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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院院長蔡宗儒推薦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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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版）
作者： 江才健
出版社：天下文化
ISBN：9789865535674

楊振寧的人格典範
導讀／經濟系副教授 林金源
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楊振寧，他在物理
學的典範地位，大概只有相同領域者才能
體會。但即便是物理學門外漢，也可從楊
的傳記裡，看到他不俗的人格典範。
楊得獎的研究是與高能物理相關的領
域，照說他應鼓吹高能加速器，但1972年在
北京的一場重要會議上（以及後來的其他
場合），他卻獨排眾議，反對中國大陸在
當時建造高能量加速器。他認為應把有限
資源先發展計算機、生物化學，培養更多
（高能物理以外的）人才。此議不但無法
帶給自己絲毫好處，還引起學界同儕的不
滿與批評。
1966到1999年間，在他一手創建、主持的
紐約州大石溪分校理論物理研究所，楊振
寧以行動證明他是科學研究的獨行俠，不
是藉諾貝爾光環打造學術帝國的野心者。
33年間，楊只收了約十個學生，當然更未
結黨結派。1989年美國物理學會的《今日物
理》期刊指出，相對於其他頂尖大學物理
系，楊振寧領導的研究所鮮有近親繁殖的
現象。
1971年楊回大陸探親，陪母親進出醫院看
病，無論如何不肯坐上三輪車。這位毫無
架式卻名滿天下的諾貝爾獎得主，就在車
後幫忙推母親。
1980年代，香港中文大學想頒榮譽博士學
位給楊，但依香港制度，港督是學校最高
首長，接受學位者必須向港督鞠躬，楊不
願意，所以拖到1997年香港回歸之後，他才
接受榮譽博士學位。
楊振寧在西南聯大念書時，條件很艱
困，住家甚且被日機炸毀，他返回廢墟挖
出幾本可用之書，欣喜若狂。西南聯大只
存在八年（1938至1946），卻造就出許多菁
英。對照於今日大學的求「錢」若渴，大
學生的素質卻每況愈下，可見師生的精神
與動機遠比學校物質條件重要。
1934年夏天，楊振寧念完初一，他任教於
大學數學系的父親，已看出兒子數理方面
的天分，但父親並沒揠苗助長，反而找來
文史學者為他講《孟子》和中國史，使他
終生受用。急功近利又去中國化的臺灣，
可能難以理解楊氏父子的心境。

校友動態
杜綉珍校友獲選
臺灣最佳女性CEO
《哈佛商業評論》全球繁體中文版已
執行過三屆臺灣上市櫃公司「最佳績效
CEO」調查，今年首度調查「最佳女性
CEO」，以了解臺灣女性治理的樣貌。此
次調查，在上市公司76位女董中，選出15
強，本校英國語文學系校友杜綉珍榜上有
名。杜校友於2017年起接任巨大機械工業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長，2020年帶領巨大首度衝
破年營收700億元大關，公司市值成長幅度
壯觀。（資料來源／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
處）

智慧財產權Q&A
◎試試看您能不能答對：
1.（ ）如果你是著作人，所創作的書、歌
曲、圖畫、攝影等，都受著作權法的保
護，別人不能任意盜印、盜版、抄襲。
2.（ ）明知為電腦程式的盜版品，仍在夜
市予以販賣，是侵害著作權的行為。
3.（ ）原則上，著作權的侵害屬於「告訴
乃論」罪，所以發生侵害時，著作權人可
以自己決定到底要不要對侵權之人進行刑
事告訴。
答案：1.（○）2.（○）3.（○）
編者按：本報開放教職員工來函反映意見；
另與學生會合作，學生若有任何疑問可向
學生會（SG203、校內分機2131，E-Mail：
tkusablog@gmail.com）表達，學生會將轉交課
外活動組，並由相關單位提供解決方案與解
答，本報亦將刊登相關答詢，促進學校和學生
之間溝通。

