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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運作情形
一、獎學金部分
（一）「林燈公益基金會」奬學金
林燈先生是 21 年本校農林時期第 2 屆校友，畢業後赴日本留學；返國即先後投資石棉工業、
水泥工業、建設業、紙業、航空業及保全業界，對國家經濟建設建樹良多。
林校友自 67 年擔任本校校友會會長以來，極力配合母校多項建設，昔行政大樓前先總統蔣公
銅像，即由林會長捐獻（現已移至大礁溪林場）。73 年起，每學期固定捐贈 20 萬元清寒獎學金，
獎勵家境貧困之學弟妹向學；為了恩澤廣被，自 78 年起成立「林燈公益基金會」，採定額基金孶
息方式，以維持支助基金會穩定發展。林校友於 81 年過世，他愛國愛鄉愛校的精神將永流傳。

（二）「萬斌老師」獎學金
萬斌老師 6 年出生，上海持志大學教育學院教育系畢業；26 年開始任教職，48 年在本校任教，
直到 71 年退休，擔任教職 40 多年，作育英才無數。
萬斌老師是本校校歌歌詞作者。58 年本校由農工職業學校易名為「臺灣省立宜蘭高級農工職
業學校」，為符新義，當時的朱有壬校長乃委請萬老師重新譜詞；68 年戴華校長請萬老師改寫，
復為專校時期曹以松校長所欣賞，延用至今。
萬斌老師於民國 95 年以 90 高齡逝世；他一生自奉甚儉，遺產全數捐贈本校，提作優良學生獎
學金和清寒學生救助金，其生前作育英才無數，身故仍嘉惠本校學子，學人風範實在令人感佩難忘，
校方特將行政大樓地下一樓演講廳命名為「萬斌廳」，以紀念、緬懷這位以校為家的萬老師。

（三）「楊正宏博士」獎學金
畢業於 44 年的傑出校友楊正宏名譽博士，白手起家創建福昌集團，奮勉於種豬育種工作，經
過不斷精進研發養豬科學，其種豬產業已遍及世界各國，帶動台灣種豬事業的蓬勃發展，實屬全體
國人的榮耀。由於楊博士對養豬產業畜牧發展有極重大的貢獻，本校特於 102 年 6 月頒授名譽博士
學位。
楊博士相當關注本校發展，長年提供學生獎助學金、產學合作、校外實習與專業新知講座等相
關活動與費用；為進一步回饋母校及獎勵、培育優秀學生，每年固定捐贈新台幣 50 萬元整，至少

務會議通過，特將該院演講廳命名為「福昌廳」，以感激楊博士對母校嘉惠良深，並於同年 11 月

校友會

27 日由趙涵捷校長與楊博士共同揭牌，同時主持福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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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孫崇發博士」獎學金
本校榮譽校友孫崇發名譽博士，為中華民國肥胖研究學會創立人，於 94 年成立「財團法人人
人體重管理基金會」；基金會深入學校、社區、公司等相關社群，推廣體重管理社區化的理念，多
年來積極推動社會大眾正確的保健飲食與運動的觀念，達到健康減重的效果，預防因肥胖引起三高
的慢性疾病，造就民眾健康福祉。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委員會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通過授予名譽
理學博士學位。
為感念「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關心本校發展，捐資興學，提供學生獎助學金，提攜後進不遺
餘力、嘉惠良深，特將圖資大樓二樓國際會議廳命名為「崇發廳」，並於 104 年 10 月 12 日舉行
揭牌典禮，由趙涵捷校長與孫崇發名譽博士共同揭牌。

（五）「李春男博士」獎學金
李春男博士出生於宜蘭，44 年畜牧獸醫科第一名畢業，參加畜牧獸醫科普考及特考均優等及
格，獸醫師考試及格；先後任員山鄉公所、台灣省農業試驗所畜產系、農委會畜產試驗所獸醫公職，
貢獻所學專業，戮力以赴，為公職表率。
49 年合夥創設新農行及飼料加工廠，58 年創立全信製藥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該公司為專業
綜合獸藥廠，77 年榮獲第一家通過農委會 G.M.P 認證的專業動物用針劑廠，提供優良獸藥，為彰顯
李博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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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05 年 5 月授予名譽理學
博士學位。。
李博士樂善好施，積極參與公共事務，曾向環保署爭取 33 億元興建宜蘭縣焚化爐；參加扶輪
社計 50 年，奉獻公益事業數百萬元；擔任校友會理事長、常務監事期間，對母校更是出錢出力，
特別是自 105 年起每年捐贈 200 萬元，連續 6 年合計 1,200 萬元，供母校設立獎學金及發展校務，
校方決議將新建之學生活動中心一樓大廳命名為「春男展演廳」以致敬。

（六）「校友會」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
本會為關懷並協助父母非自願性失業或家境清寒之在學優秀學生順利完成學業，特於 96 年 11
月 24 日召開之第 3 屆第 3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中華民國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清寒優秀學
生獎助學金」核發辦法，每年每系（院學士班得比照）核定 1 名，審核通過之學生頒發 1 萬元獎助
學金。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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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捐贈部分









