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獎人介紹—科技類—程章林

章 林

先生
Lin Chen

59 歲（1953 年 9 月）

 學 歷：
美國史丹福大學企業管理學院 高階主管研習班結業
美國紐約科技大學高分子化學∕材料 博士∕碩士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系 學士

 曾 任：
國際顯示製程前瞻技術研討會（IDMC 2007, 2009, 2011）
大會主席、榮譽主席
Handbook of Visual Display Technology, Canopus Academic
Publishing Editor-in-Chief
台灣平面顯示器材料與元件產業協會（TDMDA）理事長
中國工程師學會新竹縣分會 理事長
美國柯達公司 研發經理∕首席技術專家∕技術長（CTO）

 現 任：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工業技術研究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 主任
台灣平面顯示器產業聯合總會 副理事長
中華民國台灣 TFT LCD 產業協會 理事
IEEE Journal of Display Technology Associate Editor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Display (SID) Long Range Planning
Committee Member

評審評語
致力於軟性主動顯示器製程技術及大面積軟性顯示電子紙之節能
連續式製程，績效卓越。另全球首度成功開發可彎折軟性彩色
AMOLED 觸控面板技術，屢獲國際科技大獎肯定。

得獎感言
我把得獎的榮耀獻給父母、家人，以及
所有海內外、不同時期在我生命裡曾經留下
軌跡的師長、朋友及同事們。今天的我是所
有你們過去的愛護、叮嚀、勸勉、關懷的累
積。我也謝謝東元獎的主辦單位及評審團對
我的肯定，得獎意味著我將比以前更謙虛、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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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稿∕特約記者郭怡君

領軍軟性顯示新世代，為台灣贏得科研奧斯卡
美國菁英界最有影響力的報紙「華爾街日
報」設置的科技創新獎（The Wa
W ll Street Journal's
Technology Innovation Aw
A ards），每年分成 17
個領域評選各國具未來發展潛力的創新科技研
發成果，每個領域各有單項冠軍，再從中選取
年度最頂尖的前三名頒發金銀銅獎。該金牌獎
設置十年以來從未頒給出自亞洲的研發團隊，
台灣工業研究院卻在 2010 年以「多用途軟性電

華爾街創新金牌獎工研精英隊

子基板－顯示器材料技術」，在不乏世界眾多一流研發機構申請競爭的
流研發機構申請競爭的 597 項
成果中脫穎而出一舉奪金，超越日本、韓國、新加坡，率先為亞洲寫下贏得
「冠軍中的冠軍」新紀錄。近年來領導工研院團隊屢屢締造享譽國際研發佳績
的靈魂人物，正是工研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主任程章林。

父親早逝，母親含辛茹苦拉拔六個子女長大
章林的父母在二次大戰抗日勝利後從福建移民來台，父親起初是金鋪
學徒，後來在高雄鳳山自營一個初級加工的小金鋪。程章林說，金鋪不比銀
樓，賺的其實都是勞力打金子的辛苦錢，當年未刻圖案的一錢重量金飾在買
賣之間只有 10 塊台幣的利潤。剛念小學一年級的他很頑皮，不知父親賺錢的
辛苦，第一次拿到學費就沒交給學校，反而跟隨大他三歲的鄰居哥哥拿去買
漫畫，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結果當然是被修理得很慘。
程章林的父親於他九歲時便因過度操勞導致胃出血病逝，在家裡六個孩
子中排行老三的程章林回憶：「我對爸爸的印象比較模糊，只記得他很嚴厲又
很沈默。」突然接到父親病逝通知時他正在教室上課，老師要他和姊姊趕到高
雄殯儀館，他卻因為聽不懂什麼是殯儀館而在高雄醫院（台語為「病院」，音
似殯儀館）迷路。
「我媽媽當時才 38 歲，沒讀過什麼書，除了自己的名字其他字都不會
寫，實在很難獨立撫養六個孩子，本來都準備好要把幾個孩子送給別人了，
最後關頭還是捨不得。」程章林語帶感激地說，因為知道母親要養家真的很
辛苦，他和兄弟姊妹的個性都很獨立。
為幫忙家計，大姊考上初中的第一年放
棄沒讀，後來媽媽覺得不忍心，隔年還
是咬牙送大姊去讀書。「那個年代，苦
歸苦，但家裡不缺乏愛和支持，人很容
易覺得滿足幸福。」除了一位身障的妹
妹外，其他五位至少都讀到大學畢業，
程章林後來赴美取得高分子化學博士學
位，弟弟程章榮也是美國名校分子生物
學博士。「我的母親，年輕守寡，長年含