逆戰 力戰逆境、力戰不懈

本校商管學院傑出校友、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進財先生：
・質樸踏實，經營企業貢獻社會人群：任職南僑關係企業 40
餘載，從基層到集團總裁；身兼多家企業要職，表現卓越；
擔任國策顧問及工總常務理事，對國內財經及稅制，多所規
劃與建言，助益臺灣經濟發展，影響深遠；從事社會公益、
贊助公益活動不遺餘力，善盡社會責任。
・剛毅果決，逆戰救援開創臺灣半導體未來發展：帶領穩懋
半導體突破困境，成為全球砷化鎵龍頭，代工巿佔率逾 7 成，
享有「小台積電」美譽，公司獲獎無數；運用厚實的專業知識，
扮演危機企業「救火隊」，讓廣鎵光電及聯茂電子的營運脫
胎換骨，成為業界耀眼的明星公司。
・提攜後進，回饋母系共育會計人才：擔任「財團法人台北
巿淡江會計教育基金會」董事長，充分整合系友資源，讓母
系的發展無後顧之憂。曾任本校中華民國校友總會會長，現
任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推動產學合作案，為母校
永續發展增添助益。
・慷慨挹注母校，前瞻 AI 永續發展：獲頒第 4 屆金鷹獎校友，
長期熱心參與校友會活動，認捐穩懋廳，並完善守謙國際會
議中心之空間設置，不遺餘力提供資源，捐助 AI 創智學院、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支持母校發展。
基於以上傑出貢獻，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依學位授予法規定頒授名譽博士學位。

陳進財校友
獲頒名譽博士

陳進財校友（中）於 11 月 6 日之 71 週年校慶
中，獲頒本校名譽博士，家人親友出席恭賀。（攝
影／鍾子靖）

本校於 11 月 6 日之 71 週年校慶中，由校長葛煥昭頒授名譽博士學位證書予穩懋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會計系校友陳進財。陳進財
對於臺灣產業及社會貢獻良多，除帶領穩懋企業突破困境，並不遺餘力提供母校教學資源培育學弟妹，本報特將當天表彰情形，專題介紹分享。

陳進財校友獲名譽博士致辭
謝謝母校的肯定頒發名譽博士，在母校71週
年生日之際格外顯得有意義，今年因受疫情影
響，許多海外校友無法返校一同慶賀，在此祝
福海外的朋友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這兩年因受疫情影響，線上教學將成為常態
教學模式之一，所幸淡江在資訊化推動上為國
內先驅，足以應付後疫情時代的教學模式，從
葛校長致詞中提到，今年大學日間部新生註冊
率為99.86%再創新高，我想這是個非常了不起
的成果，我也相信明年會更好，這一切都是靠
大家的努力。淡江有個特色，那就是具有前瞻
性，也就是「超前部署」，我永遠記得，在我
大二的時候，時任校長、張創辦人張建邦博士
說：「就算淡江破產，也要把電腦買下來，創
辦淡江電算系。」因此最早成立電算系並購買
大型電腦，而且當時全校各系都要修習電腦概
論課，到如今，現在的資工系在各界表現也是
有目共睹的。
我想，未來世界的變化是建立在5G的情況
下，才會讓AIoT真正完成，這中間非常重要
的是賦予AI的應用生命，這將使得5G的傳送

速度和AI應用，讓AI如虎添翼地出現在我們生
活之中，加上ESG（環境、社會、治理），讓
企業可以永續經營；而母校於110學年度成立
永續發展與社會創新中心，可看見母校也接軌
全球永續發展議題，追求學校永續經營目標，
相信我們會卓越地往前進步。
很榮幸能在母校71週年校慶裡獲頒名譽博
士，我感到非常光榮，我要感謝很多人，最重
要的是教導我的教師們，由於教師認真的教學
和指導，讓我在畢業後能應用所學；還要感謝
我的同班同學，在那段求學時光，那時候會計
系有一個特色，所有的課本全部用國內沒有翻
譯的外文書，老師都使用英文命題，包括我在
內，我們翻查了很多的會計相關原文教科書與
專門字典，大家白天上課、晚上做功課、隔天
考試，大家彼此扶持和永不放棄的信念，辛苦
了四年取得學位，經過這樣四年的扎實訓練，
大家畢業後都在社會上都有著非常優秀的表
現。而同學也在我困難的時候，都義不容辭地
來幫我，才能造就我今天可以站在這裡，謝謝
你們。

