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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工技術分享餐會 

 
時  間：2017 年 3 月 14 日(星期二)下午 5：00〜9：00 

地  點：彭園餐廳     (臺北市忠孝東路五段 297 號 5 樓) 

主持人：陳江淮 先生  (聯興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主講人：胡邵敏 博士  (三力技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資深顧問) 

講  題：今晚不談工程 〜 淺論土木工程/大地工程師之道 

黃筱真* 陳江淮* 高秋振**
 

一、引言 

地工技術基金會於 2017 年 3 月 14 日辦理

分享餐會，有別之前著重於工程規範及理論探

討，本次則以實務專業經驗之分享為主題，特

邀請國內少數兼具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之資深

大地工程專家胡邵敏博士擔任主講人，從宏觀

角度檢視「土木工程」之本質與重點，繼而討

論培育優質土木 /大地工程師應具有之人格特

質及其成長過程與終身學習之道。 
胡博士首先以幽默話題作開場白：陳江

淮主持人交付給他的分享主題是學界與工程

界都感興趣的話題……那必然是「風花雪月」

「財色八卦」相關口味，但考慮現場很多「青

年工程師不宜」而作罷，退而求其次選擇「土

木 /大地工程師之道」為主題。  
主講人引用老子道德經「道可道、非常

道」說成為工程師的途徑很多，條條大道通羅

馬，他姑且從千百條＂道＂中選談其中＂八

道＂以符合主講人的「胡」姓，作為「胡說八

道」頭頭是道引言。  

二、土木工程的源由與本質 

主講人引用聖經舊約創世紀的話，上帝創

造天地，花了五天，到第六天趕在例休之前急

忙創造人類。所以無論天、地、人三者都可以

說是不完美的趕工瑕疵作品。當人類面對不完

美的「天地」環境時，乃創造出「土木工程」

(Civil Engineering)企圖改善環境而使之適  

 
照片一  胡邵敏博士分享講座 

合人類居住與生活。聖經中最早的土木工程師

記載在創世紀第 11 章第 2-4 節，「諾亞及其

子民往東遷徙在示拿 (Shinar, Barbylon)遇到

一片平原，就要安頓在那裡，他們彼此商量

說，來罷！我們要造磚，把磚燒透了，就拿磚

作石頭，又拿黏泥(slime)作灰泥(mortar)。他

們說來罷！我們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頂

通天…」。諾亞利用土、火建造了城和塔，其

子民群居生活創造了文明 (civilization)。所

以，人類的文明是由土木工程師帶領下創造的。 
現今的土木工程師依然是以「人定勝天」

的理念，改造大自然為志業目標，其工藝仍

舊是利用土石及其他材料 (表一 )按人類的需

求而創造各種土木建物。現今土木工程範疇

略如表二。反觀我們的對手「老天爺」卻「毀

人不倦」用盡各種力量來破壞土木結構物 (表
三 )，這些破壞力無所不在、無時不在。所以

人造的土木結構物雖然是用來抵抗各種破壞

力而設，但勝一時而不能勝千秋，終歸其生

命週期有限，最後盡歸塵土。埃及人的金字

塔、我國的萬里長城，就是很好的例子。  

 

近年地工先進陸續結束公職或任職，期望藉由「地工技術分享餐會」，讓地工先進

累積的寶貴工程技術與研究成果得以分享，並透過聯誼交流達到經驗之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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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土木工程材料 

 

表二  現今土木工程範疇 
1. 建築工程：地上建築、地下空間、基礎工程
2. 交通工程：鐵路、公路、航空（軌道、舖面、路堤、橋梁、隧

道、捷運、高鐵、機場）
3. 水利工程：水壩、河堤、灌溉、民生用水
4. 近岸工程：海港、新生地、碼頭

5. 環境工程：垃圾掩埋場、污水處理廠、污水管線
6. 能源工程：電廠（水力、火力、核能、風力、海上鑽油）
7. 特殊建物：國防、通訊、偵測、冷凍槽、油（氣）槽

8. 山坡地：社區開發、借土區、填土區
9. 天然災害防治：地震、水災、風災、土石流
10. 礦區：礦區開採、廢礦坑土地利用
11. 都巿更新：建物拆除與重建、維生系統與交通系統重建
12. 海上工程  

