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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傳統產業中不少以代工起家的廠商，然在經營的過程中也面臨代工

製造附加價值低、議價利不足的窘境，為了解決此情形廠商紛紛進行轉型，專

注在附加價值高的活動，例如文化品牌的經營。然轉型之路漫漫，主要是由於

經營的基本思維（mindset）的不同：傳遞價值的關鍵活動、資源與網絡皆不

同。本研究從曾進行轉型的代工廠商的角度出發，利用個案研究法，並以吳思

華（2000）策略三構面：「範疇、資源、網絡」為架構，使策略的型態能夠以不

同的構面清楚地被勾勒，並呈現其中的互動關係，觀察靜態營運範疇的界定，

動態的演進路徑。

本研究發現經營多年的傳產廠商，在範疇、資源、與網絡三大構面中，以

「資源基礎」為驅動轉型啟動的主要力量，推進「垂直」範疇擴張。其基於既

有資源企業啟動轉型後，會依照五個步驟進行轉型，分別依照「資源」擴大

「範疇」、 「資源」延伸 「網絡」、 「新範疇」培養「網絡」、 「新範疇＋新

網絡」累績「新資源」、「新網絡」擴大「新範疇」的順序進行轉型。並發現網

絡中的社會夥伴例如政府或學界，常握有企業沒有的資源，透過與適當的社會

夥伴維持良好且緊密的網絡關係，較有機會在「水平」範疇擴張上獲得需要的

資源。

關鍵字：傳產轉型、文化品牌、轉型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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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y of Taiwan's business in traditional industries have started their business as 

OEM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on, they also face the dilemma of low value-

added and low bargaining power. In order to solve this situation, manufacturers have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and focus on high added value activities, such as 

management of cultural brands. However, the road to transformation is long, mainly 

due to the difference in the basic mindset of operations: the key activities, resources 

and networks that deliver value are all different. This study uses the case study meth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OEMs who has undergone transformation, and uses Wu 

Sihua (2000) strategy three aspects: "scope(範疇), resources(資源), network(網絡)" as 

the framework to make different type of strategy clearly outlined and presents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ree strategy aspect, to observe the static operational 

scope 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path. 

This study finds that "resource-based" is the main force in the three strategy 

aspects, scope, resources, and network, to trigg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vertical" 

expansion of scope. The path of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resources" to expand the 

"scope", then the "resources" to extend the "network", then the "new scope" to cultivate 

the "new network", then "new scope" & “new network” reform "new resources", finally 

"new networks" to expand the "new scope". It has also been found that social partners 

in the network, such as the government or academia, often have resources that 

companies do not have. By maintaining good and close network relationships with 

appropriate social partners, they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obtain the resources they need 

in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Brand, Transformation Path 

DOI:10.6814/NCCU201900079



 

iii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2 

第三節 撰寫流程............................................................................................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 4 

第一節 策略三構面........................................................................................ 4 

第二節 文化品牌............................................................................................ 7 

第三章 研究方法 ..................................................................... 9 

第一節 研究架構............................................................................................ 9 

第二節 概念定義............................................................................................ 9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11 

第四節 研究限制.......................................................................................... 13 

第四章 個案描述 ................................................................... 15 

第一節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概述.................................................. 15 

第二節 永興家具事業概述.......................................................................... 24 

第五章 個案分析 ................................................................... 36 

第一節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的策略佈署.................................................. 36 

第二節 永興家具事業：轉型前後的策略佈署.......................................... 56 

第三節 個案整理與比較.............................................................................. 75 

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 85 

第一節 研究發現.......................................................................................... 85 

DOI:10.6814/NCCU201900079



 

iv 

 

第二節 結論與建議...................................................................................... 89 

參考文獻 .................................................................................. 92 

附錄  ................................................................................... 94 

附錄一：訪談大綱.............................................................................................. 94 

附錄二：品家家品產品設計內涵...................................................................... 96 

附錄三：品家家品跨國界設計師組成............................................................ 101 

  

DOI:10.6814/NCCU201900079



 

v 

 

表次 

表格 1 各章節內容....................................................................................................... 3 

表格 2 三構面操作變項............................................................................................ 10 

表格 3 個案公司選取定位........................................................................................ 12 

表格 4 受訪者整理.................................................................................................... 13 

表格 5 生生國際成長歷程........................................................................................ 16 

表格 6 漢百貿易成長歷程........................................................................................ 17 

表格 7 品家家品成長歷程........................................................................................ 20 

表格 8 JIA PLUS 成長歷程 ....................................................................................... 23 

表格 9 家文化研究中心成長歷程............................................................................ 24 

表格 10 永興家具事業成長歷程.............................................................................. 26 

表格 11 永興祥木業成長歷程 .................................................................................. 28 

表格 12 青木堂成長歷程.......................................................................................... 31 

表格 13 青築設計成長歷程...................................................................................... 34 

表格 14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魯班學堂、台南家具產業協會成長歷程.......... 35 

表格 15 生生國際，轉型前＿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37 

表格 16 生生國際，轉型前＿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38 

表格 17 生生國際，轉型前＿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39 

表格 18 生生國際，轉型前＿資源盤點表............................................................... 41 

表格 19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產品市場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46 

表格 20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活動組合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50 

表格 21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地理構型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52 

表格 22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資源盤點圖........................................................... 53 

表格 23 永興家具，轉型前＿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58 

DOI:10.6814/NCCU201900079



 

vi 

 

表格 24 永興家具，轉型前＿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59 

表格 25 永興家具，轉型前＿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60 

表格 26 永興家具，轉型前＿資源盤點圖............................................................... 63 

表格 27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67 

表格 28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71 

表格 29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72 

表格 30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資源盤點圖........................................................... 73 

表格 31 生生集團與永興家具活動組合與資源比較............................................... 77 

 

  

DOI:10.6814/NCCU201900079



 

vii 

 

圖次 

圖 1 研究架構 .............................................................................................................. 9 

圖 2 範疇、資源互動 ................................................................................................ 10 

圖 3 資源、網絡互動 ................................................................................................. 10 

圖 4 範疇、網絡互動 ................................................................................................. 11 

圖 5 生生國際營業範疇 ............................................................................................ 16 

圖 6 中、西式設計差異 ............................................................................................ 19 

圖 7 永興家具營業範疇 ............................................................................................. 26 

圖 8 生生國際，轉型前＿網絡關係圖 ..................................................................... 42 

圖 9 生生國際，轉型後第一個十年＿目標市場示意 ............................................. 45 

圖 10 生生國際，轉型後＿網絡關係圖 ................................................................... 56 

圖 11 永興家具，轉型前＿網絡關係圖 ................................................................... 64 

圖 12 永興家具，轉型後＿網絡關係圖 ................................................................... 75 

圖 13 生生國際，「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 79 

圖 14 生生國際，「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 79 

圖 15 生生國際，「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 80 

圖 16 生生國際，「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 81 

圖 17 永興家具，「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 82 

圖 18 永興家具，「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 82 

圖 19 永興家具，「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 83 

圖 20 永興家具，「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 83 

圖 21 永興家具，「階段五」共榮：網絡→範疇 ..................................................... 84 

 

DOI:10.6814/NCCU201900079



 

1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壹.  研究背景 

一. 代工的困境 

戰後，台灣工業化的重要特色是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的經濟活動，並在

全球商品鏈的「製造加工」環節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若把眼光從企業層次轉移

到產業與經濟體層次，可以看到台灣自戰後的經濟成長一路走來，產業結構持續

變遷，領導性產業不斷更替，代工模式的重要性則始終如一（瞿宛文，2006）。

然而傳統的代工模式在價值鏈中往往附加價值最低，原因不外乎源於代工廠的低

落的議價力，由於其被取代性較高，導致爭取下游廠訂單時往往出現砍價搶單的

情形；而針對上游關鍵零組件，代工廠也缺乏議價力，因關鍵零組件難以被替代。

總而言之，代工廠商往往面臨蠟燭兩頭燒、被供應與需求兩端壓縮利潤的窘境。 

二. 代工轉型的兩大策略 

代工廠商為了解決議價力不足的窘境，勢必設法使公司變得「難以取代」、

抑或是「提升價值」，在施振榮先生提出的微笑曲線中即提到製造是附加價值最

低的活動，若欲提升價值則專注在附加價值高的活動例如研發或者行銷：透過技

術的研發與升級在全球與其他廠商進行競爭，而在地區則以因地制宜的行銷手法

與消費者溝通。而傳統產業的技術已達到了較穩定的階段，研發的進展相較於正

快速發展的產業和緩，因此在轉型時多選擇在地化行銷策略，甚至創立品牌。 

三. 文化品牌的時代 

現今供過於求的時代，生活中無不充斥著各種品牌，以不同的定位搶占消費

者心中的位置。品牌在社會中為了能夠在佔有一席，不僅在理性的實質功能方面

需下足基本功，感性層面的情感連結、文化融入更是現今品牌搶占顧客心佔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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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漢寶德曾言：「二十一世紀是追求精神生活的世紀。」，漢寶德的想法

與馬思洛(Maslow) 提出的「馬思洛需求層級理論」不謀而合，如今的社會過了

只追求基本生理安全的層次，更需要滿足感情上歸屬、社會上的尊重、甚至個人

的自我實現。消費者透過購買、使用具有各種文化色彩、價值符號的商品，來體

現自我的價值觀與認同的生活模式，從而開啟了文化品牌的時代。 

貳.  研究動機 

然而代工轉型品牌之路漫漫，主要是由於經營的基本思維（mindset）的不同：

傳遞價值的關鍵活動、資源與網絡皆不同，使得轉型品牌時常淪為美好的構想，

卻無法完全的轉型。除此之外，成立品牌後使得原先的代工客戶成為了同業競爭

者，可能造成的退單效應也使得許多代工廠商對於品牌轉型之路卻步。如何轉型

的維持與外部網絡的良好關係？如何運用既有的資源與網絡掌握轉型機會？轉

型的歷程又為何？本研究將逐一對兩間起源於台灣的傳統代工廠商轉型品牌的

時，範疇、資源與網絡互動的過程進行檢視與分析。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壹.  研究目的與問題 

基於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從曾進行轉型的代工廠商的角度出發，希望檢

視轉型文化品牌前後靜態的策略型態，以及過動態的路徑演進。由於吳思華（2000）

策略三構面：「範疇、資源、網絡」能夠使策略的型態能夠以不同的構面清楚地

被勾勒，並呈現其中的互動關係，本研究透過吳思華（2000）策略三構面：「範

疇、資源、網絡」為架構，觀察靜態營運範疇的界定，動態的調整；靜態核心資

源的盤點，與動態的創造與累積；以及靜態事業網絡的布局，與動態建構與強化。 

本研究與探究的問題包含： 

一. 傳統產業代工轉型文化品牌時，是由「資源」或「範疇」或「網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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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轉型之路？ 

二. 傳統產業代工轉型文化品牌時，「資源」與「範疇」與「網絡」三者間如何

互動，進而形成轉型路徑？  

三. 傳統產業代工轉型文化品牌時，是甚麼原因造成轉型路徑的不同？ 

第三節  撰寫流程 
本文共分為六個章節： 

表格 1 各章節內容 

第一章 緒論 介紹本文之研究動機與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流程。 

第二章 
文獻 

探討 
將針對「策略三構面」與「文化品牌」文獻做出評析與整理。 

第三章 
研究 

方法 

將針對文獻探討與評析之結果，針對研究問題整理出適合

之研究架構以及研究變項之定義。 

第四章 
個案 

描述 

以時間軸順序闡述兩個研究個案，分別是生生集團與永興

家具事業。 

第五章 
個案 

分析 

以三構面架構分別分析兩個研究個案在轉型前與轉型後的

範疇、資源與網絡，以及轉型文化品牌的關鍵要素，與轉型

的三構面互動的過程。 

第六章 

研究 

發現 

與 

結論 

將個案的諸多現象加以整理、比較，並針對研究問題與研究

架構陳述本研究的發現，再歸納出研究的成果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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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策略三構面 

由吳思華教授於 2000 年出版的「策略九說」中提出「策略三構面」，為將策

略剖析後的細項，能夠勾勒出清楚的企業圖像，以利探討策略的實質內涵，並進

行具體的規劃。吳思華教授融匯了傳統策略研究核心：營運範疇，以及近年來於

學界大放異彩的企業事業互賴說，將策略構面重新歸納整理為「範疇、資源、網

絡」三大部分，即包括「營運範疇的界定與調整」、「核心資源的創造與累積」、

「事業網絡的建構與強化」三項主要工作。以下將分別詳述三構面的內涵。 

壹.  營運範疇 

營運範疇勾勒企業外顯的表徵，以何營運活動產出顧客需要的產品或服務，

並且與時俱進。而營運範疇的表徵顯現在四個方面： 

一. 產品市場 

企業的業務為其營運範疇最直接的表徵，觀察企業所提供的的產品／服務，

以及其選定的目標市場為表達未來經營藍圖最具體的表達方式。由於產品／服務

與市場需要緊密的配合，為強調兩者對應的關係，因此將兩者合併為一個構面，

並以產品、市場矩陣，將產品列在ｙ軸、市場列在ｘ軸的模式呈現。 

二. 活動組合 

企業為了提供產品／服務到對應的目標市場，必須要進行一系列的活動，例

如原料採購、研發設計、製造、倉儲配送、行銷品牌、零售通路等一連串的活動，

才能將產品傳遞到顧客的手中。而這一系列的活動每個都為產品增加價值，並一

步一步將價值交到最終顧客手中，因此稱之為價值鏈。在活動組合分析中，將企

業的價值活動解構，並思考目前企業從事的價值活動是否為最佳的組合。 

三. 地理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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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業務內容與價值活動組合外，於世界上何處進行活動，使各活動的價值

提高效率提升，亦為一項重要的決策構面。由於地理構型的考量需要配合每一項

企業的價值活動，因此以活動、地理矩陣，將地理區列在ｙ軸、價值活動列在ｘ

軸的模式呈現。 

四. 業務規模 

以營利為目標的企業其規模成長為發展過程中重要的追求，也常以成長的目

標作為呈現未來發展藍圖的方式，例如營業額要在明年達到多少，後年要上市幾

間公司，大後年要開幾間實體店面等等。透過簡單明瞭的指標，是企業對內部員

工與外界人士溝通時有用的工具。除了溝通外，營業規模搭配產品市場或價值鏈

分析，能夠顯示資源分配的重點，以及每一項價值活動的客觀成果。 

貳.  資源 

合適的營運範疇能夠為企業帶進利潤，然而若考量長期利益，企業的業務除

了使利潤增加外，更需持續創造並累積核心資源，以建立並維持競爭優勢。資源

以「有形資產」、「無形資產」、「個人能力」以及「組織能力」四個面向呈現，有

形資產係指在特定時點可清點的實體資產，如土地、機器設備、資金等，於財務

報表上會清楚顯示；無形資產雖在財務報表上無表達，但其於企業買賣過程中仍

會被納入計算與統計，包括各種類型的智慧財產，如專利、商標、著作權、契約、

商業機密、資料庫等；而個人能力也是決定企業競爭優勢的重要關鍵，常見的個

人能力包括管理能力、創新與專業技術能力、與人際網絡能力；最後的組織能力

為運用管理能力持續改善企業活動的效率與效能的能力，其不會隨著人事的更動

改變，為從屬於組織的一項能力。常見的組織能力包括業務運作能力、技術創新

與商品化能力、鼓勵創新合作的組織文化、以及組織記憶與學習。 

企業擁有的資源甚多，然能夠強化組織的能耐、具有策略價值的資源甚少，

並將其稱為「核心資源」。而核心資源往往具有「獨特性」、「專屬性」、「模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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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項特點，獨特性表示該資源於市場的供應較少，同時無其他替代品；專屬性表

示該資源與組織設備、人員、文化或管理制度完全結合，不意轉移或分割使其他

企業縱然取得該項資源，也不一定能發揮其功效；模糊性表示資源的建構過程與

企業競爭優勢之間的因果關係不易釐清，使競爭者無從學習模仿。 

參.  事業網絡 

傳統的策略理論以「企業個體」為分析單位，然現實環境的企業活動中，鮮

少有企業能夠獨立提供所有價值傳遞過程所需的資源。通常因企業間的專業不同，

自然形成分工網絡，彼此間互相依賴、共同發展，從此可得「網絡」意指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組織的連結、交換關係。由於網絡生態共存共榮的特性，企業在思考

未來策略發展時，除了獨立自身更需考量組織間的網絡關係。有關事業網絡的構

面可再細分為三個： 

一. 網絡成員 

在企業一系列的營運活動中，需要有其他企業或組織所提供的資源支持與提

供，才能夠完成價值創造的流程。而與企業互動的其他企業或是個人共同形成企

業生存的事業共同體 （business ecosystem），除了與價值鏈相關的資源供應者，

例如上游原料供應商、下游通路商、資金提供的銀行、技術協助的政府研究單位、

專業行銷的廣告公司等，企業還需要被更廣義的社會成員所接納，包括同業、異

業與其他社會夥伴，例如社區、消費大眾、輿論、政府等。企業為了建築完整的

事業體系，選擇適當的成員襄助為企業考量的要點，因此在網絡分析首要步驟便

是分析「網絡成員」。 

二. 網絡關係 

然而企業因資源有限，且體系內成員眾多，並無法與每一個成員皆維持相同

緊密的關係，因此須配合策略的規劃，與不同的成員維持適當的「網絡關係」。 

三. 網絡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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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成員於網絡中處於資源與資訊的匯集處，在分配網絡利益時自然能得到較

多好處，因此企業由個別的立場思考，須審慎思考網絡位置的選擇。 

第二節  文化品牌 

一. 品牌與符號 

品牌的定義以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Marketing Association) 於 1960 年所

提出的版本最為常見，其認為「品牌是一個名稱(name)、名詞(term)、標記(sign)、

符號(symbol)、設計(design)、或是以上各項的綜合，試圖來辨識廠商間的廠品或

服務，且進而與競爭者有所區別。」。（鄭慶宗，2000）另外廖世璋(2011) 指出品

牌是符號，而品牌消費即是進行符號消費，不同符號代表不同的意義，由此展現

不同的認知。在資本主義的商品化社會中，企業透過符號以代表品牌向社會大眾

傳遞訊息，經由社會大眾對於訊息的接收、分享，使品牌符號所傳遞的意義越加

深刻，進而產生品牌識別的效果，並透過對品牌符號意義的認同、依賴逐漸產生

品牌忠誠度。 

二. 文化品牌的定義 

王淑惠與何明泉(2006) 曾指出：文化品牌的定義可以四面向所形成獨特文

化內涵及人文精神的創新的附加價值加以探討，其與一般品牌不同之處在於其主

要以「文化、藝術訴求」為主進行品牌的符號識別、行銷、產品、服務的塑造，

以下將詳細說明。符號識別為識別系統的整合，透過具有辨識度、差異性的視覺

要素或是無形的意義賦予形成文化符碼；除了品牌的符號，更需要有能夠誘發「符

號共鳴(resonance)」的產品。其透過文化為主的情境與價值認同引起消費者的情

感共鳴與感動，並透過品牌符號的展示顯示個人價值認同、社會地位等，提供消

費者更深層的滿足；再者，通過以文化、藝術型態為主的服務，與產品相得益彰；

最後，品牌定位以文化、藝術為價值主張與受眾溝通，展現相較於競爭品牌的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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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世璋(2011) 更指出文化品牌俱有「品牌文化化」及「文化品牌化」等雙層

