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SN 1993-7504
創業管理研究 2013 年 9 月
第八卷第三期, p.1-24

產業環境影響台灣紡織產業創
業家創業歷程中隨創力展現之
研究：以儒鴻公司為例
Industry Environment impact on Bricolage and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of the Taiwan Textile
Industry Entrepreneurs：A case study of Eclat
蔡舒安 Shu-an Tsai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碩士
Departmen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 Jen University
z688777@hotmail.com
蔡淑梨 Su-Lee Tsai
輔仁大學織品服裝學系教授
Department of Textiles and Clothing, Fu Jen University
043212@mail.fju.edu.tw

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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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產業多變的環境，創業家如何在創業歷程中，透過隨創力巧妙運用身邊有限
的資源扭轉企業危機，並轉化為企業成長的動力，是本研究欲探討的議題。創業時常
遭遇到許多危機，本研究以 Baker and Nelson（2005）隨創的三項特質，探討創業家
解決問題的手法，以歸納出創業家的思考模式及策略佈局運作方式。Robinson （1998）
指出產業特性和環境變化對於企業成長有顯著性的影響，故本研究將產業環境變化納
入個案探討。本研究為初探性研究，以敘說研究法挖掘儒鴻企業創業發展歷程中在遭
遇困難時，如何運用巧智及隨創力解決問題。研究發現創業各階段創新用途的資源重
組方面，往往都是公司最重要的創新的關鍵；就地取材而來的資源多來自利用社會網
絡資源的協助以及將舊有的資源活化來達成目標；而將就著用則多在組織面臨緊急危
難時的危機處理方式。
關鍵字：產業環境、創業歷程、隨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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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find out how entrepreneurs through their bricolage, in using
limited on-hand resources to turn around the crisis or converters useable resources into
firm’s growth each entrepreneurial stage, under fast changing industrial environment.
Industrial environment also affect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it will change
into the industrial environment case analysis. This study uses Baker & Nelson (2005)
bricolage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entrepreneurs operations under their thinking model as
strategic intent. This is an exploratory study using narrative inquiry to find out the bricolage
story of Eclat. We have found that re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new purposes, often the
key of firms innovation; resource at hand, usually use social network to problem solving or
reuse resource at hand to reach the goal; making do, treatment crisis emergency distress
which Organization faces. According to our analyzed we wish to offer Taiwan textile
industry entrepreneurs to use which bricolage characteristics doing innovation response
foundation.
Keywords: Industrial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Bricolage

壹、 緒論
翻開台灣經濟成長發展史，紡織成衣產業是臺灣工業化的先驅，也是為臺
灣創匯及邁向全球化發展最早的產業之一（王文誠、鄭國彬，2011）。台灣紡
織產業累積數十年的產業發展經驗，近年來為了轉型，透過產業界、政府、研
究機構組成新產品策略聯盟，積極開發高附加價值紡織品（蔡淑梨、李淑瑛，
2008），朝向發展產業用紡織品、機能性紡織品的領域發展。而這一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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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創造皆源自台灣人興盛的創業精神。
創業的過程是創業家和人、環境及機會的複雜互動，亦有學者指出，當前
的研究途徑難以完整如實地呈現創業問題（Low & MacMillan, 1988; Davidsson,
Low & Wright, 2001; McKelvey, 2004；劉常勇、謝如梅，2006；蔡敦浩、利尚
仁、林韶怡，2007；劉常勇、莊立民、李信興，2008；林仲緯，2009）。Dess
and Beard（1984）認為環境是組織面對所有主動且直接的競爭及合作因素。
Amabile（1997）指出今日企業對於創新重視度日漸提升，這些現象都與環境
快速變動有極大的關係。故面對變化多端的產業情勢，組織應發展一套隨創方
法，隨時因應可能的突發狀況（蕭瑞麟，2012）。故創業的成功與否？與所屬
的產業環境和時空背景有其密切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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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歷程不確定性多且不易掌控，遭遇困難在所難免。過去的研究發
現，創業家在資源極端窘迫的劣勢情境下，往往能善用手邊資源，以化整
為零的方式，切入特定市場利基，實乃隨創能力的展現（Baker & Nelson,
2005; Garud & Karne, 2003; Shane, 2000; 蕭瑞麟，2012）。隨創（bricolage）
精神就是「自己動手做（do-it-yourself）」；在動態過程中解決問題的方
式，將手中資源做結構性且不同以往的創新用途及利用之過程（Fuglsang
& Sørensen, 2011），扭轉劣勢並維持企業生命力。
本研究根據 Baker and Nelson（2005）理論，以隨創之三項特質來分析台
灣紡織產業創業家，在創業歷程各階段中善用現有資源，以創新思維開創出更
多機會並換取創業歷程中必須投入的資源。總結來說，資源、機會與隨創者，
是隨創理論構成的三大要件，隨創者必須想辦法在資源劣勢下、活用物資、創
造資源、化無為有、巧妙創新（蕭瑞麟，2012）。
基於上述目的，本研究主要問題有三：
一、創業家在不同創業階段有哪些隨創力的展現？
二、創業家隨創力如何幫助創業各階段？
三、紡織產業環境的轉變對創業歷程中隨創力的展現上是否有影響？若有，其
影響為何？

貳、 文獻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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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討產業環境對台灣紡織業創業家創業歷程中隨創力之研究，故文
獻回顧將從探討產業環境開始，再探討創業歷程劃分的方式，最後定義隨創的
概念及特性。

