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現 職

特 殊 事 蹟經 歷 、

地 政 系       59級

僑務委員

世界總商會監事

北美總商會副監事長

美國中西部興北校友會副理事長

1984年：創立 雅美公司－ACMATE• 

1986－1994年：任芝加哥台灣同鄉聯誼會理事或顧問• 

1988－1994年：任芝加哥台美商會財務長• 

1993－1994年：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長• 

1995－1996年：任第八屆芝加哥台灣商會副會長• 

1996－1997年：任第九屆芝加哥台灣商會會長• 

2011年：獲伊利州州政府頒贈「亞裔慈善殷商獎」• 

2011－2012年：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2011年起：任世台基金會董事• 

2011－2013年：任美國中西部興北校友會副理事長• 

2012－2013年：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監事長• 

2012－2013年：任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監事• 

2012－2015年：• 任僑務委員會僑務委員

賴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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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獎 感 言

認識賴健治的朋友，無不豎起大拇指，

稱讚他了不起。他的了不起，不僅是因為他

事業的成功，更是因為他做人的成功。

外表溫文儒雅的賴健治，為人仁厚，做

事低調，四十二歲時，帶著全家移民美國，

實現他成為企業家的夢想。他的成功。應證

了他在十八年前說過的一段話：「美國雖然

不是做生意人的天堂，但卻是想闖出一番事

業的人的自由天地。任何富有創意的人，只

要自己能用心朝著自己鎖定的目標勇敢前

往，就一定會有發展的機會。」美國給許多

有理想，有目標的人平等的機會，但是，只

有會把握機會，腳踏實地，不怕吃苦，有毅

力的人，才會有成功的一天。

五十多年前，甫踏出彰化商職校門的

他，有著比一般人更高昂的鬥志。他不滿足

於商職的學歷，服完兵役後，很幸運的，在

數千位應試者中，考上了在台復業的唯一民

營銀行－「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他白天工

作，晚上則至台灣中興大學法商學院攻讀地

政系學位。對他而言，知識即是財富。雖是

出生於農家子弟，卻以成為一位成功的企業

家為努力的目標。雖然是從銀行最基層的會

計工作幹起，他卻利用時間地學習國際貿易

中，有關銀行的各項進出口的押匯事宜，如

信用狀的開狀、押匯手續、借款融資、及外

匯兌換等等……這些銀行金融的實務經驗，

讓他與在芝加哥唯一的台灣開設銀行「中國

國際商業銀行芝加哥分行」（現改名為兆豐

國際商業銀行）有了共同的語言，使他在創

業後，駕輕就熟的，迅速地和該銀行建立起

良好的互動與信用額度。

原在一家日商在台分公司擔任秘書的

賴夫人，林富美，深深瞭解先生成為企業

家的抱負。賴夫人為了照顧上幼稚園的兒

子與女兒，辭掉了秘書工作。照顧一對子

女，雖然有忙不完的鎖鎖碎碎，但聰慧靈巧

的賴夫人，基於興趣，也是為了幫先生圓其

企業家之夢，就和賴健治商量，夫婦倆在民

國五十九年，成立了「台灣富彥國際貿易公

司」，開始自己創業。

賴夫人擔任秘書的日商公司是「上海商

業儲蓄銀行」數一數二的大客戶，出口各款

鞋類、電視、電器及各類運動用品等等。賴

夫人在日商公司所學到的行銷與採購知識，

讓夫婦倆很快地接下丹麥一家進口小五金及

禮品的代理業務。他倆幾乎在每個週末，帶

著二位小孩開車至中南部工廠，尋找新產品

或驗貨。如此全家出動，好像郊遊般，不但

賴健治夫婦結婚40週年至日月潭涵碧樓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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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了工廠的生產細節，亦與廠商們建立起