意義。在「品牌文化化」的過程中，品牌為了提升消費者識別度或是形象，因而

引進文化元素作為差異化策略的解方；而「文化品牌化」主要是隸屬於文化藝術

等文創相關產業之企業，除了以創作與藝術的觀點開發產品，更以品牌經營的角

度做出策略作為。 

三. 文化品牌的建構 

廖世璋(2011)指出，文化品牌的建立主要分為五個步驟，第一步：尋找文化

底藴，透過分析品牌既有的歷史資源將其解構，提煉出核心的文化底蘊；第二步：

分析文化找出特質，將提煉過後的文化底蘊找出其與市場型稱差異的特質；第三

步：強化此文化特質的論述，並透過加強此特質的不同之處，使其難以替代；第

四步：透過品牌化、符號化、具體化來表達此文化的特質，與消費者溝通時需以

簡潔清楚的方式，展現出品牌文化符號，使消費者對品牌、符號與意義產生連結，

進而產生認同；第五步：以品牌商標文案及各項產品來共同建立，透過整合和行

銷系統，全方位與消費者進行一致的溝通，使品牌符號深植人心。 

周育女文(2010) 也為體驗行銷歸納出五種體驗模組：感官、情感、思考、型

動、關聯，其表示透過感官的衝擊、觸動消費者的情感、引發消費者思考參與、

訴諸身體實際行動的生活經驗、宣示昭告某種觀點所形成的關聯，使品牌與消費

者達到深入的溝通效果，因而得以建構起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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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綜合第二章文獻探討對於策略三構面與文化品牌等文獻之回顧與整理，本研

究引用利用吳思華（2000）策略三構面：「範疇」、「資源」、「網絡」，首先分析個

案轉型前（代工時期）與轉型後（經營自有品牌）前後三構面的「靜態策略佈署」，

以及「文化」在三構面中如何展現。再以三構面之間互動的「動態過程」分析兩

間個案在轉型過程中，如何逐步轉型文化品牌之歷程。研究架構如圖所示： 

 

圖 1 研究架構 

第二節  概念定義 

在研究架構的框架下，一連串的變項操作形成一個研究，使抽象的概念得以

轉化為實際操作的定義。本研究的操作性變項可分為三大部分，營運範疇、資源

以及事業網絡，將於以下詳述。 

壹. 三構面靜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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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 三構面操作變項 

範疇 產品市場、活動組合、地理構型、業務規模 
資源 

資產 
有形資產 
無形資產 

能力 
個人能力 
組織能力 

網絡 體系成員、網絡關係、網絡位置 

貳. 三構面動態互動 

一. 範疇－資源 

資源除了可以支援範疇的擴大外；透過範疇的成長，也可以為企業帶來許多

新的資產與能力，甚至持續強化企業的核心資源。 

 

圖 2 範疇、資源互動 

二. 資源－網絡 

在建構或強化核心資源的過程中，企業常透過不同形式的網絡關係來取得必

要的資源，因此事業網絡會配合資源調整。另一方面不同的事業網絡也會為企業

帶進不同的資源。 

 

圖 3 資源、網絡互動 

三. 範疇－網絡 

隨著企業的營運範疇擴張，自然需要新的事業夥伴以取得必要的資源來支撐

DOI:10.6814/NCCU201900079



 

11 

 

產品市場、價值活動與地理範疇的擴大。如果網絡關係的不足，可能會成為發展

新事業的限制。另一方面，良好的事業夥伴與網絡關係，能夠為企業帶來新的投

資機會，擴大既有的營運範疇。 

 

圖 4 範疇、網絡互動 

第三節  研究設計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法執行，除了次級資料的蒐集與整理，也透過針對個案

企業的訪談研究、分析其轉型的前後的靜態策略樣貌，以及三構面動態的互動歷

程。Yin (1994)定性研究相較於定量研究在認為在處理「如何」和「為什麼」等動

態研究上更為適當。而其中，個案研究為較適合使用的模式，因此本研究採用個

案研究方法。本研究透過觀察觀察傳統產業轉型的現象與方向，透過文獻探討、

個案初探的過程，將問題篩選，在建立研究架構後，與微型創業者進行個案訪談，

深入了解問題緣由，在對此研究問題的發現進行探討與整理。 

壹.  研究對象選取 

為符合本研究傳統產業轉型文化品牌路徑之研究之目標，首先本研究選取之

個案公司需經歷由代工轉型文化品牌之過程，以符合本研究欲探討之議題。生生

集團以漢百貿易起家於 1989 年成立，在餐廚、衛浴產業中為品牌商負責製造重

任，但本身並沒有持有工廠，而是以資源媒合者的角色為品牌產品找到最合適的

工廠，屬於傳統製造業體系。在 2007 年成立以東方美學為底蘊、高端美學鑑賞

為定位的品牌－品家家品，符合本研究要求之轉型文化品牌之要求。另外，永興

家具以 1958 年創立，為使用傳統榫卯工法的家具製造商，為傳統製造業。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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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999 年轉型成立品牌青木堂，以現代設計呈現東方韻味的木質家具，符合本

研究要求轉型文化品牌之要求。 

再者，一個案公司需在轉型後以品牌經營為主；而另一個案公司則在轉型後

以品牌與代工並行，以利比較兩間同樣經歷轉型歷程但不同經營策略的公司，在

三構面的轉換有何不同。生生家具再 2007 年成立品牌品家家品後，漢百貿易的

事業與品家家品平行進行，以代工事業之營收支撐品牌之經營；永興家具則在

1999 年成立青木堂後，專營品牌事業，以品牌收入為主。由於轉型結果之差異，

因此選擇此兩個案，以進行研究要求選擇此兩個案，試圖探討轉型路徑與結果差

異之原因。 

表格 3 個案公司選取定位 

 創立年 轉型年 目前主要營收來源 

生生 1989 
2007 

創立品牌「品家家品」 
媒合代工事業「漢百貿易」 

永興 1958 
1999 

創立品牌「青木堂」 
品牌「青木堂」 

貳.  資料蒐集與處理 

一. 資料來源 

本研究資料蒐集分為兩個階段，其中所使用的資料來源有兩大類，分別為一

手資料與二手資料。第一階段旨在了解企業概況，並形成初步與探討之問題以二

手資料蒐集為主。資料來源為國內外有信譽媒體之專業報導，例如天下雜誌、中

國時報等。除此之外，也蒐羅企業自行公布的營運資料，例如漢百貿易官方網站、

品家家品官方網等。第二階段則是基於第一階段的研究方向訂定訪問大綱，以個

案訪談法訪問企業營運者，試圖釐清其中策略如何作為、以及其背後之原因。另

外訪談大綱收錄於附錄一，以供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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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4 受訪者整理 

受訪者 
訪談時數 

姓名 任職公司 職位 
林安鴻 生生國際(香港)有

限公司 
董事長 1.5 

孫炯煌 總經理 1.5 
葉武東 永興家具事業 執行長 1.5 
林盛閔 青木工坊 總經理 1 

二. 資料處理 

本研究將一手訪談資料與二手資料以吳思華（2000）策略三構面：「範疇」、

「資源」、「網絡」的框架家以梳理、歸納，整理出企業靜態的策略三構面樣貌，

以「對照」的方式顯示企業在轉型前後的改變，以利後續構面互動的分析。再依

照既有的三構面樣貌，以時間順序進行「範疇」、「資源」、「網絡」三者間互動次

序與前後連結之關係，以整理出企業在轉型為文化品牌時是由資源、範疇或網絡

的力量啟動轉型之路？以及資源、範疇與網絡三者間如何互動、形成轉型路徑？ 

此外，為確保資料之可信度（reliability），因此在資料的採用上以多方資料

交叉比對，找出具有連續性、一致性的描述與主張。在效度(validity）方面，則是

使用符合研究目的與研究主題且具有可信度之資料，以其研究結論具有高效度。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力求嚴謹完整，但由於資源限制，仍有下列幾項研究限制存在： 

一. 本研究進針對兩個個案進行分析，無法避免過於偏頗，且個案公司正在持續

發展中，本研究僅能以過去資料以及現況進行分析。 

二. 本研究以內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進行研究，因此資料的解讀可能因

筆者之個人經驗與主觀認知影響，形成某種程度偏誤。 

三. 除此之外，本研究採取深度訪談的研究方法，由次級資料整理了解個案，後

以訪談問題設計，由經歷決策過程的受訪者，以事後回溯的方式分析，然受

訪者仍難避免因時空移轉而造成的記憶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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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於上述研究限制，本研究由多面向採集資料包括公司負責人深度訪談、公

司官方網站、學術個案論文、第三方媒體報導試圖以多元資料採集降低研究偏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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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描述 

第一節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概述 

壹.  生生集團 

一. 簡介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創立於 1989 年，以誠信為原則，打造優質家居

生活及健全生命品質為使命，整合 OEM/ODM 代工「漢百貿易」、自有產品品牌

「JIA Inc.品家家品」、通路品牌「JIA PLUS」以及非營利組織「家文化研究基金

會」，致力於創建美好生活，以下將分別簡介生生集團之四大核心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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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生生國際營業範疇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5 生生國際成長歷程 

1989 年 「漢百貿易」 (Household Product Far East Co., Ltd)成立。 
2007 年 
轉折點 

「JIA Inc. 品家家品」成立。 

2009 年 以 JIA 品家家品出發之通路品牌「Haus Collection - 設計講」成立。 
2013 年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為漢百貿易、品家家品與 JIA PLUS

之母公司。 
2015 年 設計講改名為「JIA PLUS」。 
2017 年 成立「家文化研究基金會」。 

貳.  漢百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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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簡介 

漢百貿易整合品家家品與 JIA PLUS 之資源與優勢，致力於提供頂級品質之

服務，包括 OEM、產品設計以及廠商媒合。其以具有戰略思維的管理團隊落實

以人為本的精神，提供品牌卓越的技術技能和堅實的創造力，以最佳的生產解決

方案實現優質且有意義的家居生活體驗。 

(一) OEM 

漢百貿易協助客戶製造出精心設計的產品，並擁有超過 25 年與頂級家用品

牌合作之經驗。漢百貿易除了有專業的工程團隊能夠協助商品結構設計、提供技

術支援外，也協助品牌方媒合製造工廠，並在產品生產後提供專業的品質控管服

務 

(二) 產品設計 

漢百貿易協助客戶將想法化為實際之產品，包括設計產品外觀與結構，使產

品更富有創意，並增加其附加價值。 

(三) 資源整合 

漢百貿易協助不想要自行開模生產的廠商，尋找具有符合要求模具的工廠，

或是尋求異材質結合之解決方案。因漢百貿易在亞洲與許多工廠有緊密的關係，

各種產品或材質漢百都能夠為品牌廠商找到適合的生產工廠，提供品牌方一站式

的服務。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漢百貿易網站）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6 漢百貿易成長歷程 

1989 年 「漢百貿易」 (Household Product Far East Co., Ltd)成立。 
創辦人林安鴻先生與德國客戶合作後逐漸取得信任後，且因德國客戶

欲在遠東能有一個合作夥伴，林安鴻先生因此得到德國客戶的五萬美

元贊助，在台北以「漢百貿易」創業，做居家用品（廚房與桌上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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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衛浴燈飾貿易。 
為了與尋找客戶，創辦人林安鴻先生與其他中小企業家依樣，參加世

界最重要的家用品大展：法國巴黎家飾展（Maison & Objet）。然而，

當時的歐洲品牌大廠對於展場中的亞洲面孔相當不友善，因為在當時

亞洲面孔對他們而言是抄襲、是仿冒。 
1992 年 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將德方股份全數買回。 

由於單純做進出口貿易握有的議價力較為薄弱，容易流於殺價競爭，

因此欲投入代工生產事業，期望藉由 OEM 代工事業增家公司價值

感。 
1994 年 投入代工生產，鎖定歐洲一線品牌廠合作。 

由於代工生產的低毛利，創辦人林安鴻先生鎖定與歐洲一線品牌大廠

合作，不僅因為訂單穩定，也因對產品品質的要求嚴格，必須長時間

磨合才能夠達成，一旦取得品牌方信任，對方便不容易輕易轉單。例

如德國ＷＭＦ集團旗下的知名保溫壺品牌 Alfi 便是漢百貿易開始做

OEM 後的第一個客戶，品牌方要求不銹鋼上的上百個小點，每個點

與點之間的距離都要相同，雖然開發時間長、過程很麻煩，但在過程

中與客戶建立起難以被取代的專屬知識。包括義大利 Alessi、德國Ｗ

ＭＦ、Villeroy & Boch、Schott、法國 Guy Degrenne、丹麥ＭＥＮＵ、

荷蘭 Royal Vkb 等，漢百都成為重要代工廠商，甚至是獨家代理商。 
1997 年 漢百貿易總公司由台灣遷往香港。 

為了方便掌握中國的工廠並與之交涉，漢百貿易決定在香港回歸、企

業奔逃之際，將總公司遷往香港，以圖地利之便、更接近貨源：包括

中國北方玻璃、南方陶瓷與塑膠。 
在生產材料方面，除了歐洲大廠經常使用的陶瓷、古瓷、不銹鋼等材

質結合，更致力於中國傳統材質的研究開發，以專業的技術工程團隊

對竹、漆器、紫砂等進行研究。 
在設計上一材質的結合創造的美感極佳，然而在生產上由於材質屬性

迥異，結合具有一定的難度，例如全世界能夠做到竹與陶瓷結合的廠

商除了漢百幾乎找不到第二家。其他的 OEM 廠商幾乎專做陶瓷、五

金、木頭，但創辦人林安鴻先生擁有更大的彈性，嘗試整合不同材質，

所以客戶願意把難做的產品交給漢百來做。 
2002 年 東莞辦公室成立。 
2006 年 寧波辦公室成立。 
2007 年 「JIA Inc. 品家家品」成立。 
2013 年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成立，為漢百貿易、品家家品與 JIA 

PLUS 之母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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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以上表格整理自天下雜誌 441期: 華人品牌賣進法國貴婦百貨；文 

馬岳琳；2011-04-13） 

參.  JIA Inc. 品家家品 

一. 簡介 

品家家品為富含華人人文內涵之家居設計品牌，產品包含餐廚以及生活用品。

取名 JIA 源於中文「家」英文拼音，以期許品家家品以華人文化為底蘊、跨越為

理念，邀集國際設計團隊設計出「跨越文化」、「跨越新舊」、「跨越空間」的家居

用品，抵達每個人心中最溫暖柔軟的歸屬，家。 

(一) 跨越文化： 

以中國傳統文化作為設計理念，融合中西不同的觀點以及飲食習慣，使華人

文化有新的展現，讓同一件作品在中西方餐桌上各見其趣。例如家當系列－瓢碗

瓢盆，即有中式以及西式餐盤兩種不同的設計，中式餐盤相較於西式餐盤全部是

平面，呈現的形式是兩邊高中間低，符合華人飲食習慣。 

 
圖 6 中、西式設計差異 

(二) 跨越新舊： 

由於漢百貿易奠定下的穩固基礎，品家家品對於中國傳統材質例如竹、漆器、

紫砂有深厚的瞭解；除此之外創辦人對於中國傳統文學也有深厚的了解，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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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設計中，得以現代設計語法，將中國傳統文化經典以及素材與工藝融合於產

品之中，展現出全新的面貌。例如紫砂茶具壺融合傳統材料紫砂，蒸鍋蒸籠組融

合竹子與陶器；有無相生杯盤組融合道家思想，書法系列匙筷組融合宋徽宗所創

的書法瘦金體。 

(三) 跨越空間： 

品家家品在器皿設計上，力求不被狹義的生活空間所限制，為滿足現代人獨

特的生活風格，產品呈現多樣組合，代表新型態生活的器皿。 

（資料來源：以上資料整理品家家品官方網站）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7 品家家品成長歷程 

2007 年 

JIA Inc. 品家家品成立。 
品家家品創辦人林安鴻以近二十年在居家生活用品上的代工經驗

累積，其中包括多元性的客戶分布再加上對新材質開發、異材質結

合、品質控制和傳統中國材質當代化等核心競爭優勢，投資三百萬

美元，自創「品家家品」品牌。 
JIA Inc. 品家家品創立於香港，JIA Inc. 品家家品關注人文，以華人

文化起家，邀集國際不同背景的設計師合作，透過中西觀點交互琢

磨，藉由產品的詮釋，呈現每一件由不同文化激盪後的作品。JIA 的

取名源於「家」的羅馬拼音，品家家品創辦人林安鴻曾說：「我想做

以華人文化為出發點的生活家居用品品牌，漢百 Hausco 就是德文

『家』的意思。」 

2008 年 

在法國巴黎家飾家具展（Maison & Object）初試啼聲。 
品家家品創辦人林安鴻為了讓一個剛剛誕生一年的品牌進入巴黎

家飾展，找了漢百貿易的合作客戶、在家飾產業已佔有一席之地的

十多間歐洲一線品牌大廠，請他們新創立的品牌「品家家品」寫推

薦信，並經由引薦親自見到巴黎家飾展主席，拿著十五封推薦信說

服主席讓品家家品參展。 
巴黎家飾展的主席答應了品家家品能夠參展，並將品家家品的參展

位置安排在主要展館：第三展館，與其他歐洲成立超過五十年、上

百年的品牌，Alessi、Eva Solo、ＷＭＦ等比鄰。品家家品以傳統青

磚堆砌出四合院的具體意象，傳達以「華人文化」 為根及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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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中心的品牌核心，成為世界各地百貨通路、經銷商和媒體的探問

焦點，向世人展示最新一季居家生活用品的流行趨勢。 

2009 年 

以 JIA 品家家品出發之通路品牌「Haus Collection - 設計講」成立，

首度進駐台北信義誠品「Haus Collection - 設計講」，為台灣第一家

據點。 
與知名建築師張永和合作的【家當-瓢碗瓢盆】獲世界最大裝飾藝術

博物館-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選為永久典藏。 
產品榮獲米其林三星主廚 Alain Ducasse 選定為其巴黎「SPOON」

餐廳的專屬餐具。 
唯一華人品牌進駐 LVMH 集團旗下的精品零售通路  Le Bon 
Marche。 

2010 年 

商品開始於義大利、荷比盧、中國、日本、韓國、以色列、冰島等

市場銷售。 
商品進入巴黎春天百貨銷售、獲巴黎香格里拉飯店、香港文華東方

飯店、香港四季飯店、上海 Swatch 集團和平飯店選入餐廳使用，

另獲巴黎 Emporio Armani Café 選入使用。 
入駐巴黎龐畢度美術館館內零售通路 Printemps design au Centre 
Pompidou。 
受邀參加法國巴黎春季家飾傢俱展 (Maison & Objet)，並獲選入

Trend Lab。 
與全球最知名英國設計雜誌 Wallpaper* 跨界合作，聯名商品【紫

泥-野餐組】在台首賣。 
產品榮獲米其林三星主廚 Pierre Gagnaire 旗下二間餐廳 Gaya 與 
Balzac 的指定餐具。 
進入巴黎指標性設計通路 Merci、Sentou 銷售。 
於台北設立辦公室，佈局台灣。 