我也要感謝我的家人，尤其謝謝我的太太，
在我全心全意衝刺事業的時候，照顧好家庭，
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在社會上打拼和奔馳，所以
今天才有一點點小小的成就。
勉勵在校學弟妹要開拓視野，因為人生不是
一昧地在順境上走，有時是在逆境中走，各位
看到有些媒體封號我為「消防隊隊長」，這是
代表著那些公司出事情時我都是去救火的，中
間拯救過很多公司，其中比較出名的是穩懋，
當時穩懋副董王郁琦延攬自美國貝爾實驗室的
第一批工程師，當時以為2G很快轉換3G，沒
想到拖了10年，我也因緣際會被推入火坑來幫
忙，我負責籌資找資源、他負責技術研發，確
保穩懋能持續擴廠，並確保產能。這路上受到
很多人的幫助，如陳國樺從台積電過來，因緣
際會大家聚在一起，才有今天的穩懋。
以碳化矽（SiC）與氮化鎵（GaN）為主的
第三代半導體（化合物半導體）受到各界矚
目，穩懋目前在第三代半導體已有穩定營收貢
獻，Starlink第一顆衛星上的晶片用到穩懋，
穩懋的表現應該沒讓臺灣丟臉。曾有媒體報導

陳進財校友於 11 月 6 日之 71 週年校慶，獲
頒本校名譽博士時，會計系學弟妹為學長大聲
歡呼。（攝影／黃偉）
我時，將我用毛筆所書寫的「逆戰」兩字作為
封面，這兩字也代表了我的一生，所以我想送
給學弟妹一句話：「力戰逆境才是人生可以生
長的環境，人的成長絕對是在壓力過後，在壓
力過後絕對可以快速成長；力戰不懈，你才有
活下去的機會。」我從畢業到現在已經超過
60年，在這裡跟各位分享工作60年來的一個經
驗，祝福大家在學校努力學習後到社會上應用
所學，當你們在社會上打拼、做出貢獻後，不
要忘記淡江大學是各位出社會後的搖籃，如果
有成就，淡江絕對有功勞在裡面，希望你們能
多多回饋母校，讓淡江發展成為世界一流的大
學，謝謝大家，祝大家身體健康，校運昌隆。
（文／李沛育整理）

陳進財分享在校求學時光

陳進財榮登本校名譽博士 師生校友齊慶賀

會計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黃振豊（左）與會計系主
任郭樂平（右）代表贈送琉璃作品「果然福現」，
祝賀陳進財榮任名譽博士。（攝影／馮文星）

本校世界校友會聯合會總會長、金鷹校友陳
進財獲頒本校名譽博士榮銜，由校長葛煥昭於
創校71週年校慶慶祝大會上頒贈，他的家人親
戚、14位同班同學及穩懋、聯茂、元鴻等公司
代表等，當天均到校一同見證並給予祝賀。陳
進財也在11月6日中午大方邀請葛校長、董事
長張家宜、副校長們、校內一級主管及校友代
表們，在淡水金鬱金香酒店舉辦慶祝餐會。陳
進財還將太太陳林淑真請上臺，夫妻對唱臺語

多益大勝利
●李金安（英文系講師）
試試您能答對幾題？
1. The governmen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_____ who are unhoused and living in RVs will
be banned from parking on most city streets.
(A) anyone (B) those (C) each (D) both
2. Mayflower Convention Center has the space
to host events _____ up to 1,000 guests.
(A) except (B) including (C) for (D) near

