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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獲 2018 年台大傑出校友獎的范進財，流著農夫勤勞的血液，日

出而作；他早睡早起的習慣是因為中學通勤而養成，那時他還只是個

12 歲的孩子。「記得初中開始，我每天從新營搭火車到台南，早上四

點多天色未亮我就起床了。」

　　農夫之子范進財 52 年前在父親的農地上蓋起藥廠，而且一家公司

接著一家擴展。早在臺大藥學系求學時，他就立志要往製藥業發展，

因為“製藥可以救人”。范進財謹記父親的教訓，做事情千萬不要「暗

時全頭路，睏醒無半步」；因此他計畫、執行、檢討、修正，逐步完

成自己的夢想。

范進財獲頒 2018 年
台大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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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勉學習　阿兵哥精神

范進財出生於台南鄉下 ( 現今新營區土庫里 )，就讀新營國小時，

走路往返要花上三個鐘頭，因此舉家搬到新營市區租屋居住。在這所

有百年歷史的小學 ( 民國六年成立 )，他遇到恩師柯清湶老師；「我們

家沒有電燈，靠點媒油燈照明，老師知道後就叫我去他家唸書。我是

比較“憨慢”的學生，柯老師教我們讀書要事先預習、課中聆聽、課

後複習，這對我有很大幫助。」

在學業上表現不錯，范進財從新營國小順利考進台南一中 ( 初、高

中 )；但考大學時沒考上第一志願台大電機；而唸了藥學系。「既來之，

則安之。我只想著未來，從沒考慮過放棄。而我老家剛好與藥房為鄰，

老板是一名獸醫。我看過他用蒸籠製藥，耳濡目染也變得對製藥很有

興趣。」

范進財 1960 年大學
畢業時校園留影 

天道酬勤



57

大學時范進財仍是早睡早起，如同在軍中一般，因此被室友封為

「阿兵哥」。他自認在大學時表現中等，但學到很多；因為藥學涵蓋

範圍廣泛，課程與動物、植物、化學、農化、醫學等都相關，讓他有

機會接觸生命科學各領域知識，對日後的事業與生活皆有助益。尤其

是大學選修論文他接受許光淦及陳發清兩位教授指導，以黃酮素作為

研究入門，養成他不斷創新的能力；並學會找資料、想方法、做研究。

浸淫在藥學領域中，范進財深深感到“製藥救人”的重要性，以

及提升我國製藥水準的必要性。父親為了鼓勵他，指著自家田地說：「以

後土庫路旁邊的土地就讓你蓋藥廠。」

范進財在父親的農地上，成立了生達製藥，現為生達製藥一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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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手起家　品質打天下

勤勞的人是不會停下腳步的。范進財當兵時擔任醫藥補給官，在

軍中學習到如何管理庫存；服完兵役後，他刻意找本土小藥廠任職，

擔任基層工作，從廠內藥師做到外勤藥師，不斷磨練自己。三十歲那

年 (1967 年 )，和同學周美利旺及同事合資，並獲劉秋生老師協助 , 找

人出資才籌足五十萬元，以租用土庫自家農地創辦了生達化學製藥公

司。

藥廠籌設時期，范進財一邊做研究、一邊監工。一名資深員工說：

「以前這裡是一片甘蔗園，每次經過就看到一輛紅色的 49 C.C. 機車停

在一旁…有時還會看到有人 ( 范董 ) 幫剛砌好的紅磚牆澆水。」范進財

每天都去工地，親自參與整地建廠；廠房完工上線後，舉凡行政事務、

藥證申請、銷售、載貨等大小事務也都要管，忙到以廠為家…「我一早

出門時兩個小孩還未睡醒，深夜回家時他們則已入睡。」

1972 年時期
生達製藥廠房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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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政府開始推動品管分級制，藥廠紛紛關門規避，從 800 多

家 ( 包含中藥廠及小型廠 ) 減到 550 家。雖然有人質疑設廠時機不妥，

但范進財卻堅信品質才是重點。在許多藥廠僅用一台兩萬元的檢驗儀

器時，生達不惜成本買一台十三萬元的精密設備。在當時擔任禮來藥

廠廠長劉秋生老師的協助之下，生達進行整建，建置了先進廠房、製

藥、品管等管理作業，創系教授顧文霞老師專程來廠參觀後，讚美「麻

雀雖小五臟俱全 」，所以當政府 1982 年實施 GMP（優良製品）制度

時，很多業者無力更新設備倒閉，而當時的大廠都花費上億元以符合

GMP，但生達以最短時間，2000 萬的經費，完成軟、硬體的改善，

經藥政處蔡瑞真校友帶隊前來查廠，以無缺失通過 GMP 的查核，成為

政府認證的第 15 家 GMP 廠。台灣製藥界經過 GMP 的再次洗禮，中、

西大小藥廠淘汰到剩下 211 家。

1999 年台大顧文霞教授蒞臨生達指導，當時背後的製劑大樓
只有 2 層樓，現今已經是 5 層樓的大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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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品只要品質好，即便價格再高，也有人要用。」為了讓大家

