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歷經

殊事蹟殊事蹟特

1、1963年於大甲金鼎三食品工業公司廠長任內開發蜜柑罐頭（以桶柑為原料）帶動臺灣蜜柑罐頭製造

業盛極一時。

2、1964年與臺灣蘆筍公司契作推廣蘆筍種植是臺灣也是世界第一家以白蘆筍剝皮製造罐頭，出口外銷

三年後，臺灣其他罐頭廠陸續跟進，從五家工廠，到了 1968年約有 200 家工廠，造就臺灣中南部

蘆筍農年收百億元以上。

3、1978年在泰國與友人創建 Unicord Investment （Thailand） Co., LTD生產各種海鮮與罐頭，任

董事兼廠長。1985∼ 1990年間每天可處理原料鮪魚 400∼ 600噸，工人約 6000人，是時為世

界最大鮪魚工廠，曾佔美國進口量之 36％。

4、1985年創立分公司 Food And Drinks Co., LTD。1989年馬蹄罐頭與竹筍罐頭年產 1,000櫃，堪

稱世界第一。

5、2004年該公司與台中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建立宏全 FD包材股份有限公司，製造 PET瓶、

瓶蓋、收縮膜標纖、以供應該公司 PET瓶飲料線之用，並供應他廠或外銷。

農化系49

． Food and Drinks Public Company Limited董事總經理、宏全 FD Packaging Co., Ltd副董事、

Gargoyle建築設計國際有限公司董事長、JFE Kawasho Food （Thailand） Co., LTD董事、

華成食品技術主任、金鼎三食品廠長、東和食品副總經理兼廠長、TFV Co., LTD.廠長、Unicord 

Public Co., LTD.董事副總經理兼廠長

．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諮詢委員、泰國台灣會館榮譽主席、泰國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榮譽總會長、泰國

中華會館副理事長、泰國中華國際學校基金會董事、泰國∼日本食品發委員會委員、泰國工業總會

食品組顧問、泰∼台經濟合作委員會顧問、全球華商經貿聯誼總會名譽總會長、亞洲華商經貿聯誼

總會創會會長、泰國華商經貿聯誼會名譽理事長、泰國彰化同鄉會理事長、中興大學泰國校友會會

長

李錫祺
FOOD AND DRINKS PUBLIC CO., LTD.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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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感言獎感言得

