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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林俞兒專訪】「美麗的宮燈教室，以及教學熱忱的老師們，都是我對淡
江難以忘懷的回憶。」說到在淡江歲月，他沉吟片刻彷彿掉入時光隧道般，緩
緩地訴說。他是本校第24屆「淡江菁英」金鷹獎得主，現為台灣大學資圖系系主
任、民國64年教資系（現為資圖系）畢業校友─朱則剛。
　問他當年念教資系的機緣，朱則剛笑著說：「其實剛加入淡江這個大家庭時，
我是德文系學生。在某次機緣下修了我的啟蒙老師，當時的教資系系主任─方同
生教授的課，才發現自己對傳播、媒體很感興趣，大二時便毅然決然轉到教資系
就讀。」並於畢業後追隨方同生教授的腳步，前往他的母校─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攻讀教育工學研究所。
　而踏上教職一途，更是朱則剛唸書時不曾想過的人生藍圖。他說學生時代所懷
抱的夢想是成為一位製作人，製作像是Discovery一樣，具知識性、教育性的影片
或紀錄片。朱則剛表示：「是淡江給我的機會改變了我，讓我發現或許自己更適
合從事教職。」剛從美國取得碩士學位的他，回台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回母校
擔任教資系講師及圖書館視聽組主任。在教學過程中，他漸漸喜歡影響學生的那
份感覺，他說：「把所學分享給學生，不只是對學生，連我自己也覺得收穫良
多。」本校秘書室專員馮文星就是當年他剛回校任教時的學生，馮文星表示，朱
則剛是他攝影的啟蒙老師，紳士、平易、沒有架子，總不吝和學生分享知識及經
驗；學生犯錯也不會生氣，總在談話中引領其正確的方向，和學生有著亦師亦友
的關係，「當他的學生真的很幸福。」
　朱則剛於民國75年開始擔任教資系系主任，他發現許多學生在學習的路上浮浮
沉沉，難以找到志趣：就在淡江自由開放的學風下，他帶頭將課程於形式上分為
圖書館、資訊科學及視聽教育三組，讓課程更具彈性，讓學生能選定重點方向，
引發學習的興趣，走出屬於自己的路，奠定教資系的發展基礎。也因為當時的分
組，讓學生們更能專精在不同的領域；此外，也提供實務工作機會，讓學生在寒
暑假將學習的理論應用到實務上。當時在教資系擔任助教的本校圖書館秘書李靜
君表示：「那幾年培養出不少影視界成就非凡的人才，例如：知名導演陳玉勳便
是那個時期的學生。」
　朱則剛除了認真於課堂上的教學外，更熱衷於其他學術上的參與，他認真地
說：「身為學術界的一員，積極參與學會或學術上的活動，是件很重要的事。」
他協助及參與視聽教育學會的事務，例如：建立和國外之間的學術交流管道、
推動相關事務等，其積極精神讓他在民國81年獲得中華民國教育團體聯合會頒發
「木鐸獎」的肯定。

