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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慶系列活動六：「華東興北校友會」成立紀實

校友聯絡中心   組長 林端午
前言

在偶然的場合，本校上海地區幾個

創業有成的傑出企業校友，透過馬來西亞

校友聯誼「興北之約」的聚會，也透過筆

者這兩年來持續追蹤、拜訪校友的過程，

包括當前在上海台商協會位居「會長」的

李茂盛學長及「副會長」重要職務的涂

木林、李政宏、謝士滄、楊鴻銘(浙江寧

波)等都知道彼此是系出同源的校友，當

時造成了很大的震撼，由於長期參與台商

協會的運作，其實彼此也都有所熟識，卻

都不知是源出同門，當彼此獲悉具有中興

大學「血緣關係」之後，學長、學弟之間

疼惜的情懷很快的昇華，也迅速建立超越

台商之間在外地「相扶相持」特有緊密的

關係。

校長的期許

進入第21世紀，中國成了世界最大的

製造工廠，台商為了生存也都群聚於此。

而上海是中國首善之區，也是中國在華東

地區最大商業與金融中心，上海在中國或

世界的舞台已然建立了無可取代的地位。

去年8月1日，蕭校長在校友總會柯興

校友到上海浦東機場迎接蕭校長

在上海食生系校友會餐

樹理事長及游昭明副理事長陪同，第一次

來到上海金山朱行工業區拜訪傑出校友李

茂盛及參訪上海翔茂企業公司，隨後到了

李學長所經營花木扶疏，群樹環繞有如森

林公園般的上海金山區汽車駕駛培訓班。

參觀李學長在上海金山區產業之後，用餐

時刻一行人來到上海市區與農化(食科)系

學長餐敘(當天計有農化系54年殷長賡、

55年謝至釧、蔡貴榮、營志超、倪彥偉，

57年許瑞雄、58年黃國風、食科系65年林

鎮世、郭鐘榮，66年王繼中及78年楊鵑華

等)，這是第一次在上海感受到校友力量

的整合。

席間校友們都非常關心及肯定學校最

近幾年的發展，對於系上(食生系)食品加

工實習工廠整修也提出很多寶貴意見，在

此感受到校友們對於母校的熱情與期盼。

最後並由李茂盛學長、柯理事長興樹

及游副理事長昭明共同認捐一千萬元，作

為實習工廠整修之經費。此行校長也指示

應儘速整合在中國經商校友，提供一個協

助年輕校友就業或創業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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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至馬來西亞
     「興北之約」的靈感

