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是身價百倍，它的價值在於 Programming 以及

智慧的運用。論及 Material Cost ，可能成本很低，

但是昕引出來的 Intellegence 卸很有價值。所以必

需夫力去推展。

問題 5一一在學校教書的人也很希望能配合工業界需要，但是可否由工業

界提供配合的一個機會呢?

回答一一#可哲學:目前有些工廠不願意接受學生實習，因為會影響工廠 

Normal Operation 。要解決這個問題，牽涉很多，

要由學校以及經營者眼光都放遠一些，才能進行。

卸再興:人材的訓練，我認為不劫模仿日本，日本的Basic 

Device 技術不行，但是 Application均很內行。例

如 Mos Calculator Chip 係美國發展出來的，但真

正發揚光大卸是在日本。

問題 6 一一學校與工業界不能配合的問題原因何在?

回答一一錢維翔:目前我看學校是教多而不專，工廠是用精而不多。昕

以無法密切配合，如果學校教授與工廠管理人員能對

調五相深入對方工作範圈，也許可以略有解決。

才可哲學:錢學長說的是一針見血。

在學校時環境使我們用腦的機會多而用手機會少，如

果政府能開放這方面的 Environment，應不致於脫

節。

!問題 7一一提到開放Environment，有時我們常覺得想找一些Electronic 

Parts，或想知道一些最新動態，不知從何找起，似乎需要有

人作這方面橋樑工作。

個答一一施振學:這一點請邱再與學長發表一下高見，我知道他最近經

常提到辦雜誌的事。

邱再興:是的，最近我認為有需要一份專業雜誌，報導Elec

tronc Up-Dated Status，所以找了雜誌發行界的朋

友共同研究中，可能短期內會有結果。

誰A長學:時間不早了。座談會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 :!.8 一

通訊科學與電信事業之發展

時間:六十六年四月十日 下午 13:00~14:5。

此點:母校實驗館 314室

主持人:廖慶費

主講:金藤.、洛文淵、陳捷、勝、系恆盔、張鴨飛李長及

特別來賓何定一所長

出席:母校師主及枝友八十餘人 紀錄:何了主義 

× × × 

廖慶豐:為促使校內同學對未來之了解及提供母位教學之參考，特別藉

此次投慶返校之機會舉辦投友座談會，也許會受到時間之限制

不能使大家楊所欲言，不過這僅是一個開端，將來如有更理想

之時機，隨時罔來為母投放勞。

× × × 

電信總局副局長金藤學長講: r 電信早位之現狀與水來」

組 織:交通部電信總局直轄:1.臺灣電信管理局 2.國際電信局 

3.電信研究所 4.電信訓練所。

主要業務:市內電話，國內長途電話，國內電報，國際電話，國際電

報，電報交換及數攘傳輸。

目前國際間，話機總數超過百萬臺者計36國，我國排名第32 ，密度為

美洲國家之七分之一弱，相去甚遠，所以未來之發展希望無窮。將以六百

億資金貴施六年訂畫1 ，完成下列目標 1.話機數320萬臺 2.引進新型交換機 

3.村村有電話 4.全巨長途直接 5.國際電話直接 6.電信器材國產化。

合作計劃:與交大辦理建教合作班，選送在職人負至交大管理及運輯:

三研究所進修，加EE研究所與安大學術合作。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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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顧問洛文淵學長講: r 國人自營通信工業之發展」

亨通大學的投慶吉，日是四月八日，這誕辰的選擇蓄意良深，表示交大

的第三任務要使國家交通發展到「四通八達」的地步。所以除了推進火車

臂氣化，南北高速公路，建港及造船等十大建設以外，對於電信工業之發

展亦急不容麗，因為四通八達不贊身臨其境，現代化的四通八達不過是舉

手之勞而己，拿起電話機在一秒鐘內即可通達十八萬六干哩之遙。

要國家通信服務普及，繼續擴充及不斷改進則有賴通信技術生根及國

人自營通信工業之發展，所以今天的討論似宜注意下列幾個問題:

1.國內通信工業是否有經濟價值?根接交通部電信總局的中程計劃，

在六年內將投資六、七百億元，且今後數年通信業務之成長率每年在百P 
Z廿五以上，就這幾個數字而言，國內通信工業之經濟價值可不言而喻，

所以應該發展且必須發展。 

2.通信工業成品之特性為何?一般消耗晶之特性是成本必獨低廉，→

般國防器材之特性是不惜工本但求可靠，而工業性的產品如通信工業之特

性費品質優良，可靠度高及成本低廉三者兼而有之，故殊屬不易。 

3.發展通信工業有何主要因素?為配合上述三大特性，發展通信工業

布下列主要因素:

的通信技術研究一一提高品質水準自立生根。

(.=)工程設計一一減低成本。 

(-=:l材料選擇及改善製造方法一一增強成品之可靠度。 

4.如何發展國人自營通信工業?由於民間資本缺乏，無法投資於技術

研究，交通部有鑒於此故於民國五十八年成立電信研究所，幾年來成績斐 

麓，可慶可賀!又為供應民間價廉而具最高度可靠性之基本電子材料，極 

E

E

濟部於兩年前委託工研所引進技術'籌辦積體電路示範工廠，該計劃進行

順利，將於本年度完成，不久~~將大量生產。致於工程設計及改善製造方

法，因以往幾年世界經濟衰退，尚未復甦，故臺灣民間廠家之業務擴張宋

臻理想，因此交通部電信總局正研擬設立實驗工場，其任務為研製電信研

究所研究發展成功之電信器材，製成適合大量生產之成品，減少高度技術

與工廠大量生產間之臣離。

想、結起來，如何發展國人自營通信工業的問題，交通部及經濟部先後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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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輔導民間之完整計劃與其責施 O 今後之發展成果，則有賴民間工業界

之同心協力與政府計劃相輔相成，如是者%IJ人自營通信工業前程輝煌成就

在墓。

× X × 

電信訓練所陳德據李長講: r 整體數位電信系統之展望」

近年來，電信系統之發展漸漸趨向於整體性網路系統之設計。所謂整

體性，係指貫穿佳 (Transparancy) 及變通性 (Flexi bili ty) 而言，其
能使系統應用，控制及維護達到一貫性之理想，且使電信措資營運之放盆

大大的提高。

一個電信網路系統叮由兩方面看;電信服務業務及電信機線設備。而

所謂整體系統帥指服務業務之整體性及機祿設備之整體性。前者係指在同

一電信網路之機線設備上，可貫穿且可變通的提供各種電信服務項目;後

者係指傳轍，交換及訊號之機線設備之整體匹配。欲達到上述整體電信服

務業務之理想，在目前類比式電信網路系統已在明了實際上之困難，只有

寄墓在電信設備上做整體之數位化。此即所謂整體數位電信系統成為今後

電信技術長期發展方向之由來。

整體數位電信網路之優點及其發展可由下列兩方面看出。在電信服務

業務方面看:

卜)由於電腦使用之普遍化，電腦問及電腦與用戶間之通信業務需求越

凍越大，今後數攘傳單辭典交換業務將可能加大，網路系統之整體數位化可

自動的解決此一需求。

(二)許多額比電信用戶服務，都可很經濟的數位化，在技術上一股相信

不會有什麼困難。

(三)由於積體電路之成就，去口將數位信號處理技術應用在用戶設備上，

必可增加許多新的服務項目。

(四)網路數位化之結果，可統一服務品質且可統一自動化，作品質監控

及業務調度，使電信資源能移有殼的利用。

在電信機線設備方面著:

卜)積體電路元件製造技術之普遍化，使電信機件製造成本大幅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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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聞拓之寬頻帶傳最媒介，如高頻段徵波，毫米技及光法傳輸系

統，最宜{專輯數位信號，可解決市內線路之擁塞問題亦可解決長途傳輸問

題。

(:::)數位電子交換機隨電于製造技術之發展，技術上日漸成熟，可提供

大容量且更具變通性之長市話交換業務，也可提供小型用戶交換及鄉村電

話交換業務。

(四)數位傳輸系統目前已大量揉用於各國電信網路中，己公認為經濟可

詐且擴充快速，交換機之數位化之豈不可免。

(五)數位傳輸與數位交換系統之匹配，目前在技術上已獲解決，可節省

許多轉接並換設備，且可很容易的使網路控制自動化，以達到整體電信服

務之理想。

的數位系統與類比系統間之匹配，技術上已獲解決。

(七)新型國際衛星通信系統己數位化(即 TDMA Satellite 系統) ,.

故國際問之整體數位電信系統可互相銜接不需轉換。

× × × 

電信研究所系恆盛學長講: r微處理機之應用」

由於 IC 技術的發展，使得 micro computer 愈來愈便宜，以前硬

體的一些姐路現在可改由軟體來傲，變更硬體不易，但軟體程式之改寫彈 r

性很大，可以提高服務度，目前電信研究所應用 micro computer 作下

列研究: 

1. PABX一-Private Automatic Branch Exchange (用戶自動

小交換機)除了具有一般交換機之功能外，尚可以軟體程式控制，作來話

自動轉接及自動報時工作。 

2. TSPS一-Traffic Service Posi tion System(話務座席系統)目

前長途電話人工記錄臺叮08" 在f亡時可能出錯，如果每個座席應用micro

computer'則可自動記錄發受話用戶及通話起迄時刻，再送至帳務中心

處理，精確度高，可減少錯誤的損失。 

3. Message Snitching (資訊交換)以 micro computer 作為 

Data Concentrator 分別利用高速及低速之傳輸網路，達到最經濟之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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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交換。 

micro computer 使用型式: 

