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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名譽博士

名譽學位是授予對社會某個領域有突出貢獻人士的學位，無需考試與論文答辯且是一種終身榮
譽。本校為獎勵在學術、專業、文化、學術交流、世界和平或對本校學術提昇、校務發展有特殊貢
獻者頒授學位，自 98 年起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辦法如附錄十，謹將歷年榮獲此項殊榮者簡
介于後。

一、 Dr. Martin Chalfie 榮獲 100 學年度名譽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Dr. Martin Chalfie 受頒時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為 William R. Kenan,
Jr. Professor of Biological Sciences, 同時兼任該校生物科學系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主任。
民國 54 年 Dr. Martin Chalfie 考取哈佛大學，本來準備念數學專業，但
後來轉攻生物化學；60 年，Dr. Martin Chalfie 在耶魯大學何塞 ‧ 扎杜奈斯
基實驗室的研究促成了他的首部出版物，也因此他回到哈佛，在羅伯特 ‧
帕爾曼指導下於 66 年獲博士學位。
Dr. Martin Chalfie 與西德尼 ‧ 布倫納和約翰 ‧ 蘇爾斯頓在分子生物學實驗室合作完成了博士後
研究，74 年 3 人發表了關於線蟲觸覺感官的神經迴路的論文。
Dr. Martin Chalfie 在 93 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院士；97 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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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裔美籍的下村脩 （Osamu Shimomura） 及華裔美籍的錢永健 （Roger Y. Tsien） 3 人提出和展示如
何把綠色螢光蛋白 （green fluorescent protein, GFP）作發光的遺傳標籤之用，此發現在研究發展上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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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重大貢獻，因而共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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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Martin Chalfie 畢業於美國哈佛大學，獲有神經生物學
的博士學位（Ph.D. in Neurobiology）。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本校第一位名
譽理學博士學位，以彰顯其對國際社會之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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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楊正宏先生榮獲 101 學年度名譽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臺灣福昌集團董事長楊正宏先生，44 年畢業於宜蘭大學的前身宜蘭農
校森林科，服完兵役後即協助家中既有的飼料原料買賣。經過多年努力經
營後，自 57 年起轉型生產完全配合飼料，並於 61 年在總公司現址正式設
廠，創立新元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畜產與水產用配合飼料建立品牌
「福昌牌」。
鑑於品種改良也是提昇畜牧養殖相當重要的一環，所以楊正宏先生於
63 年創立發昌企業有限公司福昌豬場，從事種豬育種改良。楊正宏先生雖
然不是畜牧本科畢業，但是自投入養豬事業後，一方面經由政府的輔導，
另一方面憑藉著「學海無涯，唯勤是岸」的信念，遇問題必定打破砂鍋問到底地向專家學者請益，
逐步建立起自己的育種計畫與方法。所以，自 64 年政府建立了種豬登錄與檢定制度至今，福昌就
像一部臺灣養豬史，見證了臺灣種豬發展的四十餘
年歷程。
楊正宏先生一直秉持著追求卓越與不斷創新求
進步的精神，自歐美引進優良種豬，並細心培育改
良，將適應溫帶氣候的豬隻改良成為適應亞熱帶氣
候的豬種，成就了臺灣福昌品系純種杜洛克、藍瑞
斯、約克夏種豬及二元種母豬，並自 69 年成為臺
灣第一家種豬外銷東南亞市場（泰、菲、馬、韓、
香港、越南）的種豬場；同時也創造了多項種豬的

通過 ISO 9002 認證種豬場、成為第一名國家級的人工授精站、歷年來參加種豬檢定登錄工作屢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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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列前茅、於種豬場最重要的年度評鑑中，唯一連續
12 年榮獲藍瑞斯、約克夏與杜洛克核心種豬場三冠
王、唯一獲頒卓越獎的種豬場，並於 102 年獲頒育種
的「終身成就獎」，以及本校頒授的「名譽博士」學
位。
楊正宏先生最想分享給本校學弟妹的一句話就是
「機會，是留給做好準備的人」；俗語也說「養兵千
日，用在一朝。」這裡的養兵千日可不是要讓兵養尊

福昌創辦人楊正宏獲頒宜蘭榮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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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福昌集團董事長楊正宏接受吳柏青校長頒授的
第一名，例如：最先清除豬假性狂犬病、第一家
校務顧問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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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優，而是要磨練戰技、作戰演習，當須要作戰時才能打勝仗。
因此，在學期間的學習與就業期間的經驗，就是我們發展事業的基礎技能，當機會來臨時，唯
有基礎技能紮實的人才能有效的把握機會展翼高飛，而準備不足的人即使機會來臨也只能徒呼負
負。所以，期盼學弟妹們，不論在人生的任何階段，都要能務實踏實的努力學習、充實自我，機會
自然是屬於你的。