　【記者翁浩原專訪】在宮燈教室旁的階梯，與好友仰望閃爍的星河，是林敬三大學
時期最美麗的記憶，「如今回想，好像還歷歷在目。」他是本校第24屆「淡江菁英」
金鷹獎得主，現任日本名古屋產業大學環境資訊管理教授電算系校友林敬三。「得到
金鷹獎，真的非常高興，因為這是淡江最高的榮譽與肯定。」他開心地說。
　問他對學校教師的印象，林敬三促狹地表示，他比一般學生對老師的印象都深刻，
因為「淡江的老師教學嚴謹，所以我經常重修，同一個老師見兩次，印象怎麼不深
刻！」雖然在學成績不理想，但幸好有老師的鼓勵，讓他對未來仍具信心，他回想：
「當時研究學院院長黃天中，常在課堂上勉勵大家，『不要劃地自限，一時不能達
成，那就從長計議，以後就能到台大、哈佛教書』，雖然聽起來有點打高空，但卻深
深地打動我。」所以在當時便立下志向，「沒辦法在學校成為老師心目中的好學生，
那就成為以後可以回來淡江演講的人。」他做到了，從2005至今，每年都回母校演
講，分享心得與經驗。
　大學剛畢業時，林敬三在補習班擔任電腦教師，編纂教材、設計課程。他
表示，當時台灣有電算系的學校屈指可數，電腦文書及套裝軟體訓練
的需求剛起步，求才若渴。「去日本是機緣巧合」林敬三說：「當時
日本的公司需要往海外發展，所以來台網羅人才，剛好需要電腦及
補習班經驗的人，我父親一句：『那就是你呀！』讓當時一句日文
都不會的我，開啟了赴日打拚的歲月。」
　獲選為日本交流協會的獎學生，林敬三領取當時罕有人獲得、來
自日本通產省的獎學金，在日擔任企業研修生，後來又進入日
本亞細亞大學攻讀碩士；當時，申請學校需要大學母校
校長推薦書，林敬三硬著頭皮找當時的校長趙榮
耀，「趙校長看看我的成績單說：『成績不
理想，卻有心繼續深造，更應該大大推薦
呀！而且要記得你是淡江人唷！』」27位
留學生報考亞細亞，只有林敬三考上，
並以第1名畢業，當時的亞細亞大學校
長還在畢業典禮上稱讚，「第1名是來
自台灣姊妹校淡江的學生呢！」
　林敬三與同為淡江校友的牽手朱
慧珠結褵30年，攜手在日本打拚，
互相扶持、一起經歷幾乎斷炊的
日子，後來都取得了日本國立電
氣通信大學資訊系統博士，曾任
中華民國留日同學會會長，並長
期為淡江與日本姊妹校，以及中日
交流付出。林敬三回憶本校與日本

電氣通信大學簽訂姊妹校合約的過程，他表示，當時電通大學請他們幫忙翻譯來自高
雄某所學校之姊妹校合約，他馬上建議：「應該和淡江締結姊妹校才對呀！」並仔仔
細細地介紹淡江的歷史；面對許多複雜的因素，從無到有，花了一年才終於牽成。
　此外，林敬三也是有史以來，首位淡江校友擔任台灣科學技術協會理事長，多次協
助台灣舉辦「中日工程技術研討會」，對國內的產業升級，技術革新與學術交流貢獻
良多。他說：「兩年一次，每次共有60位的日本人來台。這樣細水長流的學術工程交
流，帶給台灣的影響，是一輩子的好處。」林敬三對台日交流頗有心得，他說：「可
以做的事情很多。」
　「和淡江的情誼會延續一生」林敬三笑著說。現在在日本的學弟妹如果要結婚，都
會通知他們，林敬三及朱慧珠儼然就是淡江校友在日本的大家長。對於有志赴日攻讀
的學弟妹，他說：「如果要成為專業的人，就必須更深入專精，所以希望學弟妹能從
哈日變成知日」建議大家：「要多接觸產業界，台日貿易往來頻繁，經濟貿易和科學
機械等相關中日翻譯人才，其實很缺乏。」他勉勵同學，在學校的努力是必須的，而
畢業後能慢慢覺醒更重要。林敬三對於淡江的使命感一直都存在，他說「如果有人問

我，我從哪裡來，我會大聲說『淡江』； 我以淡江為榮，淡江是我的
根基的所在。

　在那風雨飄搖的五十年代，國步維艱，民生凋疲，台灣陷在一片愁雲慘
霧之中。父親體認到當時台灣最缺乏英語外交人才，乃與母親變賣家產
創立淡江英語專科學校。而我那時雖然二十剛出頭，卻順理成章的成了他
們的幫手。創校之初，既無校地，也無校舍，只有暫借淡江中學的教室授
課。因此，我就義不容辭的擔任起「永久校舍興建委員會」主任委員，開
始到處尋覓校地。由於我小時候住在宜蘭羅東，常到海邊丟石頭，望著藍
天白雲和波浪濤濤的太平洋，我感覺那麼自由自在，海闊天空，因此我從
小就喜歡大海，我的心胸為之寬大，所以我選擇了淡水五虎崗上可以看到
海洋，佔地21公頃的這塊土地作為淡江永久校舍的根據地，開始興建首批
古色古香的宮燈教室，展開了淡江五虎崗傳奇的序幕。
　1955年宮燈教室完工，淡江有了自己的校舍。學生從淡水火車站沿著英
專路爬上克難坡，就登上宮燈大道，右邊是青翠的觀音山和奔流出海的
淡水河。順著宮燈大道而上，可以遠眺巍巍大屯山，太陽升起的地方。從
宮燈大道西望淡水河口，可以欣賞「淡水夕照」。多少個黄昏，我徜徉在

