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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
得服服貼貼的髮髻，宏亮的

聲音、爽朗的笑聲和永遠笑

臉迎人的成功女企業家－程伶輝女

士，1969年畢業於母校企業管理學

系，不但是該系非常傑出的系友，

更於2002年獲得母校中興大學全球

傑出校友之殊榮。程校友於年近半

百之際，在不確定會有實質成果的

情況下，毅然決然投入高風險的生

技事業研發血糖代謝產品，創立了

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這

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和智者的眼光！

更難得的是，程校友善於結合專業

人脈，透過母校創新育成中心長期

進行產學合作，並肯花大錢從事高

規格的人體臨床實驗和健康食品字

號的認證，至今已有斐然的成果。

以下是採訪加特福生技董事長程伶

輝校友講述其如何與大學教授合作

創業經驗。

心懷感恩，回饋中興大學

與創新育成中心

從破殼而出，中興大學創新育

成中心把加特福生技由雞蛋培育成

小雞，協助從事研發工作，與專研

內分泌的獸醫系教授毛嘉洪博士進

行產學合作並聘請毛博士擔任執行

總顧問，在實驗室裡研發出穩定的

耐糖因子（GTF, Glucose Tolerance 

Factor），並嘗試將其添加進入奶

粉中製成奶粉，初步發現能夠有

效控制糖尿病情。程伶輝校友於

1997-1998年間策劃成立公司；

1999-2000年進駐本校創新育成中

心，多年來秉持著承諾：以誠懇踏

實為本的經營承諾、創新：以人文

關懷為基的技術創新、品質：以榮

耀共享為實的產品品質、卓越：以

永續關愛為用的卓越經營的四大宗

旨；「善加運用資源」、「持續投

入研發」、「整合新創優勢」為經

營方針帶領著加特福生技成長茁

壯。不僅如此，本校創新育成中心

基於為使優質之進駐企業於畢業後

與本校建立長期良好密切之互動關

係及強化產官學研合作的原則下，

於2004年創新提出“常駐企業”

（Anchor Tenant）之進駐模式，推

動促成「國立中興大學創新育成

中心常駐企業設置辦法」之通過，

並於2005年6月首開先例通過由程

校友領導的加特福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成為全國第一家常駐於學校

之常駐企業，創造了學校、師長、

學子和產業多贏的局面。對老師提

供充分的研發資金；對學生提供獎

學金、學習的機會和未來就業的通

道;對加特福生技提供研發成果;更

學校造就生技研發的好名聲。加

特福生技 臺灣產學合作提供了一

個 佳示範。本校創新育成中心邀

請加特福生技為其常駐企業，其中

主要的原因是為使畢業後經營績

效卓著並具良好信譽之加特福生技

與中興大學建立長期良好密切之互

動關係，以深化產學發展與技術合

作，如此一來，不僅可為其他進駐

企業帶來典範學習之效果，並且期

望藉此以帶動整個區域經濟發展及

提升競爭力。

程伶輝校友為感謝中興大學的

支援與協助，使加特福生技能以

學校為平臺，從事多角化研發的

工作，特捐出加特福生技公司股票

及現金回饋給中興大學與創新育成

中心。除此之外，程伶輝這位「生

技阿媽」，亦將其二本自傳－「生

技阿媽程伶輝」註1及「生技阿媽

闖天下」註2之版稅所得持續回饋

給中興大學。「我感謝中興大學，

捐股票及現金給學校，培養學生成

立獎學金，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成

長，若只是為個人賺取利益，不是

長遠之道。」這一席話，讓聆聽的

我們深受感動。

一切都是因為愛
選對的人、做對的事，堅持到底
專訪加特福生技 董事長 程伶輝校友 

萬鍾汶主編（左）、程伶輝董事長（中）、毛嘉洪教授（右）在創新育成中心合照

採訪者/創新育成中心 萬鍾汶主任 

文字整理/創新育成中心 賴亭伶專員

▌  校長的話▌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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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對的事，堅持到底