一、產業環境
Miller and Dess（1996）定義產業環境為組織在特定競爭狀態中所面臨的
情況，包含同業間的競爭、消費者的議價力、供應商的議價力、替代性產品的
威脅與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所以當企業進行策略規劃時，環境不確定性及競爭
程度，都將影響企業策略執行結果與績效，當企業所處產業不同時，所面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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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環境及競爭情形便會有所不同（張亞嵐，2009）。Lumpkin and Dess（2001）
研究顯示，產業環境與組織競爭有高度的關聯性，並扮演著調節競爭導向與組
織績效間的關係。Robinson（1998）指出產業特性和環境變化對於企業的成長
有著顯著性的影響。綜上所述，產業環境對企業成長及策略執行，有非常顯著
的影響。

二、創業歷程
蔡敦浩、利尚仁、林韶怡（2007）指出創業研究需要深入探討創業的動態
歷程，尤其以縱斷面的研究能獲取更有效的洞見。故以歷程（process）的形式
來了解創業家如何開啟新事業，一直是創業研究學者所大力推崇的創業研究取
向（Shane & Venkataraman, 2000）。創業是隨著時間展開，經歷若干不同緊
密關係階段的過程，實際上創業的過程難以被明確地劃分為容易區別的階段
（楊舜慧、溫肇東、項維欣、陳東賢，2010）。許多學者都試圖想提出一個良
好劃分創業歷程階段的架構，以分析各創業階段的關鍵轉換時點。
Holt（1992）以企業的生命週期角度，將創業歷程區分為四個階段：
（一）創業前期階段（Pre-start-up stage）：此階段創業者進行資源的蒐集
和設立組織前的準備，以做好創業前的規劃準備工作。
（二）創業階段（Start-up stage）：創業初期，創業者為確保組織的存續，
須認清產業環境和做好市場及產品定位。
（三）早期成長階段（Early Growth stage）：在成長階段，新事業可能會遭
遇到產業、市場、外在環境及財務使用上的快速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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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晚期成長階段（Later -Growth stage）：當組織已經發展成為一個較
具規模的企業時，會做出市場區隔離相同事業經營領域中遇到的競
爭對手，這時候核心能力管理將成為競爭優勝的關鍵。
Holt 將創業歷程完整呈現，符合本研究欲探討之紡織產業創業家創業的
長期動態過程，故採用 Holt 之創業歷程劃分階段做為區別個案創業歷程四階
段之架構。

～ 4 ～

產業環境影響台灣紡織產業創業家創業歷程中隨創力展現之研究

三、隨創力
（一）隨創的概念
隨創的概念最早由 Levi-Strauss（1966）在其著作《野性的思維》
（The Savage
Mind）首先被提出，Levi-Strauss 以對原始民族的觀察，發覺到原始民族會利
用手邊既有的資源，來打造所需要的工具，所以用 Bricolage 一詞來描述人的
自發性的行動。
Levi-Strauss（1966）雖提出隨創一詞，但並沒有詳細的定義。後續學者
們將隨創定義為「應用及組合手中現有資源，以解決目前所遭遇到的問題和創
造新的機會」（Baker & Nelson, 2005）。Cunha（2005）將隨創定義為運用手
邊可取得的素材創造出新的資源應用，解決所遭遇到不可預測的問題及困難。
近年來，管理領域開始運用隨創概念來說明組織內的特殊情況（陳意文，
2009），尤其是在創業領域（蕭瑞麟，2012）。Cunha（2005）運用隨創概念
探討組織管理活動時，指出人們面對困難和不確定的情況時，可能會運用任何
手邊所擁有的資源達成他們所想要的目標。Senyard, Baker and Davidsson
（2009）也指出儘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成功的隨創行為可能有助於公司的
發展和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的風險，甚至幫助公司能夠延續生存的力量及讓公司
更加蓬勃發展。
（二）隨創的特性
Baker and Nelson（2005）整合許多不同領域的相關研究將隨創概念歸納
為三大特質，包括：「將就著用（making do）」、「創造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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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bination of resources for new purposes）」，以及「就地取材（resource at
hand）」。
1. 將就著用
Levi-Strauss（1966）將隨創描述為「手邊無論擁有什麼東西都將就著用」。
Cunha（2005）以《阿波羅 13 號》歷險記為例，書中提及太空船阿波羅 13 號
在執行太空任務時發生爆炸，此突發狀況即將威脅到在太空船上倖存的三名太
空人。在沒有任何解決方案情況之下，三名太空人急中生智利用在船上任何可
使用的材料，如：塑膠袋、膠帶等，就地取材將其運用創意組合拼湊在一起，
這是非正統但有效的解決問題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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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造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隨創資源組合方式，是在不具有特殊目的性下，利用手邊現存之物運行資
源的組合，並在現有時間下，將參差不齊的工具及材料，不斷的透過隨創組合，
在方法與素材的變化下出現全新的面貌（Levi-Strauss, 1966；謝如梅、莊為傑、
方世杰，2011）。
Ciborra（2002）及 Lanzara（1999）主張，通常有效的建構策略資訊系統
都是從即興的隨創行為而來的（Miner, Bassoff & Moorman, 2001）。
3. 就地取材
Levi-Strauss（1966）所主張隨創概念核心精神，就是利用手邊可以隨手
取得、現存的所有資源，以「就地取材」的方式將資源重新組合來應付周遭環
境的變化。該特質可從荷馬史詩中的《奧德賽》看出隨創行為所展現的潛在優
點的經典範例。特洛伊戰爭後，奧德賽因為激怒海神而遭遇海難，十年的海上
漂流的過程中，經歷許多困難和危機，他活用他手邊僅有的一切突破重重難
關，終抵故鄉伊薩基島（Ithaca）。Gabriel（2003）也認同《奧德賽》為就地
取材的隨創行為提供了一項典範。
和今日的管理者不同的是，奧德賽從來不抱怨他手邊資源不足的窘境，任
何不論是有用還是無用的資源提供給他，他都能將手邊現有的資源就地取材並
重新賦予意義，讓所有的素材在他巧手拼裝組合下成有用的資源，並能夠進一
步加以利用（Cunha,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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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敘說研究法，敘說訪談的目的在闡明相關研究主題的內隱概
念，並將其外顯化，而重要的主題則必須透過蒐集受訪者的人生經驗，才能逐
步挖掘出來（陳意文，2009）。Gartner（2007）指出創業故事是創業研究中
極為缺乏的部分，對創業研究領域而言利用故事來進行敘說研究能發揮更大的
效益。每一個創業歷程都是創業家的生命故事，故事說明了人的生命歷程，且
透過故事，人們的生命經驗被重新賦予更深層的意義（Polkinghorne, 1988）。
故敘說研究法為適合探究創業研究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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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用 Holt（1992）所提出的創業歷程劃分方式將個案分成四個時
期，以公司創業發展史內的里程碑做為分界線；同時配合台灣紡織業發展史，
將敘說事件依問題解決的性質，將訪談資料按隨創的特質分析內容。
本個案對象為儒鴻企業洪鎮海董事長，洪鎮海與朋友四人合資成立儒鴻公
司，於 1985 年接任董事長。洪鎮海大學畢業於致理商專紡織科，曾就職於國
光染整擔任副廠長；對織布、染色及後加工整理等技術都十分專精。儒鴻成立
於 1977 年，資本額 21 億，2001 年公司上市，為亞太區最大的萊卡圓編針織
廠，現已晉身為紡織成衣業的股王；而洪鎮海則是紡織業界最成功的創業家之
一。
創業是複雜且長時間的奮鬥史，礙於訪談的時間及次數的限制，無法呈
現創業歷程內所有的經過。多數創業的細節資料來源，都仰賴受訪者口述的訪
談內容，並透過媒體採訪紀錄及其他二手資料。故只能就各歷程中的代表性事
件來進行分析及探討。