2011 年 

受邀參加法國巴黎春季與秋季家飾傢俱展 (Maison & Objet) 並再

次獲選入 Trend Lab。 
首度受邀德國法蘭克福消費品展(Ambiente Frankfurt )，即以【蒸鍋

蒸籠組】及【豆盤】榮獲 Design Plus 2011 殊榮。 
與設計團隊 Office for Product Design 合作的【蒸鍋蒸籠組】榮獲

IF 金獎殊榮。 

2012 年 
首度進駐香港銅鑼灣誠品書店，為香港第一家據點。 
【JIA Inc. X Paola Navone 有無相生限量款】與 Merci 合作，首度

於米蘭家具展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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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參加法國巴黎春季家飾傢俱展 (Maison & Objet) 並連續八次

獲選入 Trend Lab。 
JIA 再次受邀參加德國法蘭克福消費品展(Ambiente Frankfurt )，並

從 148 家參展廠商、18 家得獎品牌及 22 件得獎作品中以 3 件設計

得獎，分別為【滿-儲物罐】、【家常味鐵鍋】及【好食成雙-不鏽鋼

筷匙組】榮獲三項 Design Plus 殊榮，是該年的最大贏家，並獲選

入 Trends 2012。 

2013 年 

JIA Inc.品家家品進駐北京瑜舍全新餐廳「京雅堂」成為指定餐具與

擺設。 
第三度受邀德國法蘭克福消費品展(Ambiente Frankfurt )，正逢

DESIGN PLUS 三十周年，JIA 更從 148 家參展品牌、17 家得獎品

牌及 22 件得獎作品中以 4 件設計得獎，分別為【異同-茶杯組】、

【蒸鍋蒸籠-蒸缽】、【鼎-烤盤】、【滿-多功能食物盒】榮獲 Design 
Plus 2013，蟬聯得獎最多的大贏家，亦再次獲選入 Trends 2013！ 
【品-調味罐組】榮獲日本 2013 Good Design 大獎 
JIA Inc.品家家品攻駐更多國際性商場，於義大利、新加坡頂級精品

百貨及美國網路商店銷售。 
進駐松菸誠品的設計講形象概念店。 

2014 年 

首度進軍中國大陸市場，進駐“設計講”於大陸第二大百貨商場 "
杭州大廈購物城" 所設立的據點。 
【品-調味罐組】榮獲 2014 iF 設計大獎殊榮。 
受邀德國法蘭克福春季消費品展(Ambiente in Frankfurt )，以【碗筷

-Kkini 愜】、【燈華-花器】、【碗筷-Fudo 蘊】、【碗筷-Looking Glass 映】

與【國立故宮博物院 x JIA Inc. -書法系列西式餐具組】獲選入 
Trends 2014。 
進駐英國倫敦 V&A 博物館、上海震旦博物館、杭州安縵法雲精品

旅店。 
JIA Inc.品家家品帶著華人驕傲進駐香港中環 PMQ 元創方，結合歷

史建築、創意設計、人文藝術、美食時尚等多元化文創新地標，對

來自台灣、香港出生的華人品牌 JIA Inc.意義非凡。 
【弦紋琺瑯壺】榮獲日本 2014 Good Design Award。 
【碗筷 – 蘊&愜】榮獲中國 2014 ELLE Decoration Award 
JIA Inc.榮獲台灣 Shopping Design Award – 2014 最佳風格企業。 

2015 年 
首度參加美國芝加哥國際家庭用品展，進駐南館”探索設計”參

展。諸多產品獲選入 Pantone ColorWatch 和 New Product Show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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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蒸鍋蒸籠系列榮獲 GIA(Global Innovation Award)最佳系列設

計獎項提名殊榮。 
JIA PLUS 中國首家蘇州新光天地盛大開幕。 
JIA Inc.榮獲 La Vie 百大文創 – 2015 文創企業第一名。 
JIA PLUS 上海基地 8 號橋正式啟動。 
JIA PLUS 蘇州誠品生活風格店正式開幕。 

2016 年 

JIA PLUS 全港首家，誠品生活太古店盛大開幕。 
再戰 2016 美國芝加哥國際家庭用品展。 
JIA PLUS 台中文心店開幕。 
【料理碾】獲金點設計年度最佳設計獎。 

2017 年 
【料理碾】獲德國 iF 設計金獎、【竹炭醒水芯隨身瓶】獲 iF 設計

獎。 

（資料來源：以上表格整理自天下雜誌 441 期: 華人品牌賣進法國貴婦百貨，文 

馬岳琳 2011-04-13；以及品家家品官方網站） 

肆.  JIA PLUS 

一. 簡介 

為生生國際其下之通路品牌。從華人人文生活品牌-JIA INC.出發，JIA PLUS

集合來自丹麥、芬蘭、瑞典、荷蘭、英國、美國、印度、日本、臺灣等各國設計

品牌，以生活選物平臺，從廚房、餐桌到客廳；從烹飪飲食、居家擺飾到戶外休

閒，精選飲食與家居好物，滿足現代人多樣的生活風格。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8 JIA PLUS 成長歷程 

2009 年 
以 JIA 品家家品出發之通路品牌「Haus Collection - 設計講」成立，

首度進駐台北信義誠品「Haus Collection - 設計講」，為台灣第一家

據點。 
2013 年 進駐松菸誠品的設計講形象概念店。 

2014 年 
首度進軍中國大陸市場， “設計講” 進駐於大陸第二大百貨商場 
"杭州大廈購物城" 所設立的據點。 

2015 年 
JIA PLUS 中國首家蘇州新光天地盛大開幕。 
JIA PLUS 上海基地 8 號橋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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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 PLUS 蘇州誠品生活風格店正式開幕。 

2016 年 
JIA PLUS 全港首家，誠品生活太古店盛大開幕。 
JIA PLUS 台中文心店開幕。 

三. 全球分布 

於中國、香港以及台灣都有 JIA PLUS 的足跡，在中國有三間門市，台北三

間、新竹一間、台中兩間門市。 

伍.  家文化研究基金會 

一. 簡介 

家文化研究基金會成立於 2017 年，在非營利的基礎下，關注及研究傳統東

方文化中「家的意涵」；以及文明進程中的「家文化」。通過創新思維演繹「家的

人文價值」，經由著述、設計、出版、展覽、演出等，應用及實踐於當代生活。

曾經贊助臺東縣故事協會舉辦了「食在有筷意」一系列的相關活動，以食育與美

學教育為主軸，走訪臺東偏鄉的老人與學童們，希望能帶動全民重視飲食文化與

禮儀。另外也曾舉辦 JIA 十周年特展，與出版碗筷雙雙，透過活動、展覽與書籍

出版，多元演繹家的人文價值。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9 家文化研究中心成長歷程 

2017 年 
「家文化研究基金會」成立。 
〈碗食設計〉 JIA 十週年特展。 

2018 年 
「食在有筷意」活動：食育與美學教育。 
贊助「Enfants du Mekong(湄公河兒童基金會)」幫助東南亞的貧困

孩童們，能獲得更好的教育以及健康。 

第二節  永興家具事業概述 

壹.  永興家具事業 

一. 簡介 

永興家具事業之源頭為永興祥木業股份有限公司，其創立於 1958 年，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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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正式邁入一甲子，其堅持傳統榫卯製程，將融合東方人文特色、在地文化與

現代美學，激盪出創意生活。其事業版圖整合製造、產品設計、通路品牌、室內

設計、文化傳播與傳承，包括硬底子製造工廠「永興祥木業」、家具通路品牌「青

木堂」、生活風格通路品牌「青木工坊」、軟實力設計「青築設計」、文藝雜誌「青

風」、高端文化聚樂部「青風會館」聯合產官學研的平台「台南家具博物館」以

及「台灣家具產業協會」以及傳承工藝的「魯班學堂」。 

永興家具事業經過半世紀的努力，凝聚了兩代人的生命與熱情，以善念為起

點、工藝為基石、文化創意為輔助，構建此產業複合體，堅守傳統木作榫卯接合

工法，以硬木工藝家具的生產技術核心價值，充分展露今日新台灣精神－「現代

東方．人文生活概念家具」。以下將分別簡介永興祥木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各個業

務，以及其拓展歷史脈絡。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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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永興家具營業範疇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10 永興家具事業成長歷程 

1958 年 「永興家具」創立於台灣台南市。 
1975 年 參加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成為創會廠商之一。 
1997 年 「永興祥木業(深圳)有限公司」創立。 
1999 年 
轉折點 

通路品牌「青木堂」創立。 

2002 年 「永興設計工作室」創立，進行總統府綠廳等代表案例工程。 

2005 年 
產線外移工廠轉型「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創立，推動成立「台灣

家具產業協會」。 

2007 年 

「青風」雜誌創刊。 

為傳承工藝，「魯班學堂」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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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青木工坊」成立。 

貳.  永興祥木業 

一. 簡介 

永興祥木業為永興家具事業起家之源頭，從事木工藝製造，至今仍堅持以高

難度的榫卯工藝製造家具，其特色就是在家具組裝過程中完全不需要釘子，然而

榫、卯兩側都必須控制得很精準，否則可能會使家具未來鬆脫的可能性遽增，因

此一般坊間這樣的工法並不被大量採用，而是以螺絲等等機器來固定，使得生產

效率提升。永興祥木業早期多為接單製造，將實木家具外銷美國、日本，在台灣

家具出口盛世成為南台灣的家具霸主，與台北的僑大家具齊名，人稱北僑大、南

永興。後期隨著企業轉型自有品牌，轉為致力於現代東方家具之製造研發，實現

生活美學，並根據客戶的不同需求提供訂製服務。其工藝受到世人肯定，曾經承

接臺灣總統府綠廳傢俱工程、宋美齡專用搖椅製作、以及故宮博物館的家具設計

製造，更有在慈禧太后畫框拆除專案中將傳統工匠的高端技藝展露於世界，為國

人掙得榮譽。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二. 成長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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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1 永興祥木業成長歷程 

三. 1958
年 

永興家具創立，專營製造內銷，美軍官兵成大戶。 
永興家具創立之初，正逢二戰結束、民國政府遷台不久、美軍仍在

台灣協防，台灣剛由農業時代邁入工商時代，政策正從進口替代轉

向勞動密集的出口導向經濟。永興家具隨著趨勢而生，在有木工底

子的創辦人江季友先生與葉泰欽先生的合作下，以代工製造為主，

提供料實價美的手工製作實木家具，主要提供給要求高品質的客層

客製化的服務，滿足在地民眾對生活居家的需求。除此之外，由於

美軍機場在附近，藉由地利之便，江先生與葉先生兩位創辦人以簡

單的基礎英文，於台南市健康路附近的美軍俱樂部接軍官的案子，

由原點開始打拚，以品質慢慢累積口碑。 
在設計上，提供給台灣當地民眾的家具，風格融合閩南傳統特色、

日本元素以及民治維新後吸納的歐洲情調。由於當時美軍協防台

灣，美軍的生意尤其昌盛，為了迎合其審美，設計多融合明、清傳

統元素與美式風格，以美軍提供的美國家飾流行雜誌為啟發與靈

感，採用時下受歡迎的元素，以符合美軍口味。 
在用料上，不論設計的不同，接堅持以實木製作，多以台灣出產的

檜木、樟木、柚木等，其中又以夾板柚木為大宗，因其為最受美軍

官兵喜愛；另外也以花蓮大理、玻璃為裝飾，並使用車床技術代替

雕刻，提高生產力。 
在製造方面，由於有時美軍需求量大，永興家具產能無法符合美軍

需求，更與其他原先就在製造美式家具的工廠合作。 
與通路商合作銷售。 
除了接單製造，永興家具也與通路商合作，將自行設計製造的家具

於店面販售，每筆交易通路商能夠從中獲取 5~10%的利潤抽成。 

1965 年 

開始自行開店。 
其創始門市設立於台南市大同路上、台南機場的斜對面，從此永興

家具的活動組合逐漸由專注於設計製造，增加了自行開店、設立通

路，不再被合作的通路商抽取利潤。 

1970 年 
擴廠以擴充產能 
遷廠至台灣省台南縣仁德鄉現址，逐步擴充至估地 3000 餘坪(10000
㎡)的一貫作業廠房。 

1971 年 
美軍市場減少，永興家具改組為「永興祥股份有限公司」。 
從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美軍駐台人數開始逐漸減少，連帶使得永

興家具的當時主要內銷的美軍市場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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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 

外銷時期。 
在此時期，台灣曾為全球大三大家具輸出國，家具出口額高達 24.8
億美元，佔當時台灣外銷收入的 3%，全盛時期美國甚至有 1/5 的家

具都來自台灣。 
在此浪潮下，與貿易商配合，由貿易商接單，永興家具負責製造。

同時在美軍離開台灣後，也將永興家具的名聲散播到美國，認為其

不但價格實惠、品質優良更講信用，因此吸引的美國的進口商來到

台灣與永興洽談進一步的合作，發展出了與貿易商合作平行的外

銷。 
永興家具開始鑽研歐式家具，並將古典的款式融合新的元素翻新改

造，其中齊本德爾設計的帶有中國風格特徵的家具對永興啟發很

大，於是永興生產了一款新式齊本德爾椅子。其材料以中南美洲生

產的桃花心木、櫻桃木為主。 
然在美元受到石油危機的打擊後下跌，美國出口難以繼續。為積極

為轉機，永興家具找到了對日本出口的機會，因此轉而生產日本喜

愛的唐式風格家具。其材料以黑檀酸枝、花梨等硬木家具生漆以及

藤家具為主。除了木製商品，永興家具還一度製作藤製家具外銷，

產品用途轉向商業公共空間。 
除了外銷同時永興的內銷從未間斷，台南地區許多望族也仰慕永興

家具的名氣，紛紛委託其協助宅院室內裝修以及家具訂製，皆為永

興獨自開發設計與製造。 

1983 年 
開始參加國內設計展覽，設計工作主要由江季友先生與黃啟宗先生

執行開發設計部分，而葉泰欽先生則負責工廠流程安排。 

1985 年 

外銷優勢不再，勞力成本提升，工廠外移。 
由於台美貿易逆差擴大，美國開始壓迫新台幣升值，美元匯率從 1：
40 一直勁升到 1：26；台灣社會產業結構也從勞力密集轉向資本與

科技密集，勞力成本大幅上揚，如此種種皆使得台灣過去的外銷優

勢不再。在美金交易為主的情況下，外銷廠商哀鴻遍野，產生因擔

心賠本而棄單的情形。 
同時也引發台商第一波出走潮，整廠外移，台灣從亞洲製造中心開

始轉型。永興家具也不例外，為了降低成本，將工廠遷移至中國，

然設計仍留在台灣，立足台灣，放眼中國。 

1991 年 

減少接單外銷，轉為內銷，自行主導設計。 
由於負責簡易設計、製圖的江季友創辦人過世，台灣外銷榮景也不

如以往，因此永興家具開始思考如何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另一位

創辦人葉泰欽先生開始積極尋找設計人才，以及外部潛在的合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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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逐漸由過去承接委託代工製造的模式，減少外銷，轉以內銷硬

木家具：花梨木、紫檀木與黑檀木家具為主，並自己主導設計；將

明式、清式家具風格轉型設計傳統折衷樣式家具，發展傳統創新家

具。 

1997 年 

「永興祥木業(深圳)有限公司」創立。 
深圳廠區於 1998 年正式投入生產，從原料制材、備料、木工、刮

磨、油漆、安裝等生產設備一應俱全，致力於家具產業進行垂直整

合，從原料、生產到提供給最終消費者的過程，能更有能力控制投

入、成本、品 質和控制這些投入的運輸時間節省成本。 
1999 年 通路品牌「青木堂」創立。 
2002 年 「永興設計工作室」創立，進行總統府綠廳等代表案例工程。 
2003 年 成立上海工廠「青木堂家具有限公司」 

2005 年 

產線外移工廠轉型「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創立，推動成立「台灣

家具產業協會」。 
「深圳制材廠」設立。 
占地約為 13,000 多平方，主要致力於鋸木與木材存放，以現代化的

機器設備便於管理原木庫存。 
成立北京物流中心。 

2007 年 

為傳承工藝，「魯班學堂」成立。 

於「2007 台北國際家具展」中展出。 

2008 年 

「浙江嘉永木業有限公司」創立。 
嘉善木業占地面積近萬平米，除設有 50 立方米的原木乾燥窯外，

全廠規劃為備料、木工、雕花、刮磨、油漆、安裝、沙發等七個配

備各種現代化機具的生產部門。 

（資料來源：以上表格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中視新聞重燃木匠魂 台灣新文藝

復興 Part 2 紅木家具龍頭拚轉型老品牌展新生命） 

參.  青木堂 

一. 簡介 

「青木堂」為永興家具於 1999 年創立之連鎖通路品牌，專營具有東方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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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木家具，並結合建築與設計師，共同建構現代東方美學的生活空間。除此之

外，更組織售後服務團隊「繕工訪」：「繕」為修繕、維護之意，「工」為工藝師，

「訪」及詢訪、訪問，在每年木頭收縮變化最大的季節，主動與顧客聯繫上門至

客戶家中做家具的保養與修繕。其產品皆為永興家具自製，包括：大器天生、自

然理畫、簡明雅敬、和風禪定、承天達意、圓善臻至、靜觀自得等系列。自 2001

年進駐中國大陸以來，在兩岸主要城市開已設了 30 多間經營據點（上海、臺北、

台南、高雄、北京、深圳、寧波、武漢、南京、濟南、杭州、廣州、成都、昆明、

西安、石家莊、合肥、臨沂、鄭州等）。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12 青木堂成長歷程 

1983 年 

開始參加國內設計展覽，設計工作主要由江季友先生與黃啟宗先生

執行開發設計部分，而葉泰欽先生則負責工廠流程安排。 
「明式椅」參加「台灣省建設廳手工藝競賽」榮獲第二名殊榮(第一

名為陶藝作品)。 
1984 年 「圈椅(茶椅組)」參加競賽，再次勇奪第三名。 
1993 年 文建會主辦「台北工藝大展」為實木家具類唯一獲邀參展代表。 
1995 年 「清裝床組」入選工藝設計佳作。 
1996 年 「馬背客廳組」再度蟬聯工藝設計競賽優選。 

1997 年 
「大器兩椅」幾獲外貿協會頒發-「G-Mark」優良設計產品。 
「唐飾客廳組」榮獲台灣省手工業研究所評選為年度手工藝最優

獎。 
1998 年 「木梳椅」及「唐飾書桌」雙雙入選手工業研究所手工藝家具優選。 
1999 年 通路品牌「青木堂」創立，在高雄設立首間門市。 

永興家具開始以「青木堂」通路品牌行銷，為永興家具逐漸由過去

承接代工製造的模式，轉為自己主導設計的成果，主打由永興祥木

業製造的優雅精緻、充滿設計感的現代紅木家具，脫離早期大量生

產的代工模式，逐步邁向精緻化型態。 
青木堂獲台灣高雄金賞獎。 

2001 年 青木堂通路進軍大陸 

DOI:10.6814/NCCU201900079



 

32 

 

