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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報告主要包括申請人自九十六年九月初抵達德國至九十七年八月底三個月

內之研究成果, 以及德國生活與學術交流之心得分享。

1 申請三明治計畫之緣起

我跟洪綾珠為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的博士生, 指導教授同為張貿翔教

授。 大約一年前, 因為我們接觸了隨機演算法與固定參數演算法設計相關的領

域, 對這個領域產生濃厚的興趣, 便與張教授討論進行相關主題研究的可能性。

後來, 張教授去年去歐洲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 認識了對於這兩個領域頗為熟

悉的 Professor Peter Rossmanith, 便邀請他來中正大學訪問。 目前為 止,
Professor Rossmanith 前後訪問了中正大學三次。 在他訪問中正大學的這段

期間裡, 我們彼此交換了研究心得與許多研究問題。 後來, 張教授與 Professor
Rossmanith 討論了我們在德 國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Professor Rossmanith
非常歡迎我們前往他的任職學校: RWTH Aachen University 進行合作, 於是

我們搜尋了許多台德研究合作計畫。 後來, 我們決定申請 “國科會–DAAD 三明

治計畫”。 DAAD 即 “ Deutscher Akademischer Austausch Dienst” (德
國學術交流總署) 的縮寫, 其主要目的是負責德國與其他國家的學術交流與德語

推廣。 非常感謝國科會與 DAAD 給了我們這麼寶貴的機會, 參與本屆的三明治

計畫。

2 準備出國的注意事項

接到獲得獎學金的公文通知之後, 要忙的事情很多。 國科會寄來的注意事項非常

詳細, 讓我們省了不少時間。 首要之務, 是取得銀行水單然後寄出三明治計畫的

合約書, 然後就是準備申請簽證了。 接下來, 我列出幾項個人認為重要的出國準

備工作:

∗E-mail: lincc@cs.ccu.edu.tw; josephccl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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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護照

我是役男, 因此護照的有效期限只有三年。 但是要申請德國簽證, 需要至少兩年

以上的有效期限, 所以要特別注意。 以我為例, 必須前往台北市或是高雄市的外

交部領事事務局重新申辦護照。 要記得攜帶國科會的公文前去, 否則承辦人員可

能不會允許你在有效期限內重新申辦護照。

2.2 簽證

一般而言, 三明治學員可以一起前往德國在台協會申請德國簽證。 但如果學員要

攜眷前往德國, 最好在出國前三個月, 便及早前往德國在台協會辦理學員的獎學

金簽證與眷屬的依親簽證。 這兩種簽證所需要的文件可至德國在台協會的網頁

查詢, 相關表格亦可下載。 特別要注意的是, 依親簽證需要財力證明, 需要的金

額大約在台幣五十萬至六十萬之間, 詳細資訊洽詢德國在台協會。 以我為例, 德

國在台協會告知我只需備妥台灣銀行存簿影本, 即可當作我太太的財力證明。 另

外, 學員與眷屬都不需要繳交 30 歐元的簽證費。

2.3 兌換歐元

在收到我們的合約書之後, 國科會會寄發前六個月的生活費支票。 為了安全以見,
最好先將支票金額存入個人的戶頭。 等到歐元價位較低時, 再考慮購入歐元。 因

為兌換旅行支票可以獲得較便宜的歐元匯率, 所以我們將大部分的生活費兌換成

美國運通旅行支票。 值得注意的是, 除了 Citi Bank 以外, 在德國的銀行兌換

旅行支票通常需要一筆手續費。 但是 Bonn 的 Citi Bank 限制每 人每週每日

只能兌換至多 500 歐元。 如果想一次兌換所有的旅行支票, 可以考慮坐車至 科

隆 (Köln), 再轉 U-Bahn 18 號至新市場站下車, 那附近有一家 Citi Bank ,
允許兌換大 量的旅行支票, 而且附近就有一家 Deutsche Bank, 可以立刻將兌