同年8月16日，又逢馬來西亞校友會

舉辦一年一度的「興北之約」，也是一次

很獨特的『2008年興北之約“暨”陳嘉庚

杯獨中統考成績優秀頒獎典禮』，在柯理

事長積極協助與理監事熱烈呼應之下，終

於併同台北大學(原法商學院)組成了近年

來最龐大的訪問團，在馬來西亞校友間造

成非常大的迴響，而馬來西亞「興北之

約」也促成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校友總

會(以下簡稱兩會)校友間熱絡的話題與共

鳴。

自2000年2月本校原屬法商學院改制

為「台北大學」之後，除了兩個獨自運作

的行政團隊各自努力增取更多資源及更

好校譽，而系出同源的校友也各自獨立運

作，這模式在國內校友人才濟濟的總會還

運作自如，但海外校友會則面臨有限校友

資源的困窘，所以這次馬來西亞「興北之

旅」，確實也給了兩校、兩會當局很大的

啟發。

兩個理事長的互動

         及締結姊妹會

近兩年來，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校友

總會先後在柯興樹(順天建設董事長、中

部地區上市上櫃「磐石會」會長)及張平

沼(金鼎證券董事長、全國商業總會理事

長)接任理事長之後，兩會之間開始有積

極與密切的互動。

另筆者於97年11月8日隨同鄭教務長

政峰赴台北拜訪前法務部政務次長郭林

勇(法律所61年)、經濟部常務次長林聖忠

(經濟系63年)、唯勝工業製造公司董事長

楊鴻銘(經濟系64年)，醒吾科大講座教授

周添城(經濟系64年)及上海群略商務董事

長謝士滄(統計系69年)等，與會學長餐敘

相談甚歡，並對兩會未來之合作規劃出美

景。

同年12月6日上午10時，筆者陪同校

友總會柯興樹理事長，黃德成秘書長赴台

北市民生東路西華飯店參加台北大學校友

總會理監事會議，並就兩會締結姊妹會及

將來在中國上海成立「華東興北校友會」

與張平沼理事長及出席理監事取得共識。

今年1月18日，蕭校長、葉副校長及

校友總會柯理事長於台北市西華飯店宴請

本校台北市校友會新任理事長顏仁德及張

平沼、謝士滄、葉瑩等傑出校友，餐敘中

校友們對於學校近年來日趨頂尖及卓越表

現甚感榮耀，更對海外校友會的成立延續

著馬來西亞「興北之約」的精神充滿著期

許與肯定。

之後兩會理監事會議先後通過擇定在

今年舉行「締結姊妹會」儀式，兩會工作

人員更是緊密的聯繫與規劃，經筆者與台

北大學校友總會林義�秘書長多次協調，

決定於四月二十五日上午11點在本校圖書

館七樓國際會議廳舉行「締結姊妹會」簽

約儀式，當日計有兩會系出同源的校友約

250人及兩校校長(台北大學由梁世安副校

長代表)共同見證，兩校、兩會間因校友

共同願望而更緊密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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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的拜訪上海校友

有了馬來西亞「興北之約」及締結「

姊妹會」這樣開創性的校友攜手相持，筆

者即開始積極與台北大學校友總會林義�

秘書長聯手籌劃「華東興北校友會」成立

之相關事宜。

從去年陪同蕭校長及柯理事長等拜訪

李茂盛學長之後，筆者先後於去年11月，

今年3月，7月三度拜訪李茂盛、謝士滄

學長，也更深入廣泛的拜訪上海嘉定區

的李政宏(上海冠龍閥門公司董事長，財

稅系80年)、李永琳(上海頂鴻食品公司

總經理、食科系65年)，楊浦區的涂木林

(上海艾艾工業皮帶公司董事長、食科系

65年)，青浦區謝士滄(上海群勝洗滌廠、

華亞會館興建中之工地及校友會會址之

青浦賓館、統計系69年)、黃國風(上海

友信食品公司董事長、農化系58年)，另

更長途跋涉至江蘇崑山王廣生(登雲技術

學院舉辦人、行政系52年)及遠在浙江寧

波、寧海的楊鴻銘(高德博建築器材公

司、博銘頓潔具裝置董事長公司，經濟系

64年)進行傑出企業校友拜訪。

每次來上海也感受到李茂盛學長及

其他校友熱情接待，這期間更藉由理事長

在上海的魅力號召更多校友，到金山區「

翔茂企業」或青浦區「青浦賓館」聚會，

藉由這樣無數次餐敘與參訪，終於順利彙

整出校友們在上海豐沛的人脈與資源，這

是去年第一次拜訪理事長之前所無法想像

的。

除了筆者不遠千里的實地拜訪，也

透過聯繫;先後有劉明照學長(上海威昇

國際公司董事長、農化系55年)，許瑞雄

學長(上海中一機械公司董事長、農化系

58年)，許銘燦學長(上海群略商務發展公

司執行董事、企研所)，李森彬學長(上

海西堤餐飲管理公司總經理、emba95企

管)，王克威學長(上海國泰人壽稽核室

總經理、經濟系68年)，項明仁學長(上

海國泰人壽營運部助理總經理、統計系

84年)，黃煌政學長(上海旭梅香精公司食

品群總經理、畜產系74年)，營志超學長

(崑山登雲技術學院董事、農化系55年)，

謝至釧學長(上海佳格食品公司董事暨顧

問、農化系57年)等旅居上海創業多年的

校友學長們聚會。

周延的籌劃及各方校友的支持

為能落實本校海外積極佈點之計畫，

筆者於去年11月前往上海及寧波兩地拜訪

企業校友，此行除分別拜訪上海企業校友

楊鴻銘、劉明照、李政宏，並於11月16日

由理事長整合在上海地區傑出企業校友謝

士滄、許銘燦及食生系校友黃國風、許瑞

雄、李永琳、法商企研所黃喜惠、公行所

校友參訪李茂盛翔茂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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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義�秘書長、會計系邵慧君等校友，於

