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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心得分享
通訊工程學系余帝穀助理教授
在被學校邀稿之前，已經拜讀了許多教授在北大校
訊的學術研究經驗談。在這裡，我把我的求學歷程與在
美國所見所聞與大家作心得分享，利用主題分段的方式
針對我的不同階段做描述。當作是閱讀故事一樣讀完這
篇文章，應該能找到些樂趣，如果又能從我的經歷得到
一些人生啟發，那就更值得了。

關於我的求學歷程
宜蘭是一個大家印象中比較鄉下的地方，在5號高速
公路開通之前，宜蘭大部分的產業以傳統產業為主，5號
高速公路開通之後，現在成了「臺北後花園」。我，在
宜蘭這個地方長大。在宜蘭唸書的好處是它不像在臺北
市那麼競爭，因此補習班風氣相對沒那麼盛行。雖然我
國高中時還是有因為「增加題庫來源」的理由參加了補
習班，但實際上大部分的科目都是以我自己能理解吸收
的閱讀方法自修而來。這樣子的學習過程雖然比直接採
用補習班的解題方式來的慢許多，但也是因為這種自我
學習的堅持，培養未來能夠獨立學習、獨立思考的能
力，這不但讓我在接下來的大學、研究所、博士班訓練
過程受益無窮，即使到現在我還是用一樣的方式在做研
究。
在高中之前我的未來目標其實很簡單，就是考上臺
大電機系。感覺上好像唸了臺大電機系之後，就拿到了
進入人生勝利組的門票(不過很快的在唸大學沒多久，我
就發現這樣的想法跟現實其實是有很大的一段落差)。得
上天的厚愛，我以高分錄取我的第一志願。在大學前二
年，我花了很多時間在社團活動上，除了很努力的做社
團練習，參與社團成果展，還在大二接了社團幹部。會
投入很多時間在社團上，主要是希望人生能多培養些專
業以外的才藝與興趣。這段時間我的課業維持在不高不
低的平均。到了大三之後，要學習的專業課目變多了，
同時也因為前兩年沒有花太多時間於課業上，心裡產生
一種不踏實的感覺。之後，我決定減少一些課外活動，
並開始以比較認真的態度看待大學的學習。也大約在這
個時候，紛紛聽到周邊的同學們在討論準備GRE或托福
的事，突然間，出國唸書這件事情，第一次在我的腦海
裡浮現，成為一個人生選項。雖然一直在我唸完研究所
之後我才真正出國進修博士，但我在大三升大四的那年
暑假，已先準備了GRE。
去美國唸書之前，我並沒有預設任何在美國的時間
表，當時憑著一股年輕的衝勁，想說去試試看，成功
了，拿到名校留美博士學位，人生可能會因此變得很不
同；如果失敗了，也沒關係，走一圈換得人生經驗，頂
多回來臺灣乖乖地工作。人生有時走真的跟規劃很不一
樣，我原本以為我在美國只會待4~5年左右，怎知最後回
國已經是9年後了。而如果我沒有決定回臺灣發展，現在
的我還會在美國工作並成為美國移民，這樣的生活又是
個截然不同的方式。

美國的唸書生活
許多人有出國留學夢，包含我自己在內。看到在國
外唸書的朋友們，臉書放滿了有去各處旅行的照片，也
有到各式異國餐廳酒吧的打卡紀錄，生活好像既有趣又
多釆多姿。由於美國是一個多元文化與多元種族組合的
一個國家，生活的變化與廣度的確是比臺灣多很多。有
太多不勝枚舉的第一次，的確是我去了美國才體驗到
的：像第一次參加凱悅飯店挑高五層樓的公司大型年度
派對，第一次夜
晚在聖地牙哥的
海上划著獨木舟
看海洋世界的煙
火，第一次在國
際會議用英文報
告論文，第一次
與一群外國朋友
們出遊聊天品
酒，第一次衝
浪、滑雪、賞
楓、騎馬、泛
舟、玩風帆、開
車橫跨美國…。
這些都是我人生
很美好的回憶，
也是美國生活好
玩的部分。
然而，在美
國唸書也有很辛
▲余帝穀助理教授近影