肆、實證個案
一、個案公司背景及現況說明
儒鴻為亞太區最大的萊卡圓編彈性針織布製造商。2010 年針織布國內市
占率約占 1.8%，成衣國內市占率約 18.6%。長期成為世界各國高技術門檻的
針織布和特種布的重要供應商。由於市場競爭與需求，儒鴻近年來向下垂直整
合，從織布、染整進而到成衣加工。2004 年 4 月儒鴻宣布朝專業成衣廠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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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提升成衣銷售比重。截至 101 年度布料和成衣的營業比重成衣部分占比已
經超越布料，目前占比為 56: 43，2012 年營收 135.43 億元。
近五年來，儒鴻每年稅後淨利都以 35％以上幅度成長，為因應如此快速
成長，儒鴻積極在東南亞佈局，如：越南、緬甸等國設廠以增加、擴增產能。
現在（2013 年）洪鎮海更計畫和國內生醫科技、奈米科技、化工業進行異業
結盟，在抗菌防疫、奈米布料及成衣領域上突破，尋求市場利基創造新藍海。

二、個案分析
（一）創業前階段 ~1977 年
1. 產業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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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紡織產業發展至 1970 年代已頗具規模，此期間政府制訂各項獎勵出
口辦法，台灣也因此獲得國際市場機會，使台灣紡織廠家迅速成長，並與韓國、
香港、義大利並列世界紡織四大出口國。就當時紡織產業的就業環境來看，紡
織業在當時發展十分興盛，市場龐大且商機無限，因此造就許多紡織產業的就
業機會，刺激了許多創業家投入紡織相關產業的創業活動。故洪鎮海在產業前
景繁榮昌盛時加入創業的行列，也增加了創業成功的因子。
2. 創業歷程陳述
儒鴻創立於 1977 年，在創立之前洪鎮海任職於國光染整公司。因在學期
間就讀紡織工程相關的科系，對紡織產業產生極大的熱情進而投身其中。在國
光染整兩年的期間，從基層的操作員開始，因獲得總經理的賞識晉升至化驗室
主管，再升遷染整部門主管，最後至副廠長一職。在兩年時間裡，洪鎮海學習
由布料打色起，到染色、後加工整理方面的技能，從而成為洪鎮海的專業知識
之一。後因公司業務往來的關係，而結識了創業夥伴蔡賢嶔；當時蔡賢嶔手上
正好有做磁磚網布的案子，遂邀請洪鎮海加入共同創業的行列。其實做磁磚網
布所使用到的技術和洪鎮海所學並不相同，但洪鎮海覺得自己和蔡賢嶔十分
「投緣」，心想自己是鄉下小孩出生，總覺得闖出一番事業對自己是一大鼓勵
和肯定，加上當時年輕又無所牽掛，就欣然同意蔡賢嶔的邀約，並邀請了同為
國光染整同事王先生，和自己同學許先生，四人湊了 50 萬元，並在新北市五
股區中港路租下 1、2 樓的廠房，開啟了儒鴻創業之路。
3. 理論結合與運用
(1) 將就著用 –人際網路助創業
TAO

