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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於日本東京都常盤橋公園，
背景為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
澤榮一之銅像，澀澤榮一著有
「論語與算盤」，被喻為「改
變近代日本命運的商業聖經」 1964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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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心哲學　畢業就業

朱茂男民國 57 年畢業於臺大藥學系，在藤澤藥品公司服務 12 年

後，自行創立文德藥業，現為文德藥業集團總裁，並擔任台灣海峽兩

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理事長、台灣儒商文化協會副理事長、台灣朱

氏宗親文教基金會榮譽董事長、中華文化朱氏總會主席、臺灣大學校

友會文化基金會董事、臺灣大學校友總會理事、景康藥學基金會常務

董事、台灣醫事聯盟協會秘書長、台灣藥品行銷管理協會名譽理事長

和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等職務。

中學時代就讀的新竹中學以五育並重著稱，朱茂男原本的興趣其

實偏向文科，由於高一的國文老師是台大哲學系的講師，上課都在闡

述《論語》等孔孟思想，寒暑假時還自願到校加強授課，讓他很想選

擇哲學系就讀，但是被父親阻止，理由是「畢業後，工作難找，不易

維生」。家境不好的他，聽從父親的提點，改念理科，考上臺大藥學系。

於是成了快樂的台大人。

畢業後進入藤澤藥品公司服務，從業務代表一路做到企劃經理。

　　朱茂男畢業後進入藤澤藥品公司服務，從業務代表一路做到企劃

經理。在藤澤的資歷讓朱茂男累積了足夠的企業經營管理知識。之後

因緣際會，他決定自行創業，成立文德藥業。發展自家公司業務之餘，

朱茂男也參與藥業公協會的運作 ... 近年並開啟了朱子之路。

第 12 屆　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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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藤澤的資歷讓朱茂男累積了足夠的企業經營管理知識。之後因緣際

會，他決定自行創業，成立文德藥業。發展自家公司業務之餘，朱茂

男也參與藥業公協會的運作，尤其在擔任西藥代理商公會理事長期間，

他積極參贊全民健保法的立法，為藥界服務，在同行之間樹立很高的

威望。在回饋臺大藥學系和景康基金會方面，更不遺餘力，許多活動

不但慷慨解囊還親自出席，與母校母系始終維持良好密切的關係。對

於臺大後輩，朱茂男希望臺大畢業生要懂得回饋母校，並時時刻刻不

忘追求創新。近 20 年來朱茂男在藥業發展的基礎上，更增加朱子文化

的研究與推廣，期許學弟妹不僅要培養藥學專才，更要加強人文素養、

保有對人事物的熱情，成為多元發展的通才。

人生如戲　創業之路

大學畢業、服完兵役，進入日本藤澤藥品公司，是朱茂男口中一

個重要 12 年的開端。「在藤澤任職 12 年，在職場上累積了知識經驗，

實驗室一隅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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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累積了人脈，這是我後來能創業的條件。」朱茂男會特別強調「累積」