換的現金存入 Deutsche Bank 的個人帳戶內1。

2.4 役男的兵役問題

如果學員是役男一定要特別注意, 需要請學校發文至戶籍所在地的縣市政府幫忙

處理兵役的問題, 他們將會在護照上蓋出國許可章, 回國的期限亦印在章上。 如

果離出國一個月內還沒有完成這道手續, 一定要盡快至學校負責的單位詢問進

度。 以我為例, 學校的學生生活事務組以為我已經服完兵役, 因此並沒有發公文

至台南市政府, 而我在出國前兩週才曉得這件事。 幸好我還是來得及, 趕在出國

前兩天在護照上蓋下國許可章。

2.5 必需品的準備

為了保險起見, 最好提早準備要攜帶的生活必需品以及需要的書籍, 並且列出清

單詳細檢查。 本屆學員 (包括我在內), 來到德國之後因為不習慣當地的氣候, 紛

1本屆三明治學員皆於 Deutsche Bank 開立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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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出現了一些感冒的症狀。 所以, 最好在台灣準備一些藥品帶來。 前往進修地辦

理註冊時, 可能會需要中英文的碩士畢業證書, 所以最好帶來, 以便不時之需。

禦寒的保暖衣物, 譬如手套、 防風外套、 長袖排汗衫與長褲等等, 最好能夠事先

購買帶去。 或者也可於德國購買, 但價格往往偏貴一些。

3 在波昂的生活

3.1 德語課程

抵達波昂的第一天, 就會立刻至歌德語言學院 (Goethe Institut) 辦理註冊、 繳

交住宿費與搬入 安排的住所。 歌德語言學院的學費是由 DAAD 支付。 至於住

宿費, 因為我與太太一起住, 一定得住雙人房, 費用是一個月七百歐元, 而且一

次得繳清兩個月的房租, 共計一千四百歐元, 如果可以的話, 最好使用旅行支票

支付, 這樣就不用日後為了大筆的旅支煩惱。

歌德的語言課程共計兩個月, 進度非常快。 如果沒有任何德語的基礎, 註冊

時的程度分班時將會被分配到最初級的 “A1”。 大部分時間當中, 老師都是以

德語來教授德語。 但是我個人覺得, 除了第一週因為還不適應而感到比較吃力之

外, 只要每次下課複習, 上課認真參與, 還是可以跟的上進度, 所以似乎沒有必

要先在台灣花錢花時間學習德語。 歌德的語言課會不定期舉行考試, 而每個月課

程結束前都會舉行測驗。 平時學習的情況 (包括出缺席) 與考試成績將會送交

DAAD 與國科會駐德科技組, 因此為了“面子問題”, 這兩個月認真學習德語是

必要的。 如果進修地的教授要求學員能講流利的德語方便溝通,那就要更加積極

學習。 另外, 歌德語言學院安排了許多下午或晚上的活動供學員參與。 藉由這些

活動, 可以幫助學員快速認識波昂的環境以及附近城市, 譬如科隆 (Köln) 與特

里爾 (Trier)。
教導本屆三明治學員的德語教師有三位, 大部分課程由 Dimitra Chrisso-

malos 所教授。 大家都 喜歡她親切的上課風格與竭盡心力的教導。 在與 Dimi-
tra 的互動中, 我們讓她認識了台灣, 她也 與我們分享了德國的生活與文化。 在

Dimitra 上課的最後一天, 我們準備了卡片與鮮花獻給她, 大家都非常感動與不

捨。 我想, 我們多少幫了台灣的外交一點忙。 除了 Dimitra 之外, 希望我們為台

灣能多作一點國民外交, 帶給德國人更好的台灣印象。

另外, 如果眷屬想要上德語課, 可以去波昂市中心找, 可以找到比較便宜的

德語課 (譬如: ACB Linqua), 學費遠比歌德語言學院便宜得多, 甚至可能只

有歌德的三分之一不到, 所以可以多看看多比較。

3.2 日常生活

歌德學院分配一間寄宿家庭給我們夫妻倆, 這戶人家叫做 Family Urshla, 位

於萊茵河 (Rhein) 畔的住宅區裡。 房東先生與房東太太非常親切, 若我們遇到

問題, 他們都十分樂意為我們解決。 Family Urshla 有無線網路可供使用, 只是

品質不佳, 經常連不上。 對我而言, 因為我需要與台灣的指導教授討論研究問題,
所以非常需要網路。 但我們就算至歌德語言學院使用無線網路, 那裡的無線網路

連線品質也不佳。 不少學員都表示, 上網不方便的確是個頭痛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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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交通, Junior Ticket 是學員可以考慮的月票, 一個月不到 14 歐元, 在