上海青浦區青浦賓館進行校友會址評估及

校友聚會。

在海外成立校友會，尤其是跨越兩

校、兩會，且又受著海峽兩岸不同民情與

政治情勢的侷限，確實有很多細節需要協

調與斟酌。所幸藉由諸多學長人脈與資

源，也事先取得大陸有關當局的共識。在

國內，筆者多次赴台北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與總會秘書長林義�學長多方規劃與協

調，並就成立大會相關事項及校友企業參

訪路線等舉行了七次的籌備會與兩次說明

會，七月底更遠赴上海將所有規劃路線實

地履勘，也事先就大會現場之佈置及程序

進行會勘與演練。

誠如李茂盛理事長所說的，這是歷史

性的大會，絕對要有萬全的準備。希望此

次大會能夠盛大與完美，所有參與的工作

人員都戰戰兢兢的準備一切。

歷史性的一刻：

成立大會與晚會

8月30日上午，兩校、兩會成員先拜

訪李茂盛學長位於金山區的汽車駕駛培訓

班，全體團員有幸聆聽李學長這15年來在

上海投資的策略及心得，並以勇敢創業需

從小事做起，要前瞻性的把握機會、適時

且即刻的獎勵方法(海豚理論)作為經營企

業的不二法門。李學長1996年開始在上海

南郊金山設廠，至今已有十六種專利的設

備產品。“把握機會，協助客戶拓展市

場，比參加任何展會都有效，將心比心，

在你困難時，客戶也會鼎力援助“，這就

是李學長最精闢的經營哲學。 

現場也開放校友熱烈提出到中國大陸

投資的任何問題，李學長幾乎有問必答，

其誠懇又精準的即席答覆確實讓每一個校

友深感滿意。隨後驅車前往上海青浦區傑

出企業校友張平沼及謝士滄學長所經營的

「上海展華電子公司」，「群勝洗滌廠」

及興建中的「華亞會館」參訪，之後回到

晚上大會所在---「青浦賓館」。

晚上6點，這已經比原預定5點開始的

成立大會慢了一個小時，很多來自華東、

上海各地的校友也都報到後，藉由等待時

間在各個會議室，貴賓室或商務中心熱絡

的聯絡情誼。

當兩校參訪團進入會場，除了眷屬

check-in後回到房間休息，其餘的校友們

均匯集到「浦軒」會場，由蕭校長、葉副

校長及校友總會柯理事長與台北大學梁世

安副校長代表侯校長、校友中心戴主任及

校友總會張理事長等親臨見證。並由李茂

盛學長擔任大會籌備主任，主持會議及致

詞。

李茂盛籌備主任致詞

首先李學長對於能成為中興大學(台

北大學)校友是其終生的榮幸，去年8月

1日蕭校長、柯理事長、游副理事長及諸

校友參訪翔茂企業-李茂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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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校友陪伴下，到其公司介紹母校未來發

展，讓他深覺榮幸與感動。而中興大學和

台北大學是特殊而同心連體學校，組成「

興北校友會」這樣的意念是兩校校友共同

的願望。

在上海組成「華東興北校友會」，

最令人感動的是由謝士滄董事長所經營的

賓館，能讓「本會」常駐成立在此，並對

校友提供服務。相信在大家支持下，「本

會」將發揮強大力量，希望大家將上海當

成另一個家，由「本會」提供聯繫與應有

服務，讓我們校友會凝聚且團結起來，並

提供學弟妹們「就業、創業」之機會。

蕭介夫校長致詞

在李會長號召之下。「華東興北校

友會」已經正式成立，上百位校友共襄盛

舉，參訪李會長、楊文彬董事長、涂木林

董事長、張平沼總裁以及謝士滄董事長等

企業公司，讓人印象深刻，華東地區有很

多中興大學及台北大學的傑出校友，都以

各位校友成功為傲，母校皆以各位成就為

榮。

柯興樹理事長致詞

去年與台北大學校友總會等赴馬來西

亞「興北之約」，今年四月更依約成立「

興北姐妹會」，現在共同推動「華東興北

校友會」之成立，在這榮幸、歷史時刻，

感謝籌備會幕前、幕後工作成員的努力與

辛勞，「本會」在中國大陸佈署僅是起

步，從過去僅有「美東校友會」、「美西

校友會」，現在加入「華東校友會」及將

來的「華北校友會」，尤其華南、東莞台

商會秘書長康仁傑學長也期盼能盡快成立

「華南校友會」，讓亞洲一帶校友會更起

生色。

張平沼理事長致詞

1990年行政院頒布「台灣地區工商企

業界人士赴大陸參觀考察其參加國際展覽

辦法」，此時兩岸台商開始真正交流，在

大陸經商幾乎「處處是商機，也處處是危

機」，大陸經營一個泡麵，沒沒無聞的頂

新集團可以回台灣購買101大樓，賣小小

的米果可以回台灣購併中國時報等媒體。

台商在中國大陸成功最大因素。就是

要體悟三到「錢到、人到、心到」，從華

東地區甚至全中國地區，校友皆有傑出表

李茂盛學長擔任大會籌備主任

蕭校長致頒傑出企業校友-涂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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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是因為母校對我們基本培養，才有這

