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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71年三專企管科畢業、旅居洛杉磯的郝小蘭，在美

經營安全吊環事業多年，因和母親張樹蘭女士同為銘傳校

友的緣分，雖赴美多年，始終在心底為母校保留著一塊柔

軟記憶。

「媽媽是我的典範，當年她白天在銀行工作，晚上就讀

銘傳商專夜間部銀保科，成績數一數二，班上有位同學不

甘心總是拿第二名，還辭掉工作專心唸書。」張樹蘭1968

年從銘傳銀保科畢業那一年，剛好郝小蘭進入銘傳企管科

就讀，形成母女在銘傳接棒的難得畫面。

難忘的師生緣

回想求學時光，自招玩心很重的她，高中就讀過景美女

中、強恕高中、雅禮補校等，光學校數量就是一般人的數

倍，考上銘傳商專後，即使有點名媽媽制度，郝小蘭仍想

方設法地在上課和玩樂中遊走。

雖不愛上課，但喜愛會計的郝小蘭依然很享受在數字領

域中邏輯演算的過程，因在課堂上悠然自得的表現和靈敏

反應，加上她透露填寫試卷訣竅，「每回交出的試券答題

從第一題到最後，每一項答題和算式全都是排列對齊的數

字，讓教授一看到考卷的好感度大增。」使她一入學就倍

受師長喜愛，還曾被指名擔任會計課程小老師。

當時負責成本會計課程的教授陳奮，其教學向以嚴厲著

稱，因此他的課成為許多學生的夢饜。但嚴厲的陳奮在遇

到活潑的郝小蘭後卻破了功，起先因郝小蘭在會計的優秀

表現留下印象，且活潑不畏懼老師的個性，讓她敢大著膽

子開老師玩笑，加上同樣家住中和的緣分，因此讓沒有女

採
訪
﹣
林
妙
影 

 
 