表三  土木結構物破壞力 

 

三、我國人與天的角力～文明發展 

3.1 黃河整治與大運河 

我國文明源自黃河流域，四千年前就已開

始黃河整治。黃河中段流經黃土高原每年被淘

蝕大量黃土，河水變黃，當黃河流至下游時，

河道轉寬，流速減慢，河中泥砂沉積，估計年

淤積厚度為 23cm，輸沙量為 16 億噸，圖一示

黃河下游斷面，寬度達 10 公里。歷年來因河

床沈積使得河床河岸高出兩側平原十多公尺，

名符其實「黃河之水天上來」。每遇大洪水沖

毀河堤時，河流就改道，歷史記載黃河改道不

下 26 次，潰堤洪患達 1500 次。圖二示黃河下

游歷次改道位置圖。 
唐堯時，黃河洪水氾濫，帝堯命鯀治水，

鯀用築堤堵塞方法歷九年而不成功。虞舜時，

用鯀子禹繼續治水，禹改用疏導方法共十三

年，將江、淮、河、濟諸水濬通流注於海，消

除水患，並興農田水利(圖三 )。大禹被後人頌

稱為「土木之父」，其父鯀雖治河失敗，但其

夯土築堤方法亦為後世襲用。大禹所用疏浚的

方法是讓河水流到較大區域，水流變慢後，沉

積就會產生。鯀用夯土築堤方法是限制河道面

積，但受限於材料及技術，所築河堤尚未能阻

擋沖蝕力量。所以四千年來黃河氾濫、河床沉

積問題，仍待整治解決。 
隋煬帝 (楊廣 )原本是一位了不起的土木

工程師，他尚未登基之前就規畫好大運河計

畫，以開鑿南北向廣通渠、通濟渠、江南河

及永濟渠將東西向之渭水、黃河、泗水、汴

水、淮水、長江、錢塘江貫穿成水運系統，

對南北水道交通、貨運及文化均衡發展，貢

獻很大。圖四示南北運河之縱剖面圖，黃河

處於運河中段，地勢最高。可見運河對黃河

之分流，有一定之作用。可惜隋煬帝沒考慮

當時國力，動用百萬民伕挖土鑿山，只花六

年時間開通 2200 公里水道 (圖五 )。暴君苛

政，抵銷了這偉大計畫的評價。  

3.2 住的文明與先民遷移 

漢族先民在黃河流域務農定居，建屋築

城。建材以就地取材、夯土製成土坯、土

磚。據稱以夯土築牆 (板築工法 )源自堯鯀的

夯土築堤治河工藝。另一部分先民直接開挖

窯洞作為住所。黃土高原的黃土是厚層風成

土，土質細且均勻。乾燥狀態下 (非飽和 )土
質穩定，窯洞內土牆洞室甚至免用裝璜，冬

暖夏涼，對北方乾燥氣候的窯洞是很好的節

能居所。 (圖六 ) 
自三代以來，戰國、秦漢之爭均發生在

黃河流域，中原先民屢受戰亂、外族入侵、

災 荒 ， 部 分 先 民 乃 南 逃 遷 離 。 經 歷 西 晉

(317-879 年)五胡亂華、永嘉之亂、唐末黃巢

事變(880-1126 年 )、北宋金人入侵、元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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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黃河下游斷面 

 
圖二  黃河下游歷次改道位置圖 

 
圖三  大禹治水圖 

 

 
圖四  南北運河之縱剖面圖 

 
圖五  運河開挖圖 

 
窯洞近景：由於窯洞的興建相當經濟實惠，雖然有過於潮溼的

問題，但仍有許多當地居民喜歡住在窯洞中 

 
窯洞：窯洞與居民、河流構成一幅純樸美麗的圖畫 

圖六  窯洞(黃土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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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中原、明末清人南進、及清末民初太平天