宮燈大道上，迎著落霞餘輝遙望台灣海峽上火紅的落日，看著幾隻白鷺悠
閒地飛翔在觀音山和淡水河之間。在這靜謐美好的黃昏，多是我忙碌一天
後沉澱放鬆心情的時候。我的思維會從台灣海峽沿著浩浩淡水河，逆流而
上，進到淡水以外的世界，經台北回到蘭陽我的故鄉，我心目中的桃花
源。我那時心中就有了回鄉辦教育的念頭，這該是屬於一個青春年少離鄉
者的夢。
　一愰眼六十年，淡江在我的苦心經營下，從英專到學院，而終於在1980
年獲准升格為淡江大學，達成了最早父親要辦大學的心願。1989年我開始
著手回鄉尋覓校地，想圓回故鄉創辦大學的夢。經歷了長達十七年的艱苦
奮鬥和精心策劃興建，終於在宜蘭礁溪的林美山上建立了淡江大學蘭陽校
園。2005年開始正式招生，採英式教學。蘭陽校園佔地四十公頃，地勢較
淡水校園為高，俯瞰蘭陽平原，面對廣闊的太平洋，遙望龜山島，風景優
美，與淡水校園各具特色。「龜山日出」為台灣著名的景點之一，多少個
清晨，我散步在蘭陽校園，看旭日從太平洋上昇起，呼吸著林美山上清新

的空氣，與早起的同學互道早安。入夜蘭陽平原上萬家燈火，夜景十分迷
人，仰望蘭陽的星空，我衷心感謝上蒼如此厚待我，讓我完成返鄉建校的
心願。
　六十年來淡江已成功的形塑建立自己的文化，一旦進入淡江必然會接受
到淡江文化的陶冶，把淡江人錘鍊成具有穩定度、抗壓性高的菁英。每個
淡江人都會本著「樸實剛毅」的校訓，懷抱當年開路先鋒拓荒者的精神，
勇往直前，刻苦奮鬥，開放創新，敬業樂群。去年，淡江榮獲第十九屆國
家品質獎，受到國家肯定，我內心甚感安慰。雖然淡江的一磚一瓦，一草
一木皆為我的心血結晶，但最可貴的是培育出眾多具有淡江文化特質的淡
江人，勇敢的到世界各地去打拼。面對整個國家，整個世界，我已了無遺
憾。我守護淡江六十年，深切期望後繼者能承先啟後，繼往開來，把淡江
建設成世界一流大學，名揚國際，把對淡江無盡的愛，像那流不斷的淡江
水，永遠流傳下去。

