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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1 世紀，在智聯網與物聯網構建

虛實開放社會，傳統實體經濟與工業

4.0 型塑一新經濟模式，可見特色：（1）

集產業與現代科技之客製化服務業、

（2）競逐破壞性創新（Christensen, 

1997）、（3）體現商業與策略思維。教

育與經濟發展日益密切，多元專業

力、跨科際視域與協同合作是此波變

革新增要素。 

2017 年 5 月 14-15 日，北京召開

《一帶 一路 國際 合 作高峰 論壇》

（China’s Belt and Road Forum），會上

揭示：（1）以互利共贏取代一元博弈

願景、（2）構建全球新經濟模式、（3）

整合實體經濟與網際網路科技（王義

桅，2016）。在全球政經對峙、貧富差

距加大之際，《一帶一路》共榮圈無疑

開啟新一波生機願景。 

面對全球創意經濟競爭氛圍、區

域經濟體發展策略，高教發展，產學

分工？代工教育？標準化！區域化！

旨在呼籲：（1）建置高教標準化基礎

工程、（2）倡導建置亞洲/東亞、南亞

高教區與落實交流、（3）辨識產學分

工具即時性與代工性，標準化是品

管、評比與精進依據，區域化可擴展

多樣化生存場域之利。 

二、高教文本 

21 世紀初，全球發展趨勢，一則

見證知識就是力量效益，二則優勝劣

敗、逐利態勢，第三高等教育經濟性

功能比重有增無減。高教文本主軸構

建如下：場-智聯網、本-專業力，以及

用-新經濟（見圖 1）。 

 
圖 1：高教趨勢構建（自行繪製） 

 

(一) 智聯網 

在網際網路社會，資訊呈現開放狀

態，資訊流動與擷取進行於彈指間，資訊

價值生成於發掘與創造。近年以來，運用

資通訊科技匯聚分散與多元資訊，目的性

與工具性組合，藉以提供多元服務與創造

經濟效益，其中，創新與專業、創意與品

質、資訊化與多功能是核心。 

智聯網，以智集數位科技、專業與跨

科際構建網絡，更甚者，整合商機、洞察

與專業，以體現多元智能智慧活動與型塑

新型態經濟生產。值得關注的是，此波新

型態經濟，一則聚焦於智慧工作、標準化

模組與市場效益；二則正視組織與個人

Mindset，第三以合作取代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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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F. Drucker（1909-2005）在《後