國之亂，大量中原先民先後從河南遷至江

南，再逐漸南遷至江西 (贛 )、福建 (閩 )、廣東

(粵 )，原屬蠻荒之地。河洛移民先抵閩粵地

方，逐水而居、架橋建屋，多採石、磚砌

築，佔平地開墾。後來移民只得開墾山區，

而稱為「客家人」 (故居在中原，暫時寄居南

方作客的意思 )(圖七 )。客家人先民從乾燥的

中原地區遷徙到潮濕多雨的南方來，原本只

用夯土的工藝不耐風雨，故在山料土中滲加

石灰、稻草、糯米等材料以增加夯土牆強  
度。外牆甚至加砒灰皮防水層。現存在福建

的客家土樓 (圖八、圖九 )便是後期夯土板築

建物。土樓採用圓形建造是有節省材料、防

禦堡壘、增加防震的多功能優點。  

3.3 臺灣的板築城牆 

清朝時臺灣隸屬福建省，居住在漳州泉

州的閩南人及客家人大量移居臺灣本島，至

清末因日本軍閥入侵車城，引發牡丹社事

件。清廷乃選恆春建城，固衛南疆。當時建

造城牆之土木工藝，沿用福建建土樓之板築

工法，用土料夯成內城牆及外城牆，中間馬

道則內填土料的三明治結構。後來在高雄左

營 (古稱鳳山)所建的鳳山古城類同。鳳山古城

外牆砌有當地之咾咕石，防水性較好。臺灣

南部地震頻繁，颱風暴雨特多，恆春古城建

成後，每遇強風豪雨或烈震，城牆崩壞不

斷，以現今大地工程角度來分析，三明治式

城牆遇震擺動時，牆邊馬道頂易產生縱向裂

縫，造成雨水滲入淘空內填土料 (圖十 )。近

年鳳山古城的東門城牆補強即針對三明治城

牆耐震力及防水加以改善，效果十分良好。

(圖十一、圖十二) 
由此可見，土木建物為需求而創造，其

生命周期長短，端賴當地環境、建材及工藝

條件而定。  

3.4 光復後臺灣土木工程的發展 

臺灣從光復後至今近 70 年，土木工程應

民生需求可劃分為 1. 農業土木階段：保留日

治時期建造之鐵路運輸 (旅客、木材及農業

品 )、水庫 (烏山頭水庫 )、嘉南大圳之外，建  

 
圖七  客家遷徙路線圖 

 
圖八  福建土樓 

 
圖九  方樓夯土牆 

設石門水庫、曾文水庫等。2. 經濟與國防土

木階段：主要是海陸空交通及電廠，包括十

大建設、電廠 (火力、水力、核能 )、石化廠

等；國防土木建造包括海陸空國防設施與基

地。3. 都巿土木階段：居住環境改善、捷運

系統、下水道及道路建設、高樓及超高樓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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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城牆震後出現之環形斷裂及外傾裂縫 

