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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6/7（四）     14：00—16：00  

主講人：法藍瓷 總裁 陳立恆先生 
引言人：臺大商學研究所 黃崇興教授 
主持人：台灣大學工商管理學系暨商學研究所 郭瑞祥 所長 
講  題：「談文化創意」 
背景介紹： 
陳立恆先生於大學畢業後，致力經營事業近 30 年，期間所創設或參與的企業，包

括兩岸三地及美國、德國等五個國家，超過二十家公司。在諸多事業體中，陳立恆先

生特別愛好與專精於禮品藝品行業，一手創建的海暢集團，是世界頂尖的禮品供應

商，在 90 年代成為世界頂尖之禮品製造商，所設計製造的藝品廣佈全球。目前全球員

工共約 6000 人。 

海暢集團為歐美名廠加工多年，雖然併購美國公司取得頗知名的 Legend 等藝術精

品品牌，陳立恆深感台灣為世界各國代工數十年來培養了很多生產的專業人才，但唯

有創新的設計與行銷策略，對消費者信守承諾，有效率的執行政策並熱情的學習新知

才能創造世界品牌。執著上述的經營理念加上深刻體認自有品牌的迫切性，因而醞釀

了「法藍瓷(Franz)」的誕生。 

法藍瓷以 “創新、承諾、實踐、學習、分享”的經營理念創造世界品牌。於 2002 年

紐約國際禮品展初試啼聲，即被評選為年度最佳禮品。在歐美紐澳更迅速建立了 4，

000 多個銷售點，年營業額達到美金五百萬元。自 2003 年 2 月起在國內首度試銷，結

果市場反應極佳，業績蒸蒸日上。海暢在全球有近 6，000 名員工，其中最重要的總部

及研發設計部門設在台北，生產製造則分別在台灣與中國大陸，而行銷全世界。美國

業務總部位於舊金山，在歐、澳、紐、加則有代理商，大中華區則由台北法藍瓷公司

經營，目前已在全省十四個百貨櫃點展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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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文化創意 
 

法藍瓷 
陳立恆  總裁 

 
 
台大商研黃崇興教授引言 
 

感謝法藍瓷公司不單單是總裁陳立恆先生親自蒞臨，還有行銷部門以及設計部門

的主管都來了。也感謝所有 EMBA 以及台大的同學共襄盛舉，孫運璿講座藉這個機會

能夠與創新與創業課程結合在一起，很符合今年我們一直提的要有人文、創新與創意

的思維。這件事該怎麼做，我想待會各位可以從陳總裁的演講中得到一些心得。我們

中午吃飯非常的愉快，因為發現對某些問題有共同的興趣，你可以發覺一個人在事業

上或產品上有創意，這是其來有自的。總裁本身是學語文的，所以有時候學語文還真

是很重要，我現在有時就後悔當初沒有去念語文的系，他到現在還是一樣有自己的樂

團，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一個人在事業上，新的構想的出現跟他早期的自我訓練與

自我要求是很有關系的，那麼我想我就不再講這些事情，大家坐下來好好的聽聽陳總

裁怎麼說。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他。 
 

 
 
陳立恆總裁演講 
 
 
前言 
 

謝謝各位同學，我來跟大家分享一些心得，希望大家在聽完這些心得以後，可以

提出一些想法挑戰我，多問一些我回答不了的問題，那這樣這次交流才算成功。今天

我要來談關於創意的事情，法藍瓷能夠有今天其實也是一個創意耕耘的成果。我們的

訴求是以科技為後盾，以人文藝術為訴求、以創意為核心、以市場為導向，結合了生

產、行銷與服務，我們所創造出來的很有競爭力的價值鏈，這是我們今天比較成功的

地方。所以剛剛那幾個因素非常的重要，對我而言那幾個因素就是一個原則，有原則

才有方法，否則東倒西歪變來變去。一個成功的領導，要有 consistancy，但是也要有

創意，成功的領導者有三個特色：第一、他是設計師，第二、他是老師、第三、他是

一個很好的服務者。設計師擺在第一位，是因為如果他不懂得什麼設計，那可能也不

用去領導什麼事物了，沒有創意那也沒什麼意思。所以設計很重要，設計來自創意，

而創意來自平常的觀察。你能夠觀察事物很徹底，關懷別人的需求，你有沒有關心他

們？有的話，你的創意有可能具有商業性，因為有辦法創造價值，創造別人的價值。

當能夠極大化的創造更多他人的價值時，那麼這就可以產業化，創意跟商品跟產業化

的關係正是來自於此。但我要講的是，這樣還不夠，當產業化以後就要開始有品牌，

一個成功的品牌要根植於文化。根植於文化很重要，因為文化就是生活，我喜歡講到

北京看到北京人吃喝玩樂，那就是他們的生活，一種集體面的呈現讓你感覺到。你到

蘭嶼，看到他們穿丁字褲、抽大煙、然後玩獨木舟、吃飛魚，對的，這就是他們的生

活，一種集體面的呈現。我講得不僅只是中國文化、台灣文化或是那裡的文化，我講

得是每個人都在追求更好的生活，每個人都希望能有品味、有品質的生活，不是嗎？

我們台灣能不能創造一個比較有品質有品味的生活，那叫做新的文化。我們能不能過

更好的日子，這才是我嚮往的文化。但回頭來看看這個想法是根植於那裡，是從那裡

來得呢？我們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存在於我們的血脈裡頭，一代一代的不斷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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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講文化，要講生活，那麼文明又是什麼？很簡單，文明就是你承認陰陽，黑

白，一半一半的，但是你的心還是向上，所以你要朝向光明面，這就是文明人。不像

野蠻人掠奪、傷害，而部不覺得有什麼不對。但是文明人不是，文明是一種修為，所

以文明古國的意思就是我們已經認知了有善與惡，有黑與白，而朝向光明面演進。 
 

打造新文化  
 
所以我們來談談中國這個文明古國，中國思考人類怎麼樣才有更好的生活，思考

太久了。莊子曾說：「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是的，原來我們講什麼全

球暖化的問題，莊子早就想清楚了自然與天地才是我們的父母，我們跟它其實是一體

的，我們怎麼可以去傷害自然的東西呢，怎麼可以去毀了天毀了地呢。那當然全球要

暖化了，因為我們根本連老祖宗都沒有尊重，傷到我們自己。所以全球暖化的問題就

是來自於自己不尊重自己、不尊重老祖宗、不尊重基因。回過頭來說，為什麼品牌要

根植於文化，因為那是一個活生生的概念，我們要有品味的生活，我們要有品質的生

活，而且我們要創造文化的價值，而不只是創造企業的價值。有一種價值比較永恆、

比較長遠，那就是文化價值，如果能讓人家清楚，那麼就有做出一個成功品牌的機

會。大家也知道可口可樂的案例，八零年代它差一點倒了，它要改變處方來討好與刺

激新的消費群來買可口可樂，結果它一改處方，媒體都說這不是我要喝的飲料。可口

可樂是美國傳統文化的一環，不可以改變處方，就這樣一個固有的處方造就了這個世

界上最值錢的品牌，價值超過一千五百億美元，這是一個典型產品帶動文化與文化塑

造產業的例子。沒有文化的支撐與根基，要做一個的品牌不容易，所以我們就定位在

要把「China」這個字發揚光大。我剛講因為老祖宗很懂得生活，很有創意，比如說四

大發明：火藥、羅盤、造紙、印刷，但是卻被我們作賤掉了，這四樣沒有一樣發揚光

大。我們老祖宗也發明了麵條、冰淇淋，但現在卻是國外做得比較好。絲綢、茶葉、

陶瓷都是一樣的道理，但是現在中國大陸每年外陶瓷外銷數十億件，每件卻只有 0.25
美元，地攤貨的價值。絲綢現在還有沒有人用中國的絲綢？講得多半都是泰國絲或印

度絲之類的，所以你會發現老祖宗很照顧我們，留下了許多很好的發明，但是卻被我

們作賤掉了，沒有發揚光大。所以法藍瓷想到這個，於是就把口號定做：「”China” is 
China, from China back to China」。創意假如不能創造他人價值，不可能商品化，老東

