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場：87/04/30（四）   7：00—9：00PM 

        主講人：中央研究院 李遠哲院長 vs. 台灣大學 陳維昭校
長 

        主持人：台大商研所 林能白所長 

        講  題：『學術領袖高峰論壇』 

        背景介紹：李遠哲院長及陳維昭校長是我國學術界中的巨
擘，不僅在各自專精的學術領域中擁有極高的聲

譽及豐富的研究成果，更分別帶領中央研究院及

台灣大學邁入新的紀元。在林所長的提問下，李

院長及陳校長分別就學術界的組織文化、「教授

治校」之理念、如何領導教育組織走向更有效率

的企業化經營方式…等議題交換寶貴的意見，並
向與會的學生分享他們的求學歷程及人生經

歷，使得學生們對價值觀、人生觀的設立有了更

進一步的體認與想法，更讓聽眾們在聆聽完兩位

學術巨匠的對談後有不虛此行的感覺。 

 

 



 

學術領袖高峰論壇 

中央研究院  李遠哲院長 

台灣大學  陳維昭校長 

林能白所長︰ 

    我想先請教兩位：兩位在接任現在的職位之前，都是相當有成就的學者。由

過去一個學者的身分，轉變成今天接任學術行政的角色，我們好奇的是，不曉得

兩位是基於什麼樣的理念，願意接受這種角色的轉變？因為這樣一個角色，對於

學術生涯也許是一種犧牲。另外，兩位在接任現在的職位以後，不曉得有什麼樣

的心得與感想？ 

 

李遠哲院長︰ 

    剛才主席談到角色的轉變，但是我並不覺得我的角色有那麼大的轉變。今天

下午我在原分所，跟一些研究員、研究生，一直在討論科學的研究，花了一個下

午的時間討論科學。其實，我在美國作一位教授，從事科學的研究，但是我們當

然也常常花不少時間，考慮到一些政策面的問題，也花了不少參加加州或者是一

些研辦政府的委員會，或者是加州理工學院的董事會，所以在成長的過程裡面，

自己的研究跟社會的服務，都一直努力在做，只是比重不一樣。 

    回到中央研究院來，當然我花在行政的工作比學術的工作多，但是我的心還

是在實驗室裡，我所想念的都是實驗室裡面的事情，不過在中央研究院，我的行

政和領導是比較不一樣的，中央研究院目前有二十四個研究所，有些是在籌備處

的階段，這些所是相當獨立的，所以我現在在做的很多事情是，要找很好的領導

者，就是所長，尤其是籌備處的主任，我如果把這邊做好的話，他們就會發動的

非常好。所以我的角色雖然是改變了，但我是從學術研究的領導，慢慢跑到學術

行政的領導，比重是改變了，不過嚴格說來，我還是一個學者。有人說我︰「像

你這樣做大官的人⋯⋯」，我就很不服氣，我不是做大官的人，我的心還是像一

個學者，所以這個轉變不大，也並不是一個很可怕的事。 

 

 

 



陳維昭校長︰ 

    我想我跟李院長的想法是一樣，我們的工作只是在工作分配上比例的不同。

因為，以我來講，並沒有完全離開學術，每天我還是要上課、還是要發表論文，

在醫學上也還是有接觸，所以並不是完全放棄。但是一個人要從事行政工作，大

概要有兩個因素存在，一個就是「機」----機會、機緣，另一個就是你對行政的

投欲，投入的意願。那我想如果沒有這個機緣，當然也不可能做這個事，當然有

這個機緣，你不願意做，或者你不願意付出這個心的話，也不可能去做。那我個

人舉我為什麼會參與行政的例子來給各位做個參考。 

    台大醫院在過去很長的時間，大家都知道，人才是最好的，設備也不差，但

是一直被社會詬病的是管理不好。所以說怎麼樣來加強管理？當時醫院的院長、

醫學院院長、學校的校長幾個人一直在討論怎麼樣來加強醫院的管理。那時候想

想，我們需要找一個年輕的、願意奉獻的領導者，最後找到我來擔任院長的職位，

而且特別為我又增加一位副院長，讓我先當一年副院長，再要我出去到國外學習

一年醫院管理，就是這樣我覺得這是個機會，同時我覺得這件事對我們的團體有

幫助。我們每一個人對自己服務的單位都有一種共榮共辱的心，所以我覺得我們

有機會的話，我們應該出來做，雖然這樣對我過去，特別是我做臨床的，我可以

一天到晚看很多病人，這樣恐怕會受影響，但是我覺得這種事情總是要有人來

做，所以他們找我，我能夠放下工作，到國外唸一年的書，我是願意接受，所以

我想一個是機會，一個是你願意多投入，這兩個因素都很重要。 

 

林能白所長︰ 

    我們知道很多的領導者他們認為領導者的主要任務是要塑造一個組織文

化，所以我想請教兩位，對於您現在所領導的這個組織，您希望對他們塑造怎麼

樣一個文化？還有什麼樣的一個價值觀？ 

 

李遠哲院長︰ 

    我可以說剛才陳校長談到做行政工作要有意願，但是我的意願很低，我真的

是意願很低，不過我雖然對行政的意願很低，不過在中央研究院希望把中央研究

院變成一個學術的重鎮、把他提升到更高的境界，這個意願很強。所以為了要達

到這個目的，我什麼事情都肯幹，可是對行政的意願倒是不那麼強，這可能是有

點不一樣的，我如果能夠找到更好的人，我還是要讓他來做。 

    剛才談到一個領導者在一個單位裡面，要製造一些文化或是價值觀，這個說

起來好像是很重大的責任，但是這並不是那麼容易，因為每個人他有做事的風



格，這風格是會影響整個團體的。譬如說，我在回到這裡之後，一直覺得我們得

社會走得更民主，不過，我一直認為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裡面的任何一個單位，今

天是學術單位，一定要有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領導。 

    我這麼講的話，大家覺得好像有點矛盾，在民主社會怎麼會有強而有力的領

導呢？我說這個強而有力的領導在民主社會跟威權統治的時候很不一樣，在威權

統治的時候，這強有力的領導是來自上面，在民主社會裡面你能夠成為強而有力

的領導，是因為你花了很多的心血跟大家溝通，了解大家在想什麼，經過深入的

討論之後，大家凝聚共識，這就是我們要做的。如果大家有共識，那麼你做一個

領導的人就說︰「這條路是我們要走的」，那大家有共識就會支持，那麼你的領

導就會變得很強。 

    所以我是相信我們的社會上，大家要共同學習具有民主的素養，任何一個問

題，提出來討論，正面的、反面的，經過討論之後，要凝聚共識，我一直相信，

「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而中央研究院裡面有八百位博士學位的人，這些

人所有的能力跟才華是比我高上好幾百倍，但是我如果能夠動員他們的思想，就

可以找出一個很好的方向，解決非常困難的問題。 

    另外我也相信作為一個領導者，要以身作則。如果問我，我在中央研究院裡

面，要建立什麼樣的價值觀的話，我還是覺得，我相信人生而平等，大家都是平

等的，所以我最特別不喜歡特權，我希望大家都是一樣的，院長受到尊重是因為

他的努力，他對整個院的提昇而受的尊重，而不是我的位置。你如果相信人生而

平等的話，那麼你也會馬上看到，職業沒有貴賤，你的學歷並不是那麼重要，在

自己的崗位上，奉獻心血做出貢獻的人，才是偉大的人。 

    當然你也知道，做一個領導者如果能夠以身做則，要你的下屬做的事情，一

定是你願意投入的狀態。我當教授的時候，到現在已經過了三十年，這三十年之

間，有七十位的博士生，有八十位的博士後研究員跟我一起做研究，我從來沒有

自己不願意花時間做的事情而讓學生做，我跟學生討論，我們值得做的一定是我

願意花時間做，我想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在這裡談到怎麼樣的文化價值

觀，我是相信人生而平等，在中研院裡面大家也相信，應該經過大家的討論凝聚

共識，而不是沒有經過討論舉手一人一票草率的決定，這不是民主。 

 

