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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對品牌的重要性
－以dib 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為例

品牌作為一種消費符號的價值意義在於：產品本身的特殊性與其背後
代表的象徵意涵。一個品牌的『價值性』有幾種產生方式：1.品牌的歷史
2.品牌的文化3.產品的文化 4.產品的獨特性。 品牌除了需要長時間的能量
累積之外，在產品品質、工藝技術、設計機能、思想文化、與品牌標識等
面向，皆需要多角度的關注經營才能成形，若是要持續發展，就必須努力
去創造產品實物功能以外的獨特價值，我們稱之為『品牌的價值性』。

品牌的『價值性』與其所生產的實物產品、或提供的服務相比，其無
形性更難以掌握，價值的指標也比較難界定，於是這種精神層面的『價值
性』就以一種「符號」形式出現。而當品牌成為一種「精神性價值符號」
，此「符號」本身的價值有可能會超越產品實物的功能價值。這裡所指的
符號就是所謂的『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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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為例，工作室可能包含幾位工藝家或設計師
，工作室的產出物也不限定單一材質或單一個人，如何整合這些工
藝產品而以品牌形式推介，是需要集體的默契與精神理念；如同前
面環節提到的概念，dib品牌希望是以工藝精緻手感為主、設計限量
生產為輔，將工藝創作產物以時尚精品方式推出，滿足對於品味與
質感有獨特標準的群眾們。依著這個理念而制定出代表三丰金屬漆
藝工作室的品牌LOGO－『dib』，d、i、b三個英文字母代表的意
涵有兩個，其一是工藝手感精品概念「do it best」，其二是透過設
計限量來創造附加價值「design is best」。

一個品牌的產品、技術、經營模式有可能被對手刻意模仿複製，
形成產品、技術、經營的同質化。 但『品牌價值性』是難以複製的
精神物，品牌擁有獨有性的標誌、名稱、圖形符號，如果是具有『
價值性』的品牌就更具不可複製的特性。台灣若有任何機構可以協
助廠商做好產品、技術、服務的經營，那機構必定是優秀的團隊，
但能夠策劃出品牌『價值性』的機構則是少之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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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 LOGO 無所不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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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O對品牌的重要性

dib 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

do it best 、design is best
強而有力的置入性行銷

網址、 網頁設計、部落格

工藝品牌行銷新藍海



品牌的經營與社會責任

有了品牌LOGO的識別機制，接下來的經營方向當朝著品牌的精神去形塑
，透過網站、布落格、社群、E-mail、展示設計、包裝設計、DM、文宣…
等，品牌網頁的設計與氛圍，種種形象皆要小心謹慎鋪陳營造，期許讓顧
客體驗到品牌的價值性，而簡短易懂的網址與E-mail，更能幫助品牌知名
度的建立與傳遞，例如：dib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的品牌網址為
http://www.dib.tw、E-mail是dib@kiss99.com，簡潔易記，方便讓顧客
可以隨時上網瀏覽與傳遞訊息。

品牌的『價值性』使品牌具有「獨特」和「不可複製性」，符合人性的
炫耀消費心理，也帶給消費者不同的價值觀。 『炫耀性消費』可分兩個層
面探討，第一是產品本身功能與價值帶來，如材質本身的價值、產品的實
用性能等；第二則是符號價值，品牌的符號價值可能象徵著消費者的品味
、身份或地位。透過使用品牌產品，可以向他人顯示自己的品味、身份或
地位，由此帶來一種「炫耀性」的過程，這是人類共通性。工藝本身的材
質與技法特色，正是建立品牌不可或缺的獨特基石，若能充分利用此一利
基，將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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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品牌的建立與經營，以往一對一的銷售模式，將轉身成為一對
多的多向模式，就此品牌的社會責任將會產生，而何謂品牌的社會
責任？ 第一是對產品品質保證與售後服務的雙向溝通，這與一堆所
謂山寨版產品的單向削奪、不責任的態度是大相逕庭地；第二是品
牌承擔了需對社會付出更大貢獻和忠誠的使命。