兩個字，他的創業之路，源起於一家生產知名抗生素 Claforan 的德國

Hoechst 公司，「德國公司的文化和日本公司有許多相似之處，日本

人都學德文，德國人也特別喜歡日本人，所以當德國公司研發這個新

藥，卻因為沒有銷售經驗，而需要找一個有經驗的人，而我剛好符合

條件。我當時尚未成立公司，但是執著的德國人堅持要找一個有專業、

有技術，有經驗的人，所以選上我，讓我有機會跳出來自己創業。」

就此，揮別了 12 年的藤澤生涯，在民國 70 年 4 月 1 日，創立了文德

藥業。朱茂男提到「我當初考慮創業放不下公司培植我 12 年的恩情和

感激而猶豫不決、陷入天人交戰時，有一天中午我去請教陳瑞龍教授，

他分析說，憑著臺大給我的訓練，不管在人文素養、專業領域或銷售

經驗，及認真努力的精神，創業一定會成功，有了他的肯定和加持，

讓我充滿信心。所以我真的創業之後，也一直和他保持聯繫。我和他

的關係是“亦師亦友”。」

自此朱茂男就活躍於藥業，擔任藥劑師公會、行銷協會、藥價委

員會、西藥代理商公會等公協會幹部，時逢台灣醫療保險改革的年代，

正好給了朱茂男很大的發揮舞台。民國 84 年實施全民健保法，立法院

兩次通宵立法，當時身為西藥代理商公會理事長的朱茂男，不是為了

個人，是為了整個藥業界，親赴現場坐鎮、全程緊盯，隔了兩三週，

終於等到立法成功。

此次奠定了朱茂男在藥界的地位，同行稱許他善盡理事長的職責，

為藥業爭取有利空間，對他的熱心與衝勁留下深刻印象。所以朱茂男

自己也認為，從民國 83 年到 86 年，出任西藥代理商公會理事長的三

第 12 屆　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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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是他生涯中很重要的三年，其間還辦了許多研討會、公聽會，

可以說過去所累積的經驗，都沒有這三年來得多。朱茂男從服務中連

帶發掘對自己企業經營有利的優勢，創造公私雙贏的局面。這真是「只

問付出，不求回報」的意外收穫！

尋根問祖　朱子之路

身為朱熹第 30 代裔孫，在經營事業之餘，朱茂男並沒有忘懷一直

潛藏在他基因裡對哲學的熱忱。自 2000 年夏天他帶著一對即將出國深

造的兒女隨家族宗長到豐順尋根問祖，並到武夷山參加朱熹逝世 800

年的紀念會，旅途中結識了應邀參加朱子學研討會的清華大學楊儒賓

教授，得知原來楊儒賓教授是他就讀台大醫學院恩師方懷時教授的乘

龍快婿，彼此倍感親切，回台後還保持聯繫。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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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朱茂男接任中華民國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的董事長，深

感重任。為了能使宗親們更深入了解朱子學，他向台大前校長孫震教

授請益，認識了時任台大國際儒學卓越計畫的歷史系黃俊傑教授，黃

教授在台大歷史系就讀時，低朱茂男一屆，兩人一見如故。之後兩人

就這樣時常相約在黃教授住家附近的書房，進行一對一的「東亞儒學

課」。春天的陽光灑落在巷弄的書房，也開啟了朱子世界之大門。

2005 年朱茂男接任世界朱氏聯合會常務副會長一職，而黃俊傑教

授也於同年擔任台大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院長，朱子學蓄積的能量在

2006 年匯流並開啟了嶄新的一頁。2006 年 2 月由臺大人文社會高等

研究院與中華民國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聯合主辦「東亞朱子學的同調

與異趣國際學術研討會」，將朱子學推向國際，定位其思想為促進東

亞文明的發展，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具有當代的價值。朱茂男也在同年

2006 年 2 月 東亞朱子學的同調與異趣學術研討會

第 12 屆　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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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與朱杰人教授共同舉行「首屆兩岸朱子學論

