由人才到製造的垂直整合，香港的製造業相對來說，是單

案，一直安排不出時間。於是我們將機位劃在一起，趁搭機之便，好好討
論。Check in後離登機還有兩個鐘頭，一群人就到華航貴賓室吃點心。台
大鐘嘉德教授和我比賽，看誰吃得多。我吃三碗牛肉麵、八個水餃、兩個
包子，再加三個燒賣。鐘嘉德少吃一碗麵，多吃一個蕃薯(大號) ，打成平

薄脆弱的，換言之，大學或研究機構研發的技術，並沒有在地的立即承

手。還好張進福校長直接由台北到機場，沒看到我們。否則知道我們盤腸

接者（immediate local receiver），因此，

大戰，成何體統。

他們就去和中國大陸的產業結盟合作。
03/17/2007

在飛機上和逄愛君討論研究議題，定調在Push-to-Talk over
Cellular (PoC)。我剛發表一篇PoC文章在IEEE Trans. On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Systems，將PoC應用於車隊。車隊的移動不易掌握，因
此打算考慮固定的Mesh Network，如此一來，我就可以做很精確的數學
分析。正好逄愛君也在實作Mesh Network之PoC，研究議題很順利的敲
定。討論告一段落，空中小姐正好要分送餐點。我登機前吃太多，餐點
原封不動的退回。忽然看到鐘嘉德埋頭猛吃，讓我咋舌不已。看來比賽
當飯桶，交大教授不如台大，我甘拜下風。這次航程約一個鐘頭又十分
鐘，因此我改完一篇論文，飛機就開始下降著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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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飛機後，張進福校長已在前面等候。我和逄愛君趕緊趨前問好。

人合一」有大體悟，並再作闡發)。遠望是天海連一色，重重疊疊的山

張進福校長上飛機前沒看到逄愛君，以前也沒見過她，因此瞪大眼睛，

巒，近在山邊有人工製造的一片湖水，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映照在煙霞

滿臉狐疑。我趕忙解釋：「報告校長，這是我的學生，台大的逄愛君教

裏的青山綠水，乍看連成一大片藍綠景色(如圖一(右)所示)，人下一級階

授，來參加WCNC會議，有論文發表。」逄愛君的穿著正式，典雅大

梯，便猶如在水中央，如斯良辰美景，真是只在此中尋。以上一段敘述

方，張進福校長上下打量一番，大概還算滿意，不再多說，帶領大夥，

是網站上抄來的。中文大學海邊填海建地，圖一(右)所示一堆建築是應

直奔海關出境。走到一半，張進福校長突然回頭，若有所思的對我說：

用科學研究院(ASTRI)，正好和「天海連一色」相互輝映，是否如詩如

「Jason，沒想到你指導的學生也挺正常的。」這是什麼話？我不指導

畫，各位看官可自由心證。

正常人，難道指導的是火星人？搭車到旅館途中，張進福校長又回頭問
我：「Jason，在飛機上有沒有寫論文？」我趕緊回答：「報告校長，有
改完一篇論文。」表示我有認真作研究，沒有偷懶。

任德盛院長接著帶我們參觀中文大學的文物館。館中正有「寶蘊迎
祥：中國晚期金飾」展覽。本展覽以宋代以來的中國金飾為主題，展品
200餘項，大部分精選自承訓堂藏品，輔以沐文堂藏品及夢蝶軒藏品，並

3月13日我們拜訪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過去十五年，中文大學

特別向湖北省博物館藏商借了20多項明梁莊王墓出土金飾，以供展出。

一直於資訊科學擔當重要的角色，如率先為香港引入互聯網，至今仍是

中國隨身佩飾的金飾物，到了宋代已變得社會化及商品化。不少飾物如

香港的互聯網樞紐。

宋代的金梳櫛背、元代的金銙帶飾等，多少仍見唐代或以前的金飾遺
風。本展覽極具巧思，以不同顏色的圓點貼紙標明展覽品的年代，讓參
觀者對於各朝代金飾特徵，可馬上感受。在文物館的展覽中，很清楚可
看出明清之後，中國金飾無論在形製品類及工藝技術各方面，愈趨多變
奇巧。各樣首飾如金髻、簪釵、鈿箍、鈕釦，各式工藝如錘鍱、纍絲、
鑲嵌、點翠等，競新尚巧。

圖一：(左) 新亞書院「天人合一」 (右) 天海連一色

抵達中文大學，老朋友任德盛院長親自迎接，他英俊的娃娃臉上笑
容燦爛，似乎永遠年輕。他首先帶領我們參觀中文大學人文素養的一
面。工程學院院長能重視人文，願景才夠遠大。我們先到新亞書院。
新亞書院有過錢穆、唐君毅、牟宗三這三大思想家，啟蒙了我們這一代
人，把國學推至最盛放的時期。新亞書院知行樓旁邊的山坡有一幅如詩
如畫的景致，叫做「天人合一」(如圖一(左))所示。錢穆於逝世前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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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左) 張進福校長與任德盛院長互贈禮物； (右)中文大學招待晚餐，
由左至右(a)陳亮光，(b)張進福，(c)任德盛，(d) 林某人，(e)劉永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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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談電信（三）
任德盛院長送張進福校長一本書，是Ethan M. Raseil寫的《The

往事再訪

鄧啟福

McKinsey Way》(參見圖二(左))。這本書林某人曾瀏覽過，是本管理

AT&T是貝爾首創語音通訊服務後經數十年發展出來龐大的產業。

學的好書。不過我認為好的領導者是天生的，像林某人喜歡到處吼叫，

上文提到個人對貝爾實驗室發展中的兩個相關較小計畫的了解。遠較此

讀什麼書都無法改善領導能力。晚上由中文大學招待在職員餐廳用餐(如

重要得多，當然三極體（Transistor）的發明及其後衍生重要發明─積

圖二(右)所示) 。中文大學的餐廳比交通大學好多了，交大應該好好檢

體電路是極其重要，這項導致近數十年無數影響人類生活產業出現，經

討。我也注意到，中文大學教授都開高級車如賓士及BMW，我則開老

濟規模何止億兆美元，未來可預期許多個別的產業經整合、匯流形成新

舊的Toyota。以車類比，難怪中大的世界排名比我們好。酒足飯飽後，

的產業將如春風吹進原野、逐一衍生、成長、壯大。貝爾實驗室對人類

中文大學派車將我們由新界沙田送回九龍。

的貢獻難以言盡，但對自身而言，卻在面臨市場考驗困難重重。廿多年

抵達九龍酒店後，張進福校長他老人家先回房間休息，其餘人馬由陳

前筆者的好友中有在貝爾系統中的IC廠中工作常為良率奮鬥，以求與眾

信宏教授帶隊，殺到海邊星光大道散步。走完星光大道，正高興晚餐有所

多後進競爭者比翼齊飛而傷透腦筋。80年中期AT&T經反托辣斯法判決

消化，鐘嘉德教授忽然提議到廣東道的「糖朝」吃宵夜。我頗為猶豫。大

（Anti-Trust）解構，其中負責製造的Lucent在IC及行動電話產業方面

夥起鬨說「糖朝」的豆花很好吃，又能幫助消化，只好跟著去見識。沒想

的競爭力仍落後競爭者。公司的營運困難也深深的傷害員工及合作的企

到抵達「糖朝」後，鍾嘉德拿起菜單就拼命猛點，除了豆花外，又點了炸

業。筆者好友中不乏曾長期在貝爾系統中工作者，系統解構後有不少人

醬麵、粉腸、甜膏、…(族繁不及備載；參見圖三) 。這頓宵夜吃下來幾乎

轉入Lucent並在Lucent退休，退休時手中皆有相當數量Lucent股票。因

走不動，只差沒爬回旅館。一趟香港之旅，增重五公斤。

為他們多年在貝爾系統服務，對公司不僅有感情也衷心的信任，不幸公
司在他們退休時一股市值40~50美元、數年間掉到2美元左右，退休計
畫需要作大幅調整。另有一例筆者有一畢業於交大的校友曾在一家專做
RF零組件擔任高階經理人員，他們接連數年來都與Lucent合作、訂單數
量佔公司比例很大。公司及員工也很高興能與國際著名公司有穩定的合
作關係，不僅高興他們的努力使產品獲國際肯定，公司也有營收穩定。
這位交大校友每年都會帶一批工程師去Lucent討論次年合作細節。約在

圖三：(左)「糖朝」的各式甜點； (右)清大的王晉良教授吃豆花，喜不自勝，掬態可愛

四、五年前他又帶了幾個工程師赴美，那時正是Lucent危機最深的時
刻，到了後發覺Lucent內部人心紛亂，原應與他接洽的人也找不到，只
好黯然回台。貝爾系統的解構對技術後進者地區與國家似有助益，例如
市場及人才需求流向促成矽谷更輝煌發展。台灣有一度以電話機王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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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著，所產的電話機能暢銷世界各地，也部份由於貝爾系統解構、市場開

首先賓州分公司副總接見我們時，強調電信服務是科技事業，貝

放的結果。新竹科學園區的發展在人才聚集上也可說相當程度受惠於貝

爾實驗室是新科技產生之處，他們非常支持，但他笑著說：「可別太

爾系統的解構。廿年來新竹科學園區發展澎湃，吸收不少貝爾的人才包

快。」因為他們許多設備、裝置等，資本投資回收年限是40年，例如

括工程師、科學家、經理人才及創業者。聖經上說：「一粒麥子若不落

Outside Plant的一些設備。Outside Plant這個名詞我與同事都不甚

在地裡死了，仍只是一粒；若死了，就能結出許多子粒來。」筆者非基

了解，後來才知道指地下管線或地上線路佈置、微波鐵塔等。參訪了

督徒，但每次看到一些園區的發展，不禁想起這句名言。這也可說是貝

Outside Plant部門深感這確存有其學問。

爾系統的另一種形式的貢獻，當然不免有些黯然神傷。

帶我們去參訪的工程師告訴我們，地區管線損壞最大的敵人是老

70年代初美國有些公司在培養他們的經理人才時逐漸著重MBA訓

鼠，我們在費城曾進入一個漆黑，將近一人高的地下管線通道；手電筒

練。筆者友人中不少重回大學進修MBA學位，但貝爾實驗室中似乎並

的光圈下只見老鼠奔走躲避，他們說野地的老鼠更厲害。去到郊外參訪

不如此，在經理階級的升遷上仍在技術佳者中選用。筆者有一次與實驗

微波傳輸系統，微波系統的天線都是大喇叭形狀，底部據說常有鳥巢及

室中一位高階經理談到此事，他說他個人比較了解貝爾實驗室，一般說

積水要清，看著幾十公尺司高的喇叭上去清理鳥窩及積水，工作也不輕

來似乎認為管理是一種talent，在工作過程中，有的人逐漸發展顯現出來

鬆。

而逐步被提升較重要位置。貝爾實驗室的高階經理人員當時幾全出自技
術人員。不知在貝爾系統其他部門，如服務部門及製造部門是否也有這
種現象。如果這一觀察是正確，長期而言不知是否會影響貝爾系統的營
運。

1969年紐約市電話系統曾發生一次嚴重阻塞。報上評論認為主因在
於MDF（Main Distribution Frame）多年來沒有改進，我們二人都不
了解MDF是何物，此次自然要看一下。來到一個主要機房的地下室，
直見多根管道引入千百條電話線進入室中，千千萬萬條電話線舖在地上

70年代初貝爾系統的各地區服務公司希望能與貝爾實驗室多一些交

厚厚的積了上尺厚，這些線都要接到交換機的接線板上。我們去參觀那

流，藉此讓貝爾實驗室多了解地區服務公司的需求。這個政策下筆者與

天，有幾位接線工人正爬在這近呎厚的電話線上做接線的工作；其中一

一位同事同派往費城(Philadelphia)的賓州分公司(Bell Pensyvania)參訪

位告訴我們他正要為一位新用戶接線，我們有點不了解他如何在千百條

一個月。分公司對我們很客氣，在我們抵達後分公司的一位副總（已忘

線中找到他們要的電話線，他說：「我不找，而是再接一根新線。」幾

其姓名）立即接見並囑咐人事部門安排我們在公司一個月中行程包括公

年後聽說MDF已徹底改進。我們二人雖說在貝爾系統中工作，對機房

眾服務、機房運作及傳輸系統等。因為時間長達一個月，在每個參訪點

其實是門外漢。我的學生在中華電信中長期工作有多人，相信有些已是

時間都不短，並安排參訪幾個不屬於貝爾系統的獨立電話公司，事隔多

MDF專家，希望他們能回頭來教教我。

年，細節多已淡忘，印象深刻的部份仍很難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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雞尾酒式研究法
我們參訪了幾處非貝爾系統的機房，多屬當時是美國第二大電信公

張進福

司的，與賓州分公司的大同小異。那時還沒有電子交換機，最先進的機

我們常常聽說一些疾病的治療上有所謂的雞尾酒式療法(Cocktail-

械式交換機是cross bar型，但有一家卻還採人工插座式型，只見幾位男

Theraphy)，療效好像還不錯。

士在各種插座區間跑來跑去，另有管理人員在指揮他們，我們看得目瞪

最近十年來，我觀察許多研究生的研究方法，產生了根本的變化，

口呆。美國是一個多元化發展社會，賓州有一地區，由於宗教信仰到現

因著許多好用且效果不錯的軟體，可以用來做實驗，可以用來設計，所

在還是生病不就醫，交通工具主要靠馬車，男耕女織，連衣著都像歐洲

以大部分的研究生，廣泛地運用這些工具，在電腦裡頭做許多實驗，從

古老世紀時，電話發展在有些鄉鎮的獨立電話公司發展程度也不一，參

眾多曲線裡頭嘗試去理出頭緒，去做演繹解釋。

訪中覺得像是看到電話演進的歷程。
我們還參訪了許多有趣的場所，但印象最深刻還是賓州分公司不同
部門對我們款待，每週不只一次在費城的一些大餐廳吃大餐，有一次我
們被請到一家有名的餐廳，服務生穿著全是美國獨立前的服裝，我們二
人臨時借用餐廳的領帶打上，不然還進不去。服務生多為中年男士，一
個個莊嚴有禮，輕聲細語，餐廳裡黑漆漆只靠餐桌上的蠟燭微弱光線引
導入座，我輕聲問我的同事怎麼那麼黑，他回答很有趣：「We pay for
the dark。」
林一平註：鄧校長參訪電話公司活動，就是後來的BOC Tour。讀
者請參見《Bellcore初體驗及BOC Tour之回憶》一文。

這樣的研究方法，科學的成分不見了，這樣的研究，無法帶
來底層基礎的研究，我於是說我們需要工程科學家（Engineering
Scientists），用數學或物理這種基本功來瞭解、來發覺、來解決問題。
我也發覺許多研究生，在設計實驗時，只是把前人做過的實驗，做
局部修改，我時常告訴我的研究生，做研究最忌諱的是只做局部改善的
研究，我常用這樣的比方來批評這類的研究，研究就像栽種一棵樹，局
部改善的研究，就像爬到別人種的樹上去做枝葉的修剪。
有些研究生在提議解決方法，或界定問題時，是把前人做過的來組
合拼湊，我戲稱為「雞尾酒式的研究法」，我很難相信這種方法會有好
的研究成果。
但我忽然想到 Random Algorithm, Blind Equalization,…，難道？
200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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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這麼多年還沒有學會？
張進福
前幾天我去參加交大管院毛治國院長辦的活動「2007台灣通訊論
壇」，目的是為成立「台灣通訊學會」暖身，我承治國兄邀請前去演
講，演講只是當日活動節目之一。我的演講之前是開幕禮，治國兄在講
話時有這麼一段，大意是這樣，他說我們的通訊產業做了這麼多年，竟
然還沒有學會。身為電信國家計畫的總主持人，我聞之色變，難道治國
兄在罵人？罵我們不知努力，這麼多年來都學不會，毫無成就？但腦筋
一轉，啊沒事，原來他在說我們竟然沒有「通訊學會」這麼一個平台。
治國兄一席話，讓我賺得了上台以這則笑話作為開場，博得會眾一笑。
好的笑話在於一念之間，在於靈機一動。

穿越時光談電信(四)
往事如煙，又在眼前

鄧啟福

我在「穿越時光學電信」系列前三篇所報告大致與電信有關，雖然都
是數十年前的陳迹年往事，對於有些懷古幽思的朋友，或者尚有幾分共鳴，
這一期我想向簡訊的主編告罪，可否容我繼續懷古幽思片刻，報告個人回
交大的任教前後的一些愉快的追憶及對我國中小學教育制度的體驗。

一、返台途中記趣
我是交大電子研究所第一屆的畢業生，畢業次年早春(1961)在寒風
中由松山機場登機出發，出發前竟發生幾乎不能成行的糗事，全家浩浩
蕩蕩乘幾輛三輪車駛進機場，發現我的出入許可證、護照、機票等遺忘
在車上，經過兩個小時的緊張時刻及廣播台小姐的協助，及三輪車先生

2007/5/26

的及時熱心反應，才能安然無恙找回証證，衣著略帶凌亂的上了波音
707。民國50年代是一個大家都窮困的時代，國民平均年收入不到美金
一百元，不及美國的三十分之一，但是人與人間信任卻勝過今日。我在
密契根安那堡讀書時的好友馮澤浲雲(T.Y.Feng)，現在已是美國資訊學界
的名人，他常說在台灣沒有至親，出國前幾個朋友與同事湊兩千五百美
金的保證金讓他帶走，這些錢是幾個家庭多年的全部積蓄，那個時代的
留美學生常覺得跨越太平幾乎像是跨越陰陽界，這種心理障礙很不容易
克服，去時易、回來也需強烈的理由，如探視病患中的親人、奔喪等。
圖：毛治國院長／攝於NTP期中成果展專題演講

這種心理狀態今日的年輕人很難體會，我也是出國後第十四年清明時因
先父突然舊傷復發，大量內出血過世，我為父母唯一兒女，對逝者及家
母無限虧欠，急請喪假回國。喪事後，至交大拜訪老同學郭南宏兄，時
擔任教務長，第二年就向貝爾實驗室請假(leave of absence)回交大任客
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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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離開前好友盛旦初兄，他以穿透式電子顯微鏡研究半導晶體結構錯

順。但國文程度遠落後同班同學，理科中部份還可以，但與國文關連性

失聞名國際，熱誠可佩，自願替我照應住宅，我能少了後顧之憂，雖然交

強的課程就差很多，文科裡只有英文一直是全班之冠，要考進大學有興

大要九月才開學，提早在八月初開始長達近一個月的回國之旅。先飛洛杉

趣科系恐怕大有問題，所以讀完高二我們被逼送她到史丹福大學附近

磯，在好友吳格非家的庭院與游泳池中休息數日，然後前往聖地牙哥帶小

的Los Altos High。畢業前，該校學生輔導老師建議選擇申請附近的

孩在海洋公園看鯨魚表演、逛遊樂場，潛遊海灣等，大人、小孩樂不可

Foothill College。這是一所社區大學，其中有一學程稱之為加州大學學

支。回洛杉磯後就規劃遊大峽谷及內華達州，猶他州等的另外幾個峽谷，

分轉移學程。選修這個學程的學生成績如達A¯以上，將來如能為UC任

再從加州中部越山區至洛杉磯。下一站就是夏威夷，除了看檀香山的海岸

一分校接受，可將讀過的學分轉過去。三年後她申請到UC Davis微生

風光、拜訪珍珠港二次大戰日機偷襲遺跡，然後翻山越嶺途經無數的鳳梨

物系共轉過去110學分(Unit)，因此再二年就畢業了。艾薇這段求學的過

田，看草裙舞等。盡興後，八月底回到台北與親人團聚並開始在交大電信

程的曲折，主要由於我對我國的中小學教育體系了解不深，輕忽在台灣

系近30年任教生涯。這次歸國之旅多年來，我與內人楊永寧常回味無窮，

幼稚園已教過注音符號，並且進入國小，學生都已培養出很強兢爭的心

但近與兒子，其時四歲半，現任東海大學副教授談到，他竟然全無印象，

態，美國低年級學生常圍成一圈上課，做功課或老師問答時同學互相幫

女兒艾薇(Amy)時七歲，略有許些印象也不深刻。

助是經常的事，艾薇初進附小二年級時還保持這一習慣，做功課或老師

二、對中小教育制度的親身體驗
艾薇比較有興趣是我台大及交大同學葉希漢兄八歲女兒。這年他也
自美回交大任教。他的女兒與艾薇同在新竹師專附小讀二年級，相鄰而
座，在學校用英語聊個不停，回到家後再繼續練習英語。艾薇在家說中
文也能讀一些簡單的中文故事書，我們自己評估還算不錯。所以沒有重
讀一年級，老師對她們國語課要求也似較放鬆。到三年級麻煩就大了，
她的朋友隨父母回美，她要面對的是國內的真正三年級學生的功課，首
先她不會注音符號、其次三年級的課文已經很長了，不認識的字一大
堆，事隔多年後，我與永寧回想那時她的國語程度恐怕不及一年級。艾
薇進了三年級，一年級當三年用，我們自己教也請交大或清大的同學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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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問有困難想要與鄰座小朋友討論，鄰座立即把自己的練習簿蓋起來，
艾薇覺得受到侮辱，我們那時自己也忙著自己的事未加以協助、教導。
艾薇從UC Davis畢業時，我們高與之餘也慶幸艾薇渡過了許多需要克
服心理險關。相較於姐姐的遭遇來說，她的弟弟宗禹就順利多了，他正
正規規在新竹從幼稚園讀到高一，再到美國陪姐姐，進入姐姐高中的鄰
校(Homstad High)，一年後考SAT，然後申請到UC Santa Barbara。
1994年李遠哲院長接受行政院委託成立教育改革委員會，我受邀擔任委
員，在近20個月的討論中，個人以為最重要的原則性決議是「鬆綁」，
可惜後來執行時新的綁更甚于舊綁。

三、曦光中登大霸尖山

家裡補習，到了高一高二階段科學園區實驗高中已在規劃入大學後選課

在交大任教時次年春，電信系當年畢業班邀我與永寧同登大霸尖

系的問題。老師就很難替她規劃，我們評估雖然她的作文寫得還算清

山。我雖然自認對地理頗有概念，但卻不知大霸尖山在那兒，曉得山高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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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老要退休了
3500公尺，卻不了解3500公尺代表何種的難度，直覺認為是一次比較辛

張進福

苦一點的郊遊。登山日是在四月中旬，出發前一天晚住到學生宿舍與同學

我利用這個平台來說陳俊雄教授要退休是有道理的，並沒有假公濟

同住。次晨三時半起床，坐上入山的運柴車，感謝同學們的敬師，讓我與
永寧坐在運柴車前座，路況極差、前座雖屬軟席，雙手仍要時時找支撐。
車行五小時約九點許，到了登山口，已是一千四百多公尺。然後開始爬
山。路極為陡峭，許多段靠爬行，開始雖是亂石雜草，還看得出路徑，走
到後來只高一腳、低一腳在草叢中邁步，初登山的半小時與同學登山速度
相差不遠，同學替我們揹背包，漸漸的同學們遠離我們而去。由於陡峭，
我們先是走一百公尺需要休息，後來幾乎廿公尺就想坐下來喘氣。休息時
發現水與補充體力的鹽與糖已讓同學背走，正著急時，遠遠看到一位男同

私，因為他是電信一期無線的召集人。
陳教授曾經是我在台大電機系學生時代的導師，我修過幾門他開的
課。多年以來陳教授是我的老師、同事，也可以說是朋友。
與NTP有關的林一平和我都為陳教授的退休寫了短文收錄在台大電
機系印的文集中，您也可以去林一平養的部落格看看。
謹代表電信國家計畫向這位大家敬重的大老致謝，也祝福他退休後
的生活悠閒如意。

學陪著他的女友上來，那個女孩子似乎狀況不比我們強，我們很高興在舉

張進福

目都是雜草與樹叢一片綠海之中看到自己人，更為高興能分享他們的水與

2007/7/18

糖等補充體力。到下午二時到達九九山莊，已是二千七、八百公尺。據
說從登山口到九九山莊只有1500公尺，我們兩人確實走了四個多小時。
九九山莊像蒙古包似的鋁皮屋，我們爬進去後休息好一會才有力氣找先上
來的同學。他們已在升火煮麵、山上大霧瀰漫，幾公尺外人影憧憧已不清
楚，我們兩人慶幸大霧起來前到達，吃過麵後立即上床。次晨又是三時許
再整裝出發攻頂，二個多小時後到大霸尖山峰前，幾未見樹木，像一個巨
大無比的巨石城堡。凌晨山景清晰，我們抓著不知何人安裝的鐵鏈爬上峰
頂，頂上有許多可一躍而過的山溝，但大致是平的，約三至四坪大，這時
陽光初現，遠處峰峰畢露，大家都很興奮，這時我也能略略體會到為何有
那麼多人要冒生命危險去爬聖母峰，同時也領悟到，雖然事無豫則不立，
但過份的考慮也有妨礙，例如，如果我先知道爬大霸尖山是那辛苦，恐怕
會懼難而退，不來了，不僅不能親身看到曦光下峰頂美景，也沒有這件可
傲其同儕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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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尊敬的大老

張進福

我常常公開說他是咱們電機系的「時大」（台語）。
陳老師當然是台大電機系的大老，這位令人尊敬的長老長期以來給
了台大電機系一股無形的安定力量，讓台大電機系持續進步茁壯，而有
今天當之無愧作為天下第一系的盛況。
我是他的學生、導生、教學助理、和同事，應該也可以說是朋友
吧。對於陳俊雄教授我都是以陳老師相稱。
我一九六六年秋天進入台大電機系，身份是學生，陳老師是我們這
些學號較前面大部分是各高中保送生的導師。進台大前對於大學生活多
少有些憧憬，見到陳老師竟覺得怎麼這麼嚴肅？大學時候我功課平平，
當然不會引起陳老師的注意。我跟陳老師比較熟識是畢業服完一年的預
官役回系擔任他和黃鐘洺教授的助教，我被放在他們兩位共用的研究室
（那時候台灣窮，哪來個別研究室？）因此跟陳老師變成比較熟識，後
來我去柏克萊當研究生，他也去柏克萊研究訪問一年，我們當了一年同
居的室友（roommate），就這樣由他的導生、助教、室友，我們多年來
亦師亦友。
我當然修過陳老師教的一些課，但成績都不好，特別是高年級時關
於電磁的課，我因此常跟他說，就是因為沒學好，所以不走他那條學術
路，我有自知之明，要超越他是很難的。
乒乓球是陳老師極喜愛的運動，那個貧窮年代，乒乓球恐怕是經濟
實惠或者說可堪負擔（affordable）的一種休閒運動，陳老師球打得極
好，經常得獎，許多世界級的球員他都知之甚詳，在當他教學助理的時
候，他也曾經想教我打球，其實，我的乒乓球比起電磁學可是更加的不
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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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老師是本土博士，那個年代叫做國家博士，是教育部給的，論文
口試是教育部辦的，口試委員是教育部聘的，那個年代沒有投影機，既
使是放手寫透明片的投影機都沒有，用的是掛圖（年輕人知道什麼是掛
圖嗎？石器時代的啦。），陳老師口考的時候，我就是那個翻掛圖的小
弟，能夠陪同陳老師跨過人生當中重要的門檻，感覺很好，因為能在口
試場的沒幾個呦，我好像也參加了考試完畢後的宴席，拿到國家博士形
同狀元及第。
陳老師的柏克萊經驗，是我鼓吹年輕人出國開拓視野常用的經典，
陳老師在柏克萊跟隨梅冠香教授，雖然只有一年，雖然我看他每天似乎
只是很悠閒地這坐那聽，比起我這終日埋在課堆裡的可憐研究生，輕鬆
非常多，老實說他的悠閒讓我好生困惑，但我深深認為這一年對於他往
後的學術研究功力是個十分關鍵的一年。一年之後，他再度回到台大，
往後的學術能量真的有如猛虎出柙，銳不可擋，這些都驗證在他的學術
紀錄上。
柏克萊的歲月，舊金山是偶而要去的，我當時也不知道為什麼會去
買下一位畢業學長留下的二手金龜車，有個週末我們說要去舊金山，我
剛拿到車，去舊金山的路，其實是個睜眼瞎子，根本不熟，他則是個沒
車的人，遑論駕照，結果是在陳老師帶路，我開車，這樣我們去了一趟
舊金山，連停車的地方，都是他帶我去的，這件生活瑣事，我竟清晰地
記著這麼多年。
柏克萊三年得博士後，我回系履行合約義務，因為我是拿國科會的
公費去唸書的，我跟陳老師成了同事，後來他接了系主任，我成了他的
主要幫手之一，他不在時主任找我代理，當時的電機系環境十分困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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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錢少，空間擁擠，非常辛苦，但陳老師還是堅定執著地撐著，他雖

規定，陳老師形式上還是要辦理退休，我和幾位同事故舊發起送老師一

然只當了兩年的系主任，時間不長，但卻是十分關鍵的兩年，我很幸運

些回憶，也為歷史見證，並做為陳老師退休儀式中的部份。

地參與了第一年，因為第二年我去美國工作，一年過去，我回來由他手
上接下系主任的工作。陳老師和我手上是辛苦年代的電機系，虞兆中校
長去美國考察，遇見的系友，對於母系都是愛深責切，但環境再艱苦，

雖然我知道陳老師天生喜愛工作，會是退但不休，我還是要衷心祝
福陳老師和師母（過去我都以陳太太稱呼，實在很不禮貌），退休後的
生活悠閒自在平安喜樂。

非但不能放棄，還得設法向上提昇，近代史上的台大電機系，由陳俊雄
教授手上，開始由谷底往上攀爬，幸好台大電機由於一棒一棒都是認真
負責的強棒，加以外在環境的伴隨改善，終究成就了今日電資學院中電
機學群的榮景。我很有幸，在這個接力大賽當中，接著他，跑第二棒，
也或許如此，我往後的工作總是到比較辛苦的地方，我在中央大學的歲
月如此，我接下九二一大地震之後的暨南大學更是如此。
在我年輕歲月的學術生涯成長上，陳老師總關心伴隨著無形的壓
力，他常到我研究室問最近有沒有IEEE的論文上了，那是個先求有
IEEE論文的年代，每當有論文正式被接受了，我總是趕快去跟他報告
分享，一些學術的獎勵，他也都會在適當的時候跑來提醒施壓，比如說
什麼時候申請（教育部）學術獎啊？在他心目中總是認為作為天下第一
系，勳章的數量上，不能讓其他學校比下去，他的心中學術就是台大電
機的核心價值。最近十年來，我由國科會忙到暨大，忙於行政，陳老師
也就比較不來提這些學術桂冠的事，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也因為於江
湖之中忙碌奔波，我與陳老師總是至多匆匆打個照面，說話談事已是十
分奢侈的事情。
每當陳老師提到要退休，我都期期以為不可，我說電機系不能沒有
您這個長老，光是坐著供著就是一股超級穩定的力量。不過礙於法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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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陳俊雄教授

林一平

我因為參與第一期電信國家型計畫而有緣認識陳俊雄教授。當時

的日語忽然說得很流利，不再結巴，讓旁觀的我不禁嘖嘖稱奇。可見緊

陳教授是無線通訊組的召集人，而我則是副召集人，擔任他的副手。

急時，人的語言潛力是能夠被充分激發的。(後記：我們最後找到台灣到

最初的印象，陳教授是很嚴肅的老先生(論學術輩分，我應該是他的徒

處可見的「吉野家」，很舒服的吃了一頓晚餐。)

孫或玄孫輩啦) ，每次開會，他總是端坐在會議桌前，有如不動明王
(Acalanatha)，不怒自威。尤其惜字如金，往往開了兩個鐘頭的會，沒
聽他講過幾句話。我則正好相反，坐不住椅子，蹦蹦跳跳，遇到與我職
務不相關的議題，仍然會叨叨絮絮的插嘴湊熱鬧。若議題和我的職務相
干，更是興奮異常，大吼一番，此時陳教授的耳根想必是無法清靜。不
過討論重要議題的關鍵時刻，陳教授總會簡要發言數句。他的意見常常
是一言九鼎，極具影響力。
電信國家型計畫早期曾由鄧啟福校長帶隊，組成美日電信考察團，

陳俊雄教授後來不再參與電信國家型計畫，因此我就很難得和他碰
面。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二期由張進福校長領軍，平均每兩個禮拜會在台
大電機系館舉行工作會議。因此偶爾會碰到陳教授進出系館。那時會很
高興的和他打招呼，備感親切。有一次見到陳教授拄著柺杖，原來是腳
扭傷。之後有一陣子經過台大電機系館，往往會關心陳教授是否已經痊
癒。最近張進福校長告知陳教授要退休了，希望大家寫些文章，集冊為
一份紀念文集送給陳俊雄老師。我很高興能寫這篇文章，恭祝陳教授身
體健康，退休後繼續指導我們晚輩。

陳俊雄教授和我也一起同行。此次活動讓我對陳教授的印象完全改觀。
我發現私底下陳教授是非常幽默風趣的人，話鋒中充滿多年經驗的長者
睿智，隨時會冒出草根性的台灣俚語，令人捧腹不已。考察日本的某天
晚上，我和陳教授相偕外出東京逛街，人生地不熟，而日本人又好像
聽不太懂我們的英文(或則是故意假裝聽不懂?) 。我擔心迷路，問陳教
授：「您以前受過日本教育，講日語應該不成問題吧? 」陳教授說他剛
就讀小學，日文還沒學會，台灣就已光復啦。他很靦腆的講了一句日語
讓我開開眼界。聽起來不甚流利，不過他講日語的表情倒是相當「卡哇
伊」。逛街時果然不出所料的迷路。繞半天，已是飢腸轆轆。我看到一
家餐廳就要慌忙闖入。陳教授拉住我，叫我先看清楚門口的價目表。定
神一看，該餐廳的餐點都是萬元日幣起跳，果然進不得也。只好找人問
路。為難的是，街頭的日本人步伐甚快，想問路似乎不太容易。我正在
沒理會處，忽見陳教授一箭步攔住一個桃太郎，講起日語。此時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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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抽煙禁電話禁上網

在夾擊中脫困
張進福

抽煙有害健康，已經是常識，台灣近年來也進步到經過立法禁止在
密閉公共空間吞雲吐霧。
行動電話給大家帶來方便，也帶來困擾，常看的景象是會議中某人
的電話響了，只見那人低下頭去，有時還低到桌面下，摀著嘴講電話，
狀似竊竊私語，那何不乾脆起身走到會議室外頭講呢？於是大型會議或
藝術表演開始前，主辦單位都會懇切拜託關閉手機或改為震動，行動電
話帶來的是方便和效率，可是我們會不會有天也明文規定會議當中禁
（行動電）話呢？
筆電可以無線上網後，我們看到會議上許多人架起電腦邊開會邊處
理事情，處理的或許跟會議有關，但多半只是要stay connected。我自
己因為肩膀上尚且有個責任，因此也經常筆電隨身，因為希望能夠隨
時掌握處理和本務有關的事情，畢竟本務才是我的主要責任，實在不想
捨本逐末。但是最近的一件事，讓我有了一些檢省，就這樣吧，如果會
議是有酬的，那就把筆電收起來，因為畢竟時間已經賣掉了，萬一有急
事，那就趕快處理，完畢後立刻收起來，畢竟會議當中你還是會需要起
身上廁所吧，但如果我的出現是志工奉獻（我頗有一些這樣的事），那
心安理得就好，以上純屬我見，你可以不同意。底線應該是有酬勞的會
議，忍著點，考慮一下買主的感受吧。

張進福
阿鹽心有困惑，入山請老和尚開釋。
見著老和尚，一盞清茶過後，阿鹽道出他的事業近來面臨前後夾擊
的困境，他會的客戶也漸漸會了，他漸漸地不被覺得需要了，而阿鹽又
不能撈過界去做兄弟阿覺做的，雖然小小做點勉強可以。
老和尚徐徐問說：「看來你需要大策略，例如說做做別人都不會的
啊。」，阿鹽說：「這簡直就是要我成為世界第一嘛，是天大的挑戰
哪，師父太高估我了，就像我還不會走路，就要我跑，難啊。我固然要
有志氣，可是短時間內，我實在成就不了啊。大家若這麼認為，而我也
這麼ㄍ一ㄥ下去，恐怕會得現在最流行的憂鬱症ㄟ。」。
老和尚於是問阿鹽，那你能不能跟客戶共同合作啊？現在不是很流
行又競又合嘛？難啊，阿鹽說，我們步調不太一樣，您看過一個人的左
腳和另一個人的右腳綁在一起跑步，跑得快嗎？我寧可還是做好賣給他
們。老和尚說：那你別無選擇，另外練功，這也是個不小的挑戰。
老和尚又問，那你能不能和阿覺合作？阿鹽說阿覺是個藍天築夢
家，眼高手低緩不濟急啊，但老和尚說也只有如此，你才有機會甩開你
的追趕者，從夾擊的困境中脫身啊。
老和尚總結說道：在這個前後夾擊的三角關係上，如何把腿劈好，
的確是個大挑戰。
老和尚的開釋你悟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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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讀電信(五)
教讀之間

雙福筆記

鄧啟福

時序到了1975年9月，我正式開始在交通大學歷時30年的教讀生
涯。從高中畢業來到台大，後服兵役，讀研究所，留學密契根大學再進
Bell Lab工作，這樣漫長的時光中，除了做過6年多的家教，及在密大做
teaching assistant時（密大給一個好聽的名字叫做teaching fellow），
操破碎的英語教導一群倒霉的大一生示波器原理及使用方法外，沒有教
書的經驗。在Bell Lab雖有不少次做報告的經驗，但在交大第一年上
講台前還是很緊張；花的備課時間頗長，怕講的太慢、太散，被學生說
為教的是營養學分。我一向記憶力不佳，生怕背得頗熟的材料，到時忘
了。記得在密大讀書時曾有過一位名教授，講自己的研究論文，常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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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只有孟光森教授、郭義雄教授及我等三四個人，幸虧此時我因與中科
院的合作研究計畫，認識該院電子所許多年輕優秀、剛自美國拿到博士
學位的研究員，如劉金陵博士（後升中科院長不幸已去世）張道治博士
等。呂學錦博士（現任中華電信董事長）也幾乎同一時間新到電信總局
電信研究所。我們殷切邀請來系上教課並帶研究生，新到竹科投資的台
揚科技一群創業者之一錢元中博士也加入兼任教師行列。那時交大與電
信總局有長期的建教合作，幾乎後來幾任的總局長、副總局長都在交大
教過實務課程，像陳堯先生、金世添先生等，這些課程的講義我也有幸
拜讀部分，對照在Bell Pennsylvania做Intern時所見，更能窺視電信領
域一般，可說是獲益良多。

想不起自己是如何發展出來的，反過來要學生幫忙的例子。初到交大的

來到交大電信系任教期間，我也常拿自己在台大讀書時的情況來相

那年，雖然只教兩門課，卻忙得茶飯無心，加上那年秋老虎發威，夜間

比較。台大電機系當時分電信與電力兩組，老師也不是很多，記憶所及

也很熱，70年代的台灣很少有冷氣設備，所能依靠得是幾台電扇而已。

有馮簡教授、李舉賢教授、盛慶琜教授、丁成章教授、朱讚祖教授、余耀

心理念著教的課，更是睡不好。後來我常對新到交大第一次教課的老師

南教授、楊進順教授、許勝發老師、劉群章老師那時還是助教，白先弘

講到自己這段經驗，主要讓他們知道，如果課講授不順，別難過，有人

老師多與馮簡教授合作，電信總局的康寶煌教授也在兼任之列。我選讀

曾比他們更嚴重。我在交大教學生涯的第二年，電信系主任陳英亮教授

電力組，電信組的老師可能有一些漏列。感覺上當時老師大半教一個綱

堅決的要求卸任，要我來接。當時系裡老師沒有幾位，只好硬著頭皮接

要，有一些課程一學期下來，筆記本也不過二十頁左右，好學生自學的

下。我以往除了微波、天線略有較深了解外，對電信的其他領域，其實

空間頗大，同學中常有人在試卷中表現出遠超過課堂講授內容。我自己

懂得不多，特別是電訊系統理論、交換系統理論，更不用說這兩大領域

的一點自學的經驗來自1956年6月因畢業及到入伍近四個月中，與同班

的實務方面。傳輸系統方面，除了電波傳播理論外，其它我的涉獵也不

同學盧保留在學校，預備就業考、高考等。七月中前後就都考過了。盧

深。像電訊傳播干擾失真問題，音波延遲失真等，就是另外的領域。我

保又決定要考新成立清華核子研究所。每天拉我一起到舊機械館寬闊的

接了系主任以後，深深的了解到自己的不足，讀書的範圍遠較我唸書時

走廊中讀書，他當然目標確定，我就有些失落了，忽然想到電子學（作

及在Bell Lab工作時為廣。接電信系主任後的兩三年，原來系裡不多

者Millman）那本書有四十多章，我們在課堂上才教了約三分之一，內

的老師陸續離開，有人出國進修、有的出國工作，最嚴重的時候彷彿記

容蠻有興趣，開始細讀此書，並做筆記及習題，究竟對此書了解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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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少，也很難說，不過二年後服完兵役，我憑此考上交大電子研究所。後

研究所時又不可同日而語。從1958到1963年六年間學校都只有電子研究

來就讀密契根大學似乎基礎就在這幾本筆記上。我寫下這一段不在強調

所二個年級研究生約40人而已。1964年多了電子工程與電子物理兩系大

自己也有些自修能力，而是在闡述台大電機系那時教學環境下，培養了

學部，仍然很小，但聲勢卻不小，這一點不能不歸功於朱蘭成先生。朱

學生畢業後有能力自我學習。我初在交大擔任教職時，備課時間頗長，

先生是MIT的名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次世界大戰中，在雷達發展

對教的內容巨細靡遺，似乎給學生留的自學空間恐怕不足，也非善舉。

的大計畫中，有重大的貢獻，在相關領域學術界，聲譽卓著，他自美引

擔任教職多年來常感到好的教學實非易事，如何在述理明晰之餘還能有

進多位教授也爭取到可觀的聯合國資源。自己也從1962年起幾乎年年在

計畫的設計出讓學者自我發揮空間，不易拿捏。在過去三十年間亦曾有

新竹半年，連續超過十年，直到1973年逝世。張俊彥兄在《交大世紀之

幸遇到一些同事，在課堂上揮灑自如，也鼓勵及學者自我發揮，這種功

慶特刊》上有一篇追念他的文章，寫得感情洋溢，讀後如見其人。可見

力，令人心嚮往之，像陳龍英教授、施敏教授等。猶憶約在1962~63年

一個學生不滿千人，土地數公頃而已的大學靠著卓越的師資也能建譽於

間，台大校長錢思亮先生（後任中研院院長）訪問密大。在台大校友歡

學術界。筆者多年以來，認為大學追求卓越之道，應以尊師為先，卓越

迎餐會上，錢先生以他特有的口音，不急不徐地談到他在北大、台大等

的師資群會吸引其他的資源、這個觀點，深入闡述可能要很長的篇幅。

校一些舊識教書的趣事，談笑風生，然後總結說：「好的教書其實是一

後來我擔任交大校長時，一直秉持這一信念。盛先生主持交大始自1972

種talent。」行文至此還能感受到錢先生迷人的風采，可惜年代久遠，已

年，但前兩年是由教務長郭南宏兄代理，親自主持校務不過三年左右，

不復記得他這次談話的細節。

但這三年在交大的校務發展制度化上的貢獻值得肯定。在他之前學校系

1975年，交大的學生數約千餘人，老師不滿百，活動在頗嫌狹小
的校園中，師生員工一天見幾次都看熟了，感情也培養起來，今天交大
校友間感情深厚已成為交大的一種傳統與特色。這一傳統可能源自交大
之小，也可能源自交大同年同級生常四年同住一舍間。我就讀台大四年
好像沒有與電機系同班同學同住一舍間過，室友專長互異，交友範圍廣
些，但與同系同級同學的互動少了很多。記得有一位台大機械系的舊識
曾有相似的感受，他覺得四年下來同級的同學都認不全，感情自然淡了
許多。當時，交大系所也不多。有電子工程、控制工程、電信工程、計
算機工程、管理科學等系、研究所只有電子研究所與管理科學研究所。
學校為一獨立學院，院長當時是盛慶珠先生。這個規模，比起我唸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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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因同質性很高，學校的資源與教學責任幾乎都在教務處，例如各系的
實驗均由教務處的實驗組負責，75年陳英亮兄接系主任，系的獨立性提
高，課程設計工作不少，邀我參與。那時我們把電信系的課程分為電波
與系統二組；學校更把與電信相關的設備轉移到系上，二組各有自己的
實驗室。相較於其他大學設備還算不錯。電子研究所在電信領域的研究
生也由系上老師帶領。這些研究生不僅要做自己的研究，同時幫系上帶
大學部的實驗，甚至專題實驗。這個時期的研究生如王建勳、高耀煌、
陳信宏、李銘誌、張寶磯、劉鎮崇等都參加，他們後來都在自己領域成
為受國內外同行肯定的學者專家。當時教育預算很低，一系一年的設備
費只有20萬元。靠大家發揮創意，使大學部實驗課程仍頗有可觀。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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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電信考察側記
電信系發展過程中，這群當時的研究生的貢獻是有一定的地位。上面列

張進福

出了六位，其實參加系上的實驗課發展的還不只他們。當時學校也鼓勵

將近十年的時間不來這個世界唯一的超級強國，自己竟然覺得有些

各系成立自己專業領域的研究所，我們也在1979成立電信研究所，這年

不可思議，想想一則歐洲風華吸引了我，二則簽證過期後重新取得的手

教育部同時核准交大從獨立學院改名為大學，郭南宏成為首任的校長，

續比以前麻煩，得親自辦理，特別是九一一之後，手續更加嚴格繁瑣，

他把學校組織成理、工、管理等三學院並任命我為工學院長，幾乎全校

比起以前交給旅行社辦就可輕易取得五年多次進出的年代，變成能不用

六七成的系所屬工學院。

去就省下來吧。
這次，因為帶團考察美加電信，只好勉強自己一次，但事前仍有掙
扎，仍想多一不如少一。上網預約時間，上網填寫申請表格，列印簽
名，事前去郵局劃撥繳費，找出時間去照美簽需要的彩色大頭照，這些
有一部份是請人協助代勞。按照預約時間跟著人龍走進AIT，除了申請
表格和資料之外，就是衣褲和包裝在裡頭的肉身靈魂。進得等候室，重
複播放的影帶諄諄告誡注意事項，一群等候的人聽從工讀生小朋友的指
揮使喚，有秩序地，動作迅速地由這排座椅移到另一排座椅，從頭到尾
做的不外乎確認錢交了，蒐集只有你（妳）才有的生理特徵，問題的詢
問（單純的簡單幾句，有點懷疑的多問幾題，如果還不夠，闢室另由專
人仔細盤問），填寫由快遞公司送回護照的地址…，以前教了多年的排
隊理論，我忽然問自己，這是個什麼樣兒的排隊模型啊？中午左右手續
辦完，第二天早上簽證就寄來了，自己顯然是乾淨的良民，手續的繁瑣
就拋諸腦後了，反正拿到了就不計較了。
終於再度踏上美國的領土，當然沒大不了到洶湧澎湃，只問自己以
後會不會常來這個曾經十分熟悉的國家呢？
我從工作地埔里的辦公室直奔機場，長榮的班機晚了將近一個鐘頭
起飛，讓我們沒接上由洛杉磯到聖地亞哥的班機。在美國境內，我們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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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後停留過聖地亞哥、芝加哥、紐瓦客、華盛頓，竟然每個航程都遭到延

有半個小時的慢跑，對健身應該是有幫助的，我應該是把擱了多年的晨

誤，甚而在紐瓦客遭到取消。幸運的是雖然旅途上有這麼多的延誤，但

跑撿回來了。

並沒有耽誤到實際的拜訪，該去的都去了。除了美國外我們還去了加拿
大，奇怪的是（或許應該說有趣的是，巧合的是）當我們離開美國後行
程就變得順利了，準點了。

這次出來，其實應該說每次我領隊的行程，都排得分常緊，幾乎每
天趕飛機、下飛機、換旅館，再加上此次美國境內班機延誤個兩三個小
時是常態，每天進旅館時都是晚上十點以後，有時甚而接近半夜，旅館

九一一之後的美國彷彿變成驚弓之鳥，剛開始的時候傳媒報導說機

只是短暫睡覺休息的地方，許多人進旅館到離開旅館，房間內的電視從

場到處是等候安檢的人龍，得脫鞋子接受（X光機）檢查，筆電得單獨拿

沒打開過，由於這趟住的旅館都是價位較高的，我於是會覺得如果只是

出來檢查，得在安檢站前丟棄罐瓶（有次，排在我身後的一位老美竟問眼

單純的睡覺休息，有需要這麼貴的嗎？

藥水也要嗎？），想喝水嘛，過了安檢再去機場的商店買貴得令人咋舌的
瓶裝水，得接受近身觸摸的檢查等等，此趟前來等於是百聞不如一見，親
身體驗一次，經過幾年的操演，安檢人員熟練了，遭檢的大家習慣了，因
此至少人龍不見了。在航空公司櫃臺報到時，有人（應該說很多人）經
由隨機抽選，登機證上會出現SSSS（我姑且猜它是super, super, super
security或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 security），會在安檢上受到更仔
細的盤查伺候，包括隨身行李除了X光機外還打開仔細檢查，詢問，還有
採取行李內部的檢體…我們一團十多人在第一站聖地亞哥要前往芝加哥就
有三分一的人中獎，一次中獎往後每站幾乎繼續有獎，第二站後又有更多
人中獎，包括我，像是感冒會傳染，由於我們經常搭機，所以很快地幾乎
每個人都得了「S瘟」。托運行李不能上鎖，會遭到隨機選取打開檢查，
如果上鎖，會硬被打開。去拜訪交通部時發現官署的入口也都裝了X光機
伺候，隨身的筆電在洽公結束離開時還得填寫表格由接待的官員簽署證明
方得離開，國土安全倒是增加了許多工作機會。
有好多年因為怕膝蓋受傷已經將慢跑改成慢走，在第一站聖地亞哥
的第一個早晨我穿上跑鞋試著慢跑，我聞到曾經熟悉的加州空氣，重新

許多人總以為，出國兩地交通搭飛機是唯一選項，或許這樣出國回
來，經費結報比較單純吧，這趟因為長榮在台北晚了近一個小時才飛，
讓我們沒趕上由洛杉磯銜接聖地亞哥的飛機，幸好我們人多，長榮安排
巴士把我們十多人專程送到目的地，只需兩個多小時。在紐瓦客到機場
時才發現我們的班機取消了，一行十五人要去華盛頓，只剩末班飛機三
個位子，而且還不確定是否真的會飛？剩餘十二人怎辦呢？其他航空公
司狀況類似，也只有臨時張羅地面交通一途，走地面只要三個多小時，
但當天我們都前後折騰了九個多小時才到，進到旅館已經晚上十一點多
了，九個多小時的折騰包括漫長的等待和不確定的焦慮。短程交通應該
優先考慮地面，在自己過往多年的旅行經驗中也遇到過，這次因為美國
境內行程的一再延誤，感受特別深刻。
此行，所停宿過的旅館，除了在溫哥華最後一晚的Empire
Landmark要額外加錢，以及紐瓦克的Embassy Suites伺服器故障之外，
其他六個夜晚停宿的Holliday Inn均免費提供網際網路的使用，對於要
兼顧公務以及處理旅途上諸多事情而言真是大大地方便，因為如果尚須
額外收費，許多人跟宿費不含早餐時一樣，對於使用網路多半是卻步

