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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科技人都在做什麼

沒有當過兵
可以設計系統嗎
■連鯤菁
求學階段習得的知識與技能
只是進入職場的基本功，

為什麼選擇理工
從小我就不喜歡背書，喜愛理解與聯
想。例如讀地理時會把書本內容與地圖連

職場需要的往往與
學校所學有一段差距，
大環境不斷在改變，

結，讀物理、數學時也要求理解，以避免死
背的痛苦，高中分流時也就選讀了理科。
在民國 50 年代，女生讀理科的很少，
記得我那一屆台南女中高三有 10 班，乙、
丁組（文法商科）有 7 班，丙組（農醫科）

科技發展也日新月異，
不斷地學習才能確保

有 2 班，甲組（理工科）只有 29 位學生勉
強湊成 1 班。在那個年代，家長多認為女生
不適合讀理工科，幸運的是我父親很開明，

在職場中的競爭力。

不干涉子女升學志願的選擇。大學聯考時我
考得不好，又認為女生不適合讀工科，能填
的志願不多，因緣際會進入了淡江數學系。
其實在高中時我的數學成績並不好，因
為害怕複雜的運算，但進入大學後才發現自
己竟然邏輯觀念很清楚，而且擅長抽象的觀
念。記得大一必修集合論（Set Theory）
，第
一次考試老師出了一些邏輯性考題，大部分
同學都考不及格，甚至很多同學考零分，而
我居然是唯一考滿分的學生。
發考卷後，老師問我家長是否教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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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讀理工？其實爸爸是記者，媽媽是一般家

的統計軟體如 SPSS 、 SAS ，從事農業及畜

庭主婦，家中成員沒有人讀理工。我想老師

牧資料的統計分析，因此使用電腦便成為

大概認為大部分女生的邏輯觀念都不清楚，

實驗室成員的必備技能。

而我較出色可能是受家庭的影響，才會問我
這個問題。

在 1970 年代初期，電腦十分龐大且非
常昂貴，當時程式與資料都需先在卡片上
打孔才能輸入電腦，我常常抱著整盒的卡

不小心打翻一盒卡片

片到電腦中心，等待卡片輸入與產生報

大學畢業後，隨著當時「去去去，去美

表。記得有一次不小心打翻了卡片盒，盒

國」的留學潮流，申請到美國南卡羅萊納大

內約裝有 2 千張卡片，當時我想糟了，不知

學的獎學金攻讀數學碩士。我雖然喜歡數

要花多少時間重新排列這些卡片，幾乎快

學，但對深奧數學理論的研究並沒有那麼大

哭出來。還好只有部分卡片被打散，更幸

的興趣，取得數學碩士學位後決定改念統

運的是這盒卡片已經輸入電腦，藉由已打

計。

好的報表，得以順利恢復卡片次序，但還

愛荷華（Iowa）州是美國有名的農業及

是花了幾十分鐘的工夫。

畜牧州，而愛荷華州立大學統計系當時很有

當時的學生都知道每張卡片最後 8 欄應

名，專門從事農牧產相關的統計分析。該系

打上卡片序號，以方便卡片次序弄亂時得

有一個從事統計資料計算的研究室，因為我

以重新排列。但那一次我偷懶，沒有打卡

在大學及研究所修過幾門與程式設計相關的

片序號，卡片打翻時真的很害怕，不知要

課程，所以申請到這系的研究助理獎學金，

花多少時間重排。從那次的教訓後，我學

並加入那個研究室。那個研究室使用很有名

乖了，每張卡片必打上編號，同時也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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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規定背後是有其道理的，不可取巧圖一時方便，
否則出錯時就後悔莫及了。