 
圖十一  城牆補強剖面圖 

 
圖十二  完工後照片 

物，舊建物拆建、都巿更新。4. 國土建設階

段：高速公路網、高速鐵路、台鐵捷運化，科

學園區及新社區開發。5. 防災與環境保護階

段：山坡地維穩、河川與水庫淤沙整治、土石

流整治、地下水資源保護、地層下陷、海水入

侵、土地塩化等，颱風地震災區重建。 

3.5 困境與展望 

上述臺灣的土木工程建設近期發展可見

變化複雜而多元，工程建設生命周期短促。

例如四十年前開發的核能電廠，至今已屆近

退役。而花了三十年籌建的核四廠，卻因能

源政策變更而捨棄不用。為開發綠電而進入

另一個離岸風電新領域。臺灣本島地少人

稠，可供各種建設發展的工程場址有限；西

部縱貫狹窄平原，已擠進了台鐵、高鐵、國

道一、國道三及省道等交通路網；為了蓄水

而建的大小水庫，已近百座，可供建造新水

庫的場址已難覓；中南部之既有水庫卻因淤

砂嚴重致使蓄水量銳減；民生、工業、灌溉

用水需求日增。近期增建之排淤設施，只能

減緩淤砂量，而無法恢復水庫蓄水量。  
對現今土木工程領域面臨的困境，有下

列數則展望：  
1. 針對全球氣候環境變化，預先加強既

有各項工程維護與延壽措施。  
2. 都巿舊社區重劃與更新。  
3. 減少傳統建材排碳量，節省更多能源。 
4. 採取更有效之河川淤砂、水庫清淤、

土石流材料的利用，造陸、填海，創造更多

有用新生地。  
5. 拓展離岸工程與利用近岸土地。  
總之，一切土木工程應遵從哲學家培根

名 言 ： 「 欲 駕 馭 自 然 ， 必 先 順 從 之 。 」  
(Nature, to be commanded, must be obeyed.) 
為最高原則。  

四、土木/大地工程師培育 

4.1 學習階段 

在臺灣土木工程科系大學通才教育四

年，研究所專科教育要二年。工程學制與其

他法、醫專業學制都是從大一開始就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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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美國的法、醫專科則是先有大學學位才

能報考。台美兩地的工程學制相同，但法、

醫之學制稍異 (表四 )。土木工程系學生修習

完指定科目即可報考技師，近年大地工程技

師報考，規定須有二年實務經驗。與美國法

科學生要修完三年法學院獲 J.D.學位才能考

律師執照相似。土木 /大地工程師從事工程職

位，又與醫師職位工作可相類比 (表五 )。  
很多工程系所學生，對離開學校以後社

會職場環境不甚瞭解，在學習心態上無法適

時調整，基本上當學生階段強調以個體學習

為主，要求學生作獨立思考，對專業技術問

題的解答要正確、精準。對錯分界是黑白分

明。從學生變為工程師之後，則以工作為

主，較強調群體合作，對工程問題所要求的

解決方法是好壞、成本高低、執行難易，故

界線較模糊。  
夢想學校創辦人兼作家王文華先生曾說

過一段話：「我去過廿九所大學，發現很多即

將畢業的同學完全不了解職場和商業社會運

作的基本原則，準備用參加大學社團的態度

和能力走入社會。如果對臺灣都陌生，對世

界就更難掌握。我們不清楚自己是誰，家長

和學校當然有責任，但當事人自己也要深

思。」所以要準備從事工程師的同行們要問自

己三個問題：  
1. 你對自己瞭解嗎？  
2. 你對臺灣的工程職場瞭解嗎？  
3. 你對臺灣以外的工程職場瞭解嗎？  

4.2 工程職場新鮮人階段 

工程師的主要工作任務，是要完成工程計

畫、如期如質，並且要控制成本。任何一項工

程計畫，其生命期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 
1. 工程可行性評估階段：由工程發起

人，亦是出資者、擁有者發起工程需求，委

託專業單位評估成本／利益／時程之可行

性。工程發起人可以是社會上任何公、私營

單位或個人、團體，通稱之為「業主」。  
2. 工程計畫調查、設計階段：由業主委

任各專業工程單位負責執行，大型工程計畫

可將本階段工作劃分為初步調查 /設計與細部

調查 /設計。本階段最後是完成設計圖說、材  

表四  法、醫學制差異表 

 

表五 專業工程師 

 