體會到到急速的心跳和喘氣，以後的每個早晨我都外出跑步，覺得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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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旅館的Internet再一次跟電話一樣只是昂貴的裝飾？
的，最近去過香港、曼谷、吉隆坡（在這三地宿過的旅館等級跟此趟美

在外旅行，住店難免，住進旅館，房間內的東西你使用了多少？

加旅行住過的等級相當），旅館內網路的使用都要額外收每天台幣五百
房內當然要有水電空調，房內要有肥皂毛巾，…凡是基本必須的都

左右的費用，上網？多半算了，為此我還曾用有點嘲諷的口氣寫了短文
一則《如果旅館的Internet再一次跟電話一樣只是昂貴的裝飾？》（複製

應該有，而且無需另外付錢，但近年來也不見得，有些旅館不再提供免

附于文末），但如果因此而說美加的旅館比較nice，倒也未必，因為一

費的牙刷牙膏，而是把這些東西歸併到Minibar，難道刷牙不是必需的？

路下來我們停宿最多的是Holiday Inn，免費上網或許是Holiday Inn全

旅館都有電視，有廣告的商業頻道，免費觀看，上演不久的電影，

球的策略，也因此有同行的伙伴說其實上網的錢已經含在宿費裡頭，這

付費去看，有理。

我同意，它跟早餐含在宿費裡頭的設計是一樣的。但就電的使用而言美
加的旅店慷慨多了，房間裡頭空的電源插座總是四處可見（你如果不知
我在說啥？去看看我在文末附的吧）。特此聲明我沒特地表達對那家旅
店的好憎。
我帶團出國，會要求團員們要適時提問和表達看法，要顯現台灣人
的勇敢和高度，人家願意準備簡報和展演(demonstrations)接待我們，
是因為我們的進步和實力，我們的提問和討論會的到人家更進一步的肯
定和尊敬，我很高興大家的表現都很棒，我自己當然也得提問和表達看
法，畢竟我不能只是站在後頭叫人家衝鋒陷陣，而是要帶頭衝啊。
旅行多日，洋食吃多了，一包隨身的家鄉泡麵就可以解多日之饞，
這次行李當中塞了幾包在7-eleven買的泡麵，固然聊以解饞，但房間裡
頭咖啡機煮出的開水燙頭還是遜了些。
出遠門帶伴手禮返家是許多旅者心中的文化，最近幾次，特別是去
較進步的地方，一則行程太緊，寡有私時，再則全球化下台北也都買得
到，所以也就空著手回來了。
長榮班機八月二十六日（星期日）清晨五點左右在桃園重新碰觸到
台灣的土地，結束了我十天雖然疲累但收穫很多的美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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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行李當中難免有需要接電才能工作的，比如說吧，工作狂熱份
子如林X平教授和我，出門旅行電腦一定隨身，一定會找時間趕些進度，
可是您有沒有發現，許多旅館的房間裡頭已經看不到多餘的電源插孔？
旅館房間內的電話，對於許多人來說只是個裝飾而已，因為打電話
貴得令人卻手，它跟Minibar一樣，對於大部分儉約的人，都是碰不得的
東西。行動電話出現之後，旅館房內的電話其實差不多已經死了，不是
嗎？
Internet剛開始滲到旅館時，多是免費使用的，許多人跟我一樣，進
到房間，先找尋網路孔，確定對外連通無阻，特別是webmail提供我們
不論天涯海角都能料公的方便，無線上網取代網路纜線的初期，旅館內
上網仍多是免費的，可是好日子最近不見了，旅館會收高達一天約五到
六百元台幣的上網費用，於是乎Internet Access在旅館房間裡頭又變成
那具冰冷昂貴的電話機，只好在外出拜訪的時候，請求借用一下，就好
像到人家家裡，順便借用一下廁所一樣。
科技給我們帶來方便，旅館內的上網為什麼不能像肥皂毛巾一樣免
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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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電信考查補記：林先生暨夫人

林一平

張進福校長文章《美加電信考察側記》敘述他於2007年8月帶領

穿越時光讀電信(六)
追念二位亦師亦友的老友

鄧啟福

NTP成員到美加兩國考察電信。我運氣不佳，沒跟上隊伍。一個月後，

1978~1979年科學園區逐漸成形，我有機會進一步認識何亦慈博

M-Taiwan辨公室也組團，帶領獲得WiMAX執照的運營商到美加參訪。

士與李卓顯博士，他們是執行孫運璿、李國鼎在科學園區方面政策的專

我和中山大學的林根煌教授亦受邀同行，終於擠上美加電信第二梯次考

家。他們對科學園區發展的貢獻應記之入史，此處僅談些他們的小故事

察。教授公務出國，以簡約為原則，旅館住宿，大抵二三人共宿一房，

略示我所認識他們為人處世的風格。他們都是充滿創造力的學者。何先

以省經費。此次M-Taiwan辨公室安排我們兩位林教授住同一房間。到

生是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的首任局長，約在1974年，我尚在貝爾實驗室

達Chicago的旅館後，發現我們的房間只有一張大床。我和林根煌同睡

工作時，有一天徐賢修先生來到貝爾實驗室參觀；也約見實驗室的一些

一床，豈不上演斷背山。

華人研究員，會後在我家小憩。徐先生是普渡大學數學系名教授，當時

於是林根煌留在房間看行李，我趕緊跑到櫃台要求經理換有兩張

接任了清華大學校長，這時在進行籌劃新竹科學園區繼續發展的願景。

床的房間。旅館經理回頭對櫃台小姐說：“Please reassign a two-bed

當天何先生也在場。何先生是史丹佛大學電腦科學博士，服務IBM多

room to Mr. and Mrs. Lin.”原來老外分辨不出我和林根煌的英文名

年，為人溫和但堅定，一口福州國語與李卓顯的廣東國語相輝映，兩人

字是男或女。因為兩個人都姓林，就以為我們是夫妻，因此給了張大床

常相互以此來開玩笑。後來他擔任國科會副主委及資策會執行長多年。

以便享受魚水之歡。我回房告訴林根煌這個趣聞。林根煌若有所思的

李卓顯博士曾為Honeywell公司研發副總經理，我認識他時，他剛回台

說：「難怪你剛剛離開，你太太就打電話來房間，急著要找你。」

接清大工學院長，並與劉兆玄教授(時為國科會企劃處長)推動國科會的

林根煌開玩笑的推斷，早先我太太打電話到旅館找我，櫃台小姐一
定告訴她“Mr. and Mrs. Lin have not checked in yet.”難怪一直
打電話找我，想問誰是「林太太」。林根煌哈哈大笑一陣，忽然愣了一
下，笑不出口。大概想到他太太也可能來電旅館詢問，趕緊打電話回臺
灣向老婆解釋：他並未帶另一個 「林太太」開房間。

重點儀器中心計畫。交大的半導體中心是他們認為應納入計畫的重點設
備群之一。交大半導體中心運作經費很高，學校負擔頗為吃力，能引入
國科會的支持，不僅減少學校經費的艱辛，也解決更新設備的困難，同
時可以擴大交大半導體方面服務到別的大學及產業界。當時作為交大
工學院長，當然贊成，極力的向校長郭南宏先生推薦。我對兩位視之為
師、待之以友。這以後約有七、八年之久與他們兩位交往頗密切。
何先生創辦科學園區時，園區還是一遍佈相思樹林及軍營靶場的空
地。戰鬥教練場間雜有一些旱田，他的規劃是全面的，基礎建設如開道
路、埋水管，在第一期280公頃開發時到處塵土飛揚。園區管理局大樓
及左側幾排標準廠房首先出現。來園區投資的最早幾家公司，先後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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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有些交流。例如創立頻率科技的侯博士，他在交大電子物理系任兼任

長，這時李先生剛被延攬為國科會工程處長不久。何先生在五月間有一

教授；創辦台揚的王華燕、謝其嘉、錢元中等先生至今仍與我交往密

天來到交大，探詢我願不願去工程處工作幾年，我表示只要郭校長同意

切，他們曾選擇將微波設計軟體暫安裝在交大電腦中。在這個草創階

應可應命。何先生回台北後隔了近一個月，並無國科會隻字片語。我卻

段，何先生還考慮到園區事業體的員工子女未來的教育問題，有些員工

突接王紀五副主委一個電話，問我何時到國科會上班。我來到台北市廣

子女可能不懂中文並且計劃要出國升學，當然需要雙語部。雙語部裡另

州街二號國科會舊址去看王先生，他叫我快去工程處，並建議我自己向

有些家長在孩子們中文進步到一定程度後，可能想轉入常態教育體系；

工程處同仁宣佈說我就是你們的新處長。就這樣從那年六月中就開始了

另有些員工的子女一開始就計劃入常態教育體系以使銜接到台灣的大學

我六年的國科會生涯。回到新竹我到管理局見李卓顯先生。李先生先告

系統，需求面非常複雜。員工的孩子年齡分佈也很廣，有些是高中年

訴我國科會各專業處內有多位計畫承辦人，計畫處理業務他們都熟悉，

齡，也有些還在幼稚園。要辦一個合法、可容納從四歲幼童到十八歲青

得到他們的幫助之後，一切都會很順利。然後他說到他已開始的規劃

年的學校並帶有雙語部真是煞心思。其他問題如學校如何合法申請，如

案。特別要注意環境工程，那時環境工程還是土木領域的一部份，其次

何請老師，如何請校長，何先生很客氣，找了我們這些園區相鄰大學

他認為台灣的石化工業是一重點，已將高分子從化工中分出。半導體

的教授多人參與意見，最後是以實驗高中附設初中、小學、幼兒園及雙

領域製程研究已有計畫在進行。將來進一步發展成立Microelectronic

語部的方式向教育部申請。何先生還希望這所學校要在校舍上顯出美式

device Laboratory (MDL)，另一重要的規劃案是MPC計畫(即multi

學校的彈性與活潑，又要能適當的表現出對我國原有教育思維的尊重。

project chip計畫)。我表示不了解，李解釋說，IC線路(circuit)千變萬

第一任校長是由清大借調園區擔任副局長的瞿寧若教授擔任，後來我也

化，有多少種需求就可能有多少種線路。從需求概念開始線路需求構

參與找了一位資深具優異國中辦學績效的邱先生來接任。邱先生有一天

思、然後是設計，試製及測試而完成一片Chip，Chip即使能完成，功能

對我說，這所學校真是獨一無二，完全在他辦學經驗之外。我的二個孩

還要經過市場的考驗，才能成為產品。MPC計畫就是促進大學的教師

子，在學校的初創時分別進高中部與初中部第一屆。感謝何先生思慮細

帶領學生從事IC設計並集合各大學的設計，在一片晶元上實現他們各別

緻，這所學校可謂辦學有成，廿多年來畢業生在國內外一流大學完成學

設計。他表示已和工研院電子所討論過有關大學老師如何去使用他們新

業者比比皆是。何先生去年(民國97年)過世，園區及園區學校辦理成績

獲得的設計軟體，也與聯華電子(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其時尚未成立)等聯

應可安慰他於九泉之下。

絡過如何得到他們製程支援，測試及功能報告撰寫由老師們的團隊自己

我與何先生相識較早，但卻與李卓顯先生在1984到1990期間來往
較為密切。1984年四、五月間(民國七十三年)國科會改組，陳履安先生
接主任委員，何先生當時是副主委兼科學園區管理局長。這次改組，何
先生專任副主委，不久後又接資策會的執行長。李卓顯先生接任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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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李先生再三強調：「鄧啟福，你一定要做好這個計畫，這是一個長
期的計畫，可能要做十年，廿年，我這次辭美國職務回台灣如果能見到
這個計畫展開逐漸開花就不虛此行。」其實這時我還是未深切體會他的
想法，一直到幾年後，園區有一家IC公司的負責人對我說他的公司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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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是缺IC「產品」，我才漸了解只有IC製程並不代表有「產品」可

要出入口，甚為壯觀，這些騎士遠在政府強制執行戴安全帽前都戴著安

以進入市場。直到此時，我才比較能體會李先生那天為何對我如此慎重

全帽，這是李先生就職時的堅持。李先生自己經常戴著安全帽，騎一輛

其事解說其中的意義。李先生那天還強調IC製程人才的需求如果是1的

小型的機車巡視，看到沒戴安全帽的騎士，他立刻責備園區警衛執法疏

話，IC設計人才可能是10或100，在設計領域中，各種背景的人都能參

忽。有一次一位名教授到園區講演，未戴安全帽、警衛不讓他騎進來，

加，可能做得比電機出身的人更好。他給我的這番震撼談話一直留在我

不過派人陪他推車到園區辦公大樓。這位教授盛讚警衛執法態度嚴謹平

的腦海中迄今。這個計畫在我後面幾位處長都積極執行，到吳重雨教授

和。園區數萬騎士，難免不發生事故，這一戴安全帽政策不知讓多少騎

(現任交通大學校長)擔任處長時，更是把計畫擴大成一建制單位，就是

士免於重傷害。

CIC(Center for Implementation Chip，晶片中心)。接了工程處長後常
有人問我：「你有什麼新的規劃?」我的回答是：「我的前任已有很多很
好的構想，如果我能一一的加以實現，就夠忙了。」

時，如果他能憑嗅覺可以找到這棟建築的廁所，他認為這棟建築的整潔
維護不及格。李先生的管理風格頗值一提。園區的管理事務他都授權給

李先生是一個隨時留意並深入思考的人，約二年後，一天去園區看

副局長、主任秘書及各組組長。我在國科會擔任處長、副主委期間因為

李先生，他說我正想找你聊聊，你知道嗎？台灣四面環海，海底的地形

工作關係，常去李先生的局長室，平常有事在他的會客室等他，有一次

如何，水的鹽份分佈如何，水流強度、聲波傳遞與折射等特性，我們似

他竟邀我進他的辦公室；辦公室窗明几淨，幾張椅子桌子整齊的擺著，

一直沒有有系統的加以了解並建檔，這些對生態、漁量、氣候、國防都

大辦公桌面上空無一物，光可鑒人，一件公文都不見。那天我們談的事

很重要。聽了他的看法，我拜訪不少單位，如中科院，海軍海道局、氣

需要副局長及一位組長資訊，他把他們請進來，二人進來各帶公文來解

象局等。也參訪了一些國外出名的研究機構如聖地牙哥的Scripts Lab、

釋，副局長並帶來一份公文要局長批示，李先生說了一下他的看法和建

麻州的深水實驗室，日本橫濱的深海實驗室等；但這部份工作成果不

議處理原則：公文仍由副局長批閱。這短短幾分鐘所聽所見，使我領教

多，只有曾協助資助台大造船所建了一座長又深的巨大海水槽作音波實

他授權之徹底。

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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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常說一棟建築整潔與維護可以用鼻孔察出，他在巡視園區

李先生擔任局長近三年時，園區的產值剛過300億，他對我說：

李先生是一個有無限想像力的人，對事件發展常能獨具慧眼，如他

「你看很多人已開始賺錢了，我們要想個辦法讓他們把錢花在新竹附近

極重視園區景觀的整體性，特別重視綠化及建築物色彩的搭配。那時交

才好。」接著他說：「我在寶山附近山區產業道路上騎車漫遊，發現風

通銀行在園區一路與新安路的角地建了一棟純黑色建築作分行，顏色突

景美得驚人，如果有道路、水、電、電話、學校等設施，就會有一棟棟

兀，李先生看了不能忍受，一定要他們改，不然不發使用執照。園區日

住宅散落在樹叢間，不是與柏克萊附近很像嗎？」這樣他就開始了長達

見繁榮，騎機車上班的員工在上下班時，千軍萬馬轟隆隆的經過幾個重

數年的科學城構思及規劃。他找了中原大學建築系的幾位教授做起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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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P第四年末審查會開始時總主持人的話
張進福

規劃來，再進一步進行經費需求的估計，透過國科會提到行政院，不幸
這個規畫案落入行政的複雜處理程序中，例如管轄權在哪個行政階層、
土地如何取得及預算如何編等等，會議一個接一個開，結論越來越複
雜，一套精裝的科學城規劃書只存在檔案中，我的書櫃也有一套。
在園區產值超過300億那年我有事去台中潭子加工區，那時潭子加
工區已不全是傳統產業了。潭子工業區面積約34公頃，當時產值約250
億，我向李先生開玩笑，提到園區第一期是280公項，產值雖約略高於
潭子工業區，每公頃產值，卻只有潭子工業區的八分之一。我提這一
點，他大吼一聲：「鄧啟福，get out of my office!」不過他仍感謝我
提出這點別人可能的疑慮及我們應有解說與論述。
李先生到民國79年初(1990)回台近十年時，年齡也過70，想退休，
數度提出辭呈，夏主委懇切的慰留，有一天他來到我的辦公室抱怨說：

企劃處王（永壯）處長、工程處蔡處長（明祺）、評審委員和工作
伙伴們：
大家早安。
首先感謝評審委員。
今天一早六點，許多人還在睡夢當中，我離開我的工作地埔里往
北，為的是這兩天的審查會。在奔馳的高速公路上，我在想在執行長陳
信宏教授的綜合簡報之前我在一開的時候說些什麼呢？
回想我當初是在不太情願的心情下，從「鄧、魏」團隊手中接下了
「國家電信計畫」的二期，我的心境轉折是從排斥、接納、到認命、投
入。現在我則是抱持著準備交棒移轉的心情。

「你說70歲的人不是應該退休了吧?」他指出他的家族一般都只活到六十

其實，我跟這個計畫的結緣甚早，一九九六，我到國科會，在開

幾歲，他的哥哥李卓皓院士就是如此，他想身體還健康時退休。終於他

完第五次全國科技會議之後，National ST Program的機制正式啟動，

退休了，退休後他住在洛山磯，幾年後小中風一次，我在1996年交大百

「電信」在國家社會真的需要，沒有私人利益興趣之下，開始推動，於

週年紀念特別邀請他回台擔任交大的貴賓，他回電說感謝交大的盛情，

焉九年。規劃之初國科會內的兩個要角是吳靜雄兄和我。

他的健康狀態不允許他來了。隔了一段時間，他就不幸過世了。

二期啟動以來，我印象特別深刻的事情有：話題幾乎都是無線、
啟動了四代或者新接取技術的的研發、Standards and Essential IP,
WiMAX、NCP (即NTP-III)…
二期啟動時，被賦予創造「兩兆雙星」之外的第三兆產業，以今年
的情況來看，有希望在明年達成。
今年我們的工作重點之一是後續計畫NCP的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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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日審查會議結束之前總主持人的講話
業界參與是被認為上中下游整合重要的一環，電信計畫是透過業界
科專和主導性新產品開發計畫來落實。

再度感謝委員的指導，無論意見多尖銳，我們都會嚴肅思考。各位
的期許我們會努力，相信接手的團隊也會努力。

台灣因為沒有像中國和韓國有電資通的專責部會，這是「電信國家
計畫」存在的原因之一。
我要借這個機會感謝孔、李兩位顧問的的鞭策指導，我記得孔顧問

在議程的安排上，是依照國科會規定，將部會層級的計畫均提出報
告，在管考程序上因為國科會需要你們的審查意見，這也就是為什麼國
科會需要評審委員兩天的時間。

常說的「計畫不能太generic」、「要搞出名堂出來」、「要有志氣，
要做就做世界第一」，李顧問常問我們是要植一片芳草或是要種幾棵大
樹？兩位顧問的指導有時讓人覺得如沐春風，尖銳的批評讓我們受益良
多。

我專心顧攤兩日，隨時插嘴加入討論或澄清的戰局 ，像極了一隻保
護眾多小雞的老母雞。兩日下來我深深覺得「如何在突發的慌亂之中快
速導入正軌」、「如何精確會議中常因快速回答澄清委員詢問而不衍生
新的問題」…都是高難度、高挑戰的功夫，許多報告準備的內容太多，

我也要感謝參與的部會和法人的和諧合作，特別是我不是你們的老
闆。

許多人報告中用了太多時間問候感謝，實在不太像穿T恤短褲的高科技
人。

計畫如有成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績，計畫辦公室不敢居功。
很高興「暨大」因為這個計畫，多了一些拋頭露臉的機會。

委員們對NTP有太多範圍或籬笆外的期許，我們也只好硬著頭皮向
前衝啊。
在眾多參與的團隊中別烙人「扶不起的阿斗」的印象。
NTP-II的後續計畫（或曰NCP）是最近幾個月來NTP團隊的工作重
點，NＣＰ經幾錘鍊終有初狀，但會敞開心胸，繼續聽聞外部意見，做
必要的調整。我和我的團隊都做好了交棒換手的準備，期盼高層早日確
定NCP的領導，明年跟我們一起細部規劃，平順移轉。
後記：在我請求同意，開始講話之前，HT開玩笑說：「搞了兩天，
你尚且有笑臉，不錯。」（大致意思是這樣），我是一直笑臉相陪，是
因為大家的意見都是善意，都是對事不對人，因此我的笑臉是受教之後
感謝的笑臉，是謙卑的笑臉，絕對不是嘻皮笑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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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先射箭再畫紅心

NTP簡訊百期了
張進福

張進福

當我接下NTP-II，某次工作會議談到簡訊內容調整時，不記得我問

最近林一平教授的部落格以及某天的新聞報導有說林院長的資訊學

了什麼問題，蘭妮告訴我說，簡訊是我在國家科學委員會擔任副主委的

院定了一個當15%的要求，引起了漣漪，引起了討論，有學生家長向校

時候，要NTPO辦的，我於是乎想起有一次NTP-I總主持鄧啟福校長和

長投訴說入學前沒說啊，意思是招生簡章上頭沒有言明在先，否則不來

執行長魏哲和教授來辦公室談NTP，我建議他們該有一個這樣的平台，

念了。林院長也多次在他的部落格澄清，說沒有硬性這樣規定，許多人

簡訊就這麼誕生了。

的「疑」因此釋了。

跟「建置計畫」一樣，我認為「簡訊」算是NTP中央廚房煮出來的
菜，「建置計畫」是Main Course，而「簡訊」則是開胃小菜。

這事依我看來，從基本面來說，從理想層面來說，應該是這樣的。
大學最為核心的組織當然是學院系（所），畢業生是大學出品，社

多數組織或計畫都發行簡訊，但簡訊如果是嚴肅的八股，讀者收到

會使用。每所大學都有她的辦學或教育目標，學系亦然，於是乎，學系

後的反射動作肯定是「資源回收」，不值一睹，多數的簡訊命運恐怕是

透過課程委員會規劃了要拿到學位需滿足或符合這個那個（也就是「產

如此的。

品規格」啦），這裡邊的這個那個，就有這門那門課。

NTP-II啟動之後，「簡訊」的容和形式，也幾經變動調整，今年開

每門課不是都有規格麼？不是都有「課綱」麼？工程數學（一）該

始前，經過討論之後，我們決定增加比較輕鬆的《雙福筆記》和《一平

教啥？不是也有明確訂定麼？老師授課本此，作業設計本此，考試出題

繪話》，這兩個專欄似乎搏得一些注意，清華大學張正尚教授曾經給我

也本此，因此老師如果授課負責認真，作業設計如果準此，考試出題如

們迴響刊登，我在外頭會議的場合，也有人主動提到這兩個專欄，顯然

果準此，那麼分數結算下來，及格就是及格，不及格就是不及格，怎需

他們也看。

去硬性規範要「當」（到底是「當」，還是「蕩」，還是其他更傳神的

「一百」是個美好有意義的整數，一百期表示八年多的光陰，很高
興「簡訊」能撐到一百，繼續向前邁進，希望「簡訊」可以經營得更有
特色，更有生命力。

字？）百分之多少呢？
但實際上發生的是，也許老師忙於諸多俗務，其中最讓老師花時間
的肯定是研究囉，當然還有其他的啦，於是上面的那些執行下來，都失
了準頭，於是15%就出現了，於是分數會貶值，您說對不對？
別先射箭再畫紅心，還是回歸基本面吧。
當事人回應：(編按：林一平教授得知校長對於他的當15%政策提出
評論，回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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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人和與談人
張進福
張校長的論點很對，我們現在的做法也如同張校長所言，對於每
一科目有設訂教學目標及具體的評量方法。具體的評量方法會反應在
學生考試的原始分數，學生若是考試的原始分數已及格，當然就及格
了。過去的做法，若原始分數不及格，老師會視狀況加分，我們根據
學生的過去三年的成績，認為學生原始分數若不及格，那麼至少最後

最近又參加了一個座談會，擔任「與談人」，觸發了我寫這篇短文。
您跟我一樣，會偶而或經常受邀參加研討會的特定主題專家論壇座
談會，在以英文為大會語言的國際研討會，這叫做Panel Session，坐
在臺上的諸公稱為Panel members，在台灣用漢語的會議上，叫做「與
談人」，如果只有與談人，那會議的進行就是各「與談人」就他（她）

的15%必須重修該課程(15%這數字會視狀況每年調整)。我們也有配

的閱歷盍各言爾志，然後開放台上台下的互動對話，主題熱門的Panel

套機制協助學生的學習，已多次說明，不在此累述。15%機制係針

Session，通常是客滿，並時有尖銳熱烈的討（辯）論。

對九科核心科目執行，其餘科目則由任課教授根據其課程性質彈性評
分。

但如果眾「與談人」之外，尚有所謂「引言人」，那就不太一樣
了，台灣的會議上，特別是只用漢語的會議上常有「引言人」搭配二到

其實有很多老師打分數不得不「先射箭再畫紅心」。最常見的例
子是在原始分數「開根號乘以十」的作法。交大資訊學院實施15%制
度後一年，成效是學生對教授的教學評量變得比以前好。換言之，老
師的教學變得比較認真了，這個結果並未在我的預期。

三位「與談人」的設計，可我常遇到的場景是，引言人演得只是像個與
談人，換言之，台上幾位仍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
以我愚見，引言人應該是背景鋪陳，引出與談人要討論的Issues and
Problems，而各與談人則應針對引言人所提出的Issues and Problems
來發揮，大意如此。但是問題出在哪裡呢？問題出在會議籌辦者，只是
將事情做了，但沒做好，They only get the job done but not so well
done。換言之，議程設計者，在籌備階段應該邀請「引言人」和「與談
人」會商，大家事前有充分的溝通，然後各自回去做充分準備，才會是
個精彩的專家論壇。
最歸根究底的原因是啥？是大家都在有限的時間忙太多的事，老實說
要湊四個人一起的會，恐怕就是個艱鉅的任務，特別都是有聲望的人。
專心做些高品味的事吧。
我期勉至少NTP可以做到這樣，我們正在跟台經院共同籌辦WOCC
2008，就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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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骨圖

魚骨頭附記
張進福

您對「魚骨圖」這詞兒一定不陌生，肯定知道它是用來表示例如一
個計畫各分項計畫(包括跟總計畫)間的關係，有時也用來表達一個技術
各分技術之間的關係，它在計畫書中常見，在簡報中常見。
畫魚骨圖，不一定要畫魚頭，但「脊椎」或「龍骨」是一定要畫

林一平

張校長要我畫圖，不過魚骨好像很難畫的很有創意，於是我就用
一張照片代替。我多次擔任計畫審查委員，最怕碰到「虱目魚」的魚
骨圖。虱目魚(Chanos ; 如圖一所示) 是很好吃的魚，但魚刺超多。除
了脊椎骨和肋骨外，還有180餘根的小刺分布於背部，側線，腹部及尾
部。有末分枝狀的硬刺，更有Y字型的暗刺，讓食者頭疼。

的，從脊椎往兩邊畫出的就是「肋骨」了，每根魚肋骨對應一個分項計
畫，那「龍骨」跟「肋骨」之間有沒有關係呢？當然要有，否則幹嘛畫
根「龍骨」把這些魚肋骨串起來呢？「龍骨」是眾魚肋骨之間共通或共
同的核心，有些時候，我們構建一個系統，「龍骨」是大家共同的「基
盤（Infrastructure）」或「核心技術」，由這個「基盤」或「核心技
術」長出次系統或模組，最後合組成一個系統，換言之「龍骨」提供輸
送大家共同需要的養分。

圖一：黃金虱目魚

「虱目魚」型的計畫主持人顯然沒有重點觀念，計畫書內容寫得烏
魯木齊，不知所云。因而審查委員就像吃到虱目魚刺，鯁在喉間，痛苦

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分工越細之後，我們回過頭來強調「跨域

不堪，不知如何評論。所幸這類計畫並不多見。那麼我們希望審到什麼

（Interdisciplinary）合作」或「整合型計畫」，和我們教授關係緊密的

魚骨圖呢? 此刻我看到桌邊逄愛君教授送我的「美人魚」錫杯 ---- 答案

國科會也已經倡議了許多年的「整合型計畫」，但我們一定常常看到一

當然是美人魚的魚骨圖囉。 至於美人魚的魚骨圖長什麼模樣，審查委員

個「整合型計畫」卻是由幾個不相干的計畫「湊合」而成，這就像「魚

心中自有一把尺，自由心證，各自表述。

骨圖」的「脊椎」是非常纖細脆弱的，把這條魚從魚頭挑起來，保證魚
肋骨散落一地。
最近有幾位教授來NTPO的工作會議簡報，用了一張魚骨圖，引發
我上面的感想，跟大家共勉，也請很會畫圖的林一平兄畫了幾張插圖，

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又稱因果圖（Cause and Effect
Diagram），是由日本質量控制兼統計專家石川馨教授（Kaoru
Ishikawa; 參見圖二）發明的一種圖解法，用以辨識和處置事故或問題
的原因。

敲敲邊鼓，湊個熱鬧。
2008/2/17

圖 二：石川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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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讀電信(七)
高速電腦中心籌設的一些故事

雙福筆記

鄧啟福

嘆息就少了，這樣的記性遺漏與錯誤恐難免了。

我常常羨慕善於整理資料的同事。收看李敖的電視節目常佩服他能

七十四年國建會召開，我時任國科會工程處長，在會場見到不少海

把數十年前的幾則新聞隨手出示給觀眾，對他想表達的意念說服力十

內外舊雨新知，談到那時美國NSF成立的超級電腦中心，對大學研究增

足。他的資料來源自然很廣，但他的資料管理功力真是一流，可惜我對

進的影響。他們認為國科會應多考慮。後來我在國科會每週的主管會議

資料的未來可用性既不夠敏感、更缺乏整理能力。有時想到一個點子需

提到他們的看法。不久在一次行政院科技顧問會議中，這個議題又被重

要參考前事時，不知從何找起，這個點子不久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幾

新提出。工程處受命研議此事。那時超級電腦最先進產品CrayⅡ剛問

個月前，在整理設在交大的辦公室預備還給交大電信系，看到滿櫃的舊

世，國內氣象局已有CrayⅠ用在氣象預報。超級電腦的價格當然也是超

資料難以處理，只好一箱一箱的請唐震寰教授的助理梁麗君小姐幫忙處

級的，從花費與預期效果的觀點看國科會是否已到了應該提供這項服務

理掉。在檢視這些資料過程中突然看到一疊泛黃的文件，檢視一下內容

呢？這方面的討論不多；不過我倒是聽到有些學者認為研究電腦並不需

覺得或可與有興趣的朋友分享。這份文件是一件教育部函，名稱為：

要super computer。工程處與多位多方面的學者專家商討的結果，是先

「檢送超級電腦需求與設置簡報會議紀錄」。當時我是國科會副主委，

成立一個可行性研議計畫。煩請交大鍾乾癸教授、台大林一鵬教授、中

也是收文者之一。會議時間為七十七年八月十一日下午四時，會議地點

央曾黎明教授等主持，幾位花半年多的時間，了解國內各計算機中心的

在教育部一樓會議室。由國科會主任委員夏漢民先生及教育部長毛高

設備概況、使用現況及未來擴充需求等。半年後報告提出，名稱為「高

文先生主持。簡報人是教育部顧問室顧問張進福教授。簡報內容我省

速計算的可行性分析」。報告厚達四、五十頁，內容包含國內電腦資源

略了，但有趣的是下面這點結論：「國科會與教育部之研究報告結論一

現況概述及使用狀況並作問卷調查及結果分析等。依據需求傾向分析，

致，國內對超級電腦在最近二三年即超過使用需求臨界點，宜即成立小

看出對超級電腦的需求是相當明顯。但報告未提出設施建立建議及時

組進行規劃。」

程。此一報告76年三月經審閱成為國科會的報告。這之後對於超級電腦

文中提到的國科會與教育部研究報告是指七十六年三月國科會的
「高速計算的可行性分析計畫成果報告」及教育部(七十七年四月)的
「超級電腦需求與設置之評估研究報告」。
今日的「高速計算與網路中心」大致是依據這一文件產生的。可惜
這二件評估報告已不在。而這二件評估報告產生的背景頗具趣味。我向
來就記性不好，謹憑記憶，在下面略作回顧。友輩常嘆息年紀漸大記憶
差了，我倒是不常有這種感覺，主要是本來記憶不佳，無可再降，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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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建言還是常聽到，為求謹慎，國科會建議是否由教育部顧問室另
作獨立評估，當時顧問是台大顏清連教授。有一天我去教育部顧問室。
發現台大張進福教授已接替顏教授的顧問職，我與進福兄也是舊識，就
把國科會處理此問題的經過向他報告，也把國科會建議由教育部另作超
級電腦需求評估，當時的張顧問同意國科會的看法，不久成立了一個完
全獨立於國科會研議小組，這個小組的報告於77年4月完成。然後就有
了前文所說的會議紀錄，這次會議出席者代表性頗具趣味，包含國科會
方面鄧啟福(已於7月由工程處長改任副主委)馬難先(企劃處長)、何怡帆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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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時光讀電信(八)
(代表自然處長黃鎮台，鎮台兄數年後任副主委及主任委員)呂維民(工
程處長，台大化工系教授)、林一鵬(台大教授)、顏清連(台大土木系教
授)、李紹林(台大應力所教授)、張善政(應力所教授)，鐘乾癸(交大教
授)、趙繼昌(成大教授)，陳文村(清大教授)，教育部方面趙金祈次長(之
前任中山大學校長)、林清江次長(數年後擔任教育部長)陳龍英司長(交大
教授借調)、余政光主任、林政宏處長、張拱星會計長、劉清田主任秘書
(交大教授借調，後任台科大校長)、張進福顧問等十餘人。這次會議的
結論明確指出國科會與教育部二份報告結論一致，二至三年即超過需求
臨界點，應立即成立規劃小組，期使民國八十年後能供大學超級電腦服
務。推動規劃小組的成立落在我的身上。這次會議後，已越過可行性研
議階段，進到如何實施建立超級電腦中心。首先成立了一個超級電腦中
心籌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來自國科會、教育部、國防部、經濟部、交通
部等部會推薦。約為：鄧啟福、施顏祥、黃鎮台、李卓顯、張進福、馬
難先、史欽泰、余政光、林一鵬、周勝次、呂維民、張善政等。在委員
會下設工作小組，邀請林一鵬、曾黎明及張善政三位教授擔任。之後三
位老友連續忙了二、三年。

高速電腦中心與NTP

鄧啟福

超級電腦中心籌設雖有委員會，但實際工作均落在工作小組身上，
工作小組的任務大體是(一)擬訂國家超級電腦中心計畫書，(二)擬訂人
員培訓計畫書，及(三)收集軟硬體資料、評估適用之超級電腦編列概算
等，由於國內人才散在各大學及研究機構但在超級電腦方面經驗及技術
均不足，工作小組需要在旅外學人中選出具超級電腦中心設立與運作經
驗者為顧問，其中能協助在取得美國出口執照方面者更佳。當時超級電
腦中先進機型屬非常敏感的科技，因此這一點也是我們最關切的。工作
小組約以半年為期，先從人才培訓開始，向各大學及研究單位徵求有參
與意願人才，將慎選的人才，送往美國的幾個運轉中的超級電腦中心培
訓。委員會也建議工作小組成員深入的訪問美NSF運作中的超級電腦
中心、學者專家及著名制造商。我個人也曾前往NSF訪問，特別是主管
電腦的Program director、知名專家與製造商爭取他們對我們計畫的協
助。工作小組先後完成五項規劃書，即國家超級電腦中心報院計畫書、
超級電腦中心軟硬體系統規劃書、超級電腦中心架構及運運規劃書、
NSC網路規劃書及視覺技術實驗室規劃書等，其中第一項尤有時間性，
希78年9月前完成，記得在此期間中有一天，張善政教授來找我，說他
們遇到一個難題，就是選擇機型的原則(guideline)應如何設定，要我給
一個選擇機型的原則。他指出如果沒有此一guideline 他們很難算出經
費需求。我對張教授說你可是問道於盲，我對電腦所知有限，更不要說
超級電腦。他的問題仍讓我想了很久，因為如果過分先進不僅經費會過
大，而且更不容易拿到美國的出口執照。只好勉強的提出一個看法給他
參考，我的建議是不管他是以什麼方法來量化超大型電腦，我們或可考
慮選摘比當時國內最好電腦好上十倍或再高一點的機型為原則，他頗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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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給的答案，另提了一個問題，中心設置需要相當土地面積，在報院

完成，我雖未立即入內參觀，見到此一計畫完成，歡欣不已。第一次有

計劃書中設置地點需要明確標示，不然行政院一定會打回票。之後我與

機會入內參觀約在81年8月接任交大校長後。

工作小組討論了一下，覺得最理想的是能在科學園區來找一塊三、四千
坪的土地。我的辦公室內正好有科學園區的地圖，看到同步幅射中心設
施配置圖上靠新安路有二個角，各有數千坪的空地，立即連絡同步幅射
中心主任閻愛德教授，閻教授是清華大學物理系知名教授與我認識很久
了，閻教授為人耿直率真、有話就直講，有些人因此怕他，我向他表示
超級電腦中心設置計畫在土地方面需要他的協助，而超級電腦設施鄰近
同步幅射中心在人才及計算能力方面對他們研究工作應有互補作用。閻
教授同意這一點一口答應，但指出靠近園區三路的一角，他們已有建臨
時研究人員宿舍計畫，但鄰近交通大學的一角還是空的，可供超級電腦
中心使用，這一角面積也比較大。二個頗關鍵性的問題解決後，規劃書
如期完成，由教育部、國科會共同提報行政院。行政院資訊發展推動小
組審查本案。我受邀作報告並備詢，審查是由周宏濤政務委員主審，結
論是「本計畫核有需要，原則同意，請國科會參照左列各點檢討修正報
核」。所提示的各點在此也省略了。
這次審查後名稱傾向定名為高速電腦中心，並依提示推薦中心的籌
建負責人。林一鵬與張善政二位教授在過去兩年的主持規劃過程，承擔
很大的責任，都是理想人選。林教授較資深，專長是電腦科技，張教授
是台大應用力學研究所教授，有使用超級電腦經驗，年輕、積極有擔
當，他的行政能力也受林教授推崇。國科會推薦他來負籌建責任。可惜
此時我被委派負責推動太空衛星計畫，這個計畫事繁而且爭議很多，幾
乎佔了我全部時間，只好減少與張教授互動。79年9月初，我辭國科會

87年5月國科會成立了電信國家型研發計畫。6月我到清華大學去
參加一項活動，遇到劉兆玄主任委員，那天天氣很熱，我們穿得都很輕
鬆自在，劉主委提到要邀我擔任NTP的召集人，隔了一天，張副主委進
福教授約我到國科會談，見到當時的工程處長吳靜雄教授，他對我詳細
說明計畫的規劃過程與責任，其實我覺得他遠比我適合擔任此計劃主持
人。這之後我去拜訪幾位計畫的關鍵人，如魏哲和教授、蔡志宏教授、
林一平教授等，其中蔡教授是初識，林教授雖是交大同事，但密切互動
是從這時開始，魏教授是多年好友。他們都比我年輕很多，在電信科技
上體會甚深，足可為我師。以後我一直以此態度與NTP比我年輕的朋友
相處。
接任NTP召集人第一件大事是找辦公室，我們都覺得高速電腦中心
是理想的地方，這時中心的主任已是吳瑞北教授，吳教授是由台大借調
來，能力極強，獲得他熱烈的支持，NTP開始成為高速電腦中心的長期
房客。我們很慶幸找到佘蘭妮小姐參與行政及文書管理工作，她沈靜穩
重、文筆流暢，對計畫執行幫助很大。
回顧高速電腦中心籌設的過程，張進福教授可說是被我所陷，忙了
年餘，這可說是我與進福兄第一次合作。成立電信國家型計畫(NTP)可
說是進福兄引我進入，第一期計畫歷時五年餘，國科會決定NTP應進
入第二期，進福兄是一位極自然的主持人，我們又有了第二次的合作機
會，合在一起看是頗為有趣的巧合。

副主委回交大原屬的電信系所任教，與張教授互動更少了。不過從之後
的二年中看到高速電腦中心大樓破土，鋼筋混凝土骨架豎之，再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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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旅之二--以色列電信產業研發參訪
張進福

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事。我們還拜訪了希伯來(Hebrew)、特拉維夫(Tel Aviv)、以色列理工

校長最後一年，有出遠門的行程，我就統稱為「畢業旅行」。

學院（Technion）、本古禮安(Ben Gurion)大學等四所著名的大學，

一月底帶了幾位暨大同事去對岸學術交流，那是「畢旅之一」，此

商談了未來可能的合作。我國駐以丁干城代表，在他的官邸晚餐為訪

趟帶十幾位NTP成員到以色列瞭解他們的電信產業研發，是「畢旅之

問團洗塵，也邀請了對台灣十分友好的兩位以國人士（其中一位是國會

二」。

議員）來跟大家餐敘，訪問團能夠在外交工作上有點可用之處，覺得欣

以色列一直是心嚮往之的國家，年輕的時候有1967年的「以阿七日

慰。這些參訪的見聞和感想，當然請大家去看正式的報告囉。

戰爭」所引起的石油危機，原來能源可以是武器。有為了信仰去過以色

行前曾經請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經貿處的處長Hovav Ref

列不止一次的同事，告訴校長我說以色列一定要去，我們這些歷經風霜

來工作會議跟大家見面會商，顯然我們重視，他們也重視。因為傳說太

的老教授們，跑遍了多少地方，錯過了以色列，肯定要終身遺憾。總是

多，我們當然也希望透過他在進出以國時別像想像中那般繁瑣麻煩，我

聽說去以色列是一件麻煩事情，光是機場的安檢就要搞掉你三個小時，

們被建議團進團出，並給予MOKDAN的代碼，進以色列的路上，特別

不少人因此錯過了航班。正巧NTP覺得以色列的電信實力在世界上舉足

是由蘇黎世飛特拉維夫的候機室，並沒有特別的安全檢查或盤查，其他

輕重，值得探訪，遂安排了這樣一趟長達九天的行程，仔細地看。

旅客也沒有，我們在特拉維夫機場下機時倒是有人前來接機安排禮遇通

行前路線該怎麼走，有多次的變化，有人被「里程」綁架了，有人
對有些航空公司有疑慮，最後還是由我這領隊拍板定案，從桃園經香
港、蘇黎世，到特拉維夫，我們其實是繞了遠路，最近的應該是去香港
搭直飛的以色列航空，我們訪停期間，以人問為何要這樣繞遠路，我們
回以有那麼一點尷尬的表情。

關，但是離境的時候，卻跟其他旅客一般接受仔細盤查，到底那個關節
發生了作用，那個關節沒發生作用，搞不清楚，我在這裡並不是要賣
弄「有關係就沒關係」。離境前，MOKDAN每個人拿到一張上面打著
「security center passenger」的A4紙，我們戲稱為無字天書，本以為
這張無字天書可以替我們帶來「咻」一下就過去了的方便，可我們還是
跟其他旅客一般，大家在機場都受到仔細冗長的檢查，行李先照X光，

去以色列的拜訪對象，全靠謝博透過Alvarion公司安排，這是他參

影像傳到下個檢查點，行李打開，有問題的部分逐一詢問，書本、粉狀

加WiMAX這些時日以來投資所佈建的線，這時用上了，套句廣告詞有

物品、甚而鑰匙鍊特別不放過，他們問停留期間有沒有人送禮物？送

他真好。九天下來，方才體會到Alvarion安排給我們一個吃重但卻是

啥？因為他們擔心飛機起飛之後，這些東西會爆炸，因為送者有心，受

豐收的行程，我帶團的行程聽說向來就是這個樣兒，早早出門，晚晚

者不防，我於是想下次若再去，是應該請對方別再送禮物了，因為他們

回飯店，參訪中要提問，要評論。除了多家重量級公司諸如Alvarion、

的政府，並不信任，不放心。航空公司的報到櫃臺因此生意冷清，因為

Comverse、Verint、NICE、Runcom之外，也拜訪了電信監理及貿工

安檢這頭好久才會冒出一個客人來。

等政府單位，外交部和貿工部的司處長級主管也勻出時間跟我們午餐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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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別的心情
我們參訪的公司中Verint和Nice是設計「安全」產品的公司，特別

張進福

是監聽系統，為的當然是敵人環伺下的國土安全，可我當場有這樣的感

NTP（National Telecom Program）播種於1996年劉兆玄先生主

想，這些設備，這些設計，不論多麼百無一失，其最根本的問題還是仇

政的的第五次全國科技會議，孕育過程中的三劍客是劉兆漢（校長）、

恨，本不治，標治得再好，沒用。

吳靜雄（處長）、張進福（副主任委員）。

大家都同意，以色列和台灣有諸多相似的地方，包括土地都狹小，
都沒有天然資源，唯一有的是人，普遍年輕有活力，都有強敵環伺…還
有工程師的工時都超長，工時超長是小馬說的。
九天的行程倒也是有些假日的空檔，大家也利用這些空檔，接觸和
瞭解了以國的風土民情，包括去聞名遐邇的「死海」，謝博等人還換了
泳褲，端了報紙，戴了墨鏡，跟一般的俗人一樣，浮在髒水上頭，供大
家拍照。
有人為了信仰，此生當中一定要去耶路撒冷朝聖，有人去以色列公

NTP的誕生，國家社會需要，大勢所趨，渾然天成，沒有特定人士
的興趣和利益，更無斧鑿痕跡。
NTP-I由鄧啟福校長擔綱，NTP-II由我掌旗，NTP-III (NCP)將由
吳靜雄教授接手，每人五年，代代相傳，但各有風格，各領風騷，有制
度有傳承，不會出現（非誰不可的）民族救星。
當年，NTP-II要交給我的時候，我是抗拒和排斥的，我接得不甘
願，不乾脆，但是幾年帶下來，我本著既然答應，認命，就全力以赴，
於是工作會議密集，而且都親自主持，四年多下來竟然帶出感情，NTP
就像我的小孩。

務和信仰兼顧了，我則是公務和認識兼顧了。

2008年4月21日國科會的委員會議任命吳靜雄教授擔任NCP的總主

我們一行人其實沒有購物時間，去前我家老闆，應該是從電視上的

持人，NTPO遂安排於5月2日下午跟吳教授簡報NCP的大規劃，好讓吳

的旅遊節目看到的，說去中東地區，椰棗is a must，意思甚明，不過我

教授可以接手做細部規劃並做必要的調整，期盼年底可以完成NCP的

是在特拉維夫機場臨登機前才想起，我的購物任務就在機場的商店匆匆

規劃報告。接著4月28日在準閣揆劉兆玄先生公布的內閣閣員名單中我

完成的。

是負責科技的政務委員，於是5月3日成了關鍵的歷史時刻，我遂提早將
NTP的最後七個月也交出去了，這天簡報和討論結束後，我們前後三位
總主持人合照了這張歷史時刻的相片，一切竟銜接得如此自然，冥冥之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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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

林一平

當馬英九辦公室宣佈由劉兆玄先生擔任閣揆後，劉揆就陸續任命閣
員。尹啟銘擔任經濟部長，毛治國擔任交通部長，都在情理的推斷中。
第一批閣員名單公佈後，很快就傳出張進福校長將擔任國科會主委，之
後某日早上，我和張校長在台中金典酒店共進早餐，只見他氣定情閑，
養氣功夫甚佳，並無異常之狀，我也沒敢唐突的問他外界的傳聞。在這
段時間，我也由電視新聞看到記者們蜂擁齊聚暨南大學校長室，嘗試訪
問張校長。只見張校長飄逸步入座車，揚長而去。記者們措手不及，攝
老實說，揮別NTP（和「技審會」），我多少有失落的感覺，未能
把NTP-II的最後幾個月帶完，我多少有遺憾的感覺。
2008/5/2

影機只拍到張校長的背影。這讓我想起朱自清感慨的望著父親爬月台的
背影。記者諸公們的悵惘心情，想必和朱自清有異曲同工之妙。張進福
校長避開記者圍堵的方式，令吾輩拍案叫絕。
2008年4月28日，劉揆正式宣布張進福校長入閣，乃國家之福，可
喜可賀。之前謠傳他會擔任國科會主委，但我一直推測他會擔任科技政
務委員。因為國內能擔任國科會主委的賢達有好幾位，而跨部會協調，
以張進福校長的功力最好。劉內閣的決定是正確的，令人額手稱慶。
張進福校長律己甚嚴，而為公家爭取權益則不餘其力。去年(2007
年)因公務帶領五名暨南大學教授訪問泰國。五名教授的旅費由暨南大
學支出。身為暨大校長，張進福校長替學校省錢，卻是自費出國。清朝
有位翰林叫李用清，丁憂起復，從原籍山西平定州進京，背著個小舖蓋
卷，徒步三千餘里，不雇一車一騎，京里詫為千古未有的奇事，公送他
一個外號叫「天下儉」。戶部尚書閻敬銘很欣賞李用清，以為做官必從
一個「儉」字著手，才能「無欲則剛」，做個晚節不改，始終如一的清
官。李用清是省自己的錢，張進福校長則是自己掏腰包省公家的錢，我
還沒聽過有哪位校長是這種幹法的。
張進福校長律下亦嚴，但分享成果時，則待人甚寬。他和鄧啟福校
長一般，從不居功，而是推功他人。過去張校長照顧我們晚輩，獎掖後
進，如今他為國家擔負更大的責任，勇敢的向未來的挑戰，大步邁進。
我們望著張校長背影，也在此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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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行印度又行
對印度公共工程不足的一些體會

雙福筆記

鄧啟福

一、緣結印度
今年(2008)六月初任教加拿大的老友印度籍達斯教授來台，參加在
台中金典大酒店舉辦的一個計算機科學研討會，會前先到交大會見我們
這一群老友，如魏哲和、李素英、李其昌等十餘人，大家相聚甚歡。約
從1978到1984他曾連續任教交大的計算機工程系所約六年，他的女兒
在台讀到國小到三、四年級，能說一口流暢的國台語。約1984年我出
任國科會工程處長時，他也離台轉到加拿大多倫多大學任教，但仍每隔
一、二年就會重遊故處，會會我們這些老友。回憶初識他時常在一起談