以工藝品牌為例，工藝是國家文化的資產，在文化產業與創意產業
推行之際，工藝品牌應當有效投注新能量，讓更多人了解台灣之美
、工藝之麗，使民眾在歷史的足跡中，找到文化底縕的豐美，築起
過往與永恆的信仰，這一切，體現了空間、時間與人的關係，甚至
也彰顯台灣的文明與個性。這就是所謂品牌的社會責任！

工藝品牌行銷新藍海



產品的防偽造機制

複合金屬與合金製作、天然漆藝複合材

工藝品牌行銷新藍海



2011/3/222011/3/22 1515

金屬金屬 & & 金屬金屬 特殊防偽造技術特殊防偽造技術

利用焊接方式利用焊接方式, , 將各類不同成色金屬排列組將各類不同成色金屬排列組
合合, , 以得到有色彩圖文變化的金屬產品以得到有色彩圖文變化的金屬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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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金屬 & & 金屬金屬

雙層雙層950950銀製茶杯銀製茶杯 –– 鍛敲鍛敲..焊接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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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屬金屬 & & 金屬金屬

楊承峰 - 雙層950銀製茶杯



工藝品牌的行銷與新藍海

三丰金屬漆藝工作室成立四年來，靠著舉辦展覽與參加比賽來尋求行銷管
道，展覽須慎選合適的地點，品牌的形象可以透過展覽的品質呈現來烘托氣
勢，觀展的人潮可以為品牌帶來許多商機；而工藝產品參與比賽，除了可以
為產品加值創價，更能透過官方出版印刷而獲得著作保障。

可利用政府單位的補助計畫 增加工作室資源. 如: 展覽.設備.廣告宣傳

工藝品牌的新藍海。「藍海」的真正意義是區隔出一片無競爭的經營空間
，這個區隔的空間可能性有二種：一、是具備國家政府支助的壟斷性國營企
業，它們在國家行政資源幫助所建立的藍海中生存，這種是有先天優勢條件
﹔二、是真正意義上的創新，具備特殊『價值性』的新風貌，而且讓對手無
法複製。這就是工藝品牌的新藍海【註】，利用文化的差異性、工藝的特殊
性來製造前所未有的無競爭經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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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藍海策略，原名「BLUE OCEAN STRATEGY」，是由知名學者

W.Chan Kim和Ren'ee Mauborgne共同著作的一本經濟學暢銷書。書中主

要為過去企業慣用的獲益方程式：壓低成本、搶佔市佔率、大量傾銷等傳統

商業手法，在現今市場競爭中產生的種種弊端，及其獲利不易、成本提高等

企業競爭力衰退事實找出根本原因，同時提出開創尚未被開發之全新市場、

創造獨一無二價值等「新」商業手段作為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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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政府單位的補助計畫 增加工作室資源

a. 高雄市政府委託案 (98年)
大高雄地區金工藝術創作市場分布調查 (50萬)

b.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委託案 (97年)
駁二藝術特區 "世說鑫語 萬飾如意" 展演規劃執行 (125萬)

c. 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案 (98年)
華山文化創意園區 "華山季節風 創新工藝季" 展演規劃執行 (150萬)

d. 實踐大學教務處委託案 (99年)
實踐大學優良教師頒獎 獎盃設計製作 (10萬)

e. 國立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99年)
地方特色工藝產業扶植計畫- 再造高雄金工精緻新時尚 (45萬)

f.  國立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98年)
工藝創新育成補助計畫-設備 (10萬)

g. 國立台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98.99年)
廈門兩岸文創博覽會 (6萬) . 台北上海雙城展 (3萬)



展覽、比賽與行銷流通管道

個展、聯展、衣蝶百貨、台北市立美術館、涵碧樓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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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個 展展