耐糖因子並非是新名詞，人體

中的耐糖因子發現者為美國營養學

之父莫茲博士，確定它是一種維生

素與微量元素的複合體，人體中能

協同胰島素作用。雖然莫茲博士發

現耐糖因子對糖尿病有一定療效，

卻不知道它到底從何製造及如何製

造，這個關鍵問題由毛嘉洪博士從

人體的初乳中找到，經由莫茲博士

的檢視相關試驗證據，確認毛嘉洪

博士所發現是 符合他所發明的耐

糖因子。程伶輝校友說，當她和毛

教授帶著研發資料二度到美國向莫

茲博士請益，已相當有年紀的莫茲

博士看到成果興奮的像個小孩子，

言談中還不時懊悔，為何不是自己

指導的博士生做出來的，不過，莫

茲博士仍然給予鼓勵，甚至願意在

臨床上給加特福生技研發團隊實質

上的幫助，可惜的是莫茲博士在三

年前因肺癌去世了。

而加特福生技的創業資本額為

新臺幣5百萬元，對打著生技旗幟

的新公司來說，這樣的資本額實在

少的可憐，雖然資本微小，程伶

輝校友仍堅持不向銀行融貸，以向

親朋好友小額募資，並採行節流策

略，出門搭乘大眾交通工具，把公

司設立在自己家中，但當耐糖因子

還在實驗室研發的初期階段，無論

如何節省，都遠不及研發燒錢的速

度，於是，程伶輝校友再向親朋好

友遊說，以「友情贊助」的方式為

加特福生技第一次增資到新臺幣2

千5百萬元，但研發過程所需的儀

器、設備及耗材仍需要公司更有力

的支持， 後，程校友只好把僅剩

一棟在美國價值1百多萬美元的大

廈出售，才得以順利為公司完成第

二次增資，將資本額提升到現有的

新台幣7千5百12萬元，儘管資金如

此艱難，加特福生技仍委託臺大、

三軍總醫院、慈濟醫院等大型教學

醫院積極進行臨床試驗。

雖然加特福生技目前已經二度

增資到新臺幣7千5百12萬元，65％

是程校友從自己口袋拿出來的，其

中還包含她的養老金，但是這些年

來，程校友仍以積極的行動捐獻股

票現金給學校及育成中心來表示感

恩回饋的心意，但這些並不代表加

特福生技已經賺進很多錢，實際情

形剛好相反，她說：「其實我已經

老了，錢對我來說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這一項產品可以幫助人

類，公司能持續下去，也鼓勵學生

繼續研究。對我來說，能幫助社會

大眾來預防糖尿病，減輕糖尿病患

者的負擔，是多麼榮耀快樂的事

情。」選對的事，堅持到底，程伶

輝校友本人儼然是 好的實踐者。

善用人脈網絡與社會資源

當程伶輝校友在為公司資金傷

腦筋的時候，所幸其身邊擁有豐厚

的人脈，彼此靠著幾十年累積的交

情，為她的創業挹注加乘效果。此

外，加特福研發團隊乃在耐糖因子

核心技術架構下，經由中興大學校

內、外專家群共同進行基礎研究、

新產品技術之研發、產品品質管

制、學術論文提出及專利申請，參

展、競賽、選拔，都是程伶輝校友

的行銷策略，而專利申請、技術鑑

價，則為加特福的智慧資本創造加

乘效果，故積極參與業界競賽，是

程伶輝校友善用社會資源的另一項

豐收。加特福生技自2000年獲得

國家生技醫療品質入圍獎開始，隔

年2001年旋即獲得了生技醫療品質

獎第三名（第一名是慈濟醫院，第

二名是臺大醫院），連連得獎，給

程伶輝校友及加特福生技同時帶來

好運，一次又一次的榮耀，直接推

升了公司在業界的地位。到了2004

年，加特福生技的產品不僅得到保

健食品品質金鐘獎、中華健康食品

字號，也終於走出國際，到歐洲糖

尿病協會發表。程校友由衷的表

示：「能代表臺灣到國際公眾協會

發表，是非常榮耀的一件事。」

加特福生技以參展、競賽的發

展策略，讓公司的知名度能夠很正

面、很快地打開，加特福生技得獎

無數，這也是程伶輝校友 愛的一

種行銷策略，此和一般輔助食品喜

歡上媒體打廣告的短像做法大相逕

庭。除此之外，程校友也願意多花

錢與時間到美國和日本參加國際級

的健康食品生醫大展，越參加就越

增加信心，知道公司的產品是可以

獨步全球的，更加確信產品的市場

發展潛力。加特福生技不僅藉著國

際參展的機會，創造了推廣臺灣健

康食品獨特的利基;甚至藉著開拓

海外市場的具體表現，為國家實質

外交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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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本是愛與關懷