年幼與家人合影（右一）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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莘茹苦，犧牲自已，把我們六個帶大。她才是我們最大的恩人，心目中世界
上最偉大的母親。」程章林感懷的訴說。

嚴師出高徒，頑皮少年變成全校第一名
小一超級頑皮的程章林，因沒交功課常被老師教訓，到小二突然就轉變
成每次都考第一名、被老師指定當班長的好學生。「我到現在都記得那個老師
叫張蘅如，她對我很好，父親過世後她更加關心我，上課後輔導都不收我的
錢。」程章林長大後念及張老師的恩情，到處打聽
她的下落，2005 年終於在美國灣區的老人公寓與
小學恩師重逢，滿臉皺紋的張老師和藹地對激動不
已的程章林說：「我還記得你臉上的兩個小酒窩。」
在初中用功讀書的程章林順利考上第一志願
高雄中學，對高中生涯最深的印象是「一直在打籃
球，因為我覺得自己身材太矮了！」程章林微笑回
1991 年中國科學院

憶，考上清華大學化學系時他才 49 公斤，在北部
同學眼中他就是個又瘦又小的南部土包子。「大一我們有四個南部來的男同
同學眼中他就是個又瘦又
學，中秋節沒有錢可以回家，只好在清大成功湖裡划船賞月，正當大夥沉浸
在感傷的想家氣氛之中，突然間一條比人的手臂還長的大草魚從湖中跳到我
們的船上，當場就被我們拿去校門對面的餃子大王加菜。」
那時台灣清華大學只有四個系，自由學風和濃重的人文氣息深深影響
了程章林，在滿腹經綸的同學影響下開始看很多課外書，視野頓時寬廣許多
倍，但也因為從拘謹的中學生活解放，大學時期被選為班代和全校活動副總
幹事的程章林，把許多心思都放在課業以外的地方，也就自然變成「補考常
備軍」的一員。

大學校內選舉的敵手，結成一輩子的牽手
我大二那年『學生代聯會』說服訓導長開放全校普選主席，讓校內選舉
非常熱鬧。」程章林代表化學系出馬競爭，最大的敵手是核工系班代，對方找
的副主席候選人搭檔是化學系一年級最受歡迎的學妹、北一女畢業曾入選體
操國手的陳琪君，開票結果程章林以第二高票敗給敵手，卻被延攬「入閣」擔
綱負責全校學生重要活動的幹部，也因此和在大專盃體
操賽囊括四金一銀的陳琪君結緣，隔年成為全校知名的
風雲情侶，更在出國留學前夕結為連理。
大學課業成績不佳的程章林在預官退伍前夕，為了
準備出國留學而報考台大化學所，借女友家的桌子不眠
不休連 K60 個小時的書，在考英文時體力不支睡著，幸
好還是被他考上了。「在台大那年其實都在準備考留學
需要的托福、GRE，沒怎麼去上課，申請到美國紐約科
技大學的獎學金後，就辦休學出國了，對於台大我只是
個過客。」
清華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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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遇見一輩子如師如父的指導教授赫伯 • 摩羅偉茲（Herbert Morawetz），
「他對我影響非常大，布魯克林那時候是美國紐約市的窮地方，學校設備也很
簡陋，但我在教授身邊看他用最簡單的設備，以最嚴謹的態度做出最堅實的
研究成果，每一步都是真功夫絕不馬虎。」程章林寫論文引用其他人研究的每
一句話，教授都會要他確定通篇讀過沒有斷章取義，做實驗取得的每筆數據
資料（data）也都要再三重複檢驗。

在美留學省吃儉用，向博士指導教授見賢思齊
「當年沒有電腦，論文得要一個字一
個字慢慢寫，光譜圖也要自己一點一點取
得數據再連起來畫線。」程章林非常感謝
赫伯教授的嚴格指導，讓他學會扎實的研
究功夫，而教授擅於欣賞他人的長處、尊
敬前輩和提攜後輩的優點，也讓他見賢思
齊。「我和太太出國留學省吃儉用，睡的
床是用裝牛奶的塑膠箱組合起來上頭再鋪
上在路邊撿拾的墊子將就的，我兒子出生