下午兩點以後 可以憑卷搭乘波昂的公車與 U-Bahn、 S-Bahn, 以及前往科隆

的火車與當地的 U-Bahn、 S-Bahn。 眷屬可以考慮 Junior Ticket, 或是考慮

可以一整天搭乘公車、 U-Bahn 與 S-Bahn 的月票, 只是費用較高。

在波昂的日子裡, 晚餐大都是在家裡自己打理。 午餐的話, 可以至波昂市中心

或 Bad Godesberg買便宜的 Pizza 或是 Döner 來吃。 平時買菜可至 Kaiser、
REVE、 ALDI 等超市逛逛, 但是德國的超市在週日是不營業的, 所以要稍微注

意一下住處的食物是否需要補給。 Bad Godesberg Bahnhof 附近有一間中式

餐館, 叫做 “珍寶” (Jumbo), 價格不貴, 個人套餐大約都在 4.6 歐元左右, 吃

不飽的話, 可以再免費加飯。 本屆三明治學員聚會時, 就是去這間餐館聚餐。 另

外, 搭 U-Bahn 往波昂市方向然後在 Universität Markt 下車, 可以看到一

間餐館, 叫做 Miss Saigon (西貢小姐), 菜色還不錯。 個人建議可以在那裡包菜

帶回住處吃, 然後再自己煮飯配著吃, 這樣比較划算。

攜帶護照與在波昂住所的地址, 可以辦理登記為波昂市民。 登記為市民之後,
將會拿到很多優惠卷。 利用這些優惠卷, 可以低價或是免費參觀波昂的博物館、

參觀貝多芬的波昂故居 (Beethovenhaus), 甚至去聽歌劇、 看電影或坐船欣賞

萊茵河沿岸的風光等等, 十分好用。

4 進修地註冊與住宿

大約於九月底, 我需要到進修地 RWTH Aachen University 辦理註冊。 我註

冊不需要繳交 學費, 但是需要繳交 148 歐元的學生會費。 繳交完學生會費後,
我便可以憑學生證能免費搭乘 Aachen 市與附近地區的公車或短程鐵路。 至於

我太太則需要另外去公車總站 (Bushof) 購買 月票, 但是月票涵蓋的公車路

線範圍, 則依月票的費用多寡而異。 另外, 有了學生身份之後, 可以拿學生證到

Deutsche Bank 申請免管理費, 可以省下一筆錢。

關於在進修地的住宿, 我要特別感謝 Professor Rossmanith 和他的秘書

Ms. Willms。 在來到德國之前, 他們便熱心地幫忙找房子。 但是必須我們必須

從十月底開始在阿亨生活, 這時候適逢 RWTH 剛開學, 在 Aachen 市區和學

校附近的租屋非常難找, 真是傷透了 Professor Rossmanith 與 Ms. Willms
的腦筋。 後來, 他們總算在離學校大約三公里的 Steppenberg 住宅區裡, 找到

了一間可供一對夫妻住十個月的小公寓, 大小約 50 平方公尺, 有一間廚房、 一

間臥室、 一間客廳還有浴室, 家具與家電也頗為齊全。 在看完房子以後, 我們覺

得十分滿意, 立刻就決定簽約。 從我們的住所的到學校步行約需 30 分鐘, 搭公

車則需 15–20 分鐘左右, 搭公 車到市區也只需 15 分鐘, 而且離德國、 荷蘭、 比

利時的三國交界處也只有 3 公里, 離德國與荷蘭邊境甚至不到兩公里。 就交通

與地理位置而言, 這在這裡真的是十分方便。 房租費加上能源費 (水、 暖氣的費

用)、 電費、 網路費、 電視使用費 (GEZ) 等等, 一個月的總計不到 450 歐元, 十

分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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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申根簽證 (Schengen Visa)

到了進修地阿亨 (Aachen) 之後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辦理延簽, 也就是申請申