陳維昭校長︰ 

    我想剛才院長講的比較著重院長個人，我是從對組織，我知道我們林所長問

的是對一個組織的文化方面。我覺得一個組織的文化，大概不是一個主管在短時

間能夠建立出來的，一個組織文化是這個組織裡面的人經過長久長年彼此的互

動，慢慢才培養出來的。所以台大醫院今年我們已經要慶祝七十週年了，所以我

們已經有七十週年的歷史，這個文化也是經過這麼多年慢慢培養出來的。那台大



的組織文化大家都知道，一個就是學風自由，一個是追求真理，還有一個是關心

社會。 

    這個是我們慢慢培養出的長年的組織文化，但是這個文化並不是說它自然可

以形成，所以我們裡面的人就不必去管它，它自然就會演變，事實上我們做為行

政主管或者每一份子，還是有辦法給予某一種影響。特別是現在社會逐漸功利

化，這個文化也會跟著改變，變得功利化，變得自私。那我們如何讓負面影響不

要發生，或者如何讓我們的文化更好，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對於價值，我覺得我們台灣大學是一個學府，而且是國內最高的學府，我

們就是在追求真理，研究學術，所以要我們講價值，我們每一個師生應該把學術

成就做為我們最高的價值觀念。我們要尊敬學術成就，也要尊敬那些把教學、把

研究做得好的人。做為一個學術團體，我們能夠有這樣的價值觀才能夠讓我們的

機關，我們的學校，不斷的進步，而且是向正常的方向，向正面的方向去發展。 

 

林能白所長︰ 

    李院長您剛剛特別強調，一方面要有強而有力的領導，但是在凝聚共識的過

程中可能是要相當民主的，要相當尊重彼此的。陳校長也特別提到，在文化塑造

的過程是需要長時間的，而且是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的，這個觀念似乎跟李院長

很早的提倡「教授治校」的觀念有相關的。 

    好像「教授治校」這個理念，在目前台灣的學術界，好像也得到某種程度的

落實。可是也有人認為目前學術的的問題也就是組織的決策權太過於分散，因為

這種決策權的分散使大家缺乏共識，增加整個組織內部的衝突，而阻礙學校、學

術的發展。所以我想請教兩位，目前學術界跟大學中的決策體系是不是符合兩位

的理念？兩位心目中認為最適當的決策體系，特別是在學術界這樣的一種組織，

我想是跟企業界、政治界相當大不同特性的組織，心目中比較好的學術體系不曉

得什麼樣子？ 

 

李遠哲院長︰ 

    每次提到教授治校的時候，很多人看到亂象就把罪過嫁禍到我身上，但是我

常講教授治校是很早以前，譬如說很早以前在清華大學就一直落實教授治校的理

念，我不是一人講教授治校的。不過教授治校很多人有很多誤解，不但是誤解，

我剛才談到的凝聚共識或是民主的素養，有很密切的關係。我舉個例子，最近政

府的有些官員批評說，學校校長的遴選，帶來選舉文化的歪風，把社會上不好的

也帶到學校來，好像也是教授治校要挑起責任似的。 



    我可以告訴你一個很有趣的故事，幾年以前在清華大學要遴選校長的時候，

我在清華大學得過碩士學位，是他們校友會的理事長，所以他們學校組織遴選委

員會的時候，除了每個學院挑出代表之外，選了三位校外的遴選委員，除了張忠

謀，還有現在的劉兆玄副院長，加上我是三個人。第一次集會的時候他們推舉我

說︰「你做召集人」，我說︰「不，我太忙了。」劉副院長那時是國科會的主委，

他說︰「李院長，每次談到教授治校大家都責怪你，你都說你有不同的理念，你

為什麼不藉著這個機會，把你的理念展現到學校校長的遴選上面？」他這麼一

講，我說好，我就接受了這個挑戰。 

    所以我們第一次集會的時候，我就跟遴選委員會的各位委員說︰「我知道你

們代表各個學院，有你們心目中理想的學校校長候選人，但是今天我們不應該討

論校長候選人，因為我不覺得各位做遴選委員的這些教授們，還沒有資格當學校

老師的代表，因為大家沒有經過好好的探討，沒有開座談會、沒有問清華大學面

臨什麼樣的困難？將來要走什麼樣的方向？是要有醫學院嗎？還是文學院、法學

院？或者是人文社會科學怎麼進展？學生是不是有很大的埋怨？學生希望把清

華帶到什麼樣的境界？老師怎麼想我們都不曉得。那我們討論這些候選人是不對

的。所以我就說我們要花兩個月的時間，一方面要登廣告，說我們清華大學要延

聘校長，同時各個學院要開座談會，清華要從哪個方向走。經過兩個月的學習跟

探討，那麼每一位遴選委員會的成員就知道學校的問題在哪裡，應該怎麼解決，

往哪個方向走。有了這些準備之後，才能夠知道哪樣的校長才是好的校長，我們

再開始做這些挑選的工作。」那他們覺得有道理，所以也同意了。 

    經過兩個月的各個座談會的召開之後，最後還有一個全校的座談會，大家在

一起討論清華的將來怎麼樣。我以這兩個月之內有很多的故事，很多教授在校園

裡面看到都說︰「這次遴選委員會這麼認真的做，一定會為我們挑選很好的校

長。」所以這個遴選委員會如果真正努力的了解情況，凝聚共識，那麼他就可以

為學校挑選一個很好的校長。這是代表制，也能夠落實民主，如果不這麼做，遴

選委員會大家來，大家就討論候選人，或者是他不努力，有人被提名之後，就一

人一票大家都選自己院裡面喜歡的人，或者有人在下面運作，這也是不好。 

    所以我講這個「校園的民主」、「教授治校」，是怎麼樣落實的問題，我是

覺得我們社會上一般的人，連我在內，民主的素養並不是那麼好的，因為我們沒

有這個傳統，這是我們要大大改進的。剛才也提到，教授治校的決策太分散，我

想即便是一百個人、一千個人坐在一起，我們大家有民主素養的話，剛開始可能

有五十個不同的意見，但是大家有能力聽別人的意見，提出自己的看法，一個小

時之內一定慢慢有共識的，那麼決策也不會分散。 

    不過現在大學法的組織裡面，有校務會議是學校最高決策機構，我倒是看到

這是有問題的。因為通常一個學校的單位，由上而下的行政體系，跟由下而上的

決策形成，應該是兩條線，通常你到外國的大學或別的地方，常常看到教授會、

學校的代表，學生選的課，或者大家討論以後有結論就交給校長，校長來做，由



上而下的行政體系，很有效的就落實這個步驟。我們現在常常看到的是由上而下

跟由下而上，在校務會議裡面就有相當的衝突，這是不好，這是以後大學法修改

的話，真正要落實教授治校的，應該把由下而上的學術，或者是學生事務的決策

過程，或決定之後的決策執行，應該是要把他分開的。所以有時候校長召開的院

長或系主任的會跟教授們召開的一些意見的形成，應該是兩條線且同時存在的。

這是以我對以後大學法修改時的建議。謝謝。 

 