撰
稿
﹣
趙
浩
均  

營
造
讓
員
工
有
幸
福
感
的
企
業  

訪ACTEK MFG&ENG IN
C

公
司
董
事
長 
郝
小
蘭



MING  CHUAN MAGAZINE ◎第89期70

兒的陳奮對郝小蘭視如己出，下課時經常陪著她

一起搭公車回家，還常要兒子送昂貴的蘋果、水

梨到她家去。

當時郝小蘭有位在輔大的好友王小道，同樣受

教於陳奮門下，卻因全班會計分數被當而發起集

體罷課，她就曾對著郝小蘭嚷嚷：「原本我們送

的那些水果，希望老師可以稍微高抬貴手，結果

全進到妳五臟廟了。」回憶受名師寵愛的往事，

郝小蘭嘴角泛起一抹得意的微笑。

出色的會計長才

因高中即結識她的先生馬樹同，即使是愛玩不

愛上課的性子，但「在銘傳唸書時，我從沒參加

過聯誼，也沒犯了包校長的大禁忌，從未去過舞

會狂歡。」1971年自銘傳畢業後，郝小蘭先是進

入台銀證券部工作三年時間，爾後跟隨著已全家

移民至洛杉磯的馬樹同腳步，也踏上美國土地，

展開了數十年的旅外生活。

到了洛杉磯，郝小蘭進入一家從事機械生產的

公司當生產部門的小職員，後來公司會計出缺，

擅於會計的她隨即申請轉任，一路做到該公司的

財務長一職，一待就是15年。

出色的工作能力，讓她在公司倍受肯定之外，

期間還曾被國際知名的會計師事務所企圖延攬，

她談起這段經歷，「當時服務的上市公司接受

會計師查帳，會計師事務所主持人看到我做的帳

條理分明，一絲不苟，所有帳目查閱非常清楚明

瞭，贏得信賴，就想挖角我到會計師事務所去管

理帳目。」儘管念舊的郝小蘭最後婉拒了這份盛

情邀約，但可顯見她優異的工作表現，也不難理

解銘傳師長都對她疼愛有加的理由。

堅持開發自我品牌

目前在美國身為「ACTEK MFG&ENG INC」公

司董事長，經營特殊工具器材的她，談起當年創

業過程也全是無心插柳。起因是友人招集，於是

四個合夥人每人出資5千美金，只要機械相關產

品訂單都接，一段時日逐漸累積資金和經驗後，

郝小蘭認為要開發自我品牌、自行生產，企業之

路才能永續經營，其中兩位合夥人因認為代工事

業較穩定，擔心轉型風險太大故而退股。

公司自1989年成立以來，已建立了提供最高質

高中時長相清秀的郝小蘭，有個愛玩不愛上課

的性子，但她卻很自豪表示，在銘傳唸書時，從

沒參加過聯誼，也沒犯了包校長嚴禁參加舞會的

大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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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產品和優質服務的良好聲譽。選用最好的

AISI航空級鉻鉬合金，所有的4140材料都經過冶

金分析。

決定轉型後，多年工作經驗和創業期間的磨

鍊，郝小蘭選定一項冷門但又具有市場需求的產

品—安全吊環，作為公司的主打產品。幸運的是

公司一開始就找到一個大客戶--一家做ＰＰＥ塑

料模具的Mc Master Carr直接下單訂購，後來包括

飛機製造公司、航空公司、電力公司、核能發電

廠、風力發電廠等，都成為郝小蘭的客戶名單，

因穩扎穩打的經營策略，讓公司逐步邁上軌道，

直到10多年前另一位合夥人因年歲高退休而退

出，此後才開始由她獨資經營至今。

會計出身的郝小蘭笑稱自己的經營方式「很保

守」，從研發、生產到設廠，一手全包，也不假

手銀行貸款，「有多少實力做多少事，所以公司

也沒有呆帳問題。」此外，「今天接到的訂單，

今天就要能出貨。」迥異於一般接到訂單才生

產、出貨的流程，是郝小蘭第二個讓人驚奇的經

營策略，對此她歸功於因為市場調查充足，才能

將內部組裝件齊備，加上嚴格的品質管控流程，

也因此得以在2001年通過ISO9000最高階認證。

要讓員工有幸福感

目前和兒子共同經營的郝小蘭笑稱，我們是做

生意很呆板的母子檔，不交際應酬，沒有銀行貸

款，自行設計、申請專利。這種以穩健態度經營

企業，憑藉著口碑做生意的方式，深獲知名企業

客戶青睞，也和代理商保持長期合作關係，因此

目前該產品全球共有40％的客戶在他們手上。

「讓員工在公司能有幸福感！」是郝小蘭另一

項獨到的企業思維，她常告訴員工，「公司要能

賺錢和你們緊密相關，只要好好工作，公司一定

提供獎勵和有保障的環境。」如果生意不好呢？

「當然是我這個經營者的責任。」郝小蘭理所當

然的回答。

重視員工福利的郝小蘭，除了開放分紅、招待

員工旅遊、安排員工住宿問題，服務滿25年的員

工還曾拿到她送的黃金，從點點滴滴中打造出上

下齊心的企業文化氛圍。身為此冷門產業全球少

數的女性經營者，她信心滿滿地說，性別不是問

題，身為女性在男性引領的競爭圈中，反而能在

陽剛產業中注入柔性優勢。

意外擴增事業版圖

除了安全吊環事業，在2006年郝小蘭的事業版

圖意外擴增了一項機械生產零件。原來一位長年

和他們進貨的老客戶，日以繼夜都在工廠工作，

才常自嘲要死在工廠裡，後因太太中風，讓這位

工作狂客戶終於轉念繼而賣掉廠房，決定利用出

脫廠房進帳的400萬美元，好好度過下半輩子的

人生。因長年合作關係，讓他十分信賴郝小蘭的

工作能力，竟說要將工廠裡千萬的存貨送給她，

交由她經營販售，因該客戶認為賣掉廠房的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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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足夠後半輩子過活，他只希望為這些存貨找到