西也可以有新生命。我喜歡講小故事，我昨天跟丹麥人、日本人到陽明山去吃飯，我

說我在中國大陸帶了一個丹麥人去吃飯，那個丹麥人當場流眼淚，因為那餐廳外面有

五萬棵超過百年的樹，都是餐廳主人從山上請農民把枯掉的樹帶下來，然後把他們都

種活，最老的樹一千三百年了，現在還開了花。其實那些樹沒有死，只是因為週邊的

老朋友都枯死了，所以他們也覺得沒意思就休眠了，但是被移到山下以後看到周遭又

是年紀相仿的樹，於是又紛紛的活了過來。這是一個小笑話，但是那個丹麥人沒想到

原來中國人是這麼愛護自然，而不只是光會吃山珍野味，他們看到中國人原來也有文

明的一面。說這個是想指出，老東西給它一個新的處方、新的面向、新的生命，它也

可以創造價值。所以我們陶瓷也可以創造價值，雖然它已經淪落到好像地攤貨。古時

候的創意是更有價值的，那些放在故宮裡的創意，古時候是不能唬弄皇帝的，因此那

些創意再以現在的眼光給它一點新的面向，就可以創造出新的價值。 
 
一個國家經濟活越不活躍，活動力強，這個國家就會強盛起來。老東西的創意，

新東西的創意，都是創意，只是應用的問題。很可惜的我們不懂得如何去運用，或如

何去變造它，因為小時候我們都被教育得很呆板，老師給什麼答案就是什麼，沒有被

挑戰過，這有點麻煩，這時候就不容易有創意。我們公司之所以能成功，是因為我們

尊重了文化的定義，那就是以科技為後盾、人文藝術為訴求、以創意為核心，市場導

向結合生產、行銷、服務，所創造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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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意展現傳統文化的現代魅力 
 
雖然你看到的是一個陶瓷產業，但這也是一個傳統產業，千年以來的作法都一

樣，我們第一個突破了以往認為要用石膏來做模子，我們不見得用石膏也可以做。我

挑戰大家一下，近視眼的人一定要帶眼鏡嗎？我們不要把它當作理所當然的事情，不

要當作一個既定的答案。所以以科技為後盾，從這個地方改良了一下，石膏模是硬

模，所以做出來的瓷器永遠都是圓圓鈍鈍的，那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材料做出軟模，所

以裡面的角不會被折斷。我們假使能夠把科技的力量運用過來，那我們就可以創造出

非凡的價值。人類其實很容易注意到一些小改變，只要改變了一個作法，就會被注意

到。科技的運用不只在剛剛那邊，我們還有一個很前端的運用，用 Capcam 掃描立體物

件建構 3D 模型，然後用 RP 輸出變成立體模具。我們用了一套軟體可以在電腦上修改

模具，而且可以實地感覺到修改的反饋。把這個科技運用到瓷器傳統產業上，模具的

改良再加上設計方式的改良，突破了以往圓圓正正的造型，我們可以達到破格，破了

傳統的格式。很多感覺不出來它那裡不一樣，但你就是知道它不一樣。在這兩個科技

上的運用，我們算領先了其他同行，因為我們用的這套 RP 很大一套，大約百萬美元，

我們以科技為後盾是這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呢，我要解釋一下人文藝術為訴求。這是一個感性經濟與體驗經濟的

時代，我們講美學經濟，但我覺得美美的還不夠，很多人討那個老婆是因為那個女生

可以讓他感動，而不是因為她美麗，很多時候感性比美更重要，我不知道是誰翻譯美

學的經濟這本書，光是美就可以創造經濟嗎?當然有啦我不否認，最近跟我們合作的一

個美國名模，她的品牌每一年就可以創造 40 億美元的營業額，當然就有很多人回去跟

爸爸媽媽抱怨，為什麼把自己生的醜醜的。 
 
所以我要講的是，在這個感性美學的時代，如果你不是用人文藝術為訴求，你不

容易感動人家。你產品要有感性，假如你的 target customers 是 premium group，就是那

些百分之二十五不愁溫飽的那人，他們所追求要有品味品質的生活，要的是產品能夠

感動他們，這群人可能有事沒事就是說，我上個禮拜是在巴黎度假，我明天下午去做

瑜珈，去喝茶，可能手上拿著的是 starbucks 的杯子，念的是原文書，昨天看了是哪部

電影，他們這群人生活的是這種方式，假如你不去體會他們的生活，你永遠無法擠進

那前百分之二十五的 premium group，因為他們的生活模式，你要去製造什麼產品來符

合他們的需求，就是要有人文藝術。 
 
為什麼要有人文藝術呢?因為藝術可以觸動人心，因為藝術可以激發你的靈感，因

為藝術可以豐富你的人生，藝術的功能就在這裡。藝術為什麼一定要觸動你的心呢?一
個畫家、一個文學家、一個雕塑家，他們都很孤單，他們是在尋求知音，他們的酸甜

苦辣都在他們的作品，如果有人看得懂他們的作品，他們會比看得懂的那個人還動，

所以一個女孩子要追藝術家是最容易的，你只要假裝看得懂他們的作品， 她已經快掉

眼淚了，假使你有辦法知道，藝術創作是要觸動你的心，周杰倫再怎麼酷，難道他不

想要有人可以喜歡他的歌嗎，即使再怎麼裝，周杰倫也是在尋求知音而已，所以一個

感性，可以觸動你的心才是重要的，假如有這一點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藝術第一個功

能就是觸動你的心。 
 
藝術的第二個功能呢，就是激發你的靈感，原來杯子可以長這樣，原來你看到的

這幅畫是一個花瓶，這就是藝術的功能，他可以啟發你。 
 
藝術的第三個功能就是豐富你的人生，因為這個產品在家裡，在你的桌上，會有

更多人找你講話：為什麼你會有這個東西啊?你就有機會互動，所以我常常鼓勵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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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法藍瓷的杯子擺在書桌上，如果有你心儀的男生走過，趕快拿起來喝一口，因為在

喝的時候那個男生就會說：阿美你怎麼變漂亮了，它有這個功能，讓你的生活更富，

然後那個男生就會說：阿美我們去看場電影吧! 這樣你的生活就會更豐富了。 
 
是的，藝術有這些功能，但是要怎麼運用呢? 那就是我剛講的，就是要用這個做訴

求，即使是高科技產品也是如此，我相信現在有很多科技產品也在尋求和人文藝術的

結合，否則他們的產品不見得可以贏過其他競爭者。那創意為核心呢，那就是生活的

主食，我們喜歡講生活的原因，如果你的創意沒有成為習慣，坦白說那創意都不存

在，講個理由給你們聽，如果一個作曲家不是作曲成習慣，他是沒辦法掌握到機會

的，就像說某某人生日要到了，很有名的人，他想要找人幫他作首歌，剛好找到你

了，你是個作曲家，如果你說：什麼 Happy birthday，唱都唱到膩了，我不會做，那麼

你就沒有養成一個創意的習慣，你就賺不到這個錢。所以創意是一個習慣的養成，就

像一個會玩音樂的人，只要一坐到鋼琴前面，就會隨時彈出不同的音樂，這叫做玩音

樂，而不是被音樂玩，所以不一樣，創意是在生活的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打造一個創

