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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 有 30 秒 開 始 秒 殺 ， 大 家 準 備 好 了
嗎？」「爆品鏈接已經上了，寶寶們趕緊搶
啊！」臨近「雙十一」，三能集團首次舉辦
線上線下特賣會，其中在電商平台開設的三
個直播間破紀錄地吸引 30 萬人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張志豪介
紹三能開發
的新款烘焙
器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賀鵬飛 攝

●盧英傑
盧英傑（
（左）和同事正
在直播。
在直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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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商二代 玩直播
內銷闖出一片天
引領家族企業突破疫情貿戰困境

自創品牌利潤追平父親30年老廠
另一位台商二代盧英傑也從電商直播
中嘗到了甜頭。盧英傑的父親早在 1992
年即在無錫創辦一家皮具廠，長期為美
國企業貼牌生產各種皮包，每年銷售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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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員工正在進行直播
三能員工正在進行直播。
。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OEM

ODM

●台宜陶瓷生產的部分陶瓷產品。
●陳建宏介紹台宜陶瓷設計的產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星巴克非常受歡迎的櫻花杯，就是我們
生產的。」擁有34年歷史的老牌台企台宜陶
瓷有限公司接班人陳建宏，帶領企業從
OEM（代工貼牌生產）向 ODM（原始設
計製造）轉變，不斷開發新產品並開拓內
銷市場。星巴克、迪士尼、康寧玻璃等國
際知名品牌，以及大陸市場近年走紅的北
鼎、一鳴等品牌企業紛紛伸出橄欖枝，與台
宜陶瓷合作。
台宜陶瓷 1987 年在台灣創立，2003 年在
聞名中外的「陶都」——江蘇宜興建廠，主
要為外國廠商代工貼牌生產陶瓷、玻璃用
品，產品出口佔比一度高達八成。不過中美
貿易戰爆發後，台宜陶瓷的出口產品也在加
稅之列，美國客戶趁機大肆壓價，導致出口
利潤大幅下滑。而隨着新冠肺炎疫情席捲全
球，出口業務又受到進一步衝擊。
面對變化，陳建宏在父親的鼓勵下，發揮
公司擅長的釉水裝飾和多器型開發優勢，持
續加大研發投入，注重新產品的設計開發，
加快向 ODM 模式轉型升級，並積極拓展內
銷市場。

老台企開闢新天地

三能集團 1982 年創立於台灣，2000 年
在江蘇無錫成立三能器具（無錫）有限
公司，主要生產各種烘焙器具，產品式
樣多達兩千餘種，線下經銷商門店超過
1,100 家 （ 大 陸 800 多 家 ， 台 灣 300 多
家）。2018 年 12 月，三能集團在台灣資
本市場掛牌上市，成為第一家掛牌上市
的烘焙器具專業廠商。
2016 年，張志豪嘗試在大陸電商平台
開設網店，帶動三能集團線上銷售快速
成長。隨後集團專門成立電商子公司，
並在去年迎來前所未有的機會。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後，三能集團
的線下銷售一度受到巨大衝擊，但線上
銷售迎來爆發。由於很多被迫「宅」在
家裏的人們紛紛變身家庭煮婦或煮夫，
張志豪和團隊抓住機會，開通網絡直
播，指導網友烘焙麵包、蛋糕等食品，
受到網友的熱烈歡迎，並帶動三能旗下
家用烘焙器具銷售異常火爆。
「去年我們直播了 500 多場，粉絲數
量一路上漲，目前線上旗艦店粉絲數量
已經超過 41 萬。」張志豪難掩興奮地
說，疫情爆發初期，三能烘焙器具在線
銷售額一度暴增二倍到三倍，此後雖然
有所回落，但全年在線銷售額也比前年
大幅增長 40%以上，已經佔到集團總銷
售額（3.4億元）的三成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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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直播逾500場 線上銷售過億

到

內，近幾年一些年輕的台商二代積極借
助電商直播等新渠道，拓展大陸內銷市
場，為家族企業注入新的發展動能。

數千萬元不等。但
2013 年盧英傑從
武漢大學英語專
業畢業後，進入
父親的皮具廠工
作時，皮包貼牌生
意已經大不如前，父
親決定轉型生產尼龍
●盧英傑正在
電腦包、商務雙肩包
直播介紹函夏
等。
手工牛皮包。
不過盧英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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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大陸民眾收入的
提高，消費升級趨勢
日漸明顯，人們對產品設計和品質的要
求也會不斷提高，在此背景下，設計精
美的真皮包具一定會受到消費者的歡
迎。為此，他向父親提出重新生產真皮
包具，並且自創品牌，通過網店拓展內
銷市場。父親對此感到驚訝，不過最終
還是決定讓兒子嘗試一番。
很快，盧英傑就註冊了「函夏 HANHSIA」品牌，並在電商平台開設網店，主
打輕復古風格的手工牛皮包。皮包也全
部由他和另外一名設計師設計，沒想到
竟獲得不少消費者的喜愛，並逐漸形成
固定的粉絲群體。
電商直播興起後，盧英傑和一名同事
輪流上陣直播，向消費者講解「函夏
HANHSIA」皮包的設計理念、生產工
藝等等，迄今已累積了 46.5 萬粉絲，且
直播轉化率越來越高，品牌知名度和美
譽度也不斷擴大，去年線上銷售額已經
超過1,000萬元。
他透露，雖然自有品牌的銷售額只佔
家族企業總銷售額的四分之一左右，但
利潤額已經和父親苦心經營 30 年的貼牌
生意持平，因為自有品牌的毛利率高達
50%以上，而貼牌產品的毛利率一般只
有12%至20%。
談及未來發展，盧英傑表示將以線上
和內銷市場為主，希望有朝一日能將
「函夏 HANHSIA」做成「人手一隻」
的國民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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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三能成為一家『獅頭魚身』的企