（一）現金捐贈


歷屆校友非常重視母校各項建設，校方每年捐款收入中，來自校友的比例都超過 5 成；因筆數


相當多，僅列超過新台幣 10 萬元（含）以上，其餘部分請至本校網頁首頁查詢或至校友服務中心



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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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物捐贈




















 年 3 月 31 日
以上統計至 109

1.77 年 5 月 12 日圖書館新廈落成啟用（現址為人文及管理學









院），校友慷慨捐贈諸多珍貴史料如下：














（1）校友會林燈會長贈紅色花崗石巨型屏風「禮運大同篇」




一座，價值 13 萬元；再捐《台灣文獻史類叢刊》一套，



價值 12 萬元。








（2）校友會新竹分會周金華校友捐贈「台灣史類」一批，價





值 7 萬 2 千元。









（3）校友會楊乾巽副會長捐贈書籍一批，價值
2 萬元。
 



（4）台大獸醫系校友李永基教授捐贈著作及學術性期刊
240














餘冊。



（5）詹德隆校友協助母校，募集台北市珍貴文獻 80 餘冊。



林燈會長贈圖書館（現為人文及
管理學院）紅色花崗石巨型屏風
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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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馬芬妹女士捐贈寶貴圖書乙批
圖書資訊館獲贈日治時期「華東文庫」圖書一批，共計 320 冊，多為農藝化學、金屬工礦等日
文學術類書籍，當中包含十幾冊本校農林時期的教科書，內容含括當時各學科珍貴的研究資料，甚
具學術參考與典藏價值。本批圖書原由花蓮縣籍馬友岳及馬慶龍父子持有，後為紀念馬友岳先生創
辦華東工業公司而命名為「華東文庫」，103 年經任教於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的長女馬芬妹
第三章

女士仔細整理後捐贈母校，盼能嘉惠師生、傳承知識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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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忠藏教授捐贈書畫作品
畢業於 44 年的傑出校友陳忠藏教授是國寶級畫家，熱衷於水彩畫、書法、油畫、現代水墨與
雕塑，被世人交相讚譽為「臺灣的李可染」，其西畫的創新筆法內蘊著國畫的傳統藝境，獨樹一
幟的藝術造詣早已享譽國內外。102 年趙校長到陳教授的美術館參訪，席間陳教授慨然允諾回到
母校擔任駐校藝術家，傳遞其創作的精髓，更表示母校這幾年的成長有目共睹，他樂於送自己最
精華的 62 幅作品作為對宜大認真辦學的肯定。這些各具風姿的作品，令人印象最深刻者，是他自
青年時期以來都眷戀不忘的蘭陽平原，這片山河給他的滋養，應是陳教授靈感的源泉，本校特於
103 年 11 月 27 日舉辦畫作捐贈典禮暨展覽開幕記者會，並頒贈駐校藝術家聘書，來表達對陳教
授深摯的感激。
4. 李春男理事長及同屆全體理（監）事捐贈景觀巨石
為美化校園前庭景觀，第 3 屆校友會理事長李春男等校友提議共同捐贈刻有校訓之巨石壹座，
並經校規會會議決定，設置於新建綜合教學大樓正門前方，與當時本校最具歷史意義之小葉南洋
杉比肩聳立。該巨石景觀落成於 99 年 5 月 12 日（84 週年校慶日），由校長江彰吉、圖書館館長
黃桂生及主任秘書羅祺祥共同完成巨石後方之「慶巨石景觀落成誌」。

第 3 屆校友會捐贈「校訓巨石」

黃桂生館長及羅祺祥主任秘書撰文「慶巨石景觀落成誌」

5. 鄭讚慶理事長捐贈納智捷自用小客車乙輛
第三章

本校改制過程中，鄭讚慶理事長均熱心參與，盡其所能，尤其對工學院的籌建，從旁促成，
出錢出力；103 年得知公務車已老舊，乃特別捐贈納智捷自用小客車乙輛供母校公務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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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設立校友會會址
為讓本校校友總會有固定會址，利於連絡及提昇對校友的服務，經校園規劃委員會通過，將行
政大樓三樓南側原通識教育委員會辦公室規劃為「國立宜蘭大學校友會」會址及理事長辦公室，並
於 106 年 12 月 21 日舉行揭牌儀式，校友會鄭讚慶理事長及多位副理事長暨理（監）事共同出席；
本校校長、副校長及多位主管暨同仁共同見證。

106.12.21 校友會會址揭牌貴賓合影

四、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
107 年 5 月 9 日「校友會會員大會」中決議成立「傑出校友聯誼會」，作為凝聚歷屆傑出校友
力量，襄贊校務發展的重要基石。會中並推舉林鴻忠校友為第一屆會長，林會長遴選廖崇賢校友為
副會長、謝鳳嬌校友為總幹事，共同來推展聯誼會相關事項。
聯誼會於 108 年 2 月 13 日辦理第 1 次聯誼活動，邀請朱錫五傑出校友就「老人用藥安全」作
專題經驗分享，中午與校長及多位主管餐 敍 敍，
彼此交換意見，活動熱絡、氣氛融洽。
聯誼會於 108 年 5 月 8 日配合校慶活動日，
辦理第 2 次聯誼活動，除參加母校 93 週年校慶
慶祝大會並為當年度的傑出校友賀彩，同時參
加三創圓夢中心開幕典禮，活動圓滿順利。

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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