新的東西。我想創意為核心是非成重要，如果沒有這個創意的習慣，不用勉強，因為

每個有人不同的個性、不同的習慣，最厲害的人就是可以把自己的弱點變成優點，優

點可以創造，弱點也是可以變成優點的， 
 
我們要不要舉個例子，或者是你們給我一個例子，弱點變優點的例子很多，就像

是你去競標，你明明是中小企業，人家都是大企業，這時候你應該要用弱者的訴求，

去說服評審怎麼樣同情弱者，可能你沒這麼窮，這時候你就要發揮你是裡面最小的公

司的優勢，這是我們提的一個案例，並不是標準答案。可見創意不僅僅是要思考問

題，更要懂得去創新，去提出一個答案，假如你自己沒有這樣的習慣，你就不具備有

創新的基礎，可能會有曇花一現的好作品，但是沒辦法延續。 
 

創意與商品 
 
市場為導向是我們認為最重要的一件事，premium group 在想什麼?你要用 mind to 

mind 去想，你要去想他，你要去揣摩他在想什麼，假如你可以讀他的 mind 就了不起

了，mind to mind 的意思，就是說：你要對這群人的了解，自己體驗的很清楚，所以我

常常鼓勵女生勇敢的走進 LV 的店，走進去很大辣辣的跟店員說：你這個包包拿下來

我看一下，這時候千萬不要去翻價錢的牌子，你要說這個皮不錯，但是沒有人體工學

不太適合我，那個包包拿下來我看一下，你這樣才能體驗，假如你連 LV 的包包都沒

拿過，要說你懂得時尚懂得高尚，這是騙人的，而且最好的方式就是再拿了四五個包

包以後，說：唉，這裡沒有一個包包適合我的，看來我還是去 channel 看好了! 
 
你要真的去體驗過，才真的能夠了解市場，才能夠了解這群人在想什麼。勇敢，

沒有勇氣的人不會成長，沒有勇氣說你有創意的答案的人不會成長，所以那是一種習

慣，當你創意也變成習慣了，體驗也變成習慣了，那你就真的很了不起。我很喜歡用

一個測驗來測試大家，各位都喜歡 LV 包包，不見得都喜歡，OK!但是大家都知道它的

價值，假使你們生活的經濟壓力很大，買不起一個 LV 包包，但是你又很想要，請問

你要怎麼跟你媽媽坳說請她買一個給你? 有沒有人給我一個創意的答案? 你這題都不

會，但是你卻說你要去創業，門都沒有! 因為你連說服你的顧客買你的商品都做不到，

這就是創意，可以考出自己的創意分數，如果你一點創意也沒有但是卻說要去創業，

我會持一個保留的態度，很危險!  
 
我講我的答案，LV 包包其實好是好在她一開始打造這個包包是為了皇親國戚服

務，他一定要塑造出最堅固最耐用最美麗，他的水平一定要達到那個程度，所以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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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藝很高，才會那麼貴；如果是我要跟我媽媽要一個 LV 的包包，我會跟他說：媽

媽，請你幫我買一個 LV 包包，因為我如果背了他以後，就會想到要為媽媽打造一個

最堅強、最美麗的女兒。因為你要創造媽媽價值在先，媽媽價值假如沒得到，你就無

法說服他，你一定要先創造他人價值，才能說服別人。你要讓媽媽覺得，他的女兒已

經可以達到一個水平，很堅強，剛好媽媽也很喜歡打麻將，就趁媽媽在打麻將的時候

打電話跟媽媽說：媽媽我被男朋友甩了。媽媽一直聽覺得很煩，假使有個方法可以讓

女兒獨立堅強又美麗，她就覺得這樣很好，所以他就可能會買，這是我想的答案。 
 
我的意思是說，你要先站在對方的立場想，有什麼東西是可以讓他獲取價值的，

這是作生意的初步，請你不要先天馬行空只想到自己，不管是市場導向也好，或是創

意的核心也好，都是在講：要先成就他人，才能成就自己。我們生意成功的地方，一

定是立基在這些觀念之上，否則沒有機會，所以我在檢視這些東西呢，顯得很嚴肅，

那為什麼底下要結合生產行銷及服務呢?因為一個品牌，假使沒有辦法掌控自己的生

產，就很可能會被幹掉。因為代工者可能無法準時交貨，可能沒有品質，或者是接到

更好的訂單，更有利益的時候就把你拋棄，但是品牌要打造連續性、延續性，不能有

一個地方出差錯，所以做一個品牌，生產、行銷、服務都要掌控在自己手裡。我喜歡

說，我們公司在各地，最缺的就是各地的通路人才，畢竟我們是一個國際的品牌，需

要的是一個國際的通，通路的概念就是創造每一個店都可以獲利，都可以創造價值給

它，而創造價值最關鍵的就是就地服務，你要是有辦法就地服務，你就幾乎可以把它

當作你的店、你的通路。 
 

成功的品牌根植於文化 
 
我們現在的教育，教的大部分都是貿易人才，而不是通路人才，通路人才的另外

一個概念就是外交官，你看看老外，我們在外面常常可以聽到外國人講中文，而且你

看到在台灣的外國人都過的如魚得水，很開心，不管是去 pub 還是去跳舞，他早就忘

了他的家在哪裡，但是我們中國人比較麻煩，不管到哪裡，有沒有飯吃阿，我講的是

米飯，我們沒有辦法破釜沉舟的就在外國就地生根。你看美國人從加州搬到佛羅里達

州，或是搬到紐約，很習慣，不會有不是家的感覺，所以你看很多會講中文的外國

人，就留在台灣、上海、北京住下來，他們就在當地耕耘，也不會覺得奇怪，但是我

們就缺少這種人才，所以剛講的就地服務的通路，就沒辦法打得很通，因為你沒有服

務，一個品牌如果沒有服務，你說陶瓷品要什麼服務嗎?幫他擦嗎?幫它維修嗎? 這個倒

不需要，我們說的服務是一個貼心，給它文宣、給她問候、給她電話等。或者是到了

通路的店裡，告訴他有甚麼新消息，新的狀況，跟他噓寒問暖。 
 
而且文化品牌最好就是中國人自己去經營，假如使用以夷制夷，儘管也是個方

法，但是以夷制夷有一個壞處：沒有文化根基。法藍瓷的品牌到德國請德國人幫你

賣，德國員工說不出 China is China，德國員工講不出中國文化，德國的顧客認為德國

人服務他是理所當然的。假若你是中國人在服務德國人的時候，德國顧客會馬上感受

到這個中國人跟自己產生的連結，會開始好奇、想要去了解中國。唯有這個時候文化

才有辦法滲透進去。 
 
所以品牌通路要做到這樣，才有辦法建立一個文化品牌。對於時尚業，也非常強

調這種文化滲透的力量。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LV，尤其是在巴黎的 LV 總店，雇

用了比較多的「俊男」。為什麼？美女只要有俊男在旁邊稍問一下：「你看這個包包

怎麼樣？」「我覺得蠻適合你的耶，你要不要揹揹看？」哪個女顧客不會動心的？沒

錯，LV 喜歡用俊男，這是一種文化滲透，他們懂得用他們的優勢去推動。這是一種文

化力量，你要怎麼做才能把你的文化給推出去，然後滲透、開花、最後結果？文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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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非常需要這樣的操作，像是可口可樂，假如沒有媒體幫他推廣「愛用國貨」的概