合適的主人。

對這突然從天上掉下來的大禮物，郝小蘭遲遲

不肯接受，建議客戶可交棒給同在工廠工作的兒

子，但這位在工廠打滾數十載的經營者卻回絕了

這項提議，原因是這工廠規模和存貨數量，以他

兒子的社會歷練是無法負荷的。

在每兩三天電話詢問的殷殷攻勢下，最後她

終於點頭，以極低價格收購價值千萬的存貨和機

械器材。決定接下後，郝小蘭大呼，「要學的事

情瞬間多了一萬件。」找廠房安置存貨、招募新

人、研究新的生產零件組等繁瑣事項接踵而至。

「有次週五下班正準備去和朋友聚會，經過

廠房發現工廠機器的燈還亮著，大家都下班了，

我也還沒摸清楚機器的運轉模式，為了不製造麻

煩，當下決定視而不見趕快離開。」語畢逕自哈

哈大笑的郝小蘭，讓人見識到和一般企業家迥然

不同的親和魅力。

目前她兒子負責安全吊環部門事業，她則負責

那需要學習一萬件事的事業，她先生則負責不動

產管理，全家分工合作。她坦承，我們夫妻常互

相期勉要活得健康，否則兒子就壓力太大、太辛

苦了，母親對兒子的疼惜盡在不言中。

無憂的童年生活

因樂觀開朗的個性，讓郝小蘭在生命旅途上遇

到許多貴人，對此她歸功於父母自小為她們姐妹

倆打造了一個無憂的童年生活，養成她大方豁達

的性格。18歲就生下她的母親和父親十分相愛，

兩姐妹的名字小蘭、仲蘭，就是父親選用母親張

樹蘭中的蘭字作為依歸。

因戰亂自大陸來台後，父親郝永德在中央信託

局任職會計主任，母親則在台灣銀行服務，因父

母工作忙碌，且因母親在大陸時家世極好，外祖

父曾擔任軍需局局長，自小被照顧慣的母親並不

諳廚藝，寵母親的父親也不讓她下廚，因此郝小

蘭自小就經常上館子品嚐美食。

她笑談起唸書回憶，永遠印象深刻所有同學

都是自帶便當，只有她和妹妹仲蘭長期在飯館包

飯，每到中午就牽著妹妹出校門吃飯，成為當時

的奇特畫面。晚餐時則由父親到東門附近位於信

義路上的信遠齋燒臘館，帶回現成的燒雞等滷

味，每天的青菜就是番茄，即使颱風天菜價高

漲，生活自在地一點不受物價影響。

「當時我就下定決心將來成家，一定要學會下

廚作菜，婚後燒了幾十年的菜，也為自己打造一

個寬敞明亮的大廚房，我陶醉於洗手作羹湯的樂

趣。被磨的精湛手藝，不僅管好外子的胃，同時

也掌握了他的心。因為先生小孩都喜歡我誠心烹

調的美味佳餚，每晚餐桌成了我們全家幸福好食

光。」全家人對回家吃飯懷有期待，使烹飪緊緊

繫住家人情感，也成了馬家幸福密碼。

她漾滿笑意地轉述，最近我媳婦說：「媽媽為

何外面賣得天婦羅，都沒有我們家的好吃？」衝

著媳婦這句讚美話語，她喜滋滋地繫起圍裙烹煮

天婦羅，並透露這道菜好吃的關鍵在於要調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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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佐料。