業代表。」作為三能集團的接班人，張志豪以
新加坡的標誌獅頭魚身像比喻家族企業，即
「二代」在父輩的「魚身」基礎上傳承並有所
創新，最終成長為一頭勇猛的獅子。
15 年前，因為父親身體不適，張志豪中
斷學業到無錫協助父親管理家族企業。不
過嚴厲的父親並沒有讓他直接接班，而是
從基層員工做起。「當時我爸每個月只給
我開 800 塊錢的工資，其他人以為我是『富
二代』，經常要我請客，這樣每個月的工資
不到月底就花光，真的成了『負二代』。」
張志豪笑道。

結合時尚元素開發創意產品
熟悉家族企業業務流程後，張志豪逐漸被
父親委以重任，負責國內外市場的銷售。不
過剛開始接手時，公司產品銷量一度下降，
這讓他感受到巨大的壓力。「有一次被老爸

針對個性化需求建設計團隊

針對一些重要客戶的個性化需求，台宜陶
瓷組建了專門的研發設計團隊。例如，每到
星巴克發布新款咖啡杯前，台宜陶瓷的研發
設計團隊都要加大馬力，基本上每周開發 10
款以上的不同新品，而且每款新品從設計到
批量出貨不能超過90天。
「星巴克的採購價高於同類產品的市場

責怪後，我都想從樓上跳下去。」張志豪
說，直到後來帶領團隊開發出一款「爆款」
新產品，單個產品就帶來 3,000 萬元的銷售
額，超出其他新品銷售額的 10 倍，「從此終
於可以在我爸面前抬起頭來」。
張志豪主導的電商業務屢創佳績，更是令
父親驚喜不已，同時也令父親認識到三能轉
型的必要性。如今，線上銷售已經成為拉動
三能集團業務發展，特別是內銷市場增長的
主要動力。內銷市場為三能貢獻了七成左右
的營收，而其中一半左右來自線上銷售。
雖然新冠疫情穩定後，線上銷售增速會放
緩，但是很多消費者已經養成了線上購物的
習慣，直播業務仍會持續增長。張志豪表
示，三能仍將持續發力電商業務，除傳統電
商平台外，還借助微信、抖音、小紅書、
bilibili 等平台加強行銷，特別是積極普及烘
焙和食品文化，結合時尚流行元素不斷開發
創意產品，例如和小黃鴨品牌合作開發聯名

價，但要求很高，很有挑戰性。」陳建宏表
示，星巴克採購的產品更新很快，交貨期也
很短，只有具備較強的研發設計能力和成本
控制能力才能完成，否則即使接下訂單也很
容易虧本。
同時，台宜陶瓷開發的很多專利產品，獲
得越來越多的大陸企業青睞。例如，北鼎品
牌的餐具系列、一鳴品牌的陶瓷產品就是由
台宜陶瓷設計生產。陳建宏透露，目前台宜
陶瓷的內銷產品佔比已經快速提升至四成左
右，預計明年將會超過一半，取代出口成為
公司的主要業績增長點。

加大生產設備自動化和智能改造投入
另外，近幾年台宜陶瓷還加大了生產設備
自動化和智能改造的投入，例如在燒窯時實
現智能化溫控，不必再像以前那樣要工人師
傅一直看守，隧道窯由此完全實現自動化，
能夠全年不間斷生產，大大提高了生產效
率。台宜陶瓷的員工總數已從過去的1,000多
人減少到300多人，但產值仍然保持增長。
陳建宏坦言，自己大學所學的是經濟專
業，對陶瓷生產並沒有興趣。因此，一開始
到家族企業接班時，曾和父親產生矛盾，並
負氣出走，到其他企業工作。不過他終於感
受到父親的良苦用心，並和父親一起帶領家
族企業戰勝困難，開闢出一片新天地。
「老爸最值得我學習的是他對陶瓷的執着
和熱情。」陳建宏說，自己從父親身上感受
到老一輩台商艱苦創業的精神，這種企業家
精神在任何時代都是必不可少的。

吐司盒和餐具等，以增加對年輕消費者的吸
引力。

不斷增強客製化研發能力
對於線下市場，三能注重和線上產品的差
異化，並不斷優化消費者的現場體驗。同
時，三能也不斷增強客製化的研發能力，為
肯德基、必勝客、星巴克等餐飲連鎖機構開
發新產品。
另外，三能還和南僑食品、日本製粉等知
名食品企業合作，通過線上線下渠道進行綑
綁式營銷，致力成為一站式家庭烘焙方案解
決商。也就是說，在三能的線上線下門店，
不僅可以選購三能的烘焙器具，還能選購烘
焙所需的各種原材料。
在張志豪看來，面對市場的不斷變化，家
族企業也不能安於現狀和墨守成規，而是要
在傳承父輩艱苦創業精神的基礎上不斷創新
轉型，這樣才能永葆發展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