念，他哪裡會有今天呢？所以我個人覺得，服務、通路的概念很重要。我們公司最難

的地方在誰可以幫我在捷克推銷？有沒有人聽過「雅拜戴倫」？他的競爭者是我們的

大客戶，聽說他在去年 GDP 成長率為全球第二。如果台灣對這些世界各地的資訊都不

知道，那我們怎麼去做全球品牌？資訊太薄弱，品牌就會變的脆弱。如果在烏克蘭最

大的百貨公司也可以看到法藍瓷，這才叫做文化滲透。走在布拉格也可以看到法藍

瓷，那才是了不起。而且是以精品的概念走入別的國家，所謂的「精品」是指有品

味、有品質，是去打造零缺點的工藝，具有文化上的價值，儘管過了五百年，絲毫不

減其價值。 
 
所以假使我們沒有去創造國際通路，那大概會很麻煩，我們現在最艱苦的地方在

於德國。我們目前派了兩個會講德文的人到德國去，設立歐洲總部，卻時常接到法國

人打到德國用法文說話，沒人聽的懂耶！這怎麼辦？我們學聰明了，趕快再找會法文

的臺灣人過去，這又有一個困難，因為臺灣人動不動就想要回家，很多因素加總，更

少適合的人選可以派去歐洲。這是我們台灣的弱點，相對的法國人到中國、或到台

灣，很容易就過來了，因為他到哪都一樣啊，外國人本來就比較沒有「根」的概念，

不像中國人一直有「斯土斯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種莊稼人對家的歸屬，

外國人比較像遊牧民族，這是文化上的差異，偏偏現在又講求全球化，我們就不得不

進化，不這樣做就等著被淘汰。 
 

創造文化價值 
 
我們談到任何企業都在創造企業價值，把股東利益放在第一優先，但他們有考慮

到自己的社會責任嗎？好像沒有。因為大部分企業以企業生存為優先，這樣的後果是

什麼？中國人說：「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我們非常有心胸，大格局，講求世

界大同，我們不會去說要自己優先。當我們說自己優先，例如明朝萬曆年間，施行鎖

國政策的結果就是我們錯過了工業革命，之後的八百年我們就很落後。所以一個文化

一定要靠交流，才能生存下去。一個不文化交流的圈圈是非常危險的，因為不交流就

沒有孕育、就沒有演進，就會與世隔絕，這樣的文化是不可能變成優勢文化的。這跟

「人如果不靠腦力激盪，是無法得到更好的答案」的道理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公司認

為應該達到文化價值在先，然後做到社會價值，至於企業價值，我鼓勵已經積累一些

資本的企業家試試回歸自然，像甘地一樣，「Live simply so that others may simply 
live」。假設這些人都有心胸，這社會會更好。假如這些人相信資本主義的錢滾錢，我

給大家出個考題，大陸現在連續十八年 9%的經濟成長，目前有十三億人口，再加上俄

羅斯、印度等，最少也有三十億人口，都在崛起。每五個人有一部汽車就好，二十年

後，光是汽車的屍體不下五十億部。人的屍體還可以火化，汽車的屍體用能源去火

化？現在的汽車裡頭還有電腦，光是電腦的主機板在台南二仁溪就已經污染的多嚴重

了，將來的地下水源會怎麼樣，各位可以去想想看。我們是不是要跟汽車屍體睡在一

起，除此之外還有電視機。我一個朋友家有十七台電視機，為什麼？因為進化的關

係，他兒子眼睛不好，一有新發展可以保護眼睛的，馬上購入。因為工業革命，大量

生產變成主流，又以為地球的資源可以無窮境的挖掘，以為地球可以吸收無窮境的垃

圾，甚至提出鼓勵消費以刺激消費的口號，來創造經濟的成長。古時候一張桌子可能

兩百五十年還可以很驕傲給客人看的骨董，現在不是，尤其是電子產品，鼓勵汰舊換

新，將來地球有多少的屍體？這該怎麼辦呢？所以我們提出一個新口號：「新文化，

新經濟」。 
 
新文化，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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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概念是：能不能回歸大自然，視大自然為我們的母親。假如我們不能跟

地球萬物共生的話，我們自己也要被淘汰。所以我們要先有新文化的思維，將來生活

要怎樣跟大自然互相依賴、共存，這個觀念很重要，才可以創造持續性的文明。這新

文化的思維，就是新生活。追求怎樣的生活是很重要的。在那個生活之下，我們才來

談要追求怎樣的經濟發展。混和那個共存共亡、可延續的文明、地球村文化之概念，

以此開展經濟、開發經濟，這才是人類之福。否則就如同我剛剛說的，我們現在使用

的產品將來都會成為污染地下水源的兇手。當企業沒有想到更長遠的時候，他的產品

就會急功近利，濫用資源，這種短視作法是很恐怖的。我也沒有新經濟的答案，但是

我要丟出這個球來，因為假使我們不去思考，那麼最後我們終將自取滅亡。所以一個

人格局要很大，中小企業的人更要有大格局。立足在台灣上，更要有大格局。因為我

們很小，我們的文化要能彰顯，要靠我們的格局、靠我們的心胸，否則這小小的地方

很容易被邊緣化。所以我在這裡呼籲大家，可以思考這件事，且應該從企業先做起。

這裡我要講個例子，今年前十一大獲利達百億的企業，有五家是某某集團的，而法藍

瓷剛好是那個集團的下游廠商之一。我們苦哈哈，材料很貴，他說石油漲價囉，現在

不買以後漲的更兇喔。結果新聞一公佈，原來他賺這麼多錢。現在的社會挺麻煩的，

每個人都為自己，已經沒有所謂價值鍊、共存共亡的關係。這些企業殺雞取卵，這種

作法、這種觀念是對或錯，留待大家判斷。 
 
所以我希望可以從企業做起，今天跟大家談的就是這些，謝謝。 
 

 
 

Q&A  
 
Q1：對於同樣是賣藝術的其他外國品牌，法藍瓷的定價是相對低，但品質卻更勝

一籌。不知道您是如何訂價的？ 
 
A：創辦世界五百大企業的人說過一句話：「老闆自己要去做定價。」因為訂價就

是定位、定格。依照你所要訴求的族群，他們可以付什麼價錢。所以我一直要你們去

體驗那個族群的生活，你才有辦法去定價。需求因人而異，有人覺得一幅畫五萬元不

貴，有些人五百塊都嫌貴，所以必須去理解目標族群的需求才去定價。訂高了會賣不

好，訂低了生意也會很差。這就是做生意的竅門。這個竅門我現在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一定要親身體會你的客戶過著怎樣的生活，從這裡去定位，是很重要的。你假如想

要做 Walmart 一樣的生意，很簡單，很低很低就對了。因為那是 cheap culture。 
 
Q2：仔細看法藍瓷的作品，裡面有許多運用到中國和大自然的色彩與元素，如何

能夠發展出源源不絕的想法？是要把台灣推出去，還是要把外國拉近來？ 
 
A：因為我們產品喜歡中西合併，集中、外，現代與傳統於一身。我們產品的風格

有五樣風格，其中一樣時尚。什麼是時尚？就是所謂的 lifestyle，不管是生活的態度、

思維或是行徑，讓很多人產生共鳴，很多人都想跟進，但是又是大部分的人跟不上

的。要是大部分的人都跟上了，那叫做流行。當流行開始的時候，時尚人士又要開始

開創新的時尚。所以我們在懂得這時尚的定義以後，我們就懂得怎麼滿足人類的需

求。什麼東西會讓人家共鳴？講一個故宮數位化的例子，你們就會稍微明白。故宮收

藏數位化的意義在哪裡？其實很少人知道，讓我來詮釋一下。可以進入故宮收藏的各

朝代文物，一定是當代時尚的產物，漢、唐、宋、元、明、清這些朝代，請看看他們

的時尚產物，有沒有共同的特色？我們在講的這個形狀漢代就有，而且進入宮廷為皇

宮貴族所用，這樣的形狀在清朝仍可見於宮中，代表人類的美感沒有改變。大家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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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認為這個形體是漂亮的。現代，這樣的形體也常見於生活中，幾千年來人類的美感