深厚的感情，賴健治回憶起往事，快樂地

說：有一木製品廠家，每年都各地為我們留

下二棵黑葉荔枝樹。樹上掛滿了肉甜子小，

紅紅的荔枝，讓我們盡情的採食。回家時，

車上總是有著一大布袋的荔枝跟著回台北，

甚至還幫了位在家門口前擺攤的鎖匠，創造

了個機會，使他數年後成為一家具規模的製

鎖外銷工廠。成功的男人，總是容易忽略家

庭的親情。而賴健治夫人同心協力，不但事

業蒸蒸日上，更將工作變成全家的一種幸福

團聚，一家人的感情更顯得親密。難怪一對

兒女，對父母都相當的敬佩：他們佩服爸媽

的才智，人格與恩愛。

由於賴健治工作能力強，而且總是比別

人做得更認真，更仔細，因此，他平步青雲

地被逐次提升，最後成為銀行總會計。然而

在有了這些年的業餘兼差創業經驗後，雖瞭

解：「經營事業是一項挑戰性和風險很大的

投資」，賴健治卻更想放手大膽的施展其創

業理想。在夫人全力支持與同意下，他毅然

放棄了當時台灣人人羨慕的銀行總會計的職

位，決然地走向全職創業的艱辛道路。

經歷過台灣強大升學壓力之苦，瞭解

出身背景對未來發展影響的賴健治夫婦，也

為了孩子的教育與發展，夫婦倆決定移民美

國。瞭解中西部商業、金融與工業中心，美

國第二大城芝加哥為其溫暖小家庭的落腳之

地，再度以他們熟悉的五金禮品貿易為起

點，成立了「雅美企業公司」，開始企業經

營一步一腳印的人生旅程。

年過四十的賴健治夫婦，帶著一對兒

女，來到了人生地不熟的芝加哥。他們以有

限的語文溝通能力，再加上對文化與人情世

故的不瞭解，夫婦倆在美創業過程，是比別

人付出更多的汗水與智慧，比別人付出更多

的誠意與服務。

面對陌生的環境，該如何開展其業務？

2011年李校長伉儷蒞臨芝加哥，參加台灣商會年會論壇時，與美國中西部興北校友們於年會聚餐後合照

（前排左邊為李校長伉儷，中間是江炳坤學長，右邊是林瑞源理事長伉儷，賴健治立於最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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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如何開拓其客源？首先，賴健治為了瞭解

