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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手伸得到才做的香偉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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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三部電影　學普通話

母親、父親皆早逝的香偉燦個性非常獨立，中學時很喜歡生物、

化學等科目，但怕血、怕屍體，所以未考慮讀醫科。而因為父親生前

曾想移居台灣，促使他決定到台灣唸書。考上臺大藥學系後，為了學

習國語 ( 普通話 )，香偉燦看了三部國語片 ( 片名記不得了 ) 就成行…。

「結果老師上課只聽懂六成，只好向同學們借筆記來讀。」

大二後開始接觸專業科目，香偉燦對藥物的研發很有興趣，但他

也深知其中難度：「我覺得要成功研發出新藥，機率簡直跟中六合彩

差不多…。」畢業後回到香港，他發現自己的個性並不適合當藥師，連

藥師執照也沒有考，抱著破釜沈舟的心情回到家中幫忙家族事業 ( 紙

業 )，從頭學起。

大學畢業　仍是一張白紙

「父親本來屬意我中學畢業後就跟著他做生意，沒想到我中五 ( 高

二 ) 時父親突然中風過世，於是在美國唸書的大哥回港接手家裡的事

業。兩年後我去了台灣唸書，畢業後才又回到家裡幫忙。」

　　「人生短短幾個秋，要活得健康、快樂；活得精采；活得有意義。」

恆隆紙行董事長香偉燦簡單道出自己的人生觀。而實事求是的他在創

業路上的心得是「不打沒有準備好的仗」，凡事按部就班，慢慢地把

事業做大。要勤勞、不求快、不貪心是他成功的秘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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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所學與紙業毫無關係，但香偉燦願意從基層做起，前 10 天都

在櫃檯接電話，其後從事跑業務工作。「香港早期很多人抽煙，所以

我跑業務期間都帶著香煙作為溝通的橋樑。我雖然不抽煙，但拜訪客

戶時會主動奉上香煙，在客戶抽煙時，我就與他聊每月及每週的用量

有多少？用那種規格？什麼時候在店裡？是否好賭？如果好賭貨款就

要小心。」

70 年代香港工業剛剛開始，大部份工業都是家庭式，空間有限。

當香偉燦要主動幫客戶下訂單時，對方會推說沒有地方，需要時再打

電話到公司。香偉燦說：「這樣等於香港人所謂食白果─沒料到 ( 即沒

有收到訂單 ) 。後來我就想出一個方法，就是先電後送與等電後送。即

先致電等你有地方才送或等你通知才送，這樣我主動幫他下訂單，他

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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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好意思拒絕。此外，一般客戶下訂單都是月初，所以業務員喜歡

月初到客戶那裡接單，但我則喜歡月中接下個月初的訂單，只需與客

戶說下月初才送，送前先致電，這樣我就可以捷足先登。」

個性積極主動的香偉燦，勤勞又認真學習紙業的經營，他根據電

話簿黃頁上的分類找新客戶，很快在一年後獨立開了自己的一人公司。

與家裡的事業既合作又競爭─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很多年輕人太愛計較，不願意從基層做起，大學畢業又如何？

白紙一張。我認為實務經驗才重要。唸書不是要交學費嗎？你上班去

學工作經驗，不必交錢，老闆還給你薪水，應該抓緊機會學。要加班？

更好，可以多學一點。吃虧是福，你很快會被老闆注意到，不加薪升

港澳藥學系友到我家 ( 國內 ) 拜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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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才怪。我們廣東話說：有麝自然香嘛！只要你有才幹，老闆自然賞

識你。」

淹水、金融風暴　處變不驚

一開始香偉燦的公司是校長兼撞鐘 ( 工友 )，凡事自己來；隨著業

務量增加才慢慢擴張規模。80 年代起香港工資高漲，企業紛紛往大陸

發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1994 年香偉燦回到東莞常平投資。大陸市

場真得很大，除了紙業的批發貿易，他也從事紙製品生意。

創業 30 多年後公司有了一定的規模，香偉燦認為自己事業成功有

幾個關鍵：

第一、凡事先調查清楚，做好準備；即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

第二、保守一些穩健踏實、不快速擴張。就好像擺地攤吧！有生

意了，再慢慢發展成小店舖，小店舖再變成大店舖，腳踏實地一步步

把事業做強做大。

第三、誠信，童叟無欺。消費者只會上當一次，做生意是要做長

久的，要靠口碑建立老主顧。

第四、勤勞不懈。懶惰的人是不會發財的，即使遍地黃金，你也

撿輸人家。

最後一點是經驗。經驗是靠累積來的，是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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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香偉燦經營事業也不是一帆風順。2006 年一場暴雨淹水，東