許多人的創業動機，常常都是來自於機緣巧合，並不是刻意從事創業行
動，屬於被動式的創業。洪鎮海從事磁磚網布事業，也是「剛好」合夥人手頭
上接到這個案子而引發創業的動機。在人際網絡的推波助瀾下，想要一圓創業
的理想也為了激勵自己，而投身共同創業的行列。
(2) 就地取材 – 向親友借貸籌措創業資金
創業初期資源稀少，僅能從身邊現有的資源著手整合。創業夥伴裡，多由
創業者的關係網絡中尋找熟識的朋友。而此種人脈資源往往建立在親近與密切
互動關係之上，能給予較大的支持與協助(謝如梅、莊為傑、方士杰，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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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鎮海創業資金的來源，也由四人拿出自己的積蓄勉強湊到五十萬元，做為創
業的第一桶基金。
4. 討論
透過廠商牽線，發展成創業契機並成功創業，就是現有資源開發利用的
成果。Baker and Nelson（2005）提出，隨創者的可用資源不只有前所見的事
物，還有許多隱藏在身邊的無形物資，都可以成為開拓新資源的來源。轉化客
戶或供應商為人力資源的投入（蕭瑞麟，2012），也是舊有資源創新應用的成
果。如此不僅可以減少摸索創業的時間，再者，尋找工作夥伴時，從自己身邊
的同事朋友們著手，也可以節省搜尋人力資源的時間，更能獲得較多的支持與
幫助並增強公司向心力。
另外，因蔡賢嶔手上剛好接到磁磚網布的案子，創業契機只是「剛好」
手上有這個案子，創業機會發生並不是洪鎮海積極經營出來的，而是抱持著有
機會就掌握、想證明自己能力的心態，並沒有想過日後儒鴻會發展得如此成
功，這是洪鎮海始料未及的結果。
（二）創業階段 1977~1987 年
1. 產業環境分析
早期台灣紡織品外銷大多透過代理商或貿易商（大多數是日本貿易商）
和國外客戶接洽，再將訂單交由廠商生產，並以 L/C 轉讓方式進行交易。故
日本貿易商不只掌握了外銷廠商，也掌握了國外進口商，所以台灣廠商十分依
賴日本廠商的資訊提供。日本工業化較早，工藝技術在亞洲國家中一直以來都
是處於領先的地位，台灣中小企業廠商一直仰賴日本的知識和技術。儒鴻針織
TAO

彈性布料的核心材料彈性纖維來自杜邦，杜邦公司在 1957 年開始生產，經歷
數十年的發展。日本東洋紡於 1963 年也推出了彈性纖維品牌，為亞洲第一間
開發出新品種彈性纖維的公司。
全球紡織進口大國為保護國內紡織產業，實行配額管制保護措施；台灣
此時為全球紡織品出口大國，加以台灣逐漸浮現缺工及工資上漲等問題，種下
紡織中下游勞力密集產業外移之因子，讓許多公司苦思產業升級和轉型計劃。
在此同時，儒鴻開始朝向差異化發展，開始研發針織彈性布料，並赴日學習彈
性纖維技術，且彈性纖維紗線只向東洋紡進口。如此可得知，洪鎮海的紡織技
術向業界楷模取經，並購買最高品質的紗線，就是為了確保儒鴻的產品品質能
夠穩定且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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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創業歷程陳述
網布事業持續了半年左右，半年裡網布事業替公司累積了不少資金。1981
年，透過代理商的介紹，有一位美國客人建議儒鴻可以朝向針織布加彈性纖維
的領域發展，遂轉型從事針織布業務。洪鎮海表示：「叫我做一成不變的東西，

對我一點挑戰沒有，我也做得想睡覺，我是希望每天都有不同的新的東西，對
我來講是一個刺激，對我也是個挑戰，我要的新的東西對我才是一個鞭策。」
當時儒鴻也苦於產品性質和競爭者雷同，沒有自己的特色，於是洪鎮海下定決
心朝針織加彈性纖維布料發展。
但發展針織布加彈性纖維布料有其技術門檻及挑戰，由於台灣開發此商品
的技術不足，時常產生「翻紗」的情形，經常受到客人投訴而要求賠償。洪鎮
海苦思解決的辦法，四處打聽有哪些國家從事這方面的技術研究，他發現在亞
洲國家中只有日本從事這類商品的開發研究，藉由向日本廠商(東洋紡)買紗的
交易關係，1982~1984 年間共往返日本 11 趟，向日本廠商請益如何解決針織
布開發時經常發生翻紗的問題。
不斷赴日學習機器改良、調/染紗技術。洪鎮海藉由觀察日本人處理翻紗
的方式，是以一根針做挑起的動作，將翻紗的部分消除，遂「借」了一根回台
灣，以解決翻紗的問題並從頭調整紡織機器使其翻紗率大大降低。經過兩年的
改善及努力後，不論在織機的改良、出紗的速率、張力、染紗的平衡度和柔軟
度等等細節都一一認真研究。一番努力過後，儒鴻所生產出來的布品質大大的
改善，翻紗情況也降低許多，布料從織到染的過程也步上軌道，才奠定儒鴻生
產針織加彈性纖維布料技術基礎，該商品成為儒鴻核心商品，也是儒鴻競爭力
所在。

