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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O WE ARE

我的介绍

現任：

好事文創行銷有限公司 創辦人

宏得國際有限公司。 策略長

（上海）麥可將文創園區 策略長

霹靂多媒體集團 顧問

海峽兩岸公共事務協會 秘書長

世界華人文化藝術協會 副理事長

（南京）台灣文旅創新學院 副院長

（東莞）夢行悟空策劃團隊 共同創辦人

中華民國商業總會 品牌加速中心顧問

中華青雁和平基金會顧問

中華美術設計協會專案顧問

1111人力銀行ＴＴ數位行銷學院 講師

劉典倡

1984年12月14日出生

已婚，育有一子一女，射手座夾雜

多重平衡性格，A型，國中便離家

獨立生活。不喜歡做作、膚淺、沒

有效率，是一個低調內向，有點工

作狂，同時間可多工處理，喜歡經

營品牌，愛好平靜、和諧的熟男。



經歷
• 呈藝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策略長

• 17 創青年創業聯盟 顧問＆創業導師

• 勝茂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 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 品牌加速中心顧問

• 行政院環保署 評審委員

• 經濟部國家文創禮品館 總經理

• 經濟部國家文創禮品館 行銷，營業部經理

• 行政院 中部聯合服務中心 秘書兼任新聞組組長

• 台中市議員服務處 秘書

• 中華青年創新網路協會 創會理事長

• 立法委員服務處 助理

• 偉肯整合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專案助理

• 全國學生自治聯合會 發起人

• 逢甲大學十三屆學生議會議長

• 社團法人台灣青年社會服務推展協會常務理事

• 逢甲大學學生會校友聯誼會 監事

• 中華青年倡議公共事務協會理事

• 教育部學生自治暨公民實踐政策諮詢小組第一屆副召集

人、第二屆諮詢委員

• iCreate創新青年網絡策略聯盟 網絡發展總監

• 中區大專校院議事聯盟(CACA)執行長

• 中華民國創意e世代協會第1屆常務監事

非營利組織經歷

• 逢甲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畢業

• 逢甲大學公共政策研究所碩士班畢業(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中國政治外交與文化學習班結業

• 國際ATS行銷企劃師認證執照(L4)

• 國家考試就業服務乙級證照

• 臺灣企劃塾「第十四期校院青年活動企劃師」第一名結業

• 教育部102年度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入圍、96年大專優秀青年

學歷與其他



WHO WE ARE

關於好事文創

雨濛濛的台北夜，走出朝九晚五的框架，

對飲成仨人，用空瓶堆疊理想，聽色彩跳躍的聲音，

我們的黑眼圈讓您文創的路可以走得很輕鬆。

您會驚嘆，我們對品牌的狂熱，就像隔壁老王將您的孩子視如己出一般。

好事文創，讓我們的生活都好似文創。



好事文創成立於2016年，主要核心成員帶著各自的專業投入文化創意產

業，希望能為文創激蕩出新的火花！好事文創有五大主要業務：品牌輔

導顧問、兩岸文博會展、手作創意市集、百貨通路進駐、文創旅遊學苑，

透過以上業務串連文創產業的兩端，從最源頭的文創工藝品生產、品牌

創造到輔導品牌進入通路、打開市場；從IP的創造、禮品客製到衍生品

的規劃製作，一步步的讓文創能真正產業化，為設計師、工藝家、文創

品牌創造一個能生生不息的平台！

WHO WE ARE

關於好事文創



WHO WE ARE

協力團隊分布
南京浦口

上海

東莞松山湖

泉州石獅

浙江玉環

浙江千島湖

台北

台中



品牌經營 社群經營 / 社群管理 文創授權 / 商品經紀

文創商品開發 行銷顧問 / 跨域整合 媒體公關

專業領域

• 社區營造，文創政策，青年創業

，企業輔導，新媒體社群，新聞

處理

• 品牌經營策劃，社群管理與經營

，文創ＩＰ授權與經濟，產品開

發設計，跨域整合諮詢，輔導青

年創業，媒體公關危機處理，文

創渠道策劃營運，文旅全域規劃

，企業標準制度化，政府產業規

劃顧問

WHO AM  I

個人特色優勢



兩岸四地交流、講座



大學創業至今

商總最年輕顧問

兩岸文創實體店第一人

從08年開始無役不參

全國學生自治會發起人

成立第一個由學生擔任
教育部委員

跨界跨得很誇張 文創，青創雙棲

不是嫡系，卻能存活在
政治圈

最多台灣文創品牌經紀



• 全世界都渴望店長型人才
2010年Cheers快樂人工作雜誌120期：

「全台企業重金急聘，店長型人才」，

跟2018斜槓人生一樣嗎？

• 2020關鍵字：
• Ｄonotsuan，Sidada，Wanthung

Prefacr

前言说明13

• 成功=目標+方法

• 創業還是就業？



Prefacr

前言说明2

組織內需要知道的事：

3種認知。

3種創新。

3種組織人。

3



你了解你的定位嗎？全球前十五大品牌的消長



Advantage

台灣優勢

• 中小企業林立，中間產能較高。

• 產業靈活度高，島國特性

• 地理位置極佳，適合物流，觀光，金融

• 民主制度，自由風氣。

3



Insufficient

台灣不足

• 政府政策連續性不足，方針不明。

• 人口紅利不足，市場動能極低。

• 政府法律過時，社會風氣仇富。

• 不利創新，守舊保守

3



Necessary

必要

必要用100%的力氣來定位自身目標。

必要把自己投身大型市場。

必要面對專業：大數據，落實分眾、社群營銷。

01

02

03

YOU 
SHOULD BE 
NOTED
THAT.