情歌，眾人起鬨親一下，場面歡樂。
進財捐資不遺餘力。
第二屆會計系畢業的陳進財，現任穩懋半導
餐會現場在校友服務暨資源發展處執行長彭
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當年帶領穩懋半導體
春陽幽默風趣的主持下，氣氛溫馨感人，全場
突破困境，他的座右銘是「逆戰」。他說：
共同舉杯慶賀。會計系主任郭樂平與教師們特
「人生遇到逆境不要怕，逆境才是人生成長的
別贈送一件精美的琉璃作品「果然福現」，她
環境，逆戰不懈才有逆轉的機會。」本校邀請
表示：「陳董事長是個遇到逆境，會順勢掌握
文錙藝術中心主任、書法大師張炳煌書寫座右
節奏化逆境為順境之人，故能一飛沖天，因緣
銘，製作成海報版，獲得眾人一致讚賞，紛紛
福報，果然湧現。這件琉璃作品也代表全體淡
合影留念。
江會計系師生對他的敬意。」（文／舒宜萍）
陳進財非常感謝母校師長
的教導，也看到母校多年來
的進步。他指出，未來世
界奠基在5G基礎上，加上
AIoT的應用，將影響人們
的日常生活，母校設立AI創
智學院將更能培育人才。他
也感念會計系教師很認真、
學生很努力，由會計系教授
黃振豊所成立的「會計教育
基金會」，多年來也鼓勵了
校長葛煥昭、董事長張家宜、前校長林雲山、趙榮耀與淡江菁英
眾多同學及校友，這其中陳
會校友們一同祝賀陳進財校友。（攝影／馮文星）
3.Over 30 mothers and children attended the
puppet show, which was a lot more than _____
had anticipated.
(A) us (B) we (C) ours (D) ourselves
4._____ tea and coffee are available all day in the
lounge and free Wi-Fi access is provided in all
common areas.
(A) To compliment (B) Having complimented (C)
Complement (D) Complimentary
5. These videos of art tutorials are designed to
help beginners just starting off _____ professionals
淡江時報 http://tkutimes.tku.edu.tw

brushing up on their skills.
(A) only if (B) but (C) as well as (D) until
6.The findings show that Australian men have
increased their housework time by 55 minutes
and women have reduced _____ by 2.5 hours per
week.
(A) their (B) theirs (C) themselves (D) them
【答案及解析】
1.【答案】(B)，固定句型→anyone who is ~;
those who are ~；表示「~的人」。
2. 【答案】(C)，介係詞for後面加人數。

陳進財曾於2017年接受本報邀請，分享其在
淡江的求學時光，他帶領穩懋成為全球砷化鎵
晶圓代工龍頭、獲得「2015 安永企業家獎－
突破再造企業家獎」、榮獲2020 TCSA「台灣
企業永續獎」，以及SGS「2020 CSR Awards」
等無數獎項，在採訪過程中，他不斷地流露
出對學弟妹的學習關懷、關心母校的校務發
展，展現出極強親和力。當時，他表示，至今
仍在工作崗位勤奮不懈，並
以「每天都以要比前一天進
步，來勉勵自己。」原文刊
載於《淡江時報》1040期三
版「卓爾不群」專欄，全文
請掃1040期QR code。
3.【答案】(B)，「比我們預期的還要多
人」，than後面可以加名詞子句，空格要填
主詞we。
4. 【答案】(D)，(A)和(B)當動詞，稱讚。(C)
動詞，搭配得很好、相得益彰；名詞，全組
的人員。(D)形容詞，免費招待的。
5. 【答案】(C)，as well as=以及，連接前面的
「beginners初學者」跟後面的「professionals
專業人士」。
6. 【答案】(B)，theirs = their housework
time。
編輯／林薏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