TAO

技術提升也開啟了 1985 年儒鴻和 NIKE 合作的契機。由於 NIKE 的訂單
需求是棉加彈性纖維布料，和儒鴻擅長的 TC、CV 布種不同，此段期間儒鴻
為了開發及改良棉製品花費了一年之久。棉的特性和化纖不同，在視覺上要感
到平滑而在手感上必須柔軟等等問題必須一一克服。經過一年的努力，開發出
來的成品品質優良且比日本及韓國的產品便宜近 1/3 的價格，因此獲得 NIKE
的青睞。此次和 NIKE 合作機會也成為想擁有自己工廠的主因之一。至 1987
年，有鑒於產能一直擴充卻若無一個屬於自己的工廠，才擬定籌設第一座苗栗
大山針織廠於 1988 年完工，成為從織布、定型和品管一貫的工廠，工廠落成
也達成了洪鎮海草創期所設定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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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論結合與運用
(1) 將就著用 – 客戶的建議
發展針織布的同時，美國客人建議儒鴻可發展針織加彈性纖維布料，這是
一項新興的技術，且未來有市場商機很大。生性喜好挑戰的洪鎮海，馬上著手
從事相關彈性纖維技術的研究。這時期苦思如何將商品轉型的同時，對儒鴻未
來的發展不僅是盞明燈；也因這項新技術開發產出與競爭者異質的獨特性產
品。
(2) 創造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 赴日學習技術
赴日本學習的過程中，洪鎮海除了學習如何解決翻紗的問題之外，也學習
機器改良、調紗及染紗技術。技術不斷的累積，引領洪鎮海日後與紡織機械廠
商著手開發機器的改良，包括定型機、染整機等。由於工具效能的提升及改善，
開啟儒鴻針織加彈性纖維布料技術領先優勢；帶來和 NIKE 合作的契機，並獲
得開發不同產品類型的機會，讓儒鴻第一次有了和國際大廠合作經驗，也為儒
鴻發展奠定良好的基礎。
(3) 就地取材 – 結合新知與舊學，創造競爭優勢
利用商業往來的關係，洪鎮海得以赴日本學習先進紡織技術的機會，洪鎮
海有目標地學習所需的知識；並系統化新舊知識與技術人員合作，開創新的紡
織機器設備及更佳製造方法。這些行為不僅開拓新市場新商機，也提高公司的
競爭門檻，讓儒鴻研發出來的商品是競爭者所學不來的。
4. 討論

TAO

讓同質資源有異質創新者，和創業家的先驗知識有關（蕭瑞麟，2012）。
洪鎮海由學校教育及職場工作經驗，結合自日本帶回之核心技術，運用無形知
識加上創意巧思，發揮隨創能力。和傳統創新途徑不同的是，傳統創新方式必
須事先投入大量的資源；資源受限的新創公司，在使用有限資源的過程中，往
往藉由凌亂且不完善的試誤過程來達成企業創新（Senyard, Baker, Steffens,
Davidsson, 2011）
。此外，洪鎮海 11 趟赴日的學習精神也體現了 Gherardi（2009）
及 Styhre（2009）兩位學者提到的「學習基礎論（Practice-based theory）」，
持續不斷在經驗中學習及培養創新的能力，這也是隨創者/創業家具備的基本
能力之一。因學習獲得創新技術，更提升原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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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台灣紡織產業發展軌跡分析，洪鎮海鎖定了將未來商機無限的彈性
纖維市場，赴尋找擁有製造彈性紗核心技術之廠商-東洋紡，做為學習的典範。
同時在台灣面臨升級轉型困境的時間點上，儒鴻也從只做 Low End 的產品，
轉向自行研發新產品，從無到有的過程中，開發出讓儒鴻自豪且無可取代高附
加價值的產品。
（三）早期成長階段 1988~2004 年
1. 產業環境綜合分析
1980 年以後，政府有鑑於紡織產業逐漸成熟急需轉型，進而制定「促進
產業升級條例」，鼓勵開發機能性及產業用紡織品、成立研發中心、推動紡織
品檢測驗證制度，並推行產業電子化等政策以加速全球布局。台灣紡織產業在
此時期已發展到顛峰，面臨產業轉型的困境，許多企業紛紛轉往工資低廉的國
家生產。1991 年台灣紡織工業總產值由 214 億美元大幅衰退，至 2005 年時衰
退至 146 億美元。
在產品結構方面，人造纖維業於 1950 年代首次出現在台灣。自 1965 年美
援中斷後，早期以生產棉紡織品為主的台灣紡織產業大受影響，轉而朝向化纖
產品發展，成為台灣紡織產業轉型的關鍵指標因素。台灣出口紡織品出口以成
衣為大宗，直到 1980 年台灣人纖產業發展穩定後逐漸轉變以出口紗和成品布
為主。目前布料出口佔台灣紡織產業產值的最大部分，化纖生產也在全世界佔
有重要地位。
1970 年代紡織品出口逐漸面臨配額管制問題，各國為保護本國紡織產業
都陸續制訂許多貿易限制條件，且各國的貿易條件都不盡相同。在沒有海外設
TAO