90

一平繪話

的心臟地區旅行三千餘公里，除了看古蹟外，也體會印度近況及社會發
展。內心不免將二次時間上相隔近30年的所見所聞相比較一番。二月的
印度行中也頗想了解一下印度的無線通訊狀況，可惜我沒有林一平教授
的本領，身邊沒有任何通訊工具可用以測試。多年來一直沒有注意到提
昇自己對社會變遷的觀察力，本文所見所聞只是一個平凡退休教授的感
受而已。談談今年(2008)二月印度行部份。將在本文第三節簡略。第四
節談談我的浮光掠影的印度觀感，第五節特別介紹我們的導遊，因為他
是我們此行惟一曾作近距離觀察的印度人。

二、第一次印度行

談印度與我們的風俗習慣差異，也引起我對印度文化的興趣，前後買了

1981年12月某日與交大多位同事包含達斯在內飛往印度東南部大

糜文開教授的著作三本來印證達斯說的一些故事。糜教授40年代曾任

城加爾各答，下機時一出機門，鼻子就不適，因為一股生煤燃燒後的氣

職我駐印大使館多年，來台後執教多所大學，傳授印度文化課程，如台

味邇漫空氣中並夾著一股腐味，分不清是什麼，不久就開始鼻塞了，以

師大等。達斯教授看我對印度的興趣頗高，極力鼓吹我去看看印度。

後數日都是如此，生煤燃燒後氣味我能分辨，五十年代台灣一般家庭也

1981年12月加爾各答一大學舉辦一資訊與電訊研討會，我與達斯都去

燒生煤，鄉間廚房的爐竈甚至以枯樹枝稻草為主要燃料，我們那個時代鼻

了。研討會內容事隔多年已全無印象，但所遇到、看到、聞到、聽到的

子對這些燃燒後的氣味都已熟悉，所分辨不出的氣味，後來發現是加爾

一些瑣事，卻歷久彌新。其中有些或者是我錯誤印象。下節將先談這

各答大街有不少street people，無家可歸，無室可居，依靠一襲被單一

次印度行。近年來金磚四國的報導不絕。四國中除了巴西，其他三國如

樣的沙里布在身上睡在路邊，加爾各答的12月，夜間頗涼。這些Street

俄羅斯、中國大陸、印度都有幸曾留下足跡，其中中國大陸去過多次。

People就把垃圾掃在一起生火取暖。不明氣味來自於此。

五年前曾暢遊莫斯科、聖彼得堡及波羅地海四國，如前述也曾去印度東

加爾各答是一工業城，英國在殖民時期在此地用力頗深，街道寬

南部的加爾各答。財經媒體如商業週刊等經常報導印度的服務業如何澎

廣，一條約有淡水河寬度的恆河入海支流流過市區，河二邊公園寬廣，

湃發展可比美中國大陸的製造業。且連續多年經濟成長率多落在６％至

樹木不少，遠看風景不錯，走近卻見垃圾滿地，我們住的旅館在此附

８％之間。美國國家地理雜誌也不吝長篇累牘介紹印度。因此對重遊印

近，旅館建築頗雅緻，當時台北能比對此旅館的恐怕只有圓山飯店。在

度興趣甚高，適逢交大電信系的孟光森兄邀遊印度金三角地帶之古文化

那個時代，機票安排不易，我們比會期早到了好幾天，幸好達斯教授與

遺址，機會難得。旅行團定在2008年二月中出發，歷時八日。在北印度

這次研討會的主辦大學電機系主任（已忘其名連大學的名字都記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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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好友，這位系主任先安排我們參觀他們的大學，其次安排一輛車

的校舍顯現在樹蔭中，我已不記得在此校見到什麼人，看到什麼設備，

帶我們西行甚遠去看一所IIT(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工程學

但校區內外的對比，直到今天仍是震撼。研討會期間認識一位先生，我

院。IIT型學院在印度學界及產業界聲譽很高，進得了這型學院的學生，

們聊了很多，他說他有一家小型電子公司，恐怕也是加爾各答最後的幾

人人稱羨，達斯教授就是某所IIT型工程學院畢業生，後到美完成博士學

家之一了。但不久他也必需結束此處的營業，因為當時West Bengal是

位。仿彿是去到加爾各答的第二天，我們去了主辦研討會的那所大學，

毛派共產黨當政，議會常通過一些法律例如增加帶薪的假日等，使經營

進入校門後，頗為不敬的感到比５０年代初期台大的校舍遠不如，只

越來越困難，我問他你是打算把公司賣了嗎？他說不是，沒人買，他是

見一棟棟牆壁剝落像是廢棄的建築物散佈各處，我們就進入其中一棟，

一走了之。他這樣的人都走了，會不會使招待我們的那位電機系主任的

直奔座落其內的電機系主任辦公室，這位主任對我們說他們不是重點

學生，找到工作的等待時間要再拉長些呢？加爾各答的各種手工藝品很

大學，政府已多年未提供校舍修繕經費，他說你們看是不是像deserted

美，我花了一百多美金買了二個銅製瓶子，都是手工雕製，一為孔雀開

building他又說加爾各答屬West Bengal省，此省經濟狀況很差，他的

屏形，一為極精細花，花紋頗美，同去的一位香港教授也很喜歡，但由

畢業生很難找到工作。找一個本行正式的工作約需二年。我台大畢業

我捷足先得。這二樣直到今天仍擺在我家客廳收藏櫃中。

的時代，台灣也很少電機電子電信這類的產業，工作機會也不多，到了
80年代初，電子工業開始起飛，台灣的電機電子資訊畢業生幾乎是充分
就業，比起這間印度大學電機系畢業生來，我深為我們的畢業生慶幸。
這位系主任幫我們找了一輛車，次日清晨西行去參觀一所IIT型工程學
院，第一天來時我們漫步在河邊公園，遠處望去可看到一條拱型鐵橋，
造型頗美。不幸這座鐵橋是這附近惟一過河通道，我們上了橋，只見四
週擠滿了行人、及各種類型，包括人力車、三輪車、汽車、牛車、摩托
車等，幾乎寸步難行，我們的司機先生似乎手未離開過喇叭，過了橋，
經過好幾個路間三角空地公園，這些公園已不是休憩之處，而是貧民生
存居所，很多衣不覆體的兒童，穿越其間像泥猴子，男孩女孩都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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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印度行

青的母親追著小孩餵食，似也頗快樂。我自己少年時出身貧困眷村，與

如前述今年（２００８）二月１７日至２４日我們加入印度心臟地

此處一比，真如天堂。車出了城，行走在一條主要公路上，應是國道，

區的旅遊團，此團共１６人交大同事及家屬佔了一半，我們在印度首都

這條公路看來只有新竹附近縣道的水準。到了目的地進了這一所IIT型

德里入境，到的次日東南飛往８００多公里外的瓦拉納西參觀釋迦摩尼

工程學院，完全是另一世界，到處綠草如茵，樹木疏密巧到好處，美麗

傳道地鹿野苑，然後再次日凌晨四時多泛舟恆河上體會印度教徒虔誠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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浴河畔，不遠有些印度教徒為他們往生的家人堆積柴木舉行火葬。日出

個個褸衣赤腳，男孩女孩都是滿身灰塵，旅行社也安排我們騎象與騎駱

前，河上濛濛朧朧，顯得莊嚴，更有些神秘感，在次日清晨轉西北飛約

駝。以前去泰國、去中東也有過騎象與騎駱駝的經驗，不過那些都是騎

五百公里外的卡修拉荷參觀已歷經千年的性廟群。

上後繞一小圈而已。這次騎上後走了數公里，下來後腰酸背痛，真是玩
此”遊戲”似已太老。從捷布到德里高速公路已修通，我們也籍機體驗
了一下印度這段高速公路的風味。這次旅遊前後八天，繞行北印度心臟
地區三千餘公里，每天起早睡晚，目的是參觀印度存在世上達數千年的
古蹟，這些古蹟在我們手中的畫冊都有，不僅有美奐美輪的照片而且有
詳盡的解說，但仍不如眼見為真。我們團內的朋友在欣賞這些古蹟之餘

圖一：恆河河畔

圖二：卡修拉荷性廟群

幾乎一致的表示是值得我們多日的辛勞及付出昂貴的團費。據雄獅旅行
社表示，印度近年觀光客大增，旅館房間不僅貴而且很難訂到，這也許

這二處都是聯合國文教組織認證的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之一。從卡

是印度發展服務業對他們國民經濟最具體的正面現象。上節說到多年前

修拉荷改乘BUS一路西北行目的地是名城阿格拉，此地為蒙兀帝國的首

我曾來印度東南部大城加爾各答開會，至今開會的內容記憶中已不見踪

都，各項古蹟都帶有濃濃的伊斯蘭色彩，最有名的是泰姬瑪哈陵在此，

影，留下的只是一些窮困的觀感如前文所述；這次以暢遊古蹟為目的，

為蒙兀第三代皇帝沙加罕歷時二十餘年耗盡國力為紀念愛姬所建，是一

多年後也許不會像對開會內容忘得那麼乾淨。但仍難忘懷的應是訪後觀

座白色大理石建築，規模宏大，線條優美，也是聯合國認證之世界文化

感，下節特略記此行觀感，不再談古蹟。

遺產，此處附近有多處蒙兀帝國前幾代帝王所建之城堡皇宮，旅行社安
排我們經阿格拉到捷布乘火車數小時，捷布有所謂粉紅色城市之稱，似
為以前某土王之首都。在英國殖民時期印度除了中央政府外，另有多個
半獨立的土王，有些土王有的甚至在蒙兀帝國時期就已存在，這些土王
現在當然已無治國實權，但仍有財產權，例如捷布的土王後代仍擁有城
內大片的房地產，以非常低的租金租給民間居住或經營商店或改成旅
館。離印前一晚我們被安排在其中一處叫莎夢皇宮住過一夜，此處應是
某一土王的獵莊，位在山中。這一帶地方已是印度的西北部地近巴基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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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泰姬瑪哈陵

圖四：捷布(粉紅色城市)

四、遊途見聞

坦，乾旱少植被與樹木，可說是半沙漠地區。我們旅遊時正屬印度北部

我們的導遊對旅程控制很緊，同時也為保護我們，八日的旅程既未

的乾季，但見風沙漫漫。經過一些小村莊，孩子們見到我們很熱情，一

安排血拼、也未給我們機會與印度人作交談，因此見聞頗有限，也很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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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位導遊先生倒是觀察較深，因此較第五節專門介紹這位導遊先

遊戲或聊天，這些學生多數穿著不同形式的制服，頗為整潔有次序，不

生，或可提供一些訊息給尚未去過印度，有興趣作印度遊的讀者作為參

禁想起那次加爾各答所見到的那些印度兒童，真有天壤之別，是不是新

考。

德里地區較富裕，或近年印度經濟的提昇已落實到國民經濟的改善呢。
二月十七日(08年)到達德里，出了機場，覺得空氣還算清新與近卅

年前到加爾各答時截然不同，那天天氣晴朗，我向才見面的當地導遊誇
讚今天的氣候，他答這是你們會選旅遊季節，北印度十月到次年三月
很少下雨，且較涼爽，三月到六月酷熱，會熱到45度C以上，然後雨季
到，天天大雨一直下到十月。德里地方很寬廣，車子在灌木林、樹林、

這次印度行，我們坐了二段飛機，都屬King Flyer航空公司。這家航空
公司成立不久，飛機頗新，機上服務人員年輕，態度也不錯，最令我訝
異的是，他們說的英文我聽起來很自然，不像早年在國外讀書時遇到印
度朋友腔調那麼難懂，他們卻常自稱說的是正宗英國腔，不過我去過幾
次倫敦，覺得他們說的腔調頗不同於英倫。

小街面間轉了一小時多，有點像尚待開發似的。然後到一處宏偉建築密

記得以前在商業週刊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紹許多國際性公司，把他

集，導遊說到新德里了，新德里幾乎都是政府機關及工商大廈。重要景

們的客戶服務搬到印度，為使客服更能為美國社會接受，訓練客服人員

點有印度門、總統府、國會大樓等都在此處。

過美式生活、說美式英語，讓接受客服的顧客感覺不出客服人員是在萬
里之外的印度。這家航空公司的空服人員莫非也受過這款的訓練。我們
在瓦拉納西凌晨四時出門穿過許多窄街小巷則到河畔，去時緊跟導遊，
一腳高一腳低，摸黑的走，頗緊張，生怕脫了隊回不了旅館。天黑加上
緊張的心情無暇觀察環境，回程時天已是大亮，約七點多鐘，這時街上
人已多起來，我們在那些古老的巷弄街道穿梭，看印度人的一日之始，
覺得頗與六十多年前到過的貴州雲南等的古老巷子有幾分相似。居民雖
不像在甘地墓附近看到的學生那樣整潔，但也不像早年在加爾看到許多

圖六：甘地墓
圖五：印度門

街角衣不覆體的street people那麼窮困。這次旅遊中我們被安排騎駱駝
數公里，穿過砂蹟塵土濛濛的農村，泥娃娃似的小孩，大的十一、二

導遊特別帶我們去甘地墓，佔地甚廣，周圍有大片草地圍著，因為

歲、小的五、六歲，跑出來與我們打招呼，導遊要我們預備一些鉛筆、

是周末，一群群不同年齡的學生來到甘地陵墓旅遊，我們先在遠處高地

原子筆、小筆記本之類的小物件送這些小孩，果然這些小孩歡天喜地的

看到這些學生排在墓前敬禮，另有更多的學生一群群散聚在草地上，或

拿著這些小東西回家。導遊說這樣也能幫當地農人的忙，省了為小孩學
習的一些開支。穿過農村時，很少看到這些小孩的父母。這一帶地方農
村很貧苦，不但缺物資、工作機會、更缺水，我們曾看到頭頂水罐的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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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這遠處小道上行走，導遊指出乾季時，他們靠的是遠處的水井。村

場體會這兒商業氣氛及看看媽媽們如何帶著準新娘辦嫁衣，卻有機會看

民的辛苦我們感覺得出，另外從他們對觀光客的和善卻得保持距離的態

到一隊很壯觀的送嫁場面。我們的bus經過一處頗寬的街道，聽到樂音

度。可體會他們雖困苦但不乏生存的尊嚴。我們騎駱駝處是接近巴基斯

大作，只見一極長的送嫁隊伍，隊伍有高級驕車、有裝飾華麗的馬車、

坦的半沙漠地區，駱駝在乾旱的農村中穿過時常看到印巴戰爭期間留下

駝車、有樂隊，還有像是看熱鬧的人群，其中有一輛特別高且華麗的馬

的防禦工事，近年來兩國間氣氛漸和平，防禦工事已無軍人駐守，有點

車，導遊說新娘在裡面，我們隔著車窗照相，導遊說這是非常有錢人家

像幾年前金門行時看到的狀況，那裡有些炮兵陣地是空的，有的甚至重

辦的婚事，看到這一幕豪華送嫁場面，我又想起當年在加爾各答街角小

新佈置成觀光景點。我們在這方面的經驗或可提供給印度主持觀光單位

公園中擠滿大人小孩、滿身灰塵、衣不覆體的情景，也想起不久前農村

作參考。

中那些頗為可愛友善的小泥娃娃。

前文提到後阿格拉到傑布，我們曾有一段數小時的火車行程，那天
清晨bus送我們到車站，只見人山人海，我們每人拉著自己的行李，緊
緊追隨導遊先生從車站側面小門進入，交付行李託運後又緊跟導遊走向
月台，月台工也一樣到處都是人，有的可能等車很久，在月台上躺著睡
起來。不久車來了，導遊叫我們分別盡快上車，擠向第六車廂。我們各
自在人群中用力擠出一條通道，向我們預訂的車廂接近，一路想這樣的
車廂過幾小時，恐怕很不好受。還好經過數分鐘也許是十分鐘，我們到
了第六車廂，這裡次序井然，座位寬暢，人人有坐皮質沙發。這應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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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捷西小城搭乘火車前往阿格拉

務艙吧，車廂間有冷氣，這裡的印度客人，人人衣著整齊，有的在閱

導遊說1947年前也是印度獨立前，傑布是眾多半獨立王國之一的

讀，有的假眛，有的人甚至打開電腦工作。我們則是東張西望，看看自

首都，在英國統治期間，這些半獨立小王國的國王有相當的財政權、警

己人是否齊全，喝自己帶來的飲料解渴。成員中也有人開始與鄰座印度

察權及其他的行政權。傑布約在十九世紀中頁有一位國王很喜歡天文，

乘客開始聊天，隔著玻璃窗，只見月台上仍是人擠人，聽導遊說印度火

曾到英國留學多年，在此建了一座天文公園，佔地很廣，園內建置了多

車並不是很準時，誤分誤點甚至誤上半天，是常事。我們幸運，是坐短

個天體觀察台，頗有創意及教育價值，也呈現了懷古的幽情，這位國王

程車，能準時開，是否準時到，我們是在旅遊中也不那麼在乎。到了傑

的後人在此城有大片不動產，以極低的租費租給平民百姓住家或開些小

布，擠出車廂到領行李，再隨導遊走向來接我們的bus，找個好位置享

商店造福民眾。這也是造成捷布成為附近的重要的百貨採購中心因素之

受擠後的安寧，看看窗外，一片人潮，車子在人潮中緩緩的開動，聽導

一，王公們的郊外獵莊，現在多改為旅館，我們這次印度之旅最後一晚

遊說傑布是一商業中心，特別是準新娘採購嫁妝處。我們雖無機會去市

住的莎門皇宮就是其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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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公共建設不足處，到印度當日晚上進入旅館房間，突然停電，二分鐘
後電又來了，想必是旅館啟動了自己的備用發電機，後來的八天這件事
成常態，我們進了旅館就有此心理預備。
這次印度行，我們除了觀賞印度的古文明外，也浮光掠影的體驗印
度的發展，以前在商業週刊上看到一篇文章寫印度南部大城班加羅因服
務業興起的榮景，但公共建設一樣的跟不上，工作人員每日下上下班長
時間塞在路上。電腦打開，因為停電困擾，服務常難以連續。
圖八：江塔.曼塔天文臺

五、導遊先生
八天的印度遊行程中，導遊是我們惟一能近距離觀察的印度人，同

莎門皇宮距德里260公里，附近有高速公路通到德里，導遊說需
要6小時到機場，我們的班機是下午二時，因此清晨六時就要上路，
二百六十多公里，不過新竹到高雄的距離，既有高速公路，何需六小
時，上了路之後，才知道六小時可能會低估，公路是四線分隔式，路上
走的不僅是汽車，有牛車、駝車、人力車等。喇叭隨時要響起，我們
注意到我們車前面的卡車也好，Bus也好，都大字註記“Please Blow
Horn”在台灣開車按喇叭常引起前車駕駛人不快，引發衝突，常有所
聞，此處按喇叭是車子之間的一種友誼招手行為。車速忽快忽慢，快時
也達時速80公里以上。一路上，除了休息與上廁所並未遇塞車，中午前
到達機場，這段路程使我回憶到1991年九月與交大同事組團初次旅遊大
陸，我們從成都乘Bus到樂山轉峨眉山也超過六小時，出了成都，有一
段很寬的柏油馬路，路上也是各種車輛雜陳，並有農民利用經過車輛輾
穀子。把公路當做曬穀場，這個場景三、四十年前在台灣也看到，五六
年前我曾再應邀訪西南交大，去了成都校區，再去峨眉校區，這時高速
公路已完成，管理現代化，從成都到樂山石僅一個半小時。比較起來，

時他的工作態度，他受的訓練及對遊客保護的責任感，值得特別介紹。
我們的導遊家鄉在喀什米爾山區，德里北方近千公里處，年約卅餘歲，
矮壯，畢業於新德里的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中文不僅能說、能讀也能
寫，他說他們一班原有十人，學到最後剩不到一半，多數人畢業後的工
作是導遊或在外交單位做翻譯。以前觀光的人很少，能進外交單位更是
不易，所以在他初畢業的時代，學中文不僅是不易學，畢業後也不易找
到工作。近年印度與中國大陸國關係改善，來印度觀光與台灣一樣大幅
增加，現在尼赫魯大學中文系一班常過卅人，中途放棄的比例上也比以
前少很多。導遊先生不僅懂中文，還會德文，入他這一行自然要熟讀印
度歷史，每個印度古蹟都有說不完的故事，了解這些故事只是初步，要
能有系統有趣味的用中文或德文講出來就更不易了。在旅遊季節，他帶
的團一個接一個，我們計算一下，他應該是當地高收入人員，他也承
認，但他說他賺的錢不是他一個人的，還要分給許多背後的人，他不肯
再細說是哪些人。每年十月到隔年三月是旅遊季，三月到六月德里這一
帶天天烈日高掛，氣溫高達攝氏四、五十度，六月後緊接而來的是大雨

印度的公路建設落後大陸十五年以上。我們這次印度行還體驗到另一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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滂沱季節，我們問他旅遊季外他就休息了嗎？他說他的情況比較好，他
在喀什米爾也有一旅行社，喀什米爾是高原地帶，涼爽適人，他勸我們
旅遊季外可到他們部份印度去旅遊。可惜過去數十年印度與巴基斯坦為
喀什米爾打了多次仗，他說小時是在炮聲中長大的，是不是與我們金門
多年前的孩子們一樣呢。台灣的觀光團很少安排去喀什米爾的。導遊
先生不僅善盡古蹟景點解說之責，對我們這個旅行團成員安全也處處留
神，八天的旅程中，幾乎沒有進過市場與商店，少了買點紀念品的機
會，部份成員微感遺憾，整體來說我們全團成員都感謝他八天來的服
務。也希望他有機會到台灣來觀光。

圖九：印度風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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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騰在電信的應用
Statistics are the only tools by which an opening can be
cut through the formidable thicket of difficulties that bars
the path of those who pursue the Science of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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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學觀念引起極大爭議，被認為有種族歧視之嫌。而有趣的是，達爾文
則為了進化論被質問，他的那個祖先是猴子。
高騰相信幾乎所有的現象都是可量度的，也瘋子般的測量了所有他
可以測量到的東西。這個怪異的嗜好讓他發現了指紋(Fingerprints)。

圖1： Francis Galton
我在分析電信系統時，常會用到機率及統計的工具。例如在A

種科學化辨識特徵的創舉影響後世深遠，包括現代行動通信系統的設

Statistic Approach for Deriving the Short Message Transmission

計。讀者諸君可曾記得1980年代被熱烈討論過的無線電指紋(Radio

Delay Distributions一文(發表於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Fingerprint)？而今日網路安全所提出的辨識系統，又何嘗不遵循高騰的

Communications, 3(6):2345-2352, 2004)中，我們推導出傳送簡訊所

想法?現代電信加解密的演算法尤其必須明確量度要多少運算才會被破

需時間之分布，藉以分析簡訊的傳輸行為。我常常想，若非有機率分布

解，否則價值不高。在我最近一篇論文An Identity-based Cryptosystem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這麼好用的工具，我們很難有效的分析簡訊行

for End-to-end Mobile Security(發表於IEEE Transactions on

為。同樣的，我過去許多分析行動漫遊(Roaming)機制的研究都會用到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5(9):5286-2593, 2006)，有近八成的功夫在

機率分布，因此對於想出機率分布這個概念的人，十分感恩。這個人是

測量Weil Pairing運算的複雜度。在研究過程數度觸礁，常常會幻想有

誰呢?我想應該是高騰(Francis Galton；參見圖1) 及其學生皮爾森(Karl

高騰這類大師來指點迷津。

Pearson)。本文特別介紹高騰。皮爾森的逸事，下次再專文介紹。

高騰發現迴歸(Regression)的概念。這概念可簡述如下：若父母的

高騰出生在英國的伯明罕(Birmingham)，是達爾文(Charles

身高很高，則子女的身高傾向變的比父母低。相同的，若父母的身高很

Darwin)的表弟。高騰未曾有專業的頭銜如教授或研究員，但毫無疑

低，則子女的身高傾向變高。讀者諸君可想像，若迴歸的現象不存在，

問，他是偉大的科學家。他不是認真讀書的人(這點最讓人氣結)，往往

過幾個世代後，我們不是變成長頸鹿就是變成螞蟻。這現象也可在電信

在旅行時，由信手拈來的實驗和觀察中有重大發現。例如1850年他旅遊

系統觀察或運用到。讀者諸君能舉出例子嗎?在我寫的書Wireless and

於北非和南非，探究非洲西南方高氣壓的存在，因而於1853年獲得英國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 (Wiley, 2001)，就曾使用類似概念將

皇家地理學協會頒發的黃金獎章。事實上，「高氣壓」就是由高騰命名

認證（Authentication）的流量(Traffic)以動態方式有效收斂。

的。

104

他觀察每個人的指紋都不相同，並且提出辨識指紋特性徵的方法。這

高騰也發現「相關」(Correlation)這個重要的概念，更是統計學上
他首先提出優生學的觀念，認為人類的素質可以經過合乎科學控制

的突破想法，幾乎影響二十世紀所有的科學研究。我在Bellcore工作時

的生殖過程來有效地改善。此概念類似他表哥達爾文的進化論。他的優

常看著一位同事Will Leland在量測Ethernet traffic，搞了幾年，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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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緒。後來他找來一位統計學家，由「相關」概念找到Self-similar現

我於1990年至1995年間任職於Bellcore(貝爾通訊研究公司，其後改

象，寫下On the Self-Similar Nature of Ethernet Traffic(Extended

名為Telcordia)，當時的頂頭老闆就是現今在《IEEE Spectrum》寫專

Version)一文(發表於IEEE/ACM Transactions on Networking,

欄的Bob Lucky。Bellcore在全盛時期擁有超過8000員工，研究領域甚

2(1): 1-15, 1994)，被選為Computer Communications Review 25th

廣，有一段時期更以研究超導體聞名於世。相關部門的科學家告訴我，

anniversary issue的頂級論文。Leland也因此貢獻當選IEEE Fellow

當年朱經武博士的超導體配方，Bellcore也曾提出，只是樣品堆放在櫃

(咦，我好像和Leland同一年當上IEEE Fellow) 。

子，忘記測試。Bellcore研究部門也養了一群經濟學家及心理學家，薪

高騰的腦中有無窮多創新的想法，雖然他不見得都能證實這些想
法，但根據後人的研究，他的直覺總是相當的敏銳而正確。我所專注的
電信研究，需要調整多個參數，畫出數百張效能評估圖，來找出最佳
解。常常面臨到所謂的維度詛咒(Curse of Dimensionality)。此時吾輩
最需要的是「高騰的直覺」。高騰的天才，尤其在於能神奇的將理論應
用在現實的生活中。電信研究則往往希望能歸納現實的案例，提出理論
基礎。前述 Self-Similar Traffic Modeling就是很好的例子。而發展電
信軟體常提到的物件導向(Object Oriented)理論，亦復如此。
高騰是舉世公認的偉大科學家。但他仍很謙虛的說''I have a great
subject (statistics) to write upon, but feel keenly my literacy
incapacity to make it easily intelligible without sacrificing accuracy
and thoroughness.'' 高騰於1909年獲頒爵位，兩年後逝世於英國索里
(Surrey)，結束他偉大的一生。

水遠超過我們這些電信與資訊專家，讓我們恨的牙癢癢的，不知他們的
績效何在。在1980年代末期，有兩位Bellcore的經濟學家提出新的電信
會計方案，聲稱能很有效的替電話公司降低成本。沒想到導入此方案後
卻讓Bellcore的經費大幅縮水 (因為Bellcore係由七家區域性電話公司資
助，而顯然在新的電信會計方案下，Bellcore有不少贅肉)。後來我聽說
這兩位經濟學家被Bellcore開除，也算是大快人心。數年後Bellcore家道
中落，那群搞超導體的科學家也被要求去
做點正經事，通通去寫C++程式。坦白而
言，我在Bellcore工作五年，最大的收穫
是了解各種不同領域對電信的影響。尤其
在統計方面更是受益良多。我在電信系統
的研究，有一項很重要的工作在於推導通
話時間(Call Holding Time)的分佈。這
工作牽涉到大量樣本的檢定，讓我想到這
方面研究的開山祖師卡爾•皮爾森 (Karl Statistics is the grammar of science.
Pearson；1857-1936；參見圖1)。

圖1： 皮爾森 (Karl Pearson)

皮爾森於1879年畢業於劍橋大學數學系，曾參與激進的政治活
動。他因崇拜馬克斯，將他的名字Carl改為和馬克斯相同的Karl。皮爾
森於1884年進入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London)，教授

106

閃文集

閃文集

107

雙福筆記
數學與力學，從此待在該校一直到1933年。我們在前一篇文章有提及

度（有分高狹峰與低闊峰兩種）。因此首創以統計模型來描述所觀察的

皮爾森為高騰(Galton) 的學生。事實上皮爾森一開始曾批評過高騰的

現象。最基本的工作是推導出所觀察現象的機率分佈，如果能夠找出分

工作，但後來他改變了觀點，認同高騰。在皮爾森初期創立統計期刊

佈的參數，就可以了解所欲觀察的事物。這也是我在Bellcore學到最重

《Biometrika》時，高騰也曾給予贊助。《Biometrika》是為了推廣統

要的一堂課。當年我們在Bellcore定義第七號信令(Signaling System

計在生物上的應用，於1901年所創立的元老統計期刊。皮爾森擔任其

Number 7)的傳輸時間參數，主要工作是嚴謹的推導出其平均數(Mean)

主編至死為止。美中不足的是皮爾森的主觀極強，經常對他本人認為有

及其變異數(Variance)。當Bellcore 將量測之規格訂定後，電信設備

「爭議」的文章，擅自刪改或退稿，並因此與20世紀最有才華的英國統

廠商就必須依照Bellcore之規格製造設備，否則電信運營商是不予採購

計學家費雪(Ronald Aylmer Fisher；參見圖2)翻臉，老死不往來。

的。大部分的量測規範會將其變異訂的很小。但我們曾經也發現某些例

皮爾森最重要的學術成就，是為現代統計學打下基礎。「所謂變
異、遺傳與天擇事實上只是算術」這個想法促使皮爾森在1893-1912年
間寫出18篇「在演化論上的數學貢獻」的文章，而這門「算術」，也就
是今日統計學濫觴。皮爾森曾經為了證實機率理論而丟銅板24,000次，
結果正面出現12,012次。他的耐力真是

To call in the statistician after the
experiment is done may be no more
than asking him to perform a postmortem examination: he may be able
to say what the experiment died of.
圖2： Ronald Aylmer Fisher

108

一平繪話

閃文集

外的情況，當變異很小時，效能反而不佳[註2]，因此量測之規格訂定
必須非常小心。2006年我擔任Mobile Taiwan計畫某些建置案的審查委
員，詢問建置廠商其量測之具體指標，大部分建置廠商竟然傻眼，不知
所措，也令我驚訝不已。在此，我要特別呼籲，電信技術人員一定要懂
一點統計，才能將工作做好。

驚人，但我無法苟同他的作法。人工投

皮爾森也於1900年發明了適合度檢定(Goodness of Fit)，來推導

擲，每次力道都不相同。他能得到這麼

出人類頭蓋骨的容量分佈，這是最古老的統計檢定。整個過程最重要的

漂亮的結果，只能說是「饅頭落地狗造

精神是化繁為簡，透過量化的過程替現象找到一般性。在研究簡訊行為

化」，運氣好罷了。1893年皮爾森為標

時[註3]，我們就是以適合度檢定，來推導出大量簡訊發送的時間分佈。

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 命名。標準

由此分佈我們甚至有辦法加入心理學理論，推斷收送簡訊的人際關係，

差對於統計研究至為重要。我在研究行

提供計費方案的訂定(例如商務套餐)。至此我才恍然大悟，了解為何

動用戶移動行為時即以標準差為標準量

Bellcore雇用一票心理學家。這群專家掌握「人性本貪」的本質，替電

度之一[註1]。

話公司提出最吸引用戶，同時獲利最高的計費方案。

皮爾森最先了解到變異是統計的重

本文前面提到皮爾森與費雪的爭論，這件事和葛斯特(William

要本質。他開宗明義的描述分佈函數的

Sealy Gosset，1876-1937；參見圖3) 有關，值得一提。葛斯特是受

四個參數為平均數、標準差、對稱與峰

雇於吉尼斯啤酒公司(Arthur Guinness Son & Co. Ltd.) 的釀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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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到倫敦大學找皮爾森學統

分佈是否符合實際量測到的通話時間數據。這個測試的主要發明人是科

計。在啤酒的製造過程中，葛斯特

莫葛洛夫。科莫葛洛夫被稱為數學界的「莫札特」。他的成就則遠遠超

需由顯微鏡算出並控制酵母菌的數

越數學領域，橫跨科學與人文，令人炫目到不可思議。他在學生時代對

目，以保證大麥發酵的品質(酵母菌

俄國史就有獨到貢獻，曾經撰寫論文推測諾夫哥羅德（俄羅斯一個最古

太多，啤酒會變苦; 酵母菌太少則

的城市，建城於西元859年）該地在15-16世紀時被佔領的狀況。批改論

發酵不完全)。酵母菌會不斷倍增，

文的教授認為他胡思亂想，亂寫一通。但數年後考古學家證明科莫葛洛

很難算清楚。他當然不可能數完每

夫是正確的。他博學多聞，曾指出羅馬天主教教宗在整個19世紀都是一

一隻酵母菌。而即使採用皮爾森大

圖3： 葛斯特(William Sealy Gosset)

樣本測量也不切實際。為解決這個
問題，葛斯特於1908年發表他的研究成果，《The Probable Error of
a Mean》一文，推導出精確、適合小樣本的理論來幫助估計酵母菌的
數目。葛斯特觀察酵母菌的數目，發現其數目呈現普以松分佈(Poisson
Distribution)。當時的吉尼斯公司害怕商業機密外洩，禁止員工對外發
表文章。皮爾森覺得葛斯特推導的結果太漂亮了，真正是「天生麗質難
自棄」，就慫恿葛斯特取了一個筆名「學生」(Student)發表他的研究
成果，而葛斯特所推導的式子，也被稱為「學生的t檢定」。不過後來
皮爾森和葛斯特有不同的見解。葛斯特是很溫和的人，當然不會和皮爾
森硬槓。反而是費雪憋不住，向皮爾森開砲。費雪的視力其差無比，必
須戴深度眼鏡，當然更不喜歡數酵母菌。因此在嘗試使用小樣本方面，
跟隨了葛斯特的理論，和皮爾森鬧翻。我所研究的電信量測還是遵循皮
爾森的方法，並未使用小樣本測量。但我不否認是費雪占了皮爾森的上
風。而能將費雪研究發揚光大的則是科莫葛洛夫(Andrei Nikolaevich
Kolmogorov；1903-1987；參見圖4) 。
最近我和交大統計系的洪慧念教授在推導網路電話(Voice over IP)

胖一瘦交替出現。科莫葛洛夫在統計學的研究皆以費雪的成果為基礎，
但其深度則超越費雪。
我所專注的電信系統評估，需要調整多個參數，往往得畫出數百張
效能評估圖，來找出最佳解答。最常面臨到所謂的「維度詛咒」(Curse
of Dimensionality)，當資料的維
度 (亦即參數) 增加後，要找到所
有可能參數組合的困難度很快會
增加到無法處理。這個問題由發明
Dynamic Programming的Richard
Bellman 所提出，而被魔術師戴爾
可尼司所解決。

圖4： 科莫葛洛夫 (Andrei Kolmogorov)

戴爾可尼司(Persi Diaconis)出生於音樂世家，進入世界著名的茱
麗亞學院(The Julliard School)研修小提琴近九年。14歲的某一天碰
到美國最厲害的魔術師Dai Vernon，覺得玩魔術比拉小提琴有趣，於
是未告知父母就逃家，和Vernon各處巡迴表演。16 歲時出師，盡得
Vernon真傳，獨自行走江湖賣藝。24歲時，他覺得他的魔術技巧進入
瓶頸，應該尋求一些理論基礎，讓他的魔術表演能更上一層樓。因此

通話時間的分佈，利用Kolmogorov-Smirnov測試來檢定所推導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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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書店找到一本機率的入門書來開開眼界，結果發現他看不懂。他看

電信國家型計畫(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簡稱NTP)

的是William Feller所寫的《Introduction to Probability Theory and

由第一期鄧啟福校長領軍，到第二期張進福校長接棒，已歷經近10年。

Its Applications, Vol. I》(這本書林某人在唸研究所時讀過，剛開始

不少人問我由第一期進入第二期，有何不同之處。我的標準答案是：電

唸時也看不懂)。戴爾可尼司決定進大學念點書來搞懂機率。唸到後來

信國家型計畫已由「啟福」時代演進至「進福」時代。我在第一期擔任

欲罷不能，最後成為史丹福大學的統計系Mary V. Sunseri講座教授。

分組召集人，第二期則退居二線擔任顧問。此時以「顧問」身份回顧

各位看官若對戴爾可尼司感興趣，可造訪他的網頁http://stat.stanford.

NTP第一期往事，如同白居易《上陽白髮人》，有分教：白頭宮女在，

edu/~cgates/PERSI/index.html。

閒坐說玄宗。

本文介紹許多統計學家，沒有他們所發展出的工具，林某人無法進

1997年交通大學鄧啟福校長(圖1(a))受國科會邀請規劃及執行「電

行電信方面的研究。而主要的源頭則來自於皮爾森，他生於倫敦，亦逝

信國家型計畫」，包括「無線通訊」(Wireless Communications)及「寬

世於倫敦，被公認為統計學之父 (本文部份資料源自David Salsburg所

頻網際網路」(Broadband Internet)兩大方向。當時鄧校長請魏哲和教

著《The Lady Tasting Tea》一書) 。

授主筆NTP的計畫書，無線通訊部分由我來協助魏教授撰寫，寬頻網際

[註1] Akyildiz, I.F., Lin, Y.-B., Lai, W.-R., Chen, R.J. A New
Random Walk Model for PCS Networks. IEEE Journal
on Selected Areas in Communications, 18(7): 1254-1260,
2000.
[註2] Lin, Y.-B. Impact of PCS Handoff Response Time, 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 1(6): 160-162, November, 1997.
[註3] Hung, H.-N., Lin, Y.-B., Lu, M.-K., and Peng, N.-F.
A Statistic Approach for Deriving the Short Message
Transmission Delay Distributions. IEEE Transactio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 3(6): 2345-2352, 2004.

網路部分則由台大蔡志宏教授協助撰寫。很巧合的，蔡兄和我係台中一
中同班同學。當時國科會的限期(deadline)十分緊迫，我們必須在一個
月時間內完稿。鄧校長和魏教授是歷經大風大浪的人，眉頭不皺，指揮
若定。蔡志宏和我則依照指示，加緊趕工，果然如期達成。記得撰寫計
畫書時，魏教授是交大電資學院院長，而我則是資工系系主任，公務繁
忙。下班後，魏教授就會走到我辦公室，而蔡志宏則幾乎每天由台北開
車到新竹，三人行，由傍晚撰寫到晚上約十點。當年撰寫NTP計畫書
時，蔡志宏和我都是30多歲的小夥子，儼然英俊小生，精力無窮。NTP
當初的兩大重點係由國科會工程處處長吳靜雄教授召集國內電信精英研
擬出來的。事後證明研擬方向正確。當時訂定明確的產值目標為1680億
台幣。我一直弄不懂為何是1680這個奇怪數字，後來經吳靜雄教授說
明，才知是由美金換算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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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臺灣甫經電信自由化(Telecommunications Liberation)，

他說在1989、1990年間他到韓國參加無線通訊研討會。晚宴時韓

GSM服務方興未艾，潛力無窮。但當時無線通信產值遠遠低於寬頻網

國人幾杯黃湯下肚，就不再拘謹，話匣大開，大部分在抱怨日本欺負韓

際網路，2G還沒長大，更遑論3G這個名詞啦。撰寫NTP計畫書時，魏

國人。李建業問是否有效勞之處。韓國人抱住李建業，激動的說：「告

教授和我琢磨半天，終於擬定發展主軸為IMT2000技術，亦即後來的

訴我們有什麼無線通訊技術可以贏過日本。」李建業介紹CDMA技術

3G。當時鄧校長亦邀請國外學者專家來擔任NTP的首席顧問。無線通訊

並帶他們到Qualcomm技轉這項技術。Qualcomm索價甚高，但韓國人

的首席顧問為當時AirTouch的副總裁李建業博士(William C.Y. Lee；

忍痛同意技術移轉。李建業說韓國人後來陸續付出的技轉金，高到可以

參見圖1(g))。寬頻網際網路的首席顧問為哈佛大學教授孔祥重院士(H.

買下當初整個Qualcomm，但也因此將CDMA技術完全消化吸收。當時

T. Kung；參見圖2)。同一時期，經濟部技術處處長黃重球先生(圖1(k))

Qualcomm亦尚未將CDMA技術發展成商用的行動電話系統。因此韓國

有意整合國內法人研究單位執行無線通訊方面的科技專案(簡稱法人科

的嘗試可謂相當大膽。大約在1994年左右，韓國人的CDMA技術進入瓶

專)。國內法人研究單位包括工業技術研究院(工研院)、資策會、及中山

頸，幾乎要放棄。此時易利信(Ercisson)也以非常優惠的價錢，提供韓國

科學研究院(中科院)。黃處長指示技術處顧問駱建國博士籌組「無線顧

GSM的設備。韓國的行動電話公司非常心動，決定放棄採用韓國自製的

問群」共5名成員，首席顧問恰巧也是李建業。李建業博士以往就和我熟

CDMA系統。在此關鍵時刻，韓國政府介入，要求不准放棄自行研發的

識。當經濟部邀請他當首席顧問時，他曾問我詳情。他提到當年他幫助

CDMA技術。韓國工程師只好咬緊牙關，背水一戰，終於讓CDMA技

韓國發展CDMA技術的經過，並問臺灣是否像韓國一樣有決心種一棵無

術商業化。這個革命性的成果對於全世界無線通訊技術的發展造成重大

線通訊的大樹。

影響。李建業問我臺灣的政府是否有相同的決心。老實說，要交通部要
求中華電信不准用易利信或Nokia等國際大廠的設備，而要使用國內自
製的電信設備，是我不敢想像的事。我只能避開這個敏感問題，告訴他
我們有「半導體」成功的經驗。李建業聽了還算滿意。我至今仍然有點
罪惡感，覺得自己沒有說實話 (當時半導體產業是孫運璿及李國鼎等人
全力支持才成功的，如今物換星移，人事已非)。
李建業親自列出無線顧問群另外四位成員名單，為Hughes Network
System(HNS)副總裁李琳南博士(圖1(h))、Telecordia助總裁幸多博士

圖1：無線顧問拜訪阿扁總統(由左自右： (a) 鄧啟福、(b) 周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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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e))、前電信總局局長賈玉輝博士(圖1(d))、以及區區在下(圖1(c))。

麗、(c) 林一平、(d) 賈玉輝、(e) 幸多、(f)阿扁總統、(g) 李建

這個組成也很有趣。幸多和我言論比較激進，衝的比較厲害。而李琳南

業、(h) 李琳南、(i) 施顏祥、(j) 吳榮義、及(k) 黃重球)

和賈玉輝則老成持重，話不多，思考周慮。李建業則威望夠，當起爭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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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足以調和各方意見。當時無線顧問群的首要任務是為法人科專畫出
一張無線通訊技術的藍圖(Roadmap)。時程緊迫，且大家都忙，很難湊
在一起。於是大家約好在1998年某個星期六在美國 舊金山機場集合，
借用機場的聯合航空公司的貴賓室(Red Carpet)，以一天的時間密集討
論完成無線通訊技術的藍圖。我記得第一張藍圖還是我親手由筆記型電
腦畫出。工作完成，大家鳥獸散，各自搭飛機回家，準備星期一還要上
班。李琳南由華盛頓特區飛到舊金山大概要五個鐘頭。幸多由紐澤西州
飛來，也要五、六個鐘頭。我和賈玉輝由臺灣飛到舊金山，工程更是浩
大。我記得我是在星期五下課後搭機飛到舊金山，而再由舊金山飛回臺
灣時已是下星期一早上。由機場搭車回學校，正好趕上學校下午的課。

歡提蔣蔣公，因為前面都要空一格，可以多佔篇幅。)
顧問群的行政工作由臺灣經濟研究院支援。當中的靈魂人物就是周
霞麗處長。她做的非常好，可說是可圈可點。顧問群在台經院開會往往
由早上七點開到晚上十點，相當辛苦。不過當我猛打呵欠時，李建業仍
然精神奕奕，真是神勇。李建業的經歷也相當有趣。前海軍總部政戰部
副主任黃宏基將軍是他的同學，有如下敘述：李建業出生於英國倫敦，
二次世界大戰前隨雙親返國，在中國大陸成長，卅八年跟父母來臺，卅
九年海軍官校在臺灣第一次招生，考取了海軍官校。畢業，先派至日本
戰後賠償我國之最有名之驅逐艦丹陽軍艦（原名雪風號）見習官，之後
輪調至僅有三佰噸的海岸巡防艦PC-117珠江軍艦，經常在外島巡弋，

無線顧問群每年聚會四次，最後一次會有結論，向經濟部長報告。

並曾參加鷺鷥島戰役。李建業身高一七八，體重逾七十公斤，生活在這

我記得我們第一年見過王志剛，第二年是林信義，第三年因為兵荒馬

型戰鬥艦艇上，苦況可想而知，又因其腳疾復發，致成嚴重風濕性關節

亂，沒有見到「誤入叢林的小白兔」宗才怡。第四年由經濟部次長施顏

炎，連台大醫院亦束手無策，乃申請退伍，赴美就醫。自此改變了李建

祥(圖1(i))帶領進總統府見到阿扁總統。國外顧問對於總統接見，還頗感

業的一生，近兩年之治療，漸次痊癒，1959年申請進入美國俄亥俄州立

慎重，我則潑冷水：「阿扁總統很親民，星期假日台南的老阿公、老阿

大學，以五年的時間，順利完成了電機碩士與博士學位，奠定了他爾後

婆都可以來總統府啦。」第五年則見到何美玥以及行政院副院長吳榮義

科專發展的基礎，他自己亦始料未及。李建業的高大身材似乎也反映到

博士(圖1(j))。吳榮義是很豪爽的人，千杯不醉，但酒品非常好。他當臺

他大格局的行事風格。而他似乎也較偏好「大的事物」。我有一次訪問

灣經濟研究院院長時的手下大將周霞麗處長(圖1(b))，也是好酒量的女豪

舊金山時，曾住他家。一進他家玄關，就會看到一個中國瓷製花瓶，高

傑(據說在她部門面試工作，是要考酒量的)。她常笑我不會喝酒，半杯

度超過半層樓。而一樓的客廳則是挑高三層樓，牆壁由上而下被三幅巨

下肚，就開始哼哼唧唧，胡言亂語。總統府接見賓客的大廳佈置，中間

畫所佔滿。這三幅巨畫為李建業太太白玫所畫。

是國父遺像，兩旁則是先總統蔣蔣公的名言，右邊寫著「生命的意義在
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雖然當年我將《總統嘉言錄》背得滾瓜爛熟，
但還是搞不懂蔣蔣公他老人家要指導我們做啥事。(我小時候寫文章最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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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前兩年的共同主持人為魏哲和教授。「無線
通訊」召集人為台大陳俊雄教授，而我是他的副手。「寬頻網際網路」
召集人則為現任清大校長陳文村教授，蔡志宏是他的副手。後來魏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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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出任國科會主委，共同主持人歷經吳重雨及陳文村兩位教授。他們

教授，為脈波平行處理方法創始人，對超級電腦及計算機工業的影響甚

後來分別擔任交通大學及清華大學校長。陳俊雄教授後來也淡出，召集

深，曾獲Shell傑出電腦講座、匹茲堡智慧財產協會年度發明家等獎項，

人由我和蔡志宏接任。和陳俊雄教授相處那一段日子相當愉快。他在公

1990年當選中研院院士。1992年轉任哈佛大學，為應用科學30位「麥凱

開場合較嚴肅，很少發言，但一講話就很有份量。私底下則是很風趣的

講座教授」之一。孔祥重和我的指導教授Edward Lazowska都是「蓋茲

老先生。

講座教授」以及美國工程院院士。

陳信宏教授在第一期後段擔任NTP執行長，將NTP第一期很平順的

2003年孔祥重院士向行政院科技顧問組提出「雙網整合計畫」的

換手(Seamlessly Handoff)到第二期，並繼續擔任第二期的執行長，是

概念，認為這是臺灣通訊產業未來發展走向創新的轉型契機。雙網計畫

NTP的靈魂人物。NTP辦公室

本身的獨特性與挑戰性高，因此行政院科技顧問組特別成立「雙網計畫

的行政因為有佘蘭妮小姐在，因

辦公室」，負責推動相關整合工作。重點在手機研發，以手機的高行動

此管理的井井有條。蘭妮有時會

性、大範圍語音服務，加上無線寬頻網路的高速傳輸與低建置成本，建

問我某一件事怎麼辦。我總是回

構出一個具有速度、品質，以及低價特點的網路應用環境。李建業和孔

答：「蘭妮啊，這事情很簡單…

祥重兩人的做法雖然不同，但都有相同的理念，希望臺灣擺脫多年來發

妳這樣做就成了。」我只是lip

展電腦資訊工業，始終跳不出的代工、追隨者的角色。李建業希望再複

service，說說當然簡單。佘蘭妮

製一次他在韓國成功的經驗，讓臺灣的無線通訊製造業成為領導者。而

做起來可辛苦啦。佘蘭妮在NTP 圖2：孔祥重院士騎腳踏車上坡不輸年輕人

孔祥重則藉由「雙網整合計畫」，希望臺灣自行開發出一種全新的商業

第二期繼續擔任行政組長之職，可說是三朝元老。

模式與應用服務，給臺灣一個做領導者的機會。

另一個和NTP相關，值得一提的人物是孔祥重院士(參看圖2)。擔任

由於擔任NTP召集人之故，

NTP召集人的「苦差」就是要向他報告法人科專的研發成果。孔院士的

偶爾會被工研院電通所(亦即後來

要求較嚴格，法人科專的水準不見得能達到他的要求。我往往報告到一

的資通所) 邀請擔任「前瞻研發指

半，就被他問的掛在台上下不來。後來邪念一轉，找他騎腳踏車，總能

導委員會」(TAC)顧問。孔祥重

贏他吧。沒想到他的年紀雖然大我們一輪，騎腳踏車可不見得會輸年輕

院士當然是TAC的核心顧問。另

人。

外虞華年院士(參看圖3(c))及厲鼎
孔祥重生於上海，在臺灣基隆長大，1973年擔任卡內基梅隆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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毅院士(參看圖3(d))也是必到的成 圖3：由左至右 (a) 林一平，(b) 吳修蕙女
士，(c) 虞華年，(d) 厲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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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厲院士為人幽默風趣，但我更感興趣的是他太太吳修蕙女士(參看圖

