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游船蚓 ﹒食品化學工程學系畢業 ( 1973畢)

. 佳美食品集團董事長

固堅單間

館與感冒

甫榮獲本校草+屆 f祭出校友的海日召明先生

為，往美集團董事長，民國 62年最業於本校食
品化學工程學玄 。 經營鼓呆製造事業三十餘

年的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合旬，是亞洲最

專業、完整的鼓呆原汁供應肅， i圭支支榮膺

總部 f立方合法國的 IFU( 國際呆 i十廠肅聯盟)評選

為，"最佳呆汁原料供應肅 。 "天下雜言，是 (339
期)言已脊背亦站在對游董事長的專訪探導中，

形容「往美是呆汁界的合積電，未予了品牌，

但你喝下的呆汁星都有~J 。 往美是亞洲地

區唯一擁有日本 JAS和台灣 CAS雙重言是誰的蔬

呆原汁及濃縮果汁製造廠肅 。

校長、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學

長及同學:

很感謝大家今天讓我站在這襄，

30多年來，我 直在做我最有興趣的

事，沒有間斷的在農產加工領域襄工作

和學習，同時在過程中享受到許多工作

上的樂趣。

由於大學以前是在當時應該是屬於

比較偏僻的宜蘭長大，而自己讀書的資

質也沒有那麼的好，許多學長都知道，

當時「中興大學農化系」在聯者的成績

排名是相當高的，大部份考上的同學應

該都可以去讀醫學院的醫科，所以我必

須要非常努力才能進「農化系_j ，當時

很多親友很好奇我為什麼不去選擇當醫

生?而去選擇將來好像只能當麵包師傅

或廚師的“食品加工" ?直到現在我還

記得很清楚我是如何去向我的父母說明

為什麼聯者的志願只填三個， ，-台

大」 、 「中興」末日當時的「屏東農專農

化系」的“農產製造組" ，比如說:

“民以食食為天 " 、 “人總是會想要愈

吃愈好"等等，對於當時還是高中生

的我而言，其實是以一種一知半解、而

且非常糢糊的概念去向人瞎扯這個科系

未來是很有發展、很有遠景的。很奇怪

的是，當時以我對農化系這樣有眼的資

料和暸解去編織它對我將來的發展，竟

然和三、四十年後今天的現況相差不

遠，真的是不知該從何說起，而我今天

最慶幸的就是當時沒有考上「台大」

否則今天很可能就沒有機會站在這襄。

由於公司經營團隊的努力，現在大家在

市面上喝到的蔬果汁飲料，不管是台

灣、大陸或日本、韓國 、 東南亞甚至歐

美許多地區，絕大部份都是用佳美公司

在世界各地的工廠所生產的原料包裝製

造而成的。過去由股一直覺得需要努力

和還沒有做好的事情實在太多，所以很

不敢去接受甚麼獎或許多單位的的探

訪，直到今年初因為 iín 不過天下雜誌餵

而不舍的邀約，才接受他們以「果汁界

的台積電」為標題做了 個專訪，但其

實真正接受報導的原因，是因為當時我

們為了提昇社會上對古典音樂欣賞的素

養和風氣，成立了 個「樂賞音樂教育

基金會 dl '希望能為台灣各地愛好古典

(游董事長致詞)