廠的經驗及缺乏劃的情況下，儒鴻在中國設廠時沒有將配額限制考慮進來，造
成儒鴻中國廠五年內虧損 550 萬美金。
2. 創業歷程陳述
在籌劃蓋大山廠的同時，由於太過自信及缺乏經驗的情況下，沒有貸款
也沒有向銀行融資作為工廠的備用金使用。在興建的過程中廠房的設計多所調
整，導致興建工廠及營運過程中週轉金不足，出現 5300 萬的資金缺口，造成
往後一年半時常趕三點半（軋支票）的噩夢。洪鎮海自嘲：「這是我一生有點

灰暗的時代」。記取這次的教訓，洪鎮海在一年半內還清所有的負債；同時，
洪鎮海也著手進行國際化工作，因當時洛杉磯地區有許多中小型的成衣廠，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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鎮海遂在 1989 年在洛杉磯成立發貨倉庫，由於眼光獨到，發貨倉庫的事業非
常成功，不但累積了不少資金，也藉此打開美國通路。
經由上述兩階段的努力及資金的累積，儒鴻決定朝自行研發及國際行銷方
向發展。1991 年在苗栗成立研發中心，將產品結構面重新做組合，並由結合
台灣產業趨勢進入化纖的市場，包含聚酯及尼龍類產品，研發能量的加入是儒
鴻此時期最大的突破。儒鴻設廠以來最大缺口為染整部分，這也是製程及品質
關鍵處，因此在 1994 年併購繽龍染整廠（yarn dye），1995 年和繽龍合作開
發尼龍 66 系列產品，2000 年後才設置布染廠（piece dye），並於 2001 年股
票掛牌上市。
儒鴻於 1992 年開啟成衣業務，當時在台灣只有兩個工廠，固定承接幾位
客人的成衣業務，規模不大員工總人數加起來 400 多人，雖然每年都有一定的
營收，但利潤並不高。隨著時間的發展布、成衣的事業越做越龐大，直到 1995
年，合作廠商 NIKE 建議儒鴻：「既然你賣布給我們公司，那何不把成衣事業
也一起擴大？」並鼓勵儒鴻到大陸（無錫）去設廠，承諾一個月給儒鴻一百萬
件 T 恤訂單量。但做決策的過程太過理想化，沒有了解成衣是要出口到哪一
個國家，而外資在中國也無法分配到配額，導致做出來的成品無法出口至客戶
指定有配額限制的國家，迫使轉型承接日本訂單。過度樂觀使得無錫廠在設立
初期投資金額為 680 萬美金，但在五年內虧到只剩下 130 萬美金。好在配額制
度漸漸取消以後，無錫廠到第六年（2002 年）才真正開始獲利。並在 2004 年
將以前所虧損全部賺回來。
故儒鴻自 2004 年提升成衣業務的佔比全力發展成衣，2012 年台灣的部分
成衣佔比已經超越布料達到 56：43。由於成衣業務的快速擴展，儒鴻整體營
TAO

業額及利潤也大幅提高，讓儒鴻從十幾塊錢的股價，一直飆至 200 多塊，成為
新一代紡織產業股王。
3. 理論結合與運用
(1) 將就著用 – 移轉訂單，降低損失
大陸無錫設廠因不熟悉法令，在無法取得配額情況下，只好將無錫廠轉型
承接日本訂單。錯誤決策已造成，將錯誤彌補進行危機處理是隨創者發揮隨創
力的表現。Senyard, Davidsson, and Steffens（2010）提到隨創者會排除既有的
產業規則及規定的限制，想方設法利用現有資源來創造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成
果。洪鎮海將無法承接 NIKE 訂單的大陸工廠生產線，轉而承接日本廠商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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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單，將損失降低。而該廠也在配額逐漸鬆綁及洪鎮海的努力下，逐漸步上
軌道，並開始獲利。
(2) 創造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 組織加深加長
Levi-Strauss（1966）描述隨創者進行與所蒐集到的材料「對話」的行為，
再從素材中重新組合或更有效處理問題的隨創成果。創業家們不斷地在創業中
學習企業經營的方法。在洪鎮海身上看到的是建立研發中心，購併繽龍染整
廠，實施組織能力升級等策略活動，將原本組織架構重整，使組織能夠應付外
界更快速的變化和提供更好的品質及產品需求。
(3) 就地取材 – 擴大原有事業
在 NIKE 的催生下，將舊有的成衣廠擴大規模，取代專業布廠轉而變成專
業的成衣大廠，專門生產高單價、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如同施偉隆（2009）形
容隨創者像是一個萬事通（Jack of all trades），能根據現場的情境、可運用的
資源和手邊的工具、方法、策略等，製造出多元的創新成果。此策略的成功，
也帶動儒鴻成長的起飛，提升獲利能力。
4. 討論
儒鴻在此時期的發展不論在業務上和產品結構上逐漸多樣化，也有了許
多突破性的做法。第一，1991 年由原本的短纖產品轉化纖產品；此時台灣產
業化纖技術成熟，洪鎮海掌握市場脈動，進而投身化纖領域。第二，從沒工廠
到有工廠，從摸索市面上已有的產品加以改進，到自己研發出屬於儒鴻自己的
產品；呼應政府希望產業能走出自己的路，也在政府於 1989 年「中小企業發
TAO

