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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是一條不歸路，要是給自

己留後路，那一定不會成功！」臺灣毛

巾外銷美國的先驅、振喬有限公司負責

人，同時也是青年創業楷模、白曉燕文

教基金會董事的周龍田，從小生長在臺

北縣(現之新北市)金山鄉的海邊，天

天看著大海，讓小小年紀的周龍田心裏

頭許下志願「男兒志在四方，未來一定

要將事業放眼天下！」周龍田相信自己

「冥冥之中注定會踏上這條旅程，成為

開疆闢土的創業人。」而能讓他成為臺

灣毛巾外銷美國的先河，更帶領「振

喬」站上歐、美市場家用紡織品主要供

應商的地位，周龍田強調，創新、求變

才是生存的不二法則。

周龍田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正直、

富有正義感，當白冰冰

董事長邀請他擔任白

曉燕基金會的董事時，

周龍田二話不說一口答

應，並且還和其他三位

董事葉正吉、詹忠志、

林文勝(我們口中的四

劍客)，共同負擔起警

察子女獎助學金的贊助

人，才能讓獎學金的頒

發持續不輟，他說，年

輕人最需要的就是協助

與機會，獎學金的金額

雖不高，但鼓勵的意味

大於實際，而他現在擔任會長的青年創

業楷模聯誼總會，就是希望讓許多創業

有成者，結合他們多年管理的經驗與智

慧，提供給有志創業的人，引領更多青

年創業家實踐夢想。

家中田地被徵收  是轉機也是生機

周龍田回憶道，他們家世代在金山

鄉的山區務農，父親也和一般農夫沒有兩

樣，生活規律而簡單，只盼望他們兄弟姊

妹之中，能有一位未來能出人頭地，周龍

田說︰「在我的記憶中，父子相處的時間

不多，但父親總是常常告誡我們說『冊讀

好才會有將來，麥像我艱苦一世人』，現

在想起來，心中還是很感動，因為父親書

讀的不多，不知道如何來幫助我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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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龍田：「創新、求變」
            是商場生存的不二法則
年輕人最需要協助與機會 願以自身經驗引領青年圓夢

中視年度自製大戲

每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播出

■周龍田常說；好老闆的必備條件有「經營要正派、婚姻要幸福、
企業要永續經營」，而他也身體力行。圖為全家人出遊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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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男人不時苦口婆心地勸誡我們，其實是

