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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發義與社會關懷活動的推手

安通太學2004 年

傑由校友借獎人一躍達賢

陳彥佑採訪撰文

科技界大老張忠謀先生曾說過: I每個人都將自己幸福的圈圈留一個缺口，就

可以讓幸福流向他人。」的確，雖然台灣已高度發展，人民生活富裕，但社會

上仍存在許多弱勢族群等待有心人士的協助。今年交大傑出校友得獎人也是工

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辦公室主任羅達賢，除了協助推動多項科技產業政策外，更

不忘實踐對人文的關懷，協助規劃並推動各項社會公益活動，將愛傳出去。

Yes , We Are the NCTU Fami ly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辦公室主任羅達賢於民國六十一年進入交通大學電子工
程學系就讀， I交大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很密切，大家一起譚書、踢足球、打籃

球、下圍棋，尤其學生間很像一個family , J 他說。大學畢業之後，羅達賢進

入美商德州儀器任職，隨之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進工研院電于所服務。

羅達賢因工作表現優異，特別是擅長溝通與資源整合能力，因此，成為工

研院歷年來最年輕的企劃處長，參與規劃及推動多項國家級科技研發計畫，也

獲得相當亮麗的成績。但他不以此自滿，更在民國八十八年報考母校交大科技

管理研究所博士班;當時他擊敗六十名對手，再次以第一名佳績為母校所錄

取。忙碌的工作之餘，羅達賢除了持續推動公益活動，還要兼顧繁重的課業，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他不懈的努力之下，於去年獲取交大科管所博士學位 o

羅達賢對交大家族精神感受最深刻，因在他大二擔任彰友會會長時，親身

體會宏著董事長施振榮學長對學弟妹慷慨之義舉。由於當時的環境，同學家境

多半不富裕，因此常為聯誼活動之經費煩惱。羅達賢當時聽聞交大人向來具有

互助之精神，並得知施振榮學長常回校打主王其球，因此便鼓起勇氣寫信邀請大

他八屆的施學長參加他所舉辦之冬至湯圓大會。幾天後，他得到施學長的親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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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羅達賢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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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信，並且附上兩百元作為活動經

費。「施學長已經畢業好幾年了，

但是卻仍對學弟妹照顧布加，那種

感受很特別，真的很感動， J 羅達

賢回憶道，也因此他更能體會交大

校訓「飲水思源」之精神 O

今日雖由於學校規模日益擴

大，同學問情誼似乎較以往淡薄，

但羅達賢仍期望學弟妹不僅在校，

甚至在 tH社會工作後，能夠互相交

流合作，繼續發揮 NCTU Family 的

精神 o 他於交大科管所畢業後，成

立「交大科管所友會 J '並擔任第

A屆會長職務，便是希望能夠重構

過去同學問合作、相互扶持的關

係，為 NCTU Family 再添一磚一

瓦。

促進科技人參與公益，使

竹科與社區共榮雙贏

「早期新竹科學園區的設立，

;性未獲得新竹地居民的肯定， J 羅達賢表示。主要原因在於竹科設立之初，很

多員工皆是外縣市到新竹來上班，設籍於新竹的較少，後來快速成長時，亦多

數在外縣市消費 O 因此地方居民認為竹科的設立，僅僅帶來擁擠的人群、混亂

的交通，卻未有效帶動新竹地方的繁榮與發展，加以園區內、外建設程度相差

甚遠，使得竹科成為地方人士眼中「只會拉屎的雞」

「事實上，竹科人因為工作而長年居住於新竹，早已認定自身為新竹人了，

像聯電執行長宣明智學長就表示科技人是非常關心地方發展的， J 羅達賢解

釋。有鑑於民眾對竹科的誤解，他便建議竹科廠商從事推廣公益活動，拉近竹

科與民眾間的距離，達到雙方共存共榮的目標。

羅達賢在新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理事長任內，即接受新竹地檢署陳聰明檢

察長及宣明智學長的請託，參與規劃成立向陽基金會，以企業界力量協助少年

受刑人重返社會。羅達賢表示: I少年受刑人重返社會初期，既沒能力也沒機

會，不容易找到工作。於是我們成立『向陽電腦工作室J] ，目標即在協助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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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羅達賢學長(前排石四)當選為第一屆科管所所友會會長 照片提供/羅達賢學長