市場的需要，有將近半年的時間，每天晚上

到圖書館查資料。他將自台灣出口美國的各

種烤肉爐零件、雜貨、小五金……等等，各

式各樣的產品材質、製造、測驗過程，一一

記錄下來，以增強他對於欲採購或銷售的產

品認知。他再查可能的工廠及買戶群，也是

一一記錄下來。如果沒有極大的耐心與定向

力，是無法忍受如此瑣碎而枯燥的工作。但

是賴健治的個性沉穩，實事求是，注重細

節，對如此無聊的工作，卻是樂在其中。對

市場有了初步的了解之後，他便擬訂進行的

銷售策略與計劃，聯絡、安排拜訪潛在客戶

的行程。

美國國土廣大，要拜訪客戶，是需要各

州各城市跑透透。剛開始時，他開著一部大

型休旅車，內裝著滿滿的展銷樣品，橫跨各

州，日夜不停的跑。賴健治回憶當時的情形

說：那時由芝加哥開了快要三個小時的車，

到了威斯康辛州的一個小市鎮，又要從停車

場，來回搬下十幾箱笨重的戶外涼椅及烤肉

用具，並將它們擺置整齊，開始會談。但很

可憐，買家僅停留十來分鐘，只挑走了一款

戶外涼椅產品。賴健治回憶說：這是我創業

生涯中的第一個貴人。因為，挑走戶外涼椅

的是美國挺具規模的百貨公司Kohls的採購部

門。買家先下一個貨櫃的訂單，第一年的合

作，Kohls相當的滿意，接著第二年就有了超

過了十來櫃，也因此建立起了往後幾年的戶

外、文具用品及最大的聖誕節禮品、裝飾產

品的合作關係。

結束了第一個拜訪之後，賴健治又匆

匆的趕回家，想睡個二小時，再起來趕往俄

亥俄州的克利夫蘭市。倒頭要睡時，他才想

起，兩地有一個小時的時差，二小時的睡眠

時間，只剩一小時了。夫人為了讓他有睡覺

的機會，而又不錯過下一個拜訪，她自己都

沒有睡，在一旁等著。一個小時後，夫人把

他叫醒，繼續開車上路，去拜訪第二個潛在

客戶。兩天的時間，橫跨三州，完成了四、

五個拜訪。如此的奔波，是創業前段的家常

便飯，而被買家拒絕也是簡單的第二句客套

話。

記得每次拜訪買家時，他總是親自將

貨樣來回搬上搬下，展示給買家。如此一整

天下來，總是腰酸背痛，甚至扭傷腰，也是

時常發生。剛到芝加哥後，因為小孩上學的

學區很重要。所以就在西郊，勉強以其在台

灣省吃儉用的新台幣，向友人兌買了較高匯

率的美金，這個有庭院的二層樓房子，較台

北的公寓相比較下，真可說是太美麗了，但

可是還沒有買到床鋪，全家人總是打地鋪。

而在體力透支下，再遇到買家的拒絕時，夜

深人靜了，賴健治望著身旁，懷疑及甚至責

怨，為何要放棄在台灣的中等安逸生活，而

讓睡在硬梆梆地板上的太太和小孩們在此受

煎，內心忍不住的掉下眼淚來。夫人及小孩

賴健治創設的雅美公司外景，建於2000年，

位於芝加哥的西郊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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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陪伴，是賴健治奮鬥的力量，也是在創業