苦的地方，尤其當你要靠自己爭取的獎學金來完成博士
學位，你會有種背水一戰非贏不可的壓力。很少有人能
靠家裡存款唸完4~6年的博士學位，因為在美國一年的學
費生活費加起來是一百多萬臺幣，如果在比較貴的學校
科系拿學位，甚至是每年兩百多萬起跳，當然我跟大部
分人一樣是平民百姓，不靠獎學金我是無法完成博士學
位的。所以想拿到博士，獲得獎學金變成是一種必要選
項。所幸博士生通常會有參與業界合作計畫的機會，這
樣的機會不算太少，但另一方面，有能力拿到業界計畫
的美國教授們，通常風格都是對研究要求非常高非常嚴
格，與這些教授們共事，其實工作壓力很大。我在美國
第一年，還在學習適應新環境新語言的階段，一個星期
有六天只在學校研究室與家中往返，只要一有空，不是
研讀專業論文或教材就是自修英文，只有星期六下午的
時間，跟一群好朋友去球場打球，是一星期最放鬆的一
天。
由於抱持著這種勇往直前的信念，與每天紮實的專
業訓練，我慢慢地發現自己在不熟悉的環境裡上了軌
道。一開始那種對新生活環境與新工作內容所感到的陌
生與徬徨，一點一滴的轉化成能自我駕馭的自信與力
量。那種感覺好像是眼前霧突然散了，要走的路線變得
很清晰，我知道只要按照這路線一步一步走下去，最終
一定能到達目的地。總結來說，美國的唸書生活有甘有
苦。但我認為如果能夠以一個開放的心態去學習體驗這
個文化不同的新環境，這段生活將會是你人生一段豐富
而多彩多姿篇章。

我在美國最大的收穫
一直有學生問我，包含我也曾在出國前問過我自
己，到底出國好不好，值不值得?首先好不好或值不值得
的問題說實在因人而異，看你人生想要的是什麼。如果
以對未來工作賺錢有沒有絕對的幫助來說，這其實很不
一定。一般而言，臺灣業界的薪水由產業趨勢、公司狀
況和個人職稱級等來決定，國外文憑某種程度上象徵你
的英語溝通能力，或許這點能幫助你在找到工作時有比
較優勢的條件，但個人薪水的差異主要還是看往後你在
這一行的表現和機運決定。但如果你出國唸書拿到學位
後留在美國工作，美國的平均工作薪資的確比臺灣高很
多，工作品質也比較高，你很容易就可以過一個較高水
準的生活。總體來講美國的高科技公司比較注重人才價
值，它們視員工為公司重要核心資源，而不是勞力密集
的生產技工。所以對於有能力且自發性的員工來說，這
提供了一個愉快而且高效率的工作環境。
回到原本的問題，如果說赴美留學對薪資上沒「必
定」的幫助，那我又為何出國，在美國這九年的時間，
我又得到了什麼?我出國前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想法是：我
不喜歡平淡無奇的人生，我希望我人生篇章是彩色的、
人生故事是豐富深刻的，因此，我決定走出現有的圈
圈，到不同的地方看看。再來，其實不能說國外留學對
自我事業是沒幫助的，請注意我之前的用詞是說沒「必
定」的幫助，但大體來說，只要你態度積極正確，留學
經驗將對你長期的職業規畫有正向的助益。再更具體的
說，我在美國得到最大的收穫是「眼界」。眼界，是個
抽象無形的概念，它無法被量化也無法準確地被評估，
但一旦你眼界提升了，再去比一比以前的自己就會心裡
有數。眼界為何重要?我深深的相信，你的眼界決定了你
的人生的境界，人生的境界包含從抽象的思想層次到具
體的社經地位，它是決定你在這個社會上「多重」的東
西。擴大的眼界幫助我在看一件事、想一件事能站在更
高的位置用更廣的角度去思考，它讓我更了解自己也更
了解周遭環境，也讓我對自己的人生期許變得很不同。
跟九年前的自己相比，我很清楚的知道我的眼界變得非
常不同。當然眼界的提升不一定要靠出國，許多成功人
士是由他們本身開闊的心態與對專業的付出而達到人生
高層次的境界。留學經驗可能讓你的視野與眼界更加國
際化。