音樂的問友及下 代的音樂美學欣賞教

育盡一份心力，這個想法與這二年來得

到蕭校長支持的「中興大學菁英獎助學

金」的設立，都是我年輕時候的夢想。

所以當時我們對「天下雜誌」提出 個

附帶條件「企業經營可以少報導一點，

但是請以較大的篇幅報導這樣有益社會

的藝文活動發起過程，來帶動、鼓舞企

業人對社會責任的認同。」在過去或類

似今天這樣的埸合，應該有很多學養深

厚或事業有成的學長，會對在揚的學弟

妹來做經驗分享或勉勵，例如: “在學

校不要太重視成績" 、 “要在老師及同

學中建立良好的人緣" 、 “畢業後工作

要全力以赴" 、 “要堅持做自己有興趣

的事，或者要培養自己成為全方位的通

才" ，這些老生常談的訓勉有些同學聽

起來或許會覺得有些不耐煩，但是今天

既然要行禮如儀，我在這幾天夜闌人靜

的時候，將三、四十年來重要的學習和

創業過程，將時空倒轉還原到當時的心

境和情景與各位分享。重新檢視那些影

響我一生的關鍵或轉折的時刻自己所做

的決定，當然那些不全然是平順和成功

的過程和結果，因此我會想，當時我在

學校的時候如果特別做了那些努力或使

自己多具備了甚麼條件，例如我使自己

有很強的外文能力或我也選修了企管的

課程，那麼這些不圓滿的事情是不是最

後會有不同的發展或更好的結果，經過

一些思考之後我也得到了很明確的結

論，如果你們大家真的想使自己有成

就，往後的競月能在自己的夢想中遨翔

那是完全可能的，只是要盡力做那些學

長提醒你們的事，那些東西真的會使您

的夢想成真的，你做多少，你的成就就

會有多少。

利用這個機會也向各位農學院的師

長和同學報告，由於我工作上的觸角使

我深深體會到這一塊領域發展的空間真

的還很大，比如我們現在真的很需要

些大面積農埸經營和品種改良的人才來

協助我們和世界頂尖的蔬果加工同業競

爭，由於我們需要的是真正專業的農業

.G第董事長接受獻花)

人才，雖然學歷不拘，但是你一定要務

實的朝這方向去努力投入，使自己成為

這方面真正的專才，我們也很需要能將

生物科技的發展來和傳統的農產加工技

術來作結合和作產品延伸的研究人才，

很高興校長是這方面難得的專家，加上

他的用心，相信未來 定能使中興大學

成為生技領域國際知名的學府。我也希

望能鼓勵一些目前在學習過程或對未來

感到困惑的同學，在大學或研究所畢業

後，勇敢的先投入企業界服務，在不同

的環境或許你會得到 些靈感或激勵因

子來找到自己終生發展的定位，就像目

前我公司的 些同事他們在學校的時

候，或許也還無法找到自己明確的發展

目標或興趣，但在他們進入職揚一段時

間之後，在公司及家庭的支持下都再回

到不同領域的學校去充實他們想要的東

西，我想那種充滿渴望的動機， 定能

帶來最有成效的學習，我很欽佩他們學

習的動力，也很高興他們能得到那種因

為自我完成所帶來的喜悅。今天我有

點得意，也有一點懊悔，在生命的過程

中，我總是全力以赴，終於完成了一些

夢想，同時我也懊悔當時不敢作太大的

夢，也無法意會到當時許多師長的叮嚀

和提醒，以致於在學校的學習沒有作更

好的安排和對未來作更充份的準備。

最後我祝福也相信在座的學弟妹幾

十年後你們一定會有許多人因為有所成

就而在比這襄更大、更隆重的揚合來對

我們共同的母校中興大學的學弟妹作同

樣的提醒和勉勵，謝謝大家。



菌戰飽飯

譜奏大自然的田園交響樂~

果汁界的台積電~佳美食品

甫榮獲本校第十屆傑出校友的游昭

明先生為佳美集團董事長，民國 62年畢

業於本校食品化學工程學系。經營蔬果

製造事業三十餘年的佳美食品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是亞洲最專業、完整的蔬果

原汁供應商，具有豐富的技術及經驗，

在海內外有多處的生產基地，發展具當

地特色的蔬果加工原料及產品。台灣總

公司擁有堅強的業務及專業研發陣容來

服務客戶，配合先進的精密儀器，不斷

的改善、開發 、 研究與創新，因應客戶

的要求，量身訂作優質產品。

在國內有 80%以上的果汁原料來自

佳美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了我

們所熟悉的統一 、 久津 、 愛之昧 、 義

美、光泉等飲料大廠，而在全球各地，

有許多國際知名品牌的果汁公司都是佳

美的客戶。去年，佳美更榮膺總部位於

法國的 IFU (國際果汁廠商聯盟)評選

為"最佳果汁原料供應商" 。天下雜誌

(第 339期)記者黃亦筠在對游董事長

的專訪報導中，形容「任美是果汁界的

台積電，不打品牌，但你喝下的果汁襄

都有它」

走向大學之路，為完成父親的夢想

在訪談中游董事長白嘲並不是一個

很會讀書的學生，而且在鄉下地方不太

. (游董事長接受獻花)