2010 /07 2010 /07 ＜層峰山林＜層峰山林 –– 金工漆藝創作個展＞金工漆藝創作個展＞ 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台北中心國立台灣工藝研究所台北中心

2009 /01 2009 /01 ＜寶物＜寶物 –– 楊承峰創作個展＞楊承峰創作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美術館 ..臺北館臺北館

2008 /05 2008 /05 ＜極樂＜極樂 –– 楊承峰金工創作個展＞楊承峰金工創作個展＞ 佛光緣美術館佛光緣美術館 ..高雄館高雄館

2007 /12 2007 /12 ＜自在＜自在 –– 楊承峰的輕個展＞楊承峰的輕個展＞ no.18 no.18 arthallarthall 空島藝廊空島藝廊 ..高雄高雄

2007 /07 2007 /07 ＜月輪＜月輪 Moon Light Moon Light 楊承峰楊承峰 創作個展＞創作個展＞
涵碧樓涵碧樓The The LaluLalu BoutiqueBoutique ..南投南投

2006 /06 2006 /06 ＜境＜境 ––Scenery Scenery 楊承峰金工漆藝創作個展＞楊承峰金工漆藝創作個展＞
台南縣立文化中心台南縣立文化中心 ..新營新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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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得 獎獎

2009  2009  榮獲台灣優良工藝品榮獲台灣優良工藝品 CC--MARKMARK標章四件標章四件 並獲年度時尚獎、造形獎並獲年度時尚獎、造形獎

2008   2008   連續八年榮獲台灣工藝競賽獎項連續八年榮獲台灣工藝競賽獎項

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數位典藏國家型科技計畫 4040件作品榮獲數位島嶼典藏件作品榮獲數位島嶼典藏

竹藝博物館竹藝博物館9797年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入選年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入選——永結永結

20072007 台灣工藝競賽首獎台灣工藝競賽首獎 創新設計類創新設計類 一等獎，金工一等獎，金工---- 月輪月輪

2006 2006 第六屆國家工藝獎第六屆國家工藝獎 入選，金屬漆藝入選，金屬漆藝---- 森之戀森之戀

竹藝博物館竹藝博物館9595年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佳作、入選年竹工藝產品開發競賽，佳作、入選---- 勁、朵朵勁、朵朵

第六十屆第六十屆 全省美展全省美展 工藝類工藝類 入選，漆器入選，漆器---- 織花草原織花草原

第十三屆第十三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屬漆藝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屬漆藝---- 湧泉湧泉

20052005 南瀛藝術獎南瀛藝術獎 工藝類入選，漆器工藝類入選，漆器---- 林中風景林中風景
20042004 第五十八屆第五十八屆 全省美展全省美展 工藝類工藝類 優選，金工優選，金工---- 巢巢

獲頒獲頒 「台灣創藝產品證書」「台灣創藝產品證書」---- 22項項-- 蘭指、蘭指、HH戒指戒指

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高雄國際鋼雕藝術節 金屬產品創意競賽入選金屬產品創意競賽入選——圈圈圈圈

第十二屆第十二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 甲蟲狂想甲蟲狂想

20032003 第十一屆第十一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 手鍊手鍊(H)(H)
20022002 第十屆第十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漆器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漆器---- 生命的誕生生命的誕生

20012001 第九屆第九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 聖甲蟲聖甲蟲
第九屆第九屆 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台灣工藝設計競賽入選，金工---- 激能激能









策展 華山季節風 創新工藝季



策展 華山季節風 創新工藝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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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歸納三項品牌建立與經營的要項，希望對各位工藝界人士有所助益：最後歸納三項品牌建立與經營的要項，希望對各位工藝界人士有所助益：