資本主義社會》（1994）中指出，知識

將取代傳統土地、資金、勞力或原料

等資源，而知識工作者（Knowledge 

Worker）較科技、資訊或電子商務更

可能改變組織的未來。面對高科技持

續發展趨勢，知識工作者 Mindset 與自

我超越是新關鍵競爭力。 

(二) 專業力 

有鑑於，全球經濟競爭氛圍與知

識經濟社會，專業素質成為國家競爭

與個人生存依據。大前研一在《專業：

你的唯一生存之道》（呂美女譯，2006）

中提出，專業是：（1）理性行動、專

業知識與技能、道德觀念；（2）秉持

顧客第一工作信念；（3）好奇心與進

取心、嚴格紀律。 

其次，在資通訊科技助益下，工

業 4.0 新生產模式、AlphaGo、Pokémon 

games 揭示專業發展未來性：（1）新興

科技與商業目標、（2）洞燭機先與創

造需求、（3）多元專業力與人才流動。

單一專業不敷需求，專業有用性、操

作性與有效性是核心要素，破壞性創

新則是重中之重。 

可見未來，專業力及其發展趨勢

歸納如下：（1）新興領域如雲端運算、

智慧系統與智慧媒體；（2）運用現代

科技於金融、產業、醫護、娛樂與教

育；（3）跨領域知識、國際流動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專業標準化與認證、

協定（protocol）與相容性、評比與差

異性是基礎工程。 

(三) 新經濟 

隨著全球經濟發展、國家 GDP 提

高與普及化高等教育，人力資源由農

業、工商業到服務業依次移動與轉

型。自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服務業

就業比重呈遞增狀態，21 世紀初，服

務經濟發展漸次科技化與客製化，型

塑消費取向經濟模式。 

其次，新經濟模式開啟多元經濟

週期，要素歸納如下：（1）創造市場：

洞察需求與更迭傳統供需生產關係；

（2）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運

用資通訊科技構建新生產模式；（3）

智力效能：體現智力有用性與經濟

性、創造性與效益性。 

茲為因應經濟新動能，高教行政

管理與發展範式變革（何慧群、永井

正武，2017），課堂理論與實務轉換教

育（Sternberg, 1997）成為關注焦點。

其次，心智模式（Senge, et al., 2012）、

目標邏輯、策略思維、問題解決與團

隊協作素養不可或缺。 

綜合上述，運用詮釋結構數理模式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

（Warfield, 1982）計算高教文本要素之關

聯結構（見圖2），藉以：（1）視覺化思維

邏輯與論述、（2）以圖解理論（Graphic 

Theory）之階層有向圖（Hierarchical 

Digraph）表徵要素間關聯結構、（3）提供

溝通與回饋平台，一則改善Roland Barthes

所謂「作者之死」困境，二則淡化閱讀文

本疏離性與歧異性，第三落實教育實務研

究科學屬性（Ho, et al., 2016a; Ho, et al., 

2016b; Ho,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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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高教文本要素關聯結構 ISM 

 

三、分析與討論 

依據圖 1 顯示，新經濟發展立基於

智體現、智操作與多元專業力；圖 2 顯

示，在多元社會/虛實社會，高教功能性

與經濟性任務勝出，破壞性創新、整合

性創造是新專業要素。值此知識、科技

與創新成為虛實社會經濟新動能之際，

高教發展，施行產學分工、代工教育，

抑或扎根專業、建置標準化、區域化基

礎工程，甚或，多元歧異，仁見智見。 

對於未來走向雲端似是不可逆趨

勢，運用大數據交換資訊、分析將更頻

繁；其次，對於知識社會頻繁變革，應變

調適相關認知、情意與態度發展成為必

要。職此之故，高教發展策略專業與前瞻

性重於現時性，釜底抽薪是施行標準化；

最後，知識經濟反映高素質人力資源的經

濟，高教高度宜由國家本位擴展為區域

化，據以助益專業力發展與移動。 

(一) 標準化 

依據 ISO/IEC Guide 2（Chinese 

National Standards 13606）規定，標準

係指整合科學、技術與經驗，並經機

構認可的結果與共識。標準旨趣是為

在某一特定情況下，助益：（1）獲致

最適程度的序列關係、（2）促進社群

最佳利益、（3）作為後續改善、服務

與合作的依據。 

因應全球化與多元歧異社會發展

趨勢，建立體系標準成為必要，標準

化歷程：（1）組織：標的對象指標化

與結構化；（2）規範化：產、官、學

與研集科學、技術與實踐經驗訂定轉

換；（3）回饋：參與社群，銜接專業

鏈與價值鏈，體現計畫性、組織性專

業變革與精進。 

標準化是一持續整合學理、技術

與實務制定與修訂標準過程，標準化

旨趣如下：（1）溝通性：提供歧異相

容與差異排序平台（何慧群、永井正

武，2015）；（2）科學性：優化專業範

式與實踐理性基礎；（3）發展性：構

建質性與量化評鑑依據（何慧群、永

井正武，2016）。 

(二) 區域化 

面向全球化及其經濟競爭態勢，

區域經濟生態構建成為各國發展經濟

新戰略，可見效益如祛邊緣化、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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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與優化市場。區域經濟合作聯盟