料明細、施工規範、工程估價、招標文件等

「桌上」資料。  
3. 工程計畫施工階段：業主委由專業承

包商將設計階段之「桌上」資料落實施建在工

址上。這類將工程計畫的設計與施工工作分

別由不同單位負責稱之為「設計／施工」分包

工程 (design-build)。此外，業主亦可以委由

設計公司只提供基本設計，而由專業承包商

負責細部設計及施工。此稱之為「統包」工程

(turn-key)。承包商(營建商)的主要任務可分： 
(1) 招標階段 
營建商若符合招標資格並對招標工程有意

願投標時，則須進行備標工作 
• 投標文件審閱 
• 施工計畫／建議書準備 
• 對投標案之人力需求、材料、機具、估

算、施工程序與工期 
• 人力組織與協力廠商分包 
• 財務分析：包含押標金、履約保證金、

保險金、現金流動分析 
• 相關假設工程設計、價值工程分析 
• 品管計畫／安衛計畫 
• 風險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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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計畫施工階段 
• 施工進度／要徑工項規畫 
• 本階段之補充調查 
• 相關假設工程／價值工程設計與施作 
• 計畫工程分項施作 
• 工程財務管理 
• 施工執行人員、機具設備、材料檢驗與

管理 
• 品質管理、品保稽核、工期進度管控 
• 施工安全監測／鄰建物安全影響評估 
• 風險管理：矯正與預防 
• 施工區安衛維護 
• 檢驗 
• 竣工圖 

4. 工程計畫使用／營運維護階段：工程

計畫由承包商興建完畢經業主驗收及保固

後，進入使用／營運階段，此後之工程維

護、保養，另由業主交其他專業單位負責。  
土木工程系畢業生要進入工程職場，可

選擇之道路包括業主 (公私營單位 )、工程設

計公司、工程營建公司或營運維護等單位扮

演著不同工程角色。由於土木工程計畫是依

需求及工址環境條件而「量身訂做」，每個工

址之大地 /地質條件有不同時，其基礎工程設

計及施工方法可能相異，進而工期與成本不

能一概而論。工址地層中實況，須依有限的

地質調查資料作出演繹／歸納分析與經驗判

斷推估。是故，在每一環節工作中，包含了

未知或推測錯誤風險。一個工程計畫興建成

功，往往是業主、設計者、營建者三方心血

結晶、才幹融合、克服困難。所以各方交易

要公平、責任風險要合理分擔。  

4.3 職場v.s新鮮人 

目前臺灣的土木工程教學，偏重於專門

知識理論分析傳授。其他學門的畢業生，亦

有類似現象。對初入職場的新鮮人，企業界

普通認為「空有書本知識，但缺乏實作能

力」。很多年青畢業生，因欠缺工作穩定性及

抗壓性，被喻為職場「草莓族」。CHEERS
快樂工作人雜誌年前曾對臺灣 1000 大企業如

何看待大學畢業生作出調查，調查項目包括

人格特質、專業技術、各項能力等共八項，

並統計企業聘用標準與大學畢業最缺的能力

作成統計表 (表六 )。企業界聘用新鮮人最重

視的標準依次是學習意願、可塑性、穩定

性、抗壓性及專業知識與技術，其次是團隊

合作、解決問題能力、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創新能力、實作能力其重要性最低。企業界

對大學畢業生最缺的能力評比依次是最欠缺

穩 定 性 與 抗 壓 性 (86%) 及 解 決 問 題 能 力

(42%)，其次是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29%)及實

作能力 (27%)、專業知識與技術 (19%)。  

表六 企業聘用標準與大學畢業最缺的能力統計 

 
簡言之，企業晉用新員工考量重點是： 
1. 敬業精神佳  
2. 能團隊合作  
3. 學習能力強、可塑性高  
4. 工作穩定性高、能配合公司發展  
5. 專業能力強  
對於工程師新鮮人應有的認知：  
1. 企業用人，付出合理薪資，不是光讓

你來學習。  
2. 菜鳥期其實是新兵訓練，能夠熬過訓

練才能上陣作戰。  
3. 每一件工程都是學習對象，成為日後

處理問題的經驗與資產。  
4. 工作要挑最難的做。  
日本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建議年輕人要必