國際合作簽約

時，教授就主動來問我錢夠不夠用，提高我研究獎學金的等級。」
研究獎學金的等級
赫伯教授在程章林還沒取得博士學位前便介紹他到全球最大的底片公司
柯達應徵工作，面試當天就被叫到人事室去核定薪水，看到薪水單上寫年薪
35,000 美金，程章林興奮地覺得自己心臟都快跳出來了！「我那時在學校的獎
學金一個月才 600 美金，柯達給我的薪水就像天文數字！」
博士學位到手後程章林進入柯達工作，一待就是 24 年，一路從基層研
究員、研發經理爬到首席科學家，最後擔綱新成立事業單位的技術長，共撰
寫逾 60 篇技術報告、獲近百項國際專利、兩次贏得柯達傑出創新獎，2000
年獲登錄柯達公司卓越發明名人堂，同年獲選為柯達技術領域人員最高榮譽
「Eastman Kodak Research ScientiÀc Council」會員。

回到母親所在的台灣，感謝上帝開啟另一扇窗
然而柯達賣底片利潤曾高達 70% 的風光，終於不敵數位相機時代的強
勢。高階研發人員紛紛苦思轉型之道，無奈公司環境時不我與。「2006 年我
和幾個最優秀的資深經理與技術長到亞洲找資金，
想研發創新光學膜和光學元件，原以為十拿九穩，
然而我自己規畫開啟的每一扇門卻都讓我吃閉門
羹。」走投無路、萬念俱灰的程章林回到美國家
中，正苦思是否要重新寫履歷表另覓工作，宛如上
帝聽到他的心聲，來自台灣的電話響起了！
原來是工研院大改組後方成立的影像顯示科技
中心，正在尋覓適合的主任人選，讓與程章林素有
交情的工研院材料化學所所長劉仲明打跨洋電話詢
問。「仲明兄後來跟我說，因為知道我和太太在美

就任佈達典禮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15

得獎人介紹—科技類—程章林

國作得很好、薪水都很高，工研院能給的薪水不到美國的一半，當時他只是
抱著姑且問之的心態，沒想到我很快就答應了。」
程章林認為，這是上帝為他預備的另一扇窗，
「而且再不回台灣，我怕會終身遺憾！」程章林想起
1985 年在美國接到媽媽從台灣打來的電話，告知被
診斷出糖尿病，他以為是致死率高的疾病，立刻就
在電話那端焦急得痛哭失聲，責怪自己不夠孝順，
錐心的骨肉分離之痛至今難忘。「知道我要回台灣工
作，我媽媽是全世界最高興的人。」回台的程章林
每隔一段時候就會搭高鐵回高雄探望高壽 86 歲的母
與前瞻技術指導委員合影

親，陪媽媽吃一碗麵再回新竹。

接掌工研院主任，苦思三個月想出 18 字箴言
儘管平面顯示器是台灣第二個產值破兆的高科技產業，關鍵技術卻都掌
握在外國手上，台灣賺的只是利潤率很低的代工製造費。初回台灣接掌工研
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主任的程章林，花三個月苦思中心未來發展方向，最後
想出由 18 個字組成的目標「開啟軟性顯示新世代，再創顯示產業新契機」，也
就是在政府和廠商已經大筆投資的基礎之上，發揮創新研發的精神掌握未來
關鍵技術。
道理人人會說，做得到才是真本領。程章林領導的哲學是「不要明星球
員，只要明星團隊」，他認為有能無德的人只會破壞團隊，無法發揮最大的
合作效果。跨單位的合作他懷抱「眼界要高、姿態要低、氣度要大」的胸懷展
現最大誠意，「想要做大哥，先要學當小弟」。例如研發計畫所需經費影像顯
示科技中心編列 1000 萬、合作的材料化學所編列 100 萬合為「1100 萬元」，若
被院方砍 10% 他絕不按照比例「砍兄弟」，而是自行吸收，讓別所保持完整經
費；研發成果得獎院內發放獎金由他主持分配，儘管中心投入的人力物力心
力是材化所的數倍，他仍將一半獎金分給材化所，分出去的一半稍後再用中
心主任的特殊加給補齊，讓中心同仁所得的獎金也一毛不少。
程章林在高度、態度、氣度的領導
長才，果然讓工研院團隊發揮「盡力加
乘」的絕妙功效。團隊為了在既有的面板
生產設備基礎上研發出「軟性多功能電子
基板」，讓未來的電腦或手機螢幕不怕摔
還能捲起來方便攜帶，實驗失敗了 64 次
仍不放棄。某次中心同仁李正中在新竹
城隍廟夜市看到一個老師父在烤潤餅，
蔡董事長與 R&D100 得獎團隊

