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樹人始終如一

交大工主管多

創象系主任 沙永傑教授

陳彥佑採訪撰文

交大第一位擁有工業工程博士學位的歸國學人 沙永傑教授，開創國內國立大學

中第一個工業工程與管理學系，憑藉一份使命感、一份堅持、及一份努力，歷經

二十個寒暑的考驗與炸煉後，昔日幼苗已成長、茁壯，並開花結果。回首來時

路，眼見工工管系與學生的成長，沙教授心中滿是欣慰與歡喜。不耽溺於目前的

成就，他將帶著希望持續耕耘，陪伴工工管系繼續走下去。

筆路藍縷，開創國內第一「工工管」系

「當時管理學院的唐明月院長覺得交大需要工業工程背景的師資，便同意我來
交大管院擔任教職。」民國七十一年沙永傑教授學成歸國，首先在交大的運管系

任教，鑑於當時學院發展之需求、及國內工業工程學系之發展情形，於是在郭南

宏校長及唐明月院長的支持下，沙教授於民國七十二年開始籌備交大工業工程與

管學系，並於七十三年度起正式招生。

過去工工系多設置於工學院之下，但不同於其他大學，交大工工系規劃設置

於管理學院之下，在沙教授的帶領下，交大成立國內第一個「工業工程與管理學

系」。這樣開創式的想法與行動，影響了日後國內其他的校院對於設立工工系

時，多以交大工工管馬首是瞻;尤其國內各技職院校成立工工相關系所均以工工

管命名，使得交大工工管系成為國內的領導品牌。 1996 年，上海交通大學成立工

業工程系，到 2002 年時也更名為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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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工工管系教控、畢業生合影，左 為沙永傑教授(照片提供沙永傑教授)

「在二十年前創立這個系的時候，的確有很多很艱辛的事情， J 沙教授語重心

長地說道。

過去海外求學的工業工程人才，由於國內待遇、及教學與研究資源較少等問

題，學成後大多留在國外發展，導致國內工工人才貧乏，成為交大工工管系成立

時最主要的障礙。但沙教授卻不以為苦，化被動為主動、積極透過各種管道，主

動與海內外學有專精之學者連繫。除了向他們介紹交大與工工管系外，更結合科

學園區所提供的資源，勾勒出未來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之發展願景，以增加這

些學者前來交大發展意願。沙教授甚至利用至美國普渡大學擔任訪問教授的機

會， I在別人的地盤上挖角， J 招練當時普渡大學工工博士班學生中的一時之

選，巫木誠、及梁高榮兩位教授便在他的遊說下，應允加入交大工工管系。經過

幾年的努力，全系專任師資逐漸成長達十餘位，自此工工管系的羽翼漸豐，並在

所有老師的努力下，逐漸展翅高飛。

工工管系成立初期，與管科系、運管系共享管理一館之空間資源。教學及研

12 Ialumni·v附



究空間不足，成為初期發展的另一項困難。「當時空間不夠，常常是兩位、或三

位老師共用一間辦公室。」因此在前陳武正院長及沙教授積極奔走之下，終於獲

得校方同意籌建新的管理教學大樓，並於民國八卡年正式啟用管理二館，工工管

系自此得以擁有健全的發展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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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熱腸的蔣光照先生

「有一件事讓我至今仍感念難忘， J 沙教授說道。二十年前系剛成立，有一次

校慶當天，有位校友到系上拜訪，交談後得知是早期上海交大實業管理系的畢業

校友蔣光照先生。

蔣先生事業有成，為人古道熱腸，對母校的關心不遺餘力，尤其對工工管的

成立有更多的關愛之惰。有一次蔣先生主動提起希望致贈獎學金給本系家境清寒

旦成績優秀的同學，每次三人，每人一萬元。

二十年前一萬元對同學幫助很大，如果能省吃簡用可以過一學期;在系草創

之時，各種資源不足，能有熱心校友鼎力資助，是一件很溫馨的事，沙教授邊回

味邊說， I蔣先生頒發獎學金與眾不同，每次都是帶著現金來系上頒發，在系週

會上拿出三個厚厚的信封袋逐一致送。」雖然是近二十年前的往事了，沙教授仍

記憶猶新，歷歷目前，難以忘懷。「最近閱讀友聲得知蔣先生已回上海定居，他

年逾八十，謹此祝福他老

人家身體健康，洪福齊

天。」

A 工工管系畢業 20 週年系友返校合照(照片提供:沙永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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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二十年的系

