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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新名詞，但現在已逐漸影響你我的生活；但互聯網真的什
麼都能加嗎？
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張庭庭表示，互聯網+其實是藉數位
科技與聯網工具的日新月異，讓各行各業顛覆以往，形成新
商業模式、新業態。一加一不只大於二，還可能大於一百甚
至一千。換言之，它並非數學習題，而是變化無窮的化學效
應。
輔仁大學廣告系專任副教授蕭富峰則認為，就生態系而
言，互聯網＋是一個打群架的模式，藉由結合合作夥伴，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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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人愈多的平台人愈多，從而得以吸引更多合作夥伴的加

本月刊內之文章均為作者之意見，不
代表本社之立場，文責亦由作者負

入，進而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

責。版權所有，非經本社書面同意，

「互聯網＋」讓網路結合傳統行業，不斷創造出新的產

不得轉載本刊任何圖文。本月刊所使
用之商標或著作皆屬權利人所有。

業生態。雖然也有人質疑，互聯網＋不是萬能的，不管你願
不願意，它已逐漸改變你我世界，請調整自己的思維，期望
「互聯網＋」的新時代，不
只是加法，更能帶來新一波
經濟動能吧！
古印度以「震旦」尊稱中國，「震旦第一」
即象徵「中國第一」之意。

震旦
如旭日東昇
《震旦月刊》主編

蘇美琪 Maggie Su

「震旦」是東方日出之意，象徵
著光明與希望，震旦集團承襲源
遠流長的歷史命脈，有如旭日東
昇，散發著蓬勃的朝氣與躍昇的
動力，為追求現代文明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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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輕鬆讀

ASTER 60'

再闢網路新局面

互聯網＋的時代來了。隨著網際網路動能增強，每個經濟部門底下的各個
產業，將被帶來更高效率工作點子的創業家顛覆。
編譯

方法

1 接納並且積極練習自我顛覆

大多數歷史最悠久的公司，一開始的自然反應是坐在觀眾席，認為所有事物都將一如往
常。如果你這麼做，當市場進一步發展和變化之際，你將陷入被遠遠拋在後頭的危險。
相反的，你必須積極尋找方法，搶在這次機會的前頭，而不是從後方追趕。

管理與創新

方法

2 盡力發揮地理多樣性的效果

2014年，美國所有創投資本投資有3/4進入位在3個州的公司：加州、紐約州及麻州。
所以大部分數位創業家也都聚集在這些地區，把他們最好的點子商業化。然而，這種態
勢即將發生戲劇性的改變。對創業家來說，進入其他城市現有產業生態系統再合理不過
了。供應鏈就在那裡，產業專家就在附近，所以設置在這些地方也非常合情合理。

方法

3 進行影響力投資

傳統上，企業唯一專注的重點就是把利潤最大化。這在今天已經行不通了，尤其是對期待
企業也要創造積極社會變革的千禧世代，他們喜歡利用他們的購買力創造正面影響。影響
力投資──投資在創造財務報酬的同時，也促進社會利益的公司──將成為未來趨勢。

方法

4 學習如何和政府有效合作

政府在引進網路的商業用途上扮演了關鍵角色，而且也將在未來網路的各種應用中扮演

不只新創事業，傳統產業的機會也來了。未來，新創公司不僅會來自矽谷，也會來自

核心要角。政府可以決定哪些產業加入賽局，決定公司取得資本和全球人才庫的容易程

其他地區，以及其他垂直產業。技術雖然依舊重要，但關鍵更在於推動科技與真實世

度，以及哪種財務獎勵將快速啟動創新。不管誰掌權或哪個政黨執政，政府總是扮演核

界的結合。例如，美國農業科技巨頭孟山都（Monsanto）有數以萬計的博士人才，

心要角。

將有可能培育出許多創新公司，影響農業世界；另外好比在醫療科技領域，如果想要
向醫院銷售軟體，那麼銷售者必須知道醫院的運營方式，換句話說，非科技產業專業
人才的創業機會將愈來愈多。

方法

5 乘勢而起──設定勝出的新路線

駕馭未來，而不是恐懼未來的時候到了。賦予員工提出問題、創新和實驗的能力。未來的

隨著網路勢力擴大到更廣泛的經濟範疇，許多老牌獲利企業將陷入危機。不過，

競爭者可能會從任何角落浮現，所以你要打造一個網絡，在每個方向尋找機會。和我們擁

最優秀的領導團隊將視這波網路趨勢為可乘之機。執行方法包括：

有的許多最創新的點子一樣，最佳解答將出現在吸收各種不同觀點、來自不同地方、各種
人之間的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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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美琪；文

不管你願不願意，互聯網＋已逐漸改變你我世界，

請調整自己的思維，擁抱這些改變，未來你將擁有更多。
Either you do or do not desire, Internet Plus has changed our world gradually.
Adjustments of our own thoughts are highly recommended to embrace these
changes, so that you will own more in the future.
CHAPTER

1

CHAPTER

2

傳統產業如何迎接互聯網＋

提升平台價值

不是數學題，是化學課！

顛覆市場營運模式

張庭庭、蕭富峰

07

C

封面故事

OVER STORY

拜互聯網之便，供應方與需求方可
以直接打交道，甚至做到客製化，
因而誕生無數可能的商機。

產品導向變用戶體驗至上
當生產與消費溝通零距離，所有行業都變
成了服務業，包括最傳統的製造業。企業必
Chapter

1

傳統產業如何迎接互聯網＋

須學習將焦點從自身產品或服務，轉移到用
戶的體驗與感受，並且線上線下找到與消費

不是數學題，是化學課！
文

者的情感連結與共鳴。2012∼2013年輔導的
夏布服飾品牌「感懶樹」 早已成重慶的文創

張庭庭．甦活創意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標竿，創辦人楊青於2015年底在四川的TED
演講，以〈種下一棵感懶樹，找到回家的
路〉為題訴說創業心跡，打動台下無數人並

喊了很多年的互聯網思維，已經不足以涵蓋正在發生以及即將發生的產業革命，它

析解讀來生產產品或服務，經過層層中

獲得資金挹注。2016年，團隊再次應聘為品

已遠遠超脫網路產業的領域。而互聯網＋，字面上就是互聯網＋傳統行業，但這並

間鏈結接觸消費者，由消費者被動接收。

牌拔高形象，並為其大型新賣場操刀。

非簡單的加法公式。不是成立電子商務、開始臉書行銷、用Line貼圖吸客就算大功

如今拜互聯網之便，中間流通與溝通環節

我們以此為主題來打造這個空間，運用

告成。互聯網＋其實是藉數位科技與聯網工具的日新月異，讓各行各業顛覆以往運

大量被省略，供應方與需求方可以直接打

梯田、鏡射、光影三大視覺元素，將品牌精

行鐵律，或是異業碰撞擦出火花，形成新商業模式、新業態。一加一不只大於二，

交道，甚至做到客製化，因而誕生無數可

神透過空間展演體現，訴說「流浪，是為了

還可能大於一百甚至一千。換言之，它並非數學習題，而是變化無窮的化學效應。

能商機。影音、遊戲、網路小說、圖像

回家」的品牌心境。鏡子的大量運用，讓感

授權等內容產業早已一指直達、任君擺佈

懶樹的空間被投射出各種不同角度的影像，

不說，現在大陸各行各業的講師，也能透

再加上巧妙的燈光運用、會心文案與商品陳

過萬能的微信，招生、收費、授課一指搞

列，虛實之間，情景交融。周末還舉辦各

定。就連傳統物件也能讓顧客隨心所欲，

種手藝講座與DIY活動，讓更多人通過感懶

如淘寶上一些家具賣場，同一款式的桌椅

樹，照見內心本真，找到回家的路。品牌於

不僅可以讓買家選擇材質、顏色、配件，

是成了一個傳遞愛與美的場域，粉絲自動集

還接受顧客自行指定的圖案量身訂作。

結成立微信群組，分享穿戴某件商品的感

互聯 物、物與物，更突破時空限制與行

的不只網路，還有人與人、人與

生的明顯變革與大陸市場案例、經驗分享：

業藩籬。互聯網＋的概念與實踐，不只徹底改

生產端與消費端直接互動

變企業生態，也顛覆人們的生活方式，這在大
陸尤其明顯。以下是我觀察幾個互聯網＋產

08

傳統模式下，企業依照自己對市場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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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也分享各自的生活與工作，有些粉絲甚
加入成為股東，讓感懶樹不斷開枝散葉。

創造內容不亞於創造商品

2016年初接受貴州苗族品牌「蝴蝶媽媽」

下來各種智慧穿戴設備、智慧出行、智慧家

之委託，為其原先設定訴求為苗藥養生主

電都摩拳擦掌，打算佈下食衣住行的天羅地

題的新建旅遊酒店把脈策畫。走訪診斷後發

網，接管人們的生活。大陸的海爾冰箱是個

現，原先訴求一來過於強調健康概念，與蝴

中極致。

蝶媽媽原有的工藝品、餐廳經營品項落差過

海爾有一款叫馨廚的互聯網冰箱，號稱

正因為用戶體驗變成企業的經營核心，

大；二來將較難吸引年輕客群。苗族靠山吃

是電視、電腦、手機以外的家中第四屏。它

加上互聯網傳播本質—分享故事與感動勝於

飯，他們的文化習俗、日常生活，皆與植物

能自動提醒主人食物存量進行補充採買，而

分享商品本身，因此企業也得把自己變成自

有著密切關係，連蝴蝶媽媽的傳說都跟楓樹

且直接在冰箱上按鍵採購，不僅連結超市購

媒體，不斷創造引人入勝的故事、話題、知

有關。苗族累積數千年對天然植物的深度智

物，還與食材源頭合作，消費者可以接收原

識、圖片、文字、影音等有價值的內容，而

慧與廣大應用，估衡苗族文化特色與「蝴蝶

產地的資訊並直接採購，宅配到府。冰箱還

不是只懂得研發創造出好商品。大陸知識性

媽媽」的優勢、創辦人特質，建議改為「苗

提供千百種豐富的食譜，消費者選擇後，冰

視頻脫口秀「羅輯思維」的成功已經證明，

族植養美學主題旅店」，並與苗族文化學者

箱可以發送指令讓烤箱自動設定烘焙程序，

無形內容的資產價值絕不亞於有形物件。如

合作，找出77種代表性的苗族植物與其傳

還可以向油煙機和灶具發送指令智能調控火

前述的感懶樹，雖然賣的是服飾產品，但媒

說或習俗，團隊加以精粹改編成現代文案，

力和風力，提供專業級的烹飪體驗。最近海

體卻這樣形容品牌創辦人：「楊青在大陸文

並據此裝修佈置77個房間，讓每個房間都有

爾還跟地產商合作，將社區周邊超市等服務

創圈裡活出了一個IP式的人物。」她到處受

一種美麗的植物與故事置身其間。這樣的聚

設施鏈接起來，整合社區資源，納入其智慧

邀辦理夏布走秀、夏布茶席等活動，成為大

焦，擺脫傳統旅店賣房間的思維，既可以跟

品開發預作鋪陳。重點是，能創造文化新議

美食生態圈中，當老年人需要購買米麵糧油

陸夏布文化時尚的代表。

消費者深度溝通旅店的價值，又能為未來產

題，掌握族群代表話語權，進而擁有宣傳優

等重物或生鮮果蔬時，只要在冰箱智慧屏幕

勢。果然2016年夏季開張，立即一房難求，

按鍵下單，兩個小時內食物就會送達。這是

住客紛紛在朋友圈曬圖分享，更引來不同行

設備智慧化跨界整合資源，全力打造用戶體

業尋求合作。

驗的絕佳範例。

消費共享化與設備智慧化
共享經濟的概念大家都熟知，智慧手機
迎來Uber、Airbnb等數位獨角獸，閒置車
子、多餘房間可以隨時隨地與陌生人分享，
那麼孝敬雙親、接送小孩、時尚軍師…，何