莞工廠有三分之一的庫存、五千多噸的紙泡在水裡：「馬路上水有 2

米深，屋子裡也有 1.5 米。首先我安排員工的生活、送餐，接下來再

連絡保險公司，一步步解決。」更沒想到，2008 年 6 月又淹了一次，

上億台幣的直接損失外，同年 9 月發生全球金融風暴 ( 雷曼兄弟控股

公司倒閉 )…香偉燦淡定面對一切，沒有「走佬」，靠著多年的信用渡

過了難關。

「天塌下來我也要面對，不能亂了陣腳。簡單一句話就是：莊敬

自強、處變不驚。就好像如果一個人得了癌症，在那裡唉聲嘆氣有什

麼用？就是面對它、處理它，找醫師討論，該怎麼治療就怎麼治療。

人生再長也不過幾十年，有什麼好怕的！」

參加管中閔校長在港演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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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小　哪裡會變大企業

現在年輕人出來創業不容易吧？「做什麼都不容易啊！不要只是

抱怨，被罵就當是老闆塞錢到你口袋 ( 學習 )。從基層升到 CEO 的人，

才能治理好公司。因為他有人脈，懂細節，各部門的經驗都有。空降

部隊就難了，下面的人偷雞摸狗都察覺不出來，因為不懂。」

如果不想一輩子只當工人 ( 上班族 ) ，香偉燦鼓勵年輕人認真學習，

學到功夫就自己當老闆；其實創業就是經驗累積，門檻不一定很高，

擺地攤都可以。「我就認識一位台灣老闆，從擺地攤賣襪子做起。後

來開了化纖廠，70 年代，營業額 100 多億！所以，炸雞排也可以變成

“麥當勞”…只要你有計畫、有安排、有步驟。麥當勞開店是隨便擴張

嗎？投資前他們都會派人了解當地消費模式，在路口計算人流，做好

充分準備才開始。」

「重點是你先用小成本經營 ( 試水溫 )，手伸得到的地方才做。失

敗了就當是學經驗，了解市場的需求，下次準備好再來！不要一下子

野心太大，擴張太快、管理又不到位，很容易垮下來。沒有小，哪來

得大？」

創業一定有風險，因此風險管理很重要。香偉燦會依客戶的信用

分類，信用不好的，再大的訂單也不接，因為可能收不到貨款。「不

要以為接到大訂單就開心，一定要想辦法了解客戶的信用，就好像砂

鍋，要輕輕敲一下試試。」

「另外，懂得停損也很重要。有一個朋友做混凝土生意，簽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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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出了貨卻收不到錢。他沒有停止接此客戶訂單，因為怕工人閒著

沒事做。我笑他傻，工人的工資才占多少成本？繼續出貨反而連砂石

成本一起賠！每個客戶應該給與多少信貸額度、多長貨款期限，都要

有規定，如果超過就要停止接單。」

事業淡出　助人更有意義

談起創業經驗三天三夜都說不完。這幾年香偉燦逐漸淡出事業，

一方面是因為大環境所致，2009 年起大陸開始實施勞動法，接著又有

社會保險，企業成本越來越高，競爭也多…發展前景不那麼看好。另一

方面，子女接班紙業工廠意願不高，於是 2005 年起他轉投資地產和物

業，只保留小部分的紙業生意。

「我 2014 年退休」香偉燦說。其實他仍是大忙人，但不是忙著賺

錢，而是忙著花錢。早在 2004 年捐助 100 萬人民幣蓋建東莞橫瀝第

二小學，近年他更深感於教育的重要，於 2013 年捐出 32 台電腦予橫

瀝中學，並於 2014 年起每年捐 20 萬人民幣設立香偉燦獎學金與助學

香偉燦獎學助學
頒獎禮獲橫瀝中
學校長頒發榮譽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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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亦資助外來留守兒童與大西北區部分貧苦學生升讀大學。至於敬