陳維昭校長︰ 

    我贊成李院長「教授治校」這個理念絕對是對的。問題是近年來主要有發生

一個是時事上的偏差，一個是立法上的偏差。包括教育部訂定大學法、教師法，

而教授治校並沒有真正落實，所以很多的法令變成權力互相衝突的情形。我舉一

個例子來講，譬如說教評會跟系主任或院長，如果說院長有心說哪一個系需要請

什麼樣的老師，他也許要到國外去到處找好老師進來，但現在院長沒有這個權

力，必須經過系的教評會通過、院的教評會通過，校長通過，變成沒有這樣的功

能，兩邊不平衡互相衝突的地方。 

    剛才院長也談到，校務會議依照現在大學法，是最高決策機關，所以他的決

定校長必須要執行的，但是雖然如此，我認為也沒那麼悲觀，因為從多年來我們

在實施的結果，事實上很多事情透過我們跟老師、同仁的溝通，是可以解決的。

比如說，我們台大第一次校務會議在民國38年4月16號，當時是傅斯年校長就

任後幾個月召開第一次校務會議，那時校務會議跟現在的校務會議差不多一樣，

所以在這個會上傅校長講了一句話，他說︰「校務會議對校長沒有拘束力，但是

有相當強的精神力量。」所以校務會議如果校長認為不可行的時候，校長可以變

動他的決議，當然這個是當時人治的時候，這是可以的。但是現在有新大學法來，

當然這個不可能，因為現在的新大學法已經有明確的規範。但是是不是因為這

樣，校務會議一旦做出決定，你就非去實行不可？也不見得這樣。 

    記得我們整個組織規程在修訂過程中，曾經有人建議說校長的權力、任務裡

面有一項是實行校務會議的決議，所以校務會議做的決議要去做，但是這樣會造

成麻煩，有時校務會議不管對或不對都要執行的話，這個會造成問題，後來我們

校務會議的組織規程就把這個刪掉。那事實上，我想大部分校務會議很多的老師

不太會去做很離譜的決議，一旦他做的決議是真的不能實行的話，你還是可以在

下次或以後的校務會議提出做說明這個決議是窒礙難行的、是不可能的，他還是

會接受。所以很多東西透過這種溝通，透過相互的信任了解，也可以解決。但是

我們還是希望將來大學法在修法過程中，能把這種相互關係做的比較清楚、明

確，這樣運作會更順暢。 

 



林能白所長︰ 

    我再請教另外一個問題。最近大學的教育，好像有個趨勢，就是台灣的大學

逐漸以管理企業的方式來經營，當然一方面也是因為經費上、政策上的改變。但

是有人擔心這樣一個傾向，會不會變成以名位或金錢來引導學者努力向上，影響

到學者跟年輕人的價值觀？可是有人又認為說，如果沒有這樣的話，沒有辦法提

升學校的效率、研究及教學的水準。 

    我不曉得兩位對這樣的傾向有什麼看法，是一個必要的嗎？如果是的話，怎

麼來降低這種傾向所可能帶來的負面的效果？如果這不是必要的，我們有什麼其

他的做法可以來提升學術界的研究跟教學的水準？ 

 

李遠哲院長︰ 

    剛才提到的大學教育有一個傾向，就是變成像企業管理的模式，不過我是覺

得學校的管理變得更有效率，確實是很重要的。我們現在向企業界的人募款，他

們是說︰「我們願意捐款，但是學校效率應該提升。」他們講學校效率應該提升

的時後，當然就是花了多少錢？到底辦好教育沒有？這方面的批評是比較深的。

在台灣一般說來，我們辦學的效率，從學校的規模跟花的錢講，都覺得比起美國，

效率是比較低。當然這效率低，並不是說老師上課培養學生，多少人、教多少學

生，不只是這方面的問題。我們通常在台灣，設新的所很容易，要把舊的去掉很

不容易，結果很多系就愈設愈多。在生命科學裡面或在中央研究院也是一樣，我

們有動物所、植物所，每個人研究細胞到分子生物研究的東西的基礎都一樣，我

們有一個分子生物研究所、一個動物研究所、植物研究所，這整個整合的問題確

實是我們要探討的。 

    所以我如果說從企業管理的觀點看，我想有兩點應該是很重要的，就是我們

應該有彈性，能夠應變客觀條件的改變，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們常常講企業

的時候，企業界做一樣事情或是製造一個產品，他到市場上馬上要看使用者的反

應，就馬上改變他的產品，改善的就馬上送出去。所以你看電子計算機，從第一

部電子計算機到現在有多大的改進；飛機，萊特兄弟做的飛機到現在的噴射機，

有多大的改變，這都是從企業界，經過市場送到消費者的時候，消費者有很多意

見，改善、改善一直在改善，但是學校教育一百年來沒有多大改變。 

    一百年前還是老師站在黑板的前面傳播知識，到現在資訊這麼發達的時候，

應該每個人有不同的步伐可以學習，也可以說二百五十年前，人類的勞動所侷限

的東西，經過產業革命發明很多機械之後就超越了。現在我們在這裡很多腦力所

侷限的東西，也許經過電子網路還要會超越，但是我們這方面走的比較慢，現在

高科技的產品對教育的影響，或者對整個客觀環境的調適，從這個觀點看的話，



我們的學校，是要跟企業界學習。 

    但是企業界跟學校或者是國家的很多單位不一樣的是，企業界為了發展競

爭，舉個例證，我的公司發展了，別的公司倒了，沒什麼關係，所以對企業界來

講，他發展的空間是無窮大的，但是做一個政府官員，或者是中央研究院，或者

是台大，機會有限，你不能讓我一個學院無窮擴大，因為一定會影響到別的單位。

所以這裡面，企業的發展跟一些學術單位很不一樣的是，學術單位應該有這些企

業發展的機制，但是要照顧到整體，整體是有限的，這麼一個事實。 

    當然，我並不曉得現在大學企業化之後，大家對金錢就會有更多的崇拜或者

是企業界的人都想賺錢嗎？我不太了解，我覺得花錢還是很花時間的，時間比錢

更寶貴，所以企業對學校的影響，如果大家為了賺錢，每個學生都想賺錢的話，

當然是不好，但是把企業簡單的這麼解釋大概也不對。有些比較先進的企業也知

道，如果社會上大家的生活不安定，沒有培養人才的話，他們的企業也是沒有希

望的，所以比較先進的企業家，他們常常是很有遠見的。就像理工學院常常要訓

練學生不只成為一個工程師，你做一個工程師可以找到一個職業，但是希望你成

為一個企業家為很多人創造職業，他們也這麼講，所以我說企業管理跟企業的看

法，我們在某個時段要做適當的調整。我們常常講「士農工商」，好像做商的人

就是社會的最低層，因為這是做中間詐取的人。但是我想現在的企業界可能不是

以以前的看法來看的，企業跟金錢是很有關係的，但是企業跟社會的發展可能要

有更正面的關係。 

 

陳維昭校長： 

    我想過去大家都把這個大學稱作象牙塔，好像他跟社會是隔離的，但是我們

也知道隨著整個社會的變化，學校與社會的互動一定會是愈來愈密切的。當然很

多基礎的、純粹的、理論的、科學的研究，對大學來說是絕對重要的。但是隨著

整個社會的發展，社會對大學的要求也比較多，很多人也問說你的研究到底對人

類社會有沒有貢獻？你的研究到底有沒有實用性？所以我們除了基礎這些以

外，我們也要顧慮到社會的需要。所以我們跟企業之間的互動是必需的，而且可

能會愈來愈多。那至於我們怎麼樣守到自己的分寸，我想是最重要的。 

    剛才所長講過，我也是學管理，我們一般人講到企業管理，會想到商業化、

功利化，校園的企業管理不好嗎？絕對是好的，企業管理我們就提高效率，提高

品質，那這是需要的，所以企業管理並不是壞的，並不是要走到功利化、商業化，

所以我想這是需要的。但是用企業化的某些管理方式來用到學校，比如說過去政

府也好、學校裡面也好，研究做的好的，我們給你學術獎勵，再給你一個月的獎

金，或者你發表論文也給你獎金，那麼這個到底是好是壞呢？我想某種鼓勵，特

別是這樣的鼓勵，對我們研究的發展到底有沒有效？老實講，我覺得還是有效，

但是這個效果絕對不是長期的，也許在我們學術發展過程中某一個時候，我們需



要這樣做，但是要讓這個學術持續的、長遠的發展，絕不能夠靠這樣子，就是必

須要靠剛才我們談到的一個校園的分化，我們校園裡面大家共有的價值觀。 

    比如說一個研究室裡面，每一個人都做的很晚，大家都八點、九點才回家，

那麼這已經成為這個系裡面很好的文化，如果有一個人五、六要回家，你就覺得

不好意思了，回家時要偷偷跑出去，不敢給人看到，這就是一個很好的文化，這

個文化一旦形成以後，就是你這個機關不斷向前進步，不斷往上發展的最主要的

動力。 

 