　淡江大學60歲了！60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里程碑，所以，我們在規劃淡江
60校慶的時候，希望能以英專、學院到大學三個階段中重大的人、事、物為
主軸，清晰地展現出淡江建校成長的軌跡。但是，年輕一輩的我們很難以想
像及體會早年的前輩先進們如何化理念為行動，如何在荒地起黌宮，又如何
克勤克儉、慘澹經營，才會有今日淡江大學之規模。
　回顧這60年來，1950、60年代的台灣是農業立國、緩慢變遷的，可是淡江
的先聖先賢卻早就以弘揚私人興學的教育理念，而在五虎崗的荒煙漫草中建
校。半個世紀以來，台灣急劇變遷的衝擊使得淡江更煉就以「未來」為導向
的自我蛻變潛能。以樸實剛毅的精神帶領著淡江人成長與突破；用「三化政
策」的驅動力，開啟「新曲線」的高峰，遍佈社會各界的22萬校友傑出表現
更讓我們感到十分光榮。我們堅信，在大學這個形塑個人核心價值的階段，
淡江人在自由、開放、多元與包容的氛圍洗禮下，身上必定具有共同的特
質，是大家能融入社會、表現傑出的重要元素！回看70、80年代國際間稱誇
的台灣奇蹟，淡江培育人才的力量應是功不可沒。
　我在2004年開始接任校長的職務，有幸與大家共同參與林美山的開墾。在
興建與擘劃蘭陽校園的過程中，彷彿重回到開鑿克難坡的歷史原點，經歷
父祖前賢們當年披荊斬棘的艱辛。2005年，蘭陽校園正式招生，淡江邁向第

四波的發展。記得在雪山隧道通車的那一天，我隨創辦人到蘭陽校園視察興
建工程，遠眺龜山島、俯瞰蘭陽平原，我看到創辦人的眼波裡流露出希望的
光，這是他一生的夢想---在宜蘭興建一所大學，回饋鄉親，作育子弟，卻
也是為淡江的生命延展另一個開新啟運的延續。60年來，淡江把實體校園擴
張到無遠弗屆的網路雲端，更把教育的命脈從瀛島西北隅的五虎崗伸展到東
北角的林美山，綿延了一條最美的生命線，勾勒出一道最精彩的虹。
　在這一甲子的歲月裡，淡江在台灣的大學教育史上，見證了早年台灣私人
興學創辦高校的艱辛，卻也展現了活力，化育了無數的青青子衿成為社會的
菁英，更得到各方的肯定，在淡江品質屋裡點點滴滴的人、事、物都是值得
每一位「淡江人」引以為豪的心血與成就。走過了60年再出發，展望未來，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高等教育競爭的白熱化，寄語全體淡江人應居安思危，
整個行政團隊仍須整裝以待，好好的規劃未來如何提升本校畢業生的競爭力
以及學校的永續經營。我們仍將踏著前輩鋪成的康莊大道繼續邁進，培育每
一個淡江學子成為兼具心靈卓越的人才，以菁英之姿開創更美好的未來，如
鷹揚展翅般翱翔萬里，將視野擴大到國際，開創淡江的新紀元。殷殷期許下
一個60年的淡江能夠更綻放光芒，萬古長新！

虎崗蘭陽的波段影
祝淡江60

像-

樂快日生慶週年校
校長 張家宜

創辦人 張建邦

年十六江淡愛我

名古屋產業大學教授 林敬三 台灣大學教授兼系主任 朱則剛

　對於獲得金鷹獎殊榮，朱則剛謙虛地說：「受之有愧」。他表示，所做的努
力，能夠回饋社會、受到母校的肯定，感到非常高興。藉此機會，朱則剛給
學弟妹一些建議和鼓勵：「也許有些人到淡江來念書是非計畫中的計畫，但是
能成為淡江的一分子，是多麼幸運的一件事！」他說：「淡江在設施及資源方
面，遠遠比有些公立學校還要豐富、進步；以教室e化來說，淡江比許多的公
立學校早約五年完成，所以身為淡江人的我們應該感到慶幸，慶幸自己能在這
樣好的環境下學習，學弟妹應該好好把握在淡江學習的時光；或許未來的目標
會改變，一旦掌握了方向，就應加緊充實自己，好好為未來努力。」

帶頭改革 引導專精學習

培育淡江菁英
勇‧闖‧東‧瀛   成就自我與母校榮譽

　【記者莊旻嬑專訪】渾厚、溫暖的聲音
透過話筒傳來，我們之間的距離一瞬間拉
近，對話就從這帶著安定人心的聲音開
始。對於獲得第24屆「淡江菁 英 」
金鷹獎，陳坤盛謙虛地 說 ：
「很開心也很榮幸 得
到這個獎，我 會
鞭 策 自 己