壇」。「兩岸朱子學論壇」之後陸續在廈門、金門、台北等地舉辦而

逐漸成為一個固定的研討會模式。在宗親活動方面，朱茂男舉辦了朱

昆泰家族紀念秀成公來台 222 年活動，當時楊儒賓教授慷慨出借先賢

墨寶及他的珍藏品於秀成公廳展出，會後將展出品印製成冊，楊教授

在圖錄上寫了一篇《走在朱子的路上》序文，造就了「朱子之路」的

緣起。

「朱子之路」即走訪一遍朱熹出生、成長、求學、講學、終老的

朱熹故里，親身體驗朱子之道。 2008 年 8 月 1 日在朱茂男與台大、

清大、師大等研究朱子學相關學者們的多方努力下，朱子之路成功首

航了！兩岸師生沿途展開多場專題講座並發表論文，真正體會「行萬

里路如讀萬卷書」的價值與意義。「朱子之路」的首航，得到了熱烈

的回響與鼓勵，使朱茂男感到這是一項值得推動的文教志業，並在此

次首航中與楊儒賓教授定下「十年盟約」，期許打造朱子之路成為國

際品牌。同年 10 月，朱茂男當選世界朱氏聯合會會長，並促成「台灣

朱子學研究協會」的成立，這是台灣第一個專門研究朱子學的協會。

朱熹 880　東亞文明

既是朱子後裔， 又是朱氏宗親文教基金會董事長，朱茂男自 2008

年底接任世界朱氏聯合會會長，力圖以三個層次實踐推廣朱子文化：

「一以學術研討學習為視野，二以經典論壇對話為核心，三以文化教

育推廣為脈絡。」

經過一年的籌備，於 2010 年紀念朱熹誕辰 880 週年以全球化的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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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 9 月 首屆兩岸朱子學論壇 ( 上海 )

2008 年 8 月 
首航 _ 朱子
之路培訓營

2006 年 10 月 紀 念
秀 成 公 來 台 222 年

活動 - 楊儒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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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視野，遍地開花的模式舉辦一系列的慶典活動。活動包括：海峽

論壇暨武夷山朱子文化節開幕式、韓國朱子廟大祭、東南亞六國聯辦

慶典活動，其中以朱子家訓中英文版的碑文揭牌儀式，及近 500 位學

生默寫朱子家訓的壯觀場面令人印象深刻。台灣方面則以新竹朱子學

堂的揭牌儀式，與嘉義朱子公廟依照朱子家禮舉行的祭朱子大典，最

為經典。而接續下來，在大陸南寧舉辦慶祝活動與北京成立全國朱熹

研究會及武夷山朱子文化節閉幕式。在學術活動方面，除了大陸安徽

主辦的兩岸四地朱子學研討會，更特地在海外的日本及台灣舉辦朱子

學學術研討會。由於活動獲得各界高度的評價與肯定，更促成 2011 年

在台北舉辦「世界朱氏聯合會第八屆會員代表大會暨兩岸四地朱子學

論壇」，活動開幕式以台北市女教師合唱團演唱《朱子家訓》揭開序幕，

吸引了全場的目光。會後的感恩聯歡晚會更特別邀請到時任副總統的

蕭萬長賢伉儷連袂出席而達到傳承朱子文化活動的最高峰！

2010 年 7 月 
新竹朱子學
堂揭牌儀式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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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文化　創新實踐