林能白所長︰ 

    聽到剛剛兩位對企業管理的肯定，讓我們企業管理的學者更加有信心，我信

陳校長往後對管理學院一定會非常的支持，不過一方面我想我們都很清楚，教企

業管理跟教做生意，其實是不完全一樣的，企業也不一定就是功利的。但是另一

方面，我想做為企業管理的教育者，或者是學者，也會擔心對於企業管理方面會

不會太過於強調利潤、效率，而忽略了對人的關心。 

    我想從李院長也好，陳校長也好，過去的演講都非常強調人本的思想，人文

的精神，所以到底怎麼樣才能把這種人文的思想，人本的精神融入向企業管理這

種一般認為比較偏重利潤的課程中及教育中，這是我們一直再思考的，今天也很

想此趁機會來請教兩位，如何把人文的思想，人本的精神融入管理教育中，另外

對於企業家而言，企業家在經營的時候，很必然的他一定要追求成長跟利潤，但

是怎麼樣在追求成長跟利潤時，也同時兼顧到人本的思想跟人文的精神，我想對

於很多的企業家，也是他們的思考，是否能請教兩位這個問題？謝謝！ 

 

李遠哲院長︰ 

    剛才我們談到企業家、企業的管理的時候，好像跟我想像中的企業是有點差

距的。為什麼有點差距呢？可能是我在美國生活太久了，總共在那裡三十二年，

但是你也看到有些比較大的企業、好的企業，他們為了永續經營，對人才的培養

很重視，這在美國很多教育改革的工作真正努力推動的常常是企業界的人。他們

看到問題，他們看到人才，他們看到以後的發展，所以我常常覺得我們對企業家

的定義，我老是把企業家，也許台灣的企業家是這樣的也不一定，就是他們常短

視的為了利潤，不重視人的培養。 

    有一天我在談到農業，我說︰「我們現在常常談到農業的時候，從經濟的觀

點看農業，我們將來參加WTO之後，我們的農業不能跟哪的地方競爭，但是我總

覺得從事農業除了經濟之外，跟我們的生態，我們的生活，應該把他密切的聯繫

在一起的。」為什麼這麼說呢？綠油油的稻田，颱風過境的時候，他是個蓄水池，



下了很多的雨，稻田裡面的水漲了，但是他是蓄水池，如果這些田都變成建築物，

說因為我們種稻，不能跟越南競爭，那麼下雨這些水沒地方去就往下流，那柵門

沒關就大水淹了很多地方。其實綠油油的稻田對我們生活的調劑很有關係的，跟

二氧化碳的回收，像種甘蔗園，這些都是有關係的。但是我談到農業不應該是從

經濟的觀點看的時候，有一位經濟學家就說︰「李院長，我不同意，經濟其實應

該包括生態，人的活動大半都是經濟活動。」所以剛才講的企業，我倒是希望台

灣的企業真的是能夠挑負起社會責任的企業，為了企業的成長，他會照顧社會上

的人，尤其是他會用到許多人，將來要進到企業界的這些人。所以在企業的管理

過程中，人本教育的思想是應該沒有說不能進去。 

    但是我們現在是有困境的，這個困境，我們現在常常談到通識教育，但是我

不覺得我們每次討論到的通識教育是非常理想的，常常看到學理工科的人，學些

有關人本的東西，其實世界於科學跟人文的東西，看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學生，學

的通識科學都是軟的科學，並不是真正的把握客觀世界及規律的、基本的東西，

所以我總覺得我們的通識教育是要使學人文社會科學的人，真正把握到科學的最

基本的東西；或者是學自然科學的人也應該掌握到人文社會科學最根本的東西，

所以我並不覺得企業的管理跟人本思想是有違背的，我們要培養一個人，培養一

個很能幹的人，這個人本的思想確實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一直覺得看到溫室效應，看到過去兩百五十年以礦物燃料的燃燒足夠

的物質文化，不能永續的走下去，我也會覺得人定勝天的觀念是正確的，我常覺

得應該我們祖先講的「天人合一」，才是我們這個世界能永續發展的路，所以我

並不覺得人本思想跟企業的發展是有矛盾的，只是把企業這兩個字可能要從好多

方面，或者是更寬廣的方面來解釋。謝謝！ 

 

陳維昭校長： 

    我想我們過去強調人本精神，我們知道人本精神對一個人來講，就像他的精

神、他的靈魂一樣，一個人如果沒有這方面的素養的話，雖然不至於說像行屍走

肉，至少就變刻板、乏味。那我們教導學生也一樣，不管他是學什麼，特別是管

理教育也好，不是說學生只要會會計、財務管理或國際企業方面的事務就好，如

果沒有人文素養，如果沒有理性的、獨立思考的能力，沒有很好的世界觀，沒走

責任感及關懷社會的情懷，那麼很多事情做出來，也許就會偏差。當然也許你的

專業很好，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社會上大家所希望的一個教育。 

    所以我想人本教育不管在工學院也好、在理學院也好，特別管理學院最重

要，因為管理就是對人的一個學問，人的互動是比其他更需要，特別是像我們醫

學也是一樣，完全是人與人的互動，所以我最近幾次在醫學院的演講我在講人本

醫學、人性的醫學。我覺得經營企業，比如說開業也好，這也是經營企業，企業

是追求成長、追求利潤，這是天經地義的，如果一個企業他不能成長，沒有利潤，



他就會關門、根本不能活下去。但是我們如何在追求利潤及成長的過程中，把一

切的事情對你的顧客也好，對你的部下也好，對你的員工也好，做的更人性化，

以人道的方法來對待所有的人，這個就是所謂人性的管理。 

    我常跟學生講，事實上很多醫學你可以做的比現在更讓我們的病人更能夠改

變，比如說我舉了三個例子，一個是說常常有些醫師，病人進來了，一個小姐，

「好，躺上去，衣服脫下來，我要檢查」，我在想，這個人如果是你的妹妹，是

你的女兒，你會這樣做嗎？你如果有這樣一個心，你就知道應該怎麼去處理了。 

    還有現在有些強調說，病人有知的權利，比如說癌症病人，我們應該讓他知

道，他有知的權利，但是即使到現在，我都不認同，因為我們知道每一個人都是

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要做管理，要做什麼也好，不能夠千篇一律、一成不變，我

們一定要針對每一個人的特性來作不同的管理，不同的處理。有些人你跟他說他

得癌症，他會作很好的準備，做很好的應變，但是我也看過，我一個學長他是醫

生，他很懂，他一進來的時候本來精神很好，狀況也不錯，後來醫生說：「我們

應該讓他知道這是什麼病」，結果告訴他這是癌症後，他沒有準備就不行了，因

為他整個鬥志就散掉了，所以我們必須要看每一個人他能夠承受的力量，應不應

該告訴他，因人而異是必要的。 

    還有一個就是說，我們人做事情，什麼叫做人性？做事情用心去做就好。比

如說我常用我個人的例子，有些病人一進來，肚子長一個瘤，電腦斷層一掃，一

清二楚，我根本不必去檢查，也不必去問，結果就出來了，所以病人一進來，就

說長個瘤，就趕快開個單子，去檢查。這就是你跟病人沒有互動，沒有去稍微聽

他敘述，沒給他摸一摸的話，事實上這並不是最好的醫療，因為病人認為你並沒

有在看他，只是機器在看他。 

    所以我想人本的精神不管在任何企業，都可以去做，最主要是懂得將心比

心，把別人的立場當作自己的立場，如果這樣的話，我想人本並不是太高的學問，

應該是我們每天正常生活的一個形態而已。 

林能白所長︰ 

    我們剛剛談得比較多是跟學術界，跟道德教育相關的範圍，但是就像剛剛我

所提到的，兩位除了是學術機構的領導者之外，也常對社會的很多現象、觀念，

提出一些非常好的看法，甚至對整個社會價值觀的建立也很大的影響力。 

    李院長也曾經在「我的成長歷程」中講到，「我年輕時代在帶有社會主義色

彩的情境之下，是促使我不斷努力工作的原動力」；陳校長也曾經在演講中提到，

台灣的教育問題之一是教育界沒有去教導學生如何去體認、追求正確的價值觀，

所以有的人覺得，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好像對於這種理想色彩比較淡薄一點，

有的人很擔心，所以想請教兩位，到底年輕人對於社會應該抱持著什麼樣的價值

觀？學術界也好，高等教育也好，或者是一些學者，如何來幫助他們建立這種價



值觀？ 

 

