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屆(2011)傑出校友-10 位
張洸照 陳烱松 薛昭雄 呂光洋 楊志良
李遠(小野) 李光華 洪久賢 戴遐齡 陸克文
‐‐‐‐‐‐‐‐‐‐‐‐‐‐‐‐‐‐‐‐‐‐‐‐‐‐‐‐‐‐‐‐‐‐‐‐‐‐‐‐‐‐‐‐‐‐‐‐‐‐‐‐‐‐‐‐‐‐‐‐‐‐‐‐‐‐‐‐‐‐‐‐‐‐‐‐‐‐‐‐‐‐‐‐‐‐‐‐‐‐‐‐‐‐‐‐‐‐‐‐‐‐‐‐‐‐‐‐‐‐‐
姓

名

張洸照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26 年 8-月日

籍

臺灣省嘉義市

貫

畢業年屆科系 藝術學院 49 級
當選時職稱

嘉強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具體傑出事蹟


在台灣戒嚴時期最先取得警備總部核准的無線麥克風甲級電子公司
及製造工廠證書。



取得台灣第一件電容式麥克風新型專利(台專字第 21312 號)



台灣第一位擁有 Electret(極化處理)技術，大量製造 Electret Condenser
Microphone Capsule(ECM 音頭)，廣泛應用在卡式錄放音機、手持電
話機、無線對講機、聲控玩具、領夾式麥克風及演唱用麥克風產品。



在戒嚴時期製造台灣第一支 FM 無線麥克風，通過電信法規認證，合
法銷售於歌廳、電視台、演藝表演劇團及學校，讓台灣的麥克風開始
由有線進入無線的時代。



台灣第一家專業製造無線麥克風的產品，通過美國 FCC 及歐洲多國
電波法規的認證，參加各種國際專業音響展，把台灣的無線麥克風外
銷到國際市場。



第一支台灣製造的無線麥克風銷售到中國大陸，中央電視台於中國國
慶日轉播時採用的無線麥克風。



開發 UHF 無線麥克風機種，以最先進的設計及優良的品質，榮獲台
灣精品獎。



首創 ACT(自動頻道追鎖)功能，使發射器與接收機的工作頻率自動同
步精確鎖定，如今已成為國際業界的工業標準。



領先業界首創各種手提式無線擴音機拓展國內外市場，造成流行風
潮。



研發業界第一套純數位式專業無線麥克風系統，引領無線麥克風進入
數位化音質的新紀元。



台灣的無線麥克風品牌，唯一以傑出的設計，連續多次榮膺美國音響

科技產品傑出創意獎(TEC AWARD)提名，使 MIPRO 成為最受矚目
的世界五大品牌之一。

姓

名

陳烱松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27 年 12 月 22 日

籍

台灣省台北市

貫

畢業年屆科系 國文系 52 級
當選時職稱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金會董事長

具體傑出事蹟


擔任瑠公水利會會長，改善其財務困境，活化資產運用，並辦理下
列事項：

（一）經營社子蔬菜專業區，增進農民收益。
（二）響應九年國教，捐地建校(瑠公國中)，解決跨區就讀問題。
（三）配合都市綠化政策，合營菁山苗圃。
（四）獎學、助學，發起成立基金會，推動公益事業。


急公好義、為民服務，認真辦學、作育英才：

任國大、市議員，為民服務，協助解決民困；任職國營會副主委時，調解群
眾抗爭、解決環保污染等，搭起政府和民間的橋樑；任光武工專及泰北中學
董事長，作育英才。


慈心感召，照顧弱勢：

接任愛愛院董事長一職，積極改善現有設備，以個人豐沛的人脈，將所獲資
源，用以改建老舊院舍，加強院內軟硬體設備，目前照護有 200 多位老人。


投身公益半世紀：

自師大畢業後，投身公益機構服務，已逾半個世紀的時間，兼持「廣結善緣，
有容乃大，助人為樂」服務社會。

姓

名

薛昭雄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30 年 7-月日

籍

臺灣省澎湖縣

貫

畢業年屆科系 數學系 53 級
當選時職稱
具體傑出事蹟

美國內華達大學終身職教授


義大利羅馬大學數學研究所 Research Fellow 獲 Italia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Fellowship（1970, Dec-1971）
 國立政治大學應用數學系主任(1972-1977)
 德國鴻博基金會研究學者獎（1973）
 德國鴻博基金會之研究學者獎(1974)
 大同公司科技書最佳譯著獎(1975)
 國科會研究(進修)獎助一年(1977-1978)
 UNLV Distinguished Teaching Award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1989)
 UNLV 數學系主任(1990-1997)