做
得

更好，才能配得
上這個獎。」

　民國79年自管理學院統
計系畢業的陳坤盛，現任國立

勤益科技大學校長。他回想對淡
江的記憶，如數家珍地表示，淡
江很美、校風自由、學生都過得
很快樂、學校處理事情很有效
率，且在暑假的時候都會對大樓
做一些整修，對於電腦選擇集中
化管理……。他認真地說：「這
些事情對我經營學校有一定的衝
擊，也是我學習的對象。」 
　陳坤盛任職勤益校長多年，其
治理學校及治學能力備受肯定，
在校長任職期間致力於推動勤益
六星級教學卓越計畫：建構互動

式 數 位 學

習環境、發展跨領域重點特色學程等。除
提升教學品質，引領學生主動學習之外，
陳坤盛也不忘督促自己，孜孜於學問研
究，其學術論文著作豐沛，更屢獲國際發
明展大獎。
　回想成長過程，出身於農家子弟又是家
中獨子的陳坤盛，每天都須幫忙父母下田
耕作，樂觀的他說：「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是每天生活的寫照，那個年代的小孩下
田幫忙是很常見的事。」陳坤盛表示，遇
到最大的不順遂是考了三次大學，除了從
小養成的吃苦精神，讓他度過一次又一次
的考驗，父母無條件的愛與關懷，更支持
著他繼續努力，不放棄；並讓他體會到：
「眼前的得失成敗是一時的，重要的是人
生長遠的發展」。
　也因為自己的切身體會，陳坤盛在教學
的路上特別能以同理心對待學生，他表
示，老師對學生要適時給予鼓勵，假使有
成績較差的同學，可請功課較好的學生輔
導他，要讓學生感受到老師的關心，才有
動力繼續努力，不放棄！「這是父母給我
最大的影響。」當遇到挫折的時候，陳坤
盛都告訴自己：「再試一次！」當作還有
機會般努力不懈，堅持到底。
　此外，陳坤盛也曾要求兒子下田拔花
生，希望兒子從單調的務農工作培養肯吃
苦的精神。所以他就任校長後不僅將勞作

教育轉型為服務教育，還加入到校外
社服機構擔任

志工的機制，他深信勞動工作有助於培養
責任心及吃苦耐勞的精神，他認為這是現
代年輕人所欠缺的。他建議學弟妹，培養
毅力可以從做家事開始，在失敗的過程，
訓練以意志力克服困難，只要能在失敗中
持續不放棄，就能累積一次經驗；或試著
當國際或偏遠地區的志工，藉由幫助小
孩，學習對別人付出愛與關懷。
　陳坤盛從小立志念博士，他說：「提早
訂定目標很重要！從念大學開始就要抓對
方向充實自己，未來的職場在哪裡？將來
要走哪條路？需要具備哪些知識？再針對
所需的知識規劃課程。」此外，求學過程
中，研究、撰寫學術論文很重要，也是很
多大學生的難題，他說：「要多研讀學術
期刊。」光有口才、文筆是不夠的，要先
有內功，就必須從大學基本課程下功夫；
有了基礎後多閱讀、多思考，然後深入探
討、理解，當內功變扎實了，一篇好論文
自然信手拈來。
　從講師到系主任再到校長，陳坤盛在教
職的路上一步一腳印，他說：「當校長並
非為了頭銜，是為了責任和榮譽。」就像
角色扮演一樣，在什麼樣的職位就扮演好
什麼角色，再怎麼辛苦，也要扎實地完
成。他覺得，這是個體驗人生的機會，要
把握每一個階段並將其做好，就算前方遇
到再大的困難或者是各方的責難，都要告
訴自己：「要有堅定的意志，才會有無比
的力量。」他笑著說這是他的口頭禪，他