如歐盟、北美、東協，以及新近由中

國大陸構建一帶一路共榮經濟圈。值

得一提的是，政經取向之歐盟組織透

過教育深耕所謂歐洲面向（European 

Dimension）（Borchardt, 1995）與落實

高知識歐洲（Europe of Knowledge）

（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7）素養。 

基於外部品保機制與各國高教改

革助益跨國流動與合作，歐盟於 2008

年提出歐洲終身學習文憑資歷框架

（European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 

for lifelong learning），倡導集學術

（academic）、專業（professional）與

就業（ vocational）標準教育（ EU, 

2008）。2010 年，歐盟建構歐洲高等教

育區，藉以：（1）標準化高教結構、（2）

提升高教競爭力、（3）強化流動力與

就業力。除此之外，互動與同理中厚

實多元化與多樣性。 

臺灣高教何去何從，五年五百億

便宜行事，特聘教授與玉山計畫，公

益私利有待公評。事實上，正視高教

機構供需失衡、功能定位與專業化問

題首當其衝。值此國家經濟發展困於

南向或西進十字路上，高教發展或順

勢或前瞻趨勢，推動亞洲/東亞、南亞

高教區，或華人高教區應是較適戰

略。亞洲高教區，更甚者，華人高教

區構建框架：（1）標準化：專業性與

合法性；（2）功能化：有用性與發展

性；（3）公共化：公平性與服務性。 

(三) 移動力 

面對工業 4.0 智慧製造、無人工

廠、無人超市、Amazon Go 崛起等，

如何轉換創新、創意智能為商業價值

成為產、官、學與研關注焦點。其次，

面對昔日溝通用網際網路漸次成為跨

產業融合之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知識經濟發展趨勢：（1）智慧

自動化、（2）提升資源效益、（2）客

製化服務品質。 

承上，工業 4.0 開啟整合技術與製

造、產品與行銷、管理與服務全週期

價值鏈，涵蓋機械技術、現代科技、

轉型與升級、商業思維與策略。因應

此新一波工業化，教育變革：（1）理

解、操作是基礎，創新、除錯是本務；

（2）由學習成就、問題解決學習進階

到品質保證、終身學習；（3）目標思

維與策略實踐。 

數位紀元，教育範式轉移儼然成

形：（1）教育發展聚焦於輸出端；（2）

知識、技術與能力並進發展；（3）轉

化知識功能性、商業性旨趣成為顯

學。專業力移動力涵蓋：（1）學術理

論與實務經驗轉換、轉化力與調適

力；（2）跨越科際藩籬多元專業素養、

前瞻與預測；（3）表達、溝通、議事

與合作多元智能。 

同上，運用 ISM 表徵高教發展要

素之關聯結構（見圖 3），藉以提供有

向結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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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高教發展要素關聯結構 ISM 

 

 依據圖 3，因為區域化，教育相關

人事物多元與複雜，文化素養與價值

理性，更甚者，多元語言等軟實力是

此歧異社會共融不可或缺媒介。最

後，運用M. Nagai於 2013年提出MSM

（Nagai, & Tsai, 2013）整合圖 2 與圖

3，藉以提供高教文本與高教發展關係

結構全圖（見圖 4）。

 
圖 4：高教文本與高教發展關聯結構 MSM 

 

四、結論 

教育目標有普遍性與現時性之分，

今日，在智聯網與物聯網構建社會生

態，創新更迭與變革頻繁，以專業為基

礎的移動力發展浮上檯面。是以，在理

論與實務互為表裡之合法性基礎上，高

教發展新增以區域視域取代國家本位，

藉以：（1）展延服務國家產業政策為前

進全球經濟策略、（2）跨越疆界藩籬與

多元化高教、（3）擴展生存與就業場域。 

競爭力之父 M. E. Porter 主張，提升

高教競爭力是國家經濟發展重要策略之

一。高教發展，產學分工？藉以躋身變

革浪潮浪尖，抑或另類教育代工？無視

高教扎根與基礎性本質，唯 what 教育將

不利 how 與 for why 教育發展。其次，

高教標準化基礎是合法性知識體系、與

時俱進專業共識，區域化旨在跨越疆界

藩籬，以擴展多元歧異社會發展場域。 

20 世紀末，當人類對科技文明成就

驚艷之際，21 世紀初即不得不正視生態

耗竭、全球經濟競爭與就業生存困境關

鍵時代，從而正視普遍性教育目標發展

實不宜遲。最後，歐盟透過教育扎根歐

洲面向與知識歐洲，藉以彰顯文化治理

是多元社會共榮不可或缺軟實力。準

此，在服務經濟、科技之餘，文化素養

與價值理性是高教發展不可忽視的一

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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