維艱過程中，最大的快樂與安慰。

自助而後人助。賴健治夫婦的努力與誠

心，終於又再一次的開花結果；他們遇到了

第二個大大的貴人，Weber烤肉爐公司的老

闆。

賴健治永遠忘不了這創業過程中，扭

轉局勢的一天。一九八四年的二月的一個寒

冷冬天，他如往常般前往拜訪買家。以不甚

流利的英文，但誠懇的態度，賴健治感動

了Weber的負責人。在交談過程住中，賴健

治得知Weber需要每年購進百萬個瓦斯調節

器，他請求老闆給他一個機會，幫助他從台

灣進口這一批零件，並答應一定保證品質，

準時交貨及提供合理的價格。Weber看著誠

摯的賴健治，將工程設計圖交給了他。當場

他雖看不懂工程設計圖，但即馬上和台灣的

工廠聯絡，全力與台灣的製造廠配合。一個

星期內，工廠就將樣本寄來讓他轉送給測試

人員，不久就和Weber簽署了訂購合約。賴

健治感謝Weber給他的機會，也感謝工廠給

他的幫助。因此，在中國大陸崛起之後，台

灣廠商面對大陸價格的競爭時，他一直念念

不忘與台灣工廠的情義，堅持著要在台灣製

造生產。而這個堅持，讓這些工廠的老闆及

家人，永守著在台灣的生產事業，而避免了

至中國大陸的生產諸多困難。至今，他們仍

保留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營業金額在台灣呢！

工廠生產，「雅美」負責銷售，這樣的合作

關係，轉眼一晃就是將近卅年了，銷售的調

節器將近千萬個。賴健治表示：產銷要互相

合作與分工，讓生產者負責住生產及品質，

就像踢足球的足球後隊衛，守護著足球門，

也就是工廠全身負責產品的品質；讓貿易者

全力負責銷售，猶如足球隊的前鋒，拼命衝

刺去得分。賴健治很自豪的說：至今，我們

持續地與當初的台灣工廠合作，可以說是達

到產銷一體，共創雙贏的成長，我們謹守

「誠」字準則；報價要有誠意，品質要有誠

定，出貨要有誠時，付款要有誠確。這是我

卅年來的經營守則。

跑透透的行銷策略，沒有達到賴健治

的目標。於是之後的十年間，他改變了行銷

策略。他開始與美國當地的銷售公司合作。

首先，「雅美企業公司」提供樣品在銷售公

司展示間展示，然後以簽約下單，出貨收到

貨款後，再給付佣金方式，為行銷策略。

「雅美企業公司」很快地在全美各地與十來

家銷售公司合作，客戶群及營業額也在短時

間內，大幅增加，效果顯著。透過銷售公司

的行銷策略，讓「雅美企業公司」一年只要

開一次行銷說明會，及與銷售公司商談一些

銷售問題，節省了許多的時間與人力。這也

讓賴健治領會到，欲在一個大國家作市場行

銷，鍥而不捨的跟進。一條路走不通，再想

另一條路走。不但要尋找機會，更要創造機

會，而機會是為所有的人打開的，不要輕易

地將機會放棄或關掉。

「做貿易，如果靠著一票攢一票的賺

佣金生意，壽命會很短。因此，經營者必須

不斷的和買家一起成長，掌握產品的心臟零

件。」賴健治希望，把他的寶貴經驗，分享

給所有意願創業的人。

Weber公司在一九八六年前，都是生產

傳統的燒炭烤肉爐。消費者在使用時，往往

需要花很大的時間，將炭火燒熱起，將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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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弄得汙黑煙燻。隨著能源的轉變，與技術

的進步，Weber需要開發新的瓦斯烤肉爐時，

「雅美企業公司」躬逢其盛，就急速大力投

入人員、時間與其開發部工程師，日夜協調

修改工程圖紙，打樣、測試、送審……終於

在三個月內的預定時間，完成並掌握該二款

新烤爐的兩個主要心臟零件：瓦斯開關導管

及瓦斯爐頭。這兩個心臟產品，也讓當時在

台灣，面臨訂單困境的一家工廠，有了起死

回生的機會。工廠以其專業的工程技術，把

品質把關得很好，這將近三十年來，已使該

工廠擁有數十億資產及百位員工的大公司

了。而Weber也因為「雅美企業公司」提供高

品質，高技術的零組件與週邊附屬用品，成

為美國的前數大的品牌。當人們提說，是使

用此Weber烤肉爐時，均會豎起大拇指，讚美

其品質。而在後庭院的草坪上，擺放一台這

爐子時，可說是全家最享樂的時間。

Weber採購金額增加了數百倍後，賴健

治終於放棄了戶外涼椅及聖誕節禮品等的微

薄利潤生意，幾乎百分之百的投入烤肉爐零

組件，並提供零缺點的品質檢驗，與安全庫

存。並與客人生產線上電腦連線，採辦員第

一天下午下單，其卡車隊第二天一早就可以

提貨送至生產組裝線上。每年一次與客戶議

訂價。這種提供倉儲及安全庫存的服務，讓

客戶在生產線上，不會擔心斷了零組件，而

影響其生產組裝。也就是客戶與我們維持了

這二十多年的良好關係的主要因素。

賴健治夫婦為何敢把所有的雞蛋放在

同一個籃子裡呢？賴健治說：放棄其他的客

戶，百分之百供應Weber的貨，因為他們和

賴健治於101年參加僑務委員會議時與總統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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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樣，注意家庭成員，是個完美的家庭