沒有變。所以重點是什麼？西洋也一樣。當他們接受了中國的瓷器以後，他們有很多

造型都跟我們古時候美的形體是一樣的。中西方研究比對以後，你就可以找到「求同

存異」的地方。很多人認為你要獨特，要與眾不同，忘了一件動作，你要先了解什麼

是「同」。沒有了解什麼是同，是無法創造出好的區隔的。就好像你到阿里山看到的

夕陽是漂亮的，難道你到直布羅陀，夕陽就變的不漂亮了嗎？這代表了美感的一致。

也就是是否能夠找到一致的美感，是很重要的。我們公司喜歡談新藝術，新藝術跟唐

代很接近。唐代的飛天飄逸流暢，色彩非常鮮艷。西元 1900 年代，新藝術也是流暢，

色彩鮮豔。所以中、西是有共識的。找出從古到今的共識點，應用於現代時又不能不

融合現代市場的需求。因此從現代的需求往回推，找出中外古今共通點，創造出新的

美感、造型與色彩。我們重點還是在市場的資訊要回饋給設計人員。設計是可以天馬

行空，培養出習慣，當我們給予設計師市場資訊時，設計師才能很敏銳迅速的設計出

適合當代的設計品。 
 
Q3：究竟法藍瓷這一串商品設計系列是如何產生的？如果不涉及商業機密，總裁

是否可以提及是否有一定的模式可循，或是操作上的手法與規則？ 
 
A：（法藍瓷設計部門主管李光裕）其實設計團隊隨時都要接受總裁的考驗，這種

考驗是一個養成的過程。訓練設計師可以從日常生活中培養好的習慣。舉個例子來

說，和總裁一起出國在機場時，所有的設計人員都不敢輕忽，因為總裁隨時會問你這

些品牌現在流行的是什麼顏色、什麼樣式。假設現場有九個品牌，他會要求大家各自

去看，然後回報說哪些品牌的設計是你最喜歡的，哪些是你最不喜歡的，還要說出原

因。 
 
Q4：（台大商研所黃重興教授）誰最後拍桌子，決定法藍瓷的設計 
 
A：（法藍瓷設計部門主管李光裕）其實阿，我們設計團隊，隨時都要接受總裁的

考驗，我是說這個是一種養成，他訓練我們從日常生活養成，我舉個例子，我先說從

日常生活的養成，跟他出國的時候，在機場的時候，我們要隨時皮繃的緊緊的，因為

他隨時會問你說，現在那些品牌流行什麼顏色，他會考你，就是說現在這邊香港機場

有九個品牌，大家都先去看，看了之候選你最喜歡的，那講原因，挑兩個出來，還有

覺得最失敗的是那個，流行是什麼，他時尚抓的是什麼元素，他無時無刻都在 PUSH
你，就是說，他其實是希望我們養成對生活的敏銳度，然後從我們日常生活的觀察，

加上公司原有的很多會議，行銷那邊也會給我們不同的資訊進來，所以每一年我們在

準備新品開發時，其實我們的設計策略和計畫是有在制訂的，所以我們會大概知道去

年的東西，根據排行榜和不同的市場 feeback 回來，大概有哪些問題，新作不能再照以

往那樣走，我們要用比較新的角度去詮釋，比較新的策略去改變，讓他變更好，所以

我們都有在定設計策略和計畫，但是我們的變化性高不高，其實我們常常在變，一個

創意的東西其實就是常常在變化的，我們可能說今天，在某一個地方，某一個市場回

應我們說，現在有一個機會，一個不錯的機會，我們可以嘗試看看，總裁這邊會馬上

說我們要開個會，不定時我們設計部門都會跟總裁開設計會議，那他也希望說，設計

師他可以自己提出不錯的案子，其實全公司他都希望說，不管你是不是設計師，如果

你可以提出不錯的點子跟創意，他都滿能夠傾聽的，所以其實整個公司都在這樣的氣

氛之下，設計師因為總裁也會常常來點你，問你最近在做些什麼阿，在看什麼比較感

動的東西，有什麼新的想法，所以設計師平常也是要多關心現在的生活，現在的時

尚，大概是這樣，請總裁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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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說的很好，我們基本上考試不是這樣而已拉，九家店我會說，每一家店都

不一樣用色，統合下來，哪些色是最共用到的，不瞞您說，這是機密，這些名店歸納

下來是黑跟白最常用，每家店都有他的特色，木器的顏色也有淺棕色和深棕色，沒

錯，我們是從這些地方先考慮，我們逃不掉，一個 object 一定有形跟色，哪些形哪些

色是一致的，這是我們教大家求同的方法，這個動作很少人做的，是商業機密沒錯，

很值錢阿，你做了這個動作以後，你才知道如何求異！比如說，我們到倫敦哈洛德，

那我要先去看哈洛德他們的店是怎麼擺，他們的產品是哪些產品，先求出來，大部分

人是用機械生產出來的，貼花的，形狀不複雜的，結果大家都很類似，哈哈，我就有

很大的機會！大家瞭解嗎，所以你們要做生意，一定先去認知別人的同，才能求到異

拉。還有誰有什麼問題嗎？ 
 
Q5：陳總裁你好，我是 94 商學 EMBA，剛剛也有請設計師講如何設計的，在貴

公司介紹裡面，有提到說立志成為全世界第一的中華瓷器公司，非常令人感動的願

景，我想瞭解中華的定義是貴公司的公司所在，還是產品的定位，那如果是定位來講

的話，從視覺上來看，除了產品本身名稱是 china 之外，裡面呈現在形象的部分，以個

人的淺見來看，大部分用花鳥蟲魚，珍禽走獸，幾乎佔的比例比較高，他的型態來

講，跟中華文化傳統的部分相比較，中華文化也不見得能呈現出來，那中華文化歷史

淵源悠久，又是地大物博，貴公司對於中華定位來講，除了呈現一些故宮舊的文物方

面，到底對中華文化的傳承，除了形以外，他的意念的部分有沒有什麼樣的想法。 
 
A：很好，其實我們中華文化很多元，中國人可以接受很多外地來的東西，像是胡

琴，胡樂拉，也可以接受佛教拉，基督教天主教拉，所以中國人心胸非常寬大，早期

很懂得願意跟人家交流的交換的，所以我們才變成一個淵博的文明古國，中華是一個

文明古國，所以我們其實很想要追求有品味有品質的生活，因為我們已經活得夠久

了，那這個文化的打造，剛剛在強調的，不管是我剛剛提倡的新文化也好，其實我們

中國人從以前就一直喜歡想要打造一個新的生活，這裡來講，我們曾經有多少種不同

文化的結合，你去考古的時候，你會發現中國非常多元的文化，怎麼樣才代表中華文

化，或者你說看到我們的產品不太有中國的味道，我也不盡然同意拉，因為其實說，

我們第五大發明就是陶瓷，這是中國的，這是很重要的文明的結晶，我講文明的結晶

是因為，早期中國可以從做陶跳到瓷，是因為我們發明了導焰窯，我們可以導這個火

焰，所以可以讓這個窯爐的溫度，可以提升到千度以上，這是比較不像在 open air 情

況，你做陶的時候，在 open air 就可以做到，但是你要做瓷就一定要在千度以上，所以

我們文明結晶的意思是說，當你可以燒到千度以上時，你就可以製作消鐵如泥的刀

劍，但是中國人不是，他是做瓷，是一個很有人性的產品，乾淨俐落潔白，所以他這

個產品出現，所以有一句話很重要，德國人的 1709 年開始製瓷，也是第一家歐洲製

瓷，他跟我寫 e-mail 說，感謝中國人製瓷，否則我們還在用鐵盤子，木盤子吃飯，所

以聽了這句話，你就可以知道這是中國文明的結晶， 
 
那中國人文明的思維就是，你知道陶瓷改變了人類生活的一種行為嗎？你們大概

不太知道，我跟你們解釋一下，因為你大量外銷陶瓷吸引了歐洲人，他們認為如白金

貴重，歐洲人本來比較粗魯，他們穿著比較粗麻粗棉或皮毛的衣服，當他們接觸到我

們的絲綢，從來也沒摸過這麼輕盈這麼柔順這麼華麗的衣服，所以他們把衣服換掉，

有點像我們現在要換西服，我們從沒穿過這麼輕鬆自在還有創意的新衣服，這文化是

可以交流的，互相共鳴的，當他們覺得我們產品好的時候，產品就帶動了文化，所以

產品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所以文化就形成了，現在我們每個人都不穿唐裝，不穿旗

袍，因為我們覺得自由，是的，所以你看這兩個行為就知道，這是文化改造，所以你

說中國的文化是什麼，我不認為一定要看到很多古代的形象的東西就是中國，不是，

我們是要嚮往一個怎麼樣過品味品質的生活，這就是文化。但是因為我剛剛講，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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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china 陶瓷，所以我們想用我們自己的發明爭回一口氣，不是要仿古復古，那樣子我