進一步認識生達的產品，范進財決定大量發送新藥樣品給醫師試用，

還把聯絡地址和電話寫得清清楚楚，以示負責，結果反應十分良好。

這是現今產銷履歷 QR Code 的始祖吧！

就如同生達股東與員工一直秉持的【誠正精新、造福人群】經營

理念，與【不斷提供更新的技術、更好的產品、更佳的服務，以造福

全人類】的使命，這樣的堅持，推動著生達一步一腳印的站穩腳步，

向前邁進。

見證歷史　危機成轉機

不僅國內的生態丕變，國際經濟局勢也影響著藥廠的生存。1973

年國際石油危機，百物齊漲。范進財認為，藥品是救人濟世的物品；

非不得已，不宜漲價。於是生達自行吸收物料上漲成本，並未隨其他

藥廠漲價。「只有我不漲價，而且大量供應。結果石油危機一過，生

達客戶數翻倍，且成為生達主顧客了！」

生達可以平價供應藥品的關鍵在於有能力自製原料。創業資本額

只有五十萬元，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製藥用原料 ( 主成分 ) 多仰賴

進口。因為生達規模小，購買的原料數量無法達到最低訂購量，再加

上有些特殊成分根本買不到…「於是我們就決定要自行合成；當然要選

比較簡單且劑量小的原料來合成，例如每粒劑量在 10mg 以下，則一

公斤可以做十萬粒以上。」

自行合成原料藥不僅讓生達安然度過石油危機，也奠定了生達日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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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垂直整合，從原料藥到製劑一貫生產的基礎，這是台灣製藥界的創

舉。范進財說：「我每天都在辦公室一邊辦公，一邊搖搖燒杯，研製

原料藥。」現任生達總經理的大兒子范滋庭回憶：「小學一、二年級

的時候吧…媽媽偶而會帶我們兄弟倆去廠裡看爸爸，卻總是被爸爸叫去

洗玻璃瓶，一個五毛錢。」

在范進財的帶領之下，生達一路走來，以運用有限的資源，做出

全方位的發展計畫，本著【精進發展、永續壯大】的經營方針，【穩

健踏實、積極創新】的經營方式，【嚴謹細心、精益求精】的經營精神，

形塑出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建構垂直整合的綜合製藥廠，發展完整

的產品線，及堅強的研發陣容與製造能力，建造了生達獨特的競爭優

勢。

1967 年興建中的生達製藥，范進財懷
中抱著大公子范滋庭 ( 現任生達總經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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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配方　一賣五十年

通過層層品質考驗卻不能保證賺錢。因此如何選擇產品 ( 藥品 ) 讓

藥廠獲利生存是一門學問，范進財透露自己的秘笈─「每日開門常用的

藥」是首選，例如感冒、胃腸、降血壓等暢銷藥；第二個重點是要選

副作用小、效果好的成分。「以制酸劑為例，我蒐集資料，比較當時

各家產品的優缺點；發現好的制酸劑在於可以維持一定的酸鹼值，以

及較強的制酸能力、較長的緩衝作用、可保護胃黏膜…等。研判主成分

優劣後，即開始研製原料、再製成錠劑。」

生達的暢銷藥品「培普鎮錠 Peptidine Tab.」就是在這一種情況下

研發出來的。這個藥一賣五十年，跟著生達一路走來，迄今銷路還是

生達製藥完成第二代交棒父子合影近照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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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如果把一顆顆「培普鎮錠」堆疊起來，應該超過數十座 101 大

樓的高度了。「要選擇生命週期長的藥品，生達很多種藥品，數十年

了還在使用；這樣的好處是可以讓業務穩定，我們才能放手做新的研

發。」

歐美大藥廠研發 ( 新成分 ) 新藥，經費動輒兩億美元起跳；相較之

下，范進財認為台灣應該要穩紮穩打，他比喻：「一個人能挑 50 斤就

挑 50 斤，等到鍛鍊好了，能挑 100 斤時再挑 100 斤。我對創新的定

義是更新一點、更好一點、和別人有一點不同就是研發創新。」

開枝散葉　員工如家人

生達剛起步時只有 6 名員工，如何與各大藥廠競爭？范進財說：「這

些大藥廠就像大石頭覆蓋在上面，但大石頭間再密也有縫 ( 空隙 )，仍

有我鑽出頭的機會」。五十多年來，生達員工已增加至 790 人，台灣

藥證擁有突破 500 張，外銷海外的藥證約 150 張。

除了上、下游垂直整合外，生達更穩健踏實 水平擴展跨領域多

元化經營，「就如同竹子一般，一節一節往上增長，並開枝散葉。」

1982 年起推動企業內創業政策，原先屬於生達製藥的合成、中藥、生

技等部門，陸續與員工合資發展為獨立的新公司；讓生達不但充分留

住人才，更養出了多隻小金雞，生達集團版圖逐漸成型。

生達集團在南台灣扎根之後，2000 年起踏上國際化之路，成為我

國第一家通過美國 FDA 查廠之藥廠，之後陸續取得日本製劑及原料藥

製造之認定證，也通過澳洲、韓國、東南亞等國家查廠，2010 年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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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歐洲法規 PIC/S GMP 認證生達軟硬體設備及品質系統具有國際化