喜歡朋友的郝小蘭，頂著企業家的光環，卻樂

此不疲為家人下廚，也樂於為朋友下廚，經常邀

集好友在家聚會餐敘，親自做幾道好料理分享大

家。久而久之練就一身做菜好工夫，即使做100

或200個人的餐點，對她也不是難事。長期在異

國打拼事業的她打趣地說，退休後最大的夢想，

回台灣開一家私房料裡的餐廳，和朋友家人分享

她的廚藝和對料理的熱忱。

2014年2月13日返校拜會李校長之際，無意中

在《銘傳校刊》88期拜讀到料理達人林美慧校友

專訪稿，曾在美國購買幾本林美慧食譜、並觀賞

林美慧在「冰冰好料理」教學示範的她，興奮之

情溢於言表。基於粉絲的崇拜之情，2月9日特別

安排郝小蘭、張獻苓和徐洸玲等幾位校友前往美

慧老師楊梅的東森渡假山莊，一夥人開心在櫻花

環繞中，共享名師佳餚，為她此行返國留下美麗

的食譜圖騰。

興趣多元營造出精彩人生

郝小蘭和馬樹同賢伉儷力不僅在美創業有成，

平素樂善好施，多次提供場地給南加州校友會活

動使用。

郝小蘭精力多的無以計數，忙碌的工作，廚

房的勞作，她還頻頻開展繽紛人生，學國畫、學

西畫、學素描、學書法，還跳國標舞、唱歌、做

菜，將生活打點得像彩色盤，精彩盡呈。她沈浸

在不同領域的學習中，結交不同場域的朋友，開

拓不同的人生視野。

來自一個很寵小孩的家庭，父母不僅沒有重

男輕女，更未曾因郝小蘭功課不好，讀了好幾所

高中就覺得丟臉，也不讓她覺得自卑，竭其所能

為兩位女兒創造樂觀明朗的成長環境，想盡辦法

讓她享有快樂的童年，使她在生命過程中，帶著

閃亮的光線、愉悅的節奏，保留長大過程那種晶

瑩惕透的記憶，再將之投注在繁忙的事業和生活

中，散發獨特的豐富光影。

「如果沒有父母給予我這麼豐富的愛，或許我

沒辦法以如此大方磊落的態度，面對人生。」談

起已辭世的父母，她的語氣中滿是濃濃的想念。

為了落實母親的遺願，她將妹妹和妹婿延攬入自

己的企業，全家人同心為事業奮鬥。

從小來自父母的疼愛，到孩子媳婦的孝順，幸

福的家庭，一直都是郝小蘭創業打拼時，最大的

支持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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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父母的愛延續

源自這份對母親的想念情懷，2011年1月郝小

蘭專程返國參加第二屆銘傳全球校友年會時，在

花東之旅的遊覽車上，她向服務於母校的林妙影

學妹詢問台灣的大學生學費問題，當善念遇到善

緣，她當下決定捐贈3萬5千美金成立張樹蘭校友

清寒獎學金，以紀念同為校友的母親，及感念母

校培育之恩。

2013年年底郝小蘭在美國讀到首屆獲得張樹蘭

校友獎學金的5名學弟妹寫得感謝卡，有一位同

學說，因為家境清寒半工半讀領了獎學金辭掉工

讀專心念書，考上政大研究所；另一位同學則因

父親生病，這筆獎學金成了及時雨轉為醫療費，

學弟妹們感謝學姊恩澤感人詞彙，使郝小蘭深受

感動。

2月13日在前南加州校友會會長徐洸玲陪伴

下，專程返校拜訪李校長，當面表明決定再以母

親的名義捐贈5萬元美金回饋母校，分10年每年5

千元美金以嘉惠表現優秀的學弟妹，掖助母校永

續發展，也讓張樹蘭校友的典範長存。

郝小蘭深深感謝當年母校培育之恩，讓她在職

場上受用無窮，也是海外創業有成的助力，也欣

慰親睹母校卓越的辦學成效和國際化績效，讓身

為校友的她與有榮焉。

「媽媽是我的典範，雖然已經沒辦法讓她看到

我現在的事業成就，但希望把母親從小給予我們

的愛，繼續在銘傳傳遞下去。」談起父母時的郝

小蘭，渾身散發着溫暖，宛若又回到童年無憂的

小女孩時光。今年年初返國，家庭成員多了媳婦

和孫子，她滿心歡喜。當企業家的理性融入藝術

家的感性，她衷心感謝家人對她回饋心意的堅定

支持。她堅信，這就是幸福的源頭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