的演進就像章回小說中《七俠五義》的劇情。鄧校長就像第一部小說中

3(b))。她是前臺灣省主席吳國禎博士的女兒。吳國禎有嘉政於台，卻因

的「包拯」。張進福校長則為第二部曲《小五義》中的「顏查散」，陳

和蔣經國理念不符，離台赴美。後來去逝於喬治亞州。吳修蕙女士的母

信宏是「公孫策」，而林某人就像開封府前的「王朝、馬漢」。是否會

親黃卓群女士，貌似蔣宋美齡夫人(至少我的感覺如此)，且擅國畫。我

有第三部曲《續小五義》？寫這篇文章時尚無定論。NTP第二期的趣聞

一直希望能討得一幅她的國畫，惜無緣份。

逸事亦頗多，應由其召集人來敘述才傳神，在此擱筆。

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最重要的人物當然就是鄧啟福校長。能在他
手下做事是一種福氣，當年我年輕氣盛，做錯不少事，而鄧校長則是一
再包容。鄧校長有功勞則推美手下的人，真是慈祥長者。2005年8月我
陪鄧校長赴北京參加WiMAX Forum，住在北京王府井飯店，離會場
不遠，步行可到。第一天晚上回旅館途中，一群鶯鶯燕燕尾隨而來，
兩路包抄，擋住去路，直嚷嚷：「兩位帥哥，來唱卡拉OK。」我既不
「帥」，鄧校長也不「哥」，不知這群小姐的叫法何所本。我死命拉
住鄧校長殺出重圍，狼狽而逃。回到旅館後，鄧校長驚魂未定的說：
「林教授啊，依我看來，這群小姐不是要我們唱卡拉OK。」我喘氣回

圖4：周霞麗 (左) 和張進福校長(右) 在大陸
拼酒量，不分勝敗

答：「校長英明，所言甚是。」由於當晚跑的太快，害鄧校長腳痛。第
二天只好改搭計程車到會場。當天我們在WiMAX Forum報告Mobile
Taiwan Program，希望能為臺灣爭取到WiMAX的測試認證實驗室。後
來在工業局的柯秀民及謝戎峰諸君之努力及謝慶堂博士的奔波下，終於
達成任務。
NTP進入第二期後，氣象更是興旺，成為呈報行政院的優良計畫，
主持人張進福校長(參看圖4(右))當然功不可沒。林某人平常雖然賊頭
賊腦，張進福校長仍然照顧有加，常常提醒我要黑白分明，不可誤入歧
途。我當然謹記在心，免得做出狗屁倒灶的事，對不起他老人家。N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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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到2006年間我見證NCC成立的過程，如同做了一場「呂伯
大夢」《Rip Van Winkle》。在此就個人經歷，向諸位看官報告。

是讀書人。提名飛安會主委吳靜雄就莫名奇妙，這種搞飛機的懂什麼
電信。」聽到這裡，我笑的齜牙裂嘴，在沙發上直打跌。若說由IEEE
Communications Society提名而成為IEEE Fellow的吳靜雄不懂電信，

我以往不看電視，有好幾年家中並未安裝

那天下就沒人懂電信啦。NCC選拔好戲連臺，讓我看的樂不可支。但是

有線電視收訊。2005年初，接上第四臺後，

萬萬沒想到我會從看野臺戲的路人甲，變成演戲的劇中人。有分教，人

就常常看到新聞局長姚文智和偏藍媒體對壘爭

生如戲，演戲兼看演戲人。

議，場面火爆，比八點檔連續劇有看頭(也難怪
臺灣的演員都快失業，政治人物的表演比他們

當時藍綠陣營公開接受各界團體推薦NCC委員候選人。某日晚上夢

精采多了)。尤其是藍軍女立委，動不動就來個

周公時，被電話鈴聲吵醒，問我願不願成為國民黨推薦之NCC候選人。

三娘教子，戟指姚文智，怒道：「NCC成立， 圖1：NCC就像《封神榜》
的翻天印，被藍軍
你就失業。」言下之意，NCC就像《封神榜》

睡眼惺忪的我，睡意全消，嚴肅考慮後就同意啦。那時距離國民黨接受

中桃園真人廣成子八卦仙衣底下的翻天印，專

祭出來修理姚文智

各界團體推薦的最後截止日期只有一個星期。沒想到國民黨的推薦程序
極為嚴謹，有一份20題的考題，需要「被推薦人」做答8題 (後來行政

門祭出來整治姚局長(參見圖1)。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係政府組

院的NCC委員遴選也是依此模式，要求候選人做18題書面問答)。當我

織再造的產物，交通部的電信監理以及新聞局媒體監理功能將由NCC取

拿到考題時，離截止日期已不到半天，而上頭的題目我有大半看不懂。

代，對於我國電信及媒體運作扮演重要角色，也難怪成為藍綠政治人物

因此決定放棄。但對方仍然極力慫恿我做答。沒奈何，只好獻醜啦。那

角力的焦點。

一天學校有許多會議我得主持，只有20分鐘能作答，也只能簡答囉。

NCC委員遴選過程十分熱鬧。首先由藍綠陣營依行政院政黨比例推
薦專家、學者共十一名組NCC委員之審查委員會；十五日內，行政院、
各政黨（團）推薦十八名委員人選，供審查委員投票表決選出十三名委
員組成NCC。而NCC審查委員的組成藍6綠5，諸位看官不需用大腦都
可猜出誰會主導這齣戲碼。
藍綠陣營對於雙方推出的審查委員名單，當然都頗不以為然。在
一個政論節目中，有一位親民黨立委對綠營名單大肆批評，說道：
「民進黨名單亂搞，提名張進福就罷了，好歹是大學校長，也算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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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題都只寫一兩句。例如有一題是「一旦通訊與隱私權衝突時，如何
取捨」我的答案只有一句，當然以隱私權為重。雖然簡短，卻也不敢亂
答，免得被人當成笑話。答完後請秘書邱怡玲快遞寄出，我又忙著開會
去啦。事後，我偶然看到其他人的答案，每一題的作答都至少寫一頁，
且立論恢弘，擲地有聲，讓我羞慚不已。
國民黨通知要推薦我的時刻，已距國民黨將名單送交行政院不到半
天。第二天(2005年11月26日) 報紙登載國民黨名單，說：「交通大學
研發長林一平昨天上午才敲進名單，國民黨裡認識他的人絕無僅有，而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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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市府團隊推出的黑馬。」事後不少人問我是否熟識馬英九。我只是個
教書匠，只在電視新聞見過馬英九，哪有機會和他認識。應該是臺北市
研考會周韻采主委知道有我這麼一號人物，為我美言一二句的結果吧。
報導「國民黨認識他的人絕無僅有」的說法，一點也不假。
之後我天真的認為，不需要做什麼事，只等行政院通知我是否錄
取。沒想到遴選的過程，工程浩大，不但需要面談，而且是現場轉播。
事先若知道有這麼大的仗陣，我也不敢接受推薦。現在木已成舟，只好
硬著頭皮上場。最後NCC籌備會敲定12月9日到11日共三天會面談17位
候選人，從中挑出13位。經抽籤結果，我被排在第三天的早上面試。第
一天第一場面試劉幼琍。她的表現真是可圈可點，令人佩服。萬事起頭
難。她的面試過後，接下來的人有所遵循，就容易多啦。不過我聽過前
兩天幾場問答後，益覺驚慌。因為那些問題，我都聽不太懂，更甭說如
何回答了。
2005年12月11日早上，林某人西裝畢挺的現身於電信總局，準備
接受審查。不幸的是，電信總局的投影機故障。我精心準備的投影片無
用武之地。無奈何，只好來一場即興演說。審查委員之一的薛香川先生
事後告訴我，當投影機故障時，本來替我捏一把冷汗，但沒想到我那麼
會臭蓋，沒投影片也能說那麼久。自吹自擂完畢，接下來是機智問答。
我覺得我的運氣甚佳，被問的題目比別人容易。中央社記者黃慧敏有
如下紀錄：「國立交通大學研發長林一平今天在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NCC）委員聽證審查會中表示，NCC的功能在監理，輔導與獎勵還
是需要政府部門協助；他尤其強烈建議NCC應全力支持經濟部，讓技術
在臺灣生根，在國際佔有一席之地。」(林某人按：當時經濟部正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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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ile-Taiwan Program，亟需NCC制定WiMAX相關之法規。)
「林一平同時認為，臺灣行動電話業者往往只有進場機制，沒有退
場機制；當行動業者無法經營時，NCC必須建立退場機制，不應由業者
私相授受販賣頻譜，而應由政府收回頻道，並給予業者適當補償。」(林
某人按：當時NCC籌備會某成員有一種說法，認為應讓行動電話業者自
由買賣頻譜。這種作法林某人並不認同。)
「林一平表示，臺灣投入不少人力在減少數位落差，但整合尚需加
強。而且不只政府，業者也要有心。NCC絕對有責任減少數位落差，配
套軟體必須符合民眾需求，需要各部會協助，對偏遠地區的執照發放宜
以寬鬆方式執行。有關外資問題，林一平認為，一方面要與世界接軌，
同時也要兼顧慮國家安全。數位產業的外資應較為寬鬆，電信產業則要
多加考量國家安全的因素。」(林某人按：對這些議題實在沒有創新見
解，只好加減說一說。)
「有關民眾抗爭基地臺的問題，林一平以使用電動刮鬍刀為例說，
其所產生的電磁波也很嚴重。人類在享有科技文明的同時都要冒一點
險；他建議業者整合共用基地臺，減少成本，增加競爭力。」(林某人
按：行動電話大師李建業曾告訴我手機電磁波接近臉部，就像免費電動
按摩一樣。這種說法不免驚世駭俗，我也不敢說出。)
「對於三天以來的必考題─TVBS資本結構問題，林一平坦承對
TVBS涉及的法規並沒有研究，但他強調NCC一定要依法規辦理；他
說，法規可能會有漏洞，處理相關事件的時機點也很重要，這是EQ問
題。」(林某人按：在書面做答，只要和新聞局相關的題目，我都略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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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審查委員不放過我，一定要我表態，我只好說一切依法行政。所
有審查委員都點頭同意。但很顯然每個審查委員對「法」的觀點是各自
表述。)

員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委員任期三年，任滿得連任一次。
這投票結果和我的猜想接近：藍軍提名的人選在第一輪通過，綠軍
提名的人選在第二及三輪通過。這是審查委員會藍綠比例造成的後果，

「對外界以“大法官”形容NCC的角色，林一平不以為然。他說，

與候選人的專業認定較無直接關聯。法規、傳播及經濟的委員大部分來

NCC扮演的是橋樑角色，必須以民間的需要為考量。他說，地下電臺雖

自政大。而懂電信技術的委員則分別來自臺、清、交三所大學，再加上

有它的歷史因素，但有法就要取締，如何有效取締，NCC必須好好研

在業界有多年技術經驗的謝進男，整個結果是合理的。當中林某人及劉

究。」「提名委員盧世祥關心林一平的人文素養，林一平幽默表示，他

宗德以最高票全票當選，因此報紙登出揣測新聞，說我們是主委的熱門

的網站上也有藝術創作，“只是不知能否上電視？”」(林某人按：的確

人選。這真是空穴來風的無稽之談，也讓林某人啞然失笑，深深體會到

很想上電視過過癮。)

所謂「報派」的滋味。

面談過程，某審查委員對於我的兼職頗感興趣，連我在矽創科技當

2005年12月13日我和老朋友蔡志宏教授相約在臺北某餐廳聚會。

董事都查出來，問我為何能當上矽創董事。林某人不慌不忙的回答，矽

約定時間一到，見他帶著一位貌美女郎，怎麼瞧都不像蔡志宏太太(林

創的董事長是交大張俊彥校長的學生，我因此受命代表交通大學擔任其

某人註：蔡志宏太太也很漂亮)，不知如何稱呼。正在沒理會處，她掏

董事。我並未說謊，但我忘了說明矽創科技董事長當年是和我睡上下舖

出名片。我探頭一瞧，不得了，真是「提起此馬來頭大」，原來是柯建

的同寢室友。審查會結束後，許多多年不見的朋友都打電話給我。很少

銘立委的助理。我雖然是藍營提名的NCC委員，倒也沒有門戶之見，和

人關心我會不會當上NCC委員，大部分的人是在問我矽創的股票能不能

他們(現場還有數位好友)相談甚歡。過了幾盞茶時分，立委助理的電話

買。

響起。通話畢，她臉色沉重，說道呂忠津教授不願被提名為NCC委員，
林某人2005年12月11日NCC面試結束，立刻驅車由臺北返新竹。

審查委員當晚投票表決。第一輪通過五分之三委員同意的有劉幼琍、吳
忠吉、劉宗德、林東泰、石世豪、蘇永欽、林一平、劉孔中、翁秀琪。
委員隨即進行第二及三輪投票，獲得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的有呂忠
津、李祖源、陳銘憲及人謝進男。依照「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組織法」第四條，NCC委員13人，都是專任。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特
任，對外代表NCC；兩人為副主委，職務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其餘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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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提出拒絕任命聲明。我聽了非同小可，因為被選上的委員中屬他最懂
無線頻譜，他若退出，對NCC的運作頗有影響。呂忠津認為評審過程
有所運作，讓他有遭羞辱的感覺。噯！老呂未免反應過度，我當年代表
Bellcore參加ITU電信規格會議，每一次都運作(或被運作)，沒運作才是
有鬼。他被選上，專業早就被肯定了。我當場振筆疾書，寫一封信，請
柯建銘立委助理轉交行政院及民進黨團慰留呂忠津。次日，各大報刊登
出：「呂忠津不願被提名為NCC委員，民進黨團要對泛藍審查委員表達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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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嚴厲譴責。民進黨籍立委潘孟安（屏東縣）指出，連泛藍推薦的另一

NCC委員，否則第一次到立法院報告施政方針並備詢，恐怕就會造成朝

名準NCC委員林一平都致函民進黨團表示，他深知呂忠津為人正直，電

野對抗。不過，同屬綠營的臺聯昨天態度相當強硬。臺聯秘書長羅志明

信專業學養深厚，誠懇呼籲呂忠津以國家為重，忘懷政黨間爭議，並期

表示，如果行政院要在開議前任命NCC委員，無疑是為了向泛藍妥協而

待行政院長謝長廷全力慰留呂忠津。」又煩勞林某人上了一次報。

毀憲，為了和解，犧牲正義，臺聯將不排除升高抗爭，向蘇揆表達強烈

由於呂忠津事件，NCC議題變的更複雜。立法院的委員諸公個個八

抗議。」臺灣各路人馬對NCC有這麼多政治解讀，也算是世界奇觀了。

仙過海，各顯神通，在此議題上大作文章。2005年12月19日，立法院

此時林某人已憋不住啦，向國民黨長官報告，決定不再候選。國民

朝野協商九十五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藍營質疑綠營程序杯葛NCC成

黨長官勸我相忍為國，卻又無法確定大法官會做出啥決議。林某人是

立，憤而退席抗議，協商破局。親民黨說，「依NCC組織法規定，選出

「諸葛一生惟謹慎」不敢貿然當這個官。萬一違憲，爭議太大，林某人

十三席報請行政院後，應於七天內送交立法院同意，昨天已屆期限，行

的政治IQ一向很低，就不知如何執行NCC委員的職務。因此2月15日寫

政院沒有依法行政。民進黨解釋，呂忠津請辭，需重新補選後，再送立

信向電火球院長婉辭NCC委員的任命。2006年2月16日中央社記者羅廣

法院。」如此，NCC的花絮不斷，紛紛擾擾，風雨瀟瀟，迷濛無際，也

仁臺北電：「雖然行政院不排除二月二十一日立法院開議前，完成國家

不知何時要成立。這段日子林某人患得患失，生怕好不容易巴結到的簡

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委員任命，但已獲立法院同意任命NCC委員

任第十三職等官位會泡湯。

的交通大學研發長林一平教授和臺灣大學電機工程研究所長陳銘憲教授

2006年初，謝長廷下臺一鞠躬，由電火球蘇貞昌接任行政院長。謝
長廷在下臺的最後一天，提出NCC違憲案，送交大法官會議要求暫時處
分並釋憲。「暫時處分」是法律名詞，就是凍結NCC運作的意思。我不
知電火球院長感想如何，林某人則感覺相當錯愕。如果行政院認為是違
憲，當初就不應進行NCC委員的遴選。等我們選上後，提出NCC違憲
案，候選人可真是進退失據，無所適從啦。事情演變至今，也許最理性
的做法是暫停NCC的運作，等待大法官會議釋憲後再定行止。然而藍營
決定強渡關山。報載：「國、親兩黨立院黨團再度向行政院長蘇貞昌喊
話，要求儘快任命NCC委員，否則2月21日開議將杯葛蘇揆施政報告。
對於藍軍撂狠話，民進黨團幹事長陳景峻呼籲蘇揆要認命，乾脆就任命

128

一平繪話

閃文集

已分別向行政院提出婉辭出任文件。林一平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說明不
出任NCC委員，是因為現在和當初應允出任NCC委員的環境和條件不
一樣。他說，當初同意被推薦，又獲立法院審查通過，原本應履行承諾
出任委員，但是現在行政院認為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組織法部分規定違
憲，因而提釋憲案，使NCC委員遲遲無法成立，和當初的條件完全不
同，所以他決定不出任NCC委員。多位名列NCC委員名單的學者，因
為NCC未能成立，都遭遇到是否要返校執教的問題，林一平說明，這不
是他婉辭出任NCC委員的主要原因，但確實也影響了他原本的想法。
他說，即使學校開學，屆時政府還是可以向學校借調，讓NCC委員就
職，林一平認為，如果在開學前NCC委員會就能成立，讓學者們能做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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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安排，就不會影響到學生的權益。」我知道記者會找上門，因此將手

如NCC取締地下電臺時就遭遇許多抗爭。2006年12月1日，報載：「民

機關掉。但我仍得到研發處辦公，結果在門口被記者逮個正著，才會有

進黨立委王幸男、莊和子、潘孟安、顏文章等人指控，NCC年底要抄光

上述的訪問。2006年2月16日另一則新聞：「立法院通過的十二位NCC

地下電臺，但NCC委員已被宣告違憲，應該立即下臺，還給人民超然公

委員名單中，繼昨天行政院推薦的陳銘憲、國民黨推薦的林一平表達無

正的媒體環境。」地下電臺不服氣的說「我地下電臺只不過是違法，你

出任意願後，行政院推薦的政大傳播學院教授翁秀琪，也加入退出的行

NCC可是違憲呢。」

列，等候任命的NCC委員名單僅剩九人。據了解，行政院高層也已做好
準備，今天蘇揆即會依法批示公文任命；雖然前述三人已無出任意願，
但為避免立法院方面有意見，名單中的十二人，蘇揆將會全部任命。」
陳銘憲與翁秀琪為行政院推薦的 NCC委員人選。當行政院認為NCC違
憲時，他們選擇退出，也是進退有序，十分合宜。而行政院最後決定任
命，只是藍綠政治棋局角力的後果，NCC委員則被當成棋子。悲夫。剩

我最大的感觸是此次NCC委員的遴選，讓每個NCC委員都貼了標
籤。我若有言論偏藍，就被認為是國民黨死忠。我若有言論偏綠，就被
批評是藍皮綠骨，真是很難做人。呂伯(參見圖2)在山谷中沈睡了二十
年，睡醒返鄉之後身分已由英國喬治三世的臣民變為美利堅合眾國的自
由公民，然而在他的意識裡這不過旦夕而已。回首一望林某人過去兩年
的NCC歷險記，就如同呂伯大夢一般，也夠我感慨萬千啦。

下九位NCC委員雖然知道NCC未來運作艱辛，仍接受任命，其勇氣也是
令人佩服。其後NCC訂定了許多自律條款，嚴以律己。
2006年2月15日大法官會議決定不對NCC組織法行使暫時處分權。
2006年7月，報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第613號解釋，NCC組織條例
違憲，理由是立法單位侵犯了行政權，依臺灣目前的憲政架構，該委員
會的任命權歸行政院，可是該組織條例卻規定委員的席次依各政黨立法
委員席次的比例分配，以政黨分贓
的形式分配委員的席次。不過大法
官會議判決該條例兩年後失效，也
就是說國家通訊委員會還可以運作
兩年。」至此，NCC已成為跛腳單
位，而NCC委員處境更加艱難。例
圖2：呂伯夢醒，衣褲皆破，鬚髮皆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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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閒談我寫作電信相關書籍的經驗，我的書後來被出版商製作成

術編輯能力就相差甚遠)。另一方面，好出版商的銷售管道極佳，很快將

電子書，也算是製作「數位內容」的經驗吧。我的第一本和電信相關的

你的名字傳遍全世界(但也可能讓你惡名昭彰)。我以Google查「Yi-Bing

書(參看圖1(a))係和Imrich Chlamtac合著。

Lin」，出現的都是我的書的廣告，Wiley出版社的行銷能力之強，真
不是蓋的。我發現全世界超過30所大學用我的第一本書為教科書或參考
書，涵蓋歐、美、亞洲，甚至包括黎巴嫩及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全拜
Wiley廣告之賜。我這本書後來也被Wiley翻譯成簡體中文版，由人民郵
電出版社發行(參看圖1(b))。讓我不太滿意的地方是，簡體中文翻譯的過
程完全沒讓我參與，結果翻譯的老共說我是「中國臺灣人」，自動讓我
回歸祖國啦。寫書最讓我喜悅的是，有不少讀者享受閱讀此書。例如瑞
典的Ljuva Hem 在其日記說：「Week 26: Collected some material
to read during the vacation, in case time is given, including "

(a)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 by Yi-Bing Lin and

(b)

圖1：我的第一本Wiley書 (a)英文原版書, (b)中國大陸簡體版

自從2000年底完成《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Chlamtac(參見圖2)在電信學術界頗有名

Architectures》一書後，我就一直自我告誡：永遠不要再寫書了。寫一

氣，在寫書的過程，他給我很多指導。Chlamtac

本書花費的心力太大，比發表十篇國際期刊論文還累。常常有人說寫書

很會和書商談判，讓我們拿到較好的版稅。事

就像生小孩一樣，我也有同感。1988年我的老大出生後，我就喃喃自

實上Wiley對於作者的版稅較慷慨，這點施敏院

語，告訴自己生一個小孩就好，重要是能好好培養小孩…等等。沒想到

士也有同感，所以他最近的書都由Wiley出版。

親朋好友老在詢問「何時生老二」，聽過了六年後，老二Doris不知不

Chlamtac也教我如何挑選好的出版商。我現在

覺就蹦出來了。而等老二出生後，覺得多一個小孩也很美好。我的第二

很能體會「好出版商」的重要性。首先，好出版

本由John Wiley出版社出版的書也是類似的經驗。第一本書的銷售可

商會有技術編輯(Technical Editor)幫助你改英
文。打個比喻，一個五音不全的人，進入錄音室

圖2：Imrich Chlamtac

(Studio)，調音師會將「荒腔走板」校正到像張惠妹那麼好聽。經由專
業的技術編輯修改英文後，書的可讀性就大為提高(坊間一般改論文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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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rich Chlamtac…」

能還可以，出版社就常問是否要再寫書。被問了五年後，終於紅鸞星
動，決定再寫第二本。我的第一本書敘述現階段以線路交換(Circuited
Switching)為主的行動通訊服務。而未來的電話服務將完全由網際網路
傳送。主要因素在於單一電信等級All-IP網路的建置成本較低，且維護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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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率較高。因此我覺得有必要再撰寫一本專書針對All-IP網路的各項

本書內容既經我大力吹噓，自然美不勝收，各位看官若感興趣，不

研究議題逐一闡述。因為每一章節所研討的研究議題，皆為我過去完成

妨猛掏出口袋銀兩，買一本回家開開眼界，在此也不再細表。我倒是

的研究成果，故撰寫主要的工作在於將這些成果做整體架構的組織，以

想談一談這本書的趣聞。第一章提到如何將簡訊服務(Short Message

及內容的更新修改。選個黃道吉日，就動工寫書。那時我正開始擔任交

Service或SMS)和網際網路應用結合。而這方面國內的研究先驅首推遠

大研發長職務，公務繁忙，事實上哪一天都不是寫書的黃道吉日。幸好

傳電信的饒仲華博士。回溯1997年，當國內大眾都還搞不懂如何使用簡

有臺大逄愛君教授加入成為共同作者 (書中有許多章節是我和逄愛君過

訊服務時，饒仲華就已想到應該將簡訊服務和網際網路應用結合，真是

去合作的成果)，由2004年底到2005年初，以三個月的時間完成初稿。

先知先覺。他提出原創性的構想，找我討論，實作系統稱之為iSMS。經

再經John Wiley出版社三次校稿後，終於在2005年10月付梓發行。

由iSMS架構，我們也實作出國內第一套由簡訊傳送電子郵件(e-mail)的
系統。iSMS系統後來經AT&T產品化，而我們也將之發表於2001年的
IEEE Network雜誌。iSMS有一功能，可讓發信者(Sender)同時將簡訊
送給數個好友。然而iSMS的底層機制仍需分別將簡訊寄給不同的收信
者。當時我想到行動資料庫如HLR（Home Location Register）及VLR
（Visitor Location Register）記載所有用戶的位址，因此可以設計特
殊的表格，將所有「收信者」集合成一個群組，特別追蹤他們的共同位
址。當簡訊發送時，若有數個收信者在同一個位置，我們的機制只需送
一次簡訊到此位址，則所有在這一個位置的收信者就自動會收到簡訊。

圖3：我的第二本Wiley書

收到新書時(參見圖3)，高興了好一陣子。分贈同領域的專家學者
後，有人開始寫書評，反應也相當不錯。唯一遺憾的是本書的出版沒有
經由教育部的「通訊教育改進計畫」來共同發行。四年前我參與張進福

這成果稱之為簡訊的群播(Multicasting)機制，發表於2002年的《IEEE
Communications Letters》雜誌。接下來我和逄愛君將此結果擴大應用
於多媒體訊息服務（Multimedia Messaging Service或MMS），並發
表於《ACM Wireless Network》雜誌。

校長主持規劃的第四期通訊教育改進計畫。當時大家決定要鼓勵教授寫

當時國內並無MMS服務，為了圖示MMS如何由手機顯示，我特別

教科書，我也覺得應該身體力行，來共襄盛舉。然而通訊教育改進計畫

向易利信(Ercisson)情商借用他們的MMS圖片。當我寫書時，則傷腦筋

和Wiley的合約有所牴觸，我只好忍痛放棄參與通訊教育改進計畫的機

是否要繼續用易利信的圖片。原因是圖片的使用權得再向易利信申請，

會。

曠日費時，同時可能要付版權費。此時國內已有MMS服務，我就叫我大
女兒Denise傳一張MMS照片給我的手機。當時Denise正在獸醫診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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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我家小貓Simba動手術。就拍了一張和貓咪的合照，以MMS傳給我(參

人是當中的幼齒。頒獎除了獎座及獎狀外，尚

看圖4(左))。我便以該照片圖示MMS的傳送 (放在該書的第11章 Figure

有獎章一枚(參看圖5)。我將獎章送給逄愛君，

11.1)。題外話是，我家小貓Simba動手術後變的貪吃而肥胖 (參看圖4

因為她是本書的共同作者。我建議以後頒獎或

(右))。

許可以擴及所有作者，讓所有作者共享榮耀。
另外一件趣聞是，Internet上有個網站專
圖5：中山學術著作獎章;

門在評論骨董版及珍藏版的書籍（Reviews of

獎章上的國父眼光直 Books about Antiques and Collectibles），
視，似乎在對著得獎 總編輯為Thomas Sewell。他們由網友票選
者說：「研究」尚未 出前250名與無線及電視相關的書籍（Radio
成功，同志仍須努
力。
圖4：(左) Denise在獸醫診所為Simba開刀; (右) 開刀後的Simba因貪吃而肥胖

Books），我們的書在2006年竟然排第17名。
前16名幾乎都是電視劇本，例如第一名是《The

Watchers Guide Buffy The Vampire Slayer》(Buffy the Vampire

上述的MMS群播機制經由工研院資通所申請獲得臺、美、德三國

Slayer)，而第7名則是希區考克的懸疑劇本《The Original Hitchhiker

專利。最妙的是，國際規格組織3GPP後來提出MBMS（Multimedia

Radio Scripts》（這劇本我在十幾歲時就看過了，是真正的骨董書）。

Broadcasting and Multicasting Services）機制的規格，追蹤群播用戶

我們的書就像是誤入叢林的小白兔，不知他們是如何選出來的。

的機制和我們的方法相同，似乎無法避開我們的專利。我將此發現告知
工研院，不知工研院是否會採取任何行動。

我的兩本專書討論如何將行動電話網路與網際網路結合以提供行動
用戶享受多媒體服務。而欲達到此目的，行動終端設備(亦即手機)的功

2006年初，我以這本書申請「中山學術獎」，承蒙評審委員垂愛，

能必須大幅強化，而人機介面(Man-Machine Interface)亦可能因此變得

謬膺「學術著作獎」之選，慚感交併。事後有朋友開玩笑的問我，本書

極為複雜。這個部份在我的書著墨較少。為了彌補此不足之處，我2006

是否具有三民主義或國父思想的言論，否則怎會被選中。事實上中山學

年暑假特地和Nokia合開手機應用服務平臺相關課程。讓學生能在兩個

術文化基金會獎勵很多自然科學的著作，大部分和政治思想無關。不過

月時間內上手開發行動網路遊戲。其細節刊登在《天下雜誌》第360期

我大學聯考「三民主義」這一科考滿分，國父思想深植我心，或許在潛

的十週年教育特刊(pp. 128-130)。文章中提到學生實作的經驗： 「以

移默化之下自然流露在我的著作也說不定。當年度的得獎人也有一個有

應用開發者的角度而言，(手機)平臺的限制多且嚴謹，使得程式很不好

趣的巧合。學術著作獎三名得獎人分屬臺清交三校。再加上一位中山文

寫。但是對使用者來說，就自然怎麼玩、怎麼用都不會當機囉。」圖6是

藝創作獎得獎人，年齡分佈為70、60、50及40歲，相隔約十歲。而林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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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的電氣說話機器
學生在修課時實作的「六子棋」及「踩地雷」網路遊戲。

1993年我在美國紐澤西州工作。那時在AT&T看到一張很珍貴的照
片。該照片紀錄亞歷山大•葛拉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於
1892年自紐約打電話至芝加哥的現況。這通電話頗有來頭。光電話線的
架設就用掉近一萬三千根電線桿及超過80萬磅銅材。而電話線長達一千
英哩，為現有最長線路之兩倍！當時兩城市間的通話費用為每五分鐘收
費美金5元。貝爾發明電話的過程極為傳奇，可溯源至電報機的發展。
第一臺電報機為摩斯(Samuel F. B. Morse，1791-1872)所發明。
摩斯的物理知識貧乏，但拜約瑟夫•亨利為師 (Joseph Henry，1797
-1878；為美國國家科學院創始人之一，也是與法拉第各自獨立發現電
磁感應現象的電學權威)，刻苦學習後，巧思勃發，有如神助，終於在

(a)

(b)

圖6：行動網路遊戲 (a) 六子棋及 (b) 踩地雷

1835年底製成第一臺電報機。摩斯並於次年發明摩斯碼(Morse Code)，
為電信史上最早的編碼，直到今天，仍在使用。1844年5月24日，摩斯

Bjarne Stroustrup(C++語言的發明者)曾說「我一直期望我的電腦

由華盛頓 美國國會大廳向40英哩外的巴爾的摩(Baltimore)發出了歷史

能像電話一樣容易使用。如今我的願望已成真—我已不知道如何使用電

上第一份長途電報：「上帝創造了什麼(What hath God wrought)」。

話」(意指手機功能已複雜到難以操作)。因此在研究前瞻行動應用時，

這一天成了國際公認的電報發明日，而電報的通訊時代亦自此展開。愛

應一直以簡化功能操作程序為依歸。而如何能提供優雅的人機介面，其

因斯坦對電報有很妙的比喻。他說，電報就像一隻尾巴很長很長的貓。

演進則永無止境，提供我們無限想像空間。

你在紐約抓她的尾巴一下，她的頭會在洛杉磯喵一聲(You see, wire
telegraph is a kind of a very, very long cat.

You pull his tail

in New York and his head is meowing in Los Angeles.

Do you

understand this？)

圖 1：劉六麻子 劉銘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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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電報發明33年後，臺灣成為中國最早引進電報的地區，由福建巡
撫丁日昌於光緒三年(1877年)奏准電報線二線，其一自臺南至旗后(高
雄)，總長約九十五華里，且設「旗后分局」，是臺灣電報局之創始。電
報每單位收兩角洋錢，相當於一斗米的價錢。首任臺灣巡撫劉銘傳(被李
鴻章戲稱為劉六麻子；參見圖1) 推動自強新政，更瘋狂的建設環島電
報線，並於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完成跨越臺灣海峽的海底電纜，銜接臺北
及福州。1886年（光緒12年）於臺北大稻埕六館街設立電報總局，又稱
「辦理臺灣水陸電報總局」，並附設電報學堂，為臺灣培養電報人才。
當時日本駐福建領事考察臺北電報總局，讚不絕口，認為獨步中國，可

大胡同清吟小班的姑娘，個個可以建坊旌表貞潔了」。
於1851年成立的西部聯合公司(Western Union Corporation)曾是
全美國最大的電報服務廠商。西部聯合公司並於1870年提供全美國標準
時鐘，號稱為The Nation's Timekeeper。其電報業務蒸蒸日上，而客戶
一多，電報系統的發展於1870年代遭遇瓶頸，亦即在一條線路上，同一
個時間內只能傳送一個信息。一旦負荷量過高，會造成許多電報的傳輸
延遲。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西部聯合公司重金懸賞第一位提出可行方案
的發明家。本文主角貝爾則見獵心喜，嘗試解決這個問題，因而在研發
的過程，誤打誤撞，發明了電話。

媲美東京。可惜劉六麻子招人妒忌，於1891年被迫下臺，臺灣巡撫由較
缺乏遠見的邵友濂接任。邵友濂廢除電報建設，臺灣的電信現代化就此
冰消霧散。甲午戰爭後日軍佔領臺灣第二月，劉銘傳含恨死於合肥。真
正是：「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臺灣的電報業務則由日
本人接手並發揚光大，直到1990年代中期才功成身退。
在臺灣引進電報三年後(亦即1880年)，盛宣懷經由李鴻章支持在天
津創辦電報總局，任總辦，並以電報收入成立南洋公學(亦即區區在下
所任職交通大學的前身)。電報的威力在高陽的小說《燈火樓臺》有極為
生動的描述。書中敘述李鴻章與左宗棠鬥法的經過。李鴻章認為要排擠
左宗棠，必須先除掉胡雪巖。盛宣懷為了報效他的主子李鴻章，利用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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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n one door closes another door opens; but we so often look so long and so regretfully
upon the closed door, that we do not see the ones which open for us.
圖 2：Alexander Graham Bell

報的快捷傳遞消息，聯絡各地買家拒買胡雪巖的生絲，而後李鴻章把政

貝爾(1847-1922；參見圖2)出生於蘇格蘭愛丁堡的一個聲學

府欠胡雪巖的餉款，故意拖延了數十天再還。胡雪巖無奈之下從自己的

(Acoustics)世家，但家中祖傳的是製鞋的行業。他畢業於愛丁堡大學以

錢莊調現銀周轉。盛宣懷則趁機再以電報發散胡雪巖錢莊倒閉的不實消

及倫敦大學。於23歲時和父母移民到加拿大，並在一年後，又移民到了

息，導致擠兌風潮。紅頂商人胡雪巖因此一敗塗地。高陽對於盛宣懷有

美國。貝爾的母親和他的太太在小時候都因患猩紅熱而導致耳聾，使他

非常負面的評價。在《清宮外史》一書敘述：「李鴻章將盛宣懷下一個

投入聾人語音教育工作。貝爾對電報的原理和操作一直很感興趣，嘗試

「廉」字的考語，京中傳為笑柄，說盛宣懷如果可以當廉潔之稱，則八

將他語音教育工作的聲學專業，運用到電報上，因此越來越了解聲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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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之間的關係。為了解決電報公司重金懸賞的問題，貝爾想到利用電力

業區內經營市話業務。而演進到今日，七家RBOCs改名為Ameritech

來產生不同的音調，發展出「諧波電報」，以達成電報的多工傳輸。很

Corporation, Verizon Communications Inc., BellSouth Corporation,

不幸的是貝爾並沒有足夠的電學知識，因此和摩斯一樣，於1875年春

Cincinnati Bell, Inc., SBC Communications Inc., Southern New

天來到華盛頓特區拜訪約瑟夫•亨利，而受到此公的鼓勵。亨利曾經說

England Telephone Company, 與Qwest Communications International,

過：「Seeds of great discoveries are constantly floating around us,

Inc.。貝爾電話公司解體的過程，我們將在後續文章詳述。

but they only take root in minds well prepared to receive them.」
亨利種下兩顆種子，能先後啟發美國電報及電話的發明者，真可稱的上
是"AT&T"–inspirer to the inventors of American Telephone and
Telegrap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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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閱讀2005年某期《IEEE Spectrum》，文中提及在1870年代，
葛雷(Elisha Gray)亦獨立發明出類似於貝爾的電話機。葛雷和貝爾皆急
忙將其發明送至專利局，而貝爾因為早幾個小時送達而取得電話機的專
利權。為此葛雷和貝爾打官司，最後貝爾勝訴。最離譜的是當兩個人申

1875年6月2日，貝爾在研究電報訊號的問題時，觀察到聲音的訊

請專利時，都沒完成電話的原型機。而貝爾則在三個禮拜後完成第一部

號可以直接透過電線傳遞，進而發現以「電」通「話」的可行性。當晚

電話機，其部分機制利用葛雷專利所提到的方法(並未在貝爾自己的專

是貝爾的新婚之夜，相信他會興奮到天亮(如其傳記所寫：an inspired

利提到)。貝爾之所以贏過葛雷在於他懂聲學(Acoustics)。而葛雷「非

black-haired Scotsman of twenty eight, on the eve of marriage,

是力不如，盛意不得泄」。電話專利爭霸戰持續進行，1877年愛迪生取

vibrant and alive to new ideas)。1876年3月10日，貝爾於波士頓實

得了碳粒送話器的發明專利。貝爾、葛雷、及愛迪生三者之間的專利糾

作了第一套電話系統，而第一通電話則是他對助手華生所說的「Mr.

葛不清。當時美國最大的西部聯合電報公司買下了格雷和愛迪生的專利

Watson, come here, I want you!」1877年，有名的貝爾電話公司

權，與貝爾電話公司對抗。後來雙方達成協議，由西部聯合電報公司承

掛牌成立。1885年貝爾電話公司成立子公司「美國電話電報公司」

認貝爾的專利權，交換條件是17年之内分享貝爾電話公司收入的20%。當

(AT&T)。1899年，AT&T併入貝爾電話公司來主導管理並控制其它分

電話機於1876年初次展示後，西部聯合電報公司很快的做評估，並在其

公司。1974年MCI基於反壟斷(Anti-trust)的理由，控告AT&T不當限制

內部的備忘錄下了結論：「Telephone has too many shortcomings to

電信市場競爭，最後美國司法部於1984年將AT&T解體。AT&T保留貝

be seriously considered as a means of communication. The device

爾實驗室、長途電信與設備製造之業務。其原先的22個貝爾公司則被整

is inherently of no value to us.」換言之，電話機被認為是「無三小

合成七家區域性貝爾電話公司(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路用」，丟到垃圾桶可也，因此不將電話的商業潛力當一回事，錯失

RBOCs)，包括BellSouth、Ameritech、Bell Atlantic、Pacific

良機。當時大家都想像不到，貝爾電話公司後來會取代最大的西部聯

Telesis、Southwestern Bell與Nynex，以及七家RBOCs的共同實驗室

合電報公司的地位，成為電信業的巨人。而西部聯合電報公司經過近

Bellcore(也是區區在下待過五年的地方)。此七家RBOCs只准在其營

一百五十年的演變，已退出電信業，轉型為金融服務公司，全世界有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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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個分部，可以說是企業轉型的重要範例。
講了這麼多，到底誰是電話的發明人？美國國會2002年6月15日269
號決議確認安東尼奧•梅烏奇（Antonio Meucci）才是電話的發明者。

Telephone, n. (字典的定義法，n代表名詞)

An invention of

the devil which abrogates some of the advantages of making a
disagreeable person keep his distance.

這位半路殺出來的「程咬金」又是何方神聖？意大利人梅烏奇於1850

這句子宣稱電話是惡魔的發明，害得我們無法對「話不投機」的

年移居到美國。他起初賣香腸，後來改賣蠟燭。最後沉迷於電話機的發

人敬而遠之。著名的設計家Niels Diffrient風趣的抱怨道：「Today

明。1860年時，梅烏奇就曾公開展示他的電話系统teletrofono，但他不會

the ringing of the telephone takes precedence over everything. It

英文，得不到美國社會的認同。後來因政治問題遭到流放，無法獲得經

reaches a point of terrorism, particularly at dinner time.」意指人

費支持，而後更在一艘輪船上被嚴重燒傷。1871年，他窮到無法付出

的行為已被電話改變，接電話成為必須最優先處理之事，連好好吃一頓

250美元來申請他的電話專利。後來一段時間，貝爾和他共用實驗室，

晚餐的樂趣都被剝奪啦。著名的意第緒語作家Sholom Aleichem更是

且搶先申請電話的專利權。梅烏奇憤而提起上訴。當法院同意以欺詐罪

幽默的說：「三姑六婆的碎碎唸就是大自然的電話(Gossip is Nature's

指控貝爾，而梅烏奇就快要贏赢時，這位一路倒楣的義大利人却已是窮困潦

telephone)。」

倒，病魔纏身，於1889年飲恨黃泉。
2002年美國國會為梅烏奇平反，决 議 認為梅烏奇於1860年在纽约 展 示的
teletrofono機械已經具備了電話機的功能。並認定貝爾後來以各種管道
取得了梅烏奇的成果，才在16年之後申請了專利。這項決議讓貝爾在
歷史上遺臭萬年。意大利裔美國人說這是世紀的「公正判决」。加拿大則
非常不爽(加拿大和貝爾同屬英國體系)，因此加拿大國會也正式通過決
議，重申貝爾是電話的發明人。林某人講了兩個電話的發明人的故事，
各位看官相信誰呢？嚴格而論，電話機的發明，是多位先驅者的貢獻，
而最後的成功果實則由貝爾所摘取。這是發明歷史中不斷重覆的故事，
告訴我們做研究時要眼明手快，棋快一著，才能「成者為王」。棋差一
著，則敗者為寇，失去榮耀。這是研究界殘酷的現實，不足為訓。電話
普及於世後，有許多有趣的批評，例如美國作家兼詩人Ambrose Bierce
(1842–1914)為電話做如下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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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電信領域的研究獎項
西班牙演員Javier Bardem說：「The award is important in order

雙福筆記
poetry would flatter the recipient unduly:

no poem ever attains

to bring people to the movie theater. That's the only principle

such carat purity.」這句話我相當認同。我記得第一次獲頒國科會傑

meaning of any award.」意思是說，影片經由獎項的加持後，能吸引

出研究獎時，國科會副主委張進福在頒獎會場和我握手鼓勵，笑著對我

人到戲院看電影。這句話道盡設置獎項的目的。2004年我擔任交通大學

說：「第一次獲得傑出研究獎會很興奮，以後就不新鮮了。」事實上，

研發長，有一項重要工作，是在鼓勵或推薦教授申請學術研究及教學獎

我後來再度獲得傑出研究獎時，仍然十分興奮與感恩。只不過第一次特

項。交通大學教授有時非常謙虛，往往再三敦請他們申請獎項，仍不肯

別興奮，頗有「范進中舉」的架勢。對於所獲得的獎項，頒獎日除非有

出山。而找不到有意願的候選人時，校長就會下令研發長自己申請。我

極重大的原因，否則我一定會穿著正式，親自到會場領獎。有些獲獎人

也只好硬著頭皮上陣。因此我大部分國內獎項都是在2004年後獲得，也

根本不到現場，給我很不好的印象。我認為，「如果你不重視這個獎，

漸漸累積一些經驗。在此就「電信領域」的研究獎項，和諸位看官分享

就不要來申請」。

心得。先談三個與領域無關的獎項議題。

第三個議題：常有年輕教授問我如何知道自己夠資格去申請某個

第一個議題：當一個人獲得獎項時，當然會因為受到肯定而高興。

獎項。劇作家William P. Blatty說：「I get cassettes near Academy

但更重要的是，在候選獎項的過程，可以很認真的檢驗自己研究上有

Award time of every movie that's made that thinks it has some

何不足之處，以及尋找出未來努力的方向(這些檢驗可以很清楚的表現

kind of chance for a nomination - that's when I watch my

在Nomination Form上)。獎項的評審過程，固然保密，但事過境遷

movies.」我們往往覺得自己有資格候選，卻又不知是否有機會得獎。

後，評審的意見，會漸漸「解碼」。這些寶貴的評審意見，可以讓候

資策會執行長陳銘憲的指導教授說：「得獎人名單決定一個獎項的高

選人了解自己的弱點，做為將來改進的依據。就如同美國著名女演員

度。」反過來推論之，要知道自己是否夠格，只要比較自己和以往獲獎

Morgan Brittany所說：「You can be an Academy Award Winner,

人的研究成果，就有概念。我得過一些獎後，有些人會說：「連林一平

but you've still got to put yourself out there. And they'll continue

這小子都能得這個獎，我一定也沒問題。」果然，這些人申請也都獲獎

to question you.」得獎的原因，不外肯定其成就；鼓勵其未來兩者。曾

了。

俊元教授在第五十屆教育部學術獎得獎感言提到，每獲得一次獎後，一
切歸零，必須重新努力。這是令我非常佩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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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追求研究的歷程可分為三個階段：「青年期」，「壯年期」
及「成熟期」。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研究獎項。能達到成熟期的研究階

第二個議題：我對於所獲得的任何一個獎項，都心存極大的感恩。

段，已是大師級人物 ，就如同《倚天屠龍記》中之乾坤大挪移的第七

有很多候選人都值得這個獎勵，但評審委員卻很厚愛的選擇了我。英

層功力。我無此經驗，因此略過不談。青年期與壯年期係以研究資歷來

國作家Gerald Brenan說：「The award of a pure gold medal for

區分，有時更以實際年齡來分界。就國內電信領域而言，青年期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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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的「李國鼎青年研究獎」，申請者不得超過36
歲。中國電機工程學會的「優秀青年電機工程師獎」，申請者不得超過
40歲。「吳大猷先生紀念獎」，申請者不得超過40歲。「中研院年輕學
者著作獎」，申請者為資淺副教授(或副研究員)以下經歷(大概也不超過
37、38歲)。「潘文淵考察研究獎」，申請者不得超過35歲。您若年過
36歲，只能算是「老年才俊」，要申請李國鼎青年研究獎就不符規定，
「米塞啦」。一般而言，一位博士生畢業進入職場大概年屆28-31歲，要
在36歲前能累積足夠的研究貢獻而獲獎並不容易。
在青年期前尚有「幼年期」，亦即在唸博士學位的階段。若在幼年
期能獲得獎項的肯定，則對青年期的研究就有莫大幫助。幼年期與電信
相關的獎項包括「聯發科技獎學金」（MediaTek Fellowship），「潘
文淵獎學金」，Intel Fellowship等。亦有學校級的獎項，例如交通大
學及清華大學的朱順一「合勤獎學金」等。記得我的學生楊舜仁 (現職
清華資工系) 獲得第一屆聯發科技獎學金時，《天下雜誌》有大幅報導
聯發科的「天價獎學金」。看得我這個指導教授直流口水，心中想著，

圖1：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的資訊榮譽獎章(左)及李國鼎穿石獎章(右)

壯年期能爭取的研究獎項與電信相關的也不少，包括中華民國資訊
學會的「李國鼎穿石獎」，「潘文淵研究傑出獎」，「東元獎等」(族繁
不及備載，有興趣的看官可到交大研發處網站瀏覽)。2004年中華民國資
訊學會頒獎有很有趣的現象：該學會最重要的獎項「資訊榮譽獎章」得主
為行政院政務委員林逢慶先生，「李國鼎穿石獎」得主為區區在下，「李
國鼎青年研究獎」得主則為臺大資工系林風教授。得獎人的姓氏皆為「雙
木」，而頒獎人李德財院士則為「單木」。圖1 (左)為資訊榮譽獎章的金
質獎章，圖1 (右) 為李國鼎穿石獎的金質獎章，二者重量相差一倍。

學生研究做的好，指導教授也不無微勞，似乎也應該有點犒賞才合理(例

潘文淵研究傑出獎的人選擴及全世界華人，例如姚其智院士就曾以

如致贈SOGO禮券劵之類)。博士畢業時，可以參加論文競賽。提供電信相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身份獲頒此獎。2005年四位獲獎人除了耶魯大學電

關碩博士論文獎的單位包括宏碁(龍騰)，有庠基金會，中國電機工程學

機系系主任馬佐平教授 (亦為美國工程院院士) 外，分屬臺清交三校教

會，及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等。另外班上前兩名或研究有傑出表現的學生

授：陳銘憲，張正尚，及林某人。頒獎時，大會要求得獎人發表演說關

在畢業時亦有機會被邀請成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當年我以

於「網路科技島，數位零落差」的講題。第一位演講者

全系第一名畢業於成大電機大學部，並未被推薦，而是別的同學被邀請

為馬佐平教授。他專攻半導體研究，引經據典，以摩爾

成為斐陶斐會員，至今我仍想不通原因何在。或許斐陶斐也考核學生品

定理 (Moore's Law; 該定理說：「晶片上的電晶體數

行，那林某人在全系的排名就很落後啦。

量每十八個月增加一倍。」；摩爾的肖像參看圖2) 說
明如何減少數位落差，觀點十分創新。
圖2：Gordon Mo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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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聯會)，有一次東聯會和東元董事長黃茂雄先生在臺北一家高級餐廳聚
餐。黃董事長是個美食家，對那一餐並不滿意(林某人一向吃粗飽的，看
不出有何不對之處)。餐畢堅持帶我們去品嚐他旗下餐廳的手藝(林某人
一直以為東元只賣馬達，不知摩斯漢堡及一些高檔餐廳，黃茂雄先生也
投資) 。一吃之下果然不同凡響。那一天吃過量，差點被扛回旅館。

圖3：史欽泰 (右)説潘文淵研究傑出獎獎座不怕摔

我的研究著重行動服務，很容易說明和數位落差的關聯，因此陳腔
濫調，乏善可陳，不在此細表。剩下兩位的演講就高潮迭起。張正尚提
出他的觀點，而陳銘憲有不同意見，當場辯論。馬佐平教授和我則未加
入戰局，僅是隔岸觀火，聽的樂不可支。潘文淵研究傑出獎的獎座如圖3
所示，根據頒獎者史欽泰院長的說法，這獎座有經過特殊工程設計，不
會翻倒。照我看來，潘文淵研究傑出獎獎座極具重量，甚至可以當胡桃
鉗(Nut Cracker；或者稱為「胡桃槌」更恰當)，將之擺在客廳，家中貓
咪跳來跳去，打翻不少東西，而這獎座則是屹立不搖。
前身為「東元科技獎」的東元獎，改名後益形重視科技與人文的交
流，在2005年的頒獎典禮有黃春明的「杜子春」地方戲曲演出(如圖4所
示)，讓人看得心曠神怡。另一特別之處是頒獎時配偶同時登臺。記得
我是第一個上臺領獎。當時的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先頒獎座給我。李院長
隨後拿出獎金袋。我伸手欲接，李院長卻縮手。兩人角力一番，李院長
終於忍不住，說：「獎金是給你太太的啦。」越過我交給我老婆。此時
才恍然大悟，原來東元獎金不能納入私房錢。東元獎並設有聯誼會(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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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東元獎「杜子春」地方戲曲演出

2006年IEEE臺北分會的最佳影響力獎(Best Impact Award)要求
得獎人發表十分鐘「如何做研究」的講演。我準備了一份投影片檔案，
上頭不外乎如「齊家、治國、平天下」這類正經八百的文章。頒獎典禮
前，大會來電通知，我的檔案是亂碼，要我重送。我記不清原檔案存在
何方，好不容易找出，趕快再寄給大會。頒獎日我上臺演說時才發現給
錯檔案，出現在大會螢幕上的，是我去年在漫畫營演講的投影片，敘述
《將太的壽司》漫畫中廚師佐治安人學做海鰻壽司的經過。我只好以
「學做海鰻壽司」為例說明「如何做研究」。
佐治安人(參見圖5)是雄心萬丈的廚師。別人告訴他海鰻壽司難度很
高，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模仿學會。佐治安人則豪氣的回答：「我不是在
模仿，而是要超越！」這種雄心及豪氣，不也是我們做研究時該努力的
標竿嗎?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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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電信獎項通常會頒發獎座。這些獎座各具

award for a filmmaker so it feels great. But I think you have to

特色，設計上頗具巧思。例如圖3的潘文淵獎座已在

consider awards with some distance and not get obsessed with it.