展條例」及 1990 年「促進產業升級條例」法案的協助下，投入研發及檢驗設
備，提升產品的競爭力。再者，合併染整廠，強化公司的染整技術，補足技術
缺口，以生產獨特創新產品達到朝高附加價值目標，因為技術的提升讓產品能
有更多樣豐富的變化，而掌握技術也是組織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最後，為因
應成衣事業的擴大，將工廠外移到工資相對便宜的大陸地區，也是儒鴻第一座
海外的工廠踏入全球化的區域生產模式邁進。
（四）晚期成長階段 2005~至今
1. 產業環境綜合分析
2005 年全球紡織品配額取消後，全球紡織市場進入自由競爭的態勢，紡
織品市場的版圖也因此轉移。東南亞、印度等新興市場挾著勞力成本低廉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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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使得許多依賴勞力的低價紡織品競爭愈趨激烈，廠商也必須不斷地追逐低
廉的勞力市場而在全世界移動。於大陸設廠的台灣廠商，自 2003 年以後，陸
續面臨缺工荒和工資上漲的問題，被迫往大陸內部遷徙或往東南亞國家遷徙。
但到了 2007 年以後，外資大舉地進入東南亞國家投資的原緣故，越南也出現
缺工及勞工忠誠度低等問題。
2010 年台灣與中國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the Cross-Strait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開始生效，應該有助於中
國大陸進口台灣布料；但在 2011 年時美國及韓國簽訂 FTA，韓國出口至美國
的紡織品及成衣零關稅；韓國一直以來都是台灣紡織產業的競爭對手，美國又
是台灣紡織品最大出口國，FTA 對台灣紡織產業的衝擊很大。韓國也陸續跟
鄰近的中國及美國建立雙邊自由貿易架構協議，使得台灣紡織品出口越趨不
利，造成孤立的現象，衝擊台灣紡織產業。
雖然如此，2012 年台灣紡織工業進出口值分別為 33.2 及 118.2 億美元，
貿易順差 85.0 億美元為台灣第四大貿易順差產業；依據 WTO 資料顯示，2011
年台灣為全球第六大紡織品出口暨第三十位成衣出口國，亦是全球高級人纖布
料者要供應國之一，顯示紡織產業仍舊是台灣重要賺取貿易順差的產業。
2. 創業歷程陳述
儒鴻發展到這階段時已頗具規模，成衣事業的快速擴展，為加速全球布
局，需要在勞力低廉的國家尋找適合設廠的地點。儒鴻首間海外廠為大陸無錫
廠，原本也有意在大陸另尋地點設廠，因評估中國和越南的成本及缺工情形，
但中國華南地區自 2004 以後已經出現工人產生短缺的現象，故毅然決然放棄
中國，和台南企業合資於 2005 年興建越南廠並於 2006 年完工。
TAO

海外設廠需考慮的因素十分複雜，語言隔閡、地方法令、關稅、行政效率、
廉能等問題，洪鎮海表示尤其是廉能的問題十分嚴重，除美國之外各地區都有
這方面的困擾。事先和相關機構談好並備好「公關費」，是順利的執行業務的
基本課題。也因為公關費沒有發票無法報帳，為防止底下人員的貪汙和疏失，
故支出的金額必須自己控管掌握。並利用一些小技巧避免公關費及禮物沒有交
到目標對象手上來詢問送禮的對象有沒有收到禮物，也在總經理室設置六名稽
核人員，隨時抽查防止舞弊行為發生。公關費的來源，是洪鎮海將海外的廢棄
物、次級品出售的利潤，全都作為公關費支出。洪鎮海提到：「在海外處理的

方式必須有所區分因地制宜。」為經營國際化企業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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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須有對的人及有好的經營團隊才能成長，沒有優秀的經營團隊來運
作，總公司在千里之外也無法全部掌握到海外工廠/公司所有運作資訊，只能
靠當地管理人員經營及操作。海外幹部必須能獨立作業，並有能力處理突發事
件（例如：罷工、民族性問題）。海外設廠最大管理重點是必須「用對人」及
對的人要「怎麼用」，將台灣一流的、年輕有幹勁的人才送往海外訓練及發展，
因為唯有對的人在機器設備及管理人員相同（均為台灣人），只有操作人員不
同（海外投資國之當地員工）狀況下，才能做出和國內品質差異不大的產品。
3. 理論結合與運用
(1) 創造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 資源再利用
將原本用來給員工分紅的海外廢棄物及次級品出售的利潤，當作額外公關
費用支出經費籌措的來源，如此不必再多增加一筆額外的費用，也能達到必須
進行的「外交」手段，讓公司海外經營能夠順利。並設置稽核人員防止員工發
生舞弊，確保公司內部的運作順暢，並達到公司不收受禮物的文化及精神。
(2) 就地取材 –培養新血
讓台灣年輕有幹勁的優秀年輕人，他們帶著熱情來到異地工作，在海外扎
實訓練培養，讓他們感受到和台灣不一樣的工作環境，也藉著在海外的訓練，
提升員工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強調經營不是靠一個人可以完成的，有一個堅
強的海外團隊，對總公司的管理階層來說也是一大助力。
4. 討論
組織發展到晚期時，管理公司核心能力是此階段最重要的任務。儒鴻此階
TAO