慶，回想起來是一件很有

意義的工作。」二十個寒

暑，工工管系從零到有，

大學部及碩博士班相繼成

立，從而建立一套完整的

教學及研究體制，而歷屆

畢業的系友在各個領域中

亦有卓越的表現。如第一

屆的大學部 45 位系友中，

高達近四十位取得碩士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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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位，其中更有七位取得博士學位，目前各系友除了任教於國內公私立大學

外，亦於業界擔任中階以上主管、或專案經理人。

沙教授露出滿臉欣慰的笑容表示: r當初成立這個系，就是希望學生能對產

業有所貢獻，現在感覺他們表現都不錯，算是達成目標了!J 目前工工管系，共

計 825 位大學部、 738 位碩士班、 77 位博士班、及42 位專班同學畢業，他們亦將

秉持著師長的期許繼續努力O

「真正要特別感謝郭校長、唐院長的遠見，J 他特別強調道 O 即使工工管有今

日的成績，沙教授卻謙遜地將成果歸功於草有11之時郭校長、唐院長、陳院長的支

持，以及 E工管系全體師生的努力 O 自創立之初的單路藍縷，沙教授憑藉著堅

持、努力，看著工工管系逐漸成長茁壯，而個人認真、不放棄、及謙遜的作風，

更深深影響工工管學子，並樹下良好學習典範O

由工業工程的發展，談工工管系未來展望

工業工程是一門應用的科學，發展於工業界中，早期著重探討如何在生產製

造的過程中，整合人員、機具、能源、製程、物料、及資訊等各種生產要素，俾

使王廠的作業效率發揮到極致，追求效率是工工領域發展最早的原點。

隨著時代的進步，

1970 年以後，工工探討

重點由單純追求效率移

轉為提升效率及降低成

本兩者並重; 1980 年代

以降，更積極追求在效

率及成本之外，提升企

業的生產力; 1990 年以

後，焦點再度移轉到對

品質的追求;在品質之

後，工業工程開始強調

速度及彈性，即交期要

快並能應對產品的客製

化。如許多筆記型電腦

.... 20 週年系廈 j少永傑教授與學生們合照(照片提供:工工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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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必須在二十四或四十八小時內出貨，因此企業不論在成本、生產力、品