中國浙江省科技二等獎(1991-1992)
 UNLV Barrick Distinguished Scholar Award（1996）
 UNLV Distinguished Research Award of the College of

Sciences(2000)
 Alfred Kalfus Founder’s Award, American Regions Mathematics

League(2006)
 Congressional recognition from US Congressman J.C.Porter and the

joint Chinese University Alumni Association of Las Vegas as a
Distinguished Scholar(2008)
 Grants from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National Security

Agency,and Cray Supercomputer Company 及國科會
 發表 104 篇論文及編著十餘本中英文書籍

姓

名

呂光洋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34 年 3-月日

籍

臺灣省台中縣

貫

畢業年屆科系 生物學系 56 級
當選時職稱

台灣野生物管理保育協會理事長
臺師大生科系退休/兼任教授

具體傑出事蹟


臺灣生物學界重要學者，1998 年日本兩棲爬行動物學者太田英利
等發現新物種呂氏攀蜥時，將「呂」拉丁化(luei)後放入種名內 以
紀念呂光洋教授對臺灣生物研究上貢獻，成為了首次臺灣研究人
員的姓名出現在兩棲爬行動物的學名上。

 在台灣兩棲類動物學術研究成果卓著，發現諸多新物種，包括巴氏

小雨蛙(Microhyla butleri)、翡翠樹蛙(Rhacophorus prasinatus)、
橙腹樹蛙(Rhacophorus aurentiventris)、諸羅樹蛙(Rhacophorus
arvalis)、 觀 霧山 椒 魚(Hynobius fuca) 、 南湖 山 椒魚(Hynobius
glacilis)。
 在蜥蝪類動物學術研究成果卓著，發現諸多新物種，包括台灣蜓蜴

(Sphenomorphus taiwanensis)、呂氏攀蜥(Japalura luei)、鹿野草
蜥(Takydromus luyeanus)、翠斑草蜥(Takydromus viridipunctatus)。
 首創國內野生動物資料庫及臺灣系統研究野生動物的制度。
 主辦多場國際重要研討會議，對於台灣區野生動物保育與親緣地理

關係的研究貢獻甚鉅。
 編著台灣野生動物保育相關圖書著作，對於臺灣生態保育科普傳播

貢獻甚鉅。

姓

名

楊志良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35 年 3-月 1 日

籍

臺灣省台北市

貫

畢業年屆科系 衛生教育學系 57 級
當選時職稱
具體傑出事蹟

亞洲大學健康學院院長及講座教授


於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任職期間，參與我國第一代全民健康保險的
草創與規劃。擔任衛生署副署長並兼任健保小組召集人期間，致力於
健保總額預算制度的推動。



持續推動健保改革，保障國人就醫福祉：包括成功推動 Tw-DRGs 健
保支付制度，調整健保費率且保障弱勢，嚴懲醫療機構杜絕浪費，並
完成二代健保立法等。



積極推動 H1N1 新型流感疫苗自製及全民施打，落實 H1N1 新型流感
防治措施，完成「H1N1 新型流感中央流行疫情指揮中心」階段性防
疫任務，有效降低感染人數及死亡人數。



領導衛生署暨整合台灣醫療衛生體系，全力救助莫拉克風災受災戶：
包括緊急醫療、人力調度、災區關懷、疫病防治、健保救助，並協助
災後重建、心理輔導等，有效降低傷害，加速復舊重建效能。



重塑醫療服務價值，回歸人性尊嚴：積極推動安寧療護，推廣器官捐
贈並改善器捐服務，領導署立醫院加強地區服務，平衡市場供需。



促成行政院成立「偽劣假藥聯合取締小組」，與法務部、內政部、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行政院新聞
局、財政部關稅總局、行政院海岸巡防署及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
等，共同合作加強查緝，杜絕不法藥物流通，確實有效提高取締件數、
減少違規廣告件數。