高度水準。

用人不疑是范進財的用人哲學：「領導人不一定要專業，重點是

要會用人。你想爬得更高，就要找比你更強的人當你的手下，並讓他

們發揮專業，使其有成就感」。不僅幹部，范進財重視每一名員工，

關心基層員工的生活，若有困難會私下默默幫助。「全世界幾億人口，

我們相遇了，是多麼難得的緣分」。

當公司遇到經營低潮時，范進財就檢討、修正方向再努力。即使

情況再惡劣，他不曾裁員；而是選擇生產需要最少原料，但最多人工

的產品，甚至生產對庫存影響不大的品項，以維繫員工工作收入及公

司營運。這樣的企業文化，讓外地青年願意下鄉投入，在地人更是「阿

公招阿爸、樓頂招樓腳」。所以生達員工裡有很多父子 ( 女 ) 檔、兄弟

( 姐妹 ) 檔；而在此認識結為連理的夫妻檔也不少。

回饋社會　花錢不手軟

不僅照顧員工，范進財亦飲水思源，捐款母校 ( 台大、台南一中、

新營國小 ) 非常大方，希望可以拋磚引玉，為教育界帶來更多資源，

迄今臺大藥學系獲贈的生達股票，也已累計至 150 多萬股，光是 2018

年的股息收入就有 254 萬元。

1987 年以父親的名字創立「范道南文教基金會」，長年捐款及股

票，辦理各項公益事業，至今基金規模已達兩億。范進財十分關切台灣

城鄉發展差距，於是特別在台南偏鄉百人以下的學校，實施課後輔導希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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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計畫，進行補救教學，讓鄉下孩子課業能跟上學校進度；且多次辦理

偏鄉小學英文營、科學營活動；定期發放自強學童助學金，給台南偏鄉

小學、中學、大學的學生；為弱勢兒童提供寒、暑假不餓餐計畫等。

比較特別的是，申請獎學金不要求低收證明，只要品行良好、學

校寫推薦函來，不用審核即發放。因為范進財認為，助人也要顧及他

們的尊嚴，讓孩子有自尊的完成學業。2001 年基金會從眾多慈善團體

中脫穎而出，獲頒教育部教育事業財團法人團體優等獎。

另外，基金會推廣桌球運動有成，1986 年起舉辦生達盃全國桌球

錦標賽，至今從未中斷；成為國內重要賽事之一，很多知名的青少年、

青年等國手都曾經參與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共同較勁，例如國手莊

智淵、陳靜等人。比賽還首創「左右手輪打制」，這是范進財提出的，

范道南文教基金會持續舉行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 33 個年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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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慣用單手，雙手與頭腦的協調運用是一種不同的訓練。」

多動腦筋　不要只追劇

多動腦筋、學以致用以及終身學習是范進財認為的成功之道。他

期許學弟妹們，在校時要紮實根基，培養能力；進入社會亦不忘廣泛

閱讀，自我充實；尤其有志擔任決策管理者，凡事都應涉獵，視野才

會廣闊。「千萬不要以時間不夠來搪塞，我常和員工講，每天早上六

至八點，晚上六至十點既然是黃金時間，不要只浪費在看電視劇，應

該要好好利用」。

因范進財愛讀書，生達設有圖書室，每年編列近百萬預算，館藏

達兩萬冊及多種電子期刊。他不但開書單建議員工讀，更常常與員工

較勁誰讀得多。除了愛讀書，他也愛動手做實驗。生達的一位員工說：

2013 年臺大藥學系舉行單車環島，路經生達製藥，拜訪學長 

天道酬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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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董事長常常會自己動手寫化學反應式，再拿給實驗室同仁研

究。」

學習、創新是范進財一輩子的志業。逐漸交棒後他也閒不住，開

發了個人的開心農場；繼續秉持著研發精神為植物做筆記。例如把種

植的龍眼編號，記錄龍眼皮的厚薄、籽的大小與果肉甜度，再拿到辦

公室分送員工品評，作為未來擇優繁殖的依據。真不愧為農夫之子。

農人懂得不揠苗助長的道理。不搶短利，穩健踏實的范進財以

五十萬元起家，五十多年後生達十多億資本額 ( 關係企業未計入 )，雖

看似不多，但大多是盈餘轉增資累積而來。他每踩一步，站穩後再邁

第二步，一步步達到自己的 Standard( 生達公司英文名 )，並持續不斷

提升產品、技術、服務的品質標準 (Standard)，以促使生達企業能基

業長青 , 「生生不息、永續發達」！

愛看書的董事長，成立圖書室，藏書 2 萬冊，每年編列百萬
元預算添購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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