三、許文政先生榮獲 102 學年度名譽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許文政先生出生於宜蘭，曾任總統府資政，一生矢志打造「宜
蘭人的醫院」，投注於肝癌免費早期篩檢、宜蘭縣肝癌防治與糖尿
病患的冠心病早期篩檢，功勳卓著；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名譽理學博士學位，以彰顯其
對醫療領域傑出的貢獻。
曾被行政院新聞局光華雜誌喻為「宜蘭史懷哲」，許文政先生
年少時宜蘭地區醫療相當落後，有氣喘宿疾的家人要到台北就醫，
都必須經過 5、6 個小時的路程奔波，因此許文政先生從小對於當
醫師的心願已十分堅定。
12 歲那年在家人的鼓勵及支持下，獨自到日本求學，在異鄉
苦讀並實習完後又返台進入台大醫學系 3 年級繼續攻讀；在即將完成學業前夕，許文政先生遇到了
人生的一大抉擇，是要返鄉做個小鎮醫師或是在台大醫院擔任臨床兼教職，但他想起了當初決定從
醫時的初衷及父親的提醒，最後決定回到羅東從事基層醫療服務，並在家族支持下籌建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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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38 年回到宜蘭創立羅東博愛醫院後，在許文政先生努力的擘劃經營下，由創院時的十床病
床，發展至千餘病床，此成長期間，不斷添新設備，並禮聘各大醫學中心之教授、主治醫師蒞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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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造福鄉親。
然而，許文政先生對於家鄉的奉獻不僅於此，39 年政府實施了勞保制度，47 年又針對軍公教
人員開辦公保，眼看臺灣醫療事業開始大幅成長，但在宜蘭這個就業不易的地方，仍有許多民眾無
法享受這類保險，因沒有錢就醫享受妥善醫療救援的民眾還是相當普遍。因此，許文政先生與同為
醫師的兄長羅文堂討論後，決定擴大博愛醫院的公益服務範疇，且慨然捐出父親遺產，58 年成立
了以慈善公益為宗旨的「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
除原有的醫療服務外，基金會還增加了低收入戶照顧、社區醫療教育及醫療補助等工作，並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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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提供病床給貧病學童；召集當地的醫師公會同業，籌辦巡迴醫療服務，展開對偏遠原住民及貧民
的義診，連交通最不方便的龜山島也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

四、孫崇發先生榮獲 103 學年度名譽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孫崇發先生，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學士、美國檀香山大學
榮譽博士。曾任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第三屆理事長，現為
TOTALIFE 國際機構總裁、財團法人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董事長。
自 104 年起，捐贈本校「校務基金」、「崇發研究獎助學金」
及「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清寒優秀獎助學金」，5 年共計 500 萬。
孫崇發先生出生於苗栗，以優秀成績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
藥學系。退伍後任職於美國藥廠（健康相關行業），一路從基
層業務做起，藉由基層工作瞭解客戶需求、建立人脈網絡、掌
握市場動態並培養國際視野，最後晉升到高階經理人，並於 79
年起正式成立 TOTALIFE 事業，除了與美國公司合作，引進優良產品外，更綜合西方的營養科學與
東方養生之道，研發一系列健康產品；94 年成立
「財團法人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為確實推廣
體重管理社區化的理念，基金會特別深入學校、
社區、公司等相關社群，長久以來積極推展及導
正社會大眾認識正確的保健飲食與運動的觀念，
以達到健康減重的效果，預防因肥胖引起的三高
慢性疾病，造就民眾健康福祉。

孫崇發先生在 25 年的創業歷程中，不但喚起人們重視健康，更幫助許多人找回健康的尊嚴，

孫崇發先生雖汲汲營營於創業之中，但也不
忘持續提昇自己的專業背景，於是善用工作之餘
至政大企管進修，持續不斷學習有關行銷、國際
貿易與人事管理等跨領域的專業知識，也因此更
加奠定了事業發展的穩固基礎。
104 年 5 月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名譽理學博士 104.10.12 本校校長趙涵捷與名譽理學博士孫崇發共同
為崇發廳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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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為國家減輕了龐大的醫療成本，可謂是我國推動預防保健的重要領先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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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譽理學博士孫崇發頒發清寒獎助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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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以彰顯孫崇發先生對預防保健教育的傑出貢獻。孫崇發先生更特別捐贈本校生物資源學院每
年 100 萬元獎學金，為期 5 年，校方則將圖資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崇發廳」，肯定他對學
校及社會的奉獻。

五、李春男先生榮獲 104 學年度名譽理學博士 Doctor of Philosophy
李春男博士出生於宜蘭，受頒時擔任全信製藥公司
董事長，李博士於 44 年以第 1 名的成績畢業於本校農校
時期畜牧獸醫科，並曾獲得建設人員乙種特考畜牧獸醫
科優等及格、建設人員普通考試獸醫科全省第 2 名及考
試院獸醫師考試及格，曾任員山鄉公所及農業試驗所畜
產系獸醫師等公職。49 年成立新農行，經營獸醫藥品、
農藥、肥料、飼料及飼料添加物，於 58 年改組成立全信
製藥有限公司，生產軟膏、錠劑、丸劑、飼料添加物等，為全國第一家通過動物專用針劑 GMP 藥廠，
曾以專業技術挽救嘉惠養雞業，對臺灣畜禽水產專業發展貢獻鉅大。
在 60 年間全台灣發現不知名的雞病，李董事長主動向客戶養雞場進行實體雞隻採樣、檢驗、
細菌分離、鑑別，發現為葡萄球菌所致，並做藥物效價敏感試驗，結果發現藥物效價最敏感之藥物
為紅黴素，發佈於各大農畜雜誌，如：中國畜牧、農牧旬刊、畜牧半月刊、養雞雜誌等；以技術服
務全國養雞業，挽救養雞業，提高養畜業收益，嘉惠畜產業。
50 ～ 60 年代，公教軍警待遇低，李董事長主動修書，建議中央政府，為安定社會國家，應讓
軍警公教人員可以溫飽無虞，百年樹人應注重教育人員生活安定，需適當提昇待遇，之後軍警公教
人員待遇於是逐步獲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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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5 月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授予名譽理學博
士學位，以彰顯其在動物製藥專業上的卓越成就及對臺灣畜禽水產業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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