前面敘述過。東元獎的獎座(參見圖6(a))是球狀，似

When you're creating you shouldn't think about it)。」美國導演

乎在宣示東元企業的全球化。一般人的印象「東元馬

Frank Darabont也說：「I thought I could either be paralyzed by

達」是很本土化的產品。事實上美國軍事潛艇的精密

seven Academy Award nominations and this thing means so much

大型馬達亦是由東元製造。而教育部學術獎的獎座
(參見圖6(b))，根據我女兒Denise的形容，就像是大

to so many people, or I could just go ahead and continue doing
圖 5： 佐治安人

what I do, try to tell the story as well as I can. 」言下之意，人

號的開罐器。這「開罐器」提醒獲獎人，學術研究之路才剛「打開」，

們可以因為獲得七項奧斯卡金像獎提名而興奮的目瞪口呆，陶醉滿足於

未來應更加努力研究。中山學術著作獎的獎座則是國父孫文的肖像(參見

現有成就。但也可以平常心待之，繼續做該做的事。我看過許多人獲獎

圖6(c))，望著你，似乎在說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

後，滿足於現有成就，就不再長進，實在可惜。

IEEE最佳影響力獎的獎座則是很漂亮的水晶地球(參見圖6(d))，期許獲
獎人更努力將其貢獻擴及全世界。

圖6：(a)東元獎, (b)教育部學術獎, (c)中山學術著作獎, (d) IEEE最佳影響力獎

最後，我認為做研究最大的獎賞就是能讓你享受其中的樂趣。外在
的獎勵當然很好，但千萬不要迷失其中。就如同西班牙導演Alejandro
Amenab 所說：「得到奧斯卡金像獎固然是所有製片家所夢寐以求，
但我們應該和獎項保持距離，尤其在創作之時，千萬別成為獎項的奴
隸 (An Oscar means a lot of things because it's like the ulti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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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漫談電信領域很重要的排隊理論(Queueing Theory)。排隊也

在網站上廣為流傳的文章提到排隊最重要的就是前五分鐘，前五分

有理論，這是啥米碗糕？1983到1985年間我在中壢山子頂陸軍通訊學

鐘是最猶豫的，如果前五分鐘沒走，就極可能一直留下來，直到排到自

校服兵役。同寢室有位臺大電機系畢業的預官叫簡憲寧。此公學業成績

己為止。排得越久，越不願意走，是人之常情。這是真的嗎？是否能由

極佳且勤奮好學，休息時間會複習在臺大上課時的筆記。某次瞄到他在

排隊理論來解釋？排隊的現象無所不在，顧客會揣測「應該排那一個服

讀「排隊理論」筆記，不禁嘖嘖稱奇，難以想像這個書呆子連排隊都不

務櫃臺會比較快」或者「到底還要排多久？」相對的，商家也要盤算到

會。同時也很想知道臺大有那個教授那麼無聊，竟然連這種課都能開。

底要開幾個窗口櫃臺才符合最佳邊際效應。諸位看官在高速公路上一定

一問之下，才知這個無聊教授就是張進福。後來我好奇，影印了簡憲寧

有塞車經驗。你看著自己的車停滯不動，而隔壁的車道的車子卻一直前

的筆記(參見圖1)，沒想到這門學問後來變成我謀生的工具。我有一次要

進。你受不了誘惑，決定換線。好不容易插隊，卻發現原來的車道已在

學生去修清華大學李端興教授的電信課程。不久之後，學生滿臉疑惑的

往前移動，而千辛萬苦插隊進來的車道，卻又不動啦。這就是「排隊理

跑來告訴我，李教授的網站寫著「李教授也對排隊有深入的研究。」難

論」學藝不精的後果。

道他要教學生如何插隊？ 我笑著回答：「沒錯，清大教授比較會插隊，
你就好好到清大學會插隊的本事。」學生迷迷糊糊，在看李端興網頁時
漏看「理論」，將「排隊理論」讀成「排隊」。

耳朗(Agner Krarup Erlang；1878–1929)最早研究排隊理論。他
幼時家境很貧窮，但天份優異，1896年以極佳成績獲得獎學金，入學哥
本哈根大學研究數學和自然科學。在參加數學協會的某次會議中他遇到
了哥本哈根電話公司的總工程師傑森。傑森勸耳朗把他的數學技術應用
於電話網路，尤其是電話等待時間(Call Waiting Time)之研究。耳朗
因此於1908年進入了哥本哈根電話公司，並將機率理論應用於電話環
境中的各種問題。他在1909年出版了關於這些問題的第一個篇章《The
Theory of Probabilities and Telephone Conversations》。這篇文章被
認為是排隊理論的濫觴。他在1917年提出電話不通(Call Blocking)及延
遲(Call Delay)的機率公式Erlang Loss Equation，至今仍被廣泛應用。
我研究行動電話系統容量的第一篇論文[註1] 就是將耳朗公式改進，加
入行動用戶移動對電話不通及延遲的影響。
傳統的電話網路採用「線路交換」(Circuit Switching)的方式，當

圖1：張進福筆記的影印本： 我依古代線裝法裝訂後送給好友黃書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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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際網路採用「封包交換」(Packet Switching)的方式，一條線路可

Kleinrock是UCLA的傑出教授(也是美國工程院院士)。臺灣的大學

以同時傳輸不同數據會談(Sessions)的封包，資源使用較有效率，也較

教授有不少是Kleinrock的學生。我在學生時代也有機會多次和他打過交

複雜，因此排隊理論在網際網路上的應用變的極為重要（若將封包想像

道。1992年我擔任IEEE第八屆分散式模擬(Distributed Simulation)國

為排隊的人，則網際網路就是一個排隊系統）。網際網路緣起於1960

際會議的議程主席(Program Chair)，想邀請大師級的人物來給Keynote

年J.C.R. Licklider的專案。1962年由國防部DARPA接手，主導該項

Speech。Kleinrock自然是第一位我想邀請的大師。然而經費有限，不知

計畫之研發。Leonard Kleinrock則於1961年發展出封包交換技術理

能否請的動。沒想到他很乾脆的就答應了，完全不計較演講費。原因是

論，為網際網路連結奠基，並於1964年發表第一本封包交換技術專書

我們會議地點在英國愛丁堡(Edinburgh)，是他很想去拜訪的地方，因此

《Communication Nets：Stochastic Message Flow and Delay》。

一拍即合。各位看官是否記得愛丁堡是本書先前文章所提到Alexander

早期麻省理工學院的Lawrence Roberts利用撥接式電話線，採用線路

Graham Bell的家鄉。我曾拜訪愛丁堡兩次，是風景優美的地方，除了

交換的方式將麻州的電腦與加州的電腦相連，形成廣域網路，但發現

漂亮的水晶礦外，另一個特點是，到處還有中古世紀吊死女巫的古蹟。

電話線的電路交換技術效能不佳。此時Kleinrock的封包交換理論受
到肯定，Roberts於是在1966年到DARPA，開始發展以封包交換為
基礎的ARPANET。Kleinrock於1976年所寫的兩冊巨著《Queueing
Systems》(由Wiley出版社出版)，列舉許多將排隊理論應用到電信
系統的例子(參見圖2)。大部分排隊理論的書籍都有不少誤謬之處。
Kleinrock的書則鮮少錯誤，相當不容易。

2004年我的指導教授Edward Lazowska提名我為ACM Fellow，
Kleinrock也幫我寫推薦信，讓我十分感激。1996年我在整理電信系統評
估資料，打算匯集成書時，苦思第一章要寫什麼。Little's Law是一定要
介紹的，但如何強調其重要性？忽然想起Kleinrock似乎曾告訴我Little's
Law是最基礎的定理。我希望能在書的第一章引用他的話。為了確認，
我特別以電子郵件問他是否曾經說過「If one can only learn one result
in Queueing Theory, it must be Little's result」他說他不記得有說
這句話，但他同意這個說法。這句話或許是我作夢時想出來的。Little's
Law的公式簡單的讓人難以置信，它可以表示成N=xR。這個公式可舉例
解釋如下：待在SOGO百貨裏面的太太小姐之平均人數(N)等於每小時進
入SOGO之人數(x)乘上一個太太小姐平均待在SOGO的小時數(R)。在
一個電信系統，我們可量測該系統的x及R值，如此就可以規劃出這個電
信系統應有多大的容量N。Little's Law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史隆管理學院

圖2：Kleinrock和其著作Queueing Systems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講座教授John D. C. Little於1961年想
出來的。他被公認為市場科學(Marketing Science)的奠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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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的演出。普以松是法國的數學天才，很早就在科學界嶄露頭角，在27
歲時就成為École Polytechnique的正教授。而法國科學界的巨頭拉普拉
斯（Pierre-Simon Laplace；參見圖3(右)）更是視他如親子。林某人對
於普以松及拉普拉斯兩位先賢真是感激不盡。因為我早期的研究是基於
他們的成果，主要運用拉普拉斯轉換（Laplace Transform）技術於普
以松分佈來分析行動用戶的移動分佈，將理論應用於實際行動電信網路
圖3：(左) 普以松 (Siméon-Denis Poisson) 及(右) 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

的效能評估。這項突破廣為後續行動網路研究所採用，已成為標準的研

2006年7月我介紹Google的工程師和遠傳電信合作，將Google的應

究分析方法之一。後來更於1997年改進並發展出運用Inverse Laplace

用架在行動電話系統上。Google的工程師提到一般網站都希望吸引網

Transform技術，能分析行動數據流量對行動網路之影響，可運用於前

友逗留在網站越久越好。而Google則反其道而行，希望網友趕快搜尋

瞻行動管理。

到他們要的資訊，趕快離開。我聽了不禁莞爾。Google的工程師提到
許多商業上的理由，說明為何他們有如此策略。但從技術的觀點而言，
Google也非如此做不可。原因是瀏覽Google的人次(x)增加的太快，如
果Google不加快搜尋速度(亦即有效的降低R)，則其系統的容量N很快就
會爆掉。直到今天，Google一直能有效的降低R值，是相當不容易的。

我閒極無聊時，就會想在日常活動中驗證排隊理論。有一次在
COSTCO大賣場觀察收銀臺的結帳過程。根據排隊理論，照理說只要
時間夠長，每個收銀臺的排隊長度應都差不多。林某人蹲在旁邊兩個鐘
頭，觀察到其實不然，有一個收銀臺的隊伍特別長。原因是該收銀臺小
姐長的特別漂亮，所有男生都擠過去，而且結帳時老在磨蹭，不肯離

當我們以排隊理論研究電信相關的議題時，往往會用到「普以松程

開。可見不懂心理學，排隊理論還是不管用的。英國作家George Mikes

序」(Poission Process)。普以松分佈(Poisson Distribution)被用來估

曾用排隊來嘲笑英國人矯揉做作，即使是一個人，也會正經八百的假

計在一段時間內電話撥打進來的數目。這個分佈的形式非常漂亮。如

裝在排隊（An Englishman, even if he is alone, forms an orderly

果我們為全世界的機率分佈來舉辦一次選美大會，那普以松分佈鐵定

queue of one.）。

會拿到完美的十分。這個分佈是由法國的數學家普以松(Sim é o n-Denis
Poisson；1781–1840；參見圖3(左))於1838年所發現，發表於其文章
《Recherches sur la probabilité des jugements en matières criminelles
et matière civil》，主要應用在犯罪行為之研究。普以松分佈的應用極
廣，甚至被用來計算普魯士軍隊中士兵被馬踢死的數目。很不幸，在發

[註1] Lin, Y. - B., Mohan, S., and Noerpel, A. Analyzing
Queueing Priority Channel Assignment Strategies for
Hand-off and Initial Access for a PCS Network. 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 43(3)：704-712,
1994.

現普以松分佈後兩年，普以松就蒙主寵召，駕鶴西歸，否則他會有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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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因為電信專長被邀請加入經濟部的技審委員會，審查相關的

力。金庸小說也有類似的筆法，例如《射雕英雄傳》中的洪七公與歐陽

「技術處科專」計畫及「工業局主導性新產品」計畫。電信領域的召

鋒，因相互競爭的心結，而彼此武功大進。我們也期待申請廠商能以

集人為鐘嘉德，一開始老是丟一些SOC的案子要我當主審。SOC實

不同於《棋魂》的方式來詮釋「棋逢敵手」的精神，如此或許能較《棋

非我專長，因此拜託鐘嘉德換別種案子。鐘嘉德很夠朋友，就不再丟

魂》更上一層樓。

SOC案子給我。但我發覺，漸漸開始在審「數位內容」的案子啦。
「數位內容」雖然不在我的研究領域，但總算和電信服務有關係。主
審過幾個案子後，覺得國內「數位內容」的水準仍有提升的空間，因
此我對於經濟部以經費來輔導廠商，也有極大期許。舉例而言，有一
家廠商申請經濟部補助，要製作一部以象棋為故事主軸的卡通連續
劇。我奉命主審。

接下請申請廠商說明創意賣點：每當棋局開始時，看到棋盤上的是
正常的棋子。而棋子移動時則化身成卡通造型，如機器人卡通一般，大
打出手。在廠商播放的樣片中，看的出每個棋子造型極為華麗，可見有
用心構思。然而不同棋子造型的份量都差不多。審查委員之一的曾憲雄
教授是象棋高手，認為他們設計的造型及動作較適合圍棋而非象棋。圍
棋每一子功能相同。而象棋每一子都有其特殊功能，因此卡通的造型動
作也應依其功能設計，不應將「兵」這個棋子和「車」這個棋子等量齊
觀。
至於「棋子如機器人卡通一般，大打出手」，熱鬧有餘，並無法賦
予每顆棋子的象徵意義。象棋高手善於組合棋子的功能，是劇情應表現
出來的。例如炮的用法，《橘中祕》有所謂的當頭訣，土角訣，飛炮
訣，象局訣，及破象訣。每個口訣都極傳神，例如當頭訣是：「起炮在

圖1：《棋魂》中進藤光的造型

首先詢問申請廠商故事的主軸。廠商回答道：是男主角為了追女
主角而學象棋。這種學棋的動機，日本漫畫《棋魂》也有類似的情
節。《棋魂》的主角進藤光(參看圖1)，也是因故被迫學圍棋，但入
門之後，如何再往下製造高潮，就益形重要。申請廠商在這方面如何
發展並未交代。我舉進藤光為例。他為了和另一位圍棋高手塔矢亮競

160

中宮，比諸局較雄。馬常守中卒，士上將防空。象要車相護，卒從左右
攻。若將炮臨敵，馬出渡河從。」從這口訣就能很清楚的將陣勢表現出
來，整個卡通佈景及動線也已很清楚的在我腦中浮現。曾憲雄教授強調
下棋到相當程度一定要懂棋譜。能利用動畫的劇情教育小朋友學會各種
棋譜，則此數位內容的價值就很不得了。《棋魂》漫畫中的棋局都是精
心設計出的，並有圍棋五段的梅澤由里香監修。

爭，因此能不斷努力成長。《棋魂》的作者很清楚的告訴讀者「圍棋

由棋譜衍生出來的下一個問題是，提案是否涵蓋益智知識。廠商說

是無法一個人下的」，說明棋逢敵手，才有真正的樂趣及努力的動

象棋的許多典故會在劇中提起，但細節尚在進行。象棋的確有許多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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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事，可提供小朋友益智知識。唐宰相牛僧孺著有《元怪錄》一書

獎金，向外徵求點子。花錢買點子並非不可。例如《讀者文摘》就常花

(唐朝的宰相真是閒閒沒事幹，除了和政敵鬥來鬥去，就是寫些怪力亂

錢徵求有創意的文章。但《讀者文摘》的編輯過濾文章的標準極為嚴

神)，提到岑順因夢而掘出一副「金象局」，「列馬滿枰……及象戰行馬

格 (依我個人的經驗，《讀者文摘》的錄取率比嚴謹學術學刊如 IEEE

之勢也。」 即是現在象棋的前身。「馬」在盛唐是對象棋棋子的通稱，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還低)，國內「數位內容」徵求創意點子的

反映唐代文化生活。南宋著名女詞人李清照也是精于棋弈的，她寫《打

方式若能朝此方向努力，則水準很快能提升。

馬圖經》一書，所列出的象棋棋盤，已和現代的棋盤完全相同。經過些
許想像力的串連，可以將中國文化生動的表現在卡通上。《棋魂》漫畫
將日本圍棋最偉大的棋士本因坊秀策融入故事。看過《棋魂》後，連
不會下圍棋的我都知道本因坊的乳名是虎次郎，也不致於將本因坊唸成
「本田坊」。國內數位內容若能將益智知識融入故事，而不流於說教，
那就成功了。

國外有極具創新及趣味價值的漫畫創作，例如寺澤大介的《將太的
壽司》及手塚治虫(Tezuka；參見圖2)的作品，足以當作我國「數位內
容」學習的典範。甚至描述本土的漫畫，水準高的，也有出自外國人之
手。例如最近我看《出生在她方》這本漫畫，繪畫臺灣的風土人情，入
木三分，極具文學與藝術價值，作者是法國人Johanna Schipper(參見圖
3)。Johanna的父親是法國民俗學家，年輕時旅居臺灣。後來在臺南由天

申請廠商提供樣片中的背景是現代化建築，但看不出地點為何。審

師受籙簶後正式入道。他可能是第一位(或許是唯一的一位)成為「烏頭師

查委員建議應考慮將場景放在臺灣，最好能秀出臺北一○一大樓，將臺

公」(天師派道士) 的法國人。Johanna出生於臺灣，從小耳濡目染，因

灣的地標宣揚於國際 (事實上以臺灣為場景，往往能吸引日本觀眾)。若

此能畫出深刻傳神的臺灣民俗漫畫。

以大陸客戶為主，或可考慮上海、蘇州等有特色的場景，以爭取觀眾的
認同感。例如《棋魂》的場景在東京，鄭問的早期漫畫將野柳女王頭入
鏡，都是很好的範例。各位看官若讀過高陽的清末小說，會發現他對北
京街道的描述，就如同老北京一樣，栩栩如生，極為寫實(事實上高陽並
未去過北京！)。我每次讀《水滸傳》敘述汴京的章節時，就會對照張擇
端所畫的《清明上河圖》，其敘述與圖畫完全吻合，讀起來特別趣味盎
然。以動畫為主的數位內容如果連背景的重要細節都能考慮，那就很精
緻了(日本觀眾最講究這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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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手塚治虫

手塚治虫是醫生，因此他能在《怪醫秦博士》(ブラック・ジャック 英譯Black Jack)中
提供許多醫學常識，並成為日本醫學漫畫的先河。由上述例子，我們可

以上案例將棋子化為卡通造型，算是為數位創意踏出第一步，如何

看出在創作時domain knowledge的重要性。又如寺澤大介，最擅長描述

往下走，則需更加努力。有些「數位內容」案子的創意來源是每次懸賞

食物的美味，他筆下的食物造型與主角對白讓讀者覺得十分美味，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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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人不禁流口水讚嘆，料理也有如此深奧的學問！雖然他穩坐料理漫畫

參與，善加輔導廠商，也不要單純為了鼓勵，而降低對藝術的要求。很多

界的第一把交椅，他仍然不斷創新研發，嘗試以料理為本，跨越不同領

廠商認為對藝術的要求太曲高和寡，他們製造一些罐頭式的「數位內容」

域，完成《美食偵探王》。在這部漫畫，寺澤大介創造了一個好食的偵

也能賺錢，為何要改變他們？我同意廠商有其生存之道，政府不應干預。

探，往往在犯罪現場殘留的食物，推解出一樁又一樁費解的刑事難題。

在審查有這種想法的廠商，我們自然秉筆直書，盡抒胸臆，認為這些廠商

這種不滿足於現狀，而能精益求精的態度，才會有灼灼燦爛的成就。

自行努力「製造罐頭」，也就不應要求政府補助。臺灣要發展電信應用服
務，必須再大幅度提升數位內容的水
準，才有辦法擴展到國際市場。立竿
見影的方法之一是尋求已存在的優質
創作，直接數位化，例如早期劉興欽
(參見圖4(左))的《阿三哥 ・ 大 嬸婆》創
作(林某人早期漫畫就是模仿劉興欽的
畫法)。

圖 3：Johanna拿地圖在臺南尋根

日本漫畫水準之高，更可由下述例子窺見一二：2006年12月16日，
《中國時報》有如下的報導：大同大學生物工程系教授段國仁數年前因
指導學生，開始研究清酒的手工釀造術。不懂日文的他遍讀日文造酒文
獻後仍百思不解；最後，邊看日本漫畫《夏子的酒》邊摸索，終於領略
出箇中訣竅。段教授據此開設「酒類釀造工程」。修課的研究生表示，
學到釀酒的技術與品酒的技巧，也瞭解到酒與疾病的關係。另一個例子
是《棋魂》漫畫，在日本掀起圍棋風潮，很多人因此引起興趣，學習圍
棋。反觀國內數位內容產品，則鮮少能勵志且造成風潮。很顯然，我國
的數位內容是「數位」有餘，而「內容」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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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審查動畫的數位內容案子時，

圖 4：(左)劉興欽，(右)林某人

我主要看導演的表現。華德•迪斯奈在1934年決定製作《白雪公主》動
畫時，集合了他的動畫家，當場一個人將故事表演一遍。當他最後扮演
成白雪公主被王子吻醒時，有幾位動畫家當場感動落淚。迪斯奈某次缺
錢製片，到銀行Bank of America借貸，同樣表演片中的劇情。銀行主
管當場簽下50萬美元支票，說：「這是Lillian Gish(擅演悲苦角色)演出
《Way Down East》以來，最棒的表演。」《白雪公主》被著名影評
人譽為電影史上最偉大的片子，它的票房紀錄直到《亂世佳人》(Gone
with the Wind)推出後才被打破。數位內容案子的導演若能將其理念生
動表達出，則其產品成功的機會就很高，很值得政府補助。若只是陳腔

的確，在我審查的許多計畫中，發現國內有不少「號稱」具資訊背

爛調，即使宣稱有多好的數位技術，我也很難相信案子會成功。因此將

景的數位內容創作者，並無藝術背景。他們本身藝術素養的不斷提升是有

真正具有文學及藝術天份的人才，導入數位內容產業，是刻不容緩的功

必要的。「數位內容」 計畫之審查也應留意再強化文學藝術方面的專家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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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2002年7月及2006年8月兩度至美國華盛頓特區(Washington

鮑威爾(參見圖2)曾經在電信管制方面萬分努

D.C.)拜訪聯邦通信委員會(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簡

力卻又屢屢不成功，主要原因是在21世紀初，新舊

稱FCC；其徽章如圖1所示)。FCC於1934年成立，主管美國的廣播與電

技術激烈碰撞的環境下，各方利益爭論不斷，現行

信業務，下設有6個局(Bureaus)與10個幕僚室(Staff Offices)，包括大

《電信法》已無法反應現實狀況。尤其是2004年的

眾傳播、公眾電信、無線電信與有線電視管理局等單位，以執行其相關

兩大宗無線業的併購案重塑了美國無線電信市場的

業務。所有局室由FCC委員(Commissioners)監督。FCC委員共五位，

生態。區域性(Local)電話、長途電話、無線電話、

由總統任命，國會同意後，任期為五年。每個政黨所屬的委員不得超過3

有線電視各方激戰競爭。法規不符現實，讓電信行

人。1975年以前FCC委員大多是法律或媒體背景。1975年後，則以律師

業很不耐煩的登廣告抱怨道：「我們的《電信法》

或經濟家為主。

從制訂之初就是一個怪胎。」1996年美國《電信法》規範獨立的電信服

圖2：Michael K. Powell

務領域，包括固網(Fixed Network)、無線(Mobile Network)、有線電
視(Cables)和廣播(Broadcasting)，並給予非常明確的範圍。但技術的進
步已經讓這些區隔變得毫無意義。新技術的整合，再加上消費者的通信
方式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導致原來獨立的電信服務領域彼此進行白熱
化的競爭。
2005年初美國行動電話產值已超過固網電話(事實上臺灣也是如此，
圖1：FCC的徽章

FCC負責掌理非聯邦政府機關（包括州政府與其他地方政府、民間

話的數量還要多(我女兒在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宿舍只用手機，

商業）使用無線電頻率之分配管理。FCC的裁決威力及於美國50州。它

根本不用固定電話)。有線電視公司推出了電話服務，而電話公司也推出

負責裁決州與州之間的通訊行為，也有權力對於美國與外國之間的通訊

視訊服務。寬頻接取使網際網路電話(Voice over IP簡稱VoIP)加入戰

行為做裁決。對於州內的電信法案，FCC則無權過問(此部份的法案是由

局，各方人馬如同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在競爭的過程中，大家異口同

州立委員會所決定)。就如同臺灣的NCC，FCC也有政黨問題。我2002

聲，都認為《電信法》應該修訂，但對於如何修訂卻是堅持己見，各自

年拜訪FCC時的主席是邁可‧鮑威爾(Michael K. Powell)，而2006

表述，僵持不下。更糟糕的是，國會似乎還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辦，不把

年再度拜訪FCC時，鮑威爾已因理念不合，被不同政黨的卡文‧馬丁

《電信法》當一回事，而民眾更是看得霧煞煞。

(Kevin J. Martin) 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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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ut the ownership rules at all. Th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don't
even know what the rules say, to be perfectly candid.」他很傷腦
筋的指出，在爭議的過程，大夥都不知道遊戲規則到底在說啥。2004
年一次FCC的「區域性電話競爭規則」(Local Telephone Competition
Rules)爭議中，法院判定鮑威爾敗給馬丁(新聞報導著：Powell was
outflanked by Republican Kevin Martin，「outflanked」一字將其鬥
爭生動的描述，可圈可點)。鮑威爾因此於2005年宣布離職。身為布希總
統人馬的馬丁在代理FCC主席一年後，於2006年由布希總統真除任命成
為現任的FCC主席。馬丁在上任後，將鮑威爾人馬全數「鏟除」(套句英
文字，就是Purge的意思)。
美國FCC經費充足，大樓租用五星級飯店(參見圖3)，氣派與格局
和臺灣的NCC不可同日而語。我於2002年7月由亞洲專員Anita Dey
(Regional Specialist for Asia)安排拜訪FCC。當時美國剛經歷 911事
件，政府部門如臨大敵，安檢十分嚴格。FCC大樓可遠遠眺望國防部五
角大廈。FCC的官員告訴我，當飛機撞到五角大廈時，他們都感覺得到
震動，也看到濃煙，煙味經月不散。我2002年的拜訪，主要是和FCC的
官員討論號碼可攜(Number Portability)的議題。那時我幫電信總局規
劃臺灣的號碼可攜機制，專程到FCC來交換意見。臺灣的號碼可攜機制
於2005年完成建置，小弟我亦不無微勞。關於固網的號碼可攜的詳細內

圖3：美國 FCC經費充足，大樓是五星級飯店

參訪FCC那天正值電信業者和FCC的官員開會，討論是否要在2002
年實施行動電話號碼可攜。在場的電信業者各個哀嚎，戟天發誓絕對無
法在2002年底建置完成。後來FCC決議順延一年。FCC制定通信法規，
首先書面宣告此一法規的法源根據，並且列舉所有應該決定的事項，以
及相關的考慮因素。公告此一文件後，FCC會舉辦公聽會，請社會大眾
提出建議和評論，希望能夠凝聚共識。FCC再彙整大家的意見，提出一
份草案，詳述委員會做決定的基礎。這份草案會再公佈，請大眾討論實
際執行的細則。而後委員會再根據大眾所提出的書面資料，彙整成一份
法規，由委員會正式頒佈。當FCC廣發英雄帖，徵詢意見時，各路好
漢，要眼明手快的發表意見，如果在該說的時機和場合沒有表達立場，
以後在別的場合就免開尊口，甭提啦，因為時機已過，說了也沒有用。

容，各位請參考拙著《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

2006年8月經由FCC國際事務局(International Bureau)的Tjuana

第15章。而行動電話號碼可攜的詳細內容，則可參考拙著《Wireless

Price-Salmon(參看圖4)安排，我再度拜訪FCC。主要是要討論與VoIP

and Mobile All-IP Networks》第13章。

相關的法規。和我會面的是固網競爭事務局(Wireline Competition
Bureau)的副局長(Deputy Chief)Julie A. Veach，討論VoIP的相關法
規(Regulation)，監控(Monitoring)，以及緊急電話(Emergency calls)。
VoIP的法規是否由各州政府來制定，仍有爭議。FCC當然會傾向由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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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以一統江湖。VoIP的監控一直是問題，如果連接到公共電話網

提起訴訟，指控FCC在核發電視、廣播、行動電話等通訊電塔的執照

路，還易管理。若是純粹IP對IP的電話，就很難追蹤(君不見有水準的街

時，每年造成大量的鳥類死亡。由於夜間飛行時受到通訊塔上的燈光影

頭幫派都以MSN連絡嗎)。FBI一直要FCC提供IP對IP的監控，FCC的答

響，使牠們撞上塔臺、與其他的鳥相撞或衝撞地面，美國每年有超過

案是「莫法度」，現階段仍須審慎考慮，非不為也，乃不能為也。至於

5,000萬隻的鳥類因而喪命。處理這種「鳥事」，FCC也是傷透腦筋。

緊急電話，也很麻煩。IP電話和固網電話的一大區別是，IP電話可以被
帶到全世界任何一地使用。但位置一換，VoIP的服務運營商就無法認定
用戶端撥出緊急電話的真正位置。臺灣也面臨同樣問題，VoIP真是讓人
又愛又恨。

FCC委員之間的理念也往往不同。若僵持不下，最後會在FCC與參
眾兩院的特殊委員會上辯論，一決勝負。2001年10月11日FCC宣佈，容
許非商業性的教育電視產業（Noncommercial Educational Television,
NCE）使用多餘的頻寬，進行商業性的服務開發。所容許的營業項目包
含：電腦軟體下載、資料傳輸、互動服務、聲音傳訊、呼叫服務、語音
傳送、錄像訂閱服務等等。而以上的服務所得之5% 做為頻寬使用費，
上繳聯邦政府。此項政策被視為APTS（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s
Public Television Stations）多年遊說政府的一大勝利。APTS主席
John Lawson指出公共電視總算可以脫離「吃不飽、餓不死」的窘境，
導向自立自足的經營，也是公共電視開始解禁的兆頭，希望因解禁而帶
來市場的良性發展。

圖4：我和Tjuana Price-Salmon 合照於FCC的國際事務局(International Bureau)

一的民主黨籍委員Michael J. Copps投下反對票，因為他認為此政策會

FCC管的事有時很瑣碎，往往疲於奔命，被人嘲笑是「以加農炮打

混淆公共電視的獨特價值，同時扭曲了公共電視的形象。另外向來支持

一群蚊子」，殺雞用牛刀。諸位看官是否記得2004年超級盃足球賽的

公共利益的媒體運動團體Media Access Project(MAP)也指出這項規定

中場演出？當時流行歌手賈斯汀•丁伯擂(Justin Timberlake)扯下了珍

無疑是公共電視與商業經營的「浮士德與魔鬼」交易，公共電視會因此

娜•傑克森(Janet Jackson)緊身上衣的一部份，裸露她半邊胸部。雖然

混淆了使命，並且違法。MAP認為多餘的頻寬應該貢獻給公眾用節目，

播出時間短，美國民眾卻對該事件大為嘩然。FCC因此對美國哥倫比亞

而非作為商業用途。此項政策會影響贊助者的意願，並給國會議員一個

廣播公司(CBS)罰款55萬美元。

刪減預算的口實。果不其然，FCC宣佈該政策當天，共和黨議員Cliff

FCC也常常會被其他的團體控訴。2005年5月美國保育團體對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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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C之旅側記--宇宙俱樂部
體Citizens for Independent Public Broadcasting(CIPB)也反對，認
為所謂「實質」多數民眾需求之外的頻譜，定義模糊。同時如果所有頻

The Cosmos Club stands as “the closet thing to a social
headquarters for Washington's intellectual elite”

譜都劃分出基本服務與出租服務用途，將來高畫質電視所需頻寬就不存

Wallace Stegner

在了。以上種種爭議容易被認為與FCC委員自身利益有關。他們卸任後

我於2006年8月訪問FCC，討論網路電話(VoIP)議題。同一時期亦

有可能到相關產業工作，因此在政策制定上難免偏袒業者。臺灣為了防

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JHU；參見圖1)分別

弊，在NCC組織法設有旋轉門條款，規定委員離職後三年內不得至與業

拜訪兩位中央研究院院士，黃周汝吉教授及黃秉乾教授。汝吉院士帶我

務直接或間接有關係的營利事業擔任職務。

到JHU的教授俱樂部(名稱為The Johns Hopkins Club)吃飯。美國大學

而免不了的，FCC也像臺灣NCC一樣，常常無辜的被捲入政治

的教授俱樂部都極為典雅，且各具特色，代表該大學的風格，通常也都

風暴。FCC在雷根時期，與政府理念不同，預算編列時遭中央政府大

有些繁文縟節的規定，例如外賓只能由校內教授帶領才能入內。各位看

砍。又例如美國資深媒體人Mark Hyman道：他很驚訝會有總統候選

官若看過《A Beautiful Mind》這部電影，應有印象當中的一幕，諾貝

人威脅說「當他當選後會利用FCC來報復不支持他的媒體。」(For a

爾獎委員會的人到普林斯頓大學來拜訪約翰•奈許(Among John Nash)

presidential candidate to imply that they might use the independent

時，約他到該校教授俱樂部喝下午茶。奈許躊躇不敢入內，因為他不是

regulatory process of the FCC to exact revenge against media

普林斯頓大學的正式教授 (這是電影情節，和事實有些出入)。由此可

organizations not supportive of their cause is astounding.)

知，教授俱樂部的設計是多麼的矜持拘泥。

圖1：(左) 林某人與汝吉院士 (右)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在Johns Hopkins Club用餐時，汝吉院士告訴我，以前美國大學
較沒有男女平等的觀念。1960年代她單獨進入教授俱樂部時被門房擋在
門外。門房隨便用個理由，說只有正教授可以進入。而汝吉院士正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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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HU第一個，也是當時絕無僅有的一位女性正教授。我問：「後來門房

是一個猶太及基督的全國性聯盟(National Coalition of Jews and

讓妳進入嗎？」汝吉院士輕描淡寫的回答：「沒有，門房最後說我沒有

Christians)。電子郵件繼續寫：「事實上我應該早點拿到這些頭銜才

打領帶，不能入內。」(和汝吉院士對話的印象大抵如此，可能有小出

對。」當華府的一些政治人物如Sen. Byron L. Dorgan等人讀到這裡，

入)。Johns Hopkins Club為歷史學家亞當(Herbert Baxter Adams)於

各個捧腹大笑。

1899年所創立。亞當將科學的檢視方式導入歷史寫作，影響後代的歷史
學家。他於1893年所寫的書Life and Writings of Jared Sparks為社會
科學的巨著。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到此為止，而《西雅圖郵報》則繼續爆料
說，身為猶太教祭司的Daniel Lapin，全心祝福的問：「我需要知道
我要做什麼事，是幫你寫信呢？還是給你一張獎牌？」Abramoff回

數日之後，本來也是約好由我到JHU拜訪秉乾院士。不過那幾天我

信說：「也許就是一些看起來很好聽的獎項名稱及得獎時間就可以

正在華盛頓特區(華府；Washington D.C.)訪問FCC，因此和秉乾院士相

啦。當宇宙俱樂部詢問時，只要你能證明(或者我們可以找別人來證

約在華府會面。秉乾院士建議去宇宙俱樂部(The Cosmos Club)午餐。

明)有這碼子事，那就搞定啦。你能否想些有創意的頭銜，或者由我來

我心中想，這個俱樂部的名稱還真有夠怪，會比Johns Hopkins Club高

出主意(Abramoff的原文很妙，他說：should I dip into my bag of

級嗎？該俱樂部位於麻州大道及佛州大道交接，就在韓國大使館附近，

tricks)？」新聞沒說Abramoff是否成為宇宙俱樂部會員。在網站部落

路我還算熟。印象裡並無大飯店般的俱樂部。後來才知「宇宙俱樂部」

格上，大家都很好奇的希望得到答案。宇宙俱樂部的一位會員Martin

在華府是赫赫有名的私人俱樂部，成員包括3位總統及2位副總統。

Reuss在網路上回覆：「宇宙俱樂部有做好把關動作，這傢伙並未獲准

美國有位著名的政治遊說家Jack Abramoff於2006年11月(寫本文時

入會。」

的前一個月)因詐騙美國 印地安族裔而被判刑，鋃鐺入獄。《美國華盛

驅車至宇宙俱樂部時，發現是很漂亮的建築(參見圖2)，叫做

頓郵報》報導他和一位保守派宗教領袖Daniel Lapin的電子郵件往來，

Townsend Mansion。進入屋內，迎面的是古典精緻的玄關，入內則是富

和宇宙俱樂部有關。Abramoff 寫道：「我實在痛恨向您提出這麼愚蠢

麗堂皇的大廳，派頭甚大。我像劉姥姥逛大觀園一般，屏息戰戰兢兢的跟

的要求，但最近有人要提名我為宇宙俱樂部的會員—您或許也聽過，這

著門房到餐廳。秉乾院士(參見圖3(c))很悠閒自在的坐在餐桌前，請我們

是一家在華府極富盛名的俱樂部，會員包括諾貝爾獎得主。」Abramoff

點菜。太太櫻芳 (參見圖3(d))發現菜單並未列價錢。秉乾院士微笑解釋：

接著寫道：「我面臨的問題是，宇宙俱樂部會員至少都要得過一、兩

「俱樂部訪客的菜單是不標價錢的，訪客也不能付餐費。會員的菜單才列

個學術性的獎項。不幸的是，我從來未曾獲獎。您覺得是不是有這麼

價錢，也只有會員可以付餐費。」這項措施大概是要避免訪客做出搶著付

個可能性，讓我從Toward Tradition拿個較學術的頭銜，例如猶太教

鈔的不雅舉動。

法典的研究學者(Scholar of Talmudic Studies)？」Toward Tra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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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很熱心的和秉乾院士一起帶我們參觀俱樂部。來到一房間，掛滿
會員照片，共分三區。第一區為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得主，共56
人。第二區為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主，共32人。第三區為總統獎章
(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得主，共45人。「我的指導教授在這
裡，他是諾貝爾獎得主。」秉乾院士很滿意的指著一張照片說著。更離
譜的是，還有郵票區。秉乾院士的朋友補充說：「是會員肖像被製為美
圖2：宇宙俱樂部：建築及徽章

國的紀念郵票者是也。」

秉乾院士順便說明一些餐廳規矩。打領帶當然是必然的基本禮儀

順樓梯而上，有一書房，書籍汗牛充棟，排列壯觀，都是宇宙俱樂

囉。用餐時不准談生意或公事。事實上，宇宙俱樂部更明確的規定不可

部會員的著作。秉乾院士的朋友忽然很親熱的對我說：「我是會員舉薦

帶超過兩張紙的文件上桌。違者立刻會被請出餐廳。當我要點菜時，侍

委員會的委員，Jason感興趣加入嗎？我可以來推薦。」(Jason就是林某

者拿錯菜單，給我會員的版本。因此我很不幸的看到菜單的標價。每道

人的洋學名。)我當場愣住，答不出話來。他以為我默認，便興致勃勃

菜的價錢都很「高貴」，讓我這個土包子咋舌不已。用餐時，秉乾院士

的問：「你得過啥獎？」我遙望樓下一片諾貝爾獎得主，覺得自己好渺

問菜還可以嗎，太太和女兒Denise(參見圖3(a))吃的津津有味，都齊聲讚

小，怯生生的搖頭。他的眉頭一揚，似乎覺得事情有些棘手，嘗試著將

好。我點的是馬里蘭州名產「螃蟹餅」(Crab Cake)，當然好吃的不得

死馬當活馬醫，繼續再問：「然則你寫過幾本書？」我很慚愧，囁嚅的

了，只是想到讓秉乾院士破費，就有點坐立難安。

回答：「只有兩本歪理(Wiley)的書。」他鬆了一口氣說：「勉強可以
啦。哪天寄來給我，我幫你送到委員會審查一下。」我聽了唯唯稱是，
一陣慌亂，連他的名片都弄丟了，真是罪過。我想我還是好好做研究，
等到有些成就後，再請他推薦吧。
宇宙俱樂部於1878年由一位曾經在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擔任少校的冒
險家John Wesley Powell(參見圖4) 創立。Powell的故事被迪士尼於
1960拍攝成經典冒險電影，片名為《十勇士》（Ten Who Dared）。
故事發生在1869年，Powell 帶領一群勇士深入美國西部的大峽谷當

圖3：宇宙俱樂部餐廳：由左至右 (a)女兒Denise，(b)林某人，(c)秉乾院士，及(d)太太櫻芳

餐畢，有位俱樂部會員過來和秉乾院士打招呼。他知道我是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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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電話公司與葛林法官
我1985年赴美國西雅圖(Seattle)就讀計算機
科學系，常聽美國同學討論畢業後的工作，若
要苦幹做研究，就應該到IBM實驗室工作，想
要輕鬆退休，就應該到Bell Lab(貝爾實驗室)或
Bellcore(Bell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其商
標如圖1所示)這種單位。因此覺得IBM Watson
Lab是比貝爾實驗室有研究氣氛的誤導印象。
圖4：John Wesley Powell

宇宙俱樂部的宗旨在於促進會員的科學、人文，及藝術學養。1888

圖1：林某人的Bellcore便條紙

貝爾電話公司的創辦人亞歷山大•葛拉
姆•貝爾(Alexander Graham Bell)我已在以前

年1月13日，有33個人在宇宙俱樂部聚會，成立美國國家地理學會。同

的文章介紹過。IBM的創辦人為湯瑪士•華生

一年的10月，該學會創辦了享譽全球的《國家地理》雜誌。英國作家吉

(Thomas J. Watson；如圖2所示)，曾說過當時被

普林（Rudyard Kipling）提到有一天晚上，他跟老羅斯福(Theodore

認為有遠見的話，被人記錄下來，但事後被證明大

Roosevelt) 在宇宙俱樂部共餐，完全被老羅斯福的溫和說服力給迷住，

錯特錯。他說：「全世界的市場需求只要5部電腦

才吃完飯他就知道自己著魔了。他說：「我蜷在他對面的椅子上聽著、
想著，然後宇宙就天旋地轉了起來，都是老羅斯福給轉的。」當我坐在
宇宙俱樂部舒適的椅子時，想像許多名人在此，頗能體會吉普林的感

(I think there is a world market for maybe five
computers)。」

1990年我畢業時找工作，到紐澤西州摩里斯鎮的Bellcore面試，和

受。
如同前述的Johns Hopkins Club，宇宙俱樂部早期也排斥女性 (扶
輪社不也是如此？)，經由艱辛的三次表決程序，才開放接受女性會員的
推薦。而更在1990年代選出第一位女性會長Janet L. Norwood。Powell
成立宇宙俱樂部源自於他渴望對未知事物的探索。他說：「We have an
unknown distance yet to run, an unknown river to explore. What
falls there are, we know not; what rocks beset the channel, we
know not; what walls ride over the river, we know not. Ah, well!
we may conjecture many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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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面試官相談甚歡。這位仁兄是「老Bell Lab」，告訴我許多貝爾
實驗室的軼聞趣事。他提起以前新員工到貝爾實驗室報到，問老闆要做
什麼工作，老闆會說：「新來的不要急，先熟環境後再說。」閒晃兩年
過後再去找老闆，老闆會說：「既然環境已熟悉，就自己隨便想個題
目做做。」我的面試官還說在貝爾實驗室的猶太人都懂中文字，例如
「東」、「西」、「南」、「北」、「一萬」、「兩萬」之類。原來老
中閒的發慌，就打起麻將。猶太人在旁邊觀看，久而久之也學會，手癢
捲起袖子，跟著上桌打起麻將。我說有這種工作環境豈不是「老鼠掉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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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奶缸」，都不想下班啦。「老Bell Lab」嚴肅的說： 「就是因為有
這種自由環境，貝爾實驗室才會產生出諾貝爾獎得主。」想一想也有道
理。UNIX 作業系統不就是這樣產生的嗎?
1965年麻省理工學院發展MULTICS 計畫，能支援上百人上線同
時分享一部大電腦。麻省理工學院找通用電子公司（General Electric
Company）發展大型主機，而貝爾實驗室則負責承包軟體工程。1969
年貝爾實驗室成員退出MULTICS計畫，讓Bell Lab的研究員Ken
Thompson大為恐慌。因為他在MULTICS系統中開發出一個遊戲軟體叫
「太空漫遊」（Space Travel），天天打電動，玩的樂不思蜀。一旦退
出MULTICS計畫，就沒得玩啦。於是Ken Thompson便和玩友Dennis
Ritchie聯手設計一套輕便的作業系統，能讓兩位使用者同時上線使用，
正好讓他們哥倆一起打「太空漫遊」。這套新的作業系統就是後來赫赫
有名的「UNIX」。這種「寓工作於樂」的方式倒挺合適林某人。
Bellcore面試結束返回西雅圖後，指導教授Professor Edward

圖4：貝爾系統商標的演進

當時我亦為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錄取為助
教授，在當教授及研究員的抉擇之間掙扎。後來決定加入Bellcore，覺
得一畢業就能退休也挺好的。但是報到上班後卻和想像的不一樣。人人

Lazowska(參見圖3)馬上召見。指導教授說我

似乎還蠻緊張的在工作，毫不鬆懈。我趕緊將面試我的「老Bell Lab」

搭飛機由紐澤西返西雅圖途中，Bellcore就來電

拉到一旁問怎麼回事。「老Bell Lab」說這要怪那個該死的葛林法官

告知要錄用我啦。他很困惑的問我：「Bellcore

(Harold H. Greene)。此公何許人也? 待我慢慢道來。

說很喜歡你忠厚老實的態度。這是怎麼一回事

提起葛林法官，豐功偉業甚多，包括他對1964年的人權法案(Civil

啊?」知徒莫若師，指導教授和我相處五年，知

Rights Act)，1965年的投票權法案(Voting Rights Act)的貢獻。但當

道「忠厚老實」這句考語很難和林某人扯上關

人提起他時，想到的是他在1980年代將AT&T拆散的傑作。歷經近百年

係。大概我英文不佳，講話結結巴巴，Bellcore
以為我是老實的「阿木林」，就錄取啦。

圖3：Edward Lazowska

的經營 (其公司商標的演進如圖4所示; 最有名的是圖4(a)所示1921年的
商標; 民眾則常見圖4(b)所示公共電話的商標；圖4(c)及(d)是1984年後
的商標，將在後面說明)，當時AT&T擁有將近1千5百億美元資產、超過
百萬位員工，被葛林法官以反扥拉斯法(Anti-trust Law)強制拆解成七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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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性電話公司(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或RBOCs)，及

但當和解裁定時，美國大眾並不見得諒解。他們說：「這是什麼鳥決

一家長途電話公司(仍保持原名AT&T)，美國民眾的震驚，不下於921地

定(cockamamie decision)啊!」他們不知道要到哪邊買電話機 (以往只

震。

要向AT&T租用，不需考慮別的選擇) ，也不知如何選電話公司。有一
葛林是出生於1924年的德裔猶太人。於1943年希特勒掌權時代和

父母逃難到美國。隨即加入美國軍方。因精通美、德兩種語言，因此
被派到軍隊的情報單位。主要工作是躲在監獄牆腳邊偷聽德國戰俘的
對話，看德國戰俘會不會說溜嘴，講出在哪個地方部署戰車之類的情
報。他偶爾會開吉普車兜風，曾被德軍炸翻到水溝旁。二次大戰之後，
葛林以退伍軍人身分得到優惠，只須讀兩年大學，就獲准進入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法學院就讀法律。畢業後進入職場，不在此細
表。1978年葛林為卡特總統任命加入聯邦法官席次(Federal Bench)。當

次葛林法官和參議員Wirth 排隊買電話機。第二天《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就大肆報導，似乎在諷刺這個搞烏龍的傢伙終於自食惡
果，也得排隊付錢買電話機。很多朋友也對葛林法官頗不以為然，覺
得他毀掉了美國電信。他回憶說：「For a while, even in the house
of good friends for dinner or for cocktails, they would really be
upset. They thought I had single-handedly destroyed the best phone
service in the world.」但他仍不為浮議所動，很堅定的說：「I don't
want to be influenced by outside opinion.」

時有三位聯邦法官，不是退休就是生病，因此留下一大疊待審的案件。

1982年的和解裁定經過修訂，成為最後的決議(Modified Final

葛林一到任就被指配處理AT&T的訴訟案。剛接到案子，葛林法官並

Judgment或MFJ)，AT&T被拆解，必須放棄七家區域性電話公司

不知這案子會造成那麼大的轟動，因為很多案子第二天就會和解 (Any

(RBOCs亦被叫為Baby Bells)，而AT&T仍然擁有長途電話公司。

case can settle the next day)。但很快的他就查覺到這個案子不好相

AT&T的如意算盤是，當時的區域性電話業務並不如長途電話業務賺

與。堆積如山的資料要讀完就很不容易，遑論搞懂前因後果。每次出

錢，能藉此瘦身也不壞，同時AT&T也因此容許進入電腦行業（在反壟

庭，正反雙方都各自派出30到40名律師，舌槍唇戰，光口水就可以淹沒

斷法下，AT&T是不能涉足電腦業的）。這也造成後來UNIX作業系統

法庭。對於這群律師，葛林法官搖頭說：「Lawyers have so low self-

的商業化。只是萬萬想不到當初AT&T所遺棄的Baby Bells事業蒸蒸日

esteem anyway!」

上，財源廣進。後來AT&T反而被一家Baby Bell(Southwestern Bell

葛林法官回憶說他並未夢想能打散AT&T，只是在最後，AT&T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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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poration)所併購。真是滄海桑田，人算不如天算。

意如此的和解裁定(Consent Decree)。打散AT&T等於消除美國的電信

當時公司拆解時，貝爾實驗室也切成兩部份。一部分仍叫Bell

市場壟斷，促進電信自由化，營造更自由的競爭環境。葛林法官一直

Lab，隸屬AT&T。而另一部分改名Bellcore，跟隨被拋棄的七家

認為競爭是好事(Competition is good and has served us well)，並

RBOCs(當時Bellcore和七家RBOCs被比喻為「白雪公主與七矮人」)。

且能讓人更上進 (With competition everyone has to try harder)。

「老Bell Lab」告訴我當時切割的非常徹底，原來的貝爾實驗室大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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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成兩半，連廁所都不例外，走過一個馬桶就到了另一家公司。分家後

取通信系統(Wireless Access Communications System或WACS)。

其商標也有所變化。AT&T的商標如圖4(d)所示。而圖4(c)則為RBOCs

WACS系統原始之設計概念是將傳統有線用戶迴路(Local Loop)以無

用來宣示其「貝爾」血統(就如同許多武林門派屬於少林的旁支，行走江

線方式取代，以節省維護成本，但其戶外的小基地臺設計，也適合一般

湖時都得藉少林招牌壯膽)。例如圖1中Bellcore的商標，左下角的鐘形

人使用。Bellcore想為WACS提出註冊商標，卻慢了一步，WACS已被

代表它是貝爾系統支系。圖5為貝爾系統技術期刊在分家前後的封面變

一家洗衣機產品捷足先登，註冊走啦。後來和日本的「個人手機系統」

化。分家前還有圖4(c)的商標。分家後就只能冠上AT&T。這些期刊已

(Personal Handyphone System，PHS)結合，成為美國低功率個人通

成千古絕響，為林某人所珍藏。

訊服務系統的標準，稱之為「個人進接通訊系統」(Personal Access

當時讓Bellcore來支援七家RBOCs的做法也產生不少問題。七家
公司有些業務彼此會競爭，因此相關的研發就不能讓Bellcore來執行。

Communications System，PACS)。PACS的第一個字母取自於PHS的
「頭」，而它的後三個字母則取自於WACS的「尾」。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行動電話業務，因為這項服務可以跨區拉生意。

1993年我開始研究PACS的「行動管理」(Mobility Management)

Bellcore很早就看到行動電話的潛力，但為了消除跨區競爭的疑慮，只

機制，並發表《PACS Network Signaling Using AIN/ISDN》一文於

好朝低功率無線系統的研究定位，每次都向RBOCs解釋這技術適用於無

《IEEE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Magazine》，引起極大的迴響。但

線用戶迴路(Wireless Local Loop)，不會真的移動，說的左支右絀，而

很明顯的，PACS加上行動通訊管理後，用戶的移動性已和一般行動電

RBOCs則是聽的半信半疑。

話系統相同，很難向金主RBOCs解釋為何要設計這種機制。如果我想繼
續行動管理的研究，勢必要離開Bellcore。我很喜歡Bellcore的環境，要
離開這公司，實在捨不得。最後還是忍痛離去，繼續堅持行動管理的研
究，也因此項研究獲提名成為IEEE Fellow。人生有失必有得，此之謂
也。
1995年要離開Bellcore找工作時，我特別請我的同事Tony Noerpel
(參見圖6)幫我寫介紹信。他幫我寫的信大概很有力，因此交通大學直
接以正教授聘請我。1997年我擔任交大資訊工程系的系主任，有機會

圖5：貝爾系統技術期刊

Bellcore於1990年提出全球數位可攜式通信 (Universal Digital

翻閱所有檔案，很好奇的看Tony幫我寫的介紹信。信上寫著：「He
is a tireless and enthusiastic worker and is exceptionally creative.
All of his co-workers, myself included, struggle to keep up with

Portable Communication, UDPC) 系統之建議，後又改稱為無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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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m.」我所指導的學生對於這句話應該很有感觸，因為他們在做研

2006年11月 22日（第360期）的十週年教育特刊有一篇文章「臺成清交

究時常常被我逼到哀嚎。「Despite his intellect and drive, Jason

的頂尖大學夢」(pp. 76-82)。文章寫著：「當四年過後，如果政府編列

is modest and selfless.