規畫建構臺灣長期照護體系：推動「長期照護服務法」及「長期照護
保險法」草案，持續推動「長期照護十年計畫」，整備長期照護體系，
減緩老年化暨少子化的社會衝擊。



推展國際醫療衛生合作，率團出席世界衛生大會（WHA）：代表我
國於大會發言，我國代表團於技術性委員會針對各項重要議題發言
(15 次)，充分於國際展現我醫衛專長，深獲國際友邦情誼。

姓

名

李遠(小野)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40 年 10 月 30 日

籍

臺灣省台北市

貫

畢業年屆科系 生物學系 63 級
當選時職稱

紙風車文教基金會董事
商店街市集國際資訊公司獨立董事

具體傑出事蹟 學生時代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以師大為背景的中篇小說「蛹之生」，連載後造
成極大的轟動。出版了第一本成名作「蛹之生」。「蛹之生」長銷三十年，被
讀者票選為七十年代最有影響力的書之一。民國百年時被「冊頁流轉」一書選
為台灣文學入門 108 本之一。
連續奪得中國文藝協會小說創作獎、第三屆金筆獎及聯合報小說獎首獎，被媒
體稱為文學界的三冠王。
完成由小說「擎天鳩」改編的電影劇本「成功嶺上」，創下當年最高的電影票
房數字，開創了軍教喜劇片的電影新類型，劇本也入圍金馬獎最佳編劇獎，並
獲得中華民國編劇協會第四屆最佳編劇魁星獎。
進入中央電影公司負責提出年度拍片計劃，和吳念真以中央電影公司為生產基
地，推動台灣電影歷史發展有深遠影響的「台灣新電影浪潮」。陸續推出小兵
立大功的「光陰的故事」、「小畢的故事」「童年往事」、「戀戀風塵」、「恐
怖份子」、「我們都是這樣長大的」「我這樣過了一生」、「稻草人」等經典
名片。
完成一系列的小野童話，四年內陸續出版了十五本，由皇冠出版社發行。小野
童話系列獲金鼎獎最佳著作獎，中國時報年度最佳童書獎，並被德國國際青年
圖書館列入向全世界推薦優良兒童讀物（White Ravens 1993-- 1994）。
寫出第一本親子成長的書「給要流浪的孩子」
，帶動一股親子成長寫作的風潮。
之後十年完成 66 本小說及散文。連續十年保持十大暢銷作家之列。
擔任臺北市文化基金會董事長期間創立台北電影節。擔任第一、二屆台北電影
節主席，推動獨立製片的興起。成為台灣兩大電影節之一。
出任台視節目部經理。任內推動「台灣電視文藝復興運動」， 讓台視的戲劇
節目登上國際舞台，分別以「逆女」、「嫁妝一牛車」、「流氓教授」等戲劇
節目榮獲芝加哥及休士頓等電視競賽大獎及亞洲電視節最佳連續劇獎。

華視公共化後加入台灣公共廣播集團，首度對外公開徵求總經理，他獲
選華視公共化後第一任總經理。推動台灣公共廣播集團的成立和發展。

姓

名

李光華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43 年 2-月 8 日

籍

貴州省天柱縣

貫

畢業年屆科系 化學系 65 級
當選時職稱

國立中央大學教務長

具體傑出事蹟



國內固態無機化學的領導者，研究成果廣泛受到國內外學界極大的肯
定，分別在 1991、1998、2003 年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001 年榮獲 ISI 引用經典論文獎。



2004 年教育部學術獎。



2006 年國科會特約研究員。



2007 年第 11 屆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Solid State Sciences 編輯諮詢委員，Journal of Solid State Chemistry 編
輯諮詢委員。

姓

名

洪久賢

性

別

女

出生日期

46 年 5-月 3 日

籍

臺灣省臺南市

貫

畢業年屆科系 家政教育系 68 級
當選時職稱
具體傑出事蹟

德霖技術學院校長


積極推展餐旅/家政教育，培育優秀人才，讓臺灣榮耀於國際舞臺。



2008-2009 亞太餐旅教育學會理事長，為台灣第一位該國際組織的理
事長。



榮登 2010 Who's Who in the World。



致力推動性別平等，打破性別藩籬，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招收
男生。



推動創設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博士班(國內第一且唯一
家政領域博士班)。



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學務長任內推動學習型組織、學務創新，2007 年
度獲頒教育部學生事務與輔導績優學校獎。