受刑人跨出第一步，習得一技之長，獨立生活，不再淪落黑暗角落而重回監

獄。」他曾對受刑人說: r希望不要在監獄裡看到你第二次， J 經過他與企業

界人士的努力與推動，已有許多少年受刑人受其感召而奮力向前、重獲新生。

但在推廣公益活動過程中，羅達賢亦飽嚐社會冷暖。「做愛心活動是很理

想的，但是做到有些朋友不理我、同學不理我，就真的很痛苦， J 他感慨說

道。例如民國八十五年他推動「許願郵寄，愛心傳遞」關懷兒童公益活動，但

後來卻因為金額認定、資格認定、及合作廠商之認知差距，使得實際所需費用

與預估金額相差 170 萬元左右多因此迫使他必須再向外界募款，也成為部份朋

友及同學問躲避的對象。所幸最後在宣明智學長的協助下安然渡過該次危機，

但這也使他重新思考推動公益活動的方式與技巧，並奠定他成為集合愛心小天

王的基礎。

此外，羅達賢也特別分享推動公益活動過程中感動之處。民國八十五年他

推動「千禧年/科技/人文網設計比賽 J '為七個身心障礙團體設計專屬網

頁。一名當時為實驗中學三年級學生在參與比賽的過程中，體會到弱勢團體發

展之艱辛，因此將所得之五千元獎金再捐贈給其所負責設計網頁的團體，並表

示願意擔任該弱勢體的長期義工。「我聽到這個消息時，真的非常感動， J 他

會心一笑。其實愛心不分年齡、性別、職業，只要跨出第一步，小愛心也會有

大效用。在他與竹科專業經理人多年的奔走與努力之下，協助竹科逐漸轉變過

去形象，一掃「只會拉屎的雞」的惡名，而獲得居民認同，並且進而與新竹共

存共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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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達賢表示，工研院是以科技研發為主的非營利組織，其目的在於帶動我

國的產業發展，是一種以「利他」的精神來從事研發工作，而交大校訂II I飲水

思源」又已成為交大人的重要特質。或許就在「利他」及「飲水思源」兩種文

化的雙重影響下，使他能夠秉持「飲水思源」的精神，以義工方式，不斷地從

事「利他」的公益活動，即使面對無情挫折，仍始終如一，實現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最後回饋於社會的抱負。

薪傳「思源 J '世代交替

羅達賢目前擔任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執行長兼任董事，他提到思源基

金會成立主要目標為結合產官學界之力量，促進國內產業升級、協助交大成為

在科技應用與科技管理具世界地位之大學 O 因此，思源某金會所負責之業務，

一方面創造出兼容並蓄的學校環境與風氣;另一方面，協助學校學術發展 O

「日前思源的業務推動，都已經獲得實個之效益， J 羅達賢表示。

「交大發表於 IEEE 、 SCI 、 SSCI 的期刊論文很多，其中思源基金會亦參與

不少 o J 過去思源基金會與聯電每年共捐贈兩百五十萬元供學校老師出席國際

學術會議，藉以協助進行資訊交流、累積研究資源。透過「思源基金會補助出

國參與學術研討會的老師每年約數十位，其中每年約可增加 20 多篇文章投稿至

A 獲取交大科管所博士學位的羅達賢學長與家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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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提供/羅達賢學長

IEEE 、 SCI 、 SSCI 相關期刊，十年下來就可以累積 200-300 篇期刊論文，這是

很值得且對學校有顯著的貢獻， J 他肯定的說。

A 羅達賢學長全家福

然而近幾年來國內銀行利率下降，成為思源基金會發展之主要瓶頸，因此

勢必進行策略轉型。「由於交大教授的研究能力強，比較容易獲得國科會的研

究補助，且其金額亦較大，後來思源對學校研究發展的補助就取消了，轉而補

助藝文活動，像是荷花節、畫展、美術展等， J 羅達賢表示: I錢必須用在刀

口上，來協助交大獲得更好的發展。」另外，思源基金會每年也定期舉辦或協

辦科技、管理、人文相關講座，以及藝文展覽，目的在於創造多元文化的校園

氣息。

「過去是大陸交大畢業的老學長們以及五十幾級畢業的學長為思源服務，現

在輪到我們六十幾級的，未來將延攬七十幾級學弟妹進入思源。 J 目的在於傳

承「飲水思源」之精神，薪火相傳，持續實踐思源基金會之創設宗旨。

未來，思源基金會除了持續推動現有活動，羅達賢亦提出與學校合作之期

望，他表示思源基金會的主要目的是協助學校發展， I因為學校研發常走在技

術發展前端，常是有學術研究後，才有產業的發展，所以希望若學校有重大改

變、新的發展領域、或新的課程，多提供相關訊息給思源基金會，讓思源能夠

參與協助學校的發展， J 羅達賢道出他殷切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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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得取平衡，授權與向理心，事事 easy go