將會保持意志，堅持到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校長 陳坤盛

一步一腳印 打造六星級卓越校務

本 校 第 2 4 屆 金 鷹 獎 得
主、電算系校友林敬三
（ 左 ） 、 夫 人 朱 慧 珠
（右）及其掌上明珠全

家福，（圖／林敬
三提供）

淡江菁英 第24屆金鷹獎專訪

帶頭改革 引導專精學習

　
　　　【記者梁凱雯專訪】畢業於本校建築系的許
勝傑，在臉上絲毫看不出歲月的痕跡，讓人不禁想
一探他保養的秘訣，「從事社會服務工作，就是我
最棒的保養品！」而他親切、和藹的態度，彷彿也
將他上了柔焦，不用修圖軟體，也能隨時保有最好
的一面。
　許勝傑從小便耳濡目染，看著父親許潮英身體力
行協助社會，自然也以父親為榜樣。他曾擔任國際
扶輪社桃竹苗區2003至2004年的總監，也曾任桃園

縣生命線協會理事長，許勝傑帶領扶輪社參與社會
服務工作不只深耕於國內，也觸及到國外，像是水
資源的衛生問題，與菲律賓的扶輪社社友合作，設

立水塔、化糞池等措施，減少傳染病的孳生等。
　因為高中時代曾經有大學教授來作各行各業

的經驗分享，也因此更篤定許勝傑想就讀
建築系的想法，「因為受到高中這段

經驗的受惠，也想讓高中生提早
認識各方職業。」在擔任扶

輪社社長這段期間，在桃
園地區的武陵高中，

針對高二及高三的學
生，按照不同的行業
開設職業講座，「不

管學生想要了解生命科
學，或是導演、作家，都盡量

符合他們的需求，讓他們提早為生
涯作規劃。」許勝傑也在桃園地區多所高中設立獎
學金，「設獎學金的目的不只要鼓勵學生，同時也
希望老師可以多關心學生，利用這個獎學金給予協
助。」
　就讀本校建築系期間，許勝傑就參與過大大小小
的校園活動，其中還擔任建築系系學會會長，籌辦
了第1屆建築系系展，「大學時的這段經驗學習到
要如何集合大家的力量，將活動辦起來，包括場地
的租借，還有展覽架，都是靠大家親手用釘子釘

出來的。」許勝傑以回饋母校為職志，規劃未來設
立獎學金，或舉辦演講。他回憶在淡江求學時，學
校對語言的要求及資訊方面，對許勝傑相當受用，
「開設事務所後因有大學時期的訓練，讓之後利用
電腦系統從事建築繪圖的工作更得心應手。」
　在許勝傑身邊默默支持他從事社會服務工作的
「牽手」劉靜容，也是本校英文系校友，在淡江優
美的環境下譜出了戀曲，劉靜容說：「雖然許勝傑
沒有耀眼的學歷光環，但加入扶輪社開始從事社會
工作後，變得更認真，常常需要熬夜研讀資料、進
修外語，這段經歷彷彿也讓他修習過了MBA的課
程。」劉靜容也叮嚀丈夫不要太操勞，「家永遠是
你最好的歸屬。」
　「其實我只是一個推手，最後還是要靠大家一點
一滴的幫忙才會有成果。」在社會的藝文方面，許
勝傑也親身投入，贊助藝文活動，讓一些尚未起步
的樂團可以慢慢藉由自己的力量茁壯起來，未來也
計劃贊助一些影像藝術，例如創意歌仔戲，讓本土
的表演藝術經過改良，更符合現代聽眾的口味。
　許勝傑也期許大學生，把握青春的每分每秒，好
好利用在學校的資源，創造更宏觀的未來，談到未
來的規劃，許勝傑笑彎著眼說：「當然是以持續服
務社會為主囉！」他就像一盞引領人群的明燈，點
亮社會的陰暗處，讓更多人可以投注心力，讓社會
不只有心，也多了一份情。