質、速度、及彈性各方面都必須能夠符合市場基準，才足以面對激烈的競爭環

境。儘管不同的時代，工工真有不同的追求重點目標，然而工工管系的課程設計

均涵蓋了前述各要項之精神，希望學生能夠熟悉各種知識的精髓與應用概念。

「有很多手法及工具可以幫助達到提升生產績效的目標，這些方法在我們的課程安

排及學生教育過程中都有涉獵」沙教授談道。

話鋒一轉，沙教授也指出目前工業工程領域開始面臨一項新的挑戰，即

12000 年後，工工應該配合『創新時代』的來臨。」不同於工程領域強調技術的創

新，工工更應強調「思維的創新」、「策略的創新」、「產品發展的創新」、「方

法的創新」、或「程序的創新」等，亦即利用既有的工工管知識，結合創新的方

法去改善習慣性的現象，並同時思考其他新的發展機會。但他表示「目前國內工

業工程科系，對於創新課程的開授尚不多見，所以如何將『創新』融入於課程設

計中是我們未來發展須考量的重點。」

順應創新時代的發展，沙教授也表達出對工工管系學生及系友的期許。他說

工工管的基本精神在持續的『改善 JI '對任何事均須思考是否仍有存在改善的空

間，讓事情做的更好，也就是 Ithere is always a better way to do a jobJ 的精神。的

確，面對全球化競爭的時代，產業不該滿足於現狀，應以更積極的態度突破現

況、思索新發展方向，才不致於被嚴厲的市場競爭所淘汰。他更殷切地表示「工

工管系的同學還有畢業的系友，都應該朝著『改善』與『創新』意識與能力的培

養而努力、並時時刻刻自我充實。」

沙教授繼續談道， 1近年來，國內大學工業工程多朝著管理面發展並在系名

上做更明確的定位;如清華工業工程更名為工業工程與工程管理，東海工業工程

更名為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元智工業工程更名為工業工程與管理，逢甲工業工

程更名為工業工程與系統管理，一般而言都是保留工業工程的專業定位而另對管

理面做特色性的強調;交大工工管值此成立二十年之際，似應思考面對新的時代

要如何發展自己的特色以因應未來產業的需求。」

由沙教授的深切期許，更可看出不論是對工工管系、同學、或系友，他都抱

持熱心與耐心，就像父母養育子女般，期待看見子女振翅高飛的能力與自信。

思辨問題、到思考新領域

「不同的求學階段具有不同的學習重點， J 沙教授談到指導學生的重點在於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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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學生思辨的能力，

其包括了釐清問題、

解釋或表達問題、及

解決問題等。「一般

在完全了解問題本質

後，就有很大的機會

能解決這個問題。」

他解釋，所以在指導

學生的過程中，沙教

授通常不會給學生」

個完整、且定義清楚

的題目，而是給予一

個思考方向，期望學

生透過資料蒐集與分

析、經過一段時間的

獨立思考、及整理與消化後，能夠將問題本質作完整且清晰的澄清;再透過文字

或是語言確切表達問題的本質、及其發展的機會;最後思考可能解決該問題的方

法。當同學對於題目的思考邏輯具有某種程度的雛型後，他才會進-步給予適當

的建議與輔導，以協助學生真正解決問題。

h
代
l
u

LfJT

A 沙教授賢抗儷(照片提供:沙永傑教授)

「我希望訓練他們能夠思索問題、解析問題、尋找答案，然後反過來再看問

題、再找答案，經過反覆思辨的過程，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沙教授語氣堅定的

表示。他指出，將來同學畢業後，工作環境必定充滿許多問題挑戰，學習思索問

題重心、解析問題、及決定適當的解決問題的方法，將是重要的競爭能力。

除了上述能力的培養外，其實工業工程概念的應用並不侷限於工業生產的環

境;如品質管理的概念，已擴展至醫療、保險、銀行、百貨業、甚至加油站等領

域。所以工工管人都應該思索工業工程領域的應用新方向。意即如何應用工業工

程的概念與方法，繼續擴展至其他領域，讓不同系統的產出、品質、成本、速

度、交期、創新等各方面都能做到最好 o

當談到個人作研究及治學時，沙教授表示「興趣」與「挑戰」是他作研究的

動力，他說「作學問必定力求嚴謹」、「作研究不可能三級跳、一蹦可及，必須

日積月累不斷地累積。」在不斷地投入研究的過程後， r有了些其體的成果，會

感覺很欣慰， J 沙教授開懷說道 O 其實從他的話語中不難感染，二十多年研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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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生涯所獲得的成果為他帶來的喜悅與滿足，若非像他-樣投入，當是無法體

會。

沙教授也提醒同學「活到老，學到老 J '他以學習使用電腦為例， I以前沒

有個人電腦，只能靠打卡片跑程式、用打字機敲論文， J 他回憶道，但目前人人

都能輕易操作電腦，便說明活到老、學到老就是跟隨時代一起成長。另外，他更

鼓勵同學「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J '有機會出國學習或看看不同的文化將有助於

增廣見間，更能開拓人生的視野。

最後，談到沙教授平日的休閒生活，游泳、慢跑、爬山是家常便飯，他還打

趣地說「以前年輕打藍球，現在不打了。」他回憶過去參加交大所舉辦的路跑活

動，不同於現在的環校路跑，當時參加路跑的選手必須由光復校區後門出發、經

寶山路，穿越十八尖山、博愛校區、清大校園，最後再回到光復校區，可見當時

沙教授是個頭腦壯壯、體力充沛的師長。

後記

訪問沙教授的過程是非常輕鬆愉快的，從他的談話中感受到長者的智慧、及

他對年輕學子的期許。他為訪談準備許多資料、甚至在結束後以電話補充資料，

他的熱心與支持令人相當感激。從他的行為中，再次體會行事嚴謹的態度，如此

言教、及身教並重的師長，將深深影響更多的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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