麼多傑出校友在中國成就非凡。

早上參觀李茂盛學長在上海廠房，尤

其學長本身就讀農學院，中興大學成功與

否，可從其種植盆景生長狀況觀察，所以

中興大學可說是一流大學。中興大學、台

北大學是一體兩面，提出「興北大學」是

吾人和蕭校長至馬來西亞參加興北之約共

同靈感，所以在台灣兩會簽訂「兄弟、姐

妹會」，校友如團結一致，不但對學校發

展有幫助，未來校友在社會上不論是創業

或就業皆有幫助。

謝士滄董事長致詞

「華東興北校友會」，在兩校校長、

兩會會長倡議之下，成立過程共開了七次

籌備會、二次說明會，經林端午、林義瑄

等學長全力聯繫、奔波支持，贏得上百位

出席今日晚會，為了今日大會，本人特別

由台灣派了十四位同仁至青浦協助(含三

位為廚師)本會能更成功與圓滿。祈盼校

友會成為大家的家及校友橋樑，為我們台

商創造更大競爭力，同時也希望本會能成

為學弟、學妹提供未來創業、就業的最佳

平台。

頒發理事長及副理事長證書

大會最後由全體出席校友一致推舉籌

備主任，上海台商協會會長李茂盛為本會

首任理事長，並推舉王廣生、劉明照、張

發得、涂木林、謝士滄、李政宏、楊文彬

(依畢業年次排序)等七人為副理事長，均

任期三年。隨即由兩校校長及校友總會理

事長頒發當選證書。

後續的經營與運作

創會初始，篳路藍縷，能有如此盛大

的成立大會，不僅是很好的開始，更也讓

本會的運作即將充滿著盛大的能量。

在兩校、兩會多方校友之倡議與鼎力

協助下，本會「聯繫校友感情，促進校友

事業合作，協助校友就業或創業」之宗旨

將得具體發揮與實現，另為會務運作之順

利，特聘筆者(中興大學校友中心林端午

組長)擔任校友會秘書長，以襄助理事長

等推動各項工作，同時也將會儘速延攬熱

心校友擔任幹部，強化華東校友與母校聯

繫之窗口。

在短期功能上，本會希望能提供來華

東定居或旅遊的校友一分親切的諮詢與服

務窗口。長遠功能上，則希望能讓有意來

華東地區創業或就業的校友，提供一份完

備的協助。畢竟當前所面臨的創業環境及

經濟情勢已經不再是單打獨鬥的時代，而

未來如能整合龐大校友的力量，這將會在

人生創業的舞台上取得關鍵性的優勢。

兩校校長致頒理事長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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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浦賓館」小檔案

『青浦賓館』前身為青浦縣所屬的

機關招待所，創建於50年代，歷經數十年

的建設發展，成為以商務、會議為主的現

代化青浦賓館，其坐落在青浦城中心區的

繁華商業地段，交通便捷，與200多年歷

史的上海5大園林之一「曲水園」及古跡

「城隍廟」為鄰，近在咫尺的百聯橋梓灣

是新興的商業中心，具有青浦新天地之美

稱。

賓館總占地面積約22畝，建築面積為

25，000平方米，擁有9層的主樓，6層的

副樓各1幢，街心花園等建築。共有各式

客房/套房202間，3個多元化的餐廳，大

小11個宴會廳、會議廳。距離青浦工業園

華東興北校友會會址-「青浦賓館」

區僅5分鐘車程，距離虹橋國際機場20分

鐘車程，距離浦東國際機場約1小時車

程，是青浦城區唯一花園式的商務型三星

級涉外賓館。

青浦賓館擁有令人驚艷的「紅樓

宴」，這是謝士滄學長為配合全中國唯二

的上海大觀園與上海紅樓藝術節，特別邀

請了台灣三位廚神來此駐點指導，打造最

具特色的「紅樓宴」菜色，不管是菜單中

的「肉形石」，還是「翠玉白菜」、「蜈

蜙蟳」等，完全呈現出紅樓夢中令人垂涎

欲滴的場景，真是一場視覺與味覺的雙重

饗宴，這勢必成為青浦賓館招牌特色，也

會吸引許多遊客來此嚐鮮。

「青浦賓館」夜景

大會議廳 小會議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