備三種關鍵能力：1. 溝通力、2. 找答案能

力、3. 建立世界觀，培養國際競爭力。具備

了這三種能力，全世界都是舞台。  

五、專業工程師的管理 

5.1 工程任務與成長 

土木工程計畫從構想、規畫到建造各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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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須依靠土木專業技術及其他專業團隊組合

完成。工程管理就是以最低成本，如期如質

完成計畫，從而產生最大利潤。故機具、材

料、人力等均是提高產能的管理目標。工程

師累積工程經驗，可以更有效率完成任務。

從節省成本角度而言，有經驗工程師可以做

更多工作或帶領更多工程師工作，他漸可以

變成管理階層。表七統計工程師年齡層之工

程任務，表中中線左側是純技術任務，右側

為管理任務。年齡在 25~30 歲之工程師，

63%從事技術任務，隨年齡增長至 41~50
歲，技術任務減至 27%，管理任務漸增至

72%，直至 61~65 歲，管理任務仍佔 63%。  

5.2 黃金時期 

表八比較工程師與其他專業人仕之最有

價值黃金期，年齡為 51~60 歲，次有價值期

為 36~45 歲，可見工程師之工程經驗，與時

俱增，其黃金時期是在 50~60 歲年齡層。  

5.3 土木／大地工程師之考核評量 

無論是服務業的工程顧問公司或是營造業

的承攬商及分包商，均靠工程師腦力創作生

產，創作生產的同時亦得受規範約束。工程師

在工作上的表現，須受服務單位考核評量，以

大地工程師為例，其工作表現可列如表九，考

核評量標準常是依該員的人格特質而定。 

5.4 工作衝突摩擦 

工程師常因時間、資源不足之下執行一

個、甚至多個工程計畫，在公司內部最易發

生衝突摩擦事項列示如表十。其中以計畫進

度、工作順序安排衝突高居榜首，其次是人

力分配及技術事項爭議。  

六、土木工程師的自省 

我們可以從工作目標、人格特質及人生

規畫各個面向來反省探討。  

6.1 為何而戰 

工程師為需求而工作，Maslow 將需求層

次列為五等級。 (表十一 )低層次需求滿足之

後，逐層提升為高層次需求；簡言之，低階  

表七 工程任務與成長 

 
表八 最有價值專業人仕之年齡層 

 

表九 工程師考核評量 

 

表十 執行工程計畫時最易發生衝突摩擦事項 

 

層次是屬於物質需求，如自求溫飽、家庭生

活安全等，高階層次是屬於心靈／精神需

求，如社會聲望、名譽地位、影響力等。層

次的需求就是每一個階段需求都滿足了才能

提升上一階的需求。現時很多年輕人開始進

入職場就冀求錢多、事少、離家近的好康工

作！大陸也有類似的一首歌詞：「我應該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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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內就任總裁，閃電相親立馬結婚生小

孩，最好還是龍鳳胎！」  
前章表七將工程年齡成長與工作任務作統

計分析，若把工程師人生階段與社會資源分配

分析如表十二，接受教育期及工作成長期是吸

收社會資源期，到工作成熟階段就要領導年輕

人、至年老階段則是回饋社會資源服務。 

6.2 提升溝通能力 

美國普渡大學校友會曾作各學系校友調

查，所得結論之一是「工程學系畢業生最欠缺

溝通能力」！相信在臺灣的工程學系的畢業生

亦不例外。  
工程師溝通對象可分為本業同行及非本業

人員，包括業主、其他專業人員、團體。通常

工作上溝通方法是透過言語、會議、電話、報

告、論文等方式表達意見與討論。與本業同行

溝通通常習慣使用共同專業用詞，溝通上比較

容易互相瞭解交流。但在對其他非本業人員溝

通時，則要注意對方不一定瞭解這類專業名

詞，就要改用對方可以懂的淺白言詞、比喻來

讓他瞭解。醫生與病人討論病情，亦強調說病

人聽得懂的話才具溝通效果。 

6.3 提升情商指數(EQ) 