們就裹足不前不進步，所以這個狀況下，只要有那些 DNA 在，我們講說喬治雅曼尼，

從來不說自己是義大利人，甚至，愛因斯坦過世了，他的墓誌銘是什麼，我看一本書

寫的，我自己沒有到他的墓碑看，書上寫說，很高興到地球一遊，你會發現愛因斯坦

他的格局更大，他不會說自己是猶太人，他也不會說他是美國人，他甚至不願意承認

自己是地球人，所以他這一生只是到地球一遊，我剛剛一直在強調台灣人要有更大的

格局，我們到了這種斧底抽薪的情況，沒有辦法，我們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假如沒

有這樣做，我們不曉得要往哪裡走，我剛剛是想要告訴你，關於中華的元素，其實你

要創造一個全球的生活文化，全球的思維，你看耶穌的哲學思維，就是一種文化價

值，也是一種永恆的價值，兩千年來，西洋人奉行著耶穌的哲學思維，他的主軸不會

變掉，孔子也是，他創造的文化價值兩千五百年，到現在我們還覺得他們哲學思維，

可以當作我們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釋迦牟尼也是，蘇格拉底也是，蘇格拉底如果可

以活在台灣，那很好，因為他說，一個城邦要是沒有正義知性勇氣道德，請你就不要

進去，跟孔子說法亂像的，危邦不入，所以你看到我們台灣好多人不見了，這是有沒

有關係我不知道，可見環境的造成是多麼的重要，我們假如台灣不變成最時尚最懂生

活的一個國度，你有機會嗎？人家會來認同你嗎？會來覺得你有文化嗎？所以我提出

這樣的一個感覺。 
 
Q6：陳總裁您好，我是工管系二年級，然後我想請問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誠如

您剛剛所說中華文化其實是很多元的，所以我很好奇，如果你們來到完全陌生的國

度，你們如何在短時間內讓他們瞭解，你們產品所闡釋的文化和意義，第二個，你們

對於自己產品的定位在哪裡，如果以價格上來看，你們的價格比起歐洲瓷器精品，沒

有像他們那麼貴，而且還差滿多的，所以這讓我有點疑惑，這到底是不是在走一個高

階的市場，你們的目標顧客群到底是哪些？ 
 
A：我從後面那個問題先回答，這就是說，歐洲有一個現象，歐洲的老牌廠商阿，

他們現在面臨了很大的危機，要工沒有工，所以他很難，一天付出 25 美元一個小時的

工資，都找不到工人，因為像你這位大二學生，你想不想進陶瓷廠工作呢？你馬上搖

頭了，所以你會發現歐洲年輕一代不再進陶瓷傳統產業了，所以他們傳統產業就凋

零，那當然會越賣越貴，然後消費者就會覺得你在搞什麼鬼，怎麼會這麼貴，就算以

前他們的客層都開始埋怨了，所有的歐洲人美國人通通一起埋怨所有的歐洲品牌，我

講陶瓷喔，我們看到這個商機，不需要這麼貴，但是有沒有品味有沒有品質？我們做

到了，那我們就發展了一句口號：藝術要生活化，生活要藝術化，我們用這樣的口

號，這群人馬上就認同，藝術要生活化，而不是高不可攀的，不是的，所以我們找到

這個商機，切進去的是一群對歐洲高價品牌很喜好的人，但開始在埋怨他們怎麼賣這

麼貴，他們不是沒有這個錢喔，但是有錢人也會埋怨今天怎麼豬肉漲價了，有錢人也

會這樣子喔，對不對，我們發現從這個點切進去是挺好的，所以我們在倫敦哈洛德已

經五年了，甚至今年要給我們掛牌，這是很大的殊榮，在這種狀況下，哈洛德給我們

資訊是，你們是賣得很好，幾乎可以很高分的品牌，救代表王宮貴族進了百貨公司，

也買法藍瓷，像尼泊爾皇后，她到了哈洛德，幾乎櫃子上的每個地方都要拿下一件，

拿下一件就通通沒了，你說他，會感動會喜歡，這群族群，就是我剛剛講的，跟現在

的歐洲陶瓷所謂高格調的品牌們，我們要跟他平起平坐，所以我們要定位在那裡，但

是呢，我們要比他們還物超所值，因為很簡單嘛，進了倫敦哈洛德百貨公司的買者很

有錢，但是他還是會拿起來看看說，唉呦，很獨特喔，看起來又很親切，那我們看起

來又很時尚很現代的感覺，所以我們的風格吸引了他之後，他決定要買回去給她的老

公看一看，嚇嚇他，讓老公猜猜這個價錢是多少，她老公假如是聰明的老公，一定會

故意猜的很高，這一定買三百塊對不對，哈哈，錯了，若是不聰明的老公，就會說大

概用十五塊買的，老婆馬上洩氣了，各位男生知道要創造他人價值喔，要記得，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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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老婆比什麼都有價值的，所以故意要討好她，故意猜錯，所以老婆就很開心，錯

了拉，其實才一百塊，他玩到這裡，已經物超所值了，不瞞您講，他那產品有沒有擺

出來我都不知道，我有好多顧客買了我們的法蘭瓷的產品他都不見得擺出來，每樣新

產品他都想買，但是它都擺在倉庫裡，很多人是這樣，他買當時的氣氛跟感動而已，

還有擁有感。有錢人是過這樣的日子，所以你要去體會，因為你現在是大二，比較麻

煩一點，所以這是我回答你的第二個問題。我能不能再問你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Q7：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法蘭瓷要怎麼賣到不認識中華文化的地方? 
 
A：我剛剛有說，我們不會去說 GEORGE ARMANY 他是義大利人，我們賣過去

的方式是我們揣摩，這個全球化共通下的美感是什麼，它的需求是什麼，所以那個國

度它會喜歡，所以我們公司也上了丹麥的報紙，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很棒，就會在報上

免費報導我們的東西，好多國家俄羅斯也有，這個就是你要怎麼揣摩一個國家、國度

的品味與生活，所以你不用強調你來自什麼國家。那什麼時候要強調呢?售後服務的時

候，當你已經賣出去的時候，”啊中國的啦，有意思哦!”，那時候是你做文化工作的時

候，不是現在，我們說產品要很低調的進去，就像傳佛教、傳基督教的時候也很低

調，因為假如傳文化時你太大方地進去，會很危險，進不去的。就像要把台灣的米要

賣到日本那時候一樣的困難，就會賣不進去。剛剛有一個問題我沒回答到。因為我剛

開始有提大自然是我們的母親，所以將任何大自然主題都有你覺得親切。我們有五大

風格，第一個是有特色，就周杰倫一樣酷酷的，但酷酷的很容易就給人感覺不親切、

容易失去機會，所以我們的第二個主題就是要親切。所以我們的產品可以很獨特地吸

引到顧客，因為你到賣場可能有一千樣東西嘛，當你看到它，你拿起來，那個產品開

始要有親切感，因為你產品是陽的啊，所以你產品本身一定要有親切，那什麼主題比

較容易親切，恩…大自然是你的父母親嘛!就很容易有親切感，大自然不會傷害你嘛，

所以看了就很親切，是不是?我們公司不做美女、更不做裸女，知道為什麼嗎?你說男

生不是很喜歡裸女嗎?可是單身的男生沒什麼錢，所以他不會買一個裸女回家，已經結

婚的男生假如買裸女回家一定會被打一巴掌，女人也不會買裸女回家，因為女人永遠

是第一女主角，別人都不是，所以，沒市場，所以你用什麼東西做主題也很重要，這

也是我的商業機密。(笑) 
 
Q8：我可不可以順著這個問題再問一個，你們為什麼特別喜歡用蜻蜓或蝴蝶做為

產品的主題? 
 