現今用戶體驗是企業的經營核心，
加上互聯網傳播本質是分享故事與
感動勝於分享商品，因此企業得把
自己變成自媒體。

不用手機彈指就找到代勞？不過，電腦與手
機已經不再是互聯概念最煙硝的戰場，接

打破常規、翻轉思維，另一個充滿希望與挑戰的企業新疆界，即將到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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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顛覆了消費者長久以來的飲
食消費旅程（consumer journey），
也翻新了整個餐飲市場的運作模式。

不僅可以加速點餐的速度，也可以讓消費者
點到更符合自己需求的餐點。

Chapter

2

提升平台價值

顛覆市場營運模式
文

蕭富峰．輔仁大學廣告系專任副教授

隨著智慧化時代的來臨，互聯網（網際網路）不僅與人們的食衣住行育樂愈來愈
緊密結合，如Uber Eat（互聯網＋食）、Lativ（互聯網＋衣）、Airbnb（互聯
網＋住）、Uber（互聯網＋行）、TuturABC（互聯網＋育）及被騰訊購併的
Supercell手遊公司（互聯網＋樂）等，更進而多方進入人們生活的各個層面。

餐廳及前往學校宿舍發放傳單的線下推廣人

「餓了麼」創造了一個新的商業模式與生

員））。透過這個平台，消費者只要在手機

態系，藉由這個點餐/送餐平台，它將數十

上點餐、用電子支付付款，最快在三十分鐘

萬家的餐飲業者結合成為合作夥伴，讓得這

之內，熱騰騰的食物就會快速送到消費者手

個互聯網＋食的O2O模式得以順利運作，

上，這種互聯網＋的新模式，實現了從點餐

只要是搭上這個平台的業者，就可以順風順

到送餐無縫接軌的O2O操作。

水地分一杯羹，但沒有搭上的業者，可能就

藉由互聯網＋，「餓了麼」成功地創造

會面臨業績縮水的窘境，並煩惱接下來要如

了新的商業模式，讓消費者只要動動手指，

何順利營運，以及是否要加入這樣的點餐/

就可以簡單、方便地點餐，並讓各種美味得

送餐平台。

以O2O地快速遞送到府，這不僅顛覆了消

事實上，「餓了麼」並不僅僅對大陸的餐

費者長久以來的飲食消費旅程（consumer

飲市場造成衝擊，連泡麵市場也連帶受到波

journey），也翻新了整個餐飲市場的運作

及，2016年，例如，大陸泡麵龍頭康師傅的

模式，透過互聯網平台，「餓了麼」雖然並

業績出現大幅滑落的慘況，雖然造成這種結

未擁有任何餐廳，但卻有超過七十萬家的合

果的原因不只一端，但「餓了麼」的風風火

作餐廳可供消費者選擇。

火，肯定是造成衝擊的因素之一，畢竟，當

至於日益受到消費者關切的食安問題，
「餓了麼」決定採取透明化的因應對策，並

人們可以很方便、快速地吃到熱飯熱菜時，
自然就會影響其吃泡麵的意願與頻率。

領先業界推出廚房網路直播，讓消費者可以
全程監看其食物是如何在廚房裡被料理的，

螞蟻金服：互聯網＋金融

以杜絕不必要的擔心與揣測。此外，藉由引

餓了麼：互聯網＋食

12

超過一千個城市，與超過七十萬家餐廳合

進大數據分析，「餓了麼」可以幫外送人員

在互聯網＋的浪潮裡，FinTech（Financial

作，每天平均接獲數百萬個單，日營業額相

規劃出最快的送餐路徑，以提升效率，並縮

Technology（金融科技）的縮寫）是一個

「餓了麼」是2008年在大陸成立的網上訂

當於台幣十億元，旗下員工超過一萬五千人

減消費者等待的時間；在消費者下單的時

日益受到討論與重視的課題，並對人們的日

餐/外送平台，如今，這個平台在大陸已擴及

（包括六千名左右的地推（負責實地拜訪

候，系統也會自動推薦適合消費者的餐點，

常金融相關消費行為產生各種不同的影響，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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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打群架模式 讓平台價值不斷提升

與傳統金融業者不同的是，螞蟻金服只

了11年可觀的數據資料與交易紀錄，也讓螞

做長尾客戶，不做傳統金融業者鍾愛的大客

蟻金服擁有阿里巴巴集團強大的資源挹注，

阿里巴巴在2007年就開辦網商貸款，螞

戶，它只接受不超過20萬人民幣的小存與

這些寶貴的資源對於螞蟻金服的數位金融操

蟻金服成立後，就由「螞蟻小貸」接手進

不超過500萬人民幣的小貸，透過快速、小

作起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作用。

行企業貸款或個人貸款。等到2015年6月25

額，分散與大量來控制風險。不論是小微企

由於意識到大陸信用體系並不夠完美，螞

作的。就商業模式（與消費者）面而言，互

日，浙江網商銀行正式營運之後，螞蟻金服

業或個人信用貸款，「螞蟻小貸」的貸款對

蟻金服乃決定自行建立自己的徵信機制——

聯網＋的操作是從消費者痛點與市場缺口

就成為擁有第三方支付、銀行、徵信、基

象都是阿里生態系（包括阿里巴巴、天貓及

「芝麻信用」徵信公司，透過自建網路金融

切入，並以消費者洞見為基礎，再加上大數

金、保險、租賃執照的完整金控集團，差別

淘寶網等）裡的商家與用戶，申貸者只要透

生態系的底層架構，並藉由大數據與雲計算

據、AI等數位科技的協助，一方面藉此對消

只在於螞蟻金服是一家純網路企業，完全沒

過網路提出申請，螞蟻小貸就會綜合集團大

的協助，以確保螞蟻金服可以在非常短的時

費者有更深入的了解與掌握，一方面則可以

有實體通路，屬於「互聯網＋」在金融產

數據進行快速徵信，並快速核貸，然後再透

間內迅速有效地進行徵信與借貸，並將風險

更加貼近消費者的需求；就生態系面而言，

業的應用。事實上，螞蟻金服自認為是一家

過支付寶撥款、還款，並充分掌握來往對象

控制在非常低的水準。

互聯網＋是一個打群架的模式，藉由結合合

科技公司，而非金控集團，其目標在建立一

的金錢往來狀況。

基於此，我們就以螞蟻金服做為接下來的討
論案例。

從上述兩個互聯網＋的案例，我們大致
可以從不同的面向剖析互聯網＋是如何運

為了讓徵信工作更加確實可靠，除了阿里

作夥伴，讓互聯網平台的價值可以不斷獲得

個互聯網金融的生態系統，透過雲計算、大

螞蟻金服先天的優勢就是擁有淘寶網、

巴巴集團本身的資料庫之外，芝麻信用還連

提升，並在網絡效應的影響下，讓人愈多的

數據、訊息交易平台與支付網絡降低交易成

天貓等電商平台與阿里巴巴集團的生態

結了許多政府單位，包括認證、教育、法院

平台人愈多，從而得以吸引更多合作夥伴的

本，並跟其他金融機構一起幫消費者與小微

系，這不僅讓螞蟻金服自然而然地擁有了

判決、公安及電信等系統，比傳統銀行徵信

加入，進而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

企業創造價值。

160萬企業與四億買家的相關資料，並累積

多出許多新型態的指標。例如：長期使用同

這種良性循環就導致了贏家愈來愈強大

一個手機號碼的人、網購送貨地點穩定、願

的結果；就市場面而言，互聯網＋通常是以

意當義工的人，通常比較不容易違約。

顛覆市場既有營運模式的方式強力切入，並

傳統金融體系透過實體通路進行存款、匯

藉由打破市場既有遊戲規則的方式進行典範

款、理財、借貸、徵信等業務，如今，藉由

轉移，從而吸引市場的矚目與消費行為的轉

大數據等數位工具的協助，數位版的螞蟻金

移，並改變了消費者的消費旅程與習慣；就

服也是「存、匯、理、貸、徵信」的功能一

競爭者面而言，互聯網＋通常都伴隨著跨界

應俱全，以數位金融顛覆傳統金融通路。身

競爭，此舉常常會讓市場上的既有業者始料未

為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全球最大網路金融集

及，甚至因為猝不及防而受到了強烈衝擊，

團，螞蟻金服以阿里雲、大數據與支付寶的

如「餓了麼」對康師傅的衝擊就是顯例。

低成本底層架構，旗下不僅擁有芝麻信用、
天弘基金、眾安保險、螞蟻小貸、及浙江網
商銀行等機構，更藉由支付寶平台，開設支
付寶錢包、餘額寶、招財寶、借唄、花唄、
娛樂寶等支付、理財、貸款等訊息平台，讓
集團內外的銀行、基金公司都可以對小額投
資人提供服務，並讓阿里巴巴生態系裡的小

互聯網＋是一個打群架的模式，藉
由結合合作夥伴，讓互聯網平台的價
值可以不斷獲得提升，並在網絡效應
的影響下，吸引更多消費者前來。

微企業與用戶得以享受到方便、有效率的數
位金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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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聯福利中心總裁

徐重仁——走一條利他的路
圖．文提供

寫樂文化出版社

全聯福利中心總裁徐重仁以累積40餘年來的經營心法和閱讀經驗為「經」，以日
本、台灣的企業或地方案例為「緯」，指引管理者、創業者要「逆市突圍」、翻身
再生，必須具備的高效能情報管理能力、創新進化能力，以及如何與社會共好互利
的大智慧思維。

至有不少是去日本旅遊或洽公的外國人，據
名人檔案

全聯福利中心總裁

徐重仁

現任全聯福利中心總裁，曾任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董事長、統一超商總經理、財團法人統一超商好鄰
居文教基金會董事長及統一流通次集團旗下（包括無
印良品、統一資訊、統一生活事業等）多家子企業的
董事長。著有《流通教父徐重仁青春筆記：一生感動
一生青春》、《夢想的修練：徐重仁、徐安昇父子的
創業筆記》、《用心，就有用力的地方：徐重仁的22
個人生發現》等，樂於與年輕世代分享累積四十餘年
來的經營智慧，以及對國內外產業的精闢觀察。

說有些台灣年輕人甚至把配平價眼鏡排入日
本「必買」行程之一。
看好台灣興起這股消費風潮，日本眼鏡業
者OWNDAYS率先來台開店拓展市場，二○
一五年秋天JINS也進入台灣，現在在各大百
貨商場都有設櫃，由於商品種類和價格、服
務流程幾乎與日本同步，頗受台灣消費者、
尤其是年輕人的歡迎。眼鏡創造出附加價
值，並以顧客需求為經營策略，年輕人紛紛
將眼鏡視為裝扮的一部分，眼鏡市場逐漸復
甦，平價時尚眼鏡行成為主流，前五大通路
的營收就占了整體市場的一半。