李遠哲院長： 

    我想每個人活在地球上，都應該能有一個美滿而豐富的人生，我年輕的的時

候，校長說我有社會主義的思想，其實我到現在還是有很大的決心說我們要努力

改造我們的社會。這個說要努力改造我們的社會，跟我個人追求美滿的人生，並

不是有矛盾的。年輕的時候大家都盼望著，希望能夠非常美滿、豐富的人生，但

是有時看到美滿、豐富的人生，不管你多麼努力，客觀條件不改善的話，可能不

會落實，所以那時常常覺得我們，我講我們，當然我是比各位年紀大很多，二次

大戰結束後，看到社會的變遷，看到很多社會的不合理之後，就覺得如果我們社

會沒有改造，每個人要過著豐富美滿的人生是不可能的。所以常常就希望有一些

年輕人，尤其是有理想的，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努力，來改善、改造我們的社會。 

    當然從中學到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十年了，那時的很多有理想的年輕人慢慢也

成長了，也變得世故，也妥協，也腐化了，但是我還是抱著熱忱的心，總覺得我

們的社會應該是可以改善的。所以我年輕的時候常有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決

心，那時覺得我可以做的到，有時在學校裡面看到同學開舞會，我心裡很沈重，

我從來沒有跳過舞，但是同學們開舞會要做裝飾，我倒是願意幫忙把房子裡裝飾

的像舞廳一樣，我可以幫忙，但是心裡很沈重，我不能跳舞，也沒有跳。那一天

在得諾貝爾獎之後，晚餐之後，進到舞廳裡面，要跟女王或是很多人跳舞，我說

我不會跳就溜出來了。 

    但是我講的都是一個個人的決定，要怎麼走人生的路是個人的決定，當然現

在很不一樣了，那時很貧窮，就住在台大第八宿舍，十個人住一起，每一個禮拜

有一個蛋吃就很高興了，加菜，現在很不一樣，現在好像物質生活也豐富了，很

多人就覺得「李院長，我們現在跟你不一樣，已經不是那麼貧窮，那麼落後的地

方，所以我們已經可以跳舞，或者是我們已經可以過美好的人生，為什麼這麼努

力呢？」當然這是每個時代，每個人不同的價值判斷，我在這裡也是不能多說。

不過是這樣，你如果回想我這一輩子，在學校裡面其實最高興的是追求學問、追

求真理，真正使我興奮的是每天在學一些新的東西，而且我決心成為一個科學

家，每天每天的進步，使我非常高興。那個時候我穿的衣服沒有這麼漂亮，我穿

的衣服是有補釘的衣服，夏天也沒有燙過衣服，你如果在街上看到我大學時候的

模樣，你們一定會以為我是在賣饅頭的，那是賣饅頭就是大學生的模樣，但是這

並不影響一個人過快樂的生活。 

    後來我也看到胡適先生講的一番話，他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他在一場演講的

時後說；「年輕人，你不要聽這些人說為國家奉獻，為國家犧牲，一個現代化的

國家，一個良好的社會裡面，真正需要的是有自主，追求個人幸福的這些人」，

當然個人的幸福不應該跟別人的幸福有抵觸，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別人幸福



的上面。所以也看到現在的學生，跟我們年輕的時候比，我覺得很遺憾是我們那

時生活簡單，也沒有電視，所以能全部精神在做學問，真的是享受追求真理的快

樂。現在的學生好像太多雜事、太多事情牽著他們，往各個不同的方向走，這是

很不幸的。沒有什麼其他的建言，我是覺得在大學的時候真的喜歡做學問，你好

好的做學問，因為你會覺得人生是很有意義的，有錢沒有錢不重要。 

 

陳維昭校長： 

    剛才林所長談到我們現在年輕人沒有一個很好的、自己的人生觀。確實是如

此，所以我講說每個人要有人生觀，並不是用很高的標準來講，應該要有怎麼樣

的人生觀，所以每個人了解本身的性向、興趣、能力後，然後經過深思熟慮後，

確立自己要追求的、要走的方向，這應該就是他的人生觀。我們應該要讓我們的

年輕人知道「行行出狀元」，但是現在的年輕人就是變成人云亦云，隨波逐流，

我們只要看聯考報名的人就好。每一個人填甲組就一定會要往哪一個系去填，乙

組要往哪一個系去填，好像人家往這邊走，就跟著人家走，所以大家不是走自己

要走的路，是走大家要走的路，跟著人家一起走，現在事實上很明顯是這樣的情

形。 

    但是這樣的情形對個人、社會的發展並不好，因為每個人都要爭這個，都要

往這條路，每個人都要考電機系，考進去之後又要把別人壓下去，就變成一直不

斷的在競爭、在辛苦，而且你不見得會出人頭地，因為大家都在拼。所以我們希

望說能夠掌握自己的性向，確立自己的方向，不要跟著別人走，也許你反而會闖

出一片天。那麼現在我再用醫學方面來講，過去健保一實施，大家看報紙知道，

外科醫師沒人做，再過幾年以後，大家開刀都要到國外去開，外科醫師都沒有了，

現在大家都一窩風的跑皮膚科、跑耳鼻喉科、跑眼科，因為這是容易賺錢，而且

又輕鬆，但這也是隨波逐流。而且我常有人來請教到底他應該選什麼科？我說：

「你還是看自己的興趣，這種事情不會永遠這樣，這個時代在變，很多事情在變，

而且，只要你有興趣好好的做，事實上每一個行業都能闖出一片天。」 

    我以我自己為例來講，過去我因為選外科，那我看外科每一個都是彪形大

漢，那我好像看起來就是文弱一樣，人家說外科醫生大半都像殺豬的，怎麼你一

個人不像？所以我填一般的外科醫師好像又不太對，但是後來我發現事實上我對

小孩子也滿有興趣的，也許我走小兒外科很好，但是有人說：「小兒外科不行啦，

小兒外科的小孩子醫生下來就是奇形怪狀，通常會長出畸形兒的都是家庭比較不

好的，這種行業不能當」，但是我覺得我對這個行業有興趣，而且我覺得救一個

人，你從生下來救開始救他到七十歲，你救了他七十年，你救老人科，他也許七

十歲，你救他只有五、六年或者十年，所以我這個貢獻一定大，我就一定要走這

個，但是走出來也沒有比別人不好好，也可以闖出自己一片天。所以我就是希望

我們年輕人確立自己的性向，走自己該走的路，這就是我們該有的人生觀。 



 

林能白所長： 

    謝謝兩位。剛剛陳校長說要有自己的人生觀，走自己的路，就我的了解，好

像李院長就是這樣，他在大學的時候，本來是台大化工系，再轉到化學系，是不

是？ 

 

李遠哲院長： 

    是！我猶豫了一陣子是因為我雖然從化工系轉到化學系，但是我選了很多物

理系跟外文系的課，所以今天有人問我說你到底是學什麼？我應該說我學的是化

學物理學程，那時沒有什麼叫做學程，但是我到物理系選了很多課。我也選修了

兩年的俄文，就是我選了覺得有用的東西，選了，學了，所以到底學系是那麼重

要嗎？我覺得不重要。那天在討論，我想學程是比較好的構想。 

 

林能白所長： 

    所以如果想要轉到工管系的人，就要快。不過剛剛提到李院長提到他不會跳

舞，讓我非常的欣慰，原來不會跳舞也可以得諾貝爾獎，也可以當院長，像我們

這種不會跳舞的人，聽起來格外的窩心。 

    另外一個延續了剛剛的問題，再來請教兩位。一方面我想，兩位非常關心社

會上年輕人的發展，包括價值觀的建立；另一方面，我想這社會上很多的問題好

像不是只有學術界、教育界所能夠掌握的。雖然說學術、教育所做的一定是根本

的問題，根本的解決方式，但是，有的人不見得那麼有耐性，可以等到兩位培養

一批人，二十年後或者十年後來改造台灣。我想很多人都很關心、很想了解，兩

位除了現在扮演著學術機構的領導角色之外，這樣的一個角色對於你們所想要關

心的、所想要去解決的問題，是不是有足夠的空間可以發揮？在未來兩位有什麼

樣的前程規劃？ 

 