A：為什麼蝴蝶比較多，因為”周公夢蝶”，蝴蝶它代表的是一個幻影，是啟發你靈

感的，所以蝴蝶是一個很好的主題，它有禪味，而且台灣是蝴蝶王國，我們的產品有

暗示性，我們公司很低調，像我們做八色鳥，還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傑出

工藝的認証。我們公司很低調，不知不覺的帶了一些元素進去，因為假如你大落落地

做就沒機會，這是現實面，所以我們親切感是這樣說的。 
 
Q9：您好，我想問一個有關行銷的問題，你們說你們行銷的管道，很多是透過參

加國際的博覽會介紹出來，例如國外的產品他們就是參加鶯歌的博覽會，我在想他們

想把他們的商品變成一個藝術品。那我就想法蘭瓷就像從博物館出來的，他跟故宮也

有一些合作，我想請問你們是把它當成藝術品來訂價或是商品來訂價?這是第一個問

題。第二個問題，像歐洲的東西會強調有些東西是王室用過，大家就會覺得買了有王

室的品味，那不知道法蘭瓷有做這樣的事情嗎? 
 
A：我想行銷的方式有很多，第一個我想把法蘭瓷定在功能型的藝術品，你可以拿

來用，但是他是藝術品，像 LV 也是藝術品，假如你的生活水平到了你也可以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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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其實行銷的手法很多，首先我們把公司的產品定位在 functional art，功能性的藝術

品，你可以拿來用，但是它是藝術品，像 LV 也是藝術品，你也可以用，假如你生活

水平已經大到一個程度，你可以把 LV 拿來用，很多女孩子生活水平沒到那哩，勉強

買了一個 LV 或他把它捧的比他 BABY 還 BABY，所以他怕括到、怕你撞到，然後他

就變成 LV 的奴隸。是的，所以你到什麼水平就用什麼樣的東西，是這樣的。那我個

人是覺得我們公司的這個藝術功能的用意就是說：「可以用，就是得到另外一個價

值」，那就是藝術，你可以感受到很舒服，然後我們把商品定位在 fucntional art 也是

想把藝術生活化，我們潛移默化將藝術做的比較 reasonable price，那麼某一種品味的族

群大量的使用，那麼我們就是可以把文化產業做的很好，可以讓大家知道我們想要過

的一種生活方式。那在藝術品的訂製上，像在我們和故宮合作的產品只限量 88 套，那

這次和北京故宮合作的作品只有兩百套，是用古代皇帝龍袍上的圖案來製作的，在設

計完後是由法國來加工的，所以現在掉換過來了，換成法國人幫我們代工，那這樣就

是利用限量的概念，由故宮來授權。而後面是有故事性的，因為我們發現在路易十四

的時候，很想跟中國通商，所以他送了水晶玻璃給康熙皇帝，但是當然沒有收到，因

為船到了廣州就被荷蘭人給攔截了，但是路易十四不死心，請了法國傳教士告訴康熙

他曾經送過這樣一件禮物給他，康熙皇帝聽了很大方就送了路易十四中國的陶瓷，而

這個產品到現在還在法國，所以我看了這個故事我就很感動，代表了古時的皇帝就很

想通商，代表了友誼的象徵，所以我就跟北京故宮說，現在有一個這個好的東西，請

法國重新打造一下再送給台灣故宮好嗎？北京故宮答應了，所以就授權給法藍瓷，並

且交由我們來設計，而法國來打造，前陣子的新聞還報導法國總統因為這件事情而接

見了我，但為什麼要見我呢？因為法國品牌要進入中國很困難，所以藉這次總統的

「加持」，希望能夠殺進中國，否則中國人根本不知道法國的三大品牌，所以三方面

大家都贏了，而且消費者買這套瓷器除了將來可以增值之外，他更具有歷史意義，沒

有人是輸家。所以我說：「一個好的創意是在創造很多人的價值」，這就是我們行銷

的另外一種手法。我一直強調一句話，你有沒有辦法創造其他人的價值，如果你都只

有想到自己的話，那你就輸了。 
 
Q10：其實在台灣很多人都談藝術和文化創意，而演變成很多的創意變成創業，而

從我手邊的一些資料發現法藍瓷大概經營了四到五年，但是我們發現，雖然很多創意

變成創業他有很好的 image，不過像是我在宏碁工作，宏碁有很好的 image，可是我在

財務上也發現他也岌岌可危，因此我們盡量還是要去趨避，所以我想請教的是就法藍

瓷的產品和 brandname 的話，他本身四年多來是否已經獲利了，另外一方面，從創意

到創業，要從創意中走出來，從業務上要得到 return，讓更多人願意走出來，那其中不

知道您有沒有甚麼可以跟我們分享的想法？ 
 
A：雖然法藍瓷在全球個營業據點的營業額沒有想像中的高，但我們在計算獲利時

是採用 FOB 計價的，因此若是以零售價格那應該會更高出許多，畢竟法藍瓷在台灣的

直營據點只有 27 個，大陸也只有 23 個，所以直營店只有 50 個，但全球的營業點卻有

五六千個，因此我們的策略是先佈廣再佈深，因為要先打廣，所以假若我們的直營店

生意可以 DOUBLE、TRIPLE 就厲害了，所以今年我們最重要的通路服務，假使我們

可以找到人才可以到海外據點，那這樣我們的營業額要倍增就變得相當容易。因為大

家都可以發現，現在每一家的據點的每月營業額大概只有 3000 美金而已，雖然看起來

很弱，但是看起來卻又很有機會。畢竟這個品牌才出現五六年，假若我們公司要算計

的話，法藍瓷可以很獲利，但是因為我們公司要打國際戰，所以我們不計現在要獲

利，我們積極培育人才，把這個組織架構做的穩定下來才是重要的，而不是急著要獲

利。所以全球佈局就要花費很多時間和金錢，因此我的想法就是利用長期的佈局把人

才培養出來，品牌將來就可以以好幾倍數的方式來成長，而這才是重義的，所以這是

我回答的第一個問題。那麼將來創意創業的人呢，很單純嘛，假如你的創意可以利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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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多人的價值上，任何一個好的 IDEA 若能被執行出來，那我相信你可以創業，更

何況這是世代是 product driving，如果產品有辦法先推出來，即使沒有財務經理、沒有

品牌經歷，只要是好的產品，就有很多人會來幫你賣、來幫你做帳，所以產品一定要

好。那麼要設計好產品必須要對生活體驗要很豐厚、對他人的需求要很了解，所以好

產品是這樣來的，若在加上他對生產流程很了解，那他就可以做到 cost down 的辦法，

就可以大量生產且價廉物美。所以呢，我覺得創業就是因緣際會，但最重要的是要評

估自己是不適合創業，因為若不是大心胸的人，就很不容易去為他人設想，不容易有

去成就他人的精神，除非你是要去當發明家，因為發明家和服務業又不太一樣，因為

發明家發明東西就可以賺大錢，而這兩者就有差異。所以說文化創意產業是很值得推

動，因為我覺得人類就是要生活，生活的產業是除了物質文明之外，精神文明也是很

重要的，因為已開發的國家是比較重視精神文明的，他需要這個東西，在物質上他已

經不缺了。 
 
Q11：總裁好，我對您的精神很感動，因為我覺得您的創業就是在延續中華文化的

價值，讓我覺得敬佩，可是我有一個疑問就是說，因為您剛剛的主題是說，China is 
China，from China back to China，但是如果當你在推廣這些和出這些口號的同時，有其