根簽證 (Schengen Visa)。 根據學員在阿亨的住所位置, 辦理延簽的地點也有

所不同。 以我為例, 首先我前往阿亨火車站 (Aachen Hauptbahnhof) 前面的

市政廳 (Rathaus), 進去之後上三樓會看 到與 RWTH Aachen University
負責聯繫的辦公室, 負責的人員便幫我向波昂調資料到阿亨來。接下來, 就只剩

下等待了。 如果一切妥當了, RWTH 的 Internation Office 將會通知申辦的

學員。 但是, 我與我太太等了將近一個月卻等無消息, 而且前往 RWTH 的 In-
ternational Office 詢問時, 他們也表示 Bonn 的資料尚未寄達, 要我們繼續

等待。 直到 11 月 28 日時, 我們才終於能夠辦理延簽。 但是出乎我們預料的是,
International Office 表示必須向我們 收取一人 50 歐元的簽證費, 承辦人表

示, DAAD 並未 “直接” 資助我們, 所以我們必須得付簽證費。 但是截至目前

為止, 並未聽聞其他三明治學員在辦理延簽時有繳納任何費用, 所以這件事真是

令人匪夷所思。

6 進修地生活

阿亨最多的超級市場, 就是 PLUS 了, 幾乎到處都看得到, 價格也很便宜。 除

了 PLUS 以外, 阿亨公車總站附近有一家叫做 Hilal 的土耳其商店, 地址是

Harscampstraße 7, 這家店有賣 巨大的高麗菜、 新鮮的牛肉和雞肉 (沒有豬

肉, 因為土耳其人不吃豬肉)、 類似台灣米的玫瑰米 (包裝上印有紅色玫瑰圖樣),
以及便宜的蔬菜。 在 Vaalser Straße 與 Halifaxstraße 交叉口, 有一間非常大

的超級市場, 名字就叫做 Kaufland, 大概就像家樂福一樣, 應有盡有, 價格也蠻

便宜的。 此外, 如果拿到了申根簽證, 還可以坐公車 (譬如 25、 33、 35、 55 或

70 號) 到荷蘭的 Vaals 買菜, 或是到德荷邊界旁的荷蘭超級市場 C1000 買東

西。 荷蘭的海鮮比起德國稍微便宜些, 可以考慮選購。 而位於邊境附近的 HIT ,
也是一間很大的超級市場, 不過價格普遍較貴, 而且商品也不若前幾間超市那麼

齊全, 但是在那裡購買肉類是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們的各種肉類都十分新鮮。

我跟我太太平時都自己煮晚餐吃, 既健康又省錢。 有機會的話, 我們希望煮幾

樣菜包成便當給 Professor Rossmanith、 Ms. Willms 與其他研究生享用,算
是答謝他們一直以來的照顧, 也趁機更加拉近彼此的距離。 中午的午餐, 我們常

去一間叫做 “北京城” (Peking Town) 的中式餐廳吃飯, 地點在 Karlsgraben
附近, 菜色還算不錯, 中午特餐一個人 2.9 歐元, 吃不飽可以免費加飯。 除了北

京城之外, Pontstraße 附近有一間叫做 “三盛快餐” 的中式餐館, 只有週一至

週五的中午時間營業, 顧客可以選擇兩菜一肉或兩肉一菜, 價格為 3 歐元左右。

比起北京城, 三盛快餐的菜色比較油膩。 但這家餐館不好找, 裡頭的空間十分狹

窄, 在裡頭用餐要稍微忍耐一下。

比起安靜的波昂, 阿亨熱鬧許多, 尤其是市中心, 因為學生眾多, 許多商店

甚至營業至凌晨, 因此這裡有在波昂難得一件的夜生活。 此外, 阿亨的聖誕市集

(Weihnachtsmarkt) 是全德國前十大的聖誕市集,總是會吸引了大批的民眾前

來, 地點在 Aachener Dom 與 Rathous 附近。 Aachener Dom 是世界文化

遺產, 值得前往一看。 2008 年的聖誕市集從 11 月 23 日開市, 直到 1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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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才會結束。 因為台灣不是基督教或天主教國家, 過去很難體會歐美過聖誕節的