通路品牌青木堂之第一間門市從上海起家做批發，每間門市都有統

一的培訓販售永興家具的產品。 
2002 年 上海徐家匯二店成立 
2003 年 上海浦東店與虹僑店於年初相繼成立，台北青木堂門市 7 月份正式

開幕 
2004 年 上海成立五家間門市 
2008 年 獲北京工藝金獎。 

2009 年 
「琴瑟和鳴」獲中國金斧家具設計大賽金獎。 
與施華洛世奇（swarovski）合作參加 2009 年上海 100%國際設計大

展。 
2010 年 應邀成為 2010 年上海世博會中國元素活動區家具參展商。 
2011 年 被評為 2011 年度「南京民生喜愛的十大套房家具品牌」。 

2012 年 

獲「南京民生喜愛的十大紅木品牌」 
受邀「北京保利拍賣會」並成功拍賣。 
受邀「日本東京國際家居生活設計展」 
「榫接桌」獲「波蘭華沙國際發明展，銀牌獎」 (International Warsaw 
Invention Show“IWIS”) 

2013 年 
獲「北京國際設計週，最佳傳承創新品牌獎」 
「Unlick 榫卯名片盒」獲「台灣優良工藝品評鑑，"C-Mark"優良工

藝品標章」。 
2014 年 「三角‧棚」獲「IFDA 日本旭川國際家具設計競賽，入選獎」。 

2015 年 
「原易‧璞真」高腳桌組獲「良品美器，台灣優良工藝品標章」。 
「三角‧棚」獲「台灣金點設計獎標章」。 

2016 年 
「自然理畫搖椅」獲「良品美器，台灣優良工藝品」。 
「方元上智餐椅、靜觀自得單人沙發」獲中國的椅子原創設計大賽

「東方匠星，入圍獎」。 

2017 年 

於中國一線的省會都市，都有永興家具專門店「青木堂」的蹤跡，

包括北京上海和廣東，共有 30 多間門市，約 8 成營收來自大陸。 
「原易璞真書桌、世界之門」獲「CID 當代國際設計大賽，決選佳

作」。 
受邀參加「美國洛杉磯藝博會」。 
「分享家」入選「陳設中國，晶麒麟陳設藝術品獎」，「合桌」獲「陳

設中國，提名獎」。 
參加雪梨「東方·亮，中國光影與紅木藝術展」。 
榮獲「2017 年中國紅木家具十大新中式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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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來源：以上表格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中視新聞重燃木匠魂 台灣新文藝

復興 Part 2 紅木家具龍頭拚轉型老品牌展新生命） 

肆.  青木工坊 

一. 青木工坊簡介 

青木工坊成立於 2013 年，為東方風格生活家飾、禮品之通路品牌，與青木

堂一樣為通路品牌；然與青木堂為具有東方韻味之實木「家具」通路品牌，而青

木工坊為演繹東方風格「生活產品」之通路品牌。其成立源於惜福愛物的精神，

不忍同為天然實木、生產家具生剩下的角料，被丟棄、浪費，因此使用角料，以

味、聲、香、色、法、觸六感知覺演繹現代東方風格，在日常生活中創造實用與

美感價值，其相信器物若有巧思，生活即有情趣，禪機亦自在其中。目前於台灣

宜蘭有一間旗艦店，中國則有 8 間店鋪，分別在上海、北京、山東、浙江、江蘇，

有些為旗艦店、有些則位於飯店或博物館內。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伍.  青築設計 

一. 簡介 

青築設計專營空間設計（住宅或商業空間）、家具設計以及商業設計（視覺、

陳列、品牌形象設計），為涵蓋建築、空間、家具、產品設計為一體的諮詢顧問

公司。其品牌精神認為設計是建構美好生活的方式，更是思想與生活態度的實踐，

並以此精神服務客戶。起源於 2002 年成立的永興設計工作室，與盧圓華建築博

士策略合作，從實木家具設計到跨足空間設計與商業設計，從臺灣總統府綠廳座

椅定製設計，臺灣文學館、高雄市立美術館的公共空間及家具規劃工程案，到上

海世界博覽會、上海設計百分百、台北世界設計大展及東京國際家居生活設計展

等，以專業屢獲殊榮，如「Good  Design大獎」、「金斧獎」、「美質獎」等，以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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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與現代生活融合的設計思考中，並發出無限的創作可能。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二. 成長歷程 

表格 13 青築設計成長歷程 

1997 年 承製台灣大學總圖書館家具工程及大門施工。 

2002 年 
「永興設計工作室」創立，進行總統府綠廳等代表案例工程 
與成大建築博士盧圓華先生成立「永興設計工作室」。另外承接總統

府綠廳、台南億麗緻酒店、長榮桂冠等家具工程製作。 
2004 年 承製政戰大學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典藏櫃 

陸.  青風、青風會館 

一. 青風、青風會館簡介 

青風文化主要以整合傳播的方式，負責集團的品牌形象與文化出版物、文化

活動的策劃推廣，其名東風即為以青為喻的東風代表一股正在蔓延的文化思潮與

生活態度。如已出版了多年《青風》季刊、在各大城市舉辦過《東風漸》新書發

表會、發行了《青風樂府Ⅰ心靈秘境》、《青風樂府Ⅱ樂活東方》。 

除此之外，另為青木堂東方現代家具的會員打造高端的文化俱樂部：青風會

館，在兩岸舉辦了多次茶道、香道、花道、手作體驗等傳統文化的人文活動，希

望透過文化體驗讓讓東方新人文的精神再多處落地開花。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柒.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魯班學堂、台灣家具產業協會 

永興家具不僅始終堅守傳統的製作工藝，更將加強以家具產業博物館和家具

產業協會為平台，結合產、官、學的力量，計劃性、持續性地舉辦各種技藝訓練

班或研習會，不斷培養後進，全面推動台灣家具產業的創新能力與設計水準。 

一.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簡介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成立於 2005 年，為永興家具事業生產舊址加以整修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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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而成，透過歷史回顧讓更多人瞭解台灣家具產業之美，以及為社會不同領域提

供交流的平台。其以典藏、展覽、教育、推廣為宗旨，精選館藏將最迷人的木質

家具藝術與更多文創愛好者分享；並從中瞭解木材的特性、製材過程及領略榫卯

工藝之美；以及有趣的手作 DIY 體驗，讓民眾感受府城不同的文化魅力與生活

美學特色。 

（資料來源：本研究整理自永興家具網站） 

二. 魯班學堂簡介 

魯班學堂於 2007 年成立，以延續傳統榫卯工藝與及創新設計為職志，培育

台灣家具製造設計人才，為國內私人木工教育先驅之一。於 2003 年開設木工班，

2006 年定名爲「魯班學苑」，2013 年更名爲「魯班學堂」。學堂不僅擁有專業安

全的學習環境，並聘請許多優良師資與永興匠師負責傳授木工技藝課程，迄今已

培養了數百名認識榫卯工藝的學生。 

三. 台南家具產業協會簡介 

台南家具產業協會於 2005 年由永興家具事業推動成立，其成立宗旨為結合

台灣家具產業之專業技術人士、工商界、學術界、政府資源等各界資源，進而提

升台灣家具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四. 成長歷程 

表格 14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魯班學堂、台南家具產業協會成長歷程 

1975 年 參加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成為創會廠商之一。 

1997 年 
葉總經理榮膺家具工會常務監事為家具工會最資深之會員廠商。 
並代表工會參加全國工總會員大會。 

1998 年 獲總統府、行政院、考試院、台北車站委任本公司承製展示櫃。 

2000 年 
與樹德科技大學進行產學合作，委託其設計中心規劃「台南家具產

業博物館」。 

2004 年 
入選台灣經濟部工業局「創意生活廠商」 
承辦創意家具設計人才培育計畫「精英創作營」 
承辦台南縣九十三年度新故鄉社區營造計劃地方文化產業振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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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傳統木器工藝技能研習班」 
2005 年 推動成立「台灣家具產業協會」 

2006 年 

承辦九十五年度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機構實務研習「文化創意研習

班」 
承辦九十五年度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機構實務研習「創意生活家具

DIY 研習班」 

2007 年 

承辦九十六年度技專校院教師赴公民機構實務研習「樂在家博館，

嗜好創意家具 DIY 研習班」 
為傳承工藝，「魯班學堂」成立。 
替產業尋找、培育人才，把華夏文化榫卯的智慧、台灣工匠精神頂

真善念傳承下去。 

2007 年 

承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6 年度地方文化館補助培育人才計

畫，台南‧家具產業生態博物館「東方家具設計研習營」 
承辦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96 年度地方文化館補助培育人才計

畫，台灣家具產業協會 TFPA 第一屆第二次學術研討會 

第五章  個案分析 

第一節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的策略佈署 

生生國際在 1989 年創立漢百貿易，直到 2006 年都專注在餐廚生活產業協助

品牌方鏈結代工業務；直到 2007 年轉型，將僅限於代工鏈結的業務範圍拓展至

自有品牌「JIA 品家家品」，並於 2009 年成立通路品牌「設計講」，2017 年跨足

非營利事業成立「家文化研究基金會」。以下將以 2007 年成立品牌「品家家品」

作為時轉型間分水嶺，透過策略三構面的分析，探討「生生集團」轉型前（漢百

貿易）與轉型後（漢百貿易、品家家品、JIA PLUS 的）兩個時間點分別靜態的策

略佈署。 

壹.  轉型前（1989-2006） 

一. 範疇 

(一) 產品市場 

漢百貿易的產品為代工「鏈結」以及設計「優化」，其協助品牌方找到最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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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的代工廠商，並將設計圖實現為產品。除了必須連結各方生產資源、嘗試各種

材質應用範圍或是異材質接合可行性、提供客戶代工之產品結構或設計上的建議、

更須確保生產出來的產品的品質合乎客戶要求。 

其鎖定的市場主要為餐廚、衛浴與生活的品牌商市場，因此代工之產品組合

六成為桌上用品，三成是廚房用品，其餘則是衛浴用品；客戶分布則以歐洲廠牌

四成、美洲廠牌四成、日澳兩成，且幾乎為一線大品牌。雖然打廠牌對品質的要

求較為嚴格，且開發時間長、過程繁複，不過也在合作的過程建立起了他人難以

取代的信任默契與其他專屬資產，使客戶不輕易轉單。 

總結來說，其以鏈結代工製造服務為其主要產品，另外在過程中附帶提供產

品設計或是結構修正建議的服務，然而多為以代工客戶的設計圖為基礎做調整，

為協助角色，因此在下圖中為空心圓。 

表格 15 生生國際，轉型前＿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資料來源：以上資料整理自天下雜誌 441 期: 華人品牌賣進法國貴婦百貨；文 

馬岳琳；2011-04-13） 

(二) 活動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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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供上述的「產品設計服務」以及「鏈結代工服務」給專營於餐廚、衛

浴、生活市場的品牌廠商，漢百貿易在價值創造的過程中，以鏈結代工製造為

主要的活動，以及對客戶委託代工之產品結構與設計方面的建議為輔（因此在

下圖中為空心圓），並在大型的品牌會展上尋找、接觸客戶，為公司行銷。 

表格 16 生生國際，轉型前＿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三) 地理構型 

雖然漢百貿易於台灣創立，然而中國境內不僅有豐富的原物料，人工成本也

較低，因此合作的代工製造廠商皆位於中國。在 1997 年，為了方便掌握中國的

工廠並與之交涉，漢百貿易總公司由台灣遷往香港，以圖地利之便、更接近貨源：

包括中國北方玻璃、南方陶瓷與塑膠等等。選擇香港為新總部地點，除了因為香

港接近中國外，也更國際化，方便與國際客戶交涉，提供設計與結構建議。 

總部雖位於亞洲地區，但由於漢百貿易的客戶分布以歐美廠牌居多（歐洲廠

牌四成、美洲廠牌四成、日澳兩成），因此漢百貿易時常藉由參與歐洲大型的國

際展覽，例如法國巴黎家飾展（Maison & Objet），與顧客接觸、了解當年趨勢、

並行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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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17 生生國際，轉型前＿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二. 資源 

在轉型前，漢百貿易所累積與建立的資產主要為無形資產，由於其所擔任的

角色為中介媒合者，本身並不擁有工廠，或其他關鍵有形資源；其核心競爭力為

整合（coordination、consolidation），以此連結品牌廠商以及製造工廠，形成轉型

前的營運範疇，並建立起網絡。 

(一) 資源盤點 

1. 有形、無形資產 

在資產的部分，由於漢百貿易的角色為代工製造的整合者，因此並沒有累積

顯著的有形資產，以無形資產的部分較為明顯。在面對商業客戶的需求端，除了

協助客戶將設計圖實現為產品的過程當中，看了大量國際一線品牌的設計圖，甚

至有些個案漢百貿易會協助客戶改善設計或結構，累積了「產品設計」相關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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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與經驗資產；另外，由於顧客要求使用異材質相接或是是永特殊材質，漢百貿

易也有專門的技術團隊，針對特殊材料應用進行研究，因此累積了「特殊材料應

用技術」的資產；也因為其面對材質挑戰毫無畏懼且使命必達的態度，以及其品

質的優良保證，漢百貿易也與品牌廠商維持良好的、彼此信任的關係，建立起堅

強的「餐廚、衛浴、生活產業品牌廠網絡」。在面對製造工廠的供給端，漢百貿

易秉持一貫的誠信態度，與製造商保持緊密的關係，累積起「製造供應鏈網絡」。 

2. 個人、組織能力 

除了以公司的名義，與各品牌廠商以及各製造廠商維持緊密的合作網絡，漢

百貿易的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個人也與品牌廠商的經營者建立親密的關係，林安鴻

先生甚至陪著自己的客戶：品牌廠商的經營者一起到台東遊玩。由此可見，在代

工時期，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個人也培養了連結緊密的人際網絡；另外創辦人林安

鴻先生赴北京進修哲學博士，使其對中國傳統美學與文化，有了更深層的理解，

加深其文化涵養；同時也有永堅強的創業家精神，白手建立起了漢百貿易的事業。 

最後組織能力的部分，漢百貿易善於協調、整合設計製造行銷，該組織能力

為行程其競爭力的主要來源；除了整合外，組織更會依照每一次與客戶接觸的經

驗學習並記憶，使得組織能夠適應各式環境變化；最後其能夠與製造工廠與品牌

客戶皆維持良好關係的關鍵便是組織文化：誠信，使合作網絡更加緊密。 

(二) 核心資源與能耐 

漢百貿易身為貿易商，倚靠「整合協調的能力」在市場商生存，在數年的經

驗下累積起「品牌廠商與製造廠商網絡」，並秉持「誠信的企業文化」與上游與

下游的體系成員皆維持良好的緊密關係。其「整合協調的能力」是其資源累積正

向循環的展現，背後倚靠的是「品牌廠商與製造廠商網絡」與「誠信的企業文化」。

而「品牌廠商與製造廠商網絡」與「誠信的企業文化」皆為需要長時間積攢的資

源，企業與企業間緊密的信任網絡並非任何一間企業能夠取代，少有替代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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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獨特性」；合作期間溝通、談判的習慣模式也與每間企業建立起「專屬性」；

最後信任乃人與人間情感上的交流與羈絆，競爭者難以學習模仿，舉有「模糊性」。

由於上述的三項資源：「整合協調的能力」、「品牌廠商與製造廠商網絡」、「誠信

的企業文化」具備「獨特性」、「專屬性」、「模糊性」，因此筆者認為其是漢百貿

易的核心資源，透過這三個具有策略價值的資源，使漢百貿易的組織能耐得以強

化。 

表格 18 生生國際，轉型前＿資源盤點表 

 轉型前 轉型後 
有形資產   

實體通路門市   
無形資產   

產品設計   

特殊材料應用技術   

製造供應鏈網絡   

餐廚、衛浴、生活產業品牌廠網絡   

設計師合作網絡   

餐廚、衛浴、生活產業會展網絡   
虛擬通路   

品牌   
個人能力   

文化涵養   

人際網絡   

創業家精神   

組織能力   
協調、整合設計製造行銷   

組織文化   

 

三. 網絡 

(一) 體系成員與網絡關係 

1. 資源供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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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百貿易在網絡體系中扮演資源媒合者的角色，餐廚、衛浴、生活品牌廠商

提供其訂單，而製造廠商依照其指示提供產品，由漢百貿易為品牌商把關品質才

能交到終端消費者的手上。由於資源的供應者與價值鏈緊密關聯，因此皆於漢百

貿易而言皆為重要的事業夥伴，網絡關係緊密。 

2. 異業： 

而品牌一年一度的會展漢百貿易雖然並非參展廠商，也非為同業，卻是其能

夠接觸到品牌廠商，並與之發展進一步合作的重要平台。雖然會展對於漢百貿易

的行銷活動極為重要，但由於非參展廠商，與會展的網絡關係緊密程度為普通。 

3. 社會夥伴： 

漢百貿易為２Ｂ廠商，與產品的終端消費者並無直接接觸，也沒有有勇實體

的工廠與社區互動頻繁，在此階段與社會夥伴互動少，且網絡緊密程度微弱。 

(二) 網絡位置 

事業體系中，各個企業與事業夥伴互相依賴，而漢百貿易正好處於資訊與資

源的匯集、中心處，在家居、衛浴用品市場中扮媒合製造需求媒合者的角色。資

源的需求者與資源的供應者，都必須倚靠漢百貿易提供的服務才得以彌補品牌廠

商對製造工廠的資訊落差，獲得各自所需的資源。 

 

圖 8 生生國際，轉型前＿網絡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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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轉型後（2007-2017） 

一. 範疇 

(一) 產品市場 

在品家家品創立後，漢百貿易與品家家品獨立存在並同時進行各方的業務，

品家家品拓展了新的目標客群為終端消費者的餐廚生活用品市場，而漢百貿易仍

然專注於提供餐廚、衛浴、生活用品的品牌商製造資源整合的服務。以下將針對

品家家品，以終端消費者為目標客群的餐廚生活用品市場進行細部的分析。 

1. 市場：以文化底蘊為根的極致美學欣賞。 

在轉型後，生生集團推出了自有產品品牌：品家家品，不同於市面上多數

的餐廚生活產品大部分首先注重的是產品機能性，也就是關注商品在廚房或是

在家中是否能有效率、有效能的幫助使用人完成各種事務；品家家品主要傳達

的焦點為產品藝術與美感的展現，以富含文化底蘊的產品設計內涵，將日常生

活產品提升到藝術美學欣賞的層次。 

以下將分別敘述再品牌設立之初，為什麼會選擇「注重文化底蘊」以及

「高階（Premium）：美學欣賞」所交集的目標市場，並將原因分為理性與感性

兩個層面探討。 

品牌創立之初之所以會以「注重文化底蘊」交集「高階（Premium）：美學

欣賞」為目標市場，其實源於理性與感性的糾結。首先由於生生集團本身在做

代工，其為顧客整合製造資源，將顧客的設計圖轉換成實際的產品，並滿足客

戶機能品質的要求，甚至是高難度的異材質結合。不希望在成立品牌後，因為

與原先代工客戶的目標市場相似、同樣強調產品的機能特性，使得 OEM 客戶

對其代工事業產生不信任感，覺得交給漢百貿易生產的設計 IDEA 會被 JIA 品

家家品偷走，造成抽單等負面效應。因此品牌成立之初在設定目標市場時，認

定必須要和 OEM 客戶不同，試圖維持與代工客戶之關係，讓品牌與代工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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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存。 