案例分享——J I N S 眼鏡連鎖店
唯快不破，平價時尚的創新者

其中名列日本第三大的JINS，創辦人田中
仁堪稱是扭轉日本眼鏡產業、讓眼鏡的穿搭
文化發揚光大的大功臣。這個品牌二○○一

有沒有算過你有幾副眼鏡？日本眼鏡業者

年才在九州福岡成立第一家店，如今在日

統計，每人平均有七到八副，台灣消費者可

本已有三百多家店，每年眼鏡銷售量高達

能沒有這麼多，但我猜至少也有三、五副

五百五十萬副，高居連鎖同業之冠。除了日

吧！

本國內市場，JINS在中國大陸、美國和台灣

現代人用眼過度，不是近視、散光，就是

都有門市，營業額達四百多億日圓。

老花，再加上為了避免紫外線傷害角膜，還
需要太陽眼鏡。我觀察身邊許多年輕朋友，
不但穿著追求流行，眼鏡也會刻意選擇搭
配，讓整個人看起來更時尚有型。相信眼鏡
對他們而言，就跟服飾一樣，永遠不嫌多，
而且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配件。
曾經看過日本快速配眼鏡連鎖店JINS在東
京原宿的門市，店內鏡框有一千多種，但只
有四種售價，含鏡片從四千九百日圓起到
九千九百日圓不等，都不超過一萬日圓。挑
好鏡框和鏡片，現場立即驗光、切磨鏡片，
平均三十分鐘即可交貨。由於價格透明、流
程簡便快速，因此門市顧客非常多，其中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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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核心價值、延伸附加價值」概念的實
踐，田中仁給JINS的定位是「眼鏡創新

市場沒有飽和，只有「重分配」。停
滯不前的企業只會被淘汰，創新的企
業則會繼續成長，成為市場贏家。

者」，它的核心價值就是創新，不但用創新
的概念販售眼鏡，更進一步開發機能性、符
合現代人生活型態的眼鏡，讓JINS不致陷
入價格戰的泥沼，得以開創更大的市場。

案例介紹
JINS 眼鏡連鎖店

田中仁以平價快速方式銷售眼鏡，重新
定義了眼鏡市場，也成為市場及趨勢的領

成立時間：一九八八年
社長：田中仁
成立地：群馬縣
營業項目：眼鏡事業、雜
貨事業
資本額：三十二億日圓
年營業額：四○七億日圓
員工數：三二○○多名

先者，可見市場沒有飽和，只有「重分

使單品利潤低，但只要來客數高，帶動全店

配」。停滯不前的企業只會被淘汰，創新的

業績成長，整體利潤其實不差。

企業則會繼續成長，成為市場贏家。JINS

商品不斷推陳出新、備貨充足，則是吸引

等日本平價時尚眼鏡品牌已爭相來台搶市

顧客經常上門的另一個重要關鍵，JINS 從產

場，台灣的眼鏡連鎖通路若再不思變，處境

品企劃就貼近顧客的生活，除了有不同風格

堪憂。

有趣的是，創辦人田中 仁，原本在群馬縣

合產銷流程，提升商品機能研發與時尚潮流

與造型的鏡框，讓顧客的選擇更豐富，門市

經營服飾雜貨業，他沒有近視，也不戴眼

預測的能力，從商品企劃、生產、流通到門

鏡片的庫存量也提高到二千片以上，以因應

鏡，為什麼會以「平價快速」的概念切入他

市的銷售及行銷活動全都一貫作業，而且每

不同度數的顧客的需求。

原本陌生的行業呢？但根據經營服飾雜貨多

個環節都全力打造出差異化的特色。這些努

更特別的是，它還以產學合作方式，針對

年的經驗，田中仁心想，如果直接向大工廠

力擴大了它的競爭優勢，有效拉大它與同

現代人普遍困擾的眼睛健康問題，開發出獨

下訂單，交貨後不透過盤商，直接進到眼鏡

業的差距，眼鏡的銷售數量迅速攀升，二○

家的防花粉症、保濕、可減少五成藍光以保

門市銷售，成本一定可以大幅下降，降低產

一一年就從前一年的一百五十萬副，增加為

護眼睛的JINS PC鏡片，這麼一來，連眼睛

品的售價。

二百三十萬副，成長率超過五十三％，此後

沒有近視等問題的人也紛紛上門選購。

於是，他立刻與大廠洽談，用低價買下大批

三年的銷量仍保持五成以上的成長率。

的鏡框和鏡片，二○○一年JINS在福岡開第一
家店，一開始就運用破壞式創新的策略，推出
「一副五千日圓，一天交貨」的訴求，顧客

因應網路購物日益盛行，再加上為了拉近
與年輕世代的距離，JINS還開設虛擬商店，

JINS「眼鏡創新者」：聚焦核心價值、
延伸附加價值

反應十分熱烈，門市經常大排長龍。

提供「設計、訂購自己的眼鏡」服務，消費
者下載App即可進入JINS的網路商店挑選鏡
框，設計自己想要的鏡框花色，完成後寄

好/書/推/薦

走一條
利他的路
作者：徐重仁

出版：寫樂文化

流通教父徐重仁深受日本企業Duskin創辦
人駒井茂春的經營理念影響──「走一條自
損的道路」──不去先想從顧客身上賺取更
多，而是做好產品、服務，把員工和顧客都
照顧好，讓企業所在的社區、城市也一起繁
榮，自然就會有利潤。這種「共好」的經營
哲學，來自經營者的價值觀與使命感，不只
是一種企業精神，而是切切實實可以據此獲
利並讓企業長存的法門。

田中仁知道這樣下去，市場將淪為價格競

我認為，JINS之所以能夠持續強勁的成長

爭、人人無利可圖，JINS必須再創新突破，

動能，除了產品種類豐富、價格一目了然、

貼近消費者的生活型態，賦予眼鏡新的附加價

最快三十分鐘交件，高ＣＰ值更是它最大的

值，強化產品的時尚性、個性化與機能性等，

競爭優勢，度數高的人若要選用超薄鏡片，

唯有如此，才能再度翻轉眼鏡業，讓眼鏡變成

不用追加費用；相反的，其他眼鏡店都要額

成敗其實往往在一念之間，機運也是稍縱即逝，田中仁把所見所聞變成商機，可見，積

隨時可以替換、彰顯個人風格的時髦配件。

外付費，鏡片愈薄費用愈高。

極勇敢踏出第一步，把想法付諸實行，是創業成功的起點。他當年若非如此，眼鏡市場

於是，在二○一○年，JINS進一步向上整

18

感覺，提高上門的意願和次數。事實上，即

田中仁的用意就是要讓顧客有「賺到」的

出，便可依取貨時間在門市拿到眼鏡。
田中仁與JINS的故事，正是我常談的「聚

的生態可能就不同了！
19

B

經營廣場

USINESS

傳統理專 vs. 機器人理專

範，先釐清如何辨識顧客適合性（KYC）？
錯誤行銷如何究責和保障投資人權益? 機器

我的理專不是人

矽谷的新寵，華爾街的噩夢
文

根據瑞士《My Private Banking Research》

人要不要註冊及測驗？哪些商品適合開放給

的最新報告，2015年底機器人掌管的資產

機器人提供建議？再考慮逐步開放機器人理

約200億美元，2020年預估會激增到4,500

專。因為理財專家門檻降低，中產階級客群

億美元；由此可見，機器人理財將成為

將會流失，現有的理專必須朝更高資產顧客

未來金融顯學，機器人理財顧問（Robo-

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趨勢；顯然，較低資

Advisor）則是新的狠角色，一些新創公司

金門檻的大眾市場是機器人理專的天下。

如Betterment、Wealthfront…等，似已搶得

機器人理財的原理，其實就是基於顧客的

機器人理財的先機。美國及日本都已發展出

理財需求，將財富管理服務流程重新拆解，

機器人理財模式，美國是自動化諮詢及理專

並提高各流程的自動化，再透過先進的演算

輔助諮詢雙管齊下，日本則有三菱東京日聯

法和自動化，來完成過去必須用人力提供的

銀行的接待機器人（Nao），偏向引導及接

理財顧問服務。現有的傳統理專乍聽之下，

待顧客，提供簡單金融諮詢。

憂心忡忡；主計總處統計的金融人力數據分

台灣的金管會已公佈一份《金融科技發展

析，到2016年2月份，進入率和退出率竟出

策略白皮書》，清楚描繪出未來將走向「非

現「死亡交叉」，可以看得出來，光是機器

人性投資」、「去銀社會」、「虛擬金融」

人還在「試」用的階段，銀行員就被嚇到腿

等方向，要求銀行、證券、投信投顧及期貨

軟。目前的機器人理專真正能做的事還是有

四大公會，研究國外機器人理財趨勢及規

限，傳統理專的效益仍高、成本仍低，怎麼

顏長川．資深企管顧問

阿爾法圍棋（AlphaGo）電腦程式於2016年3月，在一場五回合的比賽中，以四勝一
敗的佳績，擊敗圍棋世界冠軍職業九段棋士李世 ；成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名譽職業九
段；更被Go Rating網站根據積分將它列為世界圍棋排名第一；電腦活生生就把人腦
給打趴了。

IBM的超級電腦Watson，已經可

20

聽說 以在17秒內閱讀3469本醫療著

一。而在千變萬化的資本市場，瞬時分析巨

作、24萬8,000篇期刊論文、10萬6,000份檢

市、股市、匯市…等）的具體建議，應是理

測報告、6萬多份臨床數據，再根據病患基

財機器人的看家本領；從此以後，投資理財

因圖譜和環境資料，立即制定3個優選治療

不用再擔心被股市名嘴或名師帶去「上天

癌症建議，被視為這世紀癌症的救世主之

堂」或「住套房」了。

量財經資訊，並擬定「進出」各種市場（債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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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都比較划算，有時候還被調侃為「最便宜