歡愉。 趁著聖誕節慶這段時間, 能在 Aachen 感受一下聖誕節歡樂的氣氛, 是個

難忘的回憶。

我的房東叫做 Dr. Werner Krenz, 是個退休的物理學教授, 為人非常風趣

且親切。 我和我太太兩個人是和房東先生住在一起, 只是我們的住所屬於同一棟

建築物的地下室。 不管在生活上遇到什麼問題, 房東先生都會立刻幫我們解決。

附近有一個和我一樣熱愛跑步的鄰居, 叫做 Josef Kunze, 是個幽默的牙醫。 我

們常相約一起跑步, 而牙齒有問題他也十分樂意幫忙, 就連三明治學員蔡宛邵也

到過他的診所看診。 Josef 說, 只要以後有台灣來的朋友需要幫助, 他一定義不

容辭地幫忙。 他診所的地址是 Kronenberg 33, 我想日後到 Aachen 進修的學

員可以參考看看。

7 回國前的注意事項

1. 回國前要取消 Bahncard;

2. 終止 Deutsche Bank 的帳號;

3. 終止電話與網路的服務;

4. 訂進修地前往 Frankfurt 機場的火車票;

5. 至郵局利用 DHL 或 M-Beutel 郵寄包裹回台灣;

6. 清掃住處, 與房東約時間確認房子有無財物毀損;

7. 歸還辦公室與住處的鑰匙.

第 1, 3 兩項都必須寫紙本信, 分別寄給 Deutsche Bahn (DB; Die Bahn)
和負責的電信業者。 以我為例, 我必須寫信給 Vodafone 取消網路與電話的服

務。 不過, 我提早兩個月申請終止服務, 也在信上清楚說明終止時間為八月底, 但

是服務在七月中便終止了,造成了很大的不方便。 關於第 2點, 我親自於 Deutsche
Bank 櫃臺取消帳號, 然後櫃臺承辦人員把帳號中的剩餘款一併交給我。 關於第

4 點, 可以上網訂票, 但是要自行列印車票, 而且必須記下銀行的帳號, 如果能保

有 (廢棄的) Deutsche Bank 的提款卡會更好, 因為當列車長查票之時會要需

要這些東西。 至於第五點, 一般來講, 郵局都有提供 DHL 郵寄包裹的服務, 二
十公斤的包裹需要 82 歐元, 如果要寄回去的書籍很多, 則可以利用 M-Beutel
的服務, 價格大約是一公斤 2.5 歐元, 不過需要自行購買麻袋 (Jutesack, 可至

OBI 購買), 把住址寫在紙上後, 放進透明塑膠袋子裡面綁在麻袋上。

8 德國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在德國生活了一年, 個人覺得德國有很多地方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鏡, 在此條列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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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交通

德國的鐵路交通很便利, 長途火車有 ICE (InterCityExpress)、 IC (Inter-
City) 與 EC (EuroCity) 三種, 慢車則有 RE、 RB 或 U-Bahn、 S-Bahn
可供選擇。 密密麻麻的鐵路網, 讓我們很容易搭乘鐵路到德國的各個角落。 另外,
他們的所有列車都行駛於同樣的軌道上, 跟台灣特意建造高速鐵路是不一樣的。

不管是公路還是鐵路, 路況都很平坦, 也大大增加行車的穩定和安全。 當然, 他

們也是有一些問題存在。 譬如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誤點多達 15 分鐘以上的火車或

公車, 或者經常舉行鐵路或公車的大罷工, 這對於需要通車到研究室的我來講非

常困擾。

不管如何, 德國的大眾運輸系統十分發達, 所以民眾願意經常利用公車、 火

車、 捷運 (U-Bahn、 S-Bahn) 等, 使得車流量相對較低, 也比較環保, 避免能

源的浪費。 台灣除了台北和高雄之外, 大眾運輸系統並不是很方便, 使得人人想

購買機車、 汽車, 造成交通壅塞、 停車位難尋和環保的問題, 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8.2 生活禮儀與習慣

大部分的德國人都非常有禮貌,讓我覺得他們才稱得上是禮儀之邦, Guten Tag
(Good morning)、 Danke schön (Thank you very much)、 Tschüss (Good-
bye)、 Entschuldigung (Excuse me) 等等總是時時刻刻掛在嘴邊。 在公車上