美國接納多元想法值得我們學習
有一次我在加州大學的保健室看到一個標語 ”95% of
Americans think using a condom in a sexual activity is a
correct thing to do for pregnancy protection.這個標語特別引
起我的注意，原因倒不是性方面的內容陳述，而是這個
標語竟然沒有使用”you should”這種強迫式的語氣。後來
我發現，美國的許多新聞報導或公開式的標語，都只是
很單純的敘述一件事情，它不會幫你加注對這件事情的
評論，也不會很武斷的跟你說這是對的或是錯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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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提供大眾消息與數據，結論由個人去判定。所以這
個標語的精神是「95%的美國人認為使用保險套是對避孕
有幫助的正確性行為，而你認為呢?」
另一個很好的例子是美國的提案(proposition)文宣。
當時在加州有一個大家很關心的議題”gay marriage”。有
人認為同性戀跟一般人無異，應該同享結婚權，但也有
人認為同性戀不正常，所以不能結婚。這個法案本身是
屬於州法範圍，當時共有14個提案需要由加加州人民投
票，gay marriage只是其中一個，州政府的文宣上對於每
個議題都很客觀的說明這個法條通過的優缺點與不通過
的優缺點，甚至還提供了不同網路連結告訴你贊成通過
的人意見是怎麼想的，而反對的人意見又是怎麼想的。
整份文宣理性而客觀，而「你」自己藉由對法條的了
解，決定這法條到底是利大於弊還是弊大於利，並投下
與所有人等值的一票。
我在臺灣看報紙新聞或與家人朋友聊天，常常會感
覺某個人在發表他對一件事的看法時，他高漲的情緒好
像在告訴我這件事只能有一種看法，就是他的看法，而
他的看法就是百分百對的選擇，其它的看法就是非常離
譜的錯誤。有時候聊天中我被問及我的意見，當我意見
不同時他們還會想要「改正」我，似乎這世界上不能存
在多元意見一樣。這一陣子比較熱門的話題就是核四的
存廢與服貿的簽定，那一陣子打開電視，每天新聞都是
沸沸揚揚。讓我們來想一件事情，如果一個話題只有絕
對的優點沒有缺點，或是絕對的缺點沒有優點，那麼這
個話題還需要拿來討論嗎?所以我們是不是在決定好自己
意見前先好好的想一想，到底這件事的利弊各是什麼呢
?我們真的都考慮到了嗎?即使我們做好了自己的決定，是
不是也要想一下，別人做了不同決定也有他做決定的理
由，也有可能他人的決定會產生比我們更好的結果。畢
竟沒有人能100%的確定他做的決定是正確無誤的吧。所
以，我們要學習放下情緒用比較客觀理性的態度去判斷
事情，還有，學習尊重多元意見尊重不同的聲音。

我對青年學子的建議
在大學研究所時代除了本業的修課研究之外，要做
什麼事情呢?我認為有件事很重要，就是「認識自己、尋
找人生方向」。我曾跟我上課的學生說，我花了好幾年
的時間才真正找到人生的方向，而且當我找到的時候，
已經28歲了。我很希望我可以再早好幾年知道人生要做
什麼，可惜人生不能重來的，所以我在這邊跟大家說，
也希望你們能儘早找到人生想做的事。找到人生方向前
往往要先認識自己。你一定會說，誰不認識自己，在這
世界上我最認識的人就是我自己。是真的嗎?你真的很清
楚知道自己的技能在那裡、擅長是什麼、缺點與弱點為
何、遇到困難或挫折會有什麼樣的反應等等?依我的觀
察，大部分的人很難很誠實的了解自己、面對自己，這
是人性。又根據我的經驗，認識自己常常要透過別人，
或透過經歷與挫折。它們就像鏡子一樣，人們沒有照鏡
子並不知道服裝儀容是否合適整齊。認識自己是一個漸
進式的過程，很有可能一輩子的我們都在認識不同階段
的自己。找尋人生目標同樣也是漫長的過程，雖然很多
人人生不需要設什麼目標，一樣過完一生，有些人花很
多時間，卻找不到令人滿意的方向，但如果你找到了，
努力的朝著它前進，你的人生會因此變得很不一樣，也
會過的很開心。
蘋果創辦人賈伯斯2005年在史丹佛大學的演講稿我
一讀再讀。他所說的幾句話概念簡單，卻在我心中引起
很大的震憾。我把幾句重要的話印成紙條貼在我公司座
位牆上，每天上班前就是將這些英文句子出聲的唸幾
遍，以提醒自己不要忘記。這段話的原稿如下：
“Your time is limited, so don't waste it living someone
else's life. Don't be trapped by dogma which is living with
the results of other people's thinking. Don't let the noise of
other's opinions drown out your own inner voice. And most
important, have the courage to follow your heart and
intuition. They somehow already know what you truly want
to become. Everything else is secondary.”
憑著這段話的精神，我堅定信念，努力追築人生大
夢，一直勇敢的過自己的生活。在這文章的最後一段我
用賈伯斯的話與你們共勉之，希望我們在人生的旅程
裡，都能收穫豐碩，滿載而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