1. PABX一一-INTEL 8080/8 bits 

2. TSPS一一~IMP16L/16 bits 

3. MS一-M 6800
 

M6800 是目前電信研究所最大的系統，已極將其與 PDP-ll 銜接;

由於軟體可取代硬體之不足，所以 micro computer 未來之廳用大有可

焉，電信研究所正積極推動此項研究計劃。

× × × 

中山抖學研究院張鵬飛手長講: r研究機構與民營工業之配合」

談到配合必績是兩方面的事，從事研究工作者須先考慮下面兩點:

1.控濟觀點一一必須要能賺錢，否則廠商不可能生產，除非是為國防

用途而設計者，則另當別論 O 

2.生產方法及工程設計一一製作過程要使成本降低，零件的使用要注

意合乎規格及易於採購等問題。

至於工業界也應該以本身長期發展的需要，提供相當的經費，委託研

究機構從事於產品之研究及設計。

× × × 

電信系主仕 3詞:啟福學長講: I學校教育與電信工業之配合」

電信系與電工系關係密切，事實上電信並非電信系的專利，只不過是

安大將電信課程之重點放在電信系。現有課程如下:

一般基礎課程:物理，化學，數學。

一般進階課程:電于學，電路學，電磁學。

專業系統課程:通訊系統，交換系統，線性分析。

專業傳輸課程:電波傳轍(目前計劃加強傳輸課程使其與系統課程平

衡)

參加座談同學建議:

1.系統方面實驗名的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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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交換方面資料太少。 

3.系內課程太偏重電子學及交換，缺少徵波及電技傳職等。 

4. Simulation 之觀念很重要不可忽視。 

5.利用寒暑位安排實習。

電信工程丟失都啟福主任答復:

1.已經計劃以校內設備參考柏克萊的實驗計劃'開出電子貢驗，電磁

波實驗，通信電子實驗及通信系統專題實驗。 

2.資料不足，希望電信研究所何所長大力支持。 

3.準備將電磁學提前到二年級，則可在三、四年級加選電技傳播及天

線等課程。 

4.準 VI 將 Simulation 列入系統貢驗之一。 

5.假期實習還希望各位學長多多支持。

× × × 

特別來賓電信研究所何定一所長講: I鼓勵民間投資電信工黨」

近幾年世界經濟萎縮，電子工業頗受打擊，然而電信業卸仍能穩定的

成長，這是由於電話成長率高，能維持穩定的市場，所以投資於電信工業

不但可以賺錢也可以對國家社會建設有所貢獻。

以目前國內情形言，通信器材的最大買主乃是電信局，所以生產出來

的器材須符合電信局規定之標準'通常需試用一、兩年後才大量採購，在

生產初期的兩三年是賠本期，一旦通過考驗，則整個市場可能長達三、四

十年，由此可見電信工業是值得發展的。

國內通信器材在交換機方面，已有四家中美、中日合作之工廠生產縱

橫制及電子式交換機，而用戶小交換機則值得生產;電話機方面，一位接

號式及按鍵式已有數家廠商在生產，而電子電話機則頗具潛能;傳輸方

面，徵波、光波及數接傳輸的終端設備都很值得投資，然而國內市場畢竟

有眠，站在長遠看，電信工業勢必要打開國際市場，所以在技術、設計及

製造各方面都讀週詳計畫j 。

臺灣管5里科學庭、用趨勢

及

人才培養乏高巴合

時間:六十六年四月十司 下于 13 : OO~曰 :0。


他點:新竹丈夫枝本部


主持人:彭友聖(美因花旗銀行副理)

主講人:陳旅鈍(支吳大學會計研究所所長?奇誠會計事務所

會計師?中莘企管發展中心顧問)

學l近義(鐵路局企割處處長)

洛維熹(經濟部園管事業委員會第三組副組長)

程欲明(學明工業公司董事長)

虛善祿(經濟部臺電公司正工程師)

張文彩(台達化學工素公司副總經理)

唐明月(母枝管研所所長)

列席:黃澤、吳伯債、碎建忠、嚴丈良等及師生二百餘 

川、。

t 紀錄 : t長江水(母校管科幸) 

(• 慶談會開始

設 彭友聖:今天是本校八十一遇年皮慶，很高興看到有將近兩百位的投

友，老師及同學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來討論這個題目。藉這個

機會，我們一方面交換各人的管理經驗及研究心得，一方面暸

解母校管理科學教育的發展現狀及問題，集思廣益，以謀求校

友與母校合作之道。

仁才 交大人扮演企業經營者倒鞭

，大陸畢業交大枝友脊料報告(好友聖)

就 160 位在臺校友施行抽樣調查對結果，服務於公營事業者有 9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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