李遠哲院長： 

    剛剛主席問的問題其實很簡單的，他問的是像陳校長當了校長之後是不是要

當總統？很簡單的可以問，但是問了這麼難。其實每個人的願望都不一樣，我是

都一直相信由下而上的改革才是永恆的，才是永續的，當然由上而下的改革，好

像是比較容易，但是往往不是能永恆的。 



    所以我希望扮演的角色就是，我希望從基層，比如說教育改革我願意非常的

投入，當然談到教育改革的時候我們也看到客觀環境的改變，整個社區的示威，

從農業社會走到工業社會，我最近也擔任社區營造學會的理事長，我真正的相信

以前自給自足的社區慢慢消失之後，現在年輕人的成長是大有問題的，我們整個

社會的成長大有問題。所以我一直相信台灣目前是在關鍵的時候，如果幾個縣

長，七、八個縣長真正努力作，台灣的面貌是會改變的。 

    所以剛才主席談到就是我們的角色會不會改變，至少我不會是高高的在九霄

雲天之外，我一定在最基層從事最根本的改革工作，所以也許會讓你失望，我沒

有政治野心。 

 

陳維昭校長： 

    我覺得一個人最重要的是在什麼位置，就做好什麼工作，事實上你只要把份

內的工作做好，每個人都這麼做整個社會就會好，所以也不要說做這個位置又貪

心那個位置，這樣的話並不是很好的。以目前來講，當然我個人的工作當然是怎

麼樣把台大辦好，這個是最要緊的事，也是最大的希望，而且這也是最有價值的。

任何事情，將來有任何機會，我覺得沒有比這件事更有價值。 

    特別是這幾年在我們同仁的努力之下，台大事實上有很大的進步。我常看圖

書館給我整個報表，我來看台灣大學，我也常在校務會議報告過，幾年前我到牛

津大學，要跟牛津大學簽學術合約的時候，我常覺得牛津大學是世界有名的大

學，台大跟他簽學術交流是不是好像高攀了？我看看在 1990 年確實我的指標，

譬如說ＡＣＲ的指標，台大就是他們的五分之一而已，但是這幾年我一直在追

蹤，最近這幾年只剩下 2：1 而已，我們一直在追上去，看到這樣的結果，我們

就覺得很高興。最近幾年我們也看到澳洲的墨爾本大學是世界有名的大學，在

1990 年的時候我們的發展還不到他們的一半，但是在今年我們已經超過他了，

我們比在亞太幾個幾個大學裡面，我們已經超過他們了。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

幾個同仁努力從事研究，我們只要每一個同仁做好他份內的事，做好教學研究，

事實上就對整個社會就是很大的一個貢獻。 

    至於將來不管怎麼樣，我即使不做校長，我還是一個很好的一個醫師，我想

還是有很多病人會找我，我還是可以做小兒科醫師，我還是可以做很好的研究，

我還是隨時有機會來替社會服務的。 

 

林能白所長： 

    在學術界或高等教育的機構，好像一般人覺得這樣子的一個領導者，他的困

難度可能高過於企業界，或者是政治界。因為這個機構裡面的成員，每個人可能



都是相當獨立思考，對於價值觀可能比較多元化。所以到底對這樣子一個機構有

什麼樣的方式使得這些成員彼此能夠互相合作，不至於彼此孤立，能夠來發揮彼

此的效用？不曉得兩位有什麼看法？ 

 

李遠哲院長： 

    在高等教育機構裡面是不是比企業界或社會更高，我不曉得，但是有一樣事

情是確實我到中研院當院長之後，確實是發現很多問題的解決比我想像的複雜。

也就是說，我起初以為很多事情很容易處理的，到最後還是花了不少心血。這花

了不少心血，我如果追蹤的話，我還是以為是因為我們社會上大家的民主素養還

不是很好。 

    所以有時候我在院裡面接到一封同仁的信，說：「院長你⋯⋯」.寫了一大

堆東西，不客氣的在指責我，其實我們院裡面很多事情，比如說有些事務的管轄

權屬於台北市，並不是我中研院在管裡的，但是同仁們常常不了解真相，就很容

易的在指責別人，說院長為什麼這樣、為什麼那樣，當然我看到這種信，我可以

輕易的說你胡說八道，或者是不理，但是因為我相信人是可以教育的，即便比我

年長的人也是我可以教育的，所以我常常就請他來，我說：「某某博士，某某教

授，你這封信是不是有點不太禮貌？我如果寫信給我的工友或者是我的駕駛，我

大概也不會用這種口氣寫。」而且我會告訴他：「你的很多假設不對了，你如果

要指責我，我會很願意接受，但是為什麼先不了解一下，為什麼是這樣子，然後

來跟我討論？我們應該學習互相尊重，以後寫信給我，或者是你的同事、你的下

屬，應該也寫的很有禮貌。」那麼我這麼講，這位很年長的人，很有學問的人，

他聽了就很不好意思。 

    當然我不是針對一個人，在一個研究所裡面常常是因為人跟人之間的摩擦、

誤解，常抵消掉我們對學術的發展，這常常要花不少時間做這些調解或溝通的工

作，這些工作我在回國之前，我沒有想到是那麼重要的，但是在這裡是非常重要

的，這也是因為我們在成長的過程中，沒有學會民主處理事情的方式。 

    比如說去年我把中央研究院所有的所長帶到西南商專討論院裡面很多的事

情，有一位所長說：「在中央研究院裡面當所長，有責無權，很多事情都是委員

會決定的⋯⋯」他講了一大堆話，我就是不太相信，因為在中央研究院實行所長

責任制，塑造一個委員會，所長應該發揮很大的功能，但是別的所長也沒有發表

意見，所以那時候我想，他講這一番話，如果記者在那裡的話，第二天一定會登

上報紙說中研院的院長有責無權，但是我不相信，所以我說：「各位所長，剛才

這位所長講的，同意的請舉手」，只有兩位舉手，「不同意的請舉手」，二十幾

位舉手，我說：「奇怪，你們不同意，為什麼不舉手說我不同意，在中央研究院，

所長是有權有責，可以做很多事。」好像大家不願意在別人面前表現不同的意見，

或者是得罪別人，所以常常事情就很難做，很難抓住大家在想什麼。有時一百個



人開會，九十六個人有一樣的想法，只有四個人有不同的意見，這四個人一不小

心的話，可以把他弄的天翻地覆，所以當然我看到不同的意見的話，馬上就問同

意的有多少人，不同意的有多少人，所以我是覺得在這裡，我多花了不少時間，

大部分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習慣在大家的面前經過討論，凝聚共識。 

    不過我說在美國，尤其是在美國有成就的人，或者是居高官位的人，他們的

素養是很不一樣的，我常常很敬佩從舊金山回到華盛頓參加美國農業部長的顧問

會議的時候，從美國各地飛來了四、五十個人，早上開會的時候有三十個不同的

意見，經過兩個小時之後，大家討論的結果找出四樣真的是重要的，到吃中飯的

時候，大家都有一個結論，大家同意、鼓掌，就這麼做。我們這裡不一樣，早上

討論的結果，當吃中飯的時候就說早上討論的不對，要翻案，就是很多我們不設

身處地的想，這是回到這裡之後覺得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我覺得民主的素養是從小時候開始培養的，所以我們做教育改革，我們

真的要培養學生各種各樣的能力，其實走到二十一世紀，我們真的要培養各種的

能力。謝謝！ 

 