程伶輝校友說：「走過生物科

技這條荊棘滿佈的天涯路，我深深

體會到生物科技的本質就是愛與關

懷。」美國一則報導說：美國2000

年生的孩子如果一切按照當前的慣

行方式繼續生活，則在2050年，每

3個美國人中將有1個人是糖尿病患

者，這是多麼令人震撼的事情！故

若真能研發出糖尿病相關的控制方

式，勢必能夠造福世人。研發出一

種食物，會使人體對胰島素的敏感

性增加，進而減輕糖尿病的威脅，

對已罹患糖尿病的患者而言，可增

加胰島素的作用度，使患者減少飲

食上的限制，達到較好、多變化的

生活品質，這是程校友當初創業時

立下的心願。不但如此，她更指出

希望加特福生技不只是會製造產品

而已，而是能成為傳播愛，製造愛

的真正平臺。加特福生技的未來，

因為有了「愛與關懷」與「對的

人、對的時間、做了對的事」，愈

顯璀璨。

對學弟妹的期勉

在採訪將近尾聲時，程校友道

出最想感謝的是她的父母和她最摯

愛的家庭成員，雖然成長在貧困的

年代，但她接受了家庭的嚴格的

教誨。如果把女人比做花，程校友

也和許多女人一樣，曾想做一朵溫

室的牡丹或花園中的玫瑰，備受呵

護與讚美，吸引眾人的目光。但是

在經歷磨練苦難及朋友的幫助後，

她明白也該盡一己之力，去照顧有

需要的人。於是立下心願要將耐糖

因子的新觀念傳播到全世界，使糖

尿病患不再爲病痛所苦，更讓許多

糖尿病的高危險群，能夠遠離疾病

的威脅。她勉勵學弟妹能跟她有一

樣的體會，即真正美麗的女人，是

秉持一顆善良的心，以勇敢面對人

生，用智慧解決每一個挑戰，因為

年輕貌美終有一天會隨風而逝！期

以「選對的事、堅持到底」和所有

學弟妹共勉。

結語

這次的訪談真的很難得，程董

事長不僅與我們分享了她的創業歷

程，更是讓我們體會到她的用心佈

局、耐心經營加特福生技的過程。

除此之外，程董事長更是毫無保留

的跟我們分享當初在創業時期所立

下的三大願景：幫助全世界為糖尿

病以及代謝症候群所苦的患者、減

低一般人得到糖尿病以及代謝問題

的機會、成為國際知名的應良生

技製藥企業。現在加特福生技不

負眾望成功了，對國家經濟發展、

生技研究和母校名聲，都有卓越的

貢獻。訪談中，我們更深深感動，

一個成功企業家一路走來的成功故

事及回饋社會的胸襟。程校友在事

業已相當成功的今日，仍不忘感恩

回餽母校，她捐贈股票及現金給學

校，培養學弟妹成立獎學金，在她

身上我們不僅看到滿懷感激、提

▌  校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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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後進的胸懷令人動容，更是看到她用愛與智慧，展翅高飛。此次的訪談讓我們深刻感受，程校友的良善、勇

敢、智慧不但化解了一個又一個的困境，更是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她的故事鼓勵著每一個人：把握每一

個傳播愛的機會，選對的事，堅持到底！

註1：「生技阿媽程伶輝」由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年2月出版，曾高居連續數週金石堂暢銷書榜。

註2：「生技阿媽闖天下」由天下遠見出版股份有限公司於2005年8月出版，曾高居連續數週金石堂暢銷書榜。

榮譽：加特福生物科技獲獎紀錄

89.10 「2000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生技研發類入圍獎

90.12 「2001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生物科技應用類品質獎

91.11 「2002年第一屆國際生醫新創獎」

92.01 經濟部評鑑為「全國育成中心之破殼而出成功案例」

92.10 「第二屆國家新創事業獎」優質獎

92.11 「2003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營養保健食品類品質獎

93.11 「2004年國家生技醫療品質獎」營養保健食品類金質獎

93.11 「2004年國家品質標章」

93.12 行政院衛生署頒發「健食字第A00051號健康食品」

94.06 國立中興大學邀選為全國第一家常駐企業

94.08
經濟部推薦代表臺灣參加2005亞太經合會（APEC）傑出

中小企業家獎及中小企業論壇

2006台北國際生技大展-蕭介夫校長（中左）程伶輝董事長（中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