出，大型財富管理公司都已接受這類科技，

洲 FinTech 50其中一家公司），透過與獨

莫之能禦的趨勢，而台灣的金融法規卻是大

的機器人」；短期無須擔心位置被搶，長期

卯起來的話，技術絕對不會輸給這些新創公

立理財顧問（IFA）、銀行、保險公司等企

小事都管，而且是正面表列，「沒有寫可以

而言，收費更低、更有紀律的機器人理專還

司，已相繼推出自家的機器人理專； 該報

業合作，為投資理財顧問提供機器人服務

做的，都不能去做！」；因此，台灣業者必

能擺脫傳統理專「追高殺低」的人性弱點，

告另有兩大發現 : （1）原本就有投資的人

（Robo for advisors）。這項技術也可以考

須像新加坡或英國那樣設計區塊鏈的沙盒實

大大降低風險；人情味略顯不足是唯一的缺

士，約有49％能夠接受機器人理專，而目前

慮運用在一般投資人的理財規畫上，能夠吸

驗區（Fintech Sandbox）來測試創新，否

點，但應該能用「說個笑話、唱條歌、跳個

沒有投資，但未來會選擇交給機器人理專的

引線上投資理財的客群。瑞士信貸Quill平台

則一做就觸法，動則得咎。

舞以娛佳賓」來克服，未來真的是機器人理

資產，估計不到1％；（2）「永續投資」

讓20人HOLT研究團隊的報告訂戶從1,500家

專的天下了。

將成為機器人理專的一個利基市場。這類注

激增至5,000家。

隨著科技的發展及Bank3.0時代來臨，數位
金融機器人服務已經開始出現在消費者的日

重企業對環境、社會責任，及治理元素的資

雖然機器人可以提供專業的投資諮詢，但

常生活中。以台灣為例，第一銀行永春分行

產管理既耗時又複雜，費用往往高達1％，

是讓機器人理財未來真正能夠蓬勃發展並普

係國內首家採用遠程視訊櫃員機VTM服務顧

但是電腦操盤的自動化服務費用低廉，通

及化的因素還是「人」。機器人理財並非要

客的分行；玉山銀行數位旗艦分行已正式開

機器人理財的新創公司繼Betterment和

常只在0.3∼0.5％。根據全球永續投資聯盟

消滅理專，而是透過精算協助顧客交叉分

業，提供顧客線上線下（O2O）無接縫金融

Wealthfront之後，又有Personal Capital、

（GSIA），2014年全球管理資產總額為74

析自己的投資風險，以及運用強大的邏輯

服務，金融機器人「小i」也首次登場亮相；

Future Advisor、Kensho、Kuchi…等（附

兆美元，其中永續投資為21.4兆美元，占

能力，分析處理超過2萬檔的基金大數據資

其他業者如台新銀行、華南銀行和國泰人壽

表）如雨後春筍般冒出來，它們打著「差

28％。

料庫，協助理財顧問將機器人推薦的資產配

也都在積極籌建計畫引進機器人「pepper」

理專和機器人，合作無間

別化」的旗號，為財富經理人提供白牌服

著眼於數位化發展的趨勢對未來資產管理

置、投資模組，進一步與投資人分析，因

來接待顧客，預計今年有數十家數位分行開

務，以及更多客製化解決方案，期能迅速

產業的影響，安本資產管理於去年併購了

此，最後仍是由理財顧問親自篩選、把關，

幕，民眾可享24小時數位金融服務的便利。

搶佔市場。BI情報的《機器人理專報告》指

英國的Parmenion Capital LLP（2015年歐

給顧客完整的投資方案。這種「高效率、低

金融傳統分行不會消失，但是需要轉型，新

成本」的營運模式，在國外已逐漸被認可，

的數位分行人數不會減少，但是簡單的工作

這也會是未來台灣基金市場要走的方向。

將跑到行動裝置上或是網路上，分行主要處
理的業務將轉向比較複雜的、高附加價值的

金融法規，綁手綁腳

業務，例如財富管理、企業籌資聯貸…等，
以後分行主要角色將轉向接受顧客的金融咨

前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在2016年1月的記者

詢及O2O的核心業務。

會中曾表示，機器人理財顧問在今年不會開

雖然金融科技（Fintech）如火如荼地展

放，目前也還沒有金融業者有意引進。機器

開，台灣金融業紛紛宣稱搶進，但實際上並

人理財顧問以及無人純網銀的開放，勢必會
衝擊到金融業的就業機會，也形成開放機器
人理財顧問服務的壓力。目前仍無法處理資
產及投資組合複雜且具高變動性的金融需
求，因此對傳統理財顧問的高端市場而言，
機器人理財不但不會造成威脅，還可能成為

雖然機器人可以提供專業的投資諮
詢，但是未來真正能夠蓬勃發展並普
及化的因素還是「人」。

理財顧問的輔助工具，提供顧客更全面的財
富管理服務。但機器人理財顧問是一股沛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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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積極，擁有的專利數更是寥寥可數，第一

發展，在2015年至2025年期間，銀行可能會

名的國泰世華銀行僅11件，其次，中國信

有30％的就業崗位消失。根據《財富》網站

託集團僅6件、聯合信用卡中心僅4件、而

報導，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RBS）為了減

八大公股行庫則是全數掛零；倒是非金融業

少支出，預計自2016年下半年起，也將藉由

（Non-bank）反而顯得較為積極，以資訊

「機器人投資顧問」回答部份顧客的各種銀

業及通路業最多，第一名的中華電信有44

行業務問題，目前暫定會先以低於25萬英鎊

件，其次，喬美國際網路公司有39件、三竹

（約1,180萬台幣）的業務為主，但已預期

資訊有30件、而統一和全家便利商店分別有

將會影響550個投資顧問的職位；Fintech可

28件和17件；外資則以樂天、雅虎分別以73

說是矽谷的新寵，但卻是華爾街的噩夢。

件和48件分占全體的第一、二名；中資則是

臉書（Facebook）的札克柏格計畫「自己
打造一個AI小幫手，讓工作與生活更順暢」

阿里巴巴的41件一枝獨秀。

作為2016年之自我挑戰；英國物理學家史

捲起千堆雪，鹿死誰手

蒂芬．霍金擔心：「人工智慧有朝一日將超
越人類智慧，有可能使人滅絕！」；MIT教

在殘酷的職場上，凡是無法在老闆面前拿

授Rodney Brooks預估：「機器人應用成熟

出實力者都可能被電腦取代，當金融理財透

後，會成為各地股市要角；至少可取代分析

過科技趨向智慧化的同時，也代表許多原本

師，自動撰寫金融研究報告，使分析師空出

要由人力完成的工作，可能會被機器所取

時間處理更有附加價值的事物」。看來，這

代。花旗集團（Citigroup）在最新的一份

波捲起千堆雪的金融科技浪潮，將會顛覆整

報告中就警告，隨著銀行日常業務的自動化

個金融業的生態，鹿死誰手只有天知道？

新創公司
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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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創始人

投資機構

投資金額

業務內容

開戶門檻

月投資額

月費

Betterment
紐約

Jon Stein
Eli Broverman

Venture Partner
Menlo Venture

7百萬美元

低 成 本、高流 動 性 的股 票債
券 型 E T F（美 國 有上千 個）
5billions資產/175,000個顧客

0美元

﹤100美元

3美元

129百萬美元

低成本、高流動性的股票債券
型ETF（不買美國債券）房地
產與自然資源

500美元

500美元

CFP提供財務顧問服務37
個顧問，11,355個顧客，2.8
billion資產（AUM）

資產組合

年費

25百萬美元

0美元

25,000美元

1%
of AUM

退 休 計 畫（R e t i r e m e n t
Planning）學校儲蓄（College
Savings）其他（and more!）

0美元

Index Venture

Wealthfront

Andy Rachleff

加州

Daniel Carroll

Personal
Capital 舊金山

Bill Harris
CEO

Future Advisor
舊金山

Bo Lu
Joe Xu

Blackrock

Kensho

Daniel Nadier

Goldman Sacks
Google ventures

Kuchi
(Whisker)

顧家祁等

StartupBootcamp
Finech

6人團隊

創業是個圈
文

附表 : 機器人理專一覽表
類別

讓創新創業回歸理性思考

Spark Capital
individuals
Corsair Capital
Blackrock
Venrock

200位天使投資人

2億美元

1,500萬美元

25,000
星幣獎金

資料處理分析平台（9萬份資
料）回 答投 資 者的金融 問題
（6,500個問題）
股市策略分析平台
歷史回測系統技術指標
對個股分析過去10-20年
30天後的漲幅期望值

(Assets Portfolio)

資產組合
分析與建議
(Assets Portfolio)

0美元

免費

鼓勵提問
askkensho

股票×策略
組合

1,000美元
免月費

年費
0.5％

免費

免費
付費

孫金雲．復旦大學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丹麥物理學家帕．巴克（Per Bak）曾在《自然機理》（How Nature Works）一書
中提出一個關於「聚沙成塔」的有趣問題：一顆顆的沙粒為什麼無需任何黏合劑，就
形成一座龐大而穩定的沙堆？物理學家如此回答：如果我們把沙粒在顯微鏡下放大，
每一顆都是形狀不一的不規則立方體。他們彼此之間產生的摩擦力與重力互相牽引，
讓一顆顆看似毫不起眼的小小沙粒，最終形成了巍峨可觀的自然奇景。

業活動中，「沙堆效應」也極

在創 為常見。比如美國矽谷，目前

地區，已經孵化出了四千餘家高科技企業，

已經擁有超過一萬四千餘家創業企業，僅

全球最高；還有以色列首都特拉維夫，這個

蘋果、谷歌和臉書這三家企業市值合計就

被譽為「創業新聖地」的城市如今初創公司

超過1.5萬億美元；又比如美國的大波士頓

融資金額已達到35.8億美元。一些曾經名不

創業企業的平均A輪（第一輪）融資金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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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絕不可能是爆發式的快速增長過程。