　【記者陳昭岑專訪】中華民國僑務委員廖聰明有
著一頭智慧的白髮、一雙炯炯有神的大眼，散發出
對於僑胞貢獻的堅定，親切的笑容，傳遞出他那慷
慨公益的精神，他不只是淡江大學的傑出校友，更
是僑胞眼中的優秀人才。
　出身於台北縣的他自小家境並不富裕，好學的廖
聰明便從初中就開始半工半讀，並勤奮用功，在就
學期間多次獲得優秀學生獎，這份艱辛造就他個性
中堅毅的韌性，他從本校國貿系夜間部第一屆畢業
後，就進入財政部工作，他表示，當時台灣相關法
令與美國的數量有很大的落差，因他熟悉稅法，在
擔任此職位時就為財政部解釋大量的相關法令，相
當出色，更獲得「中華民國財政部第一屆財稅金融
優秀人員獎」。
　問到當初為何會出國？廖聰明笑著開玩笑表示：
「我是被我老婆騙去的！」在親朋好友的鼓吹之
下，廖聰明毅然決然放棄在台灣優渥的職位，陪著
具護理背景的另一半到美國。而回想剛到美國的生
活，廖聰明說：「非常辛苦，要放下身段，重新來
過。」他重拾大學所學，轉回國際貿易的軌道上，
但國際貿易的確存在許多不確定性，1989年他轉戰
旅館業，他表示：「賺錢沒有什麼，最開心的是教
別人賺錢」他運用專業，搭配上熱心公益的天性，
在當地幫助許多同業華人賺錢，並為他們解決許多
疑難。
　不管是國際貿易，或者是旅館業，這對他來說都
只是「事業」，一直以來，廖聰明參與許多的公益
活動與社團，擁有極大號召力與組織力的他，於僑
社協助指點許多僑胞校友投資事業，對於提攜後輩
不遺餘力，漸漸成為僑胞界中的領袖角色，進而
獲聘為僑務委員，其位階等同於各部會首長之特任

官 ， 可 說 是 海 外同胞最高的
榮譽職，成為 僑胞與台灣
政府間重要的 橋 梁 。 廖
聰 明 委 員 不 但 能 寫 、
能 說 、 也 能 做 ， 除 了
參與許多社團 及 協 會 ，

也在「世
界

日報」、「台灣時報」，以及僑委會「宏觀報」撰
文投稿，藉由文字對全世界的僑胞發聲，「僑胞都
會開玩笑稱我的職業是『會長』」，來自各方的獎
狀及感謝狀不勝枚舉。
　「幫助華人進入美國主流社會」是廖聰明的重要
理念，他時常參加美國參、眾議員選舉餐會，藉以
反應國情與僑務，近期籌辦「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
南加州僑界慶祝活動」，邀請多位旅美藝人及社團
進行聯合大公演，以凝聚僑胞，增進僑胞福祉。儘
管長年旅居美國，廖聰明也從不忘本，每年都會回
台3、4次看看老朋友，並曾於921地震、八八水災時
在美國募款賑災。他的無黨無派使他具有各方強大
的動員力，曾發起「千人餐會，百萬捐款」而成立

台灣會館，他以實際行動號召大家共襄盛舉，
先捐第一筆款項。

廖聰明在任校友會理事時為學校出
錢出力，積極參與校友各項

活動與贊助款項，對其它校
友會也一視同仁，經常參與
活動並慷慨解囊，獲得金鷹
獎，他表示：「除了感到開
心與光榮，也感謝學校從那
麼多校友當中選到我，給我
這樣的獎項，我想，不管是
出錢或出力，現在很想知道
如何回饋母校更多。」道出
了優秀校友不只有優秀的經
歷與人生，更擁有一顆優秀
的心。

