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尚

以將興趣結合工作，甚至自行創業，這肯定是許

入。 面對 市場 競爭 力， 要在資 金有 限的 條件 下， 贏得 消

家就 不在 少數 ，更 遑論 市面上 還有 這麼 多中 國製 商品 流

置了一個網站，但是那時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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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小百科

傳統之美，東方風

古蘭坊

多人的夢想。但是對於楊小敏而言，網路開店不

費者 青睞 ，唯 有突 顯出 自家產 品的 獨特 性， 並善 用多 元

可

僅讓 她的 夢想 實現 ，也 讓她在 可以 同時 照顧 到孩 子的 情

的， 是獨 一無 二的 創意 。而就 因為 這樣 的創 意， 讓古 蘭

行銷 推廣 。由 於楊 小敏 本身具 備繪 畫技 巧， 親筆 所畫 出
楊小敏說，當初她在孩子教育與經濟壓力的兩難情勢

坊的 服飾 不單 單只 是一 件商品 ，更 像是 絕對 原創 的藝 術

況下，增加一筆收入。

年度 飛雁 專

下， 因為 友人 的推 薦而 參與行 政院 青輔 會

典雅、端莊是中國服飾給人的直接印象。古蘭坊的作

作品，在在呈現出手創工藝之美。
的基 礎。 本來 就對 中國 風服飾 有興 趣的 她， 靠著 自己 在

堅韌 與柔 美特 質巧 妙融 合，在 改良 式的 剪裁 線條 下， 每

女性 服飾 上， 輔以 特殊 材質的 運用 ，將 中國 婦女 特有 的

的氣 質。 特別 的是 ，楊 小敏將 手染 、手 繪、 蠟染 應用 於

涵以 創新 商品 設計 為理 念，強 調出 女性 原有 優雅 與內 斂

品， 是以 布為 主體 融入 中國風 的元 素概 念， 注入 文化 內

親手繪製，讓商品有如藝術品
中國傳統美學集合

有了好的產品，還是需要好

一件服飾都散發出獨特的東方
商品還是一直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近

的行銷管道，才能將自己的作

應用在時裝、織品等設計上，美麗自不在

年來，甚至連國際級服裝設計師都對中國

品展現在大眾眼前。楊小敏說

風感到興趣，並將它帶上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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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台灣，製作販售中國風服飾的商

在古蘭坊創立初期，雖然也建

世紀的流行舞

魅力。

千年歷史大成，

個人特色的中國風服飾，並且成立古蘭坊。

繪畫 技術 上的 鑽研 ，利 用手染 、手 繪、 蠟染 創造 出富 有

案女 性創 業育 成班 ，透 過專業 課程 輔導 ，讓 她奠 定創 業

95

話下，即使潮流瞬息萬變的今天，中國風

5

■手繪布包

■彩繪零錢包

e

網路商場的出現，提供資金不多的人一個絕佳的創業環境，尤其對於需要兼顧家庭與工作的女性而言，網路創業無
疑是兩全其美的選擇。一手創立古蘭坊的楊小敏，因為喜愛中國服飾而將它當作創業的第一選擇，先是在青輔會飛
雁專案的輔導下，奠定創業基礎，後又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縮減產業數位落差計畫，將古蘭坊的創意擴展到網路
世界。