創業往往進入壁壘低，極易模仿，從而導致

通常是某些技術或政策的領導者首先發起變

難以獲得競爭力。而創新，無論是技術創新

革，繼而引導資本、人才、應用等各方面的

還是商業模式創新都能夠為創業企業帶來競

追隨，最終實現生態圈的整體升級和強化。

爭優勢。因此，應該更加鼓勵創新以及對於

當然，一個創業生態圈的價值不可能僅局

創新成果的商業化，而不是直接鼓勵創業。

限於內部。健康的創業生態圈可以不斷孕育
出新的創業企業，促進科技向商業的轉化，

2、化政策推動為行政鬆綁

塑造地區的創業文化，對整個商業的影響力
無遠弗屆。塑造更多的知識和人才，是創業
生態圈的終極價值所在。

當下的創新創業熱潮，出現了許多優惠政
策，這些優惠政策往往通過一定的管道以補

因此，一個健康完善的創業生態圈應該是

貼或減免稅收的方式呈現。這樣的政策導致

系統性與戰略性的結合。僅僅推動其中一、

能夠獲得幫助的企業是有限的，更有可能帶來

兩種力量是不夠的，而寄望通過這一兩種力

尋租（競租）的空間導致事與願違。事實上，

量的強化，如資金或政策，來打造一個創新

對於廣大創業企業，更加應該給予的是政策的

創業圈更是緣木求魚，如此恐怕只會導致各

鬆綁，從開辦過程、稅收政策等方面大幅度精

種機會主義、尋租以及系統性風險。創業生

簡流程。

態圈的建立是一個系統長期的過程，不僅要
組織都是「共生互存」，缺一不可的。在技

關注生態圈構成中的短板，更要關注各利益

了人才、資本和研發的養分，聚沙成塔、聚

術日益複雜的今天，生態圈內各個組織的相

相關者相互發展促進的機制、理性推動。

水成涓，慢慢成長為堪可載入史冊的商業傳

互依存關係更加緊密。MIT麻省理工學院 的

然而，當下大陸的創業現狀卻令人憂慮，

伴隨著優惠政策的，是各地提供的各類扶

奇。

media lab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他們引進

在政策那雙「看得見的手」的推動下，創業

持資金。而真正有競爭力的企業，應該具備

企業共同參與、資助相關基礎研究的開發，

企業猶如一場狂飆突進，眾創空間、孵化

盈利和生存的能力。對於政府而言，鼓勵生

研究團隊擁有充分的研究自主權，而企業則

器、投資機構如雨後春筍，創業者與創業型

態圈的各種力量平衡發展，鼓勵加強各種力

能優先投資進行商業開發，產研高度協同，

企業迎來井噴式增長。但是，在政府配套資

量之間的互動，提供各類資料、資訊、基礎

是MIT創新創業的典範。

金的扶持下快速孵化複製的「創業企業」難

設施等公共服務，扮演好「服務員」的角色

有創新，創業者投機傾向強烈等等問題已經

而不是成為一線的「指揮員」。

創業生態圈 打造更多人才與知識
一個成熟的創業區域，其發展是由多種力
量共同參與的，創業者、高校研發團隊、資

其次，生態圈內的各個組織，從創業者、

本力量與當地獨有的文化和政府提供的基礎

研發團隊到資本、市場，能夠構成一個完整的

設施一起，形成了一種互動互聯的網路組織

商業生產閉環。生態圈內部各組織互利共生，

體系。這種以企業家創業活動為中心，圍繞

它們的交易成本比與外部組織進行交易更低。

為了避免社會資源浪費，對於創業，有

創業企業的孕育、設立、發展和成長過程，

每個創業生態圈都有很強的獨立性，其中每個

如下五個建議：

提供相互支援的人群、組織、機構等構成的

要素都是必要而且不重複的。如果太過依賴外

以價值共創為目的的有機共同體，我們稱之

部要素的介入，生態圈會變得不夠穩定。

為「創業生態圈」。
一個完善、成熟的創業生態圈，內部各種

26

3、化資金扶持為生態互動

見經傳的創業團隊，在這些創業地區中汲取

慢慢浮出水面。

1、化創業導向為創新驅動

健 康的 創 業生 態 圈可以不斷 孕育出
新的創業企業，促進科技向商業的轉
化，塑造更多的知識和人才。

進化，則是成熟的創業生態圈另一個重要
標誌。創業生態圈的發展是一個有機成長的

創新與創業是相互推動的關係。沒有創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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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生態圈的各種力量相互促進、相
互推動。依靠短期的推動只能帶來運
動式的熱鬧和資源的浪費。

震旦集團不斷創新、提升辦公效能，
全方位解決方案為企業提升競爭力，開創市場先機。
4、化全面必修為專業滲透
創業生態圈的核心是創業者。而創業者從哪
兒來呢？可以通過各地高校開設「創業必修
課」來進行批發嗎？創業是十分強調實踐和
體驗的，對於缺乏社會經驗、人生閱歷和必
要資源的大學生，通過必修課培養創新意識
的意義遠大於鼓勵大家放下課本盲目創業。

創業者」。然而，在排除移動互聯時代本身由

更荒唐的是，如此多的大學從哪裡尋找那麼

於技術進步推動，而產生的創業企業外，又有

多講授創業課程的教師？於是，不懂創業的

多少企業是在這兩年產生的，這些企業中又有

教師在全國範圍內教那些沒有創業衝動的大

多少是真正具有市場競爭力，能夠創造價值

學生學習如何創業！事實上，有選擇的在一

的？當我們看到95後明星創業者用投資人的

些學科方向開設創業選修課是有必要的，這

錢瘋狂購物，遍地打著P2P社交借貸（Peer-

是為了在技術創新的基礎上嫁接商業技能。

to-Peer Lending）旗號圈錢的騙子橫行，
大量沒有資源沒有創意沒有具體方案的創業

5、化短期運動為長期積累

者，空有一股發財熱情，我們必須疾呼，是
時候讓「創新創業」回歸理性的思考！

創業生態圈的各種力量相互促進、相互推
動。依靠短期的推動只能帶來運動式的熱鬧
和資源的浪費。我並不否認在近兩年的雙創
熱潮中湧現出的一些「明星企業」和「明星

文章轉自：
復旦商業知識
bk.fudan.edu.cn

創新創業，不該是「圈套」，而是一個「圈」，是一條「小火慢燉、循序漸進」的發展
之路。政府的力量應該是一款隱性的黏合劑，任微小的沙粒慢慢聚集，累積成一座高
塔；而不是過度干預，成為沙堆分崩離析的那雙手。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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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辦公雲為中小企業打造全方位智慧企業

統打卡，資料即時上傳雲端。主管也可快

「系統介面簡單、好用，替公司省時間又

速查詢員工的出勤狀況，增加管理效率。

省人力」是使用e化系統的好處，特別是震旦

震旦雲端案例──凱傑會計師事務所

到了月底，人事專員可透過系統自動統計

辦公雲的人資系統整合線上打卡、指紋機等

出勤管理上雲端 打造高效智能企業

出勤、薪資等作業，大幅節省行政作業時

不同打卡方式，出勤報表可針對設定條件、

間，更提升資料正確性，避免人工統計的

日期區間，快速查詢，讓人員管理變容易。

圖．文

疏漏。

震旦辦公雲

此外，震旦辦公雲使用國際等級雲端主
機，並通過ISO27001等四重資安認證，配置

凱傑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於2011年成立，擁有超過百位專業從業人員，自成立以來全

E化效率管理 辦公省時更省力

專屬防火牆、不斷電系統、資料雙備援等防
護機制，讓客戶享有安全、高品質服務，比

體同仁秉持熱情、專業的服務精神，提供審計、稅務、會計、工商、管理諮詢等顧
問服務，受到眾多顧客肯定。目前因公司人數持續成長，管理制度上也需要良好資

「導入初期，員工因對系統不熟悉，難免

訊系統做搭配，因此選擇震旦辦公雲——雲端人資系統，幫助公司提升管理效率及資

對系統導入有不同聲音，畢竟要馬上改變

訊統計正確性。

原本管理制度，使用者的習慣，過程是有

企業自建系統及購買伺服器還划算，是中小
企業E化的最佳選擇！

一定難度，因此我們同步讓員工使用原本
的打卡鐘，以因應系統導入的陣痛期」邱

取代傳統考勤卡，統計出勤更輕鬆
凱傑會計的業務主管邱小姐表示，過去上
下班職員均使用傳統考勤卡，每當月底結算

30

同的班別制度，包含全職、兼職及排班制，

小姐說，初期不強迫只使用新系統，目的

起迄時間都不盡相同，往往耗費2天以上的

是讓同仁逐步改變使用習慣，接受新的管

人工核對時間，資料統計不即時，才決心導

理模式，經過一到兩個月的適應，大家也

入系統。

會發現新系統帶來的效益。此外，搭配震

時，人事專員負責收集同仁卡片，逐筆將出

自從使用震旦辦公雲人資系統，員工請休

勤資料填入Excel進行統計。由於公司有不

假、甚至到外地出差，可隨時使用人資系

旦辦公雲客服中心提供的教育諮詢，讓公
司縮短導入的陣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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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品類——金屬簍空物件

醫療類——金屬牙齒模型

醫療類——金屬頭蓋骨模型

僅需要製作外觀原型和功能測試的廠商來說

品質，Renishaw提供多種積層製造用的金

也許足夠，但對於有高精度、高硬度、高耐

屬粉末可供使用，包含鈦（T i6Al4V）、

用和直接生產最終零組件需求的廠商來說，

鋁（AlSi10Mg合金）、鈷鉻（CoCr）、

Renishaw金屬3D列印允許他們直接將3D

不鏽鋼（316L）、鎳合金等材質，所有

CAD檔案轉換成高精密零件，結合高功率光

金屬材料皆經過嚴格測試和反覆驗證，確

纖雷射和金屬粉末床熔融技術，將多種細微

保符合高品質、可靠及一致的系統參數，

金屬粉末在嚴格控制的大氣中熔化進行積層

Renishaw也不斷開發新金屬合金粉末，持

製造，層厚從20至100微米不等，精準符合

續滿足不同產業高度需求。

這類型顧客的高度製程需求。

通業技研目前代理Renishaw金屬3D列印
設備AM400，是Renishaw AM250平台最

通業技研代理Renishaw金屬3D列印

跨產業的應用優勢

完美實現高階工業製程需求

新的開發產品，搭載最新的系統更新，其
中包括大型SafeChange™濾網、改良式光

目前金屬3D列印技術已廣泛應用於各行各

學控制軟體、修改氣體流動和視窗保護系

業中，包含醫療用的骨科植體和醫療輔助器

統，以及全新400 W光學系統，提供更小

材，都可以更客製化的依據病患需求量身打

達70µm的光束直徑。系統的建構容積為

通業技研成立超過25年，致力於台灣跨產業3D技術的深耕與

造，大幅縮短康復時間和減輕療程時的不適

250mm×250mm×300mm，AM400同時配

推廣，旗下除了長期代理Stratasys工業級3D列印設備外，前

感，另外在航太與汽車產業眾多的嚴苛應用

備現有AM250 的功能，如開放材料參數、

端3D研發設計與後端檢測等服務一應俱全，提供顧客一條龍的

中，雷射熔化技術不僅將零組件輕量化，直

佔用空間小、領先同級的惰性氣體氛圍和

3D技術解決方案，去年更正式代理全球3D金屬列印領導品牌

接生產可更換維修零件，更可給設計師更多

低氣體用量，外加標準配備的PlusPac 升級

自由度，創造出不受傳統製程或大量生產模

優勢。

圖．文

通業技研

Renishaw，期望帶給產業更精密更專業的高階製程需求。

Renishaw AM 400

具需求限制的結構和形狀，同時與傳統機械

R

enishaw是全球領先的工程與科學技術

方的合作能將台灣3D製程應用更上層樓，進

加工技術相輔相成，形成製造系統的一環，

公司，擁有厚實的精密量測與醫療的

而提升整體製造產業的競爭力。

包括熱處理、表面後處理，並直接減少了前

專業知識，致力於提供多元應用的產品與服
務，應用涵蓋噴射引擎與風力發電機製造，

置時間、模具成本及材料浪費等效益。

先進的金屬粉末床熔融技術
多元的金屬粉末材質

牙科醫學及腦神經外科等。Renishaw同時為

32

金屬工業複雜物件

金屬3D列印的全球領導者，廣泛應用於航

現行3D列印技術不外乎以塑膠、液態樹

太、汽車、工業、醫療等領域，通業期待雙

脂和石膏粉末為主要的列印材質，對於一般

除了先進的雷射積層技術和優異的零件

汽車航太類——模具加工和隨形冷卻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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虧，不代表你腎功能有問題，常常病人去
檢查腎功能都正常就是這個道理。究竟中
醫的「腎」如果有毛病，會出現什麼樣的
症狀呢？
當腎虛的情況發生時，小孩則會有生長發

中醫的「腎」主藏精，主水液，主
納氣，主骨生髓，上通於腦，其華
在髮，開竅於耳。

育遲緩；如果是大人，則可能會出現一系
列未老先衰的症狀，例如腰痠背痛、明顯
的掉頭髮、白髮增多、重聽耳鳴、牙齒鬆
動、記憶力減退、性功能低下，女性甚至

依體質選擇適合的黑色食物

可出現不孕或卵巢功能提早衰竭等現象。
部分黑色食物有補腎的作用，例如何首
烏、桑椹、黑芝麻、黑豆、熟地等，

以西方營養學分析，食物是以其所含的蛋
白質、卡路里、碳水化合物、維他命等來評

這些食物或藥材能改善未老先衰的症

估營養價值。而中醫注重食物的性能，古代

狀，但對於腎功能異常的患者，這些黑色

簡稱為「食性」、「食氣」、「食味」等，

食品要適量不可過多攝取，使用前宜先諮

即與中藥性能一樣，包括性、味、歸經和升

詢營養師。

降浮沉等方面特質。食性亦是根據食物作用

中醫師談養生

黑色食物的神奇功效
文

陳盈光．雅丰唯心中醫診所醫師

近年來，科學研究證實多種黑色食物具有抗氧化作用，例如黑豆、黑芝麻等，經常食
用不僅能延緩老化，並有滋潤肌膚、烏黑毛髮及健腦的作用。名中醫師張步桃更大力
推廣黑豆保健的功效，每天早上溫水配生黑豆49顆，不但促進腸胃蠕動潤腸通便，
還可以將白髮變為黑髮。

的五行理論認為「色黑入腎」，

西醫的腎指的是泌尿系統的腎臟這個實質器

中醫 黑色食物具有補腎的作用，服用

官，而中醫的腎意涵比較廣，中醫的「腎」

後能強精壯骨，真的是這樣嗎?