11、對於品牌的、對於品牌的『『價值性價值性』』精神要確立：精神要確立：

品牌的定位是一開始就確立，不能任意變換，或屈就於某些市場，就去更改削弱產品的品質，品牌的定位是一開始就確立，不能任意變換，或屈就於某些市場，就去更改削弱產品的品質，
品牌需要堅持一定的形象與質感。一個品牌只需真正滿足其目標層的顧客群，使顧客的物質需品牌需要堅持一定的形象與質感。一個品牌只需真正滿足其目標層的顧客群，使顧客的物質需
求和心理需求都得到滿足，並以擁有這個品牌為榮，這樣的品牌忠誠度才能造就品牌的價值。求和心理需求都得到滿足，並以擁有這個品牌為榮，這樣的品牌忠誠度才能造就品牌的價值。

22、堅持精緻質感的工藝良品：、堅持精緻質感的工藝良品：

產品的價值是一個品牌價值的真實體驗。一個具有產品的價值是一個品牌價值的真實體驗。一個具有『『價值性價值性』』的品牌勢必是非常優質的產品，的品牌勢必是非常優質的產品，

這種優良品質需要永久堅持下去，或者稱為持久的創新運動，工藝產品這種優良品質需要永久堅持下去，或者稱為持久的創新運動，工藝產品 只有持續創造出能詮釋只有持續創造出能詮釋
獨特品味的良品，才能彰顯其超凡的獨特品味的良品，才能彰顯其超凡的『『價值性價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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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限量生產的機制：、限量生產的機制：

品牌價值和市場規模是互相矛盾的兩件事。理論上，一個品牌的市場佔品牌價值和市場規模是互相矛盾的兩件事。理論上，一個品牌的市場佔
有率越高，也就是產品的銷售量越高，其品牌就越值錢。但從品牌價值來看有率越高，也就是產品的銷售量越高，其品牌就越值錢。但從品牌價值來看
，一個品牌的價值並不是產品銷售量多就越高，而是產品單價賣得越高品牌，一個品牌的價值並不是產品銷售量多就越高，而是產品單價賣得越高品牌
價值才值錢。對工藝精品而言，如果要獲得越高的投資報酬率，應對產品限價值才值錢。對工藝精品而言，如果要獲得越高的投資報酬率，應對產品限
量生產，其品牌價值才會攀升，這對不適合大量製造生產的工藝精品反而是量生產，其品牌價值才會攀升，這對不適合大量製造生產的工藝精品反而是
一大利多。所以在產品製量的取捨上需控制恰當，不然將造成品牌一大利多。所以在產品製量的取捨上需控制恰當，不然將造成品牌『『價值性價值性
』』的崩盤效應。的崩盤效應。

工藝加值。創意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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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將工藝產業視為一朵盛開的花，那永續發展的時尚品如果將工藝產業視為一朵盛開的花，那永續發展的時尚品
牌就是果。牌就是果。 本人此次有幸得以將成立四年的本人此次有幸得以將成立四年的『『三丰金屬漆藝工三丰金屬漆藝工
作室作室』』dibdib品牌，透過演講模式與各位述說品牌的建立與經營歷品牌，透過演講模式與各位述說品牌的建立與經營歷
程，希望能促使更多具風格特色的工藝品牌萌芽，當然三丰工程，希望能促使更多具風格特色的工藝品牌萌芽，當然三丰工
作室還有一段很長的路要前進，承蒙各位先進前輩提攜，與同作室還有一段很長的路要前進，承蒙各位先進前輩提攜，與同
儕各界的厚愛，關於儕各界的厚愛，關於dibdib品牌在實際經營與行銷上的經驗，期待品牌在實際經營與行銷上的經驗，期待
日後能再與各位工藝界同好做分享；相信在未來的日子裡，工日後能再與各位工藝界同好做分享；相信在未來的日子裡，工
藝產業將在相互的交流與轉型中，彰顯出特殊的經濟效益，並藝產業將在相互的交流與轉型中，彰顯出特殊的經濟效益，並
在日後擁有豐碩的果實！在日後擁有豐碩的果實！

楊承峰楊承峰

工藝創新與品牌形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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