再者，創辦人林安鴻在品牌成立之時正在北京大學就讀哲學博士，深受中

國傳統文化的洗禮。課程包含解析大量的中國經典文史哲，例如四書五經、紅

樓夢等等，對於文學故事內容，以及其所欲闡述之理念相當熟悉。從中國傳統

文學中創辦人林安鴻先生看到中國文化之美，以及身為台灣人訴說中國文化的

正統權（legitimacy）。曾經德國代工的客戶曾經與林安鴻說到：「你真了解德

國！」，林安鴻卻回答到：「我真的了解德國嗎？並沒有像你土生土長的德國人

了解那麼深，只是比一般亞洲人更多一些了解。」同理，身為台灣人，從小在

華人文化中生活，許多文化理念不止是書中的文字敘述，更融入在生活中，經

過父母長輩的身教、言教、耳濡目染培養而成，那些理念是融於台灣人血中

的。因此對於傳統的中國文學、文化的詮釋，相較於非亞洲地區的人們，台灣

人在國際上有訴說、詮釋的正統性。 

餐廚生活產品一般較注重其實用性，產品的文化底蘊深厚與否並非一個餐

廚產品是否好用的必要條件，因此會特別注重產品的文化設計內涵的客群，勢

必對於美學有更高的鑑賞力。為呼應「注重產品文化底蘊」的市場，因此瞄準

高階（Premium）的藝術美學欣賞市場。期望帶給顧客的不只是產品的實用功

能，更是視覺上的美學饗宴，以及心靈上的文化富足。 

若撇除理性的原因，感性地來說，不論政治立場如何中國傳統文化是台灣

人的世代傳承的根，那些根深蒂固的觀念與文化形成今日的我們，由台灣人詮

釋才可信（authentic），更甚者也是對於文化傳承的使命感，希望能夠透過更多

元的釋義，讓傳統的文化美學融入古典中國美學已逐漸被淡忘的今日生活。 

在只有經營代工事業的年代，追求的是１到１００，連結各種製造資源，

不停的嘗試不同的工法，試圖把顧客交給我們的設計稿製成能夠使用的產品；

但就是沒有過自己從０到１將一個產品從無到有的設計過程。曾經，法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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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 CEO 和創辦人林安鴻先生說：「我發覺你做品牌就是為了一件事情，就

是為了你自己的自尊（ego）。以前做我們還有其他歐洲一線大品牌，然後後來

我們也會欺負你、向你壓價錢，你就是要證明自己。」秉持著對於為他人作嫁

衣的不甘心與對自身能力的自信，創辦人林安鴻先生說到：「我就是想要證明自

己，證明自己可以成就些甚麼，可以做些甚麼，台灣人可以做些甚麼。」因此

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對於 JIA 品家家品的產品不只在品質上有很高的要求，在美

學上更追求展現極致，希望能夠證明自己不只能做代工，因此過去甚至說過：

「我們 JIA 做出來的東西不漂亮、不美我一定不出品。」 

總結來說，再轉型後第一個十年裡目標市場的選擇，在理性上首先是為了

避開和客戶的直接競爭，再者便是找到自己的正統權（legitimacy），綜合考量

下選擇了「注重產品文化底蘊，」而非「注重產品機能性」的目標市場設定。 

 

圖 9 生生國際，轉型後第一個十年＿目標市場示意 

2. 產品 

為了傳達產品的「文化性」，品家家品透過受中國文化美學所啟發的設計理

念，並藉由來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之手，跨越新舊、跨越東西、跨越空間，創

造出超越機能性的餐廚生活用品。若將品家家品之產品設計理念分類，能夠分

為三個部分：生活文化、哲學思想、造型演變，詳細的產品範例請詳閱附錄

二。 除了將華人傳統生活中的飲食文化、材料文化，例如蒸煮、或是概念等融

入產品中；也透過產品演繹中國哲學思想，例如儒家或道家思維；更以過去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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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中代表某種特殊意義的造型為基礎，以之融入產品中，以現代設計重新

詮釋。除了產品本身，這樣的文化思維貫徹品家家品品牌，於其通路 JIA PLUS

同樣以中華文化為中心進行設計。 

除此之外，轉型後也跨足代理。由於品牌成立時間尚短，產品開發的速度

無法彌補產品線的不足，為使通路品牌能夠擁有齊全的產品線，其開始代理漢

百貿易品牌商客戶的產品，在自薦的通路販售，如此一來提供了品牌商更全面

的服務外，也補足了產品線的缺口。 

表格 19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產品市場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二) 活動組合 

在轉型前連結代工製造奠定的基礎下，餐廚生活用品品牌－品家家品以堅強

的連結製造資源能力，專注於從設計、行銷與通路全方位地打造以中華文化美學

為底蘊的產品、服務與品牌，使得自家的產品能夠以統一的形象被消費大眾認識，

建立其品牌識別，並在最合適的方式呈現給消費者，以下將分別詳述如何做到。 

1. 設計 

(1) 異中求同：跨越新舊、跨越東西、跨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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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漢百貿易代工製造的基礎，生生國際累積了設計的相關知識資產；轉型

後品家家品不若從前有廠商的設計稿能夠依照，必須擁有自己的創意發想、自己

的設計圖，且顧客更是需求更難捉摸、來自世界各地的終端消費。為了能夠自己

設計出具有東方傳統文化美學的產品，品家家品除了延攬內部的設計團隊，更與

來自世界各地的知名設計師合作、研發產品。與各地設計師合作的方式，除了使

傳統東方文化美學，有機會由西方觀點新穎詮釋，也試圖在「異中求同」，讓應

用同樣的美學元素的產品，西方與東方人都能夠順手使用，更應證的品家家品的

品牌宗旨：跨越新舊、跨越東西。在品家家品的所有產品中，有 35%左右的產品

由歐洲出生的設計師所設計，例如英國、義大利等等；而另外 65%左右的產品，

則是由來自亞洲國家的設計師所設計，例如台灣、中國、日本與韓國 (詳見附錄

二)。 

(2) 領先使用者回饋 

品家家品由於品牌獨特、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意象，受到許多米其林餐廳的

青睞、成為指定使用餐具，品牌亦與米其林主廚保持良好關係，將使用者意見回

饋給品牌。例如品家家品的知名產品蒸鍋蒸龍，即是與透過米其林主廚回饋，更

貼近使用者的產品，原先蒸鍋蒸籠的產品直徑為２８公分，在米其林主廚在親自

使用後，認為在烹調過程中，蒸氣冉冉的美感也能營造用餐的氛圍，因此希望產

品直徑能夠縮小，使其可在客人面前直接烹煮。另外鼎碗也是米其林主廚回饋意

見才產出的產品，源於米其林主廚對鼎鍋這項產品的造型情有獨鍾，但其尺寸偏

大，不適合盛裝甜點類的 creme brulee 或是湯品，因此品家家品才出品了鼎碗。 

2. 行銷 

(1) 國際會展闖出知名度 

產品再好，目標顧客不知道都是枉然。由於歐洲在家居用品、飾品市場為引

領潮流的所在地，其人文成熟指數（HMI：humanity maturity index；交通大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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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朱博湧教授）相較於其他區域為高，也就是普遍的消費者對美學的鑑賞力

較高，因此品家家品也將歐洲市場設定為首先要攻下的灘頭堡，並計畫參加全球

三大設計展之一的 Maison & Object 巴黎家具家飾展，在國際的會展上向世界宣

布品家家品的成立。然而身為一個全新的品牌，要如何進入發展成熟的 Maison 

& Object 巴黎家具家飾展卻是一件難事。因此創辦人林家鴻運用了在代工時期

培養與各大品牌廠商的連結網絡，主動向代工的客戶提起即將要成立品牌，並請

15 間國際品牌為品家家品寫一封推薦信，推薦品家家品在 Maison & Object 巴黎

家具家飾展展出。除此之外，更透過法國第一品牌 CEO 引薦，在其辦公室內與

法國家飾展的主辦方會面，說服其品家家品能夠為該展帶來的價值，最後也順利

地取得在該展的攤位，且攤位不僅位於主要展館，更落腳於其他知名大廠的後方。

優越的位置再加上參展時展現出鮮明的東方風格，吸引了各大廠商的目光，讓品

家家品在成立初始即一炮而紅。除了巴黎家飾展，品家家品也參與其他國際大型

展覽，例如法蘭克福消費品展、米蘭家具展、美國芝加哥國際家庭用品展等。 

(2) 米其林三星餐廳與五星飯店指定選用 

品家家品獨特、鮮明的中國傳統美學意象，吸引許多米其林三星以及五星飯

店選用，形成１＋１＞２的效果，例如巴黎香格里拉飯店、香港文華東方飯店、

香港四季飯店、巴黎 Emporio Armani Café，以及米其林三星主廚 Pierre Gagnaire 

旗下二間餐廳 Gaya 與 Balzac 、米其林三星主廚 Alain Ducasse 之 SPOON 餐

廳的專屬餐具。 

3. 通路 

(1) 博物館、生活風格選物店、百貨公司 

在國際會展上初試啼聲後，為了落實品家家品注重文化底蘊又是高階的定位，

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將通路拓點的目標定在博物館、生活風格選物店以及百貨公司。

透過通路本身的高階區隔，使品家家品更容易接觸到鎖定的客群，並同時與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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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的形象相互輝映。創辦人林安鴻先生常與友人戲稱當時去巴黎家飾展就是去

「攻頂」的，果然品家家品獨樹一幟的東方美學，果然吸引到了世界最大裝飾藝

術博物館：倫敦的维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將其

瓢碗瓢盆系列列入永久典藏，也入住許多博物即美術館內的零售通路銷售，例如

巴黎的龐畢度美術館（Musee National d'Art Moderne-Centre Georges Pompidou）、

上海震旦博物館等。在生活風格選物店方面，也進入法國時尚代表性通路 Merci

以及 Sentou 銷售，還成為第一個在巴黎奧斯曼老佛爺百貨公司（Galeries 

Lafayette Haussmann）設櫃的華人品牌，也是唯一進駐 LVMH 集團旗下的精品零

售通路樂蓬馬歇百貨（Le Bon Marche）的華人品牌，「鼎」系列商品也獲選入

Wallpaper 於米蘭百貨公司 La Rinascente 的 Wallspace 設計居家專賣店販售。 

(2) 自建通路 

然而由於品牌定位在 High End、Premium 的品牌，更需要空間相互地襯托更

能彰顯其價值，使空間與產品相輔相成，傳遞華人居家生活美學，刻劃出對家的

思念與家庭的溫暖；另外，一個「新」的品牌若把自己的產品交給既有的通路商，

由於尚未闖出名堂，議價力薄弱，難以取得合適的展示位置，可能會被擺在櫃子

的最下面或是和其他不相關的產品擺在一起，因此創辦人林安鴻決心要成立自己

的通路品牌，將飲食文化跨足師活感官體驗。 

在這樣的理念下，品家家品品牌成立隔一年即成立了通路品牌－設計講（JIA 

PLUS.），剛好在 2009 年信義誠品正值轉型，需要設計類的通路進駐，因此設計

講的第一間實體店面就落腳在信義誠品。雖然以前從來沒有經營過通路，但是在

短短兩、三年內就成為誠品的業績第一名。JIA PLUS 自詡為「家」的生活提案

編輯，以飲食與器藝作為主角，嚴選世界各地的居家精品，不論是餐廚食器、家

示雜貨抑或是文房器具到輕家具都能夠在 JIA PLUS 找到蹤跡。希望顧客在 JIA 

PLUS 精心挑選的產品與塑造地份為中，感受到家溫暖的感受，發現台灣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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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活力。 

然而，自己經營通路所要擔負的成本也增加，除了實體店面租金的壓力，由

於設計團隊需要到店內幫忙，協助產品的改念介紹等等，這些設計團隊所花費的

時間，都使得產品開發設計的速度降低，增加一個產品的邊際成本。儘管如此，

創辦人林安鴻相信這是對的方向，仍堅定地前進。 

4. 文化與活動組合 

文化的元素存在在品家家品價值鏈的每一個環節。從設計理念開始，以中

華傳統以家庭為中心的生活文化、儒家與道家的哲學思想、甚至是中華文化古

代器皿的造型為基礎，發展出一系列以濃厚中華美學為底蘊的產品。在設計概

念上以傳統東方文化發想，在實用面上仍然考量到市場的接受度，由歐美的設

計師，依照西方飲食習慣做實用性上的改良，追求跨越新舊、跨越東西、跨越

空間。在行銷與通路方面，不論是在會展的布置設計，或是被博物館收藏的作

品，抑或是充滿現代與東方元素混合的通路設計，皆是以東方美學文化為基礎

融合西方現代元素作為設計理念，傳遞出強烈且一致的品牌訊息。 

表格 20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活動組合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三) 地理構型 

1. 設計、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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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家家品延攬來自世界各地的設計師，而香港總部負責主要策畫、聯繫與

管理；而製造的部分則是在中國進行生產。 

2. 行銷 

由於歐洲再家居用品與飾品市場中較為成熟，因此品家家品的行銷曝光多

在歐洲的會展上，例如巴黎家飾展、德國法蘭克福消費品展等，在歐洲市場樹

立以「東方文化為底蘊的高階品牌」的明確定位後，品家家品再回頭耕耘亞洲

市場，包括台灣、中國與香港等。 

3. 通路 

除了行銷活動的推行，在品家家品成立後兩年，生生國際回到台灣台北設

立分公司，與香港共同經營產品設計；製造的部分如同轉型前維持在中國；行

銷的部分；在通路的部分，為了確保空間為產品本身產生加乘的效果，並避免

新創品牌議價力薄弱無法爭取到曝光較佳的擺放位置，因此決定自營通路。除

了歐洲地區，目前在香港、中國、台灣皆有自營通路，在歐洲雖然於品牌成立

初期，有在法國土魯斯－空中巴士的總部設立直營店，然而卻因為物流、人員

訓練等都還沒有到位，因此在開店一年後即收回，目前歐洲部份的通路皆由代

理商處裡，而生生國際自己只專注處理大中華區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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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1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地理構型策略構面改變示意圖 

 

二. 資源 

(一) 資源盤點 

1. 有形、無形資產 

轉型後，為了銷售品家家品所創建的通路品牌 JIA PLUS（前身為設計講），

為新增的有形資產，透過這個資產除了為品家家品搭建一個品牌風格相同的通路

外，也成為代理服務的通路。２０１８年時 JIA PLUS 於中國有三間門市，分別

為上海萬象城店、蘇州新光店、與上海８號橋基地；在台灣有六間門市，分別為

台北信義、松菸與復興門市，新竹巨城門市，台中新光、文心門市；２０１９年，

中國的三間門市只留下上海８號橋基地；台灣的六間門市則擴張為九間，分別在

台北新增了南西門市，台中新增了台中三井ＯＵＴＬＥＴ與勤美門市。在無形資

產的部分，除了加深產品設計相關知識資產、特殊材料應用技術以及製造及品牌

廠商的網絡，更建立起與國際設計師的合作網絡、大型會展的參展網絡、網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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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擬通路以及品牌資產。 

2. 個人、組織能力 

創辦人林安鴻先生赴北京進修哲學博士，通過對中國傳統文學、哲學的研究

與思辯，使其對中國傳統文化有了更深層的理解，加深其文化涵養，也使得其萌

生以中華文化為設計底蘊的想法；同時創辦人陳安鴻先生也有擁有堅強的創業家

精神，白手建立起了漢百貿易的事業後，並不就此自滿，更將眼光放向遠處，建

立起毛力高於代工的品牌。 

在組織能力部分，品家家品延續漢百貿易整合的能力，專注於發展擴張的範

疇，由漢百貿易負責生產；同時維持與漢百貿易一致的企業文化，以誠信為原則，

使得品牌在建立後，漢百貿易仍然與客戶品牌廠商維持以往的緊密關係。 

(二) 核心資源與能耐 

在品牌品家家品成立後，漢百貿易與品家家品平行運作，漢買貿易仍維持其

核心資源，而初成立的品家家品則以其「品牌」為核心資源。品牌的形成需要長

時間的培養與累積，雖然品家家品成立的時間尚短，但一成力品牌受到市場關注，

被博物館納入永久收藏、在巴黎定即選品店內販售，甚只成為米其林主除了愛用

品牌，這樣的聲勢累積了其一定的品牌能量。市面上以東方文化美學做為主要設

計概念的品牌少之又少，品家家品品牌足以具有「獨特性」；品牌是有價值鏈上

每一個活動組合堆砌而成，過程中的所有活動皆須符合品牌的形象，其唯有品家

家品了解的運行模式使其擁有「專屬性」；最後，誰也無法預料品家家品在第一

次參與會展初試啼聲即會得大廣大回響，被博物館收藏，甚至是成為五星酒店、

米其林餐廳的愛用品牌，這樣的路徑並沒有絕對，因此具有「模糊性」，因此筆

者認為品家家品的核心資源為其「品牌」，使得生生國際的組織能耐得以強化。 

表格 22 生生國際，轉型前後＿資源盤點圖 

 轉型前 轉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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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形資產   
實體通路門市   

無形資產   
產品設計   

特殊材料應用技術   

製造供應鏈網絡   

餐廚、衛浴、生活產業品牌廠網絡   

設計師合作網絡   

餐廚、衛浴、生活產業會展網絡   
虛擬通路   

品牌   
個人能力   

文化涵養   

人際網絡   

創業家精神   

組織能力   
協調、整合設計製造行銷   

組織文化   

三. 網絡 

(一) 體系成員與網絡關係 

1. 資源供應者： 

生生國際在品家家品成立後，由於品牌的定位和漢百貿易服務的品牌廠商不

同，因此漢百貿易依然維持在歐洲餐廚大品牌的的生態體系的「資源媒合者」的

角色，同時也提供品家家品製造服務，並沒有因為自有品牌的創立破壞漢百貿易

和品牌廠商的關係。甚至在通路品牌 JIA PLUS 創立後，成為某些代工客戶的代

理商，將代工製造的產品與品家家品的產品一同擺在 JIA PLUS 販售，可見品牌

廠商對漢百貿易的信任，也使得生生集團既為品牌廠商的上游資源媒合者、是產

業內的同業、也是下游通路商，網絡關係更加緊密。 

這樣多重的身分在一般的商業世界裡較為少見，因為若品牌之上游廠商同時

也是下游廠商，對於該品牌成本結構有一定認知，會使得通路廠商在議價力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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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提升，使品牌廠商陷於談判無力的窘境。而品牌廠商之所以答應在 JIA PLUS

鋪貨，是因為對生生集團信任，相信多年的合作夥伴、相信生生自己另一個身分

為品牌商會理解同為品牌商的考量，由此可見品牌廠商與生生集團之間的信任程

度與合作密切程度之高。這樣密切的情誼也使得品家家品成立之初，能夠擁有品

牌廠商提供與會展方連結的珍貴機會，在關鍵的會展中、與其他百年品牌並列的

位置展出，讓品家家品初成立就闖出名號。也由於會展成為品牌行銷的重要管道，

因此與之關係緊密程度由原先與漢百貿易的普通轉為緊密。另外，成立品牌通路

開始直接接觸終端消費者，與消費者的關係緊密程度由原先與漢百貿易的微弱轉

為緊密。最後，生生集團更創立了非營利的基金會，致力於推廣食育與國際人道

救援，使得其與救援組織以及教育團體有了連結，但僅為贊助或協辦單次活動，

關係緊密程度普通。 

(二) 網絡位置 

漢百貿易的資源中心的位置基於品牌商對其的信任，並沒有改變，雖然品家

家品藉由漢百貿易的位置得以與會展行銷方關係緊密，然身為新興品牌從零開始

累積品牌識別需要時間，與消費者較為疏離，與漢百貿易相較，處於較邊陲的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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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生生國際，轉型後＿網絡關係圖 