老方面，於 2013 年開始，每日為 80 位老人送兩菜一湯，由星期一至

星期六；每年中秋及新年，會為約 180 位老人送上節日慰問禮品，同

時舉辦千叟宴以慰問老人。香偉燦因此得到國家的肯定，於 2013 年得

到全國孝親敬老之星、2015 年獲頒東莞榮譽市民。

2017 年香偉燦耗資 800 萬餘人民幣蓋建了「香偉燦長者綜合服務

中心」大樓，為當地長者提供休閒活動場所。真正落實了「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現在街坊鄰里都知道有「燦叔」

這號大善人了。「人要活得有意義，助人就是有意義的事。」除了個

人捐款，香偉燦認為慈善事業最重要的是延續性問題。因此，他計畫

設立慈善基金會，帶動更多人一起加入助人的行列，讓公益志業薪火

相傳。

東莞巿榮譽市民頒獎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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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為全國孝親
敬老之星

千叟宴與研究古文物
的李老師一齊合照

榮譽市民座談會與當時東莞市委書記呂業昇先生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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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氏淵源　周公旦的後裔

回饋鄉里不遺餘力的香偉燦，談起「香」這個姓氏，他可以從周

文王第四個兒子周公旦說起…其後裔姬延封地於楂。後人遂以查 ( 音ㄓ

ㄚ ) 為姓氏。

( 編按：楂，現今山東西南、河南東南一帶 )

南宋末年蒙古入侵，太子太保查開祥 (60 代，封地為現今東莞茶

山東岳廟一帶 ) 位居一品官，與當時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一起抗元，

因十字門大戰受重傷回到查園養傷，沒有戰死沙場。1279 年二月初六

宋朝滅亡，元兵為了追殺宋朝餘下將領，張元帥帶著 3 萬元兵緝拿查

中秋派發慰問
禮品予當地的
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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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祥。所幸獲得鄉人掩護，查開祥漏夜逃亡，坐船前往橫瀝躲過一劫。

為避免牽連他人，將「查」下面的一橫拿到上面就變成了「香」，寓

意後來居上的意思。

在大陸做生意期間，香偉燦除了認識香氏宗親外，亦與很多查氏

的宗親有來往，並於 2014 至 2016 年間帶隊尋訪全國各地的香氏、查

氏宗親。為了團結各地香氏的宗親，2014 年出資 200 萬人民幣修建

8000 平方米有 700 年歷史的祖墳；2017 年自己率先出資 400 萬人民

幣倡議重建 1500 平方米的宗祠，2019 年 4 月落成。蒙古、甘肅、廣西，

新彊、廣東、天津、安徽、湖南以至海外等各地的香氏子孫都陸續回

來團聚。

與甘肅宗親一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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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心繫台灣　此情不渝

從香偉燦聊起家族姓氏時的興奮，可以看出他特別念舊，對台灣

也是一樣。「我聯考時原本第一次就可以考上臺大藥學系，但因生物

科的考卷誤填了名字於試卷，違規判零分；後來查到其實是 90 幾分。

沒辦法，只能第二年再考，事情發生就發生了，也不會特別懊惱什麼

的！我兩次都以臺大藥學系為第一志願，這是命中註定的緣分啊！」

雖然畢業後就回港工作，但是他從不忘回饋母系。不是捐錢而已，

除了出席港澳校友會活動，也不時飛台探訪師長、系友。飲水思源，

曾在台灣這片土地上生活過的香偉燦，對台灣近年的政經發展情勢仍

查氏宗親訪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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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關心。他憂心台灣的低薪環境、年輕人出走；認為政府要多投資

教育，鼓勵研發、創新；經濟上要解決「五缺」…愛之深責之切，香偉

燦的叨叨唸唸中藏不住他對台灣的情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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