由於羅達賢身兼數個單位要職，平時公務繁忙，如何I面面俱到而使所承擔

之業務順利推展，他有著獨到的見解。「每個人一天都只有24 個小時，面對很

多事情時就必須要選擇，並且取得自己的平衡，J 他說。每個人能力有限，無

法承擔所有事情，因此必須能夠體悟「捨」與「得J 的道理，凡事有拾必有得，

當考量所有現實情境後，做出最佳選擇方案便成為主要步驟;其後再依個別情

境設立目標與自我價值評判標準，決定工作要做到什麼程度。I對於決定要做

的事情，我個人傾向面面俱到，選擇最佳的組合狀態，J 他進一步表示: I如

何取捨及設立自我價值判斷標準的過程，就是取得自己平衡的實踐。」

面對繁瑣的工作，他認為「充分授權」及「培養後進」是事半功倍的法寶。

「充分授權」意味必須能夠完全信任部屬，並給予犯錯的機會，主管僅須掌握大

方向而從事更前瞻之工作。另一方面， I不要怕給年輕人機會，讓他們有機會

能夠站在我們的角度思考，這樣他們會學習得更快、更好，J 他語氣堅定的表

示。另外，他也鼓勵年輕人能夠主動爭取表現機會，平時培養實力，等待適當

的時機盡情發揮。

深受孔子儒家精神之感召，羅達賢行事中庸、待人秉持「忠恕j 之道，個

性圓融，而深受長官肯定、部屬的信服。他認為「忠」就是忠於自己、忠於社

會、忠於國家，凡事心中自有-把尺，取得待人處事的平衡a I 恕」就是「凡

事站在別人的立場來看，以同理心處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如此便可以解決

很多問題，你就會變成最好的溝通者。」的確，每個人每天都必須扮演許多不

同角色，是長官、是部屬、是父母、或是子女，因此不能以僵化的標準對待所

有人事物，必須能夠因時、因地、因人而制宜，I只要秉持以站在他人立場協

助思考、不走極端的精神，便能適應瞬息萬變的世界a J

在推展工研院業務，進行國內、外科技研發資源整合工作時，更因為他圓

融的作事方法、行事哲學與態度、及溝通能力，凡事到他身上便能“ easy

go" ，使他獲得各界賞識與肯定，並成為整合國內科技資源運用及研發、串聯

科技界大老的第一人選，成為台灣科技發展史上重要的幕後推手。

遠景、腳踏實地、忠、恕，邁向成功之路

世界上唯一不變的就是「變J '唯有「變」才能帶來新技術與新領域的發

展，這是羅達賢工作多年來的心得與體認。雖然「變」為許多事情帶來不確定

性，但「變」相對而言代表新機會的開展。世界不停地轉動，凡事不能墨守成

規，必須不斷追求創新與進步，才能因應競爭激烈的環境。他鼓勵學弟妹，

「不要害怕改變，主動求新求變，變也就是年輕人的機會。」另外，亦應秉持

交大友聲40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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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報

「活到老學到

老的精神」他

提醒，才不

至被社會淘

汰。

章雜誌已報

導過羅達賢

之成就，他

認為「有願景

(vision) J

「腳踏實

地」、及「忠

恕」是成功人

的三項特 A 一家人造訪尼加拉大瀑布

點。「眼光放

遠、腳踏實地、為人忠恕、為物科學，以 vision 指導發展方向， J 他補充說

明。

「有願景，就是要比別人看的遠， J 站在至高點看事情、進行通盤的規畫。。

宣明智先生便曾讚許他， I當課長時已有經理的視野、當經理時已有處長的視

野。」因此，羅達賢曾於民國八十年獲選為中華民國傑出經理人，足見各界對

他能力之肯定。

「腳踏實地」是為成功人的第二項特質。他談到前總統嚴家注先生曾經至一

位攝影師家中參觀，該攝影師展示一張有二個人的照片，照片中二人面對面一

跪一坐，但卻均為同一人。照片所隱含「求人不如求己」的概念，即傳達出腳

踏實地、聚沙成塔的精神。羅達賢認為「行事穩紮穩打，非常符合交大人之特

質。」凡事尋求正確的做事方法、由小處著手以奠定個人厚實基礎並戮力而

為，將能成就不平凡。最後，他再次強調「忠恕」之重要性，行事不偏不倚、

秉持中庸之道、盡忠職守，凡事儘量為他人設身處地著想，使溝通順暢、業務

順利推動，貝fj成功便屬於您了。

後記

其實，身兼數單位要職的羅達賢，常常必須在工作與家庭間取得平衡。

「我與太太問具有一定的默契。」他一語道出與夫人彼此支持的心意，也嗅出鸝

August 2004157



竹湖風雲錄﹒羅達賢學長專訪

蝶之深情。在

訪談過程中，

筆者充分感受

到羅達賢為人

誠懇的一面，

尤其抱持「利

(也」精神，熱心

社會公益活

動，利用個人

人脈資源，串

連各界將愛心

傳遞到社會每

個角落。「將幸

福的圈圈留一

個缺口，讓幸
...鸝蝶情深 照片提供/羅達賢學長

褔能夠流向他

人。」而他就是位負責打開每個人幸福圈圈的“key person" ，而家人的全力支

持，或許便是他打開幸福圈圈的動力泉源。

達賢學長小檔案

歷:交通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博士

美國南加州大學企業管理碩士

交通大學電子工程系學士

職: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辦公室主任

與社團: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秘書長

財團法人交大思源基金會執行長

財團法人潘艾淵文教基金會執行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友會秘書長

交大科技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