性格堅毅　熱心僑務戮力貢獻公益

　【記者王育瑄整理報導】本校國貿系（現為
國企系）畢業的傑出校友、永光集團創辦人陳
定川，創立永光化學公司成為國內染料市場的龍
頭企業，為全世界前五大染料廠之一。永光集團
從1972年創立以來，成功跨足特用化學品、電子
化學品等高科技產業，近期還朝向醫藥原料藥、
藥妝保養品發展，該企業獲得多項國家級大獎包
括：2004年經濟部「卓越企業公民貢獻獎」、第2
屆化學科技產業菁英獎－卓越研究獎、2008獲得
台灣化學科技產業菁英獎、2009年更榮獲經濟部
工業局頒發安衛楷模獎，同時，連續4年獲得「天
下雜誌」天下企業公民獎的肯定。
　陳定川勇於接受挑戰的堅毅性格，帶領永光進
入高科技的新天地。他相當重視人才的延攬，曾
表示，自己雖然沒有化工背景，但從事化學產業
半世紀，他信任在專業領域上的人才，並表示，
光是永光企業的顧問，國內外就有25位，在幾十
年前的台灣社會，當其他企業還不需要這麼多優
秀人才的時候，陳定川請來博碩士生約兩百人，
進行研究工作，也無怪乎永光一年之中就能開發
出91項產品，研發速度令人咋舌！本校國企系系
主任賈昭男就難掩欽佩之意地評價說，「陳董事
長學國貿，但卻可以在高科技產業開發出十分先
進的產品，真令人佩服不已！」
　除此之外，陳定川也相當重視文教事業的發
展，他表示，孩子們還小的時候，家在板橋，那
時將孩子送去埔墘國小唸書時，校長為了能夠讓
孩子們有更好的設備接受教育，向家長會提出了
20項建設，花費最多的莫過於科學教室的2萬元，
當時擔任家長會長的陳定川毫不猶豫地認下了這
筆款項，鼓勵其他家長一起響應，不出一個月的
時間，這20項所需的經費便募集完成，讓埔墘國
小連續好幾年得到評鑑績優。
　陳定川對母校的貢獻更是不遺餘力，在本月5日
由商學院舉辦的「陳定川系友國際企業產學菁英
講座」，其中邀請5位來自產業界、3位來自學界
的菁英蒞校分享工作點滴，這些人都是由陳定川
全力支援及安排。陳定川事業有成，有感於倫理
對於家庭、企業各方面的重要，因此首先提出了
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研究的計畫，原本是基督精
神為中心的禧年經濟倫理文教基金會在執行，現

在
則將計畫擴大到學術方面，並由本校商學院藉
產學合作計劃－經濟倫理學術與實務產學合作研
究案，商學院院長胡宜仁表示：「這個計畫大致
分為國內外相關文獻整理、撰寫暨舉辦國內大型
研討會、開設商學院共同科目讓教師將研究成果
透過課程分享給同學等，希望未來同學不僅是因
抗壓力強、團隊合作佳等因素獲企業私校最愛第
一，更具備完備的人格及倫理觀念。」陳定川也
期許讓經濟倫理成為淡江的文化，讓大家一提到
經濟倫理就能聯想到淡江，這樣的用心與決心，
從他1次給予母校2年合作計劃經費300萬元即可看
出。
　陳定川公私分明，他從不將公司的情緒帶回家
中，從過去樸實的五口一家到現在三代17口，全
家展現出和樂融融的氣氛。尤其，陳定川與妻子

吳麗姬夫妻倆鶼鰈情深，即使公司週轉有困難，
陳定川口中不說，妻子也能從他臉上認出不自然
來，雖然張羅家中事，卻也天天為丈夫祈禱，期
望他在外打拼能夠事事順利，而從事護理的她更
貼心照顧陳定川的父親，為他打理許多事情，讓
陳定川無後顧之憂，感動不已。這樣全心意在回
饋母校，樂善好施的陳定川，更難能可貴的是，
陳定川夫妻堅持要過著儉樸的生活，曾參加陳定
川新書發表會《往高處行》的國企系系主任賈昭
男表示，待人寬厚又柔和的陳定川，內心有堅定
的信念和信心，十分堅持自己的正派之道，認為
該做的無論如何都會做到，虔誠的信仰基督，讓
他有著全能的上帝在引導著。而不該做的就絕不
去碰它，這樣的精神，從他的事蹟當中便能一一
印證。

樸實剛毅  敬業樂群為母校獻力

以公益為職志 回饋社會不遺餘力

許勝傑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許勝傑

台灣永光化學榮譽董事長 陳定川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 廖聰明

（圖／陳坤盛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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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陳昭岑）

（攝影／黃立欣）

（圖／永光化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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