遇到老弱婦孺一定會讓位, 司機也會把車身傾斜讓行動不方便的人可以輕鬆上

車。 德國人開啟一扇門之後, 一定會幫後面的人推著門。 到超級市場去, 如果購

買的東西很少, 德國人還會讓他排到前面先結帳。 要穿越馬路時, 車子一定會減

速並禮讓行人, 我認為, 在尊重行人這一點台灣真的還差得很遠。

8.3 研究與學習風氣

因為德國的學制, 不是每個人都需要念大學或研究所, 只有真的有興趣和動機的

人, 才會選擇這條路。 在 Peter Rossmanith 的研究團隊裡面, 我看到了自主學

習的風氣。 學生有濃厚的興趣和強烈的動機, 因此學習與研究皆事半功倍。 研究

的成果常常來自於團隊的合作, 跟台灣學生習慣單打獨鬥的情況大大不同, 也因

此他們的論文產量與產速就十分快速。 教授的角色比較像是朋友一樣, 主動權大

都在學生上, 教授只是從旁給予意見。 台灣的學生經常等著指導教授給予幫助,
比較被動, 是需要改進的地方。

8.4 能源利用

德國的各項花費相較於台灣而言, 大都非常昂貴, 因為當中往往有接近 20% 的

稅額。 因為電費、 水費、 瓦斯費的單位價格十分昂貴, 間接使得民眾珍惜能源的

利用。 瓶罐的回收可以拿回 0.15 至 0.25 歐元的費用, 超市提供的大塑膠袋也

不便宜, 使顧客購買時會審慎考慮, 就不會造成大量的塑膠垃圾, 讓大家重複利

用這些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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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研究成果

9.1 Parameterized complexity and property test-

ing for Quartet Consistency

生物資訊的問題中, 決定物種之間的演化關係是相當重要且熱門的主題。 而演化

樹的重建乃為當中重要課題之一。 我們在此考慮的演化樹為無根 (unrooted) 的

演化樹, 其中樹的內部節點分支度為 3,而樹葉節點的分支度則為 1。 吾人考慮的

問題為最小四元樹不一致問題 (minimum quartet inconsistency problem)。
給定 n 個物種, 任四個物種的唯一四元拓樸形成的集合 Q 以及一個 固定的參

數 k, MQI 問題即判斷是否存在一棵演化樹, 使得演化樹與集合 Q 產生衝突

的 四元拓樸數目至多為 k 。 關於這個問題, 前人提出一個 O(4kn + n4) 的固

定參數演算法, 而我們則提出了三個固定參數演算法, 它們的時間複雜度分別為

O(3.0446kn+n4)、 O(2.0162kn3+n5)與 O∗((1+ǫ)k), 其中 ǫ 為任意常數。

目前這研究成果, 已被發表於 “精確演算法與參數化演算法國際研討會” (Inter-
national Workshop on Exact and Parameterized Computation) 的論

文集, 題目為 New fixed-parameter algorithms for the minimum quartet

inconsistency problem 並已收錄至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Vol. 5018, 由 Springer-Verlag 出版。 該論文內容請見附錄。

關於另一個主題 “性質測定問題” (property testing) 的探討, 目前已與

Professor Peter Rossmanith 與張貿翔教授討論許久, 仍未找到次線性線性

演算法 (sublinear time algorithm)。 根據前人的結果, 我們得知輸入的完滿四

元拓樸集 (complete set of quartet topologies) Q 具有一致性 (tree-like),
若且唯若任五個物種在 Q 對應的四元拓樸集皆具有一致性 (tree-consistent)。
如何依據這個結果設計出適當的次線性演算法, 是我們仍待努力解決的課題。

9.2 出席 IWPEC 2008 會議

IWPEC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Exact and Parameterized Com-
putation) 在計算理論與演算法領域而言是一個水準非常高的國際研討會。 有

相當多知名學者參與這個會議, 包括 Martin Grohe, Rolf Niedermeier, Pe-
ter Rossmanith, Hans Bodlaender, Michael Fellows, Jianer Chen, Erik
D. Demaine 等。 會議舉辦的地點為 Victoria B. C. (British Columnbia),
Canada, 時間為 2008 年 5 月 14 至 5 月 16 日。 值得一提的是, 富有盛名的