He is very easy to get along with and

的（五年五百億）預算斷了炊，（大學）這番朝氣和拼勁，會不會像午

willingly shares authorship and credit for work. 」對於這句話，換

夜鐘聲一響頓失魔力的南瓜車，一切回歸原點?」作者在文章的最後引用

我很有感觸。Tony和我的默契甚佳，發表論文時爭著將對方的名字擺在

我的話，給了答案：「五年五百億是給你一個工具，接下來就要靠自己

前面。此公喜好騎腳踏車已近瘋狂的地步，有一次參加電信相關的研討

去賺錢」。他很溢美的說：「(交大) 研發長林一平從不擔心競爭太多。

會。大家都搭飛機，只有他騎三天腳踏車到會場。事後大家報賬，交通

這種企圖和志氣，才是頂尖大學必要且充分的條件。」實際上，我遵循

費都是機票錢，他則是報腳踏車「燃料費」-- 他沿途吃麥當勞的花費。

的正是葛林法官的精神。

我離開Bellcore後，Tony也加入休斯網路系統公司(Hughes Network
System)，是李琳南博士的手下大將。他瘋狂的申請專利，成為該公司
的發明大王。

圖6：Tony Noerpel

雖然我們是當年AT&T反壟斷法下的受害者，也不得不佩服葛林
法官的魄力。他說：「We can't let a huge corporation do whatever
they want - it needs to be approved.」這種不和大財團掛鉤的精神，
求諸今日，已不多見。葛林法官那種「不怕競爭」的觀念深深影響著
我。2006年執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亦即所謂「五年五百億」計畫），
很多人都認為教育部應該一直給錢，讓我難以認同。《天下雜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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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ng…Ring…先生你有退稅喔！」「恭喜！恭喜！你中了大

吊通知的聯絡電話塗掉了，換上了他的行動電話號碼。當車主看到愛車

獎！！ 」「你的小孩在我手上…趕快送錢來！！！」這是內政部警政署

不翼而飛，第一時間的反應是立刻回撥寫在地上的電話號碼。很不幸，

網站上描述可疑詐騙電話的例子。不法詐騙集團，不時翻新花樣，「有

接電話的是歹徒。歹徒佯稱他已偷走車子，這時驚恐、緊張的車主，匆

錢者，騙錢；沒錢者，騙人頭」，造成不少民眾的損失。以往詐欺集團

忙間，乖乖依照歹徒的指示匯款贖車，其實車子根本就還在拖吊場，但

常假借各種金融機構名義，以通知民眾「被人冒用身分來盜辦信用卡」

是歹徒已經騙走車主的贖車費。

的方式詐欺。近日則改以地方法院或行政執行署的名義，通知民眾「存
證信函未領或未出庭」的方式詐欺，誘使不知情之民眾辦理銀行電話語
音（或網路）轉帳。

行動電話簡訊詐欺的常見方式是，不法詐騙集團傳送「中獎」之
手機簡訊，使手機簡訊接收者誤以為有獎品可領。詐騙集團往往會要
求民眾必須先提供稅金，以保有中獎之禮品，藉此騙取民眾之錢財。

法務部舉了一個典型的例子如下：「某甲」接到「警察機關」電話

或在簡訊留下加值付費電話號碼，要求回電。部份民眾信以為真，

通知：「你涉犯經濟詐欺犯罪，須出庭應訊。」某甲聽到飛來橫禍，當

並以手機回電，對方即藉故聊天閒扯，延長通話時間，以詐取通話費

然非常緊張恐懼。經過一番恐嚇之後，警察又說：「免驚，有可能是你

用。臺灣的銀行宣布於2005年12月1日起，通知刷信用卡的簡訊，將

的個人資料外洩，遭到歹徒盜用辦卡。」這時某甲已如洗三溫暖，六神

不會留下電話號碼，讓民眾知曉「凡留有電話號碼的簡訊通知，就是

無主，乖乖配合警察。為了辦案，警察要求某甲設定一個安全帳戶，將

詐騙電話」。之後許多簡訊詐欺轉向大陸。刑警隊調查發現，有詐騙

存款存入。不久之後，警察再來電告知某甲，已查獲某位銀行行員，涉

集團招募金門地區無業青年赴大陸從事相關詐騙情事，並以假身分證

及盜賣個人資料，要求某甲採取行動，辦理手續轉帳，但千萬不可與行

件在大陸地區承租飯店套房，架設行動電話接收器及轉接器從事電話

員交談，以免打草驚蛇。某甲自然乖乖配合辦理電話語音轉帳，不敢詢

詐欺，以網路電話撥打至第三地，再利用第三地轉接發話。這類轉接

問此申請有何風險及用途。事後才發現，警察是歹徒所偽裝，為時已

站遍及全球各地，以規避警方查緝。最遠據點甚至設於靠近澳洲之巴

晚，已被詐騙。這類詐騙電話在大臺北地區佔了56％。

布亞新幾內亞獨立國(Papua New Guinea)，經由香港、澳門等地再轉

法務部的建議是：「不要聽信電話通知，不要告知個人資料，不依
據所留電話查證，應保持冷靜，立即報警查證處理。」但是歹徒神通廣
大，還有你想像不到的「移花接木」詐欺方式，讓你防不勝防，無法以
法務部的建議處理。例如當車子被拖吊了，空出的位置會留下拖吊場的
電話號碼。我們的認知是愛車正停在拖吊場，只要打電話確認拖吊位
置，繳過罰款就沒事了。不幸的是有詐騙歹徒在地上做了手腳，他把拖

188

雙福筆記

閃文集

接至臺灣地區。詐騙集團利用民眾貪婪的心理，以天女散花之方式發
送「中獎」簡訊或打電話給被騙對象，俟被騙對象回撥詐騙集團所留
之電話號碼，再由大陸女子以電話從事詐騙行為，使民眾誤信為是海
外彩券公司，心甘情願的被詐騙金錢。關於大量撥電話號碼，或所謂
Telemarketing的技術，可參見拙著《Telephone Network and PBX
Software》第五章(維科出版社發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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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類詐欺模式，騙徒躲在廈門沿海地區，利用金馬離島的行動電

行動電話的盜用，屬高科技犯罪，可經由盜拷(Cloning)SIM卡達

話基地臺作中繼，以行動電話行騙，一方面可躲避臺灣檢調之追查，另

成。這就是所謂的「王八卡」。遭盜拷的用戶因此造成損失。當中的

一方面又可以節省漫遊電信費成本。檢警透露，金門 烈嶼和廈門相距

細節，諸位看官可參見拙著《Potential Fraudulent Usage in Mobile

約三公里，基地臺有八成半的話務量來自對岸詐欺集團。檢警曾打算撤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註1]。另一類行動電話的詐欺方式是

除離島基地臺，但顧慮離島通訊需求及衝擊業者商業利益，撤除方案並

「用戶申請詐欺」，係指用戶以不實個人資料(主要是人頭用戶)申請使

不可行。因此轉而要求業者至少應降低功率，增加騙徒必須打漫遊電話

用行動電話門號，造成電話公司難以追償通話費用。行動電話的呆帳損

的犯案成本，並由海巡署船艦攜帶器材，沿海峽中線偵測電信公司的基

失，約有近30％屬於用戶申請詐欺。這類詐欺也有可能經由通路、經銷

地臺發射功率。違規者開單處罰，希望藉此阻斷詐欺集團的行騙。此措

商，或行動電話電話公司內部人員的舞弊所造成。例如通路可能虛報戶

施讓金門的話務減少60%！然而詐欺集團魔高一丈，在大陸的犯罪「機

數以詐取佣金。而更嚴重的是，以不實個人資料申請的電話門號往往被

房」據點附近裝設強波器。強波器架多了，超強功率擾亂當地電波訊

用在綁架勒索之通訊，令警調難以追蹤。為此，NCC已加強行動電話門

號，引起大陸公安注意，展開嚴打行動。整個「諜對諜」的過程往往光

號及預付卡的管理。例如預付卡必須限制在各電信業者直營門市部門內

怪陸離，令人嘖嘖稱奇。臺灣電信警察曾多次行文大陸公安，希望能共

辦理，且外籍人士申請預付卡張數，不得超過兩張。全世界預付卡管制

同打擊犯罪，但大陸公安相應不理。據稱，騙大陸人要比騙臺灣人容易

以臺灣及馬來西亞最嚴格。臺灣的行動電話之門號用戶數曾經高達140%

的多。詐欺集團由大陸騙取的錢財已遠超過臺灣。大陸公安不和臺灣電

(平均連剛出生的嬰兒都有1.4個門號；這個現象和臺灣的大學入學錄取

信警察配合，吃虧的是大陸民眾。

率合稱為臺灣兩大統計奇蹟)，經NCC加強管理後，降至約90%。

林某人曾參觀警方偵破電信詐欺集團，所扣押的地下機房節費器等

行動電話詐欺行為亦有可能以下列方式為之：申請用戶門號時，必

大批犯罪證物，琳瑯滿目。當中的節費器，每臺裝三十一片SIM卡，每

須要求申請人提供姓名、身份證字號、住址，及職業等個人資料，以供

一張SIM卡可發送出一百至一百五十通的手機簡訊，一天傳送詐欺簡訊

查證記錄及收費。此時，假設某甲得到一個他人的行動電話號碼。若想

給二萬八千名民眾。根據該集團所供稱，平均每一千人當中就有一個人

要得知該號碼持有人的詳細個人資料，例如他有幾棟房子，可經由相關

上當，詐騙成功，幾個月內詐騙的金額已高達數億元之鉅，無本萬利，

業者不肖內部人員，從客戶資料庫獲得戶籍資料。再根據戶籍資料，經

實在令人咋舌。這種囂張行徑讓詐騙電話到處氾濫，令人髮指。某位家

由戶政事務所調出其房地產資料。

庭主婦一天之內接到兩通兒子被綁架的來電，啼笑皆非的回覆第二通電
話說：「我兒子才被綁架呢。你要再綁架我兒子，得等我贖他回來再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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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犯罪之偵測，係以監視帳單系統中用戶「通聯記錄」的方
式，來判斷是否有異常現象發生。也有業者採用電話詐欺偵測系統，
隨時監看並且分析用戶通話情形。當有異常現象發生時，得迅速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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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措施，同時保留蒐集到的證據。而行動電話的偵測和一般電話有

再查住鳳山五甲者數名，依其住處基地臺受訊方位篩選，最後鎖定一名

一最大不同之處。行動電話公司擁有行動用戶的位置資訊(Location

嫌犯。接下來再以各種辦案模式，追查相關共犯行蹤。多日蒐證、分析

Information)，因此可以掌握行動用戶的行蹤。詳細內容可參見拙著

後，於某日清晨展開收網行動，逮捕所有嫌犯。

《Wireless and Mobile Network Architectures》之第11章。2006年
馮滬祥遭菲傭指控性侵。偵查過程，檢方認定馮滬祥的女兒以及助理、
友人謊稱案發時人在馮滬祥家中，士林地檢署依偽證罪起訴。檢方的舉
證很簡單。他們根據馮滬祥女兒等人的行動電話號碼追蹤案發當天手機
的位置資訊，發現這些手機的地點都不在馮滬祥家。

但上述辦案手法也不見得每次都有效。最近發現有人以更改變換手
機序號、甚至銷號為零的「隱形」方式，逃避警方通聯紀錄的偵查和監
聽。這種「隱形手機」搭配隨處可購得、身分認證不確實的行動電話預
付卡或者「王八卡」，就成了無從監聽的犯罪工具，增加警檢辦案難
度。電信警察隊已上報NCC，尋求法律明確規範。不過NCC表示，手

當用戶實際身分無法追蹤時，「手機序號」(IMEI)亦能發揮監控功

機序號並無登記規定，就法律上而言根本無從管理。許多被竊的手機加

效。每支手機出廠時都有配置一個專屬的序號（諸位看官可在手機按下

工成隱形手機後再轉賣。為解決此問題，國內檢警與電信業者間經多年

＊#06#等五鍵，應可在螢幕見到一長串數字，即該支手機的序號），就

多磨合，已大約完成調閱手機及門號通訊紀錄的合作標準程序，讓不明

像每個人的身分證號碼一樣，通話時都會顯示在通聯紀錄中。而檢警辦

手機和犯罪門號不易遁形。因此贓機的內銷銷路年年下降。為了擴展業

案追查通聯紀錄時，除了過濾手機門號的通話狀況，手機序號也會透露

績，不肖業者遂轉向國外 (包括中國、柬埔寨與東南亞各國)傾銷問題手

手機使用的蛛絲馬跡，往往成為破案的重要依據。電信分隊小隊長黃嘉

機。在此提醒諸位看官，買賣二手貨手機，最好簽上手機轉讓合約書，

榕曾提一案例。某深夜有歹徒持槍破窗入民宅，洗劫財物一空後逃逸。

以免日後生爭議。

電信警察介入偵辦，監控被取走之手機。由於被害人已要求電信公司將
該門號停話，歹徒並無法使用該門號發話。電信警察乃循該手機 IMEI
追蹤出該手機之通聯紀錄。但發話門號屬於「王八卡」，真正持卡人身
分無法得知。從該通聯紀錄著手清查發話及受話狀況，發現主要四個受
話門號亦是「王八卡」，於案發時其行動電話均曾在案發現場基地臺通
話。再往前追朔，其中三人來自鳳山五甲、臺南 永康及桃園。電信警察
掌握IMEI之移動，追蹤案發後手機的位置，推測其中一名嫌犯數天後坐
飛機南下高雄，因為該嫌犯在臺北縣發話後曾經關機，而在一個半小時
後又在高雄鳳山五甲發話。短短時間內由北到南，唯一的可能性是搭乘
飛機。電信警察乃從數百名飛行旅客名單中過濾，查出有前科者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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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盜用的案例千奇百怪。成功大學有位韓國僑生在學校打籃球，
放在一旁的手機被偷，竊賊根據手機內的資料，查到他女友的行動電
話，並利用偷來的手機發簡訊給該女友，告稱因有急用，要她匯款到指
定銀行帳戶。該女接到簡訊後立即撥打男友行動電話，卻都沒打通。她
認為男友可能真的有急事，立即匯款到簡訊中交代的帳戶。而匯款後接
到男友電話，始知受騙。
另一個案例是臺北某甲先生接到一通疑似妹妹被擄勒贖的電話後，
立即撥打妹妹之行動電話。電話傳來歹徒聲音，要求交付10萬元贖款
至指定帳戶。某甲透過警檢管道協助到妹妹，確認平安無事，且發現手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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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並未遺失。經追查某甲妹妹手機門號，已於數天前被轉接至其他電話

後，佯裝上當，用假名到銀行，以30元手續費匯1元到詐騙集團的人頭

門號，而當事人並不知情。此犯罪手法利用到了電話公司的電話轉接功

帳戶後，再報警設定為警示帳戶，讓歹徒無法再使用該帳戶詐騙。」警

能。其設定非常方便，只要上該電話公司網站，輸入手機門號及身分證

示帳戶是依警示通報機制，請金融機構終止提款卡、語音轉帳、網路轉

字號，即可辦理轉接。

帳及其他電子支付轉帳功能。僅僅1元即讓詐騙集團白忙一場、分文未

至於有線電話的盜用，當然最常發生於中華電信(因為中華電信的有
線電話用戶最多)。主要是家中的電話遭盜接，因此諸位看官應多注意您
家的樓梯間，尤其是電信配線盤一定要做好加鎖並監控管理，公寓住家
進出大門要記得隨手關門，遇到有行跡可疑的陌生人闖入，應該主動盤
問或是立刻報警。
每當電話犯罪發生時，電話公司一定倒楣，千夫所指，被認為是共
犯。當歹徒開車犯罪，賣汽車的公司不須要負責任，為何歹徒用電話犯
罪，電話公司卻要挨罵負責？電話公司搔破腦袋都覺得沒道理。反正是
倒楣定啦，只好努力配合政府打擊犯罪。例如中華電信進行市內電話交
換機功能提升，開放指定轉接加密碼服務。該項服務提供客戶在設定指
定轉接電話時，須先輸入密碼，由交換機確認密碼無誤後方能完成設
定，以防止不法人士利用盜接客戶電話從事非法詐騙行為。申請該項服
務不另加收費用，申請人需持身份証件及健保卡至營業櫃檯辦理。
電話詐騙破案率低，主因是詐欺集團都使用人頭帳戶或是以偽造證
件申請帳戶。當被害人匯款入帳後，隨即提款，等到被害人警覺後報
案，為時晚矣。由於詐欺集團使用人頭戶，並往往由大陸遙控，警方
追查歹徒並不容易。詐欺集團得手後，會立即洗錢，讓檢警難以追查流
向，因此幾乎沒有被害人可拿回被詐騙的錢。警方的因應方案是，對人
頭帳戶詐財集團，採取斷話、「警示帳戶」的措施。以警示帳戶防止電
話詐騙亦有膾炙人口的真實故事：「一位機智的女大學生接到詐騙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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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電信警察為防止電話詐欺，有所謂「斷尾」、「斷源」專案，但新
的犯罪模式層出不窮，防不勝防。治本之道在於金融機構應加強交易流
程，訂定嚴密的客戶辨識以及內控流程作業，方能有效杜絕電話詐欺。
在行動電話犯罪的技術中，最具巧思的是「間諜手機」。諸位看官
是否記得數年前璩美鳳光碟事件？這位小姐被嚴重侵犯隱私，包括被竊
聽談話內容。其做法是以贈送方式讓璩小姐使用改裝過的間諜手機，
而竊聽者則以另一支預設門號的手機監聽。間諜手機的詳細技術說明
可參看拙著《Eavesdropping through Mobile Phone》(出版於IEEE
Transactio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另外一種暴力的行動電話
犯罪技術是所謂的「手機炸彈」。手機炸彈係將一支手機經由控制線路
連上火藥信管及炸藥，而由另一支手機由遠端控制。引爆時由控制手機
傳送簡訊到炸彈手機，而炸彈手機則送出一信號到控制線路，觸發火藥
信管。手機炸彈的詳細技術說明可參看拙著《iSMS：An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Short Message Service and IP Networks》[註2]。以
手機當作遠端遙控器的想法，國內最早於1997年由遠傳電信的饒仲華博
士提出，而林某人依其構想實作出國內第一把「手機鑰匙」，首創以手
機簡訊來控制門禁。沒想到數年後，我們的好構想竟然被應用於手機炸
彈，不禁令人感慨唏噓。當我們在研發行動通信技術時常說「科技來自
人性」，而人心之善惡，僅在一念之間。我們一定要心存善念，才能發
展出造福人群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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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賀正
[註1] Lin, Y.-B., Chen, M.-F., and Rao, H. C.-H. Potential

新年一到，「賀年簡訊」就到處泛濫，電信業者則大賺通訊費。過

Fraudulent Usage in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Networks,

去新春道喜稱為「賀正」，相當慎重其事。如今只要手機按鍵一按就了

IEEE Transactions on Mobile Computing, 1(2)：123-131,

帳，真是人心不古，世風日「簡」。講究一點的，順便由手機傳送一張

2002.

「賀正」卡，也算是多沾點喜氣。今年使用ＭＭＳ（多媒體訊息）傳送

[註2] Rao, C.H., Chang, D.-F., and Lin, Y.-B. iSMS： An

拜年簡訊的民眾越來越多，ＭＭＳ除了文字，還可以傳送照片、甚至影

Integration Platform for Short Message Service and IP

音，往年比較少人使用，今年使用的人明顯增加，這跟三Ｇ興起，民眾

Networks. IEEE Network, 15(2)： 48-55, 2001.

逐漸習慣使用影音有關。

圖1：林一平「賀正」卡；恭賀NTP簡訊讀者新春快樂

二十幾年前的賀正相當有氣份。我大學四年級時，畫了一張賀正卡
給女朋友王櫻芳，是具日本風味的卡片(參見圖1)。1984年我畫了三張日
本浮世繪仕女圖的賀正卡，有兩張弄丟，現存的一張如圖2所示。特別放
這兩張卡片向NTP簡訊讀者賀年。

196

閃文集

閃文集

197

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大年初一，大家都在「行香賀

界的起點，而橋神是掌管結界的神祇，能防禦另一個世界來的外敵和疾

正」，其典故如下。過年拜訪人是「賀

病，所以要祭祀。林某人小時候在雲林縣 麥寮鄉，是一年到頭都很冷清

正」，拜訪神則叫「行香」。大年初一

的鄉鎮，只有過年，一大堆人不知由何處冒出，到處行香壓金，蔚為壯

又稱「開正」，這一天是宗教三大巨頭

觀。

的的誕生日。這三大巨頭是元始天尊(讀

賀正也稱「拜正」，也就是相互拜年的意思。古禮的賀正，準備好

過《封神榜》的人都知道此公是道教的

紙片，用毛筆寫好姓名，帶去拜訪親友。收到賀片的人，往往將之貼在

最高上級指導員兼精神領袖)、釋迦如

正廳以表尊重和謝意。賀片的數目代表主人的人緣，而賀片上的賀客身

來(釋迦是部落的名稱; 此公為佛教創辦

份，則反映主人的交遊範圍和生活層次。賀正會由初一持續到初五，這

人，號稱現世佛)，以及彌勒佛 (彌勒是

段期間叫做「新正」，也叫做「新春」。而年夜守歲即是等待賀正的時

印度姓मैत्रेय ; 據說此公可活56億7000
萬年，是釋迦如來的指定接班人，因此
也稱為佛教的未來佛) 。

刻。
圖2：浮世繪的賀年卡

開正最重要的活動就是到廟裡燒香拜拜，稱之為行香，順便可為家
人和自己「點燈」和「安太歲」。所謂「太歲當頭坐，無喜恐有禍」，
做個太歲福，巴結一下歲星 (就是木星)神君，其實是安自己的心。點燈
的名目則是玲瑯滿目，有光明燈、平安燈、功名燈或財神燈等，子女為
父母延壽祈福，點的是「藥師燈」。這些都是廟方所開發出來的「加值
服務」，甚至可以用手機來上香點燈，也算是高科技產業啦。

國家層次的「賀正」更是工程浩大。《日本後紀卷》提到儀節，
說：「比年賀正之臣，不諳禮容，俛仰之間，或致違失...宜令所司，每
至季冬月，預加教習，俾容止可觀，進退可度…」換句話說，大臣不懂
拜年禮節，得在過年前惡補一番。「賀正」時大臣們免不了要拍馬屁，
討好皇帝。如王沈《賀正表》曰：「三辰改運，元正肇祚，自天降祉，
如日之升。」《能改齋漫錄》考證，賀正書儀的源頭可追溯到魏、晉時
代。遼朝極盛時期，來朝貢的國家和部落包括後晉、北漢、女真、西
夏、高麗和日本。各國都要派遣使節向遼朝進貢或稱賀，每年派「賀

臺灣民間信仰相信，正月初一開天門，只要在「新春開正」第一

正旦使」，向遼朝君主拜年，是不可或缺的禮數。《朱子語類》卷第

刻，到寺廟裡禮佛拜神，尤其是燒頭炷香，能庇佑新的一年諸事亨通。

一百三十六提到孔明伐魏，司馬懿搞不過孔明，就搞外交策略，來緩兵

年初一出門經過橋樑時，都要祭拜橋神，也有人偷工減料，僅將香和四

之計。朱子批評蜀漢說：「國家只管與講和，聘使往來，賀正賀節，稱

色金放在橋頭，稱為「壓金」。《三輔黃圖》有記載：「始皇造渭橋，

叔稱侄，只是見鄰國，不知是讎了！」言下之意，蜀漢不知為何而戰，

重不能勝，乃刻石作力士孟賁等像，祭之，乃可動，今石人在。」後世

反而和敵人拜年賀節，好來好去，難怪後來會亡國。

相因襲，而衍為橋神。古代的日本人則認為橋的另一端是通往另一個世

198

閃文集

閃文集

199

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想當年我們過年準備的那麼辛苦，今日的年輕人可輕鬆多了。現在

到「聖筊」畫面，才可繼續詢問神明，「笑筊」就得再來一次，每分鐘

的簡訊拜年相當方便，只要上Internet簡訊圖鈴網站，就可找到新年罐頭

通信費6元，媽祖變成律師，提供諮詢還是以秒計費呢。 廟方人員表示

簡訊。雖是罐頭，也有新意。例如有人寫著：「新年到了，雖然我無法

手機拜媽祖不會影響香客人次，反而吸引平常不進廟的年輕手機族群。

給你很多$$，但是我可以給你五千萬！千萬要保重、千萬要小心、千萬

電信業者則將部分通信費，做為香油錢，和媽祖共創雙贏。對電信業者

的祝福、千萬個想你、千萬個愛你&祝賀佳節愉快。^(oo)^」，接到女

而言，過年真正是財神到了，恭喜發財 – 用戶到處「恭喜」，電信業

孩這種簡訊，誰都會心動。根據自由時報的報導，2006年跨年夜有1600

者忙著「發財」。

萬筆簡訊發送。2007年跨年剛過，短短四十八小時間，全台手機用戶
共發出高達近八千萬通簡訊，電信業者兩天營收上億，比去年成長三成

附記：本文預計2009年過年的簡訊量會再成長。不幸景氣變壞，結
果變差。請參見《景氣與財神》一文。

多，創下新高紀錄。不過，晚上十一點到隔天凌晨一點最塞車時段，基
地台塞爆，讓拜年簡訊卡在半空中，部分簡訊延遲二個多小時才送達，
但總比什麼都沒有的好。當中「新年快樂」這四個字是簡訊排行榜的第
一名。
今年(2008年)的特點是已經有人用三Ｇ手機預錄一段影片，尤其是
拍下跨年晚會或煙火秀現場，傳送給好友拜年，由於圖片及影像，比傳
統文字簡訊生動活潑許多，預計明年會有更多人使用ＭＭＳ或三Ｇ影像
拜年。電信業者也表示，簡訊拜年雖然受歡迎，但遠在異鄉的親朋好
友，如果能夠親自聊上幾句，吸引力應該還是大於傳簡訊，因此推出元
月拜年優惠方案，市話撥國際直撥電話至中國、香港、美國、加拿大、
日本、澳門等地，有極高的優惠來吸引用戶。至於二月農曆新年期間，
也會有新的促銷方案。
根據聯合報的報導，今年(2008年)最新的創意是「手機拜媽祖」，
在天后宮廟內架設攝影機，透過手機，除切換場景影像，還可以調遠
近，並有收音效果，清楚聽到信眾拜拜的聲音，很有臨場感。行動用戶
隨時都可向媽祖求籤、問事、膜拜，遠在海外也沒問題。求籤前，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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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和電信有啥關係？一般人看到這標題，都是滿頭霧水。但要硬掰

我這個人一向身體力行，不但探討鯉魚典故，也模仿畫鯉魚。例如

(這是教書匠最大本事)，還是有關係啦。首先，讓我們瞧瞧電信和郵政

圖1是我模仿明朝繆輔所畫《魚藻圖》的一部份。原圖為綾本，設色，

的關係。台灣的電信(亦即電報)和郵政都是在1880年代前後，由當年巡

縱171.3cm，橫99.1cm，收藏於故宮博物院。原圖請參見http://www.

撫劉銘傳一手創立。日本佔領台灣後，日軍設置野戰郵便局，全台共

dpm.org.cn/big5/E/E23/wenwu/39.htm

二十三所。1896年，台灣施行郵便條例，野戰郵便事務移交台灣總督府
民政局通信課接管，郵電合辦，此時電信和郵政是密不可分。1901年，
通信課改制為台灣總督府通信局。1924年，又與鐵道部合併為台灣總督
府交通局，下設遞信部。直到今天，交通部仍下轄郵電司。因此電信和
郵政是一家親。
好啦，就算電信和郵政是密不可分，這又和魚有何干係？當然有！
魚和郵政是大有關係！清代首套郵票中就有「雙鯉跳龍門」圖案。這一
典故來自於「雙鯉尺素」。古人以絹帛寫信而裝在魚腹中傳遞，這就是
最早的郵政「魚傳尺素」。漢朝蔡邕《飲馬長城窟行》寫著：「客從遠

圖1：仿明繆輔《魚藻圖》

方來，遺我雙鯉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台灣於1965年和1969

繆輔字良佐，明朝宣德年間（公元15世紀）的江蘇蘇州人，擔任

年發行了兩版「雙鯉圖」郵票共12種。我小時候集郵，對「雙鯉圖」

宮廷畫家，被封官為武英殿錦衣衛鎮撫。他畫的鲤魚，擺尾游潛，魚鳞清晰

印象深刻。再藉由「郵政」，讓我的的本行通訊和「鯉魚」沾上邊，因

可見，形態生動，生機盎然，乃承襲南宋「院體」風格。南宋審美風格

此我對鯉魚的典故也很感興趣。例如，大家熟識的「鯉魚躍龍門」為仕

源於對江南小景的藝術感受，山水畫主要成就集中於畫院之內，被稱為

途得意、飛黃騰達的吉祥話。唐代李白《上韓荊州書》寫著：「一登龍

「院體山水」。在歷代藝術作品中，民間畫工「畫魚」多取其吉祥徵

門，則身價十倍。」事實上鯉魚不會跳龍門，跳龍門的是鱘魚。鱘魚類

象。宋《宣和畫譜》將畫分為十門，取莊子濠梁觀魚的「魚樂」意涵，

似於我在西雅圖常見的鮭魚，是江海回游性的魚類，因此會逆流跳過龍

將「龍魚」獨列一門。甚至明朝皇帝朱瞻基也畫眼球凸出的金魚《魚藻

門，以繁殖後代。「鯉魚躍龍門」於江戶時代傳到了日本，變成鯉魚

圖》。明初的宮廷畫家多徵召自浙江、福建兩地，因此兩地所延續的兩

旗。每到端午節，武士家就會掛起鯉魚的旗子，期望自己家的男孩子可

宋「院體」畫風影響了明代宮廷繪畫。繆輔封的官也很好玩。明朝的錦

以魚躍成龍，也有乞求上天保佑家裡誕生男孩的意思。

衣衛本為皇帝的禁衛軍﹐專掌侍衛、緝捕、刑獄及充當儀仗之事。錦衣
衛設有「鎮撫司」，就是軍法處。錦衣衛逮捕罪犯，逼出口供後，即交
鎮撫司判刑處決。明初徵召的畫家入宮多授職「待詔」，宣德以後則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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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錦衣衛武官職銜。因為錦衣衛無固定的編制限制，可隨時安插人

中書，為基層文官，在清朝之位階約為從七品。這官職設置在六部之中

事，借職領俸，而畫家的社會地位又不高，因此多被安置在仁智、武

央機構官署，通常為輔佐主官，負責典章法令編修等工作。據說許儀還

英、文華、華蓋等殿值宿，並授以錦衣衛各級武官職銜。最高等為都指

精通醫理，大概公務員薪水太低，以此為副業賺外快。有人看我網站上

揮，以下依次為指揮、千戶、百戶、鎮撫，並能按功陞遷。待詔為文官

寫「清•許儀」，說我寫錯了，糾正說，許儀是三國時代的人。三國時

官職。明朝的宮廷畫家由待詔轉為錦衣衛武官，可說是每況愈下。

代確實有「許儀」這號人物，為魏國虎將許褚之子。在《三國演義》第
一一六回魏滅蜀之戰，許儀是東路軍鍾會手下第十三號大將，由尾巴倒
數回來則排名十一。這位許儀會動刀動槍，好像不會畫畫。
看倌們可能認為我為了賺稿費，像叫花子唱蓮花落一般的瞎扯鯉
魚畫的典故，大概會很不耐煩的再問，「到底魚和電信有啥關係?!」有
啦，有啦，看倌諸君請看圖3。圖中的海狗戴著GPS定位系統游泳，以後
科技發達，魚也可以講電話啦。

圖2：仿清許儀《龍門雙鯉 》

我也曾仿許儀「龍門雙鯉」，將兩條鯉魚分開畫(參見圖2)。許儀
(1599-1669)是清朝江蘇無錫人。他善寫照，花鳥、蟲魚，無一不精。
文獻上說他的「沒骨點簇」畫法得徐崇嗣真傳。所謂沒骨法的作畫，不
用墨筆鉤勒，不再有筆墨骨氣，而直接以彩色暈染。 這種繪畫技法相
傳是由北宋初年的宮廷畫家徐崇嗣獨創。徐崇嗣的畫我到處都找不到，
只見北宋沈括的《夢溪筆談》有文獻記載。因此所謂許儀得徐崇嗣真
傳，不知何所本。我模仿許儀的針筆畫也不用筆鉤勒，但並未以彩色暈

圖 3：海狗戴GPS定位系統(Kenai Glacier National Park, Alaska)

染，而直接以墨色「點」染。 許儀的字「子韶」，是菜市場名字，到
處可見。他號歇公，一號鶴槎。由他的號可知許儀是很眷戀家鄉的人。
「歇公」是春申君，被封為蘇州城隍神(春申君當年的領地在上海，但被
蘇州請去當城隍神，因此上海城隍神請的是秦裕伯) 。許儀另一號「鶴
槎」，想必是源於嘉定縣鶴槎山。許儀也很會篆籀、刻印。他的官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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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服務：人機如何介面?
以往的行動服務單指語音(電話)服務，手機一直朝著短、小、輕、
薄的方向發展。近年來網際網路的興盛，行動數據服務也變成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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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後來再將此電子書放在手機上，如圖2所示。我的「電子部落格」
以手機閱讀，效果差強人意，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間。

電信業者兵家必爭之地。而行動數據服務的人機介面(Man-Machine
Interface)的複雜度遠超過語音服務，在設計及實作上甚至會抵觸短小輕
薄的原則。因此魚與熊掌如何得兼，成為重要課題。人機介面包括輸入
(Input)及輸出(Output)兩部分。手機的輸入部分，近年來最炫的設計，
首推iPhone及阿福機的觸控螢幕(Touch Screen)。這種設計，隨著不同
的行動服務，手機螢幕會出現方便使用者的觸控輸入畫面。而未來，像
Wii這纇比手劃腳的輸入，也會漸次浮現商用市場。
圖2：林一平部落格的手機格式

手機的輸出部分則問題不小。要讓行動用戶感受舒適的視覺輸出，
手機螢幕畫面必須夠大。因此有些手機設計內建投影機，可投影到牆

圖1及2的頁面是在說明中國年畫的故事，感興趣的讀者請參見附錄

壁，也有手機設計能彼此組合，變成更大的螢幕畫面。然而在可見的未

1。由圖2，大家應可感受到手機螢幕的文字甚小，不易閱讀。因此如何

來，行動用戶仍免不了要容忍小螢幕的手機。此時如何將數位內容恰當

在手機螢幕上多用生動的圖畫來表達文意，更顯重要。而由圖畫讓行動

的擠入手機的小螢幕，成為行動數據服務是否能成功的關鍵。舉電子書

用戶來體會不易顯現(non-trivial)的文意，更是高段數的境界。在這方

為例子。電子書和一般書的格式及翻頁機制並不同，而將電子書放在手

面，我個人有神奇的經驗：我大學時代追太太，畫卡片送她。剛開始畫

機上又是另一境界。最近我以我的部落格做實驗，將當中的文章轉變為

小卡片，如名片大小，以建築繪圖用之針筆打點作畫。第一幅畫的是小

不同格式的電子書。例如圖1所示。

鳥(參見圖3)。2004年底有一位美國音樂家Patrick
Brickel來信希望能用這幅畫當作他的新音樂CD的
封面。他說他的音樂專輯名稱為摩西(Moses)，當中
的歌曲由令人樂觀的「弱音拍音樂」到心情不穩的
節奏緩慢「氛圍電子樂」。他說我畫的小鳥的顏色

圖3：小鳥圖

及感覺(feel)能捕捉到他所創作的音樂。我感到驚訝，當時追老婆時，患
得患失的心情，就類似Patrick所表現的音樂。沒想到所畫的圖讓Patrick
(a) 格式一

(b) 格式二
圖1：林一平部落格的電子書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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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離譜的事發生在2005年5月，一位19歲的瑞典女孩Er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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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nstein來信。她在尋找一張圖，能表現出她渴望追求自由的心情。她

的。他小時候住山上，看到母雞生完小雞後被宰來吃。正好母鴨下蛋沒

找到我畫的小鳥圖，非常喜愛，很想將之刺青在她身上。因此希望獲得

孵出小鴨，就將小雞當成自己小孩。而小雞也將母鴨當成媽媽，跟著到

我的授權，讓她刺青。我聽了大吃一驚，趕緊問她想刺青在哪個部位。

處跑。證嚴法師聽完後，笑著同意雞是可以同鴨溝通的。李遠哲院士和

她說小鳥會刺在她的肩膀。我當然同意啦，只希望這張畫不會毀掉她的

證嚴法師如何導入對話主題，我不甚清楚，然「人文與科技」對話的高

肩膀。

深境界，我輩凡夫俗子僅能仰之彌高，效法不來。我個人倒有因為觀看

如果行動用戶有Patrick及Erika這般的感官，那麼手機的圖畫輸出
(Output)就有很大的創意發揮空間。而中國歷代，能將文字及圖畫靈活
互換的人，應該首推王維吧。他的「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舉世聞名
的。基本而言，將「行動通訊技術」和「數位內容」自然融合，必須有
相當的科技及人文素養才辦的到，我也只能紙上談兵，達不到這種境
界。事實上，許多偉大的科學家的其思考都受哲學家的影響。例如波爾
(參見圖4)的思想深受19世紀宗教哲學家，也是存在主義哲學之父索倫•
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的影響。又如李小龍在大學期
間對尼采的哲學風格特別偏好。因此他的武術精華及論述，往往看得到

藝術作品，而觸發科技思考的例子。我早期博士研究階段致力於分散式
模擬(Distributed Simulation)之研究，對於該領域最重要的兩種方法
Time Warp(TW)及Conservative Method(CM)，做比較分析，但一直
無法得到顯著的成果。有一個星期四，想問題想到頭昏腦脹，就跑到西
雅圖亞洲藝術博物館（Seattle Asian Art Museum）散心。這博物館專
門收藏亞洲藝術，是西雅圖藝術博物館（Seattle Art Museum）的一部
份。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四和星期六，入場免費(林某人當時是窮學生，
要收費我就不進去了)。在館內看到一匹唐三彩馬，忽然很感動的想畫
下這匹馬。於是就當場作畫(參見圖5；關於唐三彩馬的細節請參見附錄
2)。畫畢，忽然靈光一現，豁然開朗的想出比較TW及CM的證明，花兩

尼采的身影。

天一夜，將證明的推導式子完成，也因此順利完成博士論文。

圖4：波爾 Niels Henrik David Bohr（1885 –1962）

國內數年前曾舉辦「人文與科技」的對話活動。李遠哲院士被邀請
和証嚴法師對話。証嚴法師有點莫名所以的被邀請，說：「李院長，我
們是雞同鴨講，無法溝通的啦。」李遠哲院士則回應，雞是可以同鴨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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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仿唐三彩《馬》(原作現存在西雅圖藝術博物館)

這次的經驗，讓我體會到，不佔大空間的圖像，或許可以觸發人們
無限的想像力。這是否能夠破解手機小螢幕的限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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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唐三彩

我有一次搭飛機由美國返台，在報紙上看到一幅中國年畫《一團和

唐三彩是低溫燒製而成，彩釉含鉛成份甚高，故加溫後流動性甚大，

氣》，很喜歡，就在飛機上畫將起來(參見圖6)。整整花了六個鐘頭，

特別是綠褐黃三種釉彩流溶在一起，為唐三彩之特色。我所仿畫的馬，首

畫完時，飛機正好要降落。中國年畫《一團和氣》的版本甚多，我模仿

豐體壯，兩眼有神，短尾細結，背上有鞍韉飾物，以垂飾搭配。革帶整

的是桃花塢木板年畫，諸位看官可參考網站http://news.xinhuanet.com/

齊，鞍韉飾物施釉。很可惜我的針筆畫無法將釉彩在圖5中表現出來。

ziliao/2004-01/16/content_1279748_2.htm

唐代馬匹之裝飾極為講究，馬背的鞍韉飾物更是五花八門，馬尾有下
垂或打結。御馬與戰馬的打扮並不相同。我畫的是戰馬。如果是御馬，牠
的鬃毛會修剪成「 一花」、「三花」、「五花」等。例如李白《將進酒》
的描述：「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當中
馬的鬃毛就是「五花」。唐代男女皆酷愛養馬、騎馬。李清照曾作《打馬
圖經》一卷，「打馬」是古代的一種棋藝遊戲，因棋子稱作馬而得名，這
是「博奕之上流，乃閨房之雅戲。」交通大學的校史館(位於浩然圖書館七

圖6：仿中國年畫《一團和氣》

樓)有大螢幕播放大唐盛世的3D立體動畫，當中有一幕描述打馬球的過程，
各位看官若感興趣，可去開開眼界，不須付門票。

桃花塢位於江蘇蘇州閶門內北城下，其年畫源於宋代的雕版印刷。
宋代年畫的張貼已普及盛行，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了當時京城
春節期間出售年畫之類吉祥裝飾品的景況。年畫在明代期間趨於定型，
於清代進入鼎盛階段。最有名的是四川棉竹年畫，及天津楊柳青、山東
濰坊、江蘇桃花塢的木版年畫，被譽為中國「年畫四大家」。《一團和
氣》是由明成化帝所創，來告誡宮廷後院的嬪妃們要和睦相處。康雍乾
時期的《一團和氣》是桃花塢木刻年畫中的經典作品，距今已有300年
的歷史，其原圖和版都在中國失傳了，卻有圖收藏於日本的廣島寶物
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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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已於2001年及 2005年經由Wiley出版社陸續出版兩本和電

在寫這本書時，最讓我謹慎戒懼的部份是電信名詞的挑選。西班牙

信相關的教科書，對於創作寫書，我還是抱持保留的態度。因為寫書猶

籍諾貝爾獎得主拉蒙•卡哈(Santiago Ramón y Cajal, 1852 –1934；

如生小孩，其過程往往會讓你陣痛得呼天搶地。話雖如此，2006年某

參見圖二)說：「選擇很好的名詞，可以省去人們一大堆思考。」這

一天，我還是頭殼燒壞，突發奇想，問我的學生蘇淑茵要不要合寫一本

是我相當認同的真知灼見。尤其電信領域的名詞特別多，若是定義不

關於「電信計費」方面的書。而蘇淑茵竟然也傻愣愣的點頭同意。這本

恰當(ill-defined)，會讓讀者滿頭霧水，摸不著頭緒。我以前工作的

書我們師徒整整奮戰了一年半，遭遇許多挫折，寫到一半，也差點停擺

公司Bellcore，頗會創造電信名詞，弄得其他人暈頭轉向。例如「智

么折。總算咬牙熬過，在去年(2007年)年底將書寫完。蘇淑茵也在同一

慧型網路」一開始叫Intelligent Network(IN)，第二年改叫Advanced

時間通過博士口試，終於讓我鬆一口氣，不曾因寫書耽誤到她的畢業。

Intelligent Network(AIN)，再隔一年稱為Telecommunications

這本書送交Wiley出版社，經由六位審查委員評審通過，預計將在今年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rchitecture(TINA)，如此類推，類似的詞

(2008年)出版，這也是我的第三本歪理書(Wiley Book；參見圖一)。

彙，每年重組，增加字母，誰都受不了。在這本書中，我們就統一採用

蘇淑茵的博士修業經三年畢業，共發表五篇的電信期刊論文，皆刊登於

Intelligent Network(IN)，不隨之起舞。

IEEE Transactions，再加上這本Wiley出版的原文書，在國內電信領域
的博士生中，應該是一項紀錄吧？不過若單以博士修業時間長短而言，
我的另一位學生馮文生仍然是時間最短的紀錄保持者。

圖二：拉蒙•卡哈(Santiago Ramón y Cajal)

我們寫的這本書和蘇淑茵的博士題目皆是關於「電信計費」。當初
我的規劃，是希望將所寫的書，直接修改成為她的博士論文。後來發現
行不通。原因是這本書必須包含許多介紹性的材料，並不適合放在博士
論文。而博士論文中又有太多理論推導，放在書中，鐵定會讓讀者呼呼
圖一：林某人的第三本歪理(Wiley)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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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睡。最後只好將兩者脫鉤，同時進行，倍感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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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寫一本「電信計費」書的念頭，其實在我腦海中已盤旋多年，主要
原因在於電信計費是電信領域很重要，而又很少人精通的題目。我的第
一位博士畢業生鄭枸澺本身是電信計費專家，但他的博士論文卻和電信
計費無關。我上課時常說，電話公司的交換及服務系統可以很爛，但計
費系統一定要很好。道理很簡單，你的服務再好，若是收不到錢，一切
都白搭。1997年國內三家行動通信業者泛亞，東信，及和信一同拜訪
我，希望我能幫他們建置及維護其計費系統，出價三到五億元台幣。我
覺得這工作不應由交通大學這種教學單位執行，趕緊找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研院)的鄭聖慶博士，看工研院是否願意承接。工研院評估過後，認
為這個價錢做不來，只好作罷。在美國規模大的行動電話公司，尋求的

• 能很有彈性的改變其計費系統。
• 當錯誤產生時，能很迅速的告知行動電話公司問題之所在。
• 當行動電話公司在設計其計費程序時，必須積極參與設計過程。
• 在替一家行動電話公司設計計費系統時，需事先瞭解該公司
的資金流向(Revenue Flows)，每個使用者能產生的營業額
(Average Revenue per Subscriber)，該公司的市場穿透率
(Market Penetration)，甚至該公司的管理(Management)結構。
• 計費系統必須能夠提供其他統計資料例如市場資料(Marketing
Information)及財務資料(Financial Information)。