第二節  永興家具事業：轉型前後的策略佈署 

永興家具事業於 1958 年創立，由代工製造的「永興祥木業」起家，直到 1999

年「青木堂」通路品牌成立，由大量代工製造轉型以精緻化品牌行銷。以下將以

「轉型（成立青木堂品牌）」作為時間分水嶺，分別探討「永興家具事業」轉型

前（永興祥木業）與轉型後（永興祥木業、青木堂、青木工坊、青築設計、青風、

台南家具博物館、台灣家具產業協會、魯班學堂）策略佈署，以及轉型前、後策

略之轉變。 

壹.  轉型前（1958-1998） 

一. 範疇 

(一) 產品市場 

在轉型前，永興家具以永興祥木業為其主要的事業，其以大型家具為其目標

市場，致力於提供「料實價美」的家具，滿足當地大眾、駐台美軍以及代工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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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設計的美感並非當時最主要的考量因素，生產效率提升才是經營的關鍵。

因此其業務範圍雖然包括製造、代工以及設計，然而代工製造服務為其主要產品，

而設計服務僅為次要產品。在永興家具發展了較完整的產品線，並累積了一定客

群，便不再以寄賣的方式販售家具，而自行開設門市、自營通路，第一線與顧客

互動了解需求，並掌握產品展示的主動權。 

然而轉型前產品以永興家具為品牌行銷甚至開設實體店面，然而產品風格並

沒有統一，因為永興家具不只生產台式的家具，也製作主要出口至美國的桃花心

木的「Chippendale」（齊本德爾）風格家具，以及主要外銷至日本、以黑檀酸枝、

花梨等硬木家具生漆。換言之，在當時永興家具並沒有統一的產品風格，而是生

產甚麼就賣甚麼，主打的便是「料實價美」＝「高 CP 值」。 

總結來說，在轉型前永興家具專注在大型家具市場，提供「料實價美」的大

型家具，以製造與代工服務為主要產品，並提供產品設計服務，也以永興家具品

牌行銷，並自營通路使顧客能夠觸及到自家產品。然而在大量生產的階段，設計

並非其主要吸引顧客的賣點（因此在下圖中只有半圓），品牌下的產品與通路也

由於代工客戶國籍，混雜台式、美式以及日式的家具，並沒有統一的品牌形象（因

此在下圖中只有半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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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3 永興家具，轉型前＿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二) 活動組合 

在轉型前，國際貿易商與台灣本地的終端消費者皆為目標顧客，主要傳遞的

價值為「物美價廉」。針對貿易商，在設計方面永興家具參考客戶提供的美國雜

誌製造出美式風格的家具；針對台灣本地的顧客，永興販售外銷的美式家具，也

銷售台式家具，到後期有以永興的品牌行銷，並擁有自己的店面、不再寄售，然

品牌尚未有統一的形象。總結來說，製造為活動組合當中的主要活動，因此生產

效率是其主要目標，設計、行銷與通路皆配合製造（因此在下圖中為空心圓）所

衍生出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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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4 永興家具，轉型前＿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三) 地理構型 

永興家具發跡於台灣台南，最一開始在台美軍的生意為主要收入，在美軍撤

離後轉為外銷美國、日本。當時台灣不僅勞動成本較低，台幣對美元匯率因政府

政策，穩定維持利於外銷的低點，因此在轉型前的製造基地落腳台灣，承接訂單

並設計產品外銷美國、日本，並靠著良好的口碑，行銷兩地，然行銷並非主要活

動，因此在下圖中為空心圓。除了外銷美國與日本，永興家具也經營內銷市場，

於台南與高雄設立以永興為名的通路，以永興的品牌行銷，在國內市場累積口碑

然當時行銷與通路的風格並未統一，皆配合製造，因此在下圖中為空心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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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5 永興家具，轉型前＿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二. 資源 

(一) 資源盤點 

1. 有形、無形資產、資產 

永興家具在轉型前以代工製造為主要經營活動，因此其累積了龐大的廠房與

設備實體資產於當時較其他國外國家擁有比較利益的台灣台南。除了廠房與設備

資產外，永興在以製造站穩腳跟後，開始台灣設立自己的通路，以永興為品牌行

銷，不再透過與其他通路商合作代售的方式銷售給一般大眾。總結來說，土地廠

房、機器設備、實體通路門市為永興家具在這段時期累積的主要實體資產。 

相較於一般的以釘子組裝的框架家具，依循楯卯工藝製作出來的家具，由於

能夠限制木件之間各個方向的扭動，具有更強的穩定性，不只能夠維持較長的生

命，同時在美觀上也保留一體成形般的流線美感，使得楯卯家具具有價值性。同

時要達到以上所述的優點，除了楯卯工藝法外，目前並無其他工法得以達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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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其具不可替代性。然而這樣的製作方式卻較以釘子組裝緩慢且費工許多，一分

一毫都要仔細精算。較高的製作成本導致多數市面上的家具廠商拋棄了傳統的製

造方式，而採納以釘子組裝家具。也因此，使堅持傳統的永興家具成為少數仍然

使用、且精熟於楯卯工法的家具廠商，使得楯卯工藝具稀有性。除此之外，由於

楯卯工法極度仰賴師傅的資深經驗，使之難以被他人快速模仿。綜合以上，楯卯

工藝不只是永興家具的無形資產，更是「核心資源」，因為其具有價值性、稀有

性與不可替代性。 

一件品質優良的家具，除了仰賴製造工藝的技術外，也需要有優良的材料選

擇。若無品質出挑的木材打下堅實的基礎，經驗再豐富的師傅都難以成就一件優

異的成品。永興具有豐富的選材經驗，由於不同的木材會因其含水率的不同，隨

著氣候而有不同熱漲冷縮的程度，適合做成的家具種類也有所不同。憑著豐富的

經驗，永興家具能夠賦予不同家具最適合、穩定的木材。 

而木材本身的水分控制也大有學問。在經過大剖後的木料由於水分太多容易

使珍貴的木材腐敗，然其乾燥的過程卻充滿須注意的細節，必須由經驗的老師傅，

控制適當的溫濕度來進行乾燥，並閒置進行回潮。在木材的含水率與臺灣本地的

氣候相符後，才能正式進入木工廠進行加工製造。 

永興有了自己的實體店面，並開始以永興作為品牌行銷後，雖然口碑開始得

以累積，然而品牌仍缺乏統一的形象。這是由於生產產品風格的差異，有由客戶

指定設計、風格偏向美式的代工產品；也有台灣大戶訂製的傳統東方的家具。因

此在品牌形象的積累方面，除了品質的肯定外，並沒有鮮明的風格與形象（因此

只給半圓）。 

2. 個人、組織能力 

葉泰欽與江季友兩位創辦人勇於開拓的創業精神，是永興創建的基石。在永

興家具成立之初，兩位創辦人僅憑著簡單的基礎英文，於台南市健康路附近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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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俱樂部與美軍們接洽，接軍官的家具製造案子，由原點開始打拚。 

永興家具的主要供應市場從台灣、美國到日本甚至東南亞都有，在拓展市場

的同時，組織能夠針對不同的市場需求，快速的應對、設計並製造出適合該市場

的產品，足以見得其協調設計、製造與行銷的能力。 

永興家具發跡於台南，由江季友、葉泰欽兩位自幼學習木工匠作工藝的創始

人成立。在學習木作工藝時，師傅時時提醒的木頭製作道理：「直的要直，平的

要平，彎的要順」。這樣簡單、但不隨便的堅持影響他們深遠，在做人和做生意

方面也堅持這樣「實料實做」的信念，抱持著「頂真」的態度，嚴謹地準備木料、

紮實地楯卯最後細膩的塗裝，以真誠的「善念」完成每件作品。正誠如永興家具

創辦人之一江季友先生曾說：「一生只做老頭家的道德生意」，「誠信」是永興家

具獲得消費這青睞、甚至信賴的主要關鍵，並以此企業文化奠定了事業的基礎。 

(二) 核心資源與能耐 

永興家具以傳統又兼具美觀與耐用性的「榫卯工藝」為基礎，在數年的「頂

真善念的企業文化」證明了值得信賴的、只做道德生意的口碑。在講求快速的年

代，鮮少廠商堅持使用傳統的榫卯工法，多使用在組裝木材上較無技巧也較快速

的釘子組裝，使榫卯工法在市場上具有「獨特性」；同時楯卯工法極度仰賴師傅

的資深經驗，而資深的師傅們對於永興有很深的羈絆，具有「專屬性」；最後因

工法需長時間學習，使之難以被他人快速模仿，具有「模糊性」。除了品質外，

永興對誠信的堅持在有信任危機的現今社會實屬難得，具有「獨特性」；且只有

永興的旗號才能使人信任，具有「專屬性」；最後，信任的養成乃人與人間情感

上的交流與羈絆，競爭者難以學習模仿，舉有「模糊性」。由於上述的兩項資源：

「榫卯工藝」、「頂真善念的企業文化」具備「獨特性」、「專屬性」、「模糊性」，

因此筆者認為其是永興家具的核心資源，透過這三個具有策略價值的資源，使永

興家具的組織能耐得以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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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6 永興家具，轉型前＿資源盤點圖 

 轉型前 轉型後 
有形資產   

土地廠房 
機器設備 

實體通路門市 

 
 

 

無形資產   
榫卯等傳統工藝技法 

挑選木材與木材前置準備 
品牌 

產品設計 

 
 
 
 

 

個人能力   
創業家精神   

商管知識   

組織能力   
協調、整合設計製造行銷   

組織文化   

三. 網絡 

(一) 體系成員與網絡關係 

1. 資源供應者： 

永興家具專營木質家具，在網絡體系中扮演製造的供給角色，更在後期向後

垂直整合，開設通路、經營品牌。而木質家具最主要的原料極為木材，因此木材

廠商為重要的資源供應者，永興家具除了與中國的木材廠商有聯繫外，與東南亞

的木材廠商也有互動，與其網絡關係緊密。在永興尚未向後整合時，產品多提供

給貿易商或是由其他通路代銷，兩者也是永興密切合作的夥伴。 

2. 異業： 

在轉型品牌前，永興家具已經有品牌意識，以永興行銷自己、開設通路，也

以永興為名參與海內外的設計比賽。透過第三方公正的比賽單位，證明永興的設

計與工藝品質，使消費者得以信服，也在同業中取得地位，對品牌行銷有重要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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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因此永興與第三方比賽、會展單位的關係為緊密。 

3. 社會夥伴： 

永興家具在後期除了２Ｂ的訂單外，更開設通路與終端消費者直接接觸，但

店面不多；除此之外，也與政府或學校沒有太多交集，總體而言與社會夥伴互動

程度普通。 

(二) 網絡位置 

永興家具從最一開始活動組合僅有製造到向後垂直整合了通路與行銷，期網

絡位置在轉型前已由邊陲地帶逐漸轉向資源匯集的中心地帶，因其完整的活動組

合，使其內部調整彈性大、對外也擁有較大的議價力。 

 

圖 11 永興家具，轉型前＿網絡關係圖 

貳.  轉型後（1999-2018） 

一. 範疇 

(一) 產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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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品牌化轉型後，市場定位轉向高階精緻化，其中大型家具市場以「青木堂」

為品牌經營；而小型家飾配件市場則以「青木工坊」為品牌經營。同時為了使品

牌的形象更立體，也多元佈署許多新的市場，包括品牌專屬的文化傳播、行銷媒

體－青風；品牌體驗會館－青風會館；品牌故事與歷史紀錄－台南家具產業博物

館；以及榫卯工藝智慧的傳承－魯班學堂，以下將詳述其策略脈絡。 

1. 自有產品、通路品牌 

(1) 青木堂 

(a) 目標市場：高端現代東方家具美學欣賞。 

在轉型前，永興家具致力於提供「料實價美」的大型家具，以製造、代工服

務為主要產品，設計、品牌、通路為附屬；一切較以生產為導向，力求精進生產

效率，以提供價格實惠又用料實在的家具給消費者，並堅持這樣的頂真、善念，

在消費族群中累積了不錯的名聲。 

然，在 1895 年左右，台灣原有的外銷優勢不再，勞動力不再低廉、匯率也

不利出口；1991 年原先負責設計、製圖的江季友創辦人過世，使得永興家具開始

思考如何提升產品的附加價值，進行轉型。當初與台南永興並立的台北僑大家具

轉型為銷售進口家具，1999 年永興家具則開始經營自有品牌，以「青木堂」通路

品牌行銷，從此從大量生產、代工的模式，逐漸轉向精緻化、客製化；將自身定

位為高端現代東方美學家具，掌握其保有傳統楯卯工藝的優勢，將明式、清式家

具風格轉型設計傳統折衷樣式家具，發展傳統創新家具，以此提升價值，創造更

高的價值。 

(b) 產品 

青木堂的產品系列多以中華文化為設計理念，利用現代東方美感將抽象的哲

學思想形象化、重新演繹，並讓冰冷的家具多了溫暖的人文故事。其大型家具包

括了九個系列：大器天生、自然理畫、簡明雅敬、承天達意、靜觀自得、和風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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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意璞真、方圓上以及寬宜大度，從系列名稱中可以感受到與中華文化結合

的意味深厚。 

(2) 青木工坊：橫向市場延伸至家飾生活用品 

(a) 目標市場 

永興家具因其製造大型家具，在裁切過程中會留下許多角料，雖然這些角料

無法製造大型家具，卻能夠製造其他小型家居配飾，例如花梨木料的使用率約為

50﹪，而紫檀只有 20-25%，也就是有 80-75%的材料都會被廢棄。因此永興家具

在 2013 年也投入了小型家居配飾市場，不僅成功轉換資源，更是惜福愛物的表

現。在市場定位方面誠如青木堂，維持高端現代東方美學的定位，推出一系列家

飾生活用品。 

(b) 產品 

在延續青木堂高端現代東方家具的定位下，青木工坊除了推出一系列工藝類、

食器類以及文具類的產品，更於 2017 年展開和台灣最大廢棄玻璃回收業者春池

玻璃的合作策略合作，分別與雲門舞集、英國知名設計師 Jimmy Choo 等五位名

人聯手設計杯具。透過聯名合作除了拓展知名度，更鞏固高端現代設計的形象。 

（資料來源：以上資料整理自今周刊: 60 年木工廠變文創潮牌營收翻五倍；文

勵心如；2018-01-17） 

2. 產品設計服務 

除了實體產品外，青築設計也提供軟性的設計服務，包括空間設計（住宅或

商業空間）、家具設計以及商業設計（視覺、陳列、品牌形象設計）。除了提供欲

客製化的消費者更全方位的一條龍服務，也將設計能力延展、獨立營利。 

3. 文化深化 

為了支持永興兩大品牌：青木堂與青木工坊，豐富其品牌內涵、並讓更多人

體驗、最後將現代東方的生活風格傳承下去，永興家具投入了媒體傳播、文化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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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博物館經營與學堂設辦，這幾個新的市場。台南產業博物館為非營利事業，

是永興家具與樹德科大產學合作下的成果，更受到文建會地方文化館的核定與補

助，為永興家具與官方以及學界連結的重要橋梁。 

表格 27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產品市場策略構面示意圖 

 
(二) 活動組合 

在轉型後，除了製造仍秉持傳統楯卯工法輔以半自動化機械，永興家具的活

動組合有了一系列的改變：設計不再以代工為主，而是本於原創、與客製化自行

設計；品牌與通路有了統一的形象對外進行銷售；更在品牌與東方文化的經營上

下了功夫，以下將一一詳述。 

1. 設計 

為了推展青木堂品牌的國際化，永興家具將品牌的設計風格定調為「現代東

方」，希望透過更簡約的設計語彙與國際市場接軌。永興家具在青木堂品牌成立

前，設計與製造皆多為老匠師一手包辦，由於老匠師的背景，風格自然多為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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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的風格。青木堂的品牌風格有兩大元素：東方與現代，傳統的榫卯技法原先

就是東方文化獨有的智慧，可謂為東方元素，然而老匠師擅長的台式的風格多有

繁複的雕花，現代的簡約元素相牴觸，不符合青木堂的風格。為了在設計方面實

現現代東方的定位，以符合目標市場的需求與國際化，然過去並沒有這方面的經

驗，因此缺少現代設計方面的人才資源。在機緣巧合下，葉武東執行長在自家工

廠發現了一批由成大建築博士盧圓華博士設計、並請永興製作的家具，符合現代

設計的元素，因此與盧教授搭上了線，雙方一拍即合，著手開發「大器天生系列」；

另外還有以明式家具風格為主的「明式系列」，以及以仿生、有機的設計概念為

主的「自然理化系列」也漸漸開發，利用多角度的設計滿足不同的客群，傳承並

拓展不同的市場。 

為了要使設計與市場接軌，設計部與營業部也有密切的合作，在設計總監提

出設計構想後，會再與營業部開會討論，借鏡其在市場第一線接收到消費者的反

應、集思廣益，以此模式將市場接受度納入設計中，例如「大器天生」系列前後

花了兩年的時間研發。 

另外，永興家具也與學界合作，與樹德科技大學文化創意數位內容技術研發

中心．家具實驗工坊互相激盪創意設計，結合創意設計構想與實際的製造研發，

同時透過競賽的方式評選出優秀作品，一方面鼓勵同學給予其發揮的舞台，也藉

由評選選定值得開發、具有市場潛力的作品，以進行可能的改良與研發，甚至進

行量產計畫。 

2. 製造 

由於台灣的環境越來越不適合製造生產，因此製造皆外移至中國大陸，而掌

握品牌核心的設計則留在台灣。將製造全部移至中國，除了中國生產成本較為低

廉外，更為許多原物料產地，且聚集易達到規模經濟的效益，方便物流系統的建

立。目前永興祥木業於深圳和浙江皆有工廠，另於北京設有物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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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行銷 

為了使品牌的「東方現代」文化能夠被具體化、被消費者「看到」，永興家

具在行銷方面下足全力。除了投身經營媒體傳播，針對品牌關注、目標客群有興

趣的議題，編製「青風」雜誌；除此之外，更將文化體驗的概念帶進每一間通路，

希望青木堂通路不只是成立買賣的地方，更是東方現代文化實際展演的所在。顧

客們坐在富有東方韻味又符合人體工學的實木座椅上，看著株上雅致的擺設，聽

著由青風出版既古典又帶有現代樂器的音樂，品著茗茶、看著青風、談笑風生。

透過感官體驗，實際傳達出青木堂所欲塑造的生活與情境，使消費者放鬆心情並

心生嚮往。  

除了針對顧客的溝通行銷，永興家具更回饋社會，與大眾連結。執行長葉武

東先生，以前曾為鄰近的奇美博物館之導覽志工，專門介紹奇美收藏的西方家具。

在服務的過程讓他聯想到自家收藏的東方風格家具，若也能夠向世人展出，便能

讓大眾更加了解過去家具產業的演進，一窺過去榮景，將收藏在倉庫裡的家具們

發揮更大的效益。由於台南的工廠外移至中國，永興利用台南的老舊廠房，與樹

德科技大學產學合作規劃，搭配國科會小產學研究計畫，設立了台南家具產業博

物館博物館。榫卯工藝締造了過去的歷史軌跡，在現今卻逐漸成為老化、凋零的

技藝，為了使工藝得到傳承，一般人也能夠接觸到，永興家具設辦魯班學堂，將

原先僅為與政府職訓單位合作單次的工作坊，設置為固定的常設課程，使對榫卯

工藝有興趣學習的民眾都有機會接觸、學習，更從中挖掘專業工匠的可塑之材。

除了較高難度、培養時程較長的專業課程，在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內也有較簡單

的手做體驗，透過體驗讓消費者一窺實木家具手工製作的不簡單。另外在此過程，

永興也努力教育消費者，由於不了解榫接與作工的消費者往往更注重產品價錢，

卻忽略了實木家具需要至少三年才能分辨其作工。因為經過三年的熱漲冷縮，若

工不細，家具則會不堪使用。因此，在行銷上永興也強調做生意的頂真與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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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堅持高品質並注重售後服務，建立起良好的口碑。 