擔任多項國際學術期刊之主編或編審委員，含 SSCI 期刊、TSSCI 期

刊。


2010 Best Paper Award, 2010 Asia Tourism Forum。



2008 Best Paper Award, 2008 ICHRIE Conference。



2001 教育部原住民教育學術研究著作獎。

姓

名

戴遐齡

性

別

女

出生日期

51 年 10 月 8 日

籍

中國察哈爾省

貫

畢業年屆科系 體育學系 74 級
當選時職稱

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具體傑出事蹟 一、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成員
於 1979~1983 年期間多次獲選為中華民國田徑代表隊選手，代表我國對外參
加大小國際賽事，締造無數優異佳績，為國爭取光榮。在 1980 年更成為中
華民國田徑協會遴派赴美進行移地訓練與比賽的 30 位國內頂尖田徑選手之
一，亦為我國體育史上首批與大陸隊交鋒的田徑選手而在為期 40 天的 8 場
比賽中，個人就榮獲 3 次 400 公尺金牌、2 次 200 公尺金牌，成績斐然。
二、國立體育學院頒贈傑出校友
1985 年自臺師大體育學系畢業後，由國手身分轉為體育教師並繼續於體育學
院體研所進修。先後歷任北市蘭雅國中、北一女中兩所中學，再於 1992 年
調任當時的臺北市立師範學院擔任助教，一路再由講師、副教授升至教授，
不僅以 39 歲的年輕之姿，更是我國體育界少數曾任國家代表隊選手又能取
得國外博士的菁英人才，也因如此，於 2004 年獲頒國立林口體育學院頒贈
傑出校友殊榮。
三、行政院 20 年服務成績優良二等服務獎章
擔任教職期間，教學認真，深獲在校同事讚賞與學生喜愛，並於 2007 年獲
頒行政院 20 年服務成績優良二等服務獎章，實至名歸。
四、臺北市立教育大學學務長
除在專業學術範疇成就優異，由於長期投身參與社會體育，累積豐厚的行政
能力與經驗，因而自 2006 年以來，多次受聘擔任中央部會、地方政府及民
間團體各類運動領域或大型賽事的重要代表與職務。
五、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2008 年受總統延攬入閣擔任「行政院體育委員會主任委員」，是繼首任趙麗

雲主委之後第二位女性，在短短的三年間，除順利達成 2008 北京奧運、2009
高雄世運、臺北聽奧、香港東亞運及 2010 廣州亞運等大型綜合性賽會的參
賽目標，更協助南北兩直轄市成功圓滿舉辦 2009 高雄世運及 2009 臺北聽奧
兩大國際賽會，藉此增加國際知名度、讓世界看得見；另促成體育界百年大
計-《運動彩券發行條例》的專案立法，讓更多經費資源的挹注，更馬不停蹄
催生《運動產業發展獎助條例》立法通過，以建構良好運動產業環境、擴大
國內運動產業市場。

姓

名

陸克文

性

別

男

出生日期

46 年 9-月 1 日

籍

澳洲昆士蘭州

貫

畢業年屆科系 國語中心
當選時職稱

澳洲外交部長

具體傑出事蹟 以一級榮譽的佳績自澳洲國立大學畢業，進入澳洲外交部，展開其外

交官生涯。在駐外七年後，他投身政治，在擔任昆士蘭州政府內閣辦
公室總幹事的任內，推動各項改革工作，包括第二外語與亞洲語言文
化教學的推動工作。2007 年，陸克文憑藉著高人氣及聲望，帶領工黨
在澳洲聯邦選舉獲得壓倒性勝利，於 12 月 3 日宣示成為澳洲總理。他
帶領澳洲度過 2008 年的經濟衰退，推動教育、移民、稅制和勞工政策
等各項改革。即使在下台後，其對澳洲國家發展政策已留下不可磨滅
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