工程師欠缺 EQ 處理能力，跟他所受之

教育與訓練有關：一切要合乎邏輯、理性思

考、黑白分明、欠缺感性一面。2008 年自由

時報曾報導理工男不解風情，把妹猛 NG，

原因是從小和尚學校出身，缺乏異性交際經

驗。選讀理工、自然科學，學的是邏輯語

言，不懂得社交互動法則，可能一輩子沒和

外面女生講過話。土木工程系學生更是容易

被說害羞內向、木訥寡言、又「土」又「木」！

專欄作家 ANN LANDERS 專欄中曾收集很

多 工 程 師 配 偶 讀 者 投 訴 說 工 程 師 是 異 類  
(Engineers are different) ！他／她們直來

直往，不關心他人，沒有高雅談吐，穿著品

味差，木頭人一般的不感性。相信在座應該

有不少工程師被太太罵木頭人吧！  
工程師的本質就是要求真，但有時候處

理感情的事情不能過份求真。一對交往中的

男生對女生發誓愛她愛到「海枯石爛」！女生  

表十一 Maslow需求層次 

 
表十二 工程師人生階段與社會資源分析 

 

要他證明一下，該男生就很認真的拿了一塊

石頭放在水龍頭下沖洗並記錄時間…誰知三

十分鐘後，石頭遇水崩解，全塊隨水流失！

這個故事證明該男生的工程地質沒有修好，

不應該拿頁岩來做實驗；求真的結果證明臺

灣男生的海枯石爛誓言時效為三十分鐘。聰

明的話，他下次要選用安山岩或花崗岩。  

6.4 終身學習 

工程師須有終身學習的認知，終身學習

領域可分為本業技術與非本業技能。  
本業技能可以從工作中學習，增進經驗

與知識領域，自我提升本業技能之廣度與深

度，增進工程判斷力，讓工作更為得心應

手。其次是從工作錯誤中學習，工程師從「新

手上路」到「高齡駕駛」，過程中難免有犯錯

誤的時候，失敗的經驗要檢討，避免日後重

蹈覆轍。此外，亦要從別人失敗的案例中記

取教訓，作為前車之鑑。學習對本業具輔助

功能之課目例如財務、管理、統計等有助于

本業執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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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非本業技能培養，可視個人之興趣

與潛能。有關工程以外之領域 (運動、音樂、

美勞、園藝、宗教、寫作、攝影、書法、文

史、地理、哲學等……)極廣泛，選擇培養多

方面興趣之學習項目，可使工程師生活更有

內涵，擴大生活圈，增加人生樂趣。  
若果以一棵榕樹來做比喻，工程師終身

學習多方技能是榕樹的許多氣根，榕樹從各

氣根吸叫養份，可長成為大樹。若果一生固

步自封，最終祗能長成為一株盆景。  

七、金盤洗手階段 

臺灣現時退休年齡從 65歲算，至謝幕日長

達廿年。某雜誌曾對銀髮族作兩種調查，其一

是「回顧過去人生，你最感到後悔或遺憾的是

什麼？」結果(表十三)有 1/3 的人表示忽視健

康，年輕的時候太拼，把身體操壞，年老的時

候才後悔身體不好，另有 1/4 的人表示遺憾，

至老沒有勇敢追求自己的夢想。約有 1/5 的人

後悔過分忙于工作，却忽視家庭生活。 
在另一項銀髮族調查中問「在未來十年，

您最想完成的是什麼？」(表十四 )有三成的老

人想讓身體更健康，約有二成的銀髮族希望

和家人的關係更緊密，希望與朋友的關係更

緊密的人亦有二成。希望培養更多興趣的老  
 

人有 17%，有 10%的老人希望繼續幫助社

會，由此啟示工程師人生的下半場應該重視

身體健康、家庭、朋友的親情及終身學習，

自我成長，作奉獻性社會工作。  
最後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亦

工程師之道也。  

表十三 銀髮族調查(一) 

 
表十四 銀髮族調查(二) 

 

 
照片六  分享餐會後團體合照留念(2017.3.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