由於與社會連結的多元經營，使得品牌在消費者中的烙印加深，並提升銷售。

例如原先為永興老廠房的台南家具博物館，加強了消費者對「青木堂」品牌文化

的歷史底蘊，使成交率也從過往三○％水平，提高至五○％以上。除此之外，在

非營利機構的催化下，政府單位也更願意與企業合作，搭起公司與官方的溝通橋

樑，例如文建會核定、補助的地方文化館計畫。而與學、官界的合作也使得內部

的成員看到文化產業化的可能，使得企業內部人心歸於一致。 

（資料來源：以上資料整理自今周刊: 60 年木工廠變文創潮牌營收翻五倍；文勵心

如；2018-01-17） 

4. 通路 

在轉型前，永興家具曾以永興為品牌經營過自有通路，然因設計的風格不統

一，導致品牌形象難以積累。因此在轉型後，通路品牌青木堂與青木工坊堅持品

牌定位，在產品設計、呈現風格上都維持一致，使得品牌東方家具的形象日漸清

晰。 

自青木堂 2001 年進駐中國大陸以來，在兩岸主要城市開已設了 30 多間經營

據點（上海、臺北、台南、高雄、北京、深圳、寧波、武漢、南京、濟南、杭州、

廣州、成都、昆明、西安、石家莊、合肥、臨沂、鄭州等）。而青木工坊目前於

台灣宜蘭有一間旗艦店，中國則有 8 間店鋪，分別在上海、北京、山東、浙江、

江蘇，有些為旗艦店、有些則位於飯店或博物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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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8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活動組合策略構面示意圖 

 

(三) 地理構型 

在轉型後永興較少承接代工訂單，將重心轉向自有品牌的經營，因此美國和

日本這兩個原先經營代工業務的市場逐漸淡出，而中國與台灣成為深耕的重點。

除了因為發跡於台灣，因此由台灣重新開始外，也因為東方風格在西方市場仍有

限；又因台灣內需市場較小，因此中國市場的切入則為自有品牌首重的地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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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格 29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地理構型策略構面示意圖 

 

(四) 業務規模 

永興自品牌轉型後十五年來，不僅從未虧損，營收還比代工時期成長五倍以

上。（資料來源：以上資料整理自今周刊: 60 年木工廠變文創潮牌營收翻五倍；文勵

心如；2018-01-17） 

二. 資源 

(一) 資源盤點 

1. 有形、無形資產 

有形資產部分最大的不同為台灣廠區的轉型，過去在台南的廠區改建為台南

家具產業博物館，紀錄永興家具與台南家具產業曾經的輝煌時期；而產線皆遷移

至中國。而原先以永興家具為品牌的通路門市，轉型為大型家具專門店「青木堂」，

以及「青木工坊」專售居家生活配飾，並維持一致品牌設計風格，分別於台灣與

中國擁有３０間與１０間的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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榫卯工藝為永興家具的核心資源，然而這項傳統工藝卻面臨嚴重的人才斷層

問題，為了永續經營，永興企業開始投入工藝教育，成立魯班學堂。除了專業工

匠的培育，也有手做體驗課程，使更多對木工藝有興趣的同好有機會了解對木工

製作過程、體會榫卯工藝的智慧。永興家具在轉型後有了統一的品牌形象以及與

形象一致的設計，除此之外更為其產品申請中華民國智慧財產局及中華人民共和

國國家知識產權局之設計專利進行保護。 

2. 個人、組織能力 

永興家具的第二代執行長葉武東先生，為推動永興家具轉型品牌幕後主要推

手。葉先生為政治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校友，對於品牌的經營與企業的管理有系統

性地了解。除了理論架構的理解，業執行長在大學畢業後於美式進口家具服務多

年，對於其由文化背景所形成的設計理念深受觸動。因著對東方文化的歸屬感，

業執行長決定將永興推向東方家具的道路，創立東方現代家具品牌青木堂。永興

家具為家族企業，葉武東執行長提出的轉型品牌計畫如同在企業內部創業一般，

具備勇於開拓的精神，為永興家具開創新的道路。雖然永興家具經歷了品牌化的

轉型，然其足之文化依然沒有改變，堅持著頂真與善念，傳揚東方現代的生活理

念。 

表格 30 永興家具，轉型前後＿資源盤點圖 

 轉型前 轉型後 
有形資產   

土地廠房 
機器設備 

實體通路門市 

 
 

 

無形資產   
榫卯等傳統工藝技法 

挑選木材與木材前置準備 
品牌 

產品設計 

 
 
 
 

 

DOI:10.6814/NCCU201900079



 

74 

 

個人能力   
創業家精神   

商管知識   

組織能力   
協調、整合設計製造行銷   

組織文化   

三. 網絡 

(一) 體系成員 

1. 資源供應者： 

永興家具在轉型後向後垂直整合力道更大，除了成立大型家具通路品牌青木

堂、家飾通路品牌青木工坊，與專職製造的永興祥木業互為資源供應者。除了垂

直的擴張，永興更往橫向整合，成立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以及傳承傳統工藝的魯

班學堂，而永興家具的歷史資產與蒐集品成為了博物館的展品、永興家具的合作

師傅們也成為了魯班學堂的老師。總結上述，永興家具的活動組合互為彼此的資

源供應者，網絡關係緊密，彼此相輔相成。 

2. 異業： 

在永興轉型後，第三方比賽與會展依然是永興重要的曝光管道，透過公正比

賽除了向消費者證明品質與設計理念，也在同業間建立知名度；透過會展有機會

與消費者、政府、學界接觸，進而進行合作。 

3. 社會夥伴： 

永興家具的網絡不只與業界有強烈的聯繫，與社會夥伴如政府與學界也時常

合作。首先，青木堂成立時，為了使設計與國際接軌，因使聘請了盧圓華博士設

計，在日後更與樹德科大進行產學合作，建構出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同時也舉

辦設計競賽，使學生的設計創意能與永興家具互相激盪。同時，台南家具產業博

物館也是由文建會的地方特色館計畫所支持，也與官方有深刻的連結。而魯班學

堂為傳統工藝傳承的殿堂，也是由官方的計劃所支持。總結上述可得知永興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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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社夥伴的網絡關係甚是緊密，不僅提供了資源也擴大永興家具的營業範疇。 

(二) 網絡位置 

永興家具透過上下游的垂直整合，以及水平的整合，將集團由製造的網絡邊

陲位置，一步一步建構、走向中心位置，透過資源在不同範疇間槓桿創造出綜效，

並提高整體對外的議價力。 

 
圖 12 永興家具，轉型後＿武洛關係圖 

第三節  個案整理與比較 

本節針對個案分析的結果加以整理比較，從中尋找有意義的關聯，並解釋其

背後的脈絡與原因。 

壹.  生生集團與永興家具活動組合與資源比較 

在活動組合方面，生生與永興最大的不同為生生在轉型後，代工與品牌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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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存，而永興只留下品牌事業；除此之外，生生並沒有製造廠房與技術，其提供

整合設計與製造之服務，而永興則擁有製造廠房與技術。在網絡資源部屬方面，

永興相較於生生與社會的其他非營利性質的利害關係人例如學界、官方等有更加

密切的關係，而生生的網絡關係雖有跨足不同產業，仍以商業營利單位為主要關

係聯繫。 

此差異影響了品牌的塑造模式，永興家具事業擁有品牌的靈魂－製造的榫卯

技術，因此在品牌的形象塑造上，運用了博物館加強品牌歷史與文化之正統性，

展演品牌乃至整個台南家具產業之發展歷史脈絡；除此之外，也設立魯班學堂，

除了教育一般社會大眾，使其更明白榫卯結構的珍貴，也藉機尋找、培養船常榫

卯技術的可塑之才。而生生集團擁有高端藝術美學，因此在品牌的形象塑造上，

以美學切入生活，著重生活美學教育、食育等。 

DOI:10.6814/NCCU201900079



 

77 

 

表格 31 生生集團與永興家具活動組合與資源比較 

 

貳.  轉型過程與三構面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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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生生集團與永興家具發展自有品牌的過程可以歸納出油三構面先後互動

所形成的轉型路徑，其首先審視自己的資源基礎，並依其既有的資源擴大原先的

營運範疇，此為「階段一」；除此之外，也透過已培養的資源，進一步延伸事業

網絡，以支撐擴大的營運範疇，此為「階段二」。而在新的範疇逐步發展之後，

同樣培養新的事業夥伴，以取得必要的資源，此為「階段三」；而擴大的範疇與

網絡，也同時累積了新的資源稟賦，此為「階段四」。以下將針對四個轉型的階

段進行詳細的分析，還原轉型的過程；最後，於「階段五」共榮網絡的外部力量

影響內部範疇的擴張，兩者共生共榮。 

而生生集團與永興事業家具的差異即在「階段五」，永興家具槓桿其網絡－

學界與官方的力量往「水平」擴展範疇，新增博物館以及學堂，強化品牌歷史文

化，延續核心能耐的傳承，並持續透過兩個非營利單位與政府與學界維持良好的

網絡關係；而生生集團成立的非營利機構－家研究基金會，投身公益事業，與海

外救援團體等有較密切的聯繫，但缺乏生生可利用的於擴展範疇的資源，因此並

沒有透過外部網絡力量擴展水平範疇的情形。以下將分別詳述兩個案由三構面互

動構成之轉型過程。 

一. 生生集團 

(一) 「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生生集團在轉型前的核心資源即是「協調整合設計與製造」，因為漢百

貿易不但擁有廣大的製造供應鏈網絡，更能夠與之共同挑戰多種特殊材料的

應用，能夠將客戶的設計圖化為現實；除此之外，創辦人林安鴻先生擁有豐

富的「文化涵養」，甚至北京大學哲學系的經歷。在決定創立自有品牌時，

便以以上的資源為基礎，成立的品家家品，一個以文化底蘊、美學欣賞為定

位的餐廚品牌，並透過原先文化涵養資源作為創作作品的基礎，再輔以協調

整合設計與製造的能力，將設計概念產出為實質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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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生生國際，「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二) 「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在自有品牌成立之後，生生集團的活動組合從僅限於設計與製造，擴大

到行銷與通路。由於行銷方面，生生集團以往都是參觀展覽的一方，並沒有

擔任過佈展的角色，為了能夠順利的進入全球三大設計展之一的 Maison & 

Object 巴黎家具家飾展並向世界宣告品家家品的成立，品家家品延伸既有

「餐廚品牌廠網絡」資源，請 15 間國際品牌的代工客戶為品家家品寫一封

推薦信，更透過法國第一品牌 CEO引薦，順利地取得在該展位置極佳的攤位。 

 

圖 14 生生國際，「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三) 「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在品家家品成立後，生生國際的活動組合除了原先製造外，設計、行銷與通

路都被擴充了。在設計方面，品家家品要獨立的設計出一項產品，因此聘請了許

多設計師，也培養出設計師網絡。行銷方面，在巴黎家飾展初試啼聲後，也陸續

參與了其他的餐廚會展，培養出自己的會展網絡；除此之外，更有博物館將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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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品的作品納入收藏，培養出文化展出單位網絡。在通路方面，除了自有的通路

建立，也入駐其他知名的高端選品商店，建立起高端通路網絡。 

 

圖 15 生生國際，「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四) 「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最後總合上述擴充的新範疇以及新網絡，品家家品成立後擴展的營業範疇，

包括獨立設計、品牌經營以及實體通路品牌經營，以及透過原先資源以及新範疇

所擴展的網絡，包括屬於資源提供者的設計師網絡、選品通路網絡，以及屬於異

業的餐廚會展網絡、文化展出網絡，皆轉化為企業的資源，強化企業的資源部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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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生生國際，「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二. 永興家具事業 

(一) 「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永興家具事業在轉型前的核心資源為「榫卯傳統工藝技法」，技藝精湛且經

驗豐富的匠人們，能夠做出具有高質量又富有溫度的家具；除此之外，第二代葉

武東先生因在政大企管系的訓練，對於品牌經營與企業管理有系統性地了解，且

曾於報社與美式進口家具服務，前者的經驗使得其了解媒體操作對品牌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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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使其對於品牌經營有實戰經驗。除了審視企業擁有的資源，企業第二代葉武

東先生也看準了市場上缺少東風風格的現代家具的缺口，決定以東方古老智慧的

榫卯技法為基礎，創立以東方美學現代風格為定位的品牌「青木堂」。 

 
圖 17 永興家具，「階段一」擴大：資源→範疇 

(二) 「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永興家具為了在設計方面實現代東方的定位以利國際化，與原本為客戶的成

大建築博士盧圓華博士合作，與其開發符合青木堂定位的新產品系列。又因盧博

士於樹德科大教書，因此串起了與學界的網絡，透過舉辦設計比賽，從學界獲取

設計資源。總結以上，永興家具透過將客戶資源轉化為學界以及設計的網絡，使

得青木堂與永興不同的品牌定位得以被支持、實現。 

 

圖 18 永興家具，「階段二」延伸：資源→網絡 

(三) 「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在轉型成立品牌青木堂後，永興家具除了透過資源新增了設計的範疇與網絡，

也新增行銷以及通路的活動組合。青木堂以青楓會館的體驗精神，以五感塑造品

牌文化與風格，昇華了青木堂通路的意義，與消費者的溝通媒介也形成新的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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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 

 
圖 19 永興家具，「階段三」培養：範疇→網絡 

(四) 「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綜合上述拓展的範疇與網絡，轉化成為企業新的資源稟賦。包括新創辦的行

銷媒體：青風雜誌，成為傳播品牌文化的重要媒介，成為傳播媒體資源；青木堂

的通路，在台灣中國兩地開設多間通路，成為實體通路的資產；與社會夥伴樹德

科技大學搭起的網絡，也成為學界網絡資源。 

 

圖 20 永興家具，「階段四」累積：範疇＋網絡→資源 

(五) 「階段五」共榮：網絡→範疇 

與樹德科大的學界網絡形成產學合作下，在官方支持、文建會補助下成立了

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成為品牌文化脈絡的重要單位；除此之外，為傳承傳統木

DOI:10.6814/NCCU201900079



 

84 

 

工技藝，在政府職訓單位的邀請下共同合作、開設魯班工藝工作坊，跨足教育志

業。 

 

圖 21 永興家具，「階段五」共榮：網絡→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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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發現與結論 

第一節  研究發現 

 
【說明】 

在兩個傳統產業轉型的個案中，皆是以「資源為基礎」，擴大未來的營運範

疇。因為若不考慮資源，直接依照外部的機會規劃未來範疇，可能會形成現有資

源無法支持，而必須另外花費資金獲取資源，也會提高轉型所需承擔的風險。 

個案公司生生國際，以漢百貿易起家，提供品牌廠商整合的製造服務，並在

2007 年以漢百貿易媒合製造整合資源、以及創辦人林安鴻先生的文化素等既有

企業內部資源為基礎，選擇跨足以東方文化底蘊、高端藝術鑑賞為定位的文化品

牌－品家家品。而永興家具則以製造家具起家，並在 1999 年以永興家具在市場

商具有差異化的榫卯工藝技術融合現代設計，以現代東方作為品牌定位成立品牌

青木堂。兩間個案公司並沒有因看到了市場的機會，先行擴大範疇，在籌措資源

與網絡支持擴大的範疇。除了因為公司已經營多年，其累積的資源除了是優勢，

也是沉默成本，公司在轉型時會優先以既有資源為基礎發展、擴大範疇。可做出

結論，已累積資源的傳產廠商，「資源基礎」會成為驅動轉型的主要力量。 

 

【說明】 

在兩個個案中，共同擁有的資源為「企業經營者的創業家精神」。管理學者

彼得·德魯克(Peter Drucker)認為創業家精神的定義為：主動尋求變化、對變化作

出反應並將變化視為機會的人。生生國際身為為品牌廠商負責代工製造的媒合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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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為了突破現有毛利困境並實現經營者個人的鴻圖大志，企業經營者主動尋求

改變，跳出原先舒適圈，轉型成立品牌品家家品；永興家具在面臨台灣不再具有

製造優勢、訂單凋零的困境，第二代經營者回企業毅然決然進行創新轉型品牌，

面對元老成員們的質疑，仍勇於改變並團結組織力量，創立品牌青木堂。若企業

沒有自願承擔風險創業的經營者，則很難踏出原先的舒適圈，甚至進行轉型。 

 

【說明】 

從兩個個案轉型發展自有品牌的過程可以發現，個案公司首先審視自己的資

源基礎，並依其既有的資源擴大原先的營運範疇，如此一來便不需要再花費額外

的資金獲取資源來支撐欣範疇，此為「階段一」；除此之外，也透過已培養的資

源，進一步延伸事業網絡，以支撐擴大的營運範疇，同時也增加資源的價值，此

為「階段二」。而在新的範疇逐步發展之後，須培養新的事業夥伴，以取得必要

的資源，此為「階段三」；而擴大的範疇與網絡，也同時累積了新的資源稟賦，

使公司的資源更加多元豐富，此為「階段四」；最後，於「階段五」共榮網絡的

外部力量影響內部範疇的擴張，兩者共生共榮。 

而兩個個案公司：生生集團與永興事業家具的差異即在「階段五」，永興家

具槓桿其網絡－學界與官方的力量往「水平」擴展範疇，新增博物館以及學堂，

強化品牌歷史文化，延續核心能耐的傳承，並持續透過兩個非營利單位與政府與

學界維持良好的網絡關係；而生生集團成立的非營利機構－家研究基金會，投身

公益事業，與海外救援團體等有較密切的聯繫，但缺乏生生可利用的於擴展範疇

的資源，因此並沒有透過外部網絡力量擴展水平範疇的情形。以下將分別詳述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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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由三構面互動構成之轉型過程。 

 