陳維昭校長： 

    我們都知道台大是由很多學院所組成的，所以如何拉聚所有份子是很重要

的。同時不只是要拉聚份子，這裡面的成份還非常複雜，文學院的想法跟工學院

絕對不一樣，農學院的想法跟法學院絕對不一樣，每一個老師事實上就是因為背

景、對事情的看法及採取的方法就不太一樣。所以在這裡面，管理上會比較困難。

但是誠如李院長所說的，這裡面完全是靠溝通，所以這裡面溝通的時間，同時因

為裡面都是很多高級知識份子，所以溝通的態度必須要誠懇，必須要尊重每一個

人，必須要尊重每一個溝通的對象，這樣的話，管理雖然困難，但透過溝通還是

可以解決的。最重要就是要掌握每一個人的個性。 

    記得我從醫學院到校本區的時候，過去在這邊很少走動，但是後來我開校務

會議的時候，他們說：「校長，奇怪，怎麼校務會議代表每一個人你都可以叫出

他們的名字？」這就是說你到一個團體來，你必須用心記住每一個人的名字，用

心瞭解每一個人，這樣才能做溝通的動作，各位不信的話，這裡面我想我們的教

授我大概都認得，包括黃國隆教授、林靜郎教授、郭弘毅教授、劉昭勳教授、鍾

振嚴教授，我大概都認得，我想這個就是你有沒有用心，有沒有在做這方面的努

力，所以透過你對每一個人的瞭解，透過不斷的溝通，我想這個團體還是慢慢會

形成共識。 

    事實上我們整個學校，大家過去一直在說台大校務會議怎麼樣的情形，事實

上我們幾個主管都在努力，漸漸的我們大家現在都比較容易產生共識。很多事情

也許我們一個早上可以通過好幾個案件，我想我今天就簡單說到這裡。 



 

Q&A 

Q1.陳小姐︰ 

    多年來院長一直關心台灣的教育問題，其實院長一定也同意說大學其

實是帶領著社會的風氣，他是走在時代的前面。但是就像剛剛所長曾經提

到一個問題，大學是有一個趨勢，用企業管理的模式來經營，那我用另一

個角度來看。有人認為現在台灣高等教育的一個很大的弊病是在於大學好

像已經變成一個職業訓練所，我們可以看到因為台大商研所因為力量的擴

增，所以他可以運用人脈關係請到重量級的人物，來辦理這樣的一場座談

會。 

    我想問的是，剛剛院長也提到一個大學要新增科系非常容易，但是要

取消舊系，其實是不太容易，那在新增科系跟取消舊有的科系之間，是不

是其中一個考慮因素可能是社會的需求，以管理學院來說大概幾年來都是

非常的熱門，當社會需要管理人才的時候，所以大學必須要設立管理學系，

或是社會需要廣告人才，需要會計人才，需要半導體人才，所以電機系必

須要這樣子的擴增。但是也許如果說從職業類別來看，但是沒有哪一個公

司在應試人才的時候說需要一個哲學系畢業的人，我的意思是說大學為什

麼會淪為一個職業訓練所，大學的領導社會風氣在跟符合社會需求之間要

如何取得一個平衡？ 

 

   李遠哲院長︰ 

    現在的大學跟以前的大學是很不一樣的，以前談到大學的時候常常談

到 Newman 怎麼想，或者是德國的 Kohlberg 怎麼想，說是要訓練深思的地

方、創造知識的地方。當然我們現在在大學裡面，大家還是覺得大學是一

個檢討我們社會文化、歷史，而且是創造知識的地方，所以我以前也常在

說，大學應該是屬於一個革命的團體，我這麼講的話就很可怕。因為大學

的存在本來就是要把人類帶到未知的世界，走的更好。 

    所以在這裡我要提兩樣事情，第一個是我們在學校裡面，到學校來，

其實我們的是兩樣事情，一個是接受教育，一個是接受訓練。當然接受教

育我們要走到未知的世界，要解決人類還沒有解決的問題，我們要學做人，

要做的更好。但是訓練是我們把人類的知識趕快吸收，或者是重複的操作，

這是一個訓練。很不幸的是因為我們升學的壓力，構成了很多人跟人之間

的競爭，使我們在學校裡教育的成份愈來愈低，而訓練的成份愈來愈高。



也就是說我在國中教書，學生弄懂了沒有用，因為你考試要考的比別人好，

要考的比別人好的話，就要變成一個熟練的考試工人，所以你要補習，要

解例題。慢慢的教育就扭曲到熟練的工人，所以到大學的時候也是一樣。

好像這是經過競爭要實現夢想的工具。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平均的年齡在增加，生產力提昇之後，在世界

上一個人接受教育的年齡，愈來愈高，所以你如果到芬蘭走一下，他百分

之六十的人能接受大學教育，而平均都是五年制的大學教育，你如果到美

國念四年制大學教育的人，已經超過百分之五十，紐西蘭、澳洲也都超過

百分之四十。也就是說走到下一個世紀，慢慢的大學教育從菁英教育走入

普及教育。所以你說大學領導，跟以前我們所說大學訓練少數的菁英，慢

慢變成不一樣。大學是訓練、培養、教育一般的大眾。所以在這種情形之

下，大學應該有各種各樣的大學，滿足社會各種各樣的要求，也實現各種

各樣的人的不同理想，才是對的。 

    所以目前我們說需要哪個系，把學位跟職業看得那麼緊密，這看法愈

來愈不對，因為我們現在知識的更新愈來愈快，而且從事農業、製造業的

人口愈來愈少，一半以上的人慢慢會走向服務業，而且一輩子改變的職業

會很多，所以常常會有人說博士、碩士滿街跑，高學位、高失業，講這種

話的時候我就非常反對，因為高學位跟他們的職業、失業應該沒有哪麼直

接的關係。你說哲學系的沒人要嗎？如果開計程車的有哲學博士，或者是

幼稚園老師有歷史博士學位，不是也很好嗎？這個學位跟職業應該沒有直

接的關係。 

    至於系所能不能取消完全是在資源的分配上。在教育部的制度下，新

設一個所就可增加四員工，所以增設系所但是資源分配有不同機制的話，

設所跟把一個所關掉，應該同樣容易做到，這完全是資源分配的機制。所

以我覺得大學生不應做學校教育的犧牲品，目前很多教育走到這裡有其歷

史因素，但我們應超越他。尤其在座同學們，要改變整個制度不是短暫幾

年內可看到的，所以你們應超越系所，超越台大的境界，走出自己理想的

路。 

 

Q2.兩位都是非常優秀的領導人，您認為為什麼成功的領導人可以領悟出

成為一個成功領導人的要件？ 

 

   陳維昭校長︰ 

    我想這個問題是很困難的，不過我想最主要是一個誠心。做什麼事能用



心誠懇，很多事就容易解決，這是最主要的祕訣，其他沒有什麼要點。 

 

   李遠哲院長︰ 

    我是接受科學訓練的，一直對解決問題在進行探討，有問題就要解決。

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慢慢發現我在解決人類還沒解決的問題，所以在學術

研究工作上就變成領先、領導的人。這領導跟妳說得有點不同，是創新，瞭

解沒人知道的事，慢慢的走下去。我還不認為我是成功的領導者，我到中研

院第五年，還沒蓋棺論定，說不定也有人認為我是失敗的領導人。 

    不過我回中研院之前，碰到以前德州大學的校長，他叫Hugman，我說︰

「再過兩個月就回台灣當中研院院長，雖然我在學術界就二十年領導地位，

但我還是很惶恐，因為在行政方面我沒有那麼多經驗。」他說︰「你擔心什

麼呢？不管什麼是，第一個你要解決問題，用科學的訓練，看到問題好好分

析，找出關鍵，解決問題你應該有很多經驗。」但是他說︰「要在社會上行

政領導的話要對人很敏感，而且要尊重，有這兩樣事情，在全力以赴一定會

做的很好。」所以我還在努力學習中。 

 

Q3.陳同學︰ 

    二十一世紀應該是知識的世紀，創新跟技術是兩個主要的構面。就創

新而言，剛剛院長也提到您在中研院的情形，我們現在比較有興趣的是科

技方面。院長在國外多年，常會接觸大師級的科學家，這些大師級的科學

家除了自己本身的學術研究外，也有崇高的人文心靈，我們好奇的是為什

麼國外有這麼多傑出的大師，在台灣卻區區可數？這是不是我們本身環

境，教育配套措施或誘因出了問題？ 

 