他產業再做更 china 的東西，類似汝瓷這種東西，你要如何去說服國外的消費者是去買

你的法藍瓷而不是這種更傳統的汝瓷？ 
 
A：因為其實與日俱進，文化都在變革，因為現在外國在模仿中國的例子實在太多

太多了，我舉個例子：皇家哥本哈根的總裁跟我在上海第一次見面，他第一句話就是

SORRY，因為他們公司已經模仿中國一兩百年的，不信的話你可以去看皇家哥本哈根

的圖騰，他現在賣得好的就是青花的圖騰，我剛剛叫大家看哪些東西還流行、哪些東

西還在被消費者接受，像是元朝就被發明的青花，已經使用多久了，可是人們有時就

很有趣，十分的戀舊，哥本哈根只是把我們青花圖騰放大而已，結果就很暢銷。是

的，他懂得用我們的元素，但是他要先跟我說 SORRY，因為我們頂著中華文化的光

環，而且陶瓷是中國的第五大發明，所以我想這是可以說服老外的。所以雖然我們現

在看不到過去的元素，是的，我們要活在當下，要結合現在人也可以接受的產品，像

你剛說宋代的青瓷汝窯，我不然您講這真的是很落伍了，因為只是在仿古和復古，因

為若是青瓷比較有市場的話，那麼為什麼青花現在會比較流行，各位可以去思考，文

化假如不能讓人感動、沒有感染力，那個東西就會慢慢的不見了，而為什麼青花還流

行，因為青花讓大多人接受，讓人感動。而為什麼一些小地方的文化，像是冰島的文

化、蘭嶼的文化、高山族的文化為什麼慢慢不見了，因為他沒有創造出大眾感動的力

量，你雖然可以說他很好，但是他本身並沒有產生 life style 的共鳴，所以很多文化都

是這樣子，所以請不要再迷思了，不要認為那些已經落伍的文化我們還要去接受，因

為世界的潮流已經不是朝那個方向在走，但是假如那些文化有志氣、有品味而且想要

創造出好品質的人，他試著應用剛剛講的弱勢和優勢的不同，而慢慢打造出他的優勢

的文化，那就是我的挑戰，所以我剛剛在講，台灣雖然很小，但是我們的格局要更

大，理由就是這樣，唯有這樣才能造打造出我們新的文化，才會讓人家共鳴、接受，

然後我們才可能更有機會，變成是 leader。那麼當然我們的心術要很正，才有可能會是

一個 leader，否則我們只是想要搶頭、搶第一，重要的是我們要創造他人的價值。 
 
Q12：（台大商研黃崇興教授）問我也藉此請教總裁，景德鎮難道沒有創意嗎？他

們也做了很多現代陶瓷、現代工藝，也在從中創造出一些現代的價值，難道他們沒有

創意嗎？ 
 
A：景德鎮的困難是來自於一般景德鎮都是仿古復古的產品，因為他們有觀光客的

需求，而且他們也很喜歡欺騙觀光客，尤其是日本人，喜歡哄抬價格之後再大力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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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這就是他們的麻煩，所以守株待兔就變成小小景德鎮的攻防，因為以前窮怕了。

記得以前我在廣州遇到一個小乞丐，一時心軟就給他 10 塊，給了之後就馬上後悔，因

為小孩馬上拿著錢開心的他爸爸說；「十塊欸！」那是十五年前，十塊是多麼大的一

個數字，不過他就會認為甚麼都可以不勞而獲，終生守株待兔，一輩子都會在當乞

丐。所以我後來就再也不敢給年紀小的小孩錢，我那次真的是教育錯了。那景德鎮的

麻煩就是景德鎮過去比較偏僻，因為做給皇帝就比較驕傲，因為驕傲所以沒有進步，

認為這樣就夠了，而且他也比較內陸。而現在的工坊、工廠輸在沒有產業化，所以說

他雖然可以打造出現代不錯「陶藝」的藝術家作品，但是他們沒有產業化，所以我們

公司在景德鎮現在也設廠在那兒，景德鎮旁邊有高嶺村，現在全世界都用高嶺來當作

瓷土的代稱，所以我們必須要跟陶瓷的故鄉做一個結合，記得我曾經到過德國，德國

的古中國地圖上只有三個地名：北京、西安和景德鎮，所以景德鎮當時是多麼的了不

起，所以他現在守著他的過去，沒有機會進步，但在我們進去之後，他們有了一些改

變，因為他們看到法蘭瓷可以這樣做，那可能很快也可以追上，事實上中國人很厲

害，因為以前制度的關係他沒有走出來，那將來有沒有機會，我想機會是很大的。因

為中華文化實在太豐富了，所以非常希望法藍瓷可以將中國的歷史和思想的藝術生活

化，將中華文化的儒家思想、唐詩詩經藉由這樣的藝術品帶到我們的生活，有這樣的

一個小小的期待和想法。我這輩子也賺了，所以我現在要顛倒過來要先創造文化價

值、社會價值，最後才是企業價值，和你們的創業比較不一樣，但是假如我現在沒有

拋出這個球來，那麼你創業的願景和基礎可能會不太對，所以我是拋一個球給大家做

參考。這不是一個絕對答案，我非常期許大家可以創造一個新的文化，用新的精進方

式來打造一個新的文化，因為我們也看到很多高科技的人企業家在做善事，但是為什

麼是在為他的產品做計劃淘汰，而不是在做改善，因為這樣製造了太多垃圾，賺了錢

之後才開始做善事，而不是在他的產品中就做善事。像我們法藍瓷在製作燒瓷時，過

去的技術是需要到 1300~1500 度才可以製作，我們現在只需要 1205 度，這也是我們的

機密，也可以減少很多二氧化碳的排放，我們還有沒有辦法找到一個比過去更環保更

有效率的方式，而這就是企業家的責任，這不是一個絕對的答案，做參考，但是你們

要有不一樣的答案 
 

 
 
黃崇興教授結語 
 

謝謝陳總裁，其實政府一直將文化產業轉變為文化服務產業，像是我也很喜歡看

日本的卡通漫畫、韓國的韓劇也很好、香港的電影劇本也不錯，賣到海外也得到了不

錯的獎項和評價，然而台灣有甚麼可以推出去，我們上次也請到雲門的林懷民先生，

而這次有我們法藍瓷的陳立恆先生來跟我們講我們該如何去做，就如同他自己非常謙

虛的講一件事情，這個絕對不是一個 EXACT，這就一定是一個文化創意產業的模型，

他不過告訴大家他的想法、他的基本的理念以及他的一整個過程是如何，所以我想他

的那一句話很好：「他只是提供大家一個參考，沒有甚麼是一個 EXACT 的答案。」

他只是告訴我們大家創意到創業還有他一整個整個過程生生不息的方式而已。我們再

次感謝陳總裁。 
 

郭瑞祥所長結語 
 
        今天謝謝大家參與這個演講，一方面我們這個課也同時配合了孫運璿講座。那今

天在這個地方，我自己也要做一點點 comment：我們在尋求一個創意、商業的領袖，

我們在看他的 Vision，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去感受到，我不敢去說他是對或錯，但至

少我可以提醒大家，今天陳總裁並沒有告訴大家他的背景以及創業的起源，我倒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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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大家可以多思考這些。我在聽演講的時候就在想，如果一個創意、一個願景，沒有

過去的歷史以及過去的經驗做基礎，那其實是沒有道理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原因與

根據。所以其實大家可以從這樣的角度去思考，我們在這個地方花很多時間去講創

業、創意、創新，同時我們這個講座也在作一件事，我們不要再把那些已經很成功的

科技業放到這邊，我們想要讓大家看到如何把一些最難，最沒有辦法商業化的一些事

情要如何去進行，你有沒有看到一些基本的元素在那裡？我覺得這些東西其實是大家

可以去思考的，它的 Business Model 是不是很完整了或是它的產品設計是不是很完整

了，我想這是一個演進的過程。但你有沒有感受到，當一個人在思考他原來所有的一

些要素的時候，好多創意就從這裡出來了。我們再次謝謝陳總裁今天對我們的分享，

我們一起鼓掌，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