是極為強大複雜的計費系統（成本可高達數億美金）。而規模小的公司

行動電話公司的計費方式會因新的通信技術而改變。一般而言，計

則儘量簡化其計費系統，以降低其維護發展成本。這些小公司的業務若

費方式皆由市場部門主導，而改變計費方式往往因為其他競爭者策略改

不夠大，甚至沒有必要自行投資計費系統之管理維修，因此一般皆會委

變之故。因此計費系統提供公司必須能很有彈性的配合行動電話公司，

託計費公司提供計費服務。

才能幫助他們在瞬息萬變的競爭市場立足。

不同電信計費方式會影響到人的行為。例如在美國，任何人打電話

我記得國內剛提供GPRS的無線數據服務時，係以封包(Packets)數

給行動電話使用者，無線網路之使用費係由行動電話使用者負擔。因此

目計費。當時交大資工系的王協源教授做實驗，以GPRS傳送1MB的圖

行動電話使用者會盡量避免將其手機號碼公佈，以免閒雜人等撥該手機

片檔案，結果傳了老半天，好不容易快傳完，竟然斷線，功虧一簣，沒

號碼，造成鉅額帳單。在國內打電話之費用則完全由主呼者（Caller）

有收到圖檔。月底時卻接到7000元的電話帳單，氣得他直跳腳。後來國

負擔。因此行動電話持用者會較無顧忌將其手機號碼公開。例如國內移

內行動電話業者引進第三代行動通訊技術，數據傳輸就按月固定付費，

動性高的使用者（如水電業者，推銷員等）會盡量散佈其手機號碼以

相當便宜。2007年四月，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訪問香港，下榻香港酒

增加生意機會。同時行動電話公司算帳方式亦可能更改，而國內不同

店。當時陳信宏教授在香港酒店以他的台灣手機上網20分鐘，事後收到

業者亦可能以不同算帳方式來招攬顧客。尤其在國際漫遊(International

3萬元帳單，大吃一驚。我們都嘲笑他，一定是瀏覽到不該看的網頁，

Roaming)普及後其帳務系統將更行複雜。因此能力強，彈性大的計費

才會被勒索付出巨額帳單。事實上是因為國際漫遊，以時間或數據量計

系統是行動電話事業成功的重要因素。一家計費系統提供公司(Vender

費，不再是國內的固定付費。

Company)若欲有高度競爭能力，則需具備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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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面的例子可知，行動電話計費方式較一般電信服務計費方式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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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
雜，原因在於行動電話使用者可能漫遊至不同的地區(屬於不同公司的服
務區)，而計費過程則牽扯到數個服務公司。舉一例說明：假設某甲的行
動電話服務係向紐澤西州行動電話公司訂購(Subscribe)。若某甲旅遊至
加州，並在加州使用其無線電話，則其帳目資料(Billing Information)會
經由行動電話交換機(Mobile Switching Center)送至加州行動電話公司
的計費系統。該計費系統將所有的帳目資料區分為本地類(Home)或漫遊
類(Roam)。這些資料是以特殊的CIBER(Cellular Inter-carrier Billing
Exchange Records)格式記錄。而這些記錄累積到一定數目後將會以
FTP方式送到一個帳務交換中心(Clearing House)。該中心則將行動電
話公司的CIBER記錄處理(Audits and Settles)，然後將漫遊CIBER記
錄送至其原來所屬之行動電話公司(以某甲為例，其在加州之CIBER記
錄將送回紐澤西)。一般而言，行動電話公司的帳單以月(30天)為基準送
給顧客，而96%漫遊記錄則能於數天或數小時內在不同的服務公司間交
換。現有整批作業方式的計費系統最大的問題在於時效。對一家行動電
話公司而言，將CIBER送至帳務交換中心處理可能需要一段時間。未來
的行動電話計費系統將發展即時(Real-Time)交換跨公司的帳目資料。而

本文提到拉蒙•卡哈，讓我想起今年(2008)年初，工研院找我在2
月27日開課，主講關於發表論文的議題。接到邀請電話時，我正在主持
會議。兵荒馬亂之際，沒有注意細節，隨口答應。後來發現演講題目是
大哉問的「機械電機資工如何成功投稿期刊論文」，而演講的時間也長
得出乎意料。這真讓我傷透腦筋。第一，我是電信專業，對於機械領域
並不熟悉。第二，我被要求的上課時間是三個小時。交大資工系主任曾
煜棋也受邀講課，但他只肯講一個小時。他很好奇，「發表論文」這種
題目，我如何能「蓋」三小時。事實上，我也很懷疑，哪有足夠題材來
消磨這麼長的時間。後來靈機一動，想起拉蒙•卡哈，將他的寶貴經驗
溶入我的演講。拉蒙•卡哈的研究方法論有很多金科玉律。例如他曾說
「專心小領域，關心大領域」。像電信領域的範圍很大，常常有人寫論
文，既是寬頻傳輸，又有無線通訊，允文允武，樣樣都有，卻也樣樣疏
鬆，看不到重點。這種論文當然就很難被接受發表。有了卡哈的材料，
就比較有信心上陣啦。結果我上課時，竟然口沫橫飛，講得欲罷不能，
三個小時還不夠呢。我這種短話長說的本領，足以媲美「心海羅盤葉教
授」，讓我對自己都佩服不已。

蘇淑茵和我合寫的書，主要在敘述如何能將計費訊息即時傳送到不同的
電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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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音樂與卡農 (Canon)

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如果有人問我，台灣最早將行動通訊和網際網路兩種技術整合的是

當初設計台灣啤酒廣告歌的手機振鈴當然有其特色，但重複播放時

哪一位專家，我的答案是遠傳電信的饒仲華博士。在1997年，他就有

會有中斷的感覺。因此我想找一曲重複播放時不會中斷的歌。我心目中

構想，找我來建置一個整合網際網路的簡訊(Short Message Service；

的理想曲調是德國作曲家帕海貝爾(Johann Pachelbel；參見圖一)的卡農

SMS)應用平台。我們因此研發出國內第一個以手機開門的系統。饒

(Canon或更正式的Kanon und Gigue in D-Dur für drei Violinen und

仲華將發展出來的簡訊系統稱為iSMS。第一個小寫字母「i」代表

Basso Continuo)。Canon是“輪奏”的一種音樂曲式，並不是歌曲的名

Internet。這小寫字母上頭有一點，表示未來可以出頭。就像台積電第

稱。輪奏，就是有數個聲部的旋律交叉演奏，給人綿延不斷的感覺。這

一個字母用小寫的「t」而非大寫的「T」，如此才能出頭天，不會被天

充滿簡單重複節奏的樂曲，正是手機振鈴最需要的特徵。Canon的優點

花板擋住。科技人很迷信吧! 不過iSMS取名時，還沒有iPod或iPhone

在於不同曲調會「互相追隨」，因此在設計STL手機曲調時，可找到結

呢。可見饒仲華在註冊商標設計上，是頗有商業頭腦的。當時我們討論

束點和起始點的自然銜接，不會讓人有中斷突兀的感覺。Canon的樂譜

音樂下載，饒仲華就以正規語言(Formal Language)發展出一種手機可

如圖二所示。

以解讀的音樂語言，稱為Simple Tone Language(STL)。在我的著作
Wireless and Mobile All-IP Networks，第一章第1.4.2節有詳細說明。
在此有一題外話。資工系的學生往往不多花時間來學習「正規語言」這
門課。其實只要學好這一科，在電信及資訊業界就足以橫掃千軍，笑傲
江湖。
我書中有一圖例Figure 1.15，說明歌曲如何由簡譜轉換成手機能執
行的STL。最早用台灣啤酒廣告歌，歌詞是:「有緣沒緣，大家來作伙，
燒酒喝一杯，乎乾啦，乎乾啦。」在寫書時，我本想換掉這首有中文歌

圖一：帕海貝爾(Johann Pachelbel)

詞的旋律。主要是Wiely一開始就要求我寫書一定要全用英文，若參雜
中文，必須有英文翻譯。Wiely這規定雖然說得很客氣(大概也很有道
理)，大概是怕美國讀者看不懂。卻讓我有另類思考，覺得讓讀者體驗沒
有翻譯的中文圖片也很好啊。因此我決定仍然採用沒有翻譯的台灣啤酒

圖二：Canon樂譜

廣告歌，並且還變本加厲的增放幾張有中文的圖片。最後Wiely還是很
客氣的同意我的作法，予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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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海貝爾的Canon可能是世界上以不同樂器演奏版本最多的曲子。

的古典音樂，馬上能呼呼入睡。而當中效果最好的，就是Canon的交響

但讓我感到最高雅的演奏方式是弦樂四重奏，包括第一小提琴演奏高音

樂。大概是簡單重複節奏，有數綿羊的催眠功效吧。最近我常搭公車由

旋律，第二小提琴演奏低音旋律，再加上中提琴及大提琴。我家老大以

新竹上台北開會，一路上戴耳機，搖搖晃晃的聽著Canon弦樂四重奏，

前學拉小提琴，學習一般曲調，總是兩天捕魚，三天曬網，不太起勁。

很快就見周公了。

惟獨能讓她愛不釋手，主動練習的，就是這首Canon。她拉的是第一小
提琴，單獨練習時，無法完全呈現出Canon的全貌。我靈機一動，買一
張Canon四重奏的DVD，播放配合她練習。
三年前我和工研院合作研發Push-to-Talk over Cellular(PoC)技
術，一個人可同時呼叫多人同時聽電話。這種系統可用在同一間大辦公
室內，讓老闆呼叫所有秘書。我也突發奇想的想為秘書們的手機設計第
一小提琴振鈴、第二小提琴振鈴、中提琴振鈴及大提琴振鈴。當老闆在
辦公室以PoC呼叫時，所有秘書的電話以Canon四重奏同時振鈴，一定
妙不可言。
去年(2007年)我受邀觀禮，到總統府參加總統科學獎頒獎典禮。典
禮前在總統府二樓大廳擺設許多點心，讓賓客們先聊聊天兼吃吃點心，

圖三：卡拉揚 (Herbert von Karajan)

Canon曾經稱霸美國告示牌流行音樂排行榜長達百週以上。圖一帕
海貝爾肖像的額頭高，眼睛大，是很聰明的長相。他1653年生於德國紐
倫堡，1706年亦卒於紐倫堡。

並有弦樂四重奏，娛樂嘉賓。我眼睛一亮，猜想必會演奏Canon，讓我
一飽耳福。沒料到肚子吃飽了，還沒聽到Canon的演奏。最後大家魚貫
進入總統府三樓頒獎會場，在會場竟然以DVD播放不同版本的Canon演
奏，包括長笛、豎琴、鋼琴、小提琴、交響樂等不同風格，結果上頭長
官在致詞時，我仍陶醉於Canon音樂，不知長官們在說啥，真是罪過。
我八歲時，家中有很多黑膠唱片，而印象最深刻的唱片是一整套卡
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1908 –1989；參見圖三)率領柏林愛樂交響
樂團(Berlin Philharmonic) 所演奏的古典音樂。倒不是我的音樂素養
好，能欣賞古典音樂，而是每當夏日炎炎，睡午覺時，放上一段卡拉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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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音樂與卡農 (Canon) 》補記
我的文章《手機音樂與卡農 (Canon)》提到卡農優美的旋律，希望

印象深刻。更驚人的舉動則在喜宴中場發生。依照台灣習俗，在喜宴

能成為手機振鈴音樂。其實市面上已有卡農旋律的振鈴下載。不過商業

中場時，新郎會陪新娘離席換禮服。沒過一會，忽然見新郎一個人帶

化的卡農來電答鈴，實在有夠難聽。卡農作者Pachelbel若地下有知，

上口罩，左手提一個錫箔包的手提箱，像通緝犯般，鬼鬼祟祟的走入

一定會氣得抗議他的音樂被糟蹋了。來電答鈴應該有如下面音樂演奏的

會場。當然了，喜宴會場的燈光打在新郎身上，所以大家都看到新郎

水準，參見YouTube: http://tw.youtube.com/watch?v=6wpPk8qk3uQ

探頭探腦的模樣。我一看就知道新郎新娘要演啥橋段，興奮的叫「卡

(手機的音效一定辦得到)。電信應用服務往往由電信科技人主導，對於

農，卡農」。同桌的教授們則丈二金剛，莫名奇妙。果然會場另一角響

服務的內容(Content)，沒有足夠的人文素養來提升，是很可惜的。

起鋼琴的卡農旋律。我說説 ， 這音樂是新娘彈的，同桌的教授們仍然搞

我得在此再度聲明，我是音樂白癡，屬於聽音樂會，半路會打呼那
種水準。不過因為常聽卡農旋律，所以好壞還能略辨一二。《手機音樂
與卡農(Canon)》文章有附圖Cannon樂譜，是我家老二的吉他獨奏譜。
我家老大拉小提琴是Canon in D major。老二也彈鋼琴，是「我的野蠻
女友」女主角彈的Canon in

C 調子。YouTube上有廣為流傳的Canon

in D 鋼琴演奏(參見YouTube: http://tw.youtube.com/watch?v=ABBzej
bplVQ&feature=related)。天下父母心，總是要兒女學樂器。我小時候也
被逼學小提琴，最後實在提不起興趣，故意摔壞樂器，結束我的音樂生
涯。如今為人父母，換了位置就換腦袋，還隨時向小孩們叨念，當年若
非摔壞小提琴，我早就是樂聖之流的人物。我想當時我父母若找出我所

不清楚狀況，不相信是林亭佑在彈鋼琴。沒多久，新郎走近彈鋼琴的盛
裝女郎(參見圖四(右))。女郎起立，兩人含情默默的看著對方，女郎果
然是林亭佑。林亭佑能在自己的婚宴大秀才藝，毫不怯場，令我嘖嘖稱
奇。我向同桌的教授們解釋，這是「我的野蠻女友」的劇情(參見http://
tw.youtube.com/watch?v=y_XiDPXM24I&feature=related)。他們沒看
過這部影片，因此也不知道新郎新娘在搞啥名堂。我只能嘆息林亭佑辛
苦表演，落得「俏媚眼做給瞎子看」。我很驚訝，「我的野蠻女友」在
電視台都重播好幾次了(我都看過三遍)。這群教授忙著寫SCI期刊論文，
嚴正的聲明他們是不看電視的。在場只有我天天看電視，有失教授清高
身分，好生慚愧。

喜愛的Cannon 樂譜讓我練習，我一定會認真拉小提琴。可見找到對的
題目，讓學生能有學習的企圖心(Motivation)，才會有好的學習成效。
卡農和我們電信人還挺有緣分的。2008年底，交通大學電信系的
林亭佑教授結婚，我和張仲儒、曾煜棋、王蒞君等諸位教授同一桌吃
喜酒(參見圖四 (左))。林亭佑給我的的印象是穿牛仔褲的女孩，連她的
指導教授曾煜棋都未曾見她穿裙子。穿著結婚禮服的林亭佑，實在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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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左)林亭佑婚禮:由左至右為林某人，(吹泡泡的指導教授)曾煜棋，
及林亭佑; (右) 林亭佑彈「卡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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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進福校長寫了篇「魚骨圖」（Fishbone Diagram），登在前幾期

圓餅圖固然有其優點，然而如前一段說明，在更多情況，採用條狀圖的

NTP簡訊上頭。我湊趣的註解說明魚骨圖是石川馨（Kaoru Ishikawa）

方法來表達信息會更好。條狀圖也是普萊菲所發明，他真是極有才華的

所發明，在此不再細表。電信國家型計畫報告書中最常看到的統計圖

人，常常說「文不如表，表不如圖」，是我在寫論文時所奉之圭臬。普

表，除了魚骨圖外，尚有圓餅圖(Pie Chart)，曲線圖(Line Graph)和條

萊菲的工程師頭銜源起於擔任發明蒸氣機的瓦特(James Watt)的助理。

狀圖(Bar Graph)。

他幫瓦特畫很多工程圖，也參與許多發明。普萊菲的名字取得很妙。我

圓餅圖常被認為是弗羅倫斯•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

常說“Playfair used graphs and charts to play fair.”

1820-1910；參見圖一）所發明。世人都認為這位

電信產業不論是製造業或服務業都需要嚴格的品管，也難怪所使用

白衣天使是護士，其實她也是一位專業的統計學

的圖表及管理會依循如石川馨這類質量控制兼統計專家的方法。不過國

家。她在戰地醫院的觀察顯示病死的士兵多於戰死

內電信產業在這方面仍然還有很大的改善空間。有很多政府補助業者的

者。然而光以數字報告方式，難以讓英軍重視，因

電信技術案子，執行者往往強調系統的功能面而較忽略品管觀念。我擔

此就用連大老粗也看得懂的圓餅圖呈現數據，藉以

任評審，會苦口婆心的規勸一番，希望他們能善用政府補助經費，將品

強調她在護理上的成果。然而圓餅圖是受到統計學

管做好。就品質控管方面而言，日本人則硬是贏過別人，居全球之冠。

家批評最多的圖表之一。因為經由目視，很難對不
同的扇區大小進行比較，或對不同餅圖之間數據進

圖一：南丁格爾
(Florence Nightingale)

行比較。南丁格爾是有點誤導英軍這群外行人啦。不過她也因此獲得足
夠經費發展戰地醫院，照顧不少傷兵。每次電信國家型計畫的執行單位
做報告，若用圓餅圖，有時會搞不清楚數據是否會被誤導，讓人不禁皺
眉，看得半信半疑。一般而言，圓餅圖在扇區所占比例達到總體的25%
或50%時，才可以很好地達到展示的目的。

日本人的品管觀念並非天生具有。例如石川馨是受到美國人戴明
(Edwards Deming；1900-1993；參見圖三)的影響。1947年，麥克阿瑟
將軍佔領日本，一直要洗日本人的腦，要他們美國化，忘掉日本天皇。
當時日本製的產品水準不高，品質不穩定，時好時壞。麥克阿瑟實在看
不過去，就派戴明到日本來教桃太郎「美國人是怎麼做的」。戴明就到
日本舉辦研討會，教他們如何控管品質。一群日本人愣愣的在研討會中
認真抄筆記，也讓戴明很感動，覺得以他們的學習態度，應可以讓日本

已知最早的圓餅圖是英國工程師暨政治經

製造業在五年內有所進步。沒想到日本人雖然愣愣的，但一板一眼卻也

濟學家威廉•普萊菲(William Playfair, 1759 -

是優點，做事不打折扣，照著抄來的筆記一一實現。很快在兩年內就脫

1823; 參見圖二)所作。1801年在他的著作《統計

胎換骨，也嚇了戴明一跳。戴明的品管理論說穿了也很簡單：「顧客要

學摘要》(Statistical Breviary)中，普萊菲用圓餅

的不是完美的產品，而是可靠(Reliable)的產品」。換言之，產品的變異

圖來顯示土耳其帝國在亞歐非三洲所佔的面積。

性要低才行。這點在電信系統尤其重要。我看過很多通訊相關論文，都

圖二：普萊菲(William Playf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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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core初體驗 及 BOC Tour之回憶
號稱所提出的方法很好，但可惜變異性太大，

我1990年8月加入Bellcore，該公司係由美國七家區域性電話公司

可靠度太低，結果只是白費虛功，無實用價

(Regional Bell Operating Companies; BOC/RBOCs, Cincinnati Bell

值。

和SNET/CT除外)共同出資成立之研究公司。在那個年代，Bellcore對
待新進員工算是相當慷慨的。在正式報到前，公司還提供找房子的福利

最妙的是，美國人反而不知道有戴明這號

(house hunting package)，包括來回機票和旅館住宿費一周，讓我全家

人物。在 1980年代，美國產品(尤其是汽車)被

三人由美國西岸到紐澤西州先找房子，熟悉環境。我果然在七天內買到

日本貨打得落花流水，只好不恥下問，去日本
取經。結果發現日本人那一套竟然是由美國人
戴明學來的，當場為之氣結。日本科技界感念

房子(如圖一所示)。
圖三：戴明 (Edwards Deming)

戴明的貢獻，特別成立戴明獎(Deming Prize)，獎勵品管創新。石川馨
受到戴明啟發，將戴明的觀念導入日本系統，提倡Quality Circles的概
念。這概念最早被日本電信(Nippon Telephone & Telegraph)採用，實
施有成效後，也被很多日本公司採用。

圖一：林某人在紐澤西州的房子

當時剛拿到博士學位，沒綠卡也沒工作經驗，能申請到的房貸不
多，只能買郊外中等學區的中古小房子。不過院子倒有640坪，當中有
一半在斜坡上，無法用自動割草車，必須人工推割草機。將整個草地剃
完頭，需3到4個鐘頭(包含割草機中途故障的動手修理時間)。在Bellcore
工作五年，我夏天週末最重要的休閒活動就是割草。對於地形不規則的
大面積割草，我有自信能拿到專業證書。返台到交通大學任教，每次看
到工友們割草，都忍不住想捲起袖子指點一二。
當時Bellcore在紐澤西州有四個主要據點，我的工作地點在摩里斯
鎮 (Morris Town；如圖二所示)。到公司報到的第一天，先拍一張囚
犯照(如圖三所示)，用來掛在佈告欄示眾。接下來到醫務室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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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血壓。護士說我的血壓過高，原因是第一天上班比較緊張，是正常現

是舊金山的BOC Tour，除了舊金山的地方好玩外，還另有原因(後面

象。不過大部份新報到的女性員工，比較不會有此現象，因此公司非官

會詳述)。一般而言，MTS在公司要有超過兩年以上資歷，才有資格申

方的結論是「女生適應新環境的能力較強」。

請參與BOC Tour。我加入Bellcore未甫一年，就破格被選派參加BOC
Tour，倒不是林某人有何特異功能，受到上司青睞。主要原因是那一年
的BOC Tour由印第安納貝爾電話公司(Indiana Bell)主辦。印第安納州
被視為雞不生蛋，鳥不拉屎，很不好玩的地方，因此BOC Tour乏人問
津。我的上司Mario Vecchi 只好問我要不要去。我一口答應。其實印
第安納州是風景優美的地方(如圖四所示)，我數年前在該州布魯明頓鎮
(Bloomington)的印第安納大學結婚，也頗想舊地重遊。

圖二：林某人與女兒合照於摩里斯鎮Bellcore大樓的門口

圖四：1980年代的印第安納州風景

Indiana Bell隸屬Ameritech RBOC集團，當年總部位於首府印第
安納波里斯(Indianapolis)的Meridian Street。BOC Tour的那一個月，
我被安排住在印第安納波里斯的喜來登飯店(Sheraton Hotel)套房，內
圖三：(左) 林某人的Bellcore囚犯照 (右) 林某人的Bellcore 名片

剛加入Bellcore時，我的頭銜是MTS(Member of Technical
Staff)，薪水相當於RBOC電話公司的第一線經理。當時Bellcore有一個
不成文慣例，由MTS升任區域經理(District Manger)前，必須到RBOC
電話公司見習。見習之旅稱之為BOC Tour。早期是兩個月，後來縮減
為一個月。BOC Tour由RBOC旗下各電話公司輪流舉辦，最受歡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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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個人專用的書房及廚房，相當舒適。BOC Tour介紹了整個貝爾電話
「帝國」的組織及運作流程。帝國規模之龐大，令我嘆為觀止。在此列
舉一些印象較深刻的參訪實習。
最有趣的實習，是和電話維修員(Field Technician)到用戶家維修
電話機。我曾提到大家都要搶著去舊金山BOC Tour，原因是舊金山的
電話用戶作風比較開放，電話維修員往往會遇到有趣的用戶，工作有意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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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驚喜。前警備總部孔令晟將軍的女兒也是我在Bellcore的同事。她

另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公用電話修護廠的參訪。在當年，電話設施

在舊金山BOC Tour遇到千奇百怪的用戶，回Bellcore後興奮的敘述過

最常被破壞的排行榜以公用電話機名列第一。在修護廠看到的公用電

程，羨煞沒有去的同事們(很多故事是限制級的，不便在此表述)。印第

話，被毀損的情況可謂光怪陸離。如果依據破壞情境來分析破壞者的心

安納州的民風淳樸，是看不到這種景象的。但在鄉村修電話，亦別有風

態，足以寫出一本心理學的博士論文。最常見的是摔壞聽筒。最離譜的

味。和我同組的電話維修員叫Joe，是標準美國中西部的粗壯體格，修理

是有人將整個公用電話機以電鋸切成兩半。為了在使用者不當操作下仍

電話的技術一流，工作勤奮。在各用戶間奔走，中午時分會找風景優美

能正常運作，公用電話機的製造規格是所有電話機中最嚴苛的。我回國

之郊區，席地而坐，悠閒的吃午餐。Joe對我十分禮貌客氣，但顯然覺得

後，有經驗不足的廠商接到國外公用電話機的訂單，詢問我的意見。我

一個由研究單位來的黃面書生，是不會動手的，和他相當格格不入。有

建議不要接單，而該廠商畢竟還是接了單，最後難逃品管檢核問題，賠

一次兩人爬上電線桿，要去掉電話線的被覆塑膠皮時，工具掉落地上。

錢了事。

Joe要下去撿時，我已空手去掉被覆塑膠皮。這是我在陸軍通訊學校當兵
時，在有線電課程學來的絕技。Joe大為驚訝，因此不再視我為不食人間
煙火的都市人。我告訴他，我在台灣軍隊爬電線桿係使用登高板(如圖五
所示)。他聽得津津有味，嘖嘖稱奇。而我告訴Joe，中華民國軍隊的規
定，上下電線桿必須分別在45秒內完成。我是上電線桿3分鐘，下電線
桿不到10秒鐘。Joe不明所以。其實我是笨手笨腳，爬不上電線桿，而下
電線桿踩空登高板，摔到地上，當然不需10秒鐘。Joe聽我解釋後哈哈大
笑。實習三天結束後，這群電話維修員特別舉辦烤肉晚宴歡送。他們將
汽油桶砍對半，放入炭火烤他們獵來的野鹿，相當豪邁。看著烈焰上的
火星飄入深邃的星空，著實令人心曠神怡。

參訪電話公司的接線生部門，則讓我神經緊繃。在一大房間內，有
好幾排接線生的座位。接線生的座位有一小桿，上有藍燈。而最後一排
只有一個經理的座位。我問藍燈作用為何。答曰：接線生離開座位上廁
所時，藍燈會亮起。後面的經理則開始計時，直到接線生返回座位為
止。每接到一通電話，必須在45秒內答覆完畢掛線。我也注意到所有
接線生都是女生。原因是男生抗壓性低，在此部門工作太過緊張，不久
就會掛掉。這部門有特別經費編列，請心理諮商專家來舒解接線生的壓
力。此一印象讓我注意到電話與電腦的整合技術(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的重要性。該技術能有效協助接線生，減輕其工作量及壓
力；詳情請參閱拙著Sheng-Lin Chou and Yi-Bing Lin: Computer
Telephony Integr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IEEE Communications
Surveys and Tutorials 3(1): (2000)。
另一個有趣的參訪地點是電話公司的拆信部門。當年電話公司每個
月寄帳單給用戶，而用戶會將支票放入附上的標準回郵信封，寄回電話

圖五：(左) 攤開來的登高板 (右) 收起來的登高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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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再用一個吸盤機將支票吸出。吸出的支票則被照相，以影像處理技
術辨識書寫的金額。核對無誤後，再將支票送到銀行兌現。整個過程仍
有人工一路監視覆核，所以算是半自動化流程。如今利用自動扣款及劃
撥機制，電話公司的收費流程大為簡化，省事多啦。
我們也參觀位於支加哥，全美最早七座基地臺的歷史位置。這些基
地臺沿著五大湖畔建置，早期行動用戶移動的研究，都以此網路架構
為主。但基地臺數量不夠，尤其由邊界基地台所取出的數據，難有代
表性的結果。他們問我是否能有效模擬大規模的基地臺行為。於是我
苦思數日後，終於有構想，於兩年後完成論文 Lin, Y.-B. and Mak,
V.W.K. Eliminating the Boundary Effect of a Large-Scale 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 Network Simulation. ACM Transactions on
Modeling and Computer Simulation, 4 (2): 165-190, 1994.

圖六：Indy 500賽車場

Bell電話公司巡旅的最後一天，20位參與的Bellcore成員合照(參見
圖七)，互道珍重，各奔前程。一趟BOC Tour，勝讀十年書。經過這次

Indiana Bell也帶我們參觀舉世聞名的賽車場Indianapolis 500

的洗禮，我才真正瞭解大型電信系統的技術運作及其商業營運模式。這

(Indy 500)。電話公司在此賽車場長期包下一貴賓室(位於圖六高塔後面

經驗對我往後的學術研究有深遠的影響，讓我能更踏實的定義出要解決

的白色建築)，參觀賽車，有富豪般的享受，令我相當震撼。難怪葛林法

的電信問題，得以儘量避免象牙塔內的無病呻吟。

官(Judge Green)當年會將貝爾電話系統打散。即使在打散後，單獨的
RBOC都仍有驚人的財力。依此推論，貝爾電話系統在未分家前，只要
有大動作的決策，都足以動搖美國國本。

圖七：Bellcore BOC Tour 成員合照 (林某人站在第一排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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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在今年11月舉辦的國際會議WICON 2008(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Wireless Internet Conference)[註1] 邀請我給Keynote
Speech。我要在演講中推廣行動台灣(M-Taiwan)的經驗，需要拍一些照
片，尤其是打扮特殊的Show Girls，以增加WICON演講的趣味性。恰
巧6月第一個禮拜，M-Taiwan在台北世貿中心舉辦2008 WiMAX Expo
[註2]，因此我特別請M-Taiwan辦公室安排拍照。
到達會場，M-Taiwan辦公室同仁就帶我去和安排好的展示小姐照
相。放眼看去，會場上一片展示小姐，百花齊放，真是萬紫千紅，美不

圖二：acer WiMAX產品展示

勝收。展示小姐們笑臉迎人，講解WiMAX技術，極為專業，不輸大學

最後行程是和「全球一動小姐」照相(參見圖三)。拍完照後，她要

教授。照相時，她們很禮貌的和你保持距離，不會冒冒失失的靠近你，

我投她一票，原來有票選展示小姐的活動(這一定是全球一動董事長何

因此我這個道貌岸然的教授相當自在，不會感到尷尬(參見圖一)。

薇玲的點子)。我當然很樂意配合，共襄盛舉。電腦投票，螢幕上四位
佳麗的相片一字排開，讓我當場傻眼。這些小姐們各個風情萬縷，殆無
疑義。不過每一位髮型類似，又都是水汪汪的眼睛配上長長的眼睫毛，
櫻桃小嘴加上藝術照的特殊處理。我的眼鏡度數不夠，實在分辨不出站
在我面前的漂亮寶貝是電腦上的哪一張照片的本尊。正當我尷尬的掛在
電腦前，不知理會處時，旁邊恰有高人指點，小聲說：「這張啦，這張
啦…」終於讓我如釋重負的完成投票這項艱鉅任務。

圖一：(左) 富士通小姐；(右)遠傳小姐

和M-Taiwan男同志們照相，因為有並肩作戰的情誼，就十分親
切。在WiMAX acer產品展示時，我和經濟部工業局技正謝戎鋒勾肩撘
背，他的左手的位置正好在我腰際邊咧(圖二)。另外在電腦展示時，就
如同進入咖啡廳的情人雅座，和這位展示的仁兄如此貼身近照，真怕造
成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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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和俊男美女照相外，也在會場上看到許多國產的WiMAX終端
設備，玲瑯滿目，頗為振奮人心。展示的WiMAX應用相當多元化，令

一平繪話

聯合報的行動廣告也相當有趣，可以很快速的讓廣告上架，有效的
呈現到大眾面前(參見圖六)。

人目不暇給。例如由WiMAX傳輸的網路電視(IPTV)就極具特色(圖四
(左))。遠傳的攤位展示遠距居家照顧系統(圖四(右))，要幫我量心跳。我
急忙婉辭。漂亮的遠傳小姐充當護士，令人不知所措，難免臉紅心悸，
萬一量出來的心跳過高，豈不當場出糗，遺人笑柄，破壞教授形象，當
然敬謝不敏。

圖六：聯合報的行動廣告看板

整個展場的重頭戲是WiMAX體驗巴士(Experience Bus)。藉由
WiMAX，體驗巴士可以提供更高速的速率、更長的有效距離、以及
圖四：(左) WiMAX IPTV; (右) WiMAX居家照顧系統

Intel的WiMAX導航風火輪(Segway)，一向由Intel的工作人員操
作，不對觀眾開放。M-Taiwan辦公室的關係好，Intel同意讓我們站著

更加便利的移動性。當中的商業車輛營運系統(CVO；Commercial
Vehicle Operation)可與遠端監控中心連線，提供車輛位置及時速，以
利調度班次，並可互傳即時資訊且具備導航能力。GPS情報Go提供即時

(不移動)試用拍照。獨輪車不是那麼容易平衡。但在Intel人員的扶持照

的交通路況、豐富的旅遊情報及實用的行車資訊，讓消費者輕鬆享受更

顧下，M-Taiwan辦公室的小姐們，很快就進入狀況。當中平衡感最好

簡單、更聰明的行車空間和生活！遠傳體驗巴士如圖七所示。

的，好像是重心(身高)最高的邱小朋友(參見圖五)。

圖七：(左)遠傳體驗巴士及 (右)車內景觀
圖五：Intel的WiMAX導航獨輪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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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電信於此次展覽期間也特別貼心地打造一台WiMAX無線寬頻
體驗巴士，展現WiMAX未來的應用服務，讓民眾體驗優質、快速的
WiMAX行動飆網樂趣。例如大眾電信在WiMAX體驗巴士上結合知名
購物平台，利用無線寬頻設備展示行動購物的便利性，輕輕鬆鬆彈指間
就可以完成購物。在行駛中的巴士，車內人員可透過WiMAX即時與展
區的車外人員進行商務視訊會議，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皆能利用高頻寬
的無線傳輸，輕易地與同事、朋友、客戶聯繫，即時掌握重要的商務進
度。大眾體驗巴士如圖八所示。站在我左側的「大眾電信小姐」曾當著
外籍賓客面前，向馬英九總統介紹WiMAX應用，英文流利，表現可圈
可點。

圖九：(左) WiMAX天線, (右) 基地台及遠方的桃園國際機場

爬下屋頂時，陰暗的天空已開始下起毛毛細雨。心中暗自嘀
咕，真是天公不作美，因為雨衰(rain attenuation)對WiMAX的效能
(performance)有負面影響。既來之，則安之，仍得硬著頭皮作量測。測
試的三部筆記型電腦，插上WiMAX PCMCIA卡，放置於一廂型車上
(如圖十所示)。首先進行靜止測試(Stationary Test)。我們以VoIP的測
試軟體Chriot量測及時(real-time) 的語音效能。廂型車停在路旁，路上
車輛來來往往，每一輛車經過我們的測試廂型車，語音效能曲線就跟著
往下掉，大夥看得心驚膽跳，真是緊張刺激。所幸降幅不大，尤其事後

圖八：(左)大眾體驗巴士及(右) 車內景觀

我並未參加WiMAX Expo的開幕典禮，而是風塵僕僕的和

查驗封包掉失(packet loss)狀況，是均勻的隨機形態(random pattern)，
對聲音品質不產生影響。

M-Taiwan同仁，會同廠商在桃園國際路進行某一個WiMAX建置案的
路測驗收。以往這項辛苦工作都由M-Taiwan同仁進行，我並不參與。
這天我一同會勘，主要是有一個新的測試流程是由我設計，較為複雜，
因此必須親自上陣，微調程序，確認其可行。受測的基地台天線架設在
7-eleven便利超商店的屋頂，和GSM的天線共站(如圖九所示)。8:30am
到達現場，我爬到屋頂查看天線，弄得滿身塵土，但遠眺桃園國際機場
的飛機起降(圖九(右))，心曠神怡，對身上的污塵也就不介意了。
圖十：雨中測試Wi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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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與人生
接下來進行移動測試(mobility test)，就險象環生。我們進行每小

聯合報登載「丕優網際網路與美國生活計畫」（Pew Internet &

時30公里及每小時50公里的測試。難處在於必須立即加速到30Km/h及

American Life Project）2007年3月公布的一項民調數據，說51%的

50Km/h，並且繞著500公尺的道路上，重複轉彎，確保兩個基地台的換

美國人表示很難放棄手機，45%的美國人表示很難放棄網際網路，43%

手(handover)在控制條件下產生。選擇的路線時速限制是70公里，因此

的人表示難以放棄電視，40%的人表示難以放棄室內電話。這項民調顯

我們不會超速。不過路人望著奇怪的廂型車一直繞著7-eleven便利超商

示美國人對手機的喜愛超過了網際網路、電視和室內電話。而台灣的行

店的大馬路來回行駛，莫不剎為奇事。數天前廠商做事前測試，甚至有

動電話用戶穿透率更勝於美國。由此可知，手機已成為生活上不可或缺

人報警，以為這群廂型車怪客是超商店搶匪，正在來回探路呢。

的必需品。美國著名的橄欖球員兼奧克拉哈馬議員Steve Largent說：

我搭上廂型車後，只見車子猛然飆出，差點驚魂破膽，心中想著，
我的意外險剛到期，好像還沒續保。繞幾圈後，膽子越來越大，反而拼
命要司機加速，一直想看WiMAX的極限表現。整個測試到下午近3時才
結束。隔天迫不及待的要求廠商將量測數據送來分析。最後結論是，整
體VoIP表現符合M-Taiwan的規格要求。我個人對此結果也感到欣慰，
不過要達到穩定的WiMAX商業運轉，仍得再加把勁，大家千萬不可鬆

"I think we'll quit calling mobile device a phone since it'll have so
many more functions to it."意思是說，手機已加入許多功能(如電子
錢包)，更貼近人類生活。但是有很多手機設計已過猶不及(over kill)。
發明C++語言，對資訊界有很大影響的Bjarne Stroustrup就曾說過："I
have always wished that my computer would be as easy to use as
my telephone. My wish has come true. I no longer know how to
use my telephone."這是在諷刺，非人性化的功能加諸手機，只會讓人

懈。
後記：最後我並未到WICON演講。原因是美國簽證未能及時申請
到。相當遺憾。
[註1] http://www.wicon.org/
[註2] http://wimaxtaipei.tw/

難以接受。
在更早的年代，人類則被有線電話束綁，連行動都受限制。美國著
名影星Tony Curtis就抓狂的說："I can't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the
telephone to ring."他不敢離開電話，卻又不甘心行動受到限制，為之
惱怒。而女孩子則對電話充滿憧憬。女影星Ilka Chase說："America's
best buy is a telephone call to the right man."希望能用電話來釣金
龜婿啦。
Paul Auster在他的小說City of Glass的一開始，就寫出幾行有名的
句子："It was a wrong number that started it, the telephone ringing
three times in the dead of night, and the voice on the other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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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ing for someone he was not."他道出了大家最不爽的經驗，是在疲

的手機號碼是依據他和太太的生辰八字精算，保證琴瑟調和，夫妻講電

倦休息時，被電話鈴聲吵醒，卻發現對方撥錯電話。我常搭客運巴士由

話不會吵架的。這種號碼是已經「客製化」，對當事人是黃金號碼，對

新竹往返台北開會。在途中昏昏欲睡之際，往往被其他乘客的手機鈴聲

其他的人則沒有特別意義。「4」與「死」音近，為一般民眾所排斥。但

吵醒。顯然，我們的生活禮儀有必要將手機的使用納入規範。

曾有殯葬業者告訴我，希望能拿到有4的手機號碼。可見黃金號碼是「情

在更早的年代，電話則代表身分。而是否「高貴」，可由電話號碼

人眼中出西施」，很難深究。

看出端倪。早期的電話號碼數字越低表示越大牌。原因是以前撥號用轉

提到電話國碼，則涉及政治，更是複雜。以「8」開頭的國碼，都

盤，數字越低，越好撥號。例如美國的國碼(Country Code)是「1」，

指配給東亞的國家。當中日本以「81」的國碼拔得頭籌，在電信領域，

代表財大氣粗，是世界霸主。而區域碼(Area Code)亦復如此。美國最

一馬當先，頗有再創「大東亞共榮圈」的嫌疑。中國的國碼「86」，而

早的區域碼是201(第一碼0及1有特殊用途，因此由2開始)，指派給紐澤

台灣的國碼則為「886」。於是統獨大戰，中國希望聯合國同意將台灣

西州。美國總統所在的華府(Washington DC)區域碼是202，都沒有201

的國碼改為「866」，如此便能精神勝利，統一台灣。這個要求聯合國

好撥。紐澤西州為何比華府還大牌? 因為紐澤西州是AT&T的大本營，

並未同意。其實山不轉路轉，中國可以將國碼由「86」改為「88」，

在指派區域碼時，當然給自己最好的號碼囉。在台灣，電話號碼由北往

同樣達到效果。何況，「88」聽起來比「86」吉利，不是嗎? 攤開國碼

南遞增，也可能是導致重北輕南的原因之一(我隨口胡謅，讀者諸君一笑

表，「88」碼下只有兩個國家。除台灣外，僅有「880」的孟加拉共和

置之可也)。科技進步，按鍵式電話發明後，所有的號碼都一樣好撥，台

國(Bangladesh)。中國搬到「88」後，順便將孟加拉納入治下，豈不美

灣民眾反而喜愛6，8，9這些大號碼，認為是比較吉利。

哉。由務實的觀點而言，中國應該先改香港(852)及澳門(853)的國碼。

當行動電話剛在香港流行時，也頗能彰顯身分地位。大哥級的人
上酒樓飲茶，將手機(當時是特大號的黑金剛手機)往桌面一擺，大家就
知道「提起此馬來頭大」，於是乎手機也被稱為「大哥大」。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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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地方都已經回歸祖國了，電話國碼怎麼可以不統一呢? 其實我只
是戲言一句，國碼方便記就好，已約定成俗，就不要再改變了，大家不
須在此大作文章。

的選擇也頗有學問。五年前，我曾被邀請為電信總局規範「黃金電話號

回溯到更早期，電話剛發明不久的年代，擁有室內電話，鐵定是

碼」的管理。所謂黃金號碼就是一個好記的號碼，好唸的號碼；來電顯

「有力人士」。但是也有人不屑以電話哄抬身分。有一段文字敘述諾貝

示漂亮或是諧音聽起來順耳又吉利的電話號碼。大家都知道，想要黃金

爾文學獎得主吉普林（Rudyard Kipling）在英國薩西克斯(Sussex)維爾

號碼，必須額外付錢給電信業者。在德國或新加坡，這種額外付費是必

德(Weald) 的故居。此故居的環境讓吉普林相當滿意，但房子的設施卻

須繳回國庫的。為電話號碼定價錢的難度在於「黃金號碼」的定義依各

頗有改善空間。例如沒有電力，二樓沒水，也沒有浴室。這都是吉普林

國國情，有很大的歧異，甚至因人而異。例如，台灣大學的某位蔡教授

極力要改善的。接下來的文字，則顯示吉普林對電話這種高科技沒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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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一：QShine會議
印象。其敘述如下：“A feature which Kipling had no intention of
changing was the lack of a telephone in the house.”吉普林後來訪
問芝加哥，對此城市的印象是“I HAVE struck a city--a real city-and they call it Chicago.”他不喜歡芝加哥，罪狀之一是到處在架電話
線路。其實我個人蠻喜歡芝加哥，覺得這個城市比紐約漂亮。儘管排斥
電話，吉普林也必須無奈的倚靠這項新科技。1889年，吉普林還不是很
有名。當時的馬克吐溫(Mark Twain)則已名滿天下。某日吉普林去紐約
採訪馬克吐溫，卻找不到他。吉普林也只好急忙的依靠電話，請旅館的
telephone-man尋人。
吉普林在他不少作品中以電話呈現人物的心境。例如《Limits and
Renewals》中的人物Vaughan在深夜三點，打電話叫計程車去和對手
爭論(to discredit a hated rival)，文筆相當生動。在他的作品《An
Imperial Rescript》，吉普林特別描述“There's a girl in Jersey City
who works on the telephone;”顯示紐澤西州的電話產業讓他有極深

2008年的QShine會議在香港Eaton(逸東)Hotel舉行。承蒙
Prof. Mike Fang及Prof. Qian Zhang邀請，我在7月29日給一個
Keynote Address。前一天(7月28日)則由Prof. Vijay Bhargava擔任
Keynote Speaker。Vijay是無線通訊領域的老前輩，亦是IEEE Trans.
On Wireless Communications的總編輯。能和他一起給Keynote
Speeches，我亦感榮幸。整個會議進行順利，賓主盡歡，也認識了一些
新朋友。 7月29日晚宴，Vijay特別拉我坐他旁邊，同桌除了年輕漂亮的
Prof. Qian Zhang，還有IEEE Trans. On Vehicular Technology的總
編輯Prof. Weihua Zhuang。晚宴時Vijay不停喝白酒。酒過七八巡，話
匣一開，就談起中國政治。這時，整個場面就變得很微妙。桌上的大陸
人，香港人及臺灣人覺得敏感，講話頓時變得非常謹慎。Vijay相當同情
新疆及西藏，是人道主義者。大陸人及香港人當然有不同角度及觀點在
看這個事件。但整桌人當中，可能只有我這個台灣人最了解新疆的近代

刻的印象。其他的作品如《.007》、《A Diversity of Creatures》、

史。由清朝左宗棠征西，軍閥時代的徐樹錚平西，一直到抗日時期蔣經

《The Ship that Found Herself》、《Cascadian Journey》、《Man

國「經營大西北」的豪情壯志，中國對新疆的經營，是有脈絡可循的，

Who Would be King》皆有電話的相關描述，讀者諸君可自行參閱。

倒並非如Vijay認為是天然資源之爭的單純說法。不過一時三刻也無法

以今憶古，瞭解電話科技對人類生活的影響，我們能想像未來的發
展嗎?