先在鐵板上抹一層油再烤，好讓黏稠的

潤餅漿烤好後不會黏在高熱鐵板上，這個靈感終於觸發研發成功的契機，讓
潤餅漿烤好後不會黏在高熱鐵板上
團隊仿效在面板玻璃平台上先塗一層隔離材料，再鋪上由材化所研發的輕薄
透明「軟質塑膠基板」，最後舖上多層軟性薄膜電晶體元件，備受國際看好未
來商機雄厚的「彩色超薄軟性多功能電子基板」就此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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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獲國際大獎肯定，東元獎更深化社會責任
「這技術被廣為看好的關鍵，就是我們能用
有的面板製造設備來做創新的軟性顯示螢幕，不
需花大錢投資新的製造設備。」程章林指出，台
灣有不少研發成果和專利並未考慮製程的便利
性，容易淪為有研發無產品，非常可惜。他領
導的團隊 2010 年得到「華爾街日報科技創新獎」
金獎肯定後並不驕傲自滿，而是再接再厲，在
2011 年又以可採連續式製程的「節能大面積軟
性顯示電子紙技術」，入選被譽為「全球科技
產業奧斯卡」的「百大科技研發獎（R&D 100

亞洲第一

座 WSJ

-TIA 金牌

獎

A ards）」。且此電子紙技術在 2011 年 10 月下旬剛
Aw
的「華爾街日報科技創新獎」，又勇奪 17 個領域中的分項冠軍。
的分項冠軍。
「接連得到國際大獎，表示我們研發的議題已能掌握未來世界主流的科技
趨勢。得獎一方面對國人及工研院是項殊榮，對和我一起努力的團隊也是個
極高的肯定。同時因著『華爾街日報』及『百大科技研發獎』的廣大知名度，
也為我們帶來許多過去不可臆想的世界級公司主動登門徵求合作的可能性。」
程章林的得意之情溢於言表。
能得到東元獎肯定，程章林坦承有些意外，看歷屆東元獎得主都是在台
灣深耕多年的前輩，「我本以為自己回來台灣的時間還不夠長。」他非常感謝
本屆評審的青睞，也強調能得獎不是他個人的貢獻，而是團隊的力量。基於
得獎帶來外界的期望，程章林會將其轉化為社會責任的深耕，例如對流浪動
物的生存權，原住民、喜憨兒等弱勢團體投入更多關注。

對東元獎的期望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唯有對人
性的深入瞭解、對人文的高度關懷，
科技才能真正為全體人類謀福祉，創
造均富安康的社會。我期勉自己於科
技專業上，為人類福祉不斷的自我更
新和創新，在有生之年，始終「以第
一天的熱情迎接每一日，以最後一天的
不捨珍惜每一刻」
。
我也期盼東元獎持續舉辦更多有意義
的活動，喚醒人們對這塊土地的責任，為
後世子孫的永續經營奠定基礎；以人文關
懷濟助弱勢族群，並賦予科技新生命的意
義與價值。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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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歷程
章林博士於清華大學畢業，1982 年取得紐約科技大學高分子 / 材料碩博
士學位後，即進入美國柯達公司服務長達二十四年，一路從基層研究員、研
發經理、商品化經理、總計畫主持人、首席科學家、
Kodak Research Fellow 至擔任新成立事業單位之技術
長，共撰寫逾六十篇技術報告，獲近百項國際專利，
兩次榮獲柯達傑出創新獎，2000 年獲登錄柯達公司卓
越發明名人堂，同年獲選為柯達技術領域人員最高榮
譽之 Eastman Kodak Research ScientiÀc Council 會員。
2006 年 7 月工研院延攬程博士接掌甫成立的「影
像顯示科技中心」主任一職，其毅然辭去在美國的發
展，束裝返台回國效力。上任之後，著手訂定以「帶
台灣光電展與馬總統合影

