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感謝系友響應本報上期「傑出導師獎」推薦活動。雖然結果要到11月才公
布，但這段期間內，有二位系友來信娓娓道出珍藏在心中的回憶，經其同意，
轉刊全文。本報屬於工科(核工)系所每一位學生的園地，歡迎投稿一起聊天。

提名白寶實老師和江祥輝老師－原科院的「傑出導師」獎
核工1985華班洪榮隆

提名白老師和江老師，因為兩位老師和曾德霖老師三位是筆者非常敬仰，
深深感到永生難忘的恩師（曾老師已退休，年事已高，身體狀況大不如年輕之
矍鑠，雖然不在提名名單上，但筆者在此致上最高敬意）。

關於白老師：
筆者讀清華時，白老師剛學成回母校不久，主要教授流體、熱力等有關之

科目。白老師誠懇，有耐心，上課非常認真，課材難易適中。同學有發問，白
老師不厭其煩，清楚回答。白老師給同學的作業不太重也不太輕，均能針對教
學的重點。老師不太會把太多同學死當或活當，也沒有給太多同學高分成績，
感覺不是「非常補」的老師，也非「大刀」。老師總是用正面態度開導同學，
從沒用尖酸刻薄字眼，白老師深受大多同學尊重與敬愛。

關於江老師：
江老師上課總是認真用心，從沒見老師遲到早退。老師上課時雖不是口沫

橫飛，滿堂喝采，但句句重點，字字用心。老師很少教訓同學，很少講大道
理，但他以身作則，敬業、專業、用心和付出，深深感動同學。老師另一啟發
就是客觀的態度，理智地分辨，虛心的學習。對同學發表的意見，老師很少反
駁，雖然很多不同意見，老師沒有深入為主「下結論」，反而導引同學深思不
同出處的長短，體會深奧之處。

筆者已住在美國21年，兩位恩師服務清華加
起來可能超過55年，筆者在清華讀了4年半，深
受多位恩師栽培，指正和鼓勵。筆者不知兩位恩
師能否當選，但是筆者敬祝所有清華核工系和
原科院的老師身體健壯、日久彌新。

洪榮隆 J. David Hung  敬書 9/28/09



洪隆榮：

I completed study in Tsing Hua in 4.5 years and began to serve the Marine Corp 3/1986. Yen-
Pin and I married in the new building of Nuclear Engineering 7/4/1987. (I learned that people 
called this old building now)

After working as dealer of SAAB auto for 6 month in Tainan, I came to US in 8/1988 to study 
Medical Physics in the department of nuclear Engineering in University of Missouri-Columbia.

In fall of 1990 my study was almost finished, our 
money ran out and Yen-pin was pregnant. I was 
not able to find a job as junior Physicist in US 
and was planning to come home to Taiwan to 
have the baby born--- then Dr. Chui, Chen-Shou
(NE69 徐椿壽 ) in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offered me a job as junior physicist. 
I learn a lot from Dr. Chui. I stayed in New York 
from 10/1990 to 6/1993.

We moved to Lafayette Indiana 6/1993 and I 
was the only medical physicist in Lafayette. In 
5/1998 we moved to Florida and have lived in 
Florida till now.

We have 2 sons: Kevin was born in New York, he 
is 18 and he went to University of Florida 
8/2009. He play piano, violin and guitar. Jeffrey 
was born in Lafayette he is 13. 

We took our sons to come see TsingHua this years. It was so good to see the campus--the trees 
grow taller like a forest, a lot of new tall buildings and many teachers and classmates (we have 3 
NE85s work here: Dr. Peir 裴敬哲, Dr. Hsu 許文勝 and Dr. Yu, Shih-Ti 余士迪) 
teaching/working in this beautiful campus-- we see joy, we see hope and we see great hard work 
here.

We live in Jacksonville FL, we go to church every week and if there are any Tsing Hua
teachers/Alumnus who come to FL, please come to visit us, we have a room for you to stay. I will 
be grad to be your tour guide in Florida.