■手繪帽子

■手繪抱枕

她不僅需要投注更多時間

竟創業初期，市場未開，

網站 」她 說。 後來 ，透 過婦女 權益 促進 發展 基金 會， 她
與心力於手工創作上，還

單純 的網 頁， 沒有 電子商 務功 能， 「是 一個 十足 陽春 的

得知 經濟 部中 小企 業處 縮減產 業數 位落 差計 畫， 決定 透

名第

，在 yahoo
排名第 。初
化輔導完成後，

步估計，

「雖然自己具備電腦操作技能，也有一些網路基礎，
對於古蘭坊的反應。但是

場上的趨勢，以及消費者

％

古蘭坊除了當地高雄的客

但是 在網 頁製 作的 細節 上，還 是有 不了 解的 地方 。」 楊
慢慢地，她一邊參加實體

戶源外，又增加了約

小敏 說， 因為 自己 的年 紀已和 年輕 人有 一段 距離 了， 在
活動，一邊將網路行銷連

覽率，為古蘭坊帶

需要花一點時間去了解市

學習 資訊 的過 程中 ，網 頁的很 多電 腦語 言都 是要 重新 學
結起來，一陣子下來，也

進更多訂單。

過參與這個計畫，為古蘭坊網站再更新、提升。

習的 ，雖 然之 前有 經營網 拍但 都是 單純 產品 置入 且很 少

做出 了心 得。 「年 底這 一陣子 ，還 要忙 著參 加一 年一 度

的外地客群。未來，在

與網 友互 動， 經過 開運 團的輔 助下 ，回 應網 友的 雙向 溝

的女性創業博覽會，屆時，活動的細節也都會放上網

渴望快速增加網站瀏

上會員的口碑相傳，

實體活動的搭配下，加

通及網站上產品的陳列、活動訊息的告知終究得以解

步步注入新意

站，與網友分享。」楊小敏表示。

數位化開運，

決。 現在 ，有 了開 運團 所提供 的介 面， 她已 經可 以自 己
進行 更新 維護 ，持 續將 自己的 新作 品放 上網 站， 讓網 站
保持新鮮感，也讓網友有更多不同的選擇。

由於古蘭坊在網站建製完成後，已具備資訊流、金流
及物 流機 制， 網友 不僅 可在網 站上 看見 楊小 敏的 創業 故
事、 了解 手繪 商品 的保 養，更 可以 瀏覽 她的 最新 創作 ，

量身訂製，提供多元化服務
目前，在古蘭坊網站上主要販售的商品大致可分為

且還有老主顧的回購呢!

並進 行線 上交 易。 透過 網站後 台管 理系 統， 古蘭 坊不 僅

e化後會員數已達5000人(持續增加中)，

「服 飾配 件」 與「 家飾 品」兩 大類 ；服 飾配 件主 要以 手

未來，楊小敏希望可以針對網站加入更多功能，像

加著墨，再設計出網友喜愛的產品，經過

可以 建立 會員 制度 ，維 繫舊客 戶情 感， 提升 回購 率， 還

楊小敏會先畫出產品圖進行提案，然後再打樣、製作。

是規 劃討 論區 ，讓 消費 者可以 在線 上與 楊小 敏進 行意 見

是市場的趨勢及消費者的反應也是需要多

6

＊輔導開運團隊：婦權基金會

10

＊網址：http://chinaway.ecnow.com.tw/

繪布 包、 手繪 帽子 、中 國風女 裝和 男唐 裝為 主， 家飾 品

至於客製化的品項包括生活藝品、服飾、

交流 ，而 她也 可以 歸納 消費者 意見 後， 著手 改善 網站 或

＊資本額： NT$1萬

可以 定期 發送 電子 報， 通知會 員新 款上 市消 息或 是促 銷

配件、包包，以及窗簾、桌布、椅套等等皆

是調 整商 品路 線。 「畢 竟古蘭 坊網 站尚 未將 我自 己的 想

＊員工人數：1人

則以 手繪 抱枕 為主 。另 外，古 蘭坊 也提 供客 製化 服務 。

可。由於楊小敏所製作的產品，特色之一

法完整的表現出來，未來，希望可以進一步補強網站

網路開店的工作可以兼顧家庭及事業，但

e

＊公司成立時間：民國96年

活動等。

在於手繪的精緻度，如果可以巧妙搭配

功能，並且在電子商務的基礎下，開發網路批發的商

＊公司名稱：古蘭坊

只要 是企 業團 體提 出相 當數量 的需 求， 在洽 談確 認後 ，

造型或是室內設計，即可畫龍點睛地

機。」楊小敏說。
古蘭坊網站建製完成後，除了設定關鍵字搜尋功能，

表現出中國風魅力。
雖然網路開店的工作，讓楊小敏

排
goo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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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小 敏在 參與 實體 活動 時，也 會把 握機 會努 力為 自己 的
網站做宣傳。目前，古蘭坊的網站知名度，在

＊自慢商品：中國服飾與配件

■手繪錢包

可以兼顧家庭及事業，但是卻不
若自己先前想的那般自由。畢

頭家開店小撇步

2

開運頭家小檔案

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