到很多規定背後是有其道理的，不可取巧

表逐項操作，怎麼還會漏做步驟，拿出檢

圖一時方便，否則出錯時就後悔莫及了。

核表查看，才發現這個員工並沒有照規定

其實喜歡耍小聰明不遵守規定似乎是華

每做完一個步驟打勾，而是全部做完才一

人的通病，而美國人從小就訓練孩子做事須

次打勾，這樣一來就失去設計檢核表的意

按部就班。例如剛到美國時，當時的櫃員機

義了。這次的錯誤就是這個員工不了解檢

器只顯示應收金額，不會顯示應找零的金

核表的重要性，偷懶不照規定所致。事後

額，到櫃檯付錢需找零錢時，櫃檯人員總是

我們對所有操作人員再進行一次講習訓

以倒數方式把零錢當面點給你。當時台灣

練，讓他們了解檢核表的用途及重要性，

留學生都覺得美國人很笨、心算很差，簡單

當然這位做錯的員工也受到應有的懲處。

的找錢何必那麼麻煩倒數點清。後來才慢
慢體會，美國人並不笨，而是他們規定櫃檯
人員需要這樣做，以避免錯誤。他們認為萬

畢業後在美國一家製藥公司的統計部門
做過將近一年的生物統計工作，回國後，第

一找錯錢了，事後的抓帳會更費時。
再舉一個例子，美國人做事喜歡使用檢

一個工作是在電信研究所從事話務統計分

核表（check list）
，即使例行性的簡單作

析，也參加電信特考成為正式電信員工。本

業，都要使用檢核表，檢核每個步
驟是否確實執行。華人往往認為天
天在做，早已滾瓜爛熟，哪會出
錯，何必浪費時間在檢核表上打
勾。其實不然，人非聖賢，難免會
閃失產生錯誤，簡單的一張檢核表
大大降低作業錯誤的機率，這也是
到國外留學學到的科學化、系統化
的做事精神。
公司每日對帳的電腦操作程序
較複雜，我們設計了一張檢核表，
要求操作人員必須照檢核表上的每
個步驟執行，且執行正確時要打
勾，不正確也要記錄。有一次發生
對帳錯誤，當晚十幾家銀行的關稅
繳納系統無法順利關帳，一直到隔
日凌晨才恢復正常。事後檢討，發
現是因為某一操作人員漏做了一個
步驟，才會產生如此大的錯。
我想操作人員已被要求依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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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想捧著電信工作鐵飯碗安安穩穩過一生，
但小孩出生後覺得每天從龍潭通勤到桃園新
屋太遠且太花時間，為了有較多時間照顧小
孩，就轉職到中科院化學所電腦中心，從事
電腦系統管理與應用系統開發的工作。
雖然當時我使用電腦已有近 10 年的經

在耶誕晚會上與同事同樂

驗，但畢竟一直只是個使用者，而非電腦系

解使用者的需求。但這應與有沒有當過兵

統管理者，且未修過資訊基礎課程，對電腦

無絕對關係，只要肯花時間去了解輔導會

的系統架構、設計原理、資料結構等都是個

業務，再加上專業分析，應該一樣能設計

門外漢，要從事資訊工作還有許多知識需要

出好系統。

充實。

那位承辦人員看不起女性的態度，激起

很幸運地，當時中科院四所新購買一部

我不服輸的精神，心想一定要設計出一個

電腦，附帶一套完整的教學錄影帶，影帶一

好用的系統，讓他服氣。事後證明我設計

共幾十卷，詳細說明系統架構、作業系統、

的系統可以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且能提升

檔案結構等，是一套非常好的教材。我看到

使用單位的工作效率。使用單位很感激，

這套教學錄影帶如獲至寶，天天勤看學習，

每年年終還會額外發給我小筆獎金或獎

看不懂時就反覆觀看，直到看懂為止。由於

品，受到使用者的肯定讓我很欣慰，也證

我的執著與勤奮，在短短的時間內電腦功力

明沒當過兵也能設計出好系統。

大增，這對日後從事資訊工作有很大助益。
嫁雞隨雞，我又追隨老公到台北並進入

成為主管

退輔會統計處工作。統計處有一個電腦中

累積了多年工作經驗後，跳槽到另一家

心，負責處理榮民資料及退輔會電腦化作

公司成為小主管。我們公司是一家全年無休

業。工作期間常常把握機會到資策會上系統

的網路加值服務公司，系統不能出問題，

分析、系統設計等系列軟體工程課程，也開

一旦出問題，進出口通關作業會停擺。記

始從事系統分析工作。

得有一次半夜 2 點，突然接到辦公室來電，

記得有一次去訪談一位業務承辦人，他

告知公司最重要的通關資料庫毀了，工程

是位退伍軍官，劈頭就問道：「你當過兵

師們正在全力搶救。我連夜趕到辦公室坐

嗎？」我心想我是女生當然沒當過兵，就回

鎮指揮，希望能讓系統儘快復原繼續提供

答：「沒有。」只見他帶著不屑的語氣又

服務。經過工程師多時的搶救，資料庫仍

說：「沒有當過兵怎麼會設計榮民用的系

無法復原，只好以備份資料重建。但因資

統？」當時我又尷尬又生氣，但不能示弱，

料量龐大，共花了四十多個小時。

我就說：「是啊，你是專家，希望我們能好
好合作設計出好用的系統。」

那一次問題發生的主因，是維護的工程
師下錯指令所造成的。一個人的不小心，

其實他講的不無道理，要設計出好用、

造成三、四個人二天三夜不眠不休的搶

實用的系統，須對業務深入了解，且充分了

救，還漏失了一些資料，須請業者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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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創新獎時的合照