主藏精，主水液，主納氣，主骨生髓，上通
於腦，其華在髮，開竅於耳。與人體的生

黑色食物能補腎嗎？

長、發育、生殖等各項功能有關，它涵蓋了
泌尿、神經、骨骼、造血、生殖、免疫、內

中醫的腎和西醫的腎的概念是不一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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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泌等系統。所以當中醫師說你腎虛或是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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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寒涼食物可以舒緩煩躁、大汗、便秘、小

膚、烏髮、補血、明目、補肝腎、祛風、潤

便減少色黃等興奮表現；而吃溫熱食物就會

腸、生津、通乳、養髮等功效，對肺陰虛的

舒緩無食慾、精神萎靡、怕冷等代謝功能低

乾咳、皮膚乾燥及胃腸陰虛所致的便秘，產

下表現。因此依照體質選擇適當的黑色食物

後陰血不足所致的乳少很有幫助。研究發

是很重要的。

現，由於其富含不飽和脂肪酸、維生素E、

以下推薦幾種常見的黑色食物：
1. 紫米（黑米）

鈣，故有助於抗衰老，降低膽固醇，防止高
血壓。建議一定要咬破或碾碎吃，不然營養
素無法被身體消化吸收。黑芝麻雖好，但不

有「開胃益中，健脾暖肝，明目活血」等

宜大量攝取，春夏兩季每天半小匙，秋冬兩

作用，可改善貧血、白髮、眼乾澀、腰腿酸

季每天一大匙即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無

軟等症，供孕婦、產婦補虛養身。研究發

良的商人，會將白芝麻利用化學染劑染成黑

現，黑米中含18種氨基酸及硒、鐵、鋅等微

芝麻，賺取中間差價，將生黑芝麻放入冷水

產生血栓的機會，也可減少醣類吸收，調節

量元素B1、B2，營養價值極高，而其膳食

中，如掉色快，很有可能是被染色。

控制血糖濃度，也能幫助排便，降低得到大
腸癌的風險。它還有抗凝血物質能減少血小

纖維含量是白米的25倍，熱量卻只有糙米的
一半。黑米外部皮層中含有花青素、葉綠素

3. 黑豆

和黃酮類的植物化學物，具有很強的抗氧化

《本草綱目》中有記載：「常食黑豆，可

果膠，能夠吸水膨脹，產生飽足感，很適合

作用，可以幫助女性延緩衰老。吃法多樣，

百病不生。」用於腎虛陰虧，消渴多飲，小

控制體重的人。適於炒、燉、涮、製作涼菜

適於燉食、熬粥。米粒外部有一堅韌的種

便頻數；肝腎陰虛，頭暈目眩，視物昏暗，

等多種烹飪方式，烹飪前應長時間泡發，並

於人體後產生的不同反應歸納出來的，分別

皮包裹，不易煮爛，故黑米應先浸泡一夜再

或鬚髮早白；腳氣水腫，或濕痺拘攣、腰

多清洗幾次以去除雜質。但不適合長期過量

為寒、涼、平、溫、熱五型。食物中平性居

煮。黑米粥若不煮爛，不僅大多數營養素不

痛；腹中攣急作痛或瀉痢腹痛；服藥中毒

服用，有脾胃虛寒體質的病人，如肚子冰

多，溫熱性次之，寒涼性更次之。寒涼性質

能溶出，對消化功能較弱的孩子和老弱病者

或飲酒過多等。現代研究指出，含豐富的

冷、不易消化、易腹瀉等，可以加薑、酒、

食物多有滋陰、清熱、瀉火、涼血、解毒作

更是如此。

蛋白質、不飽和脂肪酸、磷酯、鈣、磷、

花椒等辛溫食物調理。女性在月經期間覺得

鐵、鉀、鈉、胡蘿蔔素、維生素B1、維生素

身體較虛弱或腹部冷痛的人，也不適合在月

B2、維生素B12、維生素E、大豆黃酮等。

經期間大量服用。

用；溫熱性質食物有溫經、助陽、活血、通
絡、散寒等作用。所謂黑色食物，主要指黑

2. 黑芝麻

芝麻、黑米、黑棗、黑豆、黑木耳、海帶、

《本草綱目》稱，服用黑芝麻一年身面光

具有預防動脈血管硬化、抗老、預防便秘、

香菇、髮菜、烏骨雞等。其中桑椹、海帶、

澤，兩年白髮返黑，三年齒落更生。有養

防止大腦老化的作用。黑豆吃法多樣，吃法

海藻屬寒性，黑芝麻、黑豆、黑木耳、葡

多樣，適於燉食、熬粥，或製作豆漿，以及

萄、香菇屬平性，烏骨雞、栗子、海參、黑

磨成豆泥製作點心等。豆類食物容易產氣，

棗屬溫性。不同性質的食物對身體有不同影

要適量攝取以免消化不良。

響；例如風濕關節炎病患者，在寒冷的冬天
特別感到四肢關節疼痛不適，這時進吃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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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凝結，適合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含有豐富

4. 黑木耳

溫熱食物對舒緩疼痛很有幫助。又或者對於

黑木耳性平味甘，具有清肺益氣、活血益

一些患熱性皮膚疹的人，在炎熱環境會非常

胃、潤燥滋補強身之效。它富含膳食纖維，

辛苦，若適當地進吃寒涼食物亦有助緩解。

膳食纖維能降低膽固醇及飽和脂肪酸，減少

在炎熱環境吃寒涼食物可以舒緩煩
躁、大汗，吃溫熱食物就會舒緩無
食慾、精神萎靡、怕冷等，因此依
照體質選擇適當的黑色食物是很重
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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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nese Chair，以中國明朝的圈椅為概
念，原有的版本以木頭加上編織技法，讓整張
椅子帶有手工溫潤感。Fritz Hansen的版本則
貼近現代人生活空間。

designer

H A N S J.
WEGNER
漢斯韋格納
的耐用、承重測試，這也讓丹麥家具製造
商提升自家出品家具的檢驗標準。

以一打十的工匠品牌
韋格納從小生長在工匠家庭之中，從14
歲時開始拜師學藝，15歲時就打造出自

經典設計專題

復古不敗，經典永在

己第一張椅子，17歲時就已經獲得了匠
師資格。之後韋格納與許多優秀的設計師

—— Hans Wegner、Magis

家 具 篇 下

冷冽北歐與熱情奔放南歐有著天壤之別的地理特

50年代的轉變，丹麥家具
工匠的獨特地位

文

李居翰．圖片提供

Fritz Hansen、Magis、PP Møbler

性，連帶還有民族性的差異，而生活方式的大不同
也反映在美學之上。北歐地處高緯度地區，可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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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在工會裡頭會有相對完整的師徒教育，

共事，在1940年時進入了阿納雅克布森

而遵循這樣的拜師學藝的循環讓技藝得以延

（Arne Emil Jacobsen）建築事務所，阿

續，同時能夠與時俱進。

納雅克布森是丹麥20世紀重要的現代主義

丹麥從1950年代開始有了更大轉型，對

設計師，本身為建築師之外也是設計師，

內發現人們對於斯堪地那維亞的家具需求

像他在1958年所設計的「蛋椅」（Egg

提高；對外則有美國家具製造的向外擴

Chair）與「天鵝椅」（Swan Chair），至

張，戰後美國軍事需求紛紛降低，技術

今仍有家具製造商持續生產中，在酒店或

與製造業轉向民生用品，這個威脅同樣影

機場內也能看到阿納雅克布森的設計椅。

源相對稀少，對於與人最為貼近的家具上，以溫潤

漢斯韋格納（Hans Wegner）

響北歐的家具市場。為了增加工匠技藝上

一路以工匠職人身份的韋格納，對於家具

實用為主；義大利熱情奔放的設計語彙，帶有豐富

之所以成為丹麥設計家具的重

的管控，丹麥家具品質管理委員會（The

的細節掌握度很高，一生當中設計過500多

視覺張力以及大膽色系。這次將這兩個不同的地屬

要代表，在於它專精工業神

Danish Furnituremaker's Quality Control，

張椅子，絕大部分都與家具製造商合作，創

情境的國度的品牌放在一起，在成立年代、材料運

髓技藝。這邊就不得不提到丹

DFQC），開始著力於制定評鑑制度與標

造出量產家具。也由於事關量產，每張椅子

用、設計思維上有著截然不同的差異。不過相同的

麥本身對於技職教育的崇尚程

章，讓丹麥出品的家具能更具競爭力。要拿

的開發時程，有時往往會動輒一、兩年以

是，他們對於美好生活的貢獻都是無庸置疑。

度，對於技能型的職業教育培

到DFQC印在家具上的標章，必須通過嚴格

上，甚至也有韋格納設計的椅子，經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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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Me too」系列，則是專
為幼齡兒童設計的家具系列，
原本是創辦人Eugenio Perazza
為了替孫女找桌椅，後來乾脆自
己來設計製造而產生的系列，目
前這個系列有著許多充滿童趣的
孩童家具，不少成年人也會拿來
▲Mila中可看到Magis用幾何結構強化支撐，
同時還能堆疊收納。

01

02

Magis用塑料翻轉家具製程

更能打造出繽紛色系以及降低組裝的生產方
式，對於孩童使用而言也提升安全性。

03

01_The Chair，1949年發表以來已經成為韋格納著名的代表作。02_Shaker Rocking Chair CH45，美國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因為曾參與戰爭，背部受到砲擊破片受傷，因此特別喜愛這張舒適的搖椅。03_The Heart Chair心形椅，現代
較為少見的三腳支撐座椅，似乎與丹麥古老民宅內有泥土地的房間有關，在凹凸不平處較為穩固。