STOC 國際研討會同樣也在 Victoria B. C. 舉行, 緊接著在 IWPEC 之後

展開。 在這幾天, Victoria B. C. 聚集了計算機科學界相當重量級的學者, 使我

頗有參與國際學術盛會的感受。 從 IWPEC 舉辦的第一屆至今, 我和我的指導

教授張貿翔教授是唯二在此會議發表論文的台灣學者, 也讓我們有為台灣爭取榮

耀的使命感。 至於前往出席會議的交通費和註冊費, 我的部份是由 Peter Ross-
manith 的實驗室經費作為補助, 在此十分感謝他與他的秘書 Birgit Willms
的大力幫忙。

這三天的住宿, 我與張貿翔、 Peter Rossmanith 與 Rolf Niedermeier 三
位教授住在 UVic (University of Victoria) 裡同一間宿舍。 這幾天的朝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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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當中, 我們對於研究主題、 德國與台灣教育各方面有諸多交流。 事實上, 我們

已經計畫邀請 Rolf Niedermeier 和 Peter Rossmanith 於大約八月底來台,
在中央研究院資訊科學研究所開設短期課程。 我們希望藉由這次機會, 能夠幫助

台灣的學者, 得以接觸現今在演算法與計算理論學門當中重要的研究主題。

本次會議的第一天為報到 (registration) 與接待, 第二天開始為期兩天的演

講行程。 Invited speekers 有 Jianer Chen (from Texas A&M University,
USA)、 Erik D. Demaine (from MIT, USA), 以及 Stephan Kreutzer
(from University of Oxford, UK)。 經過許多演講者的介紹之後, 我們發現固

定參數演算法的研究主題有兩個大方向可以切入, 一個是從 logic circuit 的觀

點來思考, 譬如對於固定某些參數的圖形, 如果我們關心的問題可以單調二階邏

輯表示, 我們得以很有效率地 (甚至是線性時間) 回答這個問題, 諸如這類的研

究, 可以一口氣解決一個集合裡的問題, 而不僅只於單一的問題。 這類的研究主

題也與 W [t]-hardness 相關, 而這也是本人所欠缺不足的知識。 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從演算法的角度來切入, 希望在固定問題的某個參數之後, 可以得到有效率

的解法。 參數本身通常是正整數, 也有學者試圖將圖形結構本身當成一個參數,
不過得到的問題難度 (theoretical hardness) 當然會有所差異。 以上這些都是

值得探討的研究問題。 而如果從另外的角度來區分這些研究主題, 當然也可以依

傳統的理論計算機科學 (theoretical computer science) 分為 “問題分類” 的

研究 (例如證明某些問題屬於 W [t]-hard, 或是證明其為 Fixed-parameter
tractable), 或者是 “設計解決問題之演算法” 的研究 (設計演算法解決該問

題, 或是設法改善前人的固定參數演算法等等)。 設計固定參數演算法的策略很

多, 在此就不再多加敘述,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 隨機演算法是一個十分有力的工

具, 設計方法與概念都很簡單, 目前也有消除隨機性 (derandomization) 的方

法, 這些都在 Jianer Chen 的演講中特別提到。

在聆聽許多學者的演講後, 本人深深感受到國際化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發現,
歐洲的學者的英文溝通能力很好, 我認為最大的原因是因為他們非常頻繁地參與

國際研討會, 相較之下, 我的英文表達能力就顯得非常不足。 不過我的演講還算

成功, 要特別歸功於張貿翔和 Peter Rossmanith 兩位教授給我的諸多建議,
使得底下的聽眾大多能吸收我的演講內容。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我的投影片是使

用 Latex Beamer 所製作而成的 pdf 檔, 播放上非常順利, 沒有任何問題。 這

次的會議當中,許多演講者使用 Microsoft Powerpoint 製作的投影片,經常會

有相容性的問題, 造成播放效果不如預期, 或是根本無法播放, 必須更換成自己

的 notebook, 費了一番功夫之後才能順利進行演講。 希望透過我的這個經驗,
得以給國內的學者準備演講或製作投影片的前車之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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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本人於 IWPEC 2008 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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