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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出表現

一、事業有成、扶助弱勢

吳蓉華校友自 1983 年隻身前往美國成立

了進出口公司，由一人公司到今天的48位員工；

由二百平方英尺到今天擁有自己的辦公室及倉

庫共 6 萬 5 千平方英尺。在這 30 多年的不斷

成長，沒有忘記回饋社會。其公司 ”Golden 

Grove Trading Inc.”在過去 20 多年，基於「取

之社會，用於社會」的理念，一直捐助”Easter 

Seal”這個成立了一百年的非營利組織，致力

於幫助殘障人士即無依靠的窮苦老年人。同時

在過去的 15 年間也資助 “Children’s Miracle 

Network Hospital” 這個非營利醫院，幫助家境

不好而有特殊疾病的孩童能夠獲得足夠的醫療

資源，直至痊癒為止。

吳蓉華

二、戮力親為、創業環保

吳蓉華校友的公司一開始時是經營水晶玻

璃，1984 年起與配偶同心協力，為了發展客戶

群，開車跑遍美國東部與北部數州，日均工作

時數經常超過 12 小時。2004 年基於客戶的需

求，增加了紡織服裝類產品。去年起更推出一

系列 River Beach 服飾，經過六個月的推廣，已

成為二百多家零售店的供應源。River Beach 的

首要宗旨是鑑於改善現今河川的汙染、恢復為

人類及所有自然生物能享受的自然生態，而委

身將收入的百分之一捐給 Cleaning Local River 

的環保組織，冀望地球生態資源的保護能夠盡

上一己之力。

現職
1. 中興大學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負責人

2. Golden Grove Trading Inc. CEO

3. Moda Goods Inc. CEO

經歷
1. 2014 年中興大學南加州校友會獎學金創辦人 / 負責人

2. 2000-now Golden Grove Trading Inc. CEO

3. 2000 年加州聯合大專校友會權益委員負責人

4. 1984- 2000 Schulz and Wu Enterprise Founder/CFO

5. 1997 年中興大學南加州校友會會長

( 農教系農機組 64 年畢業 )
現為：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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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委身學習、精益求精

吳蓉華校友一生勤學不倦，可從以下足跡

端倪一二：

(1) 1986 年自 GIA(Gemological Institute of America)

    畢業，當年全球僅一萬人授此 GG degree。

    全 球 最 大 的 鑽 石 開 發 公 司 De Beers 

    就是用 GIA 的鑑定標準來鑑定鑽石，吳蓉  

     華校友至此成為鑽石及珠寶鑑定專家。

(2) 鑑於 21 世紀的知識日新月異，知道自身要

    不斷的學習最新的知識。2016 年底開始申     

   請 UCLA/NUS Global EMBA，2017 年 1 月   

    經由四位 UCLA 教授及三位 NUS 教授的口 

    試而正式錄取。歷經 18 個月的苦讀，最終

     於 2018 年 8 月 25 日完成學業，取得 UCLA

     及 NUS 國立新加坡大學的兩個 MBA 學位。

四、熱心公益、回饋母校

吳蓉華校友代表南加州中興大學校友會，

完成三項時代壯舉：

(1) 2000 年代表中興大學校友會，被選為南加

    州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權益委員會主任，

    於當年召開緊急會議，為「李文和博士」

    因遭美國非法逮捕而發聲，該會議成功地

    發動全美華人一百萬人簽名運動，而完成

     白宮請願”Free Dr. Wen Ho Lee”的輿論重

    視，最終欣聞李博士獲得法院判決無罪釋

      放。

(2) 2015 年鼓吹成立獎學金回饋母校優秀清寒 

     學生，由成立至今已發放了 19 位同學的獎

      學金。

(3) 2016 年為了長遠資金運籌計畫，推展南加

    州中興大學校友會成立非營利組織，經過

    大多數理事們的同意及努力，終於在 2018

    年 12 月通過美國聯邦政府的審核，成為日

     後南加州校友對母校及獎學金的募捐，最終

      能夠達成抵稅的效果。

2014 年農教系畢業 40 年團聚在石門水庫

2018 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讀書師生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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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感言

自
前任校長李德財博士及現任校長薛

富盛博士，近幾年每年都造訪美國

數次，除了參訪諸多大學進行學術交流、以增

進中興大學的國際視野與能見度外，百忙之間

皆不忘和校友們團聚。何其有幸我都能掌握每

次相聚的機會，更深入地參與各項主題的座談

會，藉此得知學校的近況及校長對學校的願景

與學術成長策略，這份來自學校對我們海外校

友的關心，深深觸動我也能參與其中，盡一己

之力為母校的成長茁壯而戮力付出！

2017 年校長來訪 南加州校友和校長合照

2018 年全家福

2019 年和二個孫子合照

回想我在 1995 年參加了南加州中興大學

校友會，期間最為感謝欒復青學姐對我的鼓勵

及支持。復青學姐勉勵我 :「不要看輕一個人的

力量，只要是值得做的事情，就值得全力以赴

地去做；縱然做的過程可能會感受孤單，儘管

朝著目標邁進」。諄諄教誨著實讓我毫無後顧

之憂地成立了南加州校友會的獎學金委員會，

嘉惠了學校每年選拔出的優秀學子！在此，特

別也感謝這麼多年來，南加州校友與理事們對

我所成立的獎學金的認同和支持，感謝高弘、

吳嘉文、羅益華、董天路、李曉曄、雷時嘉、

趙書琦等校友們無私的奉獻所樹立的榜樣，儘

管無法一一列名，在在都使我個人的校友會生

活充滿著無限的期許與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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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嚴格的篩選，我竟以年過六旬的年齡

而有幸在 2016 年被 UCLA- NUS Global EMBA

所錄取，歷經十八個月的苦讀而順利完成了兩

個 MBA 學位。這一切動力皆源於我人生的一件

插曲，當 1976 年父親送我到德國留學，期望

我拿到博士學位後衣錦返鄉；然而當年我沒有

完成博士學位就選擇步入婚姻了。以致在 2015

年父親過世時，回顧了他老人家的日記 ( 從小

父親規定我們每天要寫日記、檢討自己，有時

我因忙碌而來不及書寫日記，不禁睡前心中問

上帝：上帝呀！如果今天我說錯了什麼或做錯

了什麼、請您原諒我！ )，得知在我結婚當天，

父親在日記上抒發對我放棄學位而選擇進入婚

姻的決定是失落的。我萬萬沒想到父親心中當

下的那份落寞竟是如此的巨大，即便這些年來

他從未透露一絲失望之情。日後我選擇創業之

路，父親也無怨地支持，只見他背後默默地祝

福。以致當我申請 UCLA-NUS 時，身旁友人都

詫異我的學習決心，他們不解我已是事業有成

2018 年 UCLA 畢業照

2019 年和美國眾議院議長 Nancy Pelosi 及美
國眾議院議員 Judy Chu 及我兒子一起合照

的 CEO 了，為何還要執意於重回學校這條苦讀

之路？如今我終於可以坦蕩地面對自己內心與

父親在天上相連的勤學初衷而無遺憾了。

再次感謝學校及校友理事們對我的支持與

認同，中興人別因年齡大而侷限自己，勇敢用

行動回應自己內心的呼喚而努力去追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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