當擺設，運用Magis的塑料強項，

紀前期造成家具產業上的重大變革，開始運

「Proust」椅子則證明了Magis在創新上

用金屬管可以彎曲同時兼具強度的特性，成

的彈性有多大，這張充滿裝飾風格（Art

為了一系列當代家具的始祖，這部分就是以

Deco）的椅子，在1978年原始版本由

金屬管為主體的代表之一。

Alessandro Mendini設計，為了紀念文學

去年剛滿40週年的Magis從塑料起家，

家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加上巴洛

他們善用應用塑料射出的特性與強度，

克風格成典雅華麗的外表。Magis版本的

1976年才成立的Magis，相較於更早期的

製造出了許多豐富生活的家具，也翻轉了

「Proust」帶給人們一種異材質建構在舊元

義大利家具品牌，Magis跳過傳統家具發展

家具製造的基本流程。像是Magis積極與

素上的新鮮感，看似沙發外型事實上是以塑

的途徑。1920年代開始，金屬管的加工製

不同業界的設計師、建築師合作，例如

料製成，將原本在殿堂中的藝術品，搖身成

成開始被應用在家具之中，包括大家熟知

Stefano Giovannoni、Konstantin Grcic、

為戶外和一般家居使用的家具。

若提到韋格納經典中的經典，一定要提到

的「瓦西里椅」（Wassily Chair），或是密

Jasper Morrison、Jaime Hayón、Thomas

1949年問世的「The Chair」。1950年登上

斯凡德羅（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在

Heatherwick、Ronan & Erwan Bouroullec、

美國室內設計雜誌《Interior》後開始受到外

1929年巴賽隆納世界博覽會中設計的「巴賽

Marc Newson、Michael Young、Karim

界矚目，1960年時又因為美國總統大選辯論

隆納椅」（Barcelona Chair）等等，在20世

Rashid等等這一系列讓設計人血脈噴張的夢

三十年後才以量產之姿與世人碰面，許多時
候都因為面臨加工製造成本過高，市場終端
售價高於消費者預期而不得不先暫停。

The Chair，韋格納經典中的經典

時，甘迺迪在辯論現場坐的也是這張，更讓

幻名單。因此像是幾何結構椅子，或是複合

「The Chair」更加搶手。這張椅子的不避諱

材質的挑戰，Magis都樂於與設計人共同開

的榫接處更是特色之一，少了下方橫擋的椅

發作品。

腳設計除了考驗工藝師的功力，也讓設計更

跳Tone不是問題，勇於設計跨齡

加俐落。
在丹麥強調技能教育的前提下，像是韋格
納這樣的家具設計師大多都希望能夠創造出

早在1986年，Magis靠著荷蘭設計師

價格大眾，而且能夠長期被人們使用的家

Andries Van Onck和Hiroko共同設計的居家

具，這群工匠的血液與DNA當中流著「以百

用折疊梯「Nuovastep」開始蓬勃發展，在
居家空間中帶入多功能的又可展示品味特色

年培育的樹木，製作可使用百年的家具」的
踏實理想。

40

▲Nuovastep以貼近居家生活使用的角度，打開Magis
不同其他家具品牌的路線。

的家具，成為Magis後續前進的方向。2004

▲Proust，堪稱是Magis中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將藝術
品化為實際家具，後來甚至還出了與Alessandro Mendini
設計如出一轍的繽紛色彩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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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博物館

URORA MUSEUM

項目一同將古物的深邃帶進孩童們的異想世

AM：帶領孩子參加「超萌導覽員」活動的初

界。今年3月的白領之夜，震旦博物館又將請

衷為何？

來數名優秀的「超萌導覽員」，以他們童真的

W：看到活動介紹的時候，我立即想到了蔡元

表達方式和專業知識，為博物館觀眾帶來一場

培先生提出的美育思想。科學文化的學習固然

趣味十足的開春首秀。

重要，可中國的文化歷史悠長，現在的應試教
育，讓孩子很少能接觸這些歷史文化。震旦博

震旦博物館（以下簡稱AM）採訪了第一屆超

物館推出這樣的系統培訓活動，彌補了現在課

萌導覽員蔣同學（簡稱J）和他的母親吳女士

外學習在文博學習的空缺。我們希望孩子在德

（簡稱W），回顧參加「超萌導覽員」項目

育、智育、美育方面都能平衡發展，成為一個

的經歷——

有知識且有文化的少年。

AM：經歷了重重考核後，正式成為一名震旦博

AM：在學習過程中，作為父母親你最大的樂

震旦博物館兒童教育活動繽紛呈現

物館的超萌導覽員，你最大的收獲是甚麼？

趣在哪裡？

J：我收獲了自信！本來我應該算是一個內向

W：孩子在小學一年級的時候來到博物館參加

的孩子，在震旦博物館接受培訓和導覽的過程

這個活動。在幾年的不斷導覽和學習中，孩子

自2014年始，震旦博物館每年舉辦「超萌導覽員」兒童教育項目，教授中國古代文物

中，我從「不敢說」到「搶著說」，鍛鍊到了

變得自信。在參觀其他博物館的時候，他也能

知識，培養兒童成為專業解說員。目前已開展4期，每期15人以下小班授課，年齡跨

自己和陌生人交流的能力，同時也收獲了面對

主動認真的聽講解。同時，因為導覽，讓他愛

度由4至12歲，穩步培養合格的「超萌導覽員」畢業生近40名。

陌生人時的自信。

上了閱讀歷史類書籍，豐富的知識面。當看到

圖．文

震旦博物館

「超萌導覽員」即將2017開春首秀

孩子自信開朗的和小夥伴們一起交流玩耍時的

超萌 特長及館藏文物的屬性，期望

文物時會感到單調枯燥，然而實際教學中發

AM：在面對一群觀眾時，你內心的感受是？

現孩子們樂意表現自我、學習能力及主動性

J：自豪感。在講解的過程中，我把自己所獲

在學習過程中，讓孩童表達自我，提升他們

強，更為講師提供孩童獨特的視角，博物館

知的知識分享給同齡或比自己小的小朋友聽，

的表現力、口才和文物知識。由於博物館文

在未來策劃課程時會更加密切地將兒童的興

看著他們很羨慕又崇拜的眼光，讓我感覺很自

物藏品的知識性較強，相對其他的美術館而

趣點和文物的教學相結合。

豪。同時，這種自豪更激勵我去學習更多更廣

導覽員」活動結合震旦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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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讓孩子單純地去感知文物是存在一定距

「超萌導覽員」授課形式多元，包括課堂講

離的，學術部門因此特設針對兒童教育的課

解、遊戲體驗、現場發表及實習演練。針對博

程，讓文物更加親近易懂。讓每位「萌」態

物館不同的文物門類，設置相異的課後遊戲。

AM：你最喜歡為觀眾講解震旦博物館的哪一

可掬的小導覽員成為一名講述者，將自己感

在遊戲中，培養了他們的協作精神，並且盡快

樓層？為甚麼？

興趣的小故事分享給更多的人。

溫習、記憶所學知識。待考核成功後，博物館

J：我最喜歡3樓，玉器館。因為玉器都非常的

在教學現場，學員帶給博物館策劃團隊重

會為「超萌導覽員」組織一次導覽發表專場。

精美，從上古時期玉器就伴隨著人們。因為稀

重驚喜。參與活動的同學對中國文物都擁有

除此之外，會安排特定的親子專場，給予他們

有和很難開採而讓我覺得它更顯得神秘，想深

極大的興趣。由於家庭教育、學校教學及個

一季度2次的鍛鍊機會與舞台。

入地瞭解它。其中我最喜歡玉器的加工的模

神情，那就是父母最大的樂趣。

的文博知識。

人喜好的助力，使得他們對歷史文物都有一

作為震旦小學堂旗下的教育活動之一，「超

型，簡單的一個操作台竟能做出如此精細的玉

定的基礎，接收中國古典藝術知識的速度很

萌導覽員」項目與「超萌暑期夏令營」、

器，這樣的智慧真的是難以想象，可見古代人

快。策劃團隊原本擔心報名參加的學生面對

「神獸變裝計劃」及「漢代動物園」等教育

民也是多麼的聰明！

超萌導覽員蔣同學導覽現場

小朋友觀眾認真聽導覽員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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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雙龍紋玉劍璏
劍璏表面高浮雕雙龍紋，以一大一小、或屈或伸的姿態營造戲劇性的張力。（圖二）

漢代．雙龍紋玉劍首
此器以柱形圓鈕為中心，採平分法反向安
排雙龍，使其呈現相對的關係。（圖一）

古器物學講座——漢代玉器設計專題 2

雙龍紋設計
文

吳棠海．圖

震旦博物館

雙龍組合的設計是建立在單體玉龍的基礎上面而加以變化的。單體玉龍的形狀主要
依據玉料或造型而製作，雙龍的組合除了必須遵守依料施工的原則外，還要考慮二
個龍紋之間的關係，以呈現最佳的美感或巧妙的趣味，本文即從龍紋的相對位置與
形態進行分類，擇取下列五種類型加以說明。

一、相對組合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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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圖一為漢代的玉劍首，此器以厚塊狀

圓形的柱狀凸鈕居於中間，表面陰刻三個

二個龍紋的體型有明顯的差別。大龍的頭

渦捲狀的穀紋，左右兩側各有一個高浮雕

部位於矩形孔之上，胸部朝前挺起，身軀彎

龍紋，龍首雕琢雙眼、鼻吻及雙耳，龍身

轉如U字形，臀部上抬，長尾朝後勾捲，四

起伏如波浪，尾端上捲，四肢或前或後開

肢或屈或伸，橫踞大半個器表，小龍則位於

展於身體兩側，是配合鑲嵌位置所採取的

器面左端，捲身收尾縮於一旁。

俯視角度取象。

二個龍紋除了有大小差異之外，還運用身

二個龍紋分別居於凸鈕兩側，身軀以S形

體的延展與屈縮來表現攻守進退的關係，透

為基調彎轉成Ω形，龍首與對方的尾巴相

過高浮雕和低浮雕的落差營造上下起伏的動

接，以左右相反的型態各佔一半，形成勢

感，使大龍和小龍的組合充滿互動性的戲劇

均力敵的相對關係。

張力。

二、大小組合設計

三、左右組合設計

大小組合是指一個大龍和一個小龍共同

左右組合是指二個玉龍分別居於器身兩側

裝飾一件器物的設計，主要見於漢代的玉

的型態，主要見於漢代玉珩上，是配合玉珩

劍璏上，是配合玉劍璏造型所做的巧思變

功能所做的設計。

化。

例如圖三為漢代的玉珩，此器呈下弦月的

的玉料製作而成，玉工將玉料區分為上下二

例如圖二為漢代的玉劍璏，此器呈長方形

扇形，運用透雕技法製作二個玉龍，龍首分

彼此相對的雙龍組合常見於漢代的玉劍首

部份，下半部是圓餅狀的主體，底部鑽磨一

體，左右兩端朝下彎捲，底下具有一個矩

別位於玉珩兩端，由側面角度取象，翹鼻張

或玉璧等圓形器物上，為了達到體量相當的

個圓形凹槽，作為鑲嵌劍柄之處，上半部採

形的繫綁孔，是漢代玉劍璏的標準形制。

口，面向外側，頭頂上的鬃鬣朝後飄舉，頸

對等關係，二個龍紋往往具有大小一致、形

減地法製作一個突起圓鈕和二個龍紋，形成

劍璏表面採減地法製作二個螭龍紋，由於

部向下彎曲，胸部挺起，身軀往中間延展，

狀相同的特徵。

相對式的組合。

去地較深而形成高浮雕的樣式。

四肢張開做跨步行走之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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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雙龍紋玉珩
此器透雕為左右對稱的雙龍組合，
以符合中軸平衡、左右對稱的形制
需求。（圖三）