造成周一上班時空運通關大亂。還好這次
的問題發生在周末，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力，就能成為一位出色的好主管。
想成為一位出色的主管，除對工作需要

這次的教訓讓我學會確實要求系統工程

全心全力投入外，也往往需付出犧牲家庭生

師對沒把握的指令，不能輕易在營運環境

活的代價。如何在事業與家庭中求取平衡，

中嘗試，須先在測試環境證明可行後，才

曾經困擾我多時，相信也同樣困擾著許多職

能用於營運環境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業婦女。

此外，資料庫的資料平時不但要備份，更
須確認備份是否成功，而且平時也須做還
原測試，以確保備份資料的可用性。

科學發展

資訊行業
近 20 年來電腦科技進步神速，現在小

資訊這個行業技術不斷精進，想當一個

孩幾乎人人都有電腦，上網查資料、聊天、

稱職的主管，除不斷學習新的專業知識

玩線上遊戲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近年

外，還須強化管理職能，否則無法讓部屬

來，電腦與網路大大地改變了人類的生活起

心服口服。技術人員升任管理職務前，應

居、人際關係與商業模式。許多人只知道使

先進修管理課程，才能勝任愉快，否則容

用電腦，但對資訊行業所從事的工作並不太

易陷入某些枝節末流，而忘了整體管理層

清楚，因此在這裡簡單介紹一下資訊這個行

面的考量。管理是一門學問也是藝術，不

業。資訊行業大致分為資訊工程與資訊管

同的團隊有不同的領導風格。身為女性主

理，資訊工程偏向研究驅動電腦、網路等資

管只要發揮妳的優點—溝通技巧、敏銳的

訊相關設備的資源，使它發揮最大效能；資

觀察，克服妳的缺點—婦人之仁、缺乏魄

訊管理則偏向研究使用∕設計應用系統，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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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天生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敏銳的觀察力及細膩的思維能力，
若能善用這些特質，再加上後天的專業訓練，必能成為優秀的資訊從業人員。

資訊設備發揮功能，處
理複雜的資料與日常作
業，以提升作業的便利
性、縮短作業時間及節
省作業人力。簡言之，
前者偏向與機器溝通，
後者著重與人溝通，但
兩者間仍是共通的。
我初期從事的工作
偏重於資訊應用系統的
開發設計，如設計人事
管理系統、會計系統、
訂單管理系統、通關自

入圍亞太電子化成就獎時，進行專案介紹。

動化系統等。從事這樣的工作除須具備資

度、品質及預算的控管，專案才能如期如

訊專業外，還須具備應用領域的專業知識。

質順利完成。

例如設計一個會計系統，須具備會計作

我覺得女性天生具有良好的溝通能力、

業基本知識，才能設計出好的會計系統。

敏銳的觀察力及細膩的思維能力，若能善

應用系統的開發設計屬於團隊合作的工

用這些特質，再加上後天的專業訓練，必

作，需要系統分析設計人員、資料庫管理

能成為優秀的資訊從業人員。現今從事資

人員、系統工程人員及行業領域專家共同

訊行業的女性很多，其中不乏佼佼者。

參與。此外，更需要一位稱職的指揮官—

我覺得求學階段習得的知識與技能只是

專案經理，負責掌控專案範圍、資源、進

進入職場的基本功，職場需要的往往與學
校所學有一段差距，大環境不斷在改變，
科技發展也日新月異，不斷地學習才能確
保在職場中的競爭力。
幾年前我轉任總稽核，雖然在公司資歷
很深，對公司營運也很了解，但稽核工作
對我而言仍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為了能勝
任這項新任務，我積極研讀電腦稽核及內
部稽核書籍，並參加證照考試。我先生常
常笑我，快退休的人還考什麼證照，難道
要把證照帶入棺材？但我覺得人應該活到
老學到老，才能讓你活得更為充實。

□
連鯤菁

關貿網路公司

筆者在研討會上做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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