   李遠哲院長︰ 

    在台灣沒能培養出大師級的科學家，這是有很多原因的。第一個，科

學研究在我們的社會沒有很久的傳統。就是說我們社會投入於科學研究的

經費並不多，做研究的條件也並不是那麼好，也沒這傳統，所以沒有大師

級的人培養下一代大師級的人。另外，我們社會上很多傳統的做法不太理

想，年輕人不是很受尊重，常常論資排輩，學生對老師非常敬畏，很少學

生在課堂裡跟老師挑戰，說老師不對，但很多科學的進步是學生說老師不

對，科學才是進步的時候。所以在台灣長大的人受太多壓制，也因為很多



競爭，創造力被抹煞了。我講個有趣的故事給你聽。 

    我一個韓國朋友不久前去世了，我問說︰「這位老師怎麼死的呢？」

他們說是︰「打壘球跑到本壘時，可能腦充血，沒有停下來，一直跑，碰

到牆壁，撞死了。」他們說他一定在天堂，我問︰「他如果在天堂會問上

帝什麼問題呢？」我韓國朋友說︰「他一定問上帝為什麼上帝這麼不公平，

給美國送來愛因斯坦、愛迪生這麼偉大的科學家，為什麼沒給韓國送來這

麼偉大的科學家呢？」我說上帝一定會說︰「怎麼沒有，上帝一定是公平

的，我給台灣、韓國、日本都送來很多傑出的年輕人，但是在台灣他們變

成後段班的學生，因為他們想的太多、太深入，結果考試考不好變成後段

班的學生，在韓國也是，他們專利法一直在翻，翻了好幾個月還翻不出所

以然來，所以愛迪生的研究也不能繼續。」所以為什麼沒有大師，因為我

們客觀的環境並不是很好。慢慢的隨著大家努力改善，建立傳統之後就會

有很多大師。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句話，我們對人的獎勵並不是很好的。不管你做的

好不好，十三年後薪水都一樣，大家以為這是公平的，很多老師到四十歲

看到他很懶惰的學生也當十三年老師，跟他薪水一樣，就很氣餒，這是要

改善的，而不是努不努力，學問好不好，大師、小師一律平等看待，那就

培養不出大師。 

   陳維昭校長︰ 

    大致跟李院長看法一樣，很多統計顯示，學術研究跟投入有很大的關連。

台灣目前對教育的投入還是相當少，我們好幾個國立大學一年經費總額加起

來不如日本東京大學一個大學，所以投入很重要，不可忽視。 

    此外，我們的制度是平頭主義，是假平等，沒有對特別好的人有特別鼓

勵的措施存在，比如說國外的主任要拉你進來，我也可以給你多少薪水，在

我們這裡絕對不可能，還有很多研究是不能單打獨鬥的，我們也許從國外找

一個很好的人回來，但是有時候我們發現我們糟蹋了他，因為他一個人做不

出什麼事情，你必須要有一群人幫他才能發揮功能。但是這方面的措施在我

們現行的制度中，我們即使有心，還是很難做到，所以我們整個制度及環境

是個問題，這方面需要大家來努力，才真正能夠培養很多大師及更高層的人

才出來。 

 

Q4.郭先生︰ 

    今天我是以非常歡喜的心情來聽你們的對話，因而期待學術領袖高峰論

壇，更能變成心靈高峰的論壇。我聽了三位的發言，感受到很深的溫文儒雅



的氣氛。我想請問的是李院長，您現在是中研院院長，也是我們台大傑出校

友，站在中研院的立場，您對於台大的現在及未來有什麼樣的建言？那請問

陳校長，我們向上望著中央研究院期望著互動的關係的話，以您的校長之尊，

站在台大的立場，如何來期待中央研究院的現在及未來？謝謝！ 

 

李遠哲院長︰ 

    我雖然是中央研究院的院長，也是台大的名譽教授，我在這裡也收了化

學系跟物理系的研究生，因為在1982年我在推動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的時

候，我說服了那時的中研院院長錢思亮，說這個所應該設在台灣大學裡面，

因為我覺得研究的工作跟人才的培養要結合在一起。走到現在為止，也相信

如果中研院要設的新所能在大學裡面合作，是最理想的。不過沒想到的是，

原分所設在台大，但是隨後的這幾年，地球科學研究所搬回了中研院，生化

所的大樓也是在中研院，那時因為所有權是二十年，使用權是三十年，中研

院跟台大沒有講妥，所以合作就沒進行的很順利。 

    我身為台大的一份子，在這裡我每天都看到台大面臨的問題，比如說我

們做的非常高深、先進的研究工作，電力的可靠度是很重要的，常常莫名其

妙的究斷電了，斷電之後，我們幾個禮拜的努力工作，常泡湯了，也帶來很

多傷害，所以我也給校長一封信，就是如何想辦法合作把電力改善。當然台

大裡面有很多事情應該改善的，可能也不是台大自己可以做得到，向電力問

題是跟台電。像現在這種電力資源的不穩定性，我們要把學術研究帶到最高

境界是非常辛苦的，這些問題雖然是細節，但是總得解決。 

    但是我還是希望從台大跟中研院的觀點看這兩個單位的互動，我常覺得

如果台大決定在短期成為世界一流的大學的話，一定會看到社會的哪些資源

可以合作，這時一定會看到北二高開了十分鐘後，有一個研究單位叫中央研

究院。目前中研院跟台大互動的關係並不是很理想，我們的化學系、物理系、

原分所，一直在推動這個工作，為什麼不理想呢？因為很多人覺得中研院跟

我們合作是為了搶學生，當然培養學生跟搶學生是一個事情的兩面。我常覺

得台大教授真要做研究工作的話，上課的負荷應該要減少，有些中研院的人

挑負起教課的任務，尤其是傑出的人，減輕台大的負擔，中研院的人是很希

望在年輕學生的培養上奉獻一些心血的。尤其是最近四年，我們中研院在海

外吸引了真正傑出的人，因為我們有不同的制度，新來很多大師級的人，所

以我們希望做出貢獻，這個我還是要找機會跟校長好好的討論，怎麼樣使中

研院跟台大正面的合作，使兩個學術單位能更快的往上爬，也分享學術資源。 

 

陳維昭校長︰ 



    我想先回答電力問題，這是台大共同的問題。因為我們電力負荷超過，

不是我們對中研院或原分所動手腳，讓他斷電，不是這樣的。因為台電建變

電站，我們要求地下化，台電一直不肯，目前還在交涉中，我們是堅持一定

要地下化，不過現在已經有相當的進展，整個改善以後，我們整個電力系統

就好了。因為我們新的單位一直增加，但是電力的負荷一直沒有增加，所以

會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中研院跟台大事實上過去是很密切的，很多人員都是互相兼任的，

目前還有四十幾個教授是跟中研院合聘的，所以兩邊的關係是密切的。但是

剛才院長講的也不錯，事實上大家漸漸的有本位主義，所以有時會影響合作，

而漸漸有距離，這樣是不好的，兩個單位合作，對任何單位都有好處。我個

人當然很希望中研院做為全國學術最高的機構，能在這方面不斷進步、發展，

同時帶動大學一起發展，但是我們要了解中研院人力有限，只有他進步對整

個國家的發展還是有限的，只有他進步，帶動所有大學，學術水準才能真正

達到一個水準。因為如果台大、交大、清華、成大加起來，跟中研院比起來

絕對是夠，所以必須要跟這些都要合作，大家一起來進步，我們的國家才是

真正有幫忙。 

 

林能白所長結語︰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主講人，給我們提供非常精闢的意見，我們也看到具有學

術界特質的風範的領導風格，跟企業界、政治界確實是有一點差異的，今天特別

可以感受到兩位對整個社會、對人的尊重、對民主的堅持，在溝通過程中誠懇的

態度，我想這些都是非常有特色的。我們也可以看到兩位對年輕人有很大的期

望，希望同學能有一些理想色彩，能走自己的路，透過今天的講座，能讓同學對

於國家及社會有更多的關懷。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非常謝謝各位，非常謝

謝李院長及陳校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