個龍紋位於圓孔之上，翹鼻張口面向右方，

由於此器的背面也採用凹弧面技法表現

另外一個龍紋位於圓孔之下，曲頸扭身跨步

玉龍的立體感，使玉龍正背兩面的肢體動

行走。

作完全一致，尤其體型較大的玉龍張口吐

二個龍紋皆以凹線區隔肢體，用微微突起
的弧面表現頭部、身體及四肢，以呈現側面

舌，舌尖越過圓環表面再往後回勾，呈現
出圓雕般的效果。

身軀和斜轉的胸部及臀部，是漢代玉工常用
的平面立體化技法。而上方龍首為側面狀，
下方龍首是俯視狀，二者形成側視和俯視的
雙龍組合，是同期器物比較少見的設計。

五、圓雕組合設計

漢代．雙龍紋玉璧

除了共同角度和相異角度的變化之外，漢
代的雙龍組合裡還有圓雕式的設計，為高度

此器採透雕法製作雙龍，龍首分別
為側面或俯視像，形成俯側組合的
設計。（圖四）

立體化的純熟技法留下精彩的印證。
例如圖五為漢代的大型出廓璧，此器的主
體部分呈圓形，內部透穿一個圓孔，表面保
留內外兩圈邊框，框內排列整齊的半球形乳
丁紋，屬於傳統玉璧的形制，圓璧上方保留
玉料透雕二個玉龍和一個圓環。
二個玉龍面向中間，型態大同小異，龍
首上的鬃鬣向後飄舉，翹鼻張口露牙或吐

玉龍表面皆以凹弧面技法表現五官和肢

四、俯側組合設計

體，並用藝術鏤空突顯形象，二龍之間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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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狀，表面用凹線區隔肢體，用弧面表現臉

舉一個弧形台座，台座上方附加一個雲紋

前面三種類型裡，兩兩成組的玉龍都採相

式的半環，中間和左右兩側的鏤空可做為

同的角度取象，但是也有部分玉器裡的雙

與其它飾件相連，為功能與藝術的結合。

龍組合呈現不同的視點取象，如俯視和側

由於玉珩是組佩飾的主幹，在組佩飾裡串

舌，頸部和身體採S形彎曲，營造挺胸翹臀
部、頸部、身體及腿部，並以鱗片紋、平行
線紋及小圓圈紋裝飾。

漢代．雙龍紋出廓璧
圓璧上方保留邊料透雕雙龍，以精熟的鏤空和
凹弧面技法表現出圓雕般的效果。（圖五）

視的組合即屬之。

連上下方的玉飾，因此雙龍的組合也採左

圖四為漢代的鏤空玉璧，此器呈扁薄的圓

右對稱的形式，以符合「中軸平衡、左右

形，內部透穿一個圓孔，孔緣和外緣保留

漢代玉工以平分法、對稱性、大小之差、相異視點及精熟的立體化技法，讓雙龍組合產

對稱」的功能需求。

圓形的邊框，框內透雕二個龍紋，其中一

生不同的型態，十分精彩有趣。下期將以鳳鳥為題，介紹單一鳳鳥的形紋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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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分
33.5
震旦博物館提供

震旦博物館
出版叢書介紹

藏品圖錄

北齊 飛天像

館藏
精粹賞析

震旦博物館座落於黃浦江畔，館體建築由安藤

上海 忠雄所設計，館內收藏玉器、陶瓷器、佛像及

畫像石刻等古代文物，倡導以「料工
形紋」為核心的古器物學研究，推廣古代器物的藝術鑑
賞，將古物之美融入現代生活中，力行生活美學的實

文

踐。本書是上海震旦博物館的開幕館藏圖錄，書中
收錄88組件的館藏珍品，展閱此書猶如打開文化的
寶盒，文物精粹盡收眼底，值得收藏與閱覽。

明洪武 青花纏枝牡丹紋執壺

高

BOOK

戰國晚期
玉獸首大帶鉤

吳棠海．圖

震旦博物館

洪武二年在江西省景德鎮設立御器廠，專門燒造宮廷用瓷，但是因為沒有落款的緣
故，世人並不明瞭當時的青花瓷狀況，直到相關遺址陸續發掘出土，才使我們看到洪

內容精選

武青花瓷的特色。

1、本書內容按照歷代玉器、古代陶俑、青花瓷器、佛教造像及畫像石刻等項目編列，
方便讀者檢索。
2、延請本館專家撰寫導覽專文，說明古器物學研究的新方法與各種品類的發展過程。

元代 青花雙魚藻紋大盤

3、每件器物皆有詳細的中英文介紹，部分藏品增加局部特寫，提供讀者研究與鑑賞。

玉器發展史系列
紅山玉器
戰國玉器

書籍銷售點

商代玉器
漢代玉器

西周玉器
春秋玉器
唐宋元明清玉器

館藏精選系列
藏品圖錄 文物精粹
古玉選粹1
佛教文物選粹1
佛教文物選粹2
青花瓷鑑賞
元青花瓷鑑賞

台灣地區｜北部：國立故宮博物院、國立歷史博物館、三民書局、
汗牛文物藝術書店、華典文物書店、榜林文物書店、樂學書局、
CANS藝術新聞雜誌、蕙風堂、世界書局
南部：庫存書書社（高雄）
大陸地區｜北京：罐子書屋、韞玉齋、中國文物書店、錦祥堂
上海：震旦博物館、 罐子書屋
日本地區｜藝友齋

館際合作系列
芮國金玉選粹—陝西韓城春秋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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柄則是蓮紋與靈芝紋。

成盤形口，頸部略長且逐漸收窄，肩部陡斜

但在繪畫技法上有所差異。此時採用中筆勾

下溜，腹部上窄下寬，底下圈足微向外撇，左

畫法繪畫，紋飾線條不向元代一般瀟灑奔放

邊附加長流，長流和頸部以雲形板相連，右

而顯得迂迴拘謹，填色部分有反覆塗抹的感

邊附加綬帶形的曲柄，曲柄之上有小圓繫。

覺。但是花瓣邊緣刻意留白以區隔花瓣的方

執壺表面繪畫多層紋飾，口沿環繞一圈回

這些紋飾大多是早期流傳下來的傳統紋樣，

法，仍然透露出它與元代之間的傳承關係。

紋，頸部是蕉葉紋、卷草紋及帶狀蓮花，肩

所有紋飾皆以進口的蘇麻離青料繪畫，因

部垂覆大小相間的雲頭紋，雲頭紋內部以雙

為釉料成分或燒窯氣氛控制不佳等因素而呈

直線為中軸，左右兩側布滿細密的橫線。執

灰藍色，是洪武青花瓷器的特色，類似的器

壺腹部以纏枝牡丹為主紋，其下為壼門紋邊

物亦可見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典藏中，提供

框內填雲頭紋，足墻勾勒卷草紋，長流和曲

讀者鑑賞的參考。

● 台灣地區：886-2-2345-8088轉1712游小姐

鑑賞研究系列
認識古玉新方法

執壺是洪武時期的製器，主體部

此件 分近似玉壺春瓶，壺口向上豎直

● 大陸地區：86-21-58408899轉606博物館商店

傳統與創新—先秦兩漢動物玉雕

● 官方網站：www.auroramuseu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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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公益

OVE ACTION

震旦集團物資捐贈

障的朋友製作手工香皂，與視障夥伴一起

新竹縣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中心又稱同心樓服務中

注在最短的時間發揮最大的效益。雖然只

心，由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經營管理，陸續展

因先天的關係，但仍努力用自己的力量工

桌，但因經費問題及募款不易，便多次作罷，震旦集
團了解到本中心的需求後，於年初帶領團隊捐贈全新
乙批會議桌，並有效率的搬運至四樓，當場組裝完

來我們更會積極參與相關活動。同時也為

成，由本中心謝燈材主任代表受贈，院生們看到了很

境，為他們打開就業的一扇門，深深感動
▲來到獨居長輩家透過簡單的服務，換來他們滿足的神情和開心的笑容。

及感恩。

震旦人公益行動「溫暖隨行」

震旦竹北×社團法人新竹縣聾啞福利協進會

震旦集團

開身心障礙綜合福利服務工作。多年來設備早已破
損、老舊不堪，為了安全的考量，需購置新的會議

作，社會還有很多人需要我們去幫助，未
該協會為這些夥伴建立一個安心就業的環

圖．文

震旦×財團法人天主教華光社會福利基金會

開心的製作香皂及包裝，團結合作認真專
有短短半天的時間，讓我們看到視障朋友

用心傾聽與陪伴 帶來幸福感動

有新的會議桌後，有更好
的環境可以上課，院生滿足
及快樂的表情呈現在臉上。

▲

▲與視障夥伴一起親手作皂，體驗幸福的感動。

開心的跟老師們說，有新的會議桌了，不再擔心上課
上到一半會議桌倒下來或遭到破損處割傷，滿足及快
樂的表情呈現在臉上。

寒冬送暖 物資發送 無聲的祝福
震旦竹北分公司6位同仁來到聾啞協會
進行物資發送服務，是一個無聲的公益活
動，但大家都充滿熱情，也感受到行善不

源，持續進行辦公物資捐贈，也發動集團同仁一同攜手參與公益行動！讓需要幫助的
社福團體能得到更實質的需求。並期望呼籲更多人，攜手回饋社會，溫暖隨行。

一定要讓大家知道，默默的做，就能感到
很幸福。看到他們比手畫腳的用手語溝通
時，為自己能開口表達自己的想法、聽見
美好的聲音感到幸福。

金儀嘉義×財團法人華山社會福利基金會

微不足道的小事，卻可以換來長輩們滿足的

獨居老人家中探訪 關懷服務

神情和開心的笑容，真是太值得了，祈願未

金儀嘉義分公司同仁來到獨居長輩家中進
行服務，協助張貼春聯、量血壓、為長輩按

自己的心事，讓在場的同仁個個也紅了眼
眶。每一個人都會變老，我們做著看起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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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旦×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
將邁入44週年的勵友中心，一路走來以「做少年人的
好朋友」，透過社工專業的服務，每年陪伴超過六百
位孩子及其家庭，共度尋找生命方向的蛻變之旅。團
隊盡可能將經費使用在孩子的生活所需及各項學習

來可以透過我們團隊的雙手，為社會帶來更

活動中。但因原空間不敷使用的考量下，今年年初勵

多正面的能量，讓社會更和諧與美滿。

友找到更合適少年活動的場 地，並進行搬遷的工作。
震旦集團在得知勵友新場地的規劃理念與需求後，義

摩、閒話家常。有長輩被同仁逗得笑開懷、
也有長輩因同仁的關懷和按摩掉下淚來細數

有了舒適的沙發，在充
滿各樣生命故事的諮商
室，用柔軟的空間，安撫
孩子期待被擁抱的心。

▲

震旦集團邁入第52年，一路以來與社會一起成長，始終懷著感恩的心，善用集團資

不容辭捐贈17張辦公椅，以及沙發、茶几組。為勵友

金儀北區×財團法人台灣視障協會

打造了一個舒適的服務空間，希望透過這份貼心的關

協助手工皂禮盒包裝 打開就業之門

懷，幫助社工員在服務後處理行政作業的同時，能有

金儀北區總計15位同仁一起參與視障、多

更完善的工作環境，並得以提高服務效能。
▲志工們幫忙搬物資給協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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