【說明】 

兩個案公司在轉型文化品牌後，都選擇自建通路、由製造向後整合通路與行

銷活動組合，擴增營運範疇。因為文化品牌的經營除了產品設計理念具有文化性

外，與顧客直接接觸的通路也是營造文化體驗的重要一環，自產品設計到通路體

驗乃至售後服務維持品牌文化的一致，是塑造品牌強而有力形象的重要作為。雖

然自建通路成本高昂，卻擁有自主性高的優勢，能夠完整將品牌文化在通路端向

消費者傳達；在品牌初成立、知名度尚低、面對市場上已存在的通路商議價低時，

自薦通路為轉型文化品牌的重要布局。 

 
【說明】 

在文化的傳遞與溝通，透過策展的模式，提供受眾視覺、聽覺、嗅覺、味覺

和觸覺整合的沉浸式體驗，使受眾對於品牌的文化有更多元的互動，進而有與之

有更深入的溝通。永興的通路青木堂不只是成立買賣的地方，更是東方現代文化

實際展演的所在。顧客們坐在富有東方韻味又符合人體工學的實木座椅上，看著

株上雅致的擺設，聽著由青風出版既古典又帶有現代樂器的音樂，品著茗茶、看

著青風、談笑風生。透過感官體驗，實際傳達出青木堂所欲塑造的生活與情境，

使消費者放鬆心情並心生嚮往。而品家家品致力將通路塑造出寧靜祥和的「家」

的溫暖氛圍，透過一杯茶的洗禮、一刻鐘的陳靜，更深刻的觸及產品背後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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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說明】 

在兩個個案中，生生集團由於資源使範疇「垂直」擴張，向後整合了行銷與

通路；而永興家具也同業因資源使範疇垂直擴張，與生生不同的是，其透過網絡

力量的協助，進行了範疇的「水平」的擴張。其不僅聯合學界與政府的網絡資源

開設了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同時也創立了魯班學堂傳承工藝。透過與產業以外

的社會夥伴連結，例如政府或者學界，能夠觸及企業沒有的資源。若能適當槓桿

其力量，便能取得適當資源擴大其範疇，並在豐富本身品牌內涵的同時，為社區、

社會貢獻己力，以維持與學界、官方之關係網絡。 

 
【說明】 

非營利機構不若營利企業以營利為首要目的，因此在較無利益關係的情況下，

較易與學界與官方甚至社會大眾達成合作關係，並形成網絡鏈結。生生集團成立

的家文化研究基金會以及永興家具成立的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以及魯班學堂皆

為非營利性質的單位，分別為生生集團以及永興家具事業串起與社會夥伴的網絡

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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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品家家品創立於香港，與生俱來獲得較高的國際能見度，並基於國際化的優

勢，與國際上知名的設計師共同創作，在品牌成立之初即屢屢獲獎，甚至被收入

博物館典藏，可說是從西方紅回東方的品牌；而永興家具則發跡於台南，同時深

耕台南深化歷史文化，因符合區域特色發展的趨勢，獲得多方政府、社會資源共

同協助，並成為品牌的根，從最熟悉的市場台灣開始，從台南進到台北，再從台

北慢慢在中國為主的市場開枝散葉，逐漸向西發展。品牌的生地賦予其先天的資

源稟賦，品牌能否有效地槓桿地方能量、化作自身可運用的資源，為品牌深化文

化的重要管道。 

 

【說明】 

生生集團在一炮而紅後，迅速在西方名店鋪貨、甚至開設直營店，也同時於

香港、台灣、中國展店。然而，因為後續設計動能無法延續以及對新市場經營的

不熟悉，步步退回中國、香港，直到 108 年直營門市以台灣為主要聚集地；反觀

永興家具，主攻東方市場，從台南往台北展店，再西進中國市場，並熟悉中國主

要市場後，才拓展到其他二三線城市，穩定地一步步擴張。迅速進入不熟悉的市

場並展店能夠快速、直接的了解當地市場，但風險相對大；相較由熟悉的市場開

始拓展的策略或許較為緩慢，卻有利於資本不若大集團雄厚的中小企業，通過試

錯並逐步優化策略。 

第二節  結論 

綜合以上之個案研究比較分析與研究發現，本研究對傳統產業廠商轉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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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的過程總結為以下結論： 

第一節  觀察廠商的經營模式從代工製造轉型為文化品牌的歷程，在範疇、

資源、與網絡三大構面中，以「資源基礎」為驅動轉型啟動的主要力量。擁

有「企業家精神」的經營者善於盤點並洞察企業有價值的資源，並踏出舒適

圈、勇於做出以此有價值的既有資源為基礎將營運範疇拓展。 

第二節  基於既有資源企業啟動轉型後，會依照五個步驟進行轉型，分別依

照「資源」擴大「範疇」、 「資源」延伸 「網絡」、 「新範疇」培養「網

絡」、 「新範疇＋新網絡」累績「新資源」、「新網絡」擴大「新範疇」的順

序進行轉型。在上述轉型的歷程中，發展出一系列相具有綜效的範疇，與支

持範疇成長的資源與網絡配置，從而不斷的進行正向循環。倘若在循環中有

範疇、資源與網絡彼此不相符、無法相互支持的情形發生，便無法達成原先

的策略目的， 

第三節  在轉型範疇擴張的過程中，除了資源常扮演範疇擴張的動力外，網

絡中的社會夥伴例如政府或學界，常握有企業沒有的資源，透過與適當的社

會夥伴維持良好且緊密的網絡關係，較有機會在「水平」範疇擴張上獲得需

要的資源，使得。同時在後續的關係維持上非營利機構在廠商與學界、政府

以及社會大眾連結扮演重要角色。傳統產業在思考轉型策略時，可先由盤點

資源做起，以既有的資源作為擴大範疇的基礎；在未來營運方針上，也需以

網絡生態為考量單位，同業、異業外，與社會夥伴維持良好關係也有可能協

助範疇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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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壹.  學術建議 

1. 本研究以生活類型之傳統產業廠商作為研究對象，由於不同產業性質之差異，

建議可以以其他產業廠商轉型作為個案研究對象。 

2. 本研究以兩個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建議後續研究者能增加個案研究數量，勢

必能更清楚轉型過程之全貌。 

貳.  實業界建議 

1. 品牌追求的是永續，不論是產品或是行銷都不可只追求短期的爆紅，須審慎

思考長遠規劃，使短期獲得的資源能夠轉換為品牌的核心能耐。 

地區的為重要文化能量根源，需仔細盤點並審慎槓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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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林詩菁(2013)。文化創意應用於台灣家具產業品牌化模式之研究。未出版碩

士論文。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創意生活設計系碩士班。 
12. 林榮泰(2005)。文化創意，設計加值。藝術欣賞 2005 年 7 月號。 
13. 侯勝宗(2017)。小國大品牌。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 
14. 徐秀琴、劉維新(2006)。「代工」困境：台灣產業轉型的迷思。2006 年台灣

社會學會年會。東海大學社會學博士生、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副教育。 
15. 翁徐得(2006)。台灣木製家具產業文化之研究-以器物層次為範疇。未出版碩

士論文。大葉大學造形藝術學系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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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陳毓欣、劉芝吟、王碧澐（2013）。觀光工廠體驗行銷之研究: 以台南家具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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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管理研究所。 
21. 盧圓華。進化「知識創新」和「創意設計」的加值技術－台南家具產業博物

館。台灣工藝，12-21。 
22. 謝政強(2018)。永興家具 [產業文化化 文化產業化] 現象研究。樹德科技大

學建築與室內設計研究所學位論文, 1-228。 
23. 顏惠芸、林伯賢（2013）。文創商品之設計與行銷方式探討：以品家家品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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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訪談大綱 

一. 2018.05.04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林安鴻董事長 

1. 像是ＷＭＦ就自詡為 The Culinary experts，以功能實用的角度切入。為什麼

不以機能為主要的價值訴求？（而以文化底蘊作為品牌核心價值） 

2. 就您的觀察，講究機能性品牌的顧客與品家的顧客有甚麼不同？ 

3. 依您的觀察，品家帶給顧客的主要價值是甚麼？有因為國籍的不同而差異很

大嗎？ 

4. 若在國外能夠擁有自己的通路，能第一手了解顧客的想法，為什麼後來不這

麼做了？在國外自營通路碰到最大的困難為何？是甚麼原因讓您決定只在台灣

與中國開設通路？ 

資源 

5. 在漢百貿易的經營經驗中，吸收了很多其他品牌策略制定的相關經驗，在自

己轉型品牌的過程中，如何借鏡他人的經驗轉化為自身所有？ 

6. 該如何運用代工經驗所累積的資源，使其成為經營品牌的助力，而非阻力？ 

7. 在地累積的資源往往是品牌的根，但在地資源在行銷全球時與海外市場的矛

盾該如何克服？有甚麼方法驗證嗎？ 

8. 2007 年品牌才剛剛成立，如何在成立一年左右，就取得原代工品牌的信任，

願意幫忙寫推薦信？ 

《官網》：和 WALLPAPER、故宮、PAOLA NAVONE、起家聯合策展、英記茶莊

都有合作 

9. 是甚麼契機讓品家成為首個受 WALLPAPER 邀約合作的華人品牌？這次的

合作品家帶給 WP 甚麼價值？ＷＰ又帶給品家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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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是甚麼契機讓品家與故宮合作？這次的合作品家帶給故宮甚麼價值？故宮

又帶給品家甚麼？ 

11. 是甚麼契機讓品家與 PAOLA NAVONE 合作？這次的合作品家帶給ＰＮ甚

麼價值？ＰＮ又帶給品家甚麼？ 

12. 是甚麼契機讓品家與舊振南、掌聲穀粒合作？這次的合作品家帶給舊振南、

掌聲穀粒甚麼價值？舊振南、掌聲穀粒又帶給品家甚麼？ 

13. 是甚麼契機讓品家與英記茶莊合作？這次的合作品家帶給英記茶莊甚麼價

值？英記茶莊又帶給品家甚麼？ 

14. 以何標準篩選合作夥伴？ 

二. 2019.03.16 永興家具事業/葉武東執行長 

1. 為什麼您決定要成立品牌青木堂? 是在審視企業的既有的資源與網絡後決

定擴張，抑或是為了掌握市場上的機會? 
2. 公司內部組織架構、人力資源如何調整，以因應營運範疇的擴大? 
3. 當初如何與盧圓華教授開始合作，開發大器天生系列? 
4. 當初與樹德科技大學開始產學合作、推動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成立的契機

為何? 
5. 透過台南家具產業博物館、魯班學堂等屬於教育性質的單位，是否有利於

與政府關係橋梁的搭建? 
6. 以您的經驗與觀點，品牌的價值該如何被衡量? 

三. 2019.03.18 生生國際(香港)有限公司/孫炯煌總經理 

1. 為什麼當初決定要成立品牌品家家品? 是在審視企業的既有的資源與網絡

後決定擴張，抑或是為了掌握市場上的機會? 
2. 公司內部組織架構、人力資源如何調整，以因應營運範疇的擴大?  
3. 在追求極致美學的高價值之餘，如何平衡研發、生產、行銷的效率?  
4. 生生國際成立的主要目的為何? 對組織內部又有何影響? 
5. 以您的經驗與觀點，品牌的價值該如何被衡量? 
6. 過去以 premium 定位自身與現在走入大眾的品家家品，在研發、生產、行

銷上有何不同與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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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品家家品產品設計內涵 

一. 產品範例 1：蒸鍋蒸籠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生活文化 

設計內涵 

「蒸」在中國飲食文化中已有數千年歷史。漢高祖年代，大將

軍韓信以天然木料製作炊具，利用水氣蒸熟食物。從此，蒸籠

料理發展為最具代表性的華人料理之一。 手工製成的柳杉木

蒸籠，以赤陶代替一般全竹的蒸籠底盤。透氣吸水的赤陶材質，

使蒸煮的食材不會有過多水氣殘留，避免食材過度濕軟。 優
質耐火土製成的蒸鍋鍋身對溫度變化有卓越的耐受性，打破一

般陶瓷無法直火加熱的限制。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0 台灣文創精品獎，產品類金獎 
- 2010 台灣金典設計獎 
- 2010 日本好設計獎 
- 2011 德國ｉＦ，金獎 
- 2011 歐洲設計獎 
- 2012 Designpreis Detschland 

二. 產品範例 2：國立故宮博物館 X JIA Inc.日常美學系列－弦紋茶組 

 

(一)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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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分類 生活文化 

設計內涵 
靈感來自南宋青瓷弦紋樽，圓筒型器身，三蹄足的逗趣造型，

以全白陶瓷加上器身上圓潤弦紋線條，為茶器帶來溫暖厚實的

質感。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1 台灣文創精品獎年度，產品類金獎 

三. 產品範例 3：紫砂茶具組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生活文化 

設計內涵 

以中國獨有的宜興紫砂為材質的紫砂茶器，其獨特微細的氣孔

結構，不僅有良好的保溫效果，又具吸附氣味的特性，能吸收

茶湯的香氣，因此自明清以來，一直為喜好品茗人士心中不可

替代的製壺材料。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0 台灣文創精品獎，產品類金獎 

四. 產品範例 4：竹瓷系列－一家人吃飯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生活文化 

設計內涵 
在東方，一家人吃飯，餐桌上總是紛亂精彩。不同於西方人習

慣一道菜接著一道菜上桌，東方人的餐桌上，涼拌熱炒、雞鴨

魚肉、湯水點心⋯ 常常是熱鬧齊上桌，歡樂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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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與陶瓷兩種溫潤樸質的傳統材質，在設計師匠心設計下，微

斜碗口搭配簡約線條，讓食物更清楚被呈現，適宜用餐分享，

以傳統工藝精心製作，展現獨特手作的溫暖觸感。尺寸各異的

大碗小碗，就是一家人吃飯的溫暖。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0 台灣金典設計獎 
- 2010 德國紅點設計獎 
- 2011 德國ｉＦ，金獎 

五. 產品範例 1：有無相生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哲學思想 

設計內涵 

「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

以為用。」《老子道德經 - 第十一章》  
平、淨、圓潤、捨棄多餘線條，讓用者與觀者關注器皿與

食物本身，因為有了器皿內的空間，才發揮了器皿承載

物的作用，設計師以老子哲學「有無相生」發想：「有」

予人便利，乃因營造的「無」發揮了作用。這組盤碗，簡

化幾近至無的設計，僅於細節處做變化，讓饌食特色得

以完整呈現。 

六. 產品範例 2：異同茶杯組 

 

(一)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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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理念分類 哲學思想 

設計內涵 

孔子以「君子和而不同」闡述中國文化思想中「異中求同、同

中求異」的和諧理念，傳遞人與人之間應尊重不同立場與不同

主張。看似相同的茶杯，有著微妙的個性差異。指尖輕撫，舉

杯對光細細觀察，才發現每只茶杯超乎視覺地，藉由觸感傳達

出紋理的細膩變化。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3 Design Plus 
- 2013 日本 Good Design 
- 2013 德國ｉＦ 
- 2013 台灣金典設計獎 

七. 產品範例 1：家當系列－瓢碗瓢盆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造型演變 

設計內涵 

在物資不是很充裕的年代，中國北方農民將曬乾的葫蘆剖半，

用來舀水、淘米。吃飯的工具就是重要的家當，連繫一家人上

桌，象徵家。在擁有一切的富足社會中，JIA Inc.重新詮釋這個

質樸的食皿，讓人重新思考家的意義。  
中國建築師張永和，將兒時的北京生活回憶帶進作品。剖開熟

悉的一只葫蘆，化為大大小小的瓢碗瓢盆，各式東西菜式和睦

共處，為您的家帶來一桌創意。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之永久典藏 
2009 年獲世界最大裝飾藝術博物館-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選為

永久典藏 

- 2010台灣文創精品獎，產品類金獎 

- 2010台灣金典設計獎 

八. 產品範例 2：書法系列－螃蟹組、筷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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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造型演變 

設計內涵 

取材自宋徽宗所創的書法瘦金體，筆跡瘦勁，運筆飄忽快捷，

至瘦而不失其肉。設計師以書法筆劃結合不鏽鋼與 POM 材質，

將動靜間流動的美學及剛柔平衡的東方線條置入螃蟹組。握柄

處不僅呼應書法收筆筆觸，稍具厚度的手柄也體貼到使用者的

施力習慣。 

(二) 獲獎、收藏紀錄 

- 2010 年度台灣文創精品獎，產品類銀獎 

九. 產品範例 3：官帽系列－貪杯瓷壺組 

 

(一) 設計 

設計理念分類 造型演變 

設計內涵 

靈感取自中國清朝官員的官帽，德國設計團隊 designschneider
運用材質及形體上的直接聯想，設計出富歷史趣味又實用的茶

水組。  
貪杯瓷壺組飽滿圓胖的壺身線條，展現出大清盛世的豐腴。四

個造型各異的茶杯易於識別，更增添與朋友品茗時的趣味。官

帽造型的壺蓋可 360 度出水，符合每個人最順手的倒茶角度，

也可避免壺口的茶水滴落桌面。  
壺頸的絨布護套靈感來自官員的朝服，具有隔熱效果，且傳遞

溫暖的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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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品家家品跨國界設計師組成 
歐洲 35.7% 

設計師 JIA Inc. 產品 

Office  
for  
Product Design 

22% 

蒸鍋蒸籠 
蒸鍋蒸籠組 
蒸缽 
蒸煮內蓋 

鼎 

鼎鍋 
耐火土鍋 
烤盤組 
隔熱墊 / 隔熱手套 
鼎碗 

家常味鐵鍋 
鐵鍋 
鐵鍋配件 

竹華 廚刀 / 砧板 
異同 茶杯組 

好食成雙 
套筷 
不銹鋼筷匙組 

品 調味罐組 
Paola Navone 1.85% 有無相生 有無相生限量款 

designschneider 7% 

一家人吃飯 碗 

官帽 
貪杯瓷壺組 
心淨如水茶水組 

抱節 花器 
自得 餐具組 

Laura Straßer 3% 紛雪 
碗盤組 
品茗組 

Jun Yasumoto 1.85% 心澄 桌飾組 

 

亞洲 64.3% 
設計師 JIA Inc. 產品 

張永和 /  
非常建築 

10% 
家當 
鼎 

瓢碗瓢盆 
西式碗盤組 
葫蘆醬碟 
囍相逢油醋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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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如意椒鹽罐 
葫蘆醒酒器 
中式酒水組 

黑川雅之 3% 碗筷 
蘊 - 骨瓷版 
蘊 - 漆器版 

宋承容 1.85% 碗筷 愜 
張 智 強  Gary 
Chang 

1.85% 多寶盒 箱 

JIA Design Team 13% 

紛雪 茶盒 
知竹 系統刀座 

品香 
藏香瓶 
賞香儀 

料理 碾 
竹炭陶 醒水芯隨身瓶 
鐵器 鑄鐵壺 
碗筷 瓢碗、瓢碟、和黑檀木筷 
琺瑯 犬家福琺瑯杯 

器研所 3% 

紫泥 咖啡組 
國立故宮博

物院 X JIA 
INC. 

弦紋茶組 

KateChungDesign 22% 

有無相生 
碗盤組 
碗盤組 

歲寒三友 餐具組 

書法 

西式餐具組- POM 
西式餐具組- 不鏽鋼 
筷匙組 
西式餐具組-PVD (尊榮金 / 玫
瑰金) 

滿 
儲物罐 
多功能食物盒 

聚在一起 
食盒 
豆盤 

燈華 花器 / 燭臺 
國立故宮博 書法系列-西式餐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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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院 X JIA 
INC. 

方勝食盒 / 椒鹽罐 
蓮花點心碗盤 

黃智峯 4% 

書法 螃蟹組 
蓮葉何田田 盤 
國立故宮博

物院 X JIA 
INC. 

雙連油醋瓶 

吳孝儒 1.85% 四季 套組 
曾熙凱 1.85% 手沖咖啡 手沖咖啡 
張簡士揚 1.85% 碗筷 筷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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