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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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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於私營事業者右33位。退休及不詳者34位。其中在公營事業中，擔任

中高層主營者有64人，約70克。在私營事業擔任中高層主管者有20人，佔 

655右。其他目前服務於企業界而在校時非唸管理科系者，亦有相當可觀之

成就，例如徐樂天學長學的是電機，而現為武田藥品公司董事長。公路局

常局長撫生，學的是航空工程。利華羊毛公司總經理顧儉德學長，學的是

土木等等。

新竹交大管研所部份: (祥是忠)

管研所已畢業五屆校友，共 107 人。除了現在服役中21人，在國外者 

9人，教育界 12人，國內深造者 1人。國內公營事業者 9 人，民營者52人。

而其職位情況則:繼續深造者 9 人，自營者 5 人，行銷者 9 人，生產

者 11人，財務者 8 人，企劃者 10人，講師 13人，專員5人，副總經理2人，

服役21人，其他 10人，不詳4人。

新作交大大學部畢業生部分: (嚴文良)

現有畢業生兩屆。第一屆做辜者 2 人，在電力公司及電信局，研究肝

深造者有臺大商研 4 位，政大企研 4 位;第二屆政大企研所 3 位，大同事

研所 1 位，交大運載研究朋 4 位，做辜者 9 位。其餘均在服役中。

(三) 近代管理科學之發展

床板說:混在的管理形勢以「人」的因素，最要緊，這種以「人」為自

標的管理趨勢使得行為科學之發展充分運用到管理知識上來，

其要點為人的激勵，即如何使之敬業樂畫，充分發揮肝長。

其次，現在這個世界真可說是千變萬化，無所不變，也就

是說是一個「動態的世界 J '作為一個管理者，必領深謀遠

慮，隨時配合環境的改變作應變的措施，而計劃必2頁長遠。每

一件事都是彈性的，必須多方面觀察，考慮過後，所得的結論

才能比較接近事實，因此，管理者知識的層面必讀要「廣」。

最近日本、美國的經濟復甦都相當援慢，而影響到本國。

在這種較為困難的環境中要擴充自己的 Market Share' 必須

先從降低成本作起，當然這正是有放管理者發揮肝長的地方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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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企業界對有效經營者需求的情形

劉近義:我學的本是機械，現在在鐵路局服務，負責企劃工作。鐵路系

統是相當大的 close sytem , function 分工很細，但是合作

很差。以前是獨佔性企業，現在則受到外界相當大的競爭。前

途極不樂觀，日本、美間情況都相當不好'0]年鐵路赤字龐犬

的很。其最夫問題在於管理方面，投資太大，而報酬太少。現

在臺鐵的 market share' 貨運約佔 395石，客運 30 克，比起

日、美來還好一點。臺鐵為省府三級機構，投資完全自己負

責，不比公路，投資全由政府負責。資金的調度相當困難，而

組織、人事方面需改革者亦相當多。公營事業的管理須先分清

楚是營利還是非營利事業，然後才能從事管理， 膺從根本

做起，以人來管理則對事不對人。

洛維熹: r事在人為 J '事業成敗在於人，企業的績殼、風氣、盈虧、

發展等都決定於其經營者。經營者的知識、才能、氣質、性

格、工作方法，乃至於興趣都可能不同，但有殼的經營者共同

的一點是須具有完成事務的方法。 

Peter F.Drucker 在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書

內說:有殼的，極營者的有效性是可以學習的，但有殼的經營者

必績培養五項基本習慣:

1.有放使用自己時間。 

2.把握最後工作目標。 

3.活用人的長處。 

4.集中力量做最重要的事。 

5.會作有致的決定。

以上是所謂「有致的經營者J '接下來來談

經學者難以作有效扮演的分析:

企業的成長有韻於盤營者的正確決策與領導，經營者能否善盡其職

責，自動、自發解決問題與事業的說敗閱係至鉅。如何使經營者后用管理

科學，發展其管理才能，而作有致的決定，為目前企業經理的一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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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企業界之經營者未能仍有欽扮演之原因如下; 

1.經營者出身背景一一技術人員。 

2.經營者產銷責任重大，未能顧及管理工作。 

3.缺乏管理科學與管理革新的觀念。 

4.對經營分析缺乏認識。 

5.國外管理科學的方法未能適應吾區情況。 

6.吾國管理科學基本資料不移齊全，且欠正確。 

7.管理科學未能立即在績殼上顯示山來。

有效經營者人才的培育;