3



你了解營銷模式

的轉型過程？

產品
Product

價格
Price

通路
Place

促销
Promote

顧客價值
Product

顧客成本
Consumer Cost

便利性
Convenience

溝通
Communication

認同感
Sence

服務
Sevrice

速度
Speed

社群
Social Network

社群時代的網路行銷策略

4P 4C 4S



• 萬達35億美元入主美國傳奇影業。

• 海爾54億美元收購每GE家電部門。

• 上海錦江收購歐洲第二大連鎖飯店：法國羅孚集團。

• 為什麽要從世界工廠變成全球老板?!

• 花這麽龐大的資金買國外的集團，劃算嗎?

創業前知道市場資訊？

2016年3月以前，大陸宣布海外投資

達819億美元，是同期的8倍!!



什麼是地方創生？

目的：

為振興地方經濟

為再造地方生機

吸引地方青年回流

促進城鄉均衡發展



新政策？

還是政府過去早有涉獵？

地方創生的推行在台灣並非從無到有，數十年來蓬勃發展的社區總體營造可說
就是地方創生的雛形。

社區營造最早是由政府政策所主導發起，藉由在各地推行社區發展，不僅凝聚
了社區居民間的意識，也喚起了其對公眾事務的關注。

隨著社區營造的發展，或者注入了各地文化特色的元素，或者居民產生了自發
性的參與，使得某些社區營造脫離了官方色彩，取得自身獨有的生命力。

自1989年起推動的「One Town One Product」一鄉一特產
十年1500億的農村再生計畫，工藝之家的成立，觀光工廠的林立，文化深度旅
遊的蓬勃發展，也創造了台灣這十年來的『地方特色產業化』甚至連大陸的特
色小鎮，田園綜合體，全域旅遊等都是概念類似的國家級的整體發展政策！



地方創生如何執行？



如何推動？



但其實地方創生是？

就是要你去找錢來投資，把鳥不生蛋
的地方發展起來，讓沒工作的人有地
方去，然後加入一些跟不太上時代的
金流或物流，然後形成一份產業報
告，告訴人民，這個地方『非常
棒』，讓大城市人不要那麼多。



台灣哪些地方

需要地方創生？



現在問題出在哪？

門檻太高：
一般民眾沒有能力申請

計劃過於複雜：
偏鄉公務員無法應付

產業認知錯誤：
眾人對於產業有不同認知

計畫目的是解決結構性問題：
需要整個城鎮甚至縣市動起來

土地解編問題：
現有法規限制和牴觸

中央地方不同調：
農村與ＡＩ的距離

實驗階段的大型政策：

不確定性和滾動性太高
各行政部門整合：

誰能期待台灣政府跨部會的整合



那應該怎麼做？

• 確認問題? What’s Q
• 尋找資訊、找出原因 why

• 提出方案、討論 Do what

• 選擇方案並決策 Doing

• 方案修正、回饋 Back

100%



文化創業
青年文创体验实践

青年文創
體驗基地

認識文化
青年交流
文創體驗
手工藝學習

文創育成
中心

製造資源
設計資源
文創導師

文創館
文創通路

商業分析
市場測試

量產上架/配送
商品物流/倉儲

創意/藝術
體驗中心

雕塑/書畫中心
工藝體驗中心

发现项目
提出创意

介接資源
打樣商品

文創創業
原生創意

說給政府聽：對地方文化提升作法



互聯網時代

缺 錢？

缺經驗？

缺資源？

缺通路？

向政府爭取50萬 vs 還是用2萬拼出50萬

缺少市場訊息、財務和智慧財產權概念夢想家網聚，給
資訊教創意到商品上架

提供設計師資源提供製造商資源提供接洽平
臺，文創品質直接一步到位

不必開公司，先有商品上架賣，誰能給你？ 誠品？ 愛作夢



生產製造資源必須要溝通文創上下游

制 造 創造質感可行的方案
設計要與製造者溝通 對消費者

有創意
高質感

品質的
呈現

低成本
好材料



• 政府文化保留推動→藝術原創者→文創延伸應用者

• →商品製造者→通路銷售者→消費者

實現文創經濟化



創意產生 創意設計 聯繫廠商 打樣、製造 市場推廣 產品銷售

當地文
化內涵

符
号

元
素

精
神

借助文化內
涵產生創意

當地工業
經濟

借助文創活躍
當地工業經濟

當地商業
經濟

借助文創活躍
當地商業經濟

商業經濟發展
輔助文創進步

當地經濟社會活力

強化和宣傳當地文化

當地活躍的經濟和社會 新的文化內涵





THANKS!
專業提升價值 Activities promoting value

Q&A

「有著卡內基的生活態度，力行僕人式領導，秉持著知識經濟

的概念交流，’掌握系統思考的心智模式，配合全球化的視
野，有著A到A+想像力和充滿金克拉的執行力交錯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