公司。Weber的後代有十一個人加入公司的

營運，每個人負責一個部門，運作得十分順

暢。而他們也像親人一樣的教導賴健治夫婦

如何進貨買貨，賴夫人總都親自下廚，以她

拿手的廚藝宴請Weber全家大大小小。賴夫人

的廚藝是芝城有名的，獨一無二，當然是賓

主盡歡。

Weber老闆欣賞賴健治夫婦的為人處事，

不但和他們合作，更希望他們的第二代可接

棒。因此，在十來年前，Weber負責人希望

賴健治把學建築設計的碩士兒子叫回來接手

公司的經營。繼承賴夫人藝術天份的兒子，

對建築及服裝設計充滿了熱情，但對做生意

卻是興趣缺缺。賴健治第一次說不動兒子。

Weber老闆關心的表示，若再說不動，他願意

出面請他們的兒子吃飯，當說客。對一對兒

女最瞭解的，當然就是賴夫人了。賴夫人不

好意思讓Weber的人出面，於是和兒子談了請

他回來五年的工作條件。五年後，願提供兒

子設計創業的資金，全力協助兒子的興趣。

十一年了，兒子看著賴健治夫婦年紀日大，

不忍心放著辛苦的爸媽，跟媽媽說：我的設

計興趣以後再說吧，我想我是要留在公司

了。而他們夫婦的另位女兒，目前則是一位

家庭醫師。這個故事追述她在來美上學第二

週的一場意外。當天午休時，二位好奇的男

同學一邊左手，一邊右手就拉著這位來自東

方不會開口說英文的小女生，往操場外跑。

然後就把她當作體操選手般的來個前翻跟斗

動作，當時她唯一只會說句英文的No！接

著又被翻滾了一次。這場事故，竟讓她躺在

醫院數個禮拜，做了二隻腳跟斷折的手術及

復健。這段時日，讓她十分尊敬醫師及白衣

天使的服務工作，而影響了她日後學醫的願

望。

賴健治夫婦在美國的第一個十年間，夏

天以戶外的涼椅、烤肉用具、園藝用品、風

鈴、風箏等，冬天則以萬聖節、聖誕節的擺

吊飾及禮品等為主要產品。冬夏兼著經營，

要「不斷地開發出一些有創意性、計劃性的

產品，才能保持其旺盛的商業生命」的理

念，賴健治也曾以夫人的英文名「Joyce」

為品牌，創立了陶瓷娃娃王國。這些以陶瓷

塑造人頭手腳及穿上復古或流行的仕女裝娃

娃，每位按其表情穿著，命名編號，讓那些

喜愛的收藏消費群，每年逐一的收藏；他也

是音樂馬克杯的創始人，二年間曾賣了上百

萬個，打破其銷售紀錄。

事業的成功，人人看的見，而默默行

賴健治夫婦攝於參加僑界新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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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與對朋友的照顧與義氣，更能彰顯出這

對夫婦的真誠。一九八六年在芝加哥稍稍安

定下來之後，沉穩踏實的賴健治夫婦，成為

各社團積極爭取的人才，也開始了他們對

台灣人組織的社團的服務。賴健治擔任八年

的芝加哥台灣同鄉聯誼會理事或顧問(1986-

1994）；同時細心且誠實的他，也被邀請

任芝加哥台美商會財務長（1988-1997）；

1993年更任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財務

長（1993-1994）；隨後，他們即在台灣人

商會展露頭角，成為芝加哥台美商會副會長

(1995－1996），繼任會長（1996-1997）；

2011年更成為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副總

會長（2011-2012）及世台基金會董事。這是

台商一個很堅強，及積極工作的慈善組織，

並正向聯合國申請加入為非政治組織的一

員，更在去年出任美國中西部興北校友會副

理事長，聚會當場他即作了拋磚引玉，主動

捐出一萬美元，作為校友會基金的構思，以

加大不同年別及學系的校友們，在異鄉可做

更多的相聚，賴健治夫婦服務社團，回饋社

區的熱情與成績，也受到伊力諾州州政府的

肯定，2011年獲伊利州州政府頒贈「亞裔慈

善殷商獎」。

擔任社團的幹部，是出錢又出力的差

事，許多社團或公義團體需要募款，一定都

會找上賴健治夫婦，而他們也總是二話不

說，慷慨地捐錢與幫忙：台灣的大地震，風

災水災，他們都是幾十萬台幣的捐。像紅十

字會，及其他國際慈善團體等……分別均表

揚其為美國紐約911，及世界各地的災情所作

的捐款，此種義不容辭的捐出，除因該單位

要求須具名外，他們仍較多的，以無名氏默

默在作呢！

對公益事業的熱心，雖讓朋友佩服，但

對朋友的情義，則是讓朋友永感於心。賴健

治夫婦一旦認定你是他們的朋友，不論大小

事，只要他們做得到的，他們一定竭盡心力

地為朋友去做。朋友生病時，賴健治夫婦，

不但前往探病，精力充沛的賴夫人，更是每

天熬煮魚湯或各種美味飲食，替朋友補充飲

養。如此，長期不間斷地，直到朋友康復，

朋友們是吃在嘴裡，感受在心理。賴健治夫

婦對朋友的真心是不論貴賤貧富，只要朋友

有需要，他們一定會盡心盡力。

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總有著一個有

智慧女人的協助；而一個有智慧的女人總是

協助一個值得她付出的男人。賴健治與夫人

是朋友口中的絕配。這對絕配，在美國，由

第一筆生意一個貨櫃到現在一年數百個貨櫃

的進貨量，他們在芝加哥再度創造了個人的

「台灣奇蹟」，讓台灣製造成為品質與競爭

力的保證，成為芝加哥台灣人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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