吾國經濟與工業的發展，正邁向一個嶄新的局面，管理大師 Drucker

在 Management 一書中說明，企業的經營者，不但要追求管理積殼，而

且要使員工得到工作績殼與滿足，並2頁負起社會責任。所以在我國目前企

業經營上，對管理科學的推行及經營人才的培訓非常重要。鼓簡列下列諸

點，提拱參考:

1.加強工業工程及管理教育的訓練，學按除了系、所設立之外，還可

辦理研究班、研討會、演講會、觀摩會等。 

2.建教合作，作為推行管理科學之方法。 

3.加強推行經營才能發展方案一一預先培植各級主管人員。 

4.加強主管對新管理方法的使用及信心。 

5.建立隨企業成長而推行管理科學的項目、程序及方法。 

6.建立符合國情的管理科學制度。

程欲明:個人學電機，管理完全是由學徒出身，經營任何事，首重計

劃 Design & Plan' 自己有了 design' 有了 plan 之後，

必讀作 close watch 。我的長處是喜歡靜坐、沉思，想到事

情有什麼不大對勁的地方，就思考問題昕在，想法改進，多半

是集合大家意見，靠許多朋友的幫助來完成，如此做事還覺順

利。

現代年青人有許多缺乏lnitia ti ve ，要有人在後面催才

肯做，這點三頁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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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善4求:我認為現在的經營者必2頁做到:

(1)打破傳統經營彤態:管理權與所有權必益分開。一一一這是家

族化企業的空空之急。

(劫機動的經營:現代的經營環境太善贅，經營情報的影響極為

深遠，所以要進行內、外情報的搜集，相互為用，才能達或

者按管理。譬如中鋼、唐榮等鐵產品之多變型態就是。

也)推動時間價值的觀念:注意時間的有形、無形價值，使得產

品開發能移跟時機配合。

(的控制人才、物材、資財的運轉:資金必贊不斷循環利用，機

械、勞工、原料等運轉週期要鈕，充分利用這天地人三才。

因 「臺灣~t~，工業先進國家之間管理差距

的檢討及j的耳途徑」 

5長丈彩;臺j曾與先進店家工業的最明顯差臣是規模的大小。人家最大企

業的銷售額達到五百多億美元，我們封在一億美元上下。其次

明顯的差距是工程、技術的差臣，我們的工業技術水準'起步

的太慢，不過現在政府正在加緊提高之中。第三個差距是學技

所學和實際工作間的差距，學校教育跟貫際需要脫節就變成

們I vory Tower" 象牙塔，但亦不能跟著實際胞，必2頁、起領導

作用。一般學生畢業到完全適應就業，快者六個月，慢者二

年，其間之浪費不可說是不大。

第四個差臣是家族企業一一管理權與所有權不分，這在歐

美已經是相當少見了，不管在任何國家，這種現象都遲早會遭

受淘汰。

再者是目標管理上的差距，國內這方面觀念、已有，可惜太

重形式，往往是理論一堆，沒有實行的方法、程序、步驟。 

(7\7 交大管研所現況報導

唐明月:招生背景，相當復雜，理，工、最、醫、法、商各行各業學生

都有，分 18組之多，大概是全國分組最多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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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三年前開始建教合作以來，交通部、電力公司勾派遣其

頗具潛力之幹部、成員參加本所之訓練，這三年來總共訓練了

三批，第一年 9 位，第二年 12位，第三年 15位。

在研究方面，與外界合作之專案研究共 10個，另外有由學

生直接進入臺電工作長期 Planning 工作。今年起電信局、臺

鐵也都正式參與合作，我們的原則是主動去接觸。除此之外，

還與中小企業銀行合作，主動聯繫中小企業，以提高其管理水

準。這方面的 Topics 全由研究生自己負責，而於一個月內完

成。眼於時間，要是校友們感興趣，他日再另闢專時報告。

(廿結 論

陣振鈍:管理科學教育，應該配合現行的「買者市場 J '也就是說，不


聽該有專攻 general managcmert 而沒有基礎分組的方式。


管科系最好能移實行分組教育。學生們啥書之外，應當兼顧外


在環境，免得淪於象牙塔之內而不自知 3


現在學授在管科教育方面，圖書及師資都發生問題。希望


我們每一年校慶間來時，都能像今年這樣在一齊討論、研究、

改良。每一年間來時，都發現在這方面已經較前一年改進多

多，作為技友的一份子，學校的任何困難，我們都會毫無猶庭

的提身出來的。

一一 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例恥‘祉--‘--月."，....申..~!t... «