Jeffrey, David, Yenpin, Kevin and Kimberly
(Kevin's girlfriend)



原子科學院傑出導師獎推薦信
00級系友 張俊霖 學號u850157, g893116

適逢「教師佳節」，收到系友會所舉辦「傑出導師獎」推薦作業的通知。
腦海中馬上浮現「林強」教授的名字。多虧當時林強導師的「當頭棒喝」，才
讓我在大二時開始好好思考自己的人生規劃，開啟了至今的人生。

時間回到剛從建中畢業的我，剛搬到新竹來念書，還沉浸在擺脫大學聯

考的喜悅中，對未來感到不知所措，只想什麼事都不做，擺脫書本、逃離父母

突然間電話響了，媽媽來自台北的問候，語氣中帶著無奈與焦慮：「你們
教授打電話來，勸你去辦休學，想清楚了再考慮要不要回來念，你在新竹是怎
麼搞得，弄成這樣。」聽媽媽說，爸爸不服氣，從小到大成績頂尖的我怎麼去
了新竹一二年就變了樣，還跟教授吵了幾句，怪他們沒把我教好。後來林強導
師主動約我見面，印象中態度嚴厲地告訴我在大學求學的價值與意義，不要再
渾渾沌沌地過日子了，也勸我退出籃球校隊，先以課業為重。那時我的心情寫
照是成績不佳的學生總像過街老鼠般，到哪都人人喊打，自我否定的多，以往
的信心也漸漸失去。我記得我告訴老師與自己，我再也不要被當了! 而且我要
把學分都補回來準時四年畢業，不然跟重考有甚麼兩樣。

的管教；那是一段充滿BBS、網路
遊戲、麻將、撞球、籃球、社
團、翹課不寫作業與日正當中才
起床的青春歡樂時光。很快地，
大一上的成績單寄回家裡，我主
科三連當只差2學分就要被21退
學，有過的也多是低空飛過。但
我似乎沒想過「21退學」的後果
有多嚴重。大二上的成績又是主
科三連當，又是只差2學分就要被
21退學；但這次真的嚇到了，猶
記得那次有5~10位同學被退學得
重考或去當兵，我的室友們也在
其中，看著他們落寞地收拾行李
離校的情景，我在想要不是「經
濟學原理」正好60分低空飛過，
連我也得搬了! 我離開了要去那
裡? 能作甚麼?

俊霖及女友攝影於林強老師的母校 UC Berkeley 



後來我發現其實林強導師是標準的「刀子口，豆腐心」，隨著我的求學態度
越來越積極，他也很有耐心地指導我選課事宜與關心我在清華的生活情況，協助
我有計畫地把被當的科目一一補回，並定期地與我父母電話往來，討論我的學習
情況。漸漸地，我的大學生活開始變得忙碌而充實，生活作息正常，也不再翹課
與缺交作業，新室友陳彥羽也給我許多課業上的幫助，他後來還是全系第一名畢
業；但說實話，我還是沒有花很多時間在課業上，我開始談戀愛，開始打工賺錢
接觸社會生活，開始習慣有行程表紀錄早中晚的待作事項，我忙得沒時間念書。

但奇怪得是我的成績開始扶搖直上，大三之後我再也沒被當過，且學期平均
從先前的60分上下，到大三超過70分，到大四超過80分。大學畢業時，非但沒有
延畢，還拿了173學分，遠超過畢業規定的128學分；大四專題研究拿到全國工程
論文比賽佳作。耶誕前夕，當我被學校通知可直升研究所時，我的內心百感交
集。當年加上插大生00級近90人，但應屆畢業的卻只有一半左右，可見工科系在
教學把關上絕不放水的傳統。

之後在電漿物理組順利地拿到碩士文憑與預官資格，選擇國防訓儲並在中央
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從事雷射電漿物理學的研究四年，發表數篇期刊論
文。役畢後目前在台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就讀博士班，從事高功率光纖雷射
與放大器及其應用之研究至今，我已找到了人生方向與奮鬥目標，現在一天到晚
抱怨時間不夠用。現在父母親偶爾還會提起林強教授，謝謝當初他對我的用心。

我認為我的轉變開始於「想認真地渡過每一天，珍惜每一次表現的機會」，
「林強」導師先是激發了我認真的態度，再持續關心作為我在異地求學上的精神
支柱，然後使初期課業不佳的我，特別珍惜別人願意相信我能力，讓我表現的機
會。

總而言之，六年清華工科歲月，前三年「林強」導師啟發我認真紮實地渡過
每一天，後三年「柳克強」指導教授引導我進入學術研究的天地，但由於這是推
薦「最佳導師」，故我在這裡向學弟妹們鄭重推薦「林強」導師! 也希望我的故
事能對後人有所啟發，特別是正處於21邊緣、尋求延畢且對未來感到不知所措的
學弟妹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