有升學的壓力，但父親自小沒唸很多

書，唯 的夢想是希望孩子們可以多唸

點書考上大學，將來才有成就。游董事

長在家排行老么，前面三個哥哥都沒上

大學，心襄想著無論如何 定要實現父

親的心願'對自己未來的發展而言，這

也是 件非常重要、有價值的事，即使

吃再多的苦，也要去達成，在這樣堅定

的信念下，終於努力的考上大學。以游

董事長當年的成績水準，雖然可以選擇

大家最嚮住的「醫學院_j ，但他最後卻

選擇了「食品科學系」。游董事長的選

擇除了為完成自己喜愛美食的夢想，更

顯現出出其堅持理想的態度[j"擇你所

愛，愛你所擇」。游董事長在訪談過程

中 再由衷的感謝在校期間所有師長及

同學在日後的鼎力幫忙。

把每一個危機當成轉機，時機到了就會出

現商機

當台灣果汁業正要開始蓬勃發展

時，要如何抓住機會創商機?游董事長

的思考總是比人快一步，當時飲料市埸

發展迅速，許多果汁工廠共同面臨的困

擾，就是原料有季節性的問題，備料量

和訂單量之間的平衡很難拿捏。由於當

時並沒有適當的原汁供應來源，大部份

的果汁土廠必須自行生產，少部份由

些"家庭工廠"供應，所生產供應的原

汁原料， [j"質」和「量」的控制都很不

理想。游董事長觀察到這些市 I君的現

象，開始構想，.如果能夠設立一個有

品質水準的果汁原料生產工廠，統籌供

應果汁工廠各種原料，來滿足「質」



「量」和「成本」的需求， 定能解決

當前果汁工廠共同面臨的難題，而且很

有發展的機會」。有了新構想時，又該

如何去說服相關的企業來配合?這時專

業的說服力很重要，而專業來自於哪襄

呢?當然就是學校專業知識的延伸，加

上個人所累積的實務經驗以及可信賴的

人格特質，這些都是果汁工廠決策者評

估是否願意改變供應鏈與他合作共創商

機的重要關鍵。曾經在國際公司如綠巨

人 (Green Giant) 的工作經歷，以及駐廠 機會來時才能夠立即把握，當機立斷做

時所學習到的每一個經驗，加上在業界 成決策。

的系友、學長的協助，成為游學長在當

時相當重要的專業及助力，因而能夠成

功的說服果汁工廠的決策者 起合作創

造雙贏，使原本存在心中的構想，跨出

了第步。

創業之路是艱辛又漫長的，游董事

長說起當年「從無到有」的歷程，我們

看到了他是如何拼手抵足，憑著過人的

膽識毅力、正面思考的人生觀以及堅定

的信念--對每件個案都只許成功不許失

敗，用這樣的態度去克服每一灰的困難

與危機，完成不可能的任務，當中精彩

的經歷與轉折過程，令我們驚歎不已!

現在佳美集團在國際上有相當亮麗的成

績，成功得來不易!游學長笑著說:

「經驗及人脈要靠自己平時的努力，當

機會來時是開放給每一個人的，但成功

與否在於自己是否已做好準備? _j。這

些林林總總的想法都源自於當年大學期

間鳳凰樹下的夢想，因為有夢想因而不

斷的思考，因為不斷的思考及充實，當

當我們問起游董事長對於未來事業

發展的規劃時，游董事長說，-在三年

前，我已經開始進行世代交替的計劃，

我現在最重要的責任就是培訓接班人，

為公司未來的永續經營儲備人才。「以

成就公司最大的利益作為決策最盲的考

量」是公司領導人必須具備的最重要的

價值觀與特質。未來公司需要很多全方

位的總經理，雖然佳美是家族企業，但

只要是有品德、有能力、有企圖心的

人，即使不是家族成員，都應該要給他

們機會，每位人選，會給他們至少三年

的時間歷練集團總經理的職務，趁現在

公司最平順的時候，我要退居為指導者

和觀察者的角色，觀察和指導每位被培

訓的人在這段期間所展現的經營策略和

領導能力，這樣公司才能邁向永續經營

的願景。_j ，如此有遠見的經營智慧和

氣度實在令人折服。

堅強陣容-產銷研團隊

佳美是亞 )~IIII 地區唯一擁有日本

JAS和台灣CAS雙重認證的蔬果原汁及

濃縮果汁製造廠商。研究中心共分為果

汁研究、發展、分析、酒及咖啡研究室

等五個部門，擁有數十名學有專精的研

究人員及多項精密設備，包括可分析維

生素的高效液相層析儀 (HPLC) ，針對

重金屬分析的原子吸收光譜儀 (AAS)

，並可分析農藥、酒精、香氣的氣相層

析質譜儀 (CG MASS)等設備。不斷的改



G第董事長賢(亢儷參加食生系系友會活動)

善、研究、開發與創新，能快速因應客

戶要求，量身訂作專屬產品，滿足客戶

各項需求。

在國外許多果汁原料大廠以量取

勝，佳美則是以「多樣」對抗「大

量_j ，而佳美之所以可以提供多元的果

汁原料，在於有 支如游擊隊般的產銷

團隊，游董事長笑著說他們的團隊像是

遊牧民族般，哪襄有原料就往哪襄走，

團隊隨時掌握最佳時機追著原料胞，

旦獲知有適當的蔬果原料，便立刻尋求

當地合作生產的工廠，免去了建廠的成

本負擔及廠房產期外的閒置成本。如此

機動的生產方式是致勝關鍵之 。

古典音樂樂賞

藝術界與企業界的合作是一條令人

期待的新路。創意無價，潛移默化，藝

企跨界合作，創造了彼此的更大可能與

雙贏局面。在一灰偶然的古典音樂導聆

講座中，游董事長聆聽到了劉山巨清教授

的演講。劉教授以非常簡單的方式，沒

有深奧的樂譜，沒有教條式的理論，輕

易的讓在埸群眾融入音樂的感動裡，劉

G第董事長榮獲食生系系友會2005傑出系友獎時致詞)

教授說，- 個人不會看譜、不會演奏

樂器、不懂樂理並不表示不能或不會欣

賞古典音樂，我的願望就是要讓更多的

人在古典音樂中獲得真正的感動。」

會後，游董事長到後台拜訪劉教授，語

帶感觸的表示，-這麼動人的音樂演

講，破除了 般人認為古典音樂深奧難

懂的偏見，應該可以讓更多人獲得今天

這種美的感動，且願意為老師成立基金

會， 起來推動這樣的音樂欣賞教

育。_j 0 2004年 6 月， ，-樂賞音樂教育

基金會」在許多愛樂朋友的共同努力τ

正式成立，開始有系統的舉辦音樂講座

並且錄製影音系統，期待讓大眾在劉老

師的引領τ ，改變對古典音樂的成見與

恐懼，在喜悅與感動中，輕鬆踏入古典

音樂的世界。游董事長不僅幫助劉教授

實現了多年的夢想，自己也一步一步實

現了當年學生時代那份潛藏已久，對古

典音樂的熱愛與渴望。

f..士言五
11\口肉同

個企業家的成功不是偶然，在訪

談過程中聆聽到游董事長 路走來的成

功故事及回饋心胸。游董事長在事業已

相當成功的今天，仍不忘回蝕母校，他

捐贈「國立中興大學菁英獎助學金 dl ' 

以四年三百萬的獎學金培養食品暨應用

生物科技學系未來的菁英，在他身上我

們看到的謙卑與提攜後進的胸懷令人動

容。此次的訪問讓我們深刻感受，游董

事長的成功絕不是偶然，一點一滴都是

靠自己的努力、智慧及遠見。 且還

參訪者/食生系教授兼系主任方 繼

文字整理/食生系系友會秘書陳玉枝

(訪談過程令人如沐春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