共之、.>-- 

次宇于友漁賀年詢奉和 于 2之二

每逢新歲倍懷鄉，日麗風和更念望，

喧唱人權騰世界，神州除暴曙星光。

次宇于友漁元且試幸的奉和

華夏精神正氣堂，慘聞禹甸役故i亡，

心酸遺子多災損'拯救良謀速計長。

賀陳名尋詞長哲桐完姻

春光明媚艷陽天，鷺鳳和鳴景物折，

喜頸賢郎獲佳婦，騷壇雅典賦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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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每一 陳按說學長書面報告

近代管理之發展、應用及影響

管理:憑人的力量之相互作用，運用經濟資源及應用科學知識，而迅達組

織預定的目標。

企業主旨與使命:增進社會人們的經濟生活社會福祉 SocIal Benefit 企

業存在的目的是在求滿足社會的需要，我們也以此一標準來衡量一個

企業經營的成敗。

新的管理理論: 

1.系統 System 理論總體性的營運。 

2.權變 Con tingency 或情勢 Si tuational 理論。

計劃:遠程策畫u·· . 高瞻遠囑;隨機應變...機略Strategy 。

新的組轍結械:從原用的「機械性MechanisticJ 的結構，轉而採用

「有機性 OnganisticJ 的結構。短陣式 Uatrix' 自由式 Free

Form'權變之組織設計 Contingency Design 。

人智資產 Hunman Assets 之管理:

國激間而非操縱c

圖工作環境;

圓工作本質...加犬，豐富化;

回感受性訓練 Sensitivity Training 0

圖交流分析 Transactional Analysis 。

團組織所為!區正 Organieational Behavior Modification 0 

WJ麗的管理:

國尋求「更變 J change Seeker ，而非適應更變Change Adaptor 0 

E 管理「更變 J Managing Change 0

回管理「革新J Managing Innovation'"預知「史變J Anticipa卜 

ing Cl:ange 0

明日的企業:

團公司之民主化 Corporate Domocracy ... I影響」代替「職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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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T suation 。 

ttii?ZiFTZETLAB咱己
祖宗族企業之逐漸消祺...大型，管理專業化Profess

明曰:話::一及克服經濟衰退，能轉危為安及重整公司秩序;

.都應付劇變的大環境;

.如何的在進步中求安定;

﹒移「治療J 1.為「預肪J 0

成功:品的日顧客所最求的優良品質、價廉物美的產品;

.結酬防工，他們早認為公正合理的薪給及福刺;

﹒設計豆豆間豐宮，有意義，促進法就感的工作;


﹒訊息的充份和迅速溝濤 :1f 司
.不斷的尋求及增進故能]立交咒峰。

可ii:zzt曰:其riftFZO 程序標 
-E晶晶、ZUfi;試JnZZ品ZL 
-ZZEE:1:11::1: 特長及特產 Niche 0 

:zt?itzzt22個已直接武間接布關的機會。
﹒爭取及保有一直領先的地位。

&<>S(S<>.9&<>S&<>S ~G_""時0'?'$'3 φ""""""" ""，，""""""-""吵。0?-0~G4'"$'3 φ"Gφ，，"""'''卓$~~言""，， "φ息， 

本年枝慶精梨「胡帶灰」紀念品出售，每拭僅收工年
費 40元。尚布剩餘，請向電格局副局長金騰起幹寧;若購。

會吉舌: 311-2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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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錶二 沙燕昌學長書面報告 

1.女大八十一年來人才倍出，除在工程及科學上甚為出名外早年部設

有管理學臨培植管理專才。 

2.近代管理科學精進，交大哥Jf藤之管理人才對國家甚有貢獻。 

3.政府遷蓋以來經濟發展迅速，十大建設完成後國民所得增高，將踏

入已開發工業國家之林，舊企業管理方式已不能懲付。 

4.學技應 gO培植適合新時代需要之人才。 

5.交通為實業之母，財富之脈，國防之木，服務社會公眾之去用事業

也是一個國家的基本建設事業 Infrastructure 要能提俱第一流的

服務，除 Hardware 外，應求 Software 方面之精進 o

中日技術合作成功 P

液化石油氣(L. P.G) 儲氣槽 

安全設計及驢且

負責檢驗單位檢查合格

@分裝場儲氣設備、配管。

@有關L.P. G 新舊工程施工設計及改善。

@大量消費工業用戶的儲氣設備。

(賣真物槳，安全可靠，保證售稜服務?

散希先進同業?多多蕙顧 P

三源質工程有限合司
總生;可:台~!:.\蜍永和鎮文化街 74巷 48號今〈
電話: (02) 9215261 • 9228282


分-h'司:高雄市苓牙社區 j二義街 101號

電話: (07) 213188· 213189


rw 日本/'\ -1 eO /'夕，株式會社
東京本社:東京都中央區八丁掘 l 丁目 2 番 1 號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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