說清楚(尤其是很難用英文表達)，因此我就保持沉默。Vijay相當親近台
灣，雖然台灣和大陸仍有統獨爭議，此議題卻很巧妙的沒被討論，倒是
頗讓我意外。在整個談話過程中，Vijay提到中國最近的措施，都是我不
瞭解的，結果我這個台灣人反而不如印度人，變成局外人，插不上話。
關於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我則在QShine會議的Keynote Address提出上
述886及866國碼的論點，表達我的立場。兩岸的關係持續改善，是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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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二：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怒海餘生》(Captains Courageous)是我讀的第一本吉普林小說。
《怒海餘生》的情節，有令人炫目的驚奇。我印象最深刻的部分，是書
中很幽默的嘲笑包狄池(Nathaniel Bowditch)，說包狄池靠書本航海，
望看到的。圖一是我與諸位大陸學者在QShine會議合照。當中只有林

開錯目的地。包狄池是我崇拜的人物，他的傳記也是我所喜愛的。這些

某人打領帶，因為給Keynote Address，所以穿得正式。合照中間是

小說和傳記有牽扯不開的關連，令我看得怦然心動，幼小心靈有無限想

Prof. Mike Fang。

像。2006年我在華府的宇宙俱樂部(Cosmos Club) 看到吉普林的照片。
宇宙俱樂部掛在牆上的是吉普林的正面照，顯示不出他頭顱的特徵。在
此畫一幅吉普林的側面照(參見圖二) ，供讀者諸君參考。

圖一：與諸位大陸學者在QShine會議合照

圖二：吉普林（Rudyard Kip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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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計算 (Mobile Computing)

雙福筆記

一平繪話

行動計算(Mobile Computing)是屬於應用型的研究。而做應用型的

1999年，我的老朋友，喬治亞理工學院的Professor Ian Akyildiz

研究，一定要身體力行，親自去使用這些應用(Applications)，研究才會

來台，我到機場接他時，他說需要讀取一個重要的電子郵件。我就在

做得好。行動計算的極致，是在移動時無線上網。我應該是台灣最早在

高速公路上讓他以PHS無線上網。當時Akyildiz對於台灣高速公路上

高速公路上無線上網的先驅者。在GPRS商業營運前，我早就以PHS無

能無線上網，相當驚訝，因為在那個年代，美國也不曾有此服務，因

線上網。我嚐試過不同的無線終端設備，包括PDA、平板電腦、Smart

此他對於台灣科技先進，嘖嘖稱奇，印象深刻。其實在那時刻，全台

Phone，以及筆記型電腦。多年來的經驗結論是，10吋的筆記型電腦最

灣在高速公路上讀電子郵件，說不定也只有我一個人而已。即使2.5G

合我用。原因是筆記型電腦配備標準鍵盤，而我一向採取標準英打輸

的GPRS推出後，PHS仍然是效果最好，也是最便宜的行動計算方式。

入。學生時代，對自己的英打速度頗為自豪。當時成功大學外文系舉辦

唯一的缺點是，車速超過80公里就會斷線。其後Wireless Local Area

英打比賽，我要報名，卻不准我參加，說是只限外文系學生參賽，讓我

Network(WLAN)興起，校園到處佈建WLAN基地台，免費提供學生

抑鬱寡歡。標準英打的英文鍵盤排列很沒效率，並未優化，而其目的是

之用，對於行動計算有推波助瀾之效，殆無疑義。交大資訊學院大樓遍

要減緩打字的速度。這種說法好像矛盾。早期打字機是機械式鍵盤，打

佈基地臺，即使在廁所都可上網，「出恭」時也可回電子郵件，批改論

字的速度太快，好幾個字母的擊板會同時打到紙面卡死。我就常打壞鍵

文，真正是獨步全球。WLAN最大的缺點是訊號容易受干擾，移動速度

盤，真正是欲速則不達。我25年前使用的打字機仍然保存至今，如圖

不能太快。我旅遊國外，會在機場以WLAN上網，將我的行旅箱當作行

一所示。筆記型電腦的電子式鍵盤就無此「卡鍵」問題，打字能痛快狂

動辦公桌，如圖二所示。

飆，如魚得水。鍵盤輸入是否方便，顯然是行動計算的關鍵。

(a) 行旅箱

(b) 變成行動辦公桌
圖二：行旅箱變成行動辦公桌

圖一：我的古董打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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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福筆記
電信業者推出3G上網後，取代PHS，成為最便宜，效果最佳的行

我常到台北經濟部技術處開會，地點在重慶南路永豐餘大樓。通

動計算載具。我搭乘火車，高速公路巴士，台北捷運以及高鐵時，都會

常是由新竹搭國光號到台北車站，再由重慶北路往南步行走路，經過總

以3G上網。當中以高鐵的無線上網環境最佳，因為座位前有折疊桌子，

統府，北一女，總統官邸之後，到達永豐餘大樓。路程足夠我「行動計

且晃動小。台鐵火車晃動太厲害，有損眼力。台鐵火車晃動是因為鐵軌

算」，修改半篇論文。總統官邸前的行人走道有石板凳，我走路以行動

每隔一小段就有接駁器，兩段相接駁的鐵軌端部成尖角狀卡入接駁器的

墊板做大幅文字修改，較不方便，就會坐在石板凳上振筆直書。總統官

底槽，側端面留有熱膨脹間隙。火車通過接駁器時，同時壓在底座和鐵

邸前都有便衣警衛，看到我的舉止，就會很緊張的探頭探腦，大概懷疑

軌上，從一段鐵軌移動到另一段鐵軌上，此一過程會產生震動。高鐵則

我是間諜之類的不良分子。有一次甚至尾隨我到永豐餘大樓呢。一旦習

沒有鐵軌間隙的陷落過程，比較不會晃動，車廂高速移動較為平穩。我

慣「行動計算」，就會上癮，隨時隨地想上網，尤其是在開會時刻。張

2007年4月11日首度由新竹搭乘高鐵到台南。在月台候車時就迫不及待

進福校長主持NTP會議，見我似乎在看電腦，就會問我對於別人發言有

的打開筆記型電腦上網。當時南下的候車月台風太大，我在打開電腦螢

何意見。我「行動計算」時其實仍然很認真在開會，隨時可發表鏗鏘有

幕時，吹來一陣強風，整部電腦被吹走五公尺。還好沒掉到軌道，撿回

力的意見，擲地有聲，絕無冷場。

來後，僅有撞地的一角凹陷，居然沒有撞壞。很明顯，堅固的終端設備
是行動計算的必要條件。

有人問我怎麼可能同時做兩件事。在開會時同時做別的事，這就說
來話長了。當年我唸博士學位時專攻平行處理(Parallel Processing)，必

搭車時要體驗行動計算，走路時更應如此。這對我而言，倒是輕而

須要考慮多部電腦同時執行程式的行為。這種行為並不符合人腦的單線

易舉。我平常開會時坐不住，一定要到處走動(這毛病大概是遺傳到清

思考模式，因此搞得焦頭爛額。後來讀「射雕英雄傳」中周伯通的「心

朝科爾沁親王的習慣；關於科爾沁親王的故事

分二用，左右互搏」，終於頓悟，能在腦中同時模擬多部電腦的運作。

請參見附錄一)。所以我走路，已成習慣。基於

這項絕技據我所知，除了「射雕」的郭靖及「神雕」的小龍女由周伯通

環保節能，我只要能走路，就儘量不開車。走

口授學會外，我則是經由揣摩，學會他的神功。這項絕技練到絕頂，

路也練成邊打電腦上網的絕技。沒帶電腦時，

「睡覺時也能寫論文」，這是有生物原理的。海豚就是是用大腦兩半球

則會帶墊板，夾住紙張，邊走路邊寫論文。我

相互交替睡眠的；當一個半球在沉睡時，另一個半球是處於清醒狀態。

的「行動墊板」如圖三所示，右下角有「Sexy

德國化學家凱庫勒（Friedrich August Kekulé von Stradoni；1829-

菇菇」貼紙，是交大研發處工讀生自製送給我

1896）在夢中發現苯的環結構，就是睡覺時也能做研究寫論文的有名實

的。墊板的年齡超過兩年，裂痕無數。最嚴重

例。2007年媒體炒作前教育部長杜正勝開會時呼呼大睡。杜正勝部長一

的一次，為了閃避摩托車，墊板掉在地上被車
輾過，只好用透明膠布裹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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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解釋他有在聆聽開會，媒體都當作笑柄宣揚，不肯相信。而國民黨的
圖三：傷痕累累的行動墊板

女立委們更是群雌粥粥，爭相指責，實在令我同情。杜部長想必「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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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學術會議經驗談
二用，左右互搏」練到頂級，一半腦在睡覺時用另一半腦開會的。
我1984年在某雜誌上看到一幅凌波飄逸步伐的女郎照片，相當喜
愛，稱之為Roaming Girl(漫遊女郎)，將之模仿畫出(如圖四所示)。我萬
萬沒料到20年後，我的研究正是以漫遊(Roaming)為基礎的行動計算。

臺灣學術界一向重視期刊論文(Journal Paper)的發表，對於會議論
文 (Conference Paper)的重要性則見仁見智。尤其在電信領域，很多教
授聲稱發表INFOCOM這類會議的論文是很重要的。這些看法我都很尊
重，但我個人對於「會議論文的重要性」持較保留的態度。這並不代表
我不參加國際會議。其實我研究生時代以及在Bellcore工作這段時間，
參與國際會議的頻率可能比大部分人多。讓我細細道來我的會議經驗。
我研究生時代，平均一年參加會議二到三次。而學生是否參加
會議，和指導教授的風格很有關係。我和第一位指導教授Jean-Loup
Baer的第一篇論文是發表在知名度極高的學術期刊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和第二位指導教授(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Edward D. Lazowska則大部分發表會議論文。我的指導教授根據學生
做的研究題目，專攻不同的會議。例如我由1987年起就每年固定發表
和電信模擬相關的論文於一個小會議「分散式模擬會議」(Workshop
on Distributed Simulation後來改名為Parallel and Distributed

圖四：漫遊女郎

附錄一：科爾沁親王
科爾沁親王是清朝世襲的蒙古親王，當中最有名的一位是僧格林沁
(Sengge Rinchen)，和曾國藩是同時代的人物。他擅長希特勒式的閃電
戰，看不起曾國藩慢條斯理的剿捻戰術。他常率領彪悍的馬隊，在戰場
上橫衝直撞。有一次剿捻，他帶馬隊跑的太快，大軍跟不上。結果他和
馬隊反而被捻軍包圍殲滅。我文中所提的科爾沁親王是僧格林沁的兒子

Simulation；PADS)。也由於長期耕耘，我在學生時代就當上PADS的
Session Chair，而在1994年就當上共同議程主席(Program Chair)，並
於1995年擔任大會主席(General Chair)，將會議的舉辦地由美國移師
至英國愛丁堡大學。常和我搭檔的另一位共同主席是瑪麗•貝理(Mary
Baily)，她是交通大學管理學院楊千教授的師妹。他們的指導教授是
VLSI領域頗有名氣的Larry Snyder。圖一是ACM的感謝狀，慰勞擔任
General Chair的辛苦。

伯彥納謨祜，統率拱衛京師的神機營。他雖然不像他的老爹一樣騎馬到
處亂跑，卻也是十分好動。他開會時就像我一樣，坐不住椅子，像無頭
蒼蠅一般到處走來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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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每天早上安排早餐會，讓當天Session的作者和Session Chair
認識，以利Session Chair在論文宣讀時介紹作者。我這菜鳥當然準時參
加早餐會。席間只見兩位一絲不苟的德國人，正襟危坐的吃早餐。身為
Session Chair的Professor Lazowska卻一直不出現。德國人喃喃自語的
碎碎念：「Session Chair怎麼不出現，怎麼還不出現。」搞得我也很緊
張，忍不住跑到指導教授的房間，大力敲門叫他。Professor Lazowska
正在洗澡，聽我敲門哀號，以為發生啥急事，光著身子，趕緊跑出來開
門。望著指導教授正在滴水的裸體，我合不攏嘴的愣住，說不出一句
圖一：ACM的感謝狀

由於參加會議的經費有限，如果學生報名參加會議，我的指導教授

話。能像我一樣鑑賞到指導教授裸體的學生，應該不多吧。後來我變成
老鳥，擔任Session Chair，也沒有出席過作者的早餐會。

就不參加。我第一次參加PADS會議時，Professor Lazowska怕我這個

學生時代參加會議，為了節省經費，我都和師兄大衛•華格納

菜鳥搞砸，就特別親自出馬，陪我去宣讀論文。他幫我印製一疊名片，

(Dave Wagner)同住一房間。華格納是孔武有力的絡腮鬍，身高超過

要求我碰到新認識的人，要換名片，人家才會對你有印象。平常在學校

190公分。某次開會，早晨我起床，見他痛苦的縮著脖子，身高似乎少

和指導教授互動，只當他是親近的長輩，直到公開的會議場合，才知道

了半寸。我睡眼惺忪的問他發生什麼事。他憤怒的說，都是我害他的。

他是超級大牌。我早一班飛機到達會場，和與會人士打招呼時，每個人

我滿頭霧水，好端端的睡覺，如何會禍從天降的變成華格納痛苦的元

第一句話都是在問：「你的指導教授會不會來?」當我說他會到，對方

兇？原來我睡覺打鼾，吵得華格納睡不著覺，只好起床去游泳。不幸游

的反應都是相當興奮，似乎他的到臨使整個會議蓬蓽生輝。這種份量，

泳池太小，他游蝶式，才划兩下，頭就狠狠的撞上牆壁，扭到脖子。從

讓我驚訝不已，肅然起敬。其實當我的論文被接受時，大會就一直邀請

此之後，他就到處宣揚，說「和林某人同房，一定要在他打呼前睡著，

Professor Lazowska給Keynote Speech。我的指導教授也很謙虛的幫忙

而且要帶耳塞，免得半夜被吵醒。」他還開我玩笑的說：「You snore

行政工作，擔任一個Session Chair。每個會議的議程都會切成幾段，稱

better than you speak。」諷刺我英文說得不輪轉。真是壞我名節，莫

為Sessions。每一Session將相同性質的論文集中宣讀，由一位Session主

此為甚。

席來介紹作者。Professor Lazowska擔任第二天的Session Chair，我的
論文也在此宣讀。

PADS是小型會議，參與者彼此熟識，對於新參與者也極溫馨的歡
迎，讓人有一家人的喜悅，也是我最懷念的會議。1990年加入Bellcore
後，我卻往往視參加會議為畏途。由於Bellcore是電信大咖，和電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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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的會議都會來邀稿，而且幾乎是每投必上。於是乎在1990-1995年間

打哈哈又辦不到，只能在旁邊陪著乾笑兩聲，真正好生無趣。而講起英

我發表一大堆INFOCOM，ICC及GlobeCom的會議論文。後來公司要

文，老外又聽不懂我結結巴巴的台灣腔，反而讓人看輕，達不到推銷自

節省旅費，規定每個會議只能有一位研究員參加，而這研究員必須幫其

己研究成果的目的。因此我寧可將全副精力集中在英文寫作的改善，發

他不能出席的研究員在大會上宣讀他們發表的論文。我有一次在會議上

表期刊論文。雖然我的英文語法簡單幼稚，但至少文章老外讀得懂，勉

代替宣讀了五篇Bellcore文章，由窄頻研究到寬頻，由有線談到無線，

強可達到推銷成果的目的。

允文允武，念到後來，頭昏眼花，不知所云，差點將自己的招牌搞砸。

回台灣後，我一直參與學術期刊的編輯活動。主要是這類活動，較

這些比較大型的電信會議，黨同伐異，在所難免。尤其牽涉到不同

國際會議省功夫，不必費時在旅遊及交際應酬，只要集中於學術成果的展

電信大廠支持的技術相左時，更是壁壘分明，被逼得非楊即墨的選邊

現即可，也不需額外的金錢花費。後來亦擔任許多學術期刊的客座編輯

站，講錯話就得罪人，也實在難過。我一直覺得，每投必登，並非我的

(Guest Editor)。擔任客座編輯的好處是有機會體驗到不同學術期刊的編

文章特別好，而是Bellcore招牌夠硬，我們已被當成圈內人，這種論文

輯風格，是很好的經驗。圖二是我擔任三個IEEE相關雜誌的感謝狀。

的刊登不太有挑戰性，實在是勝之不武，好生無趣。因此當有人說這些
會議的水準高於期刊，強調他發表的會議論文有期刊品質時，我的直覺
反應是，如果該論文有期刊水準，直接發表在期刊就好，何必將之發表
於會議，又費盡唇舌的解釋半天，為自己的研究有期刊品質而辯護?
1995年回到台灣後，我就幾乎不再參加任何國際會議。主要原因是
旅費太貴，我不願意將有限的研究經費放在飛機票及旅館住宿。而且，
網際網路(Internet)發達後，國際會議的功能很容易被取代。例如有人
說，期刊論文發表時間拖太久，應該到會議去宣讀論文，才能很快將研
究成果公諸大眾。我認為要讓論文被廣為認知，直接將之放在網站上讓

拉拉雜雜說一大堆，到底該重視期刊論文的發表，還是會議論文發

人點閱，即能達到相同效果，而且有更多人會和你互動，提供你意見，

表? 如果你是學術界剛出道的菜鳥，參加國際會議，拜拜碼頭是有必要

效果比參與會議好。

的。如果僅是想要到國際會議長袖善舞的交際，而沒有擲地有聲的研究

有人認為，參與國際會議可以認識世界各地的英雄好漢，增廣見
聞。這是一個大部分人同意的論點。但對我個人而言，並不成立。主要
是我的英文程度差，會議當中老外講笑話，我根本聽不懂，想插嘴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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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是得不到他人的敬重，也達不到國際化的效果。期刊論文還是要
盡量發表。老中的英文表達能力較弱，投稿期刊論文能讓你在寫作時，
較嚴謹的反覆思考如何表達，文章的可讀性較高。如果您的盤纏銀兩夠
多，那麼參加國際會議，以文會友，增廣見聞，亦是美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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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財權的重要

一平繪話

2008年5月16日，我受邀到到東森「華山論劍」節目，接受萬寶周

大戶，因此該公司同意Bellcore員工可以和他們的工程師討論，如何改

刊社長朱成志先生訪問，談論行動生活創意產業。整體氣氛鼓勵年輕人

進他們的軟體。我是特別雞婆，還跑到該公司總部，和當中的主要設計

創新創業，但有一件事很重要，我並未提及。年輕人以創新想法創業，

工程師混了三天，教他如何改進軟體架構。我文章的內容也是經由對方

在創意散播過程，往往在無意間觸犯智財權，引起法律訴訟，是應特別

同意，可以公開給客戶的。我趕緊再回信，並提起那位(位階很高)的工

注意之處。

程師尊姓大名。

我1995年回臺灣後被捲入幾件電信相關智財權爭議，甚至差點被

對方又回信，寫道，該工程師(好像已升任高階主管)說不記得有和

告進法庭。1996年，我是交通大學新進教師，和鄧啟福校長並未真正

我交往。我相當氣結。當年我幫他改進軟體時，這小子一直說很感激

相識，某日卻被叫到校長室面談。結果會無好會，原來是某家國際知名

我，還帶我到Pub飲酒作樂，只差沒一起泡馬子，怎麼如此翻臉不認人?

網路模擬軟體公司控告我非法使用他們的軟體，要告交大，要求賠錢道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幸好我和他互送的電子郵件仍然有存檔(後生小子

歉。這真是禍從天降。原來我有一篇文章研究該網路模擬軟體，以交通

千萬記住，要保存好電子郵件以自保)，趕緊附上回信說明。如此真相大

大學名義發表，評論該軟體的成效(performance)，提出該軟體可改進

白，對方才不再追究。我那篇文已被期刊接受，但我決定不刊登。畢竟

之處。該公司大概不爽我的批評(其實我下筆已很溫和)，查出交大並未

該文章可能讓該公司業務受損，我沒必要擋人財路，結一冤家。

購買該公司軟體，我身為交大教授，如何能使用其軟體並加以評論？因
此該公司律師來函交大要求賠錢道歉。鄧校長見旗下教授惹出如此大麻
煩，只好找我說明。其實我是在Bellcore任職時使用該軟體，Bellcore有
採購，一切合法。我趕緊回信說明。
對方很快又來信，語氣更加嚴峻，說在Bellcore查無我這號人物。
我困惑了一會，恍然大悟，原來我回台灣後都用中文名字的英譯Yi-Bing
Lin，在Bellcore則使用洋學名，並不用中文名字。原因是老外記不住我
的中文名字，常會忘掉我是誰，只好像歌星一般，使用洋藝名，以免業
務往來不方便。我不敢怠慢，再次回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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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事件，讓我學到，當老外講話對你掏心掏肺時，不要太當真(老
中如我者崇洋，被稱讚幾句就信以為真的飄飄然)。等到有利害關係時，
他可不再和你稱兄道弟，一切以文件簽字為慿，大家法院見真章。
行動生活創意產業未來一定會全球化，也免不了和洋人打交道。同
學們應有智財(Intellectual Property)概念，打交道前一定先和法務人員
確認，以免觸法。交通大學研發處有智財部門，秘書室有法律顧問，同
學們可去請教。我寫過三本教科書，皆由Wiley出版，最辛苦的工作，
就是取得每一張圖片的授權書，以免侵犯他人智財權。我幫NTP簡訊
寫文章，很多人物肖像是自己畫的。並非我愛畫，而是要避免智財權問

對方又來信，語氣仍然嚴峻，說我的確是Bellcore員工，但我的文

題。很多人注意到，我畫的人物，多已往生，仍然建在的人物，則多用

章中顯示我很了解該軟體的實作，一定是非法取得其原始碼。這真是晴

照片。因為要刊登活人照片，只要徵得當事人同意即可。仙逝人物的照

天霹靂接連而來。我那麼了解該軟體運作是因為Bellcore是該軟體公司

片就不知要找那位後代子孫授權，只好自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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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外篇
在交大任職十餘年，我經歷數次智財權糾紛，都是因為學生疏忽將

太太聽說我要上「華山論劍」，相當興奮，因為她是這個節目的忠

商業的資訊或電信軟體放在公開的網路上。不幸中之大幸，是未曾造成

實觀眾。她要我上節目時，私底下問主持人有沒有股票明牌。我太太還

損失。但在台灣，學生犯錯，教授必須負責善後，也因此讓我個人面對

打電話給我老媽，說我要上電視。老媽聽了跟著抓狂，說：「唉呦，

廠商，和解賠償，遭受極大的折磨。後來我負責執行電信國家型計畫的

不要在電視上黑白講，會駭死人啦!」原來我老媽也是靠「華山論劍」

核心網路建置案，需要採購極昂的模擬測試設備。國外廠商要求簽訂嚴

這節目提供的資訊買股票，當然不相信她的寶貝兒子有能耐報明牌。

格的保密合約，因為該設備亦可用在核武設施。一般教授都會忽略這部

在節目中，主持人果然亮出一些WiMAX概念股。同樣受邀上節目的大

份，急於採購，在未了解狀況下簽字。我仔細研讀，發現該保密合約過

眾電信總經理吳清源，在一旁嘀咕一下，說：「大眾也是WiMAX概念

於嚴苛，我無法保證能有效管制，讓學生不違合約，完全遵守。最後決

股耶。」原來主持人的WiMAX概念股名單並未包含大眾電信。整個過

定不採購。為此，我必須大費周章，重新規劃整個建置計畫，至少，不

程，我最喜歡的部份是在化妝室化妝。因為在排隊等化妝師時，可以很

必擔心闖禍。

悠閒的觀看漂亮女主播們化妝，真是賞心悅目。圖一是林某人經過化妝

我在交通大學擔任研發長時，對建教合作的合約審核特別嚴格。很

的電視「劇照」，連我老媽都認不出來。

多廠商給學校幾十萬元的經費，簽約時的條件卻極嚴苛：如果廠商依學
校研發的技術生產，被別人告侵犯智財權，則學校必須負全部賠償責
任。我則堅持學校頂多賠償建教合作的經費。為此很多建教合作破局，
得罪不少教授。不過保護學校不捲入無底洞的賠償，我責無旁貸。有些
學校認為他們建教合作的金額高於交通大學。其實我若不堅持賠償上
限，交通大學能拿到建教合作的金額，一定冠於全國。我後來將交通大
學研發處的重點放在技術移轉，因此在此項目，交大居於全國之冠，而
最大功臣是電工系的黃經堯教授。

圖一：林某人的華山論劍「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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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等級的做事態度

一平繪話

我的博士論文題目和電腦系統效能評估(Performance Evaluation)

電話，因此交換機的線路相當空閒，接通率當然可達100%。聰明的電信

相關。畢業後在Bellcore(即後來的Telcordia)工作五年，主要任務是評

業者若將不同時段的接通率量測值予以平均，則電話的接通率也就不至

估電信系統的效能。而一天到晚聽到的神聖名詞就是「電信等級的服

於太難看了。其實這種阿Q行為有自欺欺人之嫌，並不符合電信等級的

務品質」。電信等級的服務品質到底是蝦米碗糕? 平常講話溫文爾雅

精神。而當中關鍵在於變異性(Variance)。系統時好時壞，就是變異性

的張仲儒教授，提起「電信等級」四個字，就會很嚴肅的板起臉說：

大的佐證。常有廠商宣稱其產品好，傳輸的平均時間很短。我不會立即

「電信等級就是要有6個9，一年當機不可超過五分鐘。」“6個9”是指

相信，而是要對其變異性加以分析，才能最後論斷。

99.9999%的時間，電信系統必須正常運轉。一般人可能不易想像這種
「可靠度」(Reliability)的情境，但和個人電腦比較，讀者諸君應能體會
到電話的可靠度。至少您不會電話講到一半時，聽到電話機愚蠢的喃喃
自語：「您的電話發生故障，請關機後再開機。」

根據我的“使用者經驗”，台灣高鐵的進站很準時，表示變異性
小，是好系統。最近(2008年6月)我搭機到美國華府(Washington DC)，
體驗「航空系統」的變異性，差點抓狂。我由台灣起飛，必須在洛杉磯
入境，再轉機到華府。轉機時間約3個半小時，應綽綽有餘。但我過去的

讀者諸君一定有撥不通電話的經驗。一般而言，您會接到電信系統

經驗，常有意外，不敢掉以輕心。飛機準時到達洛杉磯，是好的開始。

的自動語音：「對方忙線中，請稍後再撥。」這種回話是很曖昧的。所

一下飛機就直衝海關，因為海關這個排隊系統，變異性是最大的。你晚

謂“忙線”，可能是交換機沒線路(電話公司的責任，品質不佳)，或是

五分鐘到，可能得多等三十分鐘。若是海關人員服務到不懂英文的外來

您的朋友正在另一條線上，和別人三姑六婆的講不停(這就和電話公司無

客，則延遲時間更是難以估計。我的策略奏作效，運氣很好的第一個出

關啦)。而撥打行動電話時，您也一定有聽過系統的自動語音：「對方現

關，只花10分鐘。

在無法接您的電話。」到底是對方關機而無法接電話(如此電話公司可撇
清責任)，或是電話公司的基地台涵蓋範圍不夠(達不到電信等級)，就算
扮演清官的NCC也難斷家務事啊!
電信服務在商業營運時必須達到NCC要求的品質規定，否則會被
處罰的。例如電話的接通率須達到98%。換言之，客戶每撥打100通電
話，電信系統必須接通98通。如何達到這個指標，學問可大啦。一般而
言，電話接不通是電信交換機的線路不足。此狀況最常發生在 Business
Hours(工作話務量大的時段)。此時電話接通之成功率，可能連80%都達
不到。而夜深人靜之時，大部分人都已入眠夢周公，此時沒幾個人會打

262

雙福筆記

閃文集

接下來去拿行李。洛杉磯機場不會自動將行李幫你轉到華府的國內
航線，因此你必須先提領行李，再重新寄運。此時噩夢開始。工作人員
將行李由飛機卸下到行李提領處(Baggage Claim)竟然耗費50分鐘。我
在行李提領處枯坐苦等，拿到行李時，已是光陰似箭的1個半鐘頭後。
接下來我必須由洛杉磯的國際航站移師到第七航站(Terminal 7)轉
機。機場有接駁車，但等車加上搭車時間會費時20分鐘。走路也大概要
相同時間。決定咬牙用跑步，可省時一半。到第七航站後，卻被服務人
員誤導劃位櫃台，排錯隊伍。最後又告知我所持之電子機票(e-ticket) 應
到劃位Kiosk機器前自行劃位。嘆口氣，就和機器打交道吧。鍵入一大
閃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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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資料後，機器竟然蹦出一段話，說我填的資料錯誤，必須由工作人員

級」。例如參加婚宴，我急得怕遲到，她卻慢慢來，還說婚宴沒人準時

來處理。千呼萬喚後，總算請來一位工作人員。當我心急如焚之時，該

到的。不過我向老婆建議的龜毛備案，好像也沒真正派上用場。只有一

工作人員卻慢條斯理的教訓我，說我沒照指示填資料。我不敢回嘴的看

次發生於20年前，我們由密蘇里飛到西雅圖，那次的班機甚早，必須請

她重填一次，仍然失敗(總算還我清白)，只好再找高階主管來處理。好

計程車在深夜3點來載。我建議要有Plan B，考慮計程車若未出現時如

不容易請到，劃位完畢，離登機已不到30分。心中不禁一沉，因為還得

何因應(深夜另外叫車可不容易)。老婆嗤之以鼻，認為這種意外不會發

通過大排長龍的安全檢查。安檢通過後，滿頭大汗的衝向登機門，已超

生。結果那次計程車果然黃牛，並未出現。此事足以證明我的龜毛有其

過5分鐘。心想大勢已去，卻見所有旅客仍未登機，原來飛機臨時有問

正當性。無奈，老婆大人有選擇性失憶症，將這段記憶消磁，老是說沒

題，正在檢修，會延遲登機3小時(圖一是大家枯等飛機的景觀)。我汗濕

有印象曾經發生過這件事，真正令人氣結。

全身的坐倒在地，對於這種離譜的系統變異性，氣得牙癢癢的，寧可飛
機準時飛走! 電信系統若是這種水準，電話公司早就關門大吉。

這種「電信等級」的龜毛態度，也讓我擔任行政工作時，作風極端
保守，或許也讓我的長官覺得我不太肯做事(其實我是冤枉的)。例如長
官交辦事項，經我沙盤推演後，若覺得配套措施有問題，就會分析給長
官聽，並婉拒執行。我常常會問：「若狀況A發生，誰要負責?」長官
則像我家老婆大人一樣反應，說:「狀況A不會發生。」不過在行政工作
上，我烏鴉嘴不幸而言中的機率就相當高。有些人承辦長官交辦事項，
當事情搞砸時，會解釋：「這是長官交辦，我只是依照辦理。」這種
「黃志芳」式的藉口，我難以認同。上頭交辦，屬下應將一切風險分析
清楚，若無法執行，就應據實報告長官，不可蠻幹。一但承諾要執行，
就應負完全責任，不能將過失推給長官。這正是系統評估的真正精神：
事先模擬分析，了解所設計的系統是否可行，再決定是否要實作。事先

圖一：(左) 等到睡倒 (右)機組人員也無奈等飛機

包山包海，事後推卸責任，這種服務品質永遠稱不上「電信等級」。

因為我搞 「服務」的研究，養成要求「可靠度」的龜毛態度。例
如任何約會，一定準時甚至提早到。其實日常生活要達「電信等級」並
不難，只要事先沙盤推演，凡事皆有備案(Plan B)，就不會出問題。這
種龜毛作風，我家老婆大人就很不以為然，有時還故意降低「電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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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樹電信參訪團側記
2008年10月13日-24日前往大陸與電信相關單位參訪交流。此次活

寶樹團參訪杭州的無線城市示範區，係由華數集團建置。該集團以有

動由工研院資通所林寶樹所長領隊(簡稱「寶樹團」)，行程相當緊湊，

線電視業務起家，當天由其展示互動電視的功能，做得相當好。負責展示

拜會活動超過20場，每天有兩到三場，而且地點分散。在江南走訪上

的是號稱「華數七仙女」之一的漂亮女郎，講起話來，特別好聽 (參見圖二

海、杭州、嘉興，及南京，幾乎每天下榻不同旅館。我以往出國的行

(左)；「華數七仙女」是中華資通黃富琮總經理的說法)。無奈已經開過太多

程，很少如此披星戴月的趕路。不過在上海和杭洲，巧遇桂花盛開，滿

場會，坐在鬆軟的沙發上聽簡報，更是不智之舉。妙齡女郎的黃鶯夜啼，特

城清淡的花香，感受到文雅氣息，也就忘掉旅途勞頓(我一直以為桂花是

別具有催眠作用，勉強撐著眼皮聽完。另一位「華數仙女」黃小姐(參見圖

在七八月開花，沒料到十月仍然桂花飄香)。此行攜帶許多宣傳文件，猶

二(右)) 和我同名，相當巧合。好不容易結束簡報，華數的曹強總裁在西湖

如大軍遠征，當地的交通以大巴士為工具(如圖一所示) 。

的「曲院風荷」晚宴，吃到第一隻大閘蟹，精神稍稍振奮。晚上八時，觀看
張藝謀的「印象西湖」演出，十分壯觀。無奈西湖湖畔清風徐吹，再加上喜
多郎的太空派虛渺配樂，不禁瞌睡又起。迷糊之際，忽見一白衣女鬼，踏水
飄過西湖，當場嚇醒。定神一看，原來是演白蛇傳的許仙渡湖(參見圖三)。
結束時的女歌手張靓潁唱歌，高昂清亮，特別好聽。戲散，許多觀眾都擠著上
廁所。排隊時大家都不約而同的吹口哨，哼著這首歌。

圖一：寶樹團大巴士 (團長正要下車)

在參訪交流時，大陸省級單位及企業對台灣的WiMAX發展極為好
奇，有所詢問，我們(尤其是鄭聖慶、馮文生，及鄭仁傑三位組長)也積

圖二：(左)數位家庭應用說明 (右) 和我同名的「華數仙女」

極宣導台灣WiMAX研發及M-Taiwan的成果。大陸中央單位則口徑一
致，只推動TD-SCDMA。此行的技術性報告(Trip Report)已上繳NTP
辦公室，不在此贅述，本文提一些參訪趣聞。

圖三：許仙渡湖

266

閃文集

閃文集

267

在杭州公務之餘，順便了解「印象西湖」的無線票務系統。類似系

林語堂的《蘇東坡傳》(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 敘述

統，數年前有在台灣實施。流程大致是由網路訂票，由系統簡訊回送二

許多蘇東坡在江南的逸事。在西湖「曲院風荷」吃大閘蟹時，讓我想起

維條碼的電子票，屆時只需憑手機簡訊到景區入口處的指定設備上驗

蘇東坡感嘆：「未識陽澄愧對目，不食螃蟹辜負腹。」不禁悠然神往，

票，打印出小票後即可入園。寶樹團以傳統方式到票口取票，收據才遞

大閘蟹也變得特別好吃。蘇東坡很喜歡喝薑茶，他說蟹性寒涼，食畢後

出，售票員馬上就找到票。手機的電子票，處理速度相對傳統方式慢很

喝薑茶最能暖胃。我吃完大閘蟹後，果然見服務生端來薑茶，心中甚

多，仍有改善空間。

喜，江南頗有蘇東坡古風。只不過薑茶有碗公大，不知江南何時變得如

此次訪查，接受盛情款待，吃了不少陽澄湖大閘蟹，皆有防偽識
別。藉此也考察大閘蟹的無線管理系統。大閘蟹的相關記錄都是記在IC
卡，陽澄湖每二十或三十畝的網圍發放一個IC卡，記錄著六千隻大閘蟹

此豪邁。正要喝時，忽見大家都將手伸入碗公洗手，才知不是薑茶，不
禁悵然。訪北京「長富宮」再吃大閘蟹，又見服務生端來洗手水。正要
洗手時，卻見大夥都在喝–此次才是薑茶。

的相關資料。IC卡記錄養殖戶資料、養殖面積、可銷售大閘蟹隻數、銷

吃蟹要喝酒。同行的黃富琮兄在桃園國際機場買了不少金門陳高，

售後剩餘隻數等信息。蟹農必須攜帶產品和IC卡到指定的地點進行交

在此晚宴派上用場。可惜我滴酒不沾。望著他人醉容可掬的嚐蟹，不禁

易，刷卡控管成交的隻數。除防偽外，也確保大閘蟹發生質量問題時，

莞爾的想起蘇東坡說「半殼含黃宜點酒，兩螯斫雪勸加餐。」蘇東坡酒

可以追溯到源頭。台灣高單價的產品，也利用RFID的唯一識別碼功能來

量小，曾說：「吾少年望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三蕉葉矣。」不過他仍喜

確認產品身分與來源地等資訊，提供消費者食用商品的相關資料。系統

飲美酒，經常喝醉。蘇東坡大醉之時寫《水調歌頭•中秋》，當中名句

可以清楚的紀錄來源地、運輸路徑、目的地，甚至在每個環節點的運送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流傳千古。酒仙李白

人與耗費的時間。這種系統對物流控管固有其效應，但將防偽識別和大

說：「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萊。且須飲美酒，乘月醉高臺。」也在吃

閘蟹蒸熟放在食客面前(如圖四所示)，則是噱頭。

蟹醉酒時寫出千古名作。我很好奇的想，或許哪天吃螃蟹時也喝醉酒，
看看是否能文思泉湧，寫出highly-cited的論文。大閘蟹的模樣相當可
愛，不忍下箸，心中一直構思著，有空要以大閘蟹畫一幅「一團和氣」
年畫。返台後趁記憶猶存，畫了一張草圖 (參見圖五)，以後打算再加以
修飾為圓形的年畫風格。

圖四：大閘蟹防偽識別

圖五：手繪大閘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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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參訪中科院微系統所後，晚上在帝龍海鮮舫用餐。據說帝龍

10月16日晚上，杭州人民政府許保全副祕書長在杭州萬華國際酒

餐廳採用某公司的餐飲管理軟體，該軟體有PDA無線點菜系統。因此很

店晚宴，三十多人圍在一圓桌，有不少大陸無線通訊企業人士參加。席

好奇是否可以無線點菜。七年前新竹天竺園餐廳就有PDA無線點菜，但

間，工研院資通所M組馮文生組長在餐桌上拼業績招商，向隔壁的先生

後來已取消。帝龍餐廳也是傳統方式點菜，未見PDA，頗失望。可見這

大力推薦資通所M組發展的無線技術。說半天，對方都沒有啥反應，不

種高科技尚未人性化。帝龍由船改裝，停在岸邊(參見圖六(左))，餐桌有

太對盤。馮文生終於忍不住，問對方是何方企業人士。這位先生不疾不

點傾斜。我夾豆子，一不小心，豆子就滾到對面劉才華小姐的盤子中，

徐的回答。原來他是萬華國際酒店的老闆。副祕書長宴客，他來作陪，

相當有趣。餐畢離開餐廳門口時，忽有妙齡女郎來牽手，嚇我一跳，趕

向賓客致意的。

快甩開，卻已被我的學生馮文生看到，如此拉扯，實在有違師道。原來
船(餐廳)和碼頭之間高度有落差，並無樓梯，女服務生來攙扶，免得客
人跌倒。

杭州萬華國際酒店是此次行程讓我住得最滿意的旅館，不但有免費
的Internet access，還有電腦提供，堪稱數位商務旅館的楷模。而房價
一晚僅要380元人民幣，真是俗又大碗，或許是馮文生以4G無線技術開
示，讓酒店老闆感動，因此特價優惠。唯一讓我困惑的是，房間的浴室
和床之間沒有門，而是以透明玻璃隔開，不知為何如此設計(參見圖七)。

圖六：(左) 帝龍海鮮舫 (右) 帝龍的「牽手」女郎

「帝龍」用餐畢，回旅館時路過久違黃埔江畔的十里洋場。八、九

圖七：(左) 睡覺時可看到洗澡 (右) 洗澡時可看到睡覺

年前我曾和太太在十里洋場的和平飯店聽白俄時代的爵士樂團演奏。此

訪問南京時，我一直想知道南京興業銀行的原址。詢問大陸的地陪

次行程匆忙，僅路過，憾甚。當年孫中山搭船由黃浦江入上海，在和平

(導遊)，卻不清楚。興業銀行的創始人金雄白是南京汪記(汪精衛)政府人

飯店發表演說後就到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和平飯店也是蔣介石和宋美

物中最令我佩服的一位。當初創辦興業銀行的資本50萬元，金雄白全部

齡結婚之處，頗具歷史價值。

拿來建銀行大樓。大家都不明白為何他這麼做。金雄白說，金錢會被日
本人帶走，只有建築日本人無法搬。我一直想像這棟建築的模樣，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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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建置計畫甘苦談
親眼目睹。據聞南京興業銀行是江蘇省電子信息化辦公的樣板單位，有

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一期的最後兩年，有所謂「建置計畫」的概念。

高科技的無線移動辦公室，可讓「領導們」進行同步的視頻會議。這是

主要是針對某項電信技術，做technical trial或小規模的service trial。建

標準的3G應用服務，台灣電信業者皆有提供。大陸仍採用2.5G的GPRS

置計畫的概念一直延續到電信國家型計畫第二期。我一直執行和「行動

技術，頻寬較低，如何達到相同功能，令我相當好奇。可惜時程緊湊，

通訊核心網路」相關的建置計畫。早期以2.5代的GPRS(General Packet

無緣體驗。

Radio Service)網路起家，漸漸擴大到第三代的UMTS(Universal

台灣人在江南的感覺比較輕鬆。因為當地人沒有太大的政治意識。在
南京秦淮河畔，你可以看到扮演蔣介石的喜感人物，和旅客拍照。我們也
可以在英國駐中華民國大使館吃飯(參見圖八)。讓我驚訝的是，南京並非
直轄市。大陸重北輕南，和台灣相仿。在北京，人人對中華民國(國民黨)
劃清界線，讓人感到比較大的壓力。我們會避談政治，儘量談民國前的歷
史，如前清逸事，尤其是八旗典故，北京人也挺感興趣。往往也會遇到前
清貴族後裔，例如未來移動通信論壇副秘書長富軍，就是一位格格。

Mobile Telecommunications System)網路，及至現今IMS(IP
Multimedia Core Network Subsystem)網路建置。當中以VoIP(Voice
over IP)應用為載具來驗證建置系統的效能。整體建置過程相當艱辛。
主要困難在於建置案必須對產業界有效益，而國內並未有大型行動通訊
核心網路的製造業，因此常會被管考的審查委員質疑。所幸本建置對
VoIP技術之改善有相當成效，對於VoIP製造商有明確的效益，因此仍
可呈現具體成果。其實在國內研發行動通訊核心網路技術，對於國內電
信運營商(Operator)有更直接的影響。研發成果主要能幫助其系統之優
化，以及協助其提出最佳之設備採購規格。因此在我主持建置計畫的期
間，中華電信、遠傳電信及其他電信業者都予以相當大的支持。
行動通訊核心網路的建置計畫是無法在學校單獨執行的，原因是核
心網路的技術門檻很高，電信等級設備要有專業人員維護，由學生來執

圖八：英國駐中華民國大使 (南京小白樓)，館內人員也穿著民初服飾，頗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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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其困難。至於教授如我者，只會動口不動手，就更不行囉。我記得
早期在交大電子資訊中心的實驗室架設建置計畫的核心網路，為保持不

此行參訪，我仍然不習慣大陸的簡體字。同行的鄭聖慶，名牌的簡

斷電運轉，花費3-4百萬元買不斷電系統，可在停電時撐十分鐘，等大樓

體字已難辨認。我很難想像，「聖」被改為「又土」。我的名字則是繁

本身的發電機啟動提供電源銜接，就能達到不斷電的目的。有次大樓停

簡皆同，放諸四海皆準。在北京，寶樹團恰巧和訪中的日本首相麻生太

電，將一重要伺服器的SS7信令卡燒掉。這張卡的功能很重要，是用來

郎同時住在長富宮飯店(結果進出飯店和出入海關一樣，都被搜身)。飯

和行動資料庫HLR(Home Location Register)互通的介面。採購這張信

店到處是桃太郎，交換名片時，都以為我是他們的日本同胞「小林一平

令卡要15萬元，還不能保証有現貨。整個事件起因是HLR伺服器停電當

」，真像變色龍。

機，電源回復時，不正常啟動HLR，燒掉了SS7信令卡。經由不斷電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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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伺服器不應該停擺當機，因此這件事讓我氣得直跳腳。究其原因，

合也最有貢獻。後來他任職暨南大學為資訊工程系教授，也獨當一面的

是在停電後，大樓本身的發電機並未啟動，在實驗室不斷電系統的蓄電

申請到國科會和法國的國際合作計畫，和Prof. Crespi繼續研究IMS和

池耗盡後，所有電信設備仍然因為沒有電源接續而停擺。大樓停電是深

WiMAX接取網路的整合。

夜的突發事件，技術人員已下班，無人處理。諸如此類的突發事件，必
須蓽路藍縷的一一克服。本建置案能持續維運，主要是和法人科專密切
合作。工研院與資策會是支援電信國家型計畫建置案的主力。例如我的
建置計畫主要和工研院合作。蔡志宏教授負責WLAN漫遊建置，則和資
策會合作。

第二位研究員陳懷恩則在IPv4和 IPv6的協定轉換有傑出研究成果，
使得IPv6-based的IMS系統能很有效率的和IPv4-based的VoIP網路互
通。本建置案研發出IPv6 SIP網路電話（PC以及PDA版本）、IPv6IPv4網路電話轉換器以及SIPv6 Analyzer。這些成果獲得第三屆國網
盃軟體設計比賽冠軍、教育部大專校院通訊科技專題製作競賽大專組冠

1998年我和工研院合作建置GPRS網路，那時就有GPRS及

軍、NICI IPv6程式設計競賽亞軍，以及在日本舉辦國際IPv6 Appli-

WLAN整合的構思，於是將GPRS網路的Gateway GPRS Support

Contest實作組冠軍，陳懷恩博士居功厥偉。他後來到宜蘭大學擔任資訊

Node(GGSN)改裝，讓WLAN的基地台能和GPRS網路互通，這

工程所所長。

是國內首創之GPRS及WLAN整合系統。所發展的網路元件命名為
WGSN(WLAN GPRS Support Node)。WGSN的實作由當時工研院的
經理馮文生領軍。馮文生也是我的博士班學生，WGSN則是他的博士論
文題目。WGSN的實作在一年內完成。馮文生的兩年獲得博士學位，是
我所指導的博士中時程最短的。博士修業期間還生了一對雙胞胎，真是
舉重若輕，游刃有餘。馮文生現職工研院資通所M組組長。
有三位博士研究員先後參與行動通訊核心網路建置計畫。他們的研
究能力強，對建置計畫有很大貢獻。前兩位是吳坤熹及陳懷恩，都是清
華大學的博士，精通SIP VoIP，以及 IPv4和 IPv6的協定轉換。吳坤熹
2004年在泰國展示本建置計畫的VoIP平台，引起法國INT的Prof. Noel

第三位研究員是顏在賢博士，畢業於台大，指導教授是林風。顏在
賢為馬來西亞僑生，為人誠懇篤實，研究扎實，發表數篇高品質的一流
期刊論文。在執行本建置案IMS系統過程，和工研院資通所往來密切，
最後加入工研院行列，也是本建置案的一段佳話。
技術推廣是電信國家型計畫建置案的重要指標。由於技術門檻很
高，本建置案的技術推廣，亦極為艱辛，共分為三部份。第一部分是業
界的技術移轉。此部份在吳、陳、顏三位研究員的努力，成果不錯，推
廣的技術包括IMS網路電話軟體(參見圖一(左))、開發完成即時訊息與狀
態資訊系統(參見圖一(中))，以及在Nokia S60平台上開發互動式線上遊
戲(Interactive On-line Games;(參見圖一(右))等。

Crespi重視，建議攜手合作IMS相關的研究。Prof. Crespi在IETF規格
活動相當活躍。我們的計畫獲得法國政府的經費補助，取名為MySIP
project。整個合作計畫的執行，吳坤熹的出力最多，在跨國的VoIP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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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左)網路電話軟體展示; (中) IMPS客戶端軟體; (右) Nokia S60”六子棋”互動式線
上遊戲

技術輔導與合作單位包括工研院資通所、威寶電信、台灣諾基亞、
亞太寬頻、啟碁科技、教育部電算中心、創介科技、廣聯科技、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金葉科技等。
第二部份是國際合作及國際規格會議的參與。此部分以與法國INT
合作為主，不再贅述。中國大陸也有幾個單位對本建置案發展的技術感
興趣，然而與大陸合作的議題極為敏感，結果不了了之。本建置案也和
工研院合作發展出多項IMS應用的測試程序(Test Cases)，經工研院提
到Open Mobile Alliance(OMA)國際規格會議，已變成國際測試的標準
規格(參見圖二)。本建置案也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主要是我們發表數
篇國際期刊論文，也引起國際學者的注意。

圖二：OMA網站登錄工研院在測試程序之貢獻

第三部份是開放建置的VoIP/IMS系統，讓國內學術單位使用。早
期我們將建置的VoIP系統擴展到台大、清華、東華及成大。之後亦鼓勵
私立及技職大學參與，以台中靜宜大學為中部的VoIP中心，涵蓋中南部
多家大學。後來因為各大學發展的技術漸漸獨當一面，我們就將電信國
家型計畫的VoIP設備轉移到各大學，不再集中協調管理，以降低成本。
另外在推廣IMS服務測試平台方面，本計畫與工研院合作，以本計畫所
建置的IMS平台與應用服務為基礎，制訂明確的IMS應用服務之題目，
並提交至電信國家型計畫辦公室公告，讓國內大專院校申請。主要以
TTCN-3為平台，研發相關自動化測試之工具，以便擴大IMS應用服務
之互通測試之成果至各大專院校，讓學生熟悉電信服務之認證技術。
進入IMS系統建置時期後，學術單位的使用推廣變得困難重重。主
要原因是IMS系統架設在All-IP網路，而IP網路病毒充斥，已是惡名昭
彰。開放本建置設備給外界使用，無論章程如何審慎，仍會出事。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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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氣與財神
年6月底我訪問美國FCC期間，就接到學校來電，說我的實驗室以VoIP

電信業向來將聖誕、元旦及農曆過年視為行動加值服務的三大指標

盜撥南美洲電話，半個月內打了60萬元。我手忙腳亂的由美國遙控追

節慶。然而，近日新聞報導，一向創造簡訊發送量成長20％的聖誕節檔

查，經抽絲剝繭的追蹤後，並無證據認定我的實驗室有問題，因此沒有

期，2008年卻只較前一年同期成長10％。2009年元旦，電信業者的簡訊

責任，不須賠償。沒多久，又有檢察官來電要搜索我的實驗室，說有

業務是0成長，顯示景氣真的不好。最近我研究簡訊流量分析，的確發現

Peer-to-Peer streaming盜用有智財權的電視節目。後來才澄清並無此

景氣不好，對簡訊發送會產生一些微妙變化的現象。

事，是一場烏龍。為何本建置如此倒楣，老是被冤枉?主要是我們實驗的
IP應用較為先進，並牽涉到計費問題。對外公開，難免樹大招風，常常
瓜田李下的被誤解。這也是執行本建置計畫辛苦之處。

景氣不好對我們電信資訊領域有何影響？2008年11月我接到天下雜
誌來電專訪(刊登於天下雜誌412期p.96)，問我景氣不佳，資訊領域學生
找工作是否困難。我覺得採訪的記者問得太悲觀。 其實環境越困難，

建置計畫的另一辛苦之處是先進的技術買不到，必須在採購到的昂

態度要更樂觀。我們常聽到一句安慰人的話：「當上帝關一扇門，必定

貴設備上大肆修改，也因此必須擁有原始程式碼。設備商對原始程式碼

為你開另一扇門。」但愚見認為，當上帝關一扇門時，沒有人會為你開

的要價太高，根本買不起。最後只能勉強工研院配合提供設備及原始程

另一扇門-- 你必須調適你的態度，努力打開另一扇門。就電信資訊業而

式碼，半買半送。雖然擁有原始程式碼，修改及研發新技術的人力和資

言，環境雖轉變，卻有許多新商機產生。重點是能想辦法將消極因素化

源，皆超過建置計畫經費。幸好我尚有執行國科會卓越計畫，以及工研

為積極動力，不能只張大口，等景氣變好，餵你吃飯。就教育而言，景

院產學案的經費支持，總算得以完成任務。

氣變壞，未嘗不是好事。以前景氣好，學生們學到一招半式就認為可以

去年七月，我接受由美國NSF及IEEE在Chicago舉辦的國際會議
WASA邀請，做Keynote演講。今年七月又在香港舉行的ICST/IEEE
QShine國際會議給另一個Keynote演講。Keynote Speech必須是較有

行走江湖，不肯吃苦學教授們的壓箱絕活。景氣不好，學生們比較願意
下苦功學習，不再是野草莓(「野」是不聽話，「草莓」是不肯吃苦的比
喻啦)，將來競爭力自然變強。

Vision的題目。我的兩次講演皆以行動通訊核心網路為主題。提到電信

景氣越不好，資工領域有越多扇門等你打開。2008年12月22日經濟

國家型計畫的建置案，與會的各國學者都很訝異臺灣能如此深入建置行

日報有一篇報導，全球景氣陷入衰退危機，近期國內外企業紛紛面臨一

動通訊核心網路，並在這平台上實驗前瞻技術及服務。望著各國學者豔

波裁員、減薪壓力，但在金融海嘯的連環效應衝擊下，隨著失業人口增

羨的表情，這一剎那，建置網路的辛勞，都值回票價了。

加，消費者在家的時間變多，也為線上遊戲等「廉價娛樂」產業帶來商
機，業績逆勢崛起，網龍就是最好例子。網龍2008年底到交通大學資訊
學院招募員工，為電信資訊領域的學生提供更多工作機會。
我一直強調要樂觀進取，不過身為凡人，除努力外，尋求宗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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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支柱，在所難免。景氣不好時，大家尋求的對象，自然是財神囉。
元旦期間，我收到的簡訊，大部分是祈求財神，祝福發財的吉祥句子，
甚至有「財神已經偷偷向你來報到」這類句子。在景氣不佳之際，大家
期待財神照顧，溢於言表。但有多少人知道財神是誰呢? 就讓林某人來
指點迷津，以免讀者諸君拜錯了對象，沒達到效果。
五界財神分兩類，文財神是比干、范蠡，及柴王。武財神則是趙公
明和關公。例如香港警察拜祭關公，黑道人物也拜祭關公，雖然彼此角
色對立，拜財神時卻都是有志一同的找武(義)財神關帝爺。這也太為難

圖一：(左) 招財貓室內有線電話; (右) 日本和風貓貓電話手機繩

關雲長了，到底要保佑黑道還是白道?

(www.tradeduck.com/displayitem.php?itemid=157676)

我擔任交通大學研發長時，學務長裘性天教授在他的辦公室擺了一

我家也養了兩隻招財貓，每天開車載著貓兒兜風(如圖二所示)，看

座木雕關公像。難怪這幾年的梅竹賽，交通大學都打贏清華大學。咱們

看是否能招財進寶，結果成效不彰，貓兒沒叼到一張鈔票，反而老是偷

學生有武財神關公保佑，要打輸球，是很難的啦。至於研發長室就應該

襲家中冰箱偷吃烏魚子，害我損失慘重。

拜文財神(文曲星)比干，如此才會庇佑我們當教授的多發表SCI論文。
不同年代選出的財神都不盡相同，曾經入圍的人選包括孔子的徒
弟端木賜(子貢)及宋朝貪官蔡京。身分最有戲劇性變化的則非趙公明莫
屬。宋代以前被當成瘟神，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直到元代才被當作財
神，人見人愛。到台灣後，趙公明就慘啦，被稱為「寒單爺」，說他
懼冷。每年正月，台灣廟宇就會以鞭炮炸寒單，美名曰「替財神爺暖
圖二：我家愛兜風的招財貓：(左)招財貓一號; (右) 招財貓二號

身」。我若是趙公明，寧可要個懷爐暖暖包。
除了拜財神，人們也喜愛招財的吉祥物。日本人迷信招財貓，商人
在招財貓身上打主意，推出許多電信相關產品，例如招財貓室內有線電
話(圖一(左))和日本和風招財貓電話手機繩(圖一(右))。據聞這波景氣下

除了招財貓，市面上最常見的招財吉祥物是三足金蟾。圖三是我模
仿明朝商喜所畫的三足金蟾。圖中騎著金蟾的人物，是財神等級的劉海
蟾。

滑，市面上各式各樣招財貓的商機卻逆勢成長一到二成。我們搞電信資
訊的或許可創作網路招財貓的電子寵物，大撈一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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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仿明 商喜 《四仙拱壽》之 劉海蟾

劉海蟾本名劉操，後梁燕地廣陵人。他受八仙之漢鐘離點化，辭官
歸隱終南山下，後來拜八仙之一的呂洞賓為師，修道成仙，被尊為道教
全真道北五祖之一。劉操出現時總會伴隨一隻三足金蟾（傳說中三足的
蛤蟆名叫蟾，是寶物），因此被稱為劉海蟾。相傳劉海蟾收伏了千年的
金蟾，金蟾能吐金錢。他走到哪裡，就把錢撒到哪裡，周濟窮人，因此
也被稱為「散財童子」。民間年畫描繪劉海戲金蟾的故事，年畫上的劉
海蟾，前髮齊眉，赤足踏在金蟾身上。有些女孩也喜歡將頭髮梳至額
前，長度齊眉，因此這種髮式也被稱為「劉海」。我模仿商喜所畫之劉
海蟾，並無「劉海」。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壤壤，皆為利往。人們渴望發財，因此
想像會有散財童子這種人物，到處灑錢。但真正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財
神范蠡的故事。他以范蠡、鴟夷子皮，及陶朱公等不同身分三度成為
巨富，卻慷慨的將財物散與他人，三聚三散。范蠡的故事告訴我們，肯
捨，就會有得。在景氣不佳時，我們更應互相幫助，利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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