動軟性顯示新世代，再造顯示產業新契機」為使命，

定位在「軟性顯示產業開
「軟性顯示產業開路先鋒」，以「世界級的顯示技術研發中心」為願景。
半年後旋即將當時「硬」的玻璃基板顯示器科技專案計畫，大幅轉向進入全新
「軟」的、便於「隨身攜帶」、「節能環保」的塑膠基板新型顯示器技術開發。

在程博士的帶領之下，2010 年陸續開發出多項媲美國際前瞻技術的
研發成果：
 軟性主動顯示器－基板與取下製程技術（FlexUPTM）
 連續式製程之節能大面積軟性顯示電子紙技術
 全球首度揭露可多次彎折軟性 4.1”彩色 AMOLED 之觸控面板技術
如同矽晶圓之於半導體產業；玻璃基板之於平面顯示產業。軟性電子基
板關鍵技術的開發，乃在奠立我國「軟性顯示產業」的發展基礎。程博士成功
領導團隊成員專注於最關鍵的前瞻技術開發，為台灣科技實力再創高峰。

具體貢獻事蹟
■

領導研發團隊屢獲國內、外大獎
程博士自回國接掌工研院「影像顯示科技中心」，就選擇專注於軟性顯示新
興產業，親自帶領研發團隊。幾年下來成果彪炳，屢創佳績，獲頒國內外
重要獎項，內容摘要如下：
 2011 年及 2010 年美國第 49 屆、
48 屆全球百大科技獎（R&D 100
A ard）
Aw
 2010 年華爾街日報科技創新獎金
獎（The Gold Aw
A ard in The Wa
W ll
Street Journal's 2010 Te
T chnology
Innovation Aw
A 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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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度行政院列管「優等」計畫
 99 年度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法人科專成果獎項－「技術成就獎」
 99、98、97 年度經濟部平面顯示器元件產品技術卓越技術獎
 2011 年國際資訊顯示學會（SID）
「顯示器材料元件技術銀獎」
（Display
Component of the Ye
Y ar Aw
A ard, Silver Medal）
 2009 年國際研討會 IDW 獲頒 The Best Paper
A ard
Aw
■

建立新興軟性顯示產業價值鏈，推動產業化
 執行政府計畫，啟動新興軟性顯示產業，建構
產業鏈
 積極參與社群，橋接產官學研交流平台，投入
產業服務
 啟動下一波顯示器產品革命，增進國家競爭力

■

一起在羅城工作的台灣同事

積極培育年輕人才，以提攜後輩及服務社會為志業
程博士致力推動與國際間之交流與合作，每年邀請國際專家蒞臨技術指
導，及延攬知名技術專家為中心顧問，提供同仁與大師對話學習機會，開
闊年輕同仁國際視野，培養宏觀的策略思維。
2007 年推動與國際大廠的技術引進案，遴選年輕優秀工程師 20 餘名赴美
國，參與軟性液晶顯示技術移轉任務及訓練，為我國培養首批軟性顯示先
進技術關鍵人才，奠定目前研發成果根基。
程博士並擔任交通大學光電工程學系兼任教授，指導學生，經驗傳承，培
養新秀。也常受邀至國內外大學及產業界演講與授課，介紹軟性顯示技術
研發新知，吸引優秀有志人才加入研發團隊。

■

籌辦 / 參與重要國際會議、發表重要期刊論文、書籍等
 每年與國內顯示專業學者及業界專家主辨國際研討會
 經常受邀到國際研討會擔任 Keynote Speaker 或 Invited Speaker
 編輯 / 著作顯示技術的相關書籍，擁有崇高的國際知名度與地位。如近
期完成編輯的“Handbook of Vi
V sual Display Te
T chnology”一書，邀集了全
球近一百四十位顯示技術專家
學者共同撰寫，耗時近三年始
完成之兩千六百頁巨著。
 2010 年 9 月受美國國家科學院
（U.S. National Academies）邀
請，於華府演說軟性電子及顯
示技術發展的台灣經驗及成果
分享。
義隆電子簽約儀式