新竹是朱茂男的家鄉，也是人文與科技交會的城市。2013 年新

春，新竹主辦為時兩週的颩燈會系列活動，「2013 台灣颩燈會系列活

動～新竹朱子學堂系列講座暨書院文化論壇」，是台灣颩燈會的衛星

（satellite）活動。 其以「儒家與庶民生活」為主題，擴展朱子文化

的社會普及，提高民眾的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朱茂男經過此次與新

竹縣政府的攜手合作，建立與新竹縣社區大學發展協會、新竹書社、

新竹文教界人士與朱氏宗親的革命情感，並於同年 9 月 28 日教師節成

立「台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以朱子家訓、朱子家禮、

朱子之歌、朱子禮樂、朱子之路、書法文化、源流文化、茶道文化、

儒商文化等十大多元的面向建構朱子文化的內涵，為兩岸朱子文化交

流再添生力軍。

2011 年 10 月授證朱氏儒商掛牌儀式

第 12 屆　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90

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以發揚和實踐朱子文化於庶民生活為宗旨，

讓原本供於廟堂之上的學術理論落實於日用常行之道。朱茂男自許：

「要讓朱子文化被看得見、聽得到、摸得到。」由此，他特地敦請福

建省歌舞劇院專業作曲家駱季超教授為朱子詩詞格言譜曲，融合古樂

今聲，結合兩岸地域文化、人文歷史，共譜朱子心曲。 2014 年 10 月

在台北中山堂舉辦的「朱子之歌 ‧ 道東之傳～光復節閩台文化交流音樂

會」，及在新竹縣文化局演藝廳舉辦的「朱子之歌 ․ 兩岸同聲」由兩岸

藝術團體聯合演繹，雙雙成功打造兩岸同聲之經典畫面。

兩岸朱子文化的交流多年來在朱茂男積極的推動下，有了更頻繁

與密切的交流。2017 年朱茂男成立「文德書院」，並敦請黃俊傑教

授擔任山長，文德書院與台灣大學學術發展基金會簽約設立「文德講

座」，並與武夷山朱子學院簽訂合作意向書，文德書院成為推動兩岸

朱子學交流的新平台。同年 11 月，朱茂男與黃俊傑教授有感現今全球

化時代，傳統「五倫」之外，「群我之倫」、「企業之倫」更須被正視，

進而成立「台灣儒商文化協會」，將傳統儒學「終極關懷」的精神注

入現代企業倫理，強調企業應善盡社會責任。 

朱熹 888 　不忘初心

2018 年適逢朱子誕辰 888 週年，朱茂男以台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

交流促進會理事長，主辦「第二屆華人朱子文化節暨新竹朱子學堂紀

念朱熹誕辰 888 週年朱子文化系列活動」。此系列活動是他 20 年來

推廣朱子文化的智慧結晶，也是他朱子情懷與科技巧思融合的傑作。

系列活動緊扣朱子文化十大內涵與主題，讓朱子文化廣佈四方。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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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以「理一分殊、存異求同、月印萬川」為指導，始於 5 月 19

日在台灣大學由文德書院主辦的「朱子之路 10 週年學術研討會」，回

憶了兩岸師生重走朱子之路「十年盟約本尋常」的點點滴滴。6 月 10

日 -15 日新竹朱子文化週的七個活動，得到新竹縣邱鏡淳縣長的大力

支持而異彩紛呈，包括：祠堂 / 源流文化，邀請廣東豐順的宗親到新

竹共敘血濃情深；教育文化交流及書法展覽、論壇、筆會，將朱子理

學的教育力量與書法文化緊密結合；朱子禮樂．台灣之聲，由福建尤

溪朱子禮樂團與台灣新竹少數民族 ( 泰雅族 ) 合唱團共同演出，兩岸攜

手再現聖哲古風；養生保健健康講座與茶道文化論壇聯袂登場，養生

養心，永保健康長壽；經貿投資儒商論壇，將企業倫理與企業經營相

結合，助力台灣經濟在傳統文化的指引下良性發展。6 月 23 日的「嘉

2018 年 6 月朱熹 888 _ 朱子禮樂 台灣之聲 ( 新竹朱子學堂 )

第 12 屆　朱茂男的朱子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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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朱子公廟祭朱子大典」，在嘉義市涂醒哲市長的肯定與協助下，於

世界上唯一主奉朱熹的廟宇裡，廣邀社會大眾觀朱子之禮，將朱子文

化傳入最廣大的庶民生活之中。8 月 4 日 -11 日朱茂男帶領原住民合

唱團及書法家「重走朱子之路」，通過歌曲演出和書法交流傳播朱子

文化。新竹泰雅學堂泰雅之聲合唱團的孩子們在福州、尤溪、南平等

三地進行「朱子之歌 兩岸同聲」的演出。系列活動的最終章是 12 月 9

日於新竹關西旭陽球場舉行高爾夫聯誼賽，朱茂男將朱子誕辰 888 週

年的喜悅與藥界菁英分享，為 2018 年「朱熹誕辰 888 週年」的系列

紀念活動劃下圓滿的句點。在這條朱子之路上，朱茂男不忘初心，牢

記使命，繼續前進。

2018 年 12 月台灣藥界紀念朱熹 888 高爾夫聯誼賽 ( 關西旭陽球場 )

朱子文化與生物科技的對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