段發展重點是海外擴張，不論在國際生產或國際行銷上，都成為儒鴻此時期最
大的挑戰。故蕭瑞麟（2012）指出面對變化多端的產業情勢，組織應發展一套
隨創方法，隨時因應可能的突發狀況。洪鎮海利用年輕菁英「團隊」去管理海
外工廠，並且訓練他們自己處理困難「隨機應變」的能力，也是讓年輕的員工
學習「隨創」能力的最好時機。洪鎮海為了不增加海外工廠營運的負擔，運用
次級品出售後利潤，活化舊有資產，如同學者 Senyard, Baker and Davidsson
（2009）指出儘管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成功的隨創行為可能有助於公司的發
展和面對市場不確定性的風險，甚至幫助公司延續生存的力量及讓公司更加蓬
勃發展。這也是一舉兩得的方式，既不增加海外工廠艱困的營運環境，也達到
組織必須要達成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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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階段隨創做為比較與分析
綜觀儒鴻公司創業歷程各階段的變化，由創業初期的四人小公司，發展到
如今成為亞太區圓編針織的領導廠商，各創業階段都有其發展的特色及創新資
源的做法。在創業前階段，公司成立是在人脈資源的幫助下，擁有創業機會加
上旺盛的創業熱忱，及當時產業環境鼓勵創業，成就了創業開端。公司業務範
圍自僅從事簡單網布製作，不需要投入太多資源也不必有太多的創新作為即可
生存，故在創業前階段並沒有用到「創新用途的資源重組」此項隨創的方式來
維持企業的生存。
而接下來三個時期，面對產業環境開始出現動盪，加之市場變化快速，無
差異化產品逐漸無法與東南亞及大陸的廠商競爭。面對競爭及產業升級壓力
下，企業不得不調整其組織架構、強化自身技能，轉向研發及高附加價值的產
品，建構組織的競爭能力。在組織資源變得豐富且多元的同時，創業家所做的
隨創作為也變得更加複雜，以隨創衍生的策略不但影響公司未來的走向，且對
組織影響也很深遠。但也因為經驗累積，公司做決策的過程顯得更加謹慎及上
手，故晚期創業過程必沒有發生緊急危難。因此沒有使用到「將就著用」這項
隨創特質。
儒鴻與創業階段的合作夥伴 NIKE 的合作，共同研發產品，不只開拓了儒
鴻和世界性廠商合作的經驗，也增加產品的種類及製造技術的提升。而在良好
合作關係下，又提供儒鴻承包 NIKE 成衣訂單的機會，讓儒鴻在早期成長階段
有機會往成衣廠方向發展，洪鎮海也藉此機會調整儒鴻由專業布廠轉型朝向專
業成衣廠方向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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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創業階段「創新用途的資源重組」，往往都是公司最重要創新的關鍵，
洪鎮海赴日學習技術、讓他見識國際大公司的作法，成立研發中心加強化開發
能力引領儒鴻成為高單價圓針織布的領導地位，就是利用創新用途的資源重組
方式取得儒鴻創新技術的關鍵，而創業前階段因業務較簡單，故沒有運用到這
項隨創方法，在四個時期內只運用三次。「就地取材」的資源多來自利用社會
網絡資源的協助以及活化舊有資源及擴充來達成目標，社會網絡資源對創業家
而言是重要的資訊及資源的來源，四個創業階段都需使用到的資源組合方式；
「將就著用」則多發生在組織面臨緊急危難時的危機處理方式，而晚期組織發
展成熟，能夠應付多變的商場及社會環境，減少發生嚴重緊急危難事故的機
率，而沒有利用到將就著用這項隨創方法，在創業四個時期內只運用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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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
一、研究結果
隨創能力並不是與生俱來，創業家從不斷學習以及試誤的過程中獲得寶貴
的經驗及成長。誠如洪鎮海所言：「很多看似誤打誤撞得來的成果，並不一定

真的是誤打誤撞而來的。」誤打誤撞其實就是創業家展現隨創力組合資源的結
果。除了先前的人脈基礎、技術能力外，在非預期性成功之前，也必須經過一
段「蹲馬步」的沉潛過程及打樁基礎，包括充實組織能力、累積的經驗及創新
能力，組織才會有後續成長的爆發力。
創業是一段複雜且困難的旅程，所需考慮到的不只是資源的創新應用及重
組，其中還包含許多人與人的互動、企業與產業環境的互動。台灣紡織產業在
這數十年內變化快速，歷經輝煌和衰退，需要不斷跟隨產業的脈動、市場的潮
流、消費者的喜好，材質研發及技術創新。
組織內許多隨創能力的發揮都和產業環境帶來的挑戰有著極大的關聯
性，隨著組織及產業的發展，隨創能力不只能為組織解決難關也為後續創業階
段打好地基。在組織資源愈豐碩後，進行資源組合的隨創方式也愈趨重要，也
將是組織創新的鍵所在。

二、研究限制及未來研究方向建議
本研究結合隨創理論概念研究創業歷程，僅就創業歷程中組織所遭遇到的
問題、困難及如何解決並克服難關的事件儘量完整的呈現出來，事件中部分內
TAO

容也可能因為年代久遠或涉及隱私等會有些為偏差。本研究建議後續研究者將
創業家人格特質加入探討，在訪談中發現隨創資源組合方式受創業者特質因素
影響深遠，故建議未來研究者可加入該變數做後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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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儒鴻企業發展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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