創意東元．科文共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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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創作展望
得獎後，大家最關心、最常問的問題是：軟性顯示技術何時可以被產業
化？未來的研究除了繼續開創各式新的顯示技術外，將努力於深化目前所建
立的關鍵技術平台、發掘創新應用，以差異化的技術為系統加值，開闢有競
爭力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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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ctive of TECO Award
T chnology should plant it seeds in humanity concerns. As a technologist, I
Te
am long aspired to work to protect the core value of fa
f mily, dignity of individuals,
and wellbeing of the less privileged.
I sincerely hope the Teco Aw
A ards will continue to spread the message
that stress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all inhabitants on this soil fo
f r protecting and
f r our children of fu
f ture generations. I also look to
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fo
T co to continue providing leadership in instilling the humanity concern into the
Te
heart of technologists. Only when this happens, will technology Ànd its harmony
with the modern day life
f .

History of Achievements
Following 24 years brilliant career with Eastman Kodak Company in
Rochester, New Yo
Y rk, Dr. Chen was recruited by ITRI in Taiwan to lead, then,
newly established Display Te
T chnology Center (DTC) in 2006. To
T leverage the
diverse, multidisciplinary resources in ITRI, especially, with material science,
advanced machining, measurement technology, and system integration, etc., Dr.
Chen quickly made a strategic decision to move ITRI display programs to fo
f cus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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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exible display development. Using the insight
gained fr
f om application scenarios, he and his
staff
f architected the ITRI technology roadmap,
which is to answer the needs of fu
f ture life
f style,
namely, the information age's mobile device
and energy-saving displays.
Under Dr. Chen's leadership, the ITRI
team, in recent years, has made many signiÀcant

我的實驗室同事

ddevelopment.
l
contributions in advancing the Áexible display technology
h l

Technical Contributions
■

Research Aw
A ards received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nominee.
Aft
f er returning to Ta
T iwan, Dr. Chen took the position as the General Director of
the Display Te
T chnology Center and Vi
V ce President of ITRI. Through dedication
and years of hard work in Áexible display technology, Dr. Chen and his team
have been recognized by variou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ofessional
f r their accomplishments.
societies fo
 2011 R&D 100 Aw
A ards
 2011 SID Display Component of the Ye
Y ar Aw
A ard, Silver Medal
 2010 The Gold Aw
A ard i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s Annual Technology
Innovations Aw
A ards
 2010 R&D 100 Aw
A ards
 2010 Executive Yu
Y an Excellent Proj
o ect Aw
A ard
 2010 MOEA“Te
T chnology and Achievements”Aw
A ard
 2009 IDW and ICFPE“The Best Paper”Aw
A ard

■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Áexible displays and
establishment of Áexible display industry eco chain.
 Execute the MOEA proj
o ects, trigger
the emerging Áexible display industry,
and establish the industry supply chain
 Enthusiastically participate in
industrial societies, bridge as a
platfo
f rm fo
f r the industry, education,
and government, devote in industrial
services
 Enlighten the next display product

2011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同登合歡主峰

ii
revolution, and increase th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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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rturing young talent and cultivate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o
serve the community.
Committed to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by inviting
international experts to Ta
T iwan very year fo
f r
seminars and workshop, as well as recruit
and hire well known technical experts as
consultants, which opened the opportunity
for colleagues at the Display Technology
C e n t e r t o i n t e r a c t a n d g ai n v a l u a b l e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fr
f om the world
class technical experts.
Back in the year 2007, Dr. Chen began

清華百年校慶應邀演講

promoting the idea of explor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opportunities. As a result, twenty outstanding young engineer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and technology transfe
f r of Áexible,
roll-to-roll liquid crystal display process. This eff
ffort helped to lay a fo
f undation
f r Ta
fo
T iwan's development of Áexible display technology.
Dr. Chen also held position as an Adj
d unct Profe
f ssor at National Chaio-Tung
University, passing on his experience, guiding and nurturing, to ensure the
students are prepared to contribute to the society as top engineering talents. Dr.
Chen oft
f en visits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industries in Ta
T iwan and abroad, giving
f exible display His eff
fforts have
presentations and seminars on the topic of f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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