於泰國中興大學校友會理事會時，張瑞彬會

長推薦我參加「傑出校友」評選，我告訴張學長：

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讀過前幾次「傑出校友」

的介紹，深感那是我萬萬不能及的。我自己認為

由中興大學畢業後，我做的不過只是以所學為基

礎，腳踏實地，盡力做得最好而已。近日接到校

友聯絡中心通知獲選，真的很高興又感動。感謝

諸位評審委員，也感謝張瑞彬會長的推薦。以前

老師的教學，同學的種種，一一又在腦子裡打轉。

我出生於彰化市，就讀楠木（現在是中山）

國小，二年級時隨父親工作搬到板橋，因空襲又

搬回彰化，又轉花壇、口　再轉和美、水尾。在

這二年時間學校不上課，只在私塾裡讀漢文，台

灣光復後，我應該是四年級，但因學籍遺失，變

成流浪兒童。後來當童工，當學徒。三年時間，

學會板金、冲床、捲封等一手好工藝，但是西瓜

大的字認識不到一籮筐，毅然決然辭掉工作開始

讀書。那時我的同學已經讀初三，我算幸運可由

小學六年級開始，但來不及學ㄅㄆㄇ就趕功課，

所以到今天國語還講不標準。

民國三十八年，小學六年級順利畢業，並考

入省立台中一中，民國四十四年考入省立台中農

學院園藝系，四十五年轉農化系，所以四十九年

才畢業，我不是留級，我說我喜歡讀書。服役退

伍後經同學介紹到員林高農教農產加工，也編一

本「農產品加工學」給學校。又經同學介紹兼任

華成食品公司員林廠技術員，後辭去教職，專任

華成食品公司員林廠技術主任時，曾與罐頭公會

與農復會合作研究鳳梨碎肉罐頭之黴菌計數，對

當年鳳梨碎肉罐頭之出口幫助很大。民國五十二

年轉任大甲金鼎三食品公司廠長，當年以沙丁魚

罐頭與紅燒饅魚罐頭出名，接著開發以台灣桶柑

試做蜜柑罐頭，大獲成功，帶動台灣罐頭業增加

蜜柑罐頭事業，盛極一時。並乘勢與台灣蘆筍公

司合作推廣契作種蘆筍，從大甲、和美、二林、

復興、褒忠、土庫、東石騎機車每週出去一兩天，

收購做成罐頭，「白蘆筍剝皮」，是我與我弟弟

在台灣首創，後來才知道這個創作在全世界也是

第一次，我們出口蘆筍罐頭三年後，第二家工廠

才出口，蘆筍罐頭事業到民國五十七年已有二百

多家，罐頭公會採取共同計算方法，由各廠配額

生產，約十萬戶農民種植，年產百億元，在百忙

中同時也與朴子玉米研究中心研製玉米筍罐頭，

也是台灣第一家，真是忙得不亦樂乎！

1969 年本來想去日本深造，但沒有去

成，於當年年底應徵到泰國當台勞，時任 The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Co.當農場場

長，一九七一年四月工廠建成，任廠長兼場長。 

1975 年世界鳳梨協會（Pineapple Industry 

Research and Develop Association） 常在泰

國、新加坡、馬來西亞、台北開會，因台灣罐頭

公會與台灣鳳梨公司謝董事長對我的愛護，讓我

主持技術組多年，感謝當年讀過一些園藝，以及

在華成食品公司時，上司常派我參加罐頭公會鳳

1989年獲泰國總理
「出口績優獎」

1995年六十歲生日接受
三井物產會祝賀全家福照

2000年馬總統召見
泰華僑團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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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小組的鳳梨推廣經驗，這經驗在鳳梨協會可派

上用場。

1978 年 離 開 T.F.V. 公 司 與 友 人 創 立

Unicord Investment （Thailand） Co., Ltd.任

董事兼廠長，生產各種海鮮冷凍與罐頭。1982

年擴廠，公司名改為 Unicord Co. LTD升任董

事副總經理兼廠長，以生產鮪魚罐頭為主。於

1985∼ 1990年間每天可處理原料鮪魚 400∼

600噸，工人約 6000多人，是時為世界最大鮪

魚工廠，曾佔美國進口量之 36％，原料來自世

界各地，臺灣的豐群、海利、銘泰，日本的三井，

太洋漁業（現為 Maruha）三菱、日水、丸紅等

商社。1987年股票上市，公司名改為 Unicord 

Public Co. LTD，並收購美國 Bumblebee鮪

魚公司。1985年創立分公司 Food and Drinks 

Co. LTD。1988年被派任為 Food And Drinks 

Co. LTD董事總經理，同年改獨立經營並招募新

股，日本野崎產業加入 20％股，臺灣美亞鋼管，

宏洲纖維，奇美食品等加入。1989年馬蹄罐頭

與竹筍罐頭年產 1,000貨櫃，堪稱世界第一。

是年得到泰國總理出口獎。1994年股票上市，

公司改名 Food And Drinks Public Company 

Limited，任董事總經理，仍以生產罐頭食品、

POUCH食品、冷凍食品、調味料、泰國料理、

PET瓶、飲料線、罐頭飲料線。2004年與台中

宏全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合資建立宏全 FD包材

股份有限公司，任副董事長，製造 PET瓶、瓶

蓋、收縮膜標籤，供應公司 PET瓶飲料線之用，

並供應他廠或外銷。

忙忙碌碌，不知晝夜，不亦樂乎！我的命好，

讀書的時候，老師都很愛護我、教導我，同學間

都很友愛。從事工作以後，老闆、上司對我都很

照顧，同事都能打成一片。自我懂事後，無論做

人或做事，有規則，腳踏實地，平實地工作，很

堅忍，有耐心，幾十年做了許多我要做的事，但

不覺得有什麼傑出，但願剩下的歲月裡，如果身

心允許，真想做一些有「傑出」的工作。

工作之外，我喜歡運動，網球、單槓、双

槓、羽毛球等，但十年來不大運動了。我也喜

歡音樂，我是興大合唱團的老團友，現在是

Bangkok Combine Choir團員，也是理事，全

團有一百多人，大約有二十個國家愛好音樂的

人，每年夏、冬季演唱會，如冬季的 Messiah，

夏季的 Requiem，貝多芬的 Symphony No.9, 

Creation等，我已參加第二十年，現在正練唱

Handel's “Messiah”，將於十二月三日、四日、

五日演出。

興大合唱團第一屆（代）團長卓仁祥學長曾

給我兩句重要的話，「要追求與自己工作相等的

能力，不是追求與自己能力相等的工作」與Me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到今天

一直是我的座右銘，與各位分享。

2009年參加 Handel's「Messiah」
演唱會後代表全團接受神父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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