表達他對我們的關心。」

周龍田家中原本單純平靜的生活，在

台電因為興建核一廠，徵收他們家中的田

地後起了變化，全家人被迫搬遷到基隆定

居，原本只會種田的父親，突然沒了生存

的依據，為了呵護四名年幼的小孩平安長

大，周龍田的父親下了一個極大的賭注，

在幫家人找好安身之所後，他將台電給的

些微補償金，全數投資遠洋漁船公司還兼

當起了船員，周龍田回憶︰「當時父親決

定跑船，只豪氣地說『以前靠山吃山，現

在靠海就吃海吧』，

不過我心裏很清楚，

父親說得輕描淡寫，

只是不想讓母親和家

人擔心罷了！」

所幸周龍田父親

的遠洋漁船生意還不

錯，加上母親也替人

幫傭貼補家用，所以

身為家中長子的他，

在求學的過程中，還

不至要為了分擔父母

的重擔，而使得課業

有所耽擱，因此他在

求學階段可說是勤學

認真，而畢業後也果

真不負眾望，順利進

入某機電工廠擔任企

劃設計，之後更憑著

苦幹實幹的精神，短短一年半後即升任主

管要職，隨即又被另一家外銷機械公司，

挖角擔任外貿單位主管。

周龍田踏入社會後，事業一路順利羨

煞不少旁人，但他體內畢竟留著和父親相

同的血，他說︰「朝八晚五的生活，對我

來說太平淡也不習慣，所以我想起父親當

年投資遠洋漁船的經過，心中突然興起創

業的想法。」但創業沒資金也沒人脈，怎

麼辦？他回憶，剛開始他簡單地以為年輕

就是本錢，所以若是失敗，大不了再回去

上班就好，所以開始的營業目標，只希望

每個月的收入比上班薪水高，他就感到心

滿意足了。

父親遭遇船難  被迫一夕間成長

人生無常更往

往不能一直如人所

願！周龍田在創業

的第二年，發生一

起改變他一生的重

大事件！擔任遠洋

漁船船長的父親不

幸發生船難，一夕

間平順的生活全都

變了樣，全家除了

籠罩在一片愁雲慘

霧中，很多事情也

必須立即處理，突

然間家裏內外的大

小事，全落在當時

年僅廿九歲的周龍

田肩頭上，「遭逢

驟變往往才是人生

成長的開始！」周

龍田說道，「那時自己甫創業，公司的經

營剛上軌道，而大弟初踏入社會，小弟及

小妹還在求學，我只能責無旁貸地一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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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龍田的夫人與兩位公子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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扛起所有責任，又船難發

生當時，父親的身份是船

東也是受難者，所以一方

面要幫其他船員家屬，向

船公司爭取應有的權益，

另外也要代表公司與保險

公司談判，對一個社會經

驗還有待磨鍊的年輕人來

說，可說是一件極艱難的

任務。」所幸最後他把事

情處理的令各方都覺得滿

意，而周龍田也從其中學

到不少談判的寶貴經驗。

處理完父親的事，周龍田體悟到，家

中的經濟重擔從現在起要由他扛起，所以

創業不能再兒戲，必須抱著不成功便成仁

的決心才行，開始一個人校長兼撞鐘的拚

了命拓展外銷業務，周龍田說，當時政府

鼓勵民間企業從事外銷，所以剛開始他就

做雜貨出口，幾乎可以賣出國的東西他都

有賣，「只要客人要什麼，我就賣什麼，

那時候白天到外貿協會去蒐集外商的聯絡

資料，下午跟晚上就帶著樣品，到許多海

外買家下榻的國賓飯店及雙城街的統一飯

店，主動向他們推銷商品，而空閒時間及

深夜，就打字發書信或打電話，主動向國

外商家自我推薦，並且爭取見面的機會」

周龍田回憶道。

之後周龍田的振喬公司，轉而成為

專營家用紡織用品進出口的貿易商，並在

臺灣、香港、上海、山東等地區設置公

司，在美國更擁有龐大的設計團隊及展示

中心，以全力滿足歐、美市場連鎖賣場及

大型企業的需求，周龍田表示，現在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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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眼高手低，且常抱怨缺乏機會，說

自己是懷才不遇，不過他強調，「自助

而後天助，做生意雖然是靠機會，但機會

更是要靠自己去創造。」周龍田回憶說，

三十年前很幸運地遇到一位進口棉紡織品

的美國猶太人，兩人經過幾次合作後，對

方就對他的誠信留下深刻印象，後來還直

接下了整整一年的訂單給振喬，讓剛創業

僅數年的周龍田，像是吃下一顆定心丸

般。

經過三十多年後，周龍田與那位美國

猶太人客戶早已成為好友，雙方至今仍然

維持密切的業務往來，周龍田說，他後來

發現一件有趣的事，他現在的外籍客戶及

好友，竟然猶太人居大多數，「學生時期

大家都取名為Gary、Peter、Richard等耳

熟能詳的名字，而我的商用英文老師為我

命名為『Roson』，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

名字的意涵，直到後來外國友人告訴我，

『Roson』是一位猶太教聖人的名字，難

怪許多客戶第一次看到我的名字就感到特

別親切，一個名字也能帶來意想不到的收

■周龍田(前排左二)說，現在許多創業的年輕人，其實十分具有發展

潛力和機會，但最後往往因為資本及創新等問題而失敗，所以他

很樂意與有心創業者，分享他過去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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穫。」周龍田打趣道，而這事也讓周龍田

更加相信，凡事自有定數的道理。

做生意靠機會  機會則需自己創造

緊接著周龍田又展開他跨國發展計

劃，他想，在臺灣找外國客戶推銷產品，

開拓的商機有其侷限性，為何不乾脆把戰

線直接拉到國外去？所以周龍田立即馬不

停蹄地拖著幾大箱的樣品直接飛往美國，

主動出擊並挨家挨戶向相關廠商拜訪與推

銷，「自己第一次勇闖紐約，搭飛機時，

緊張到一直緊握著搜集到的客戶資料，

等到飛機落地後，才開始問當地人住宿資

訊，半找半問的結果是最後住進一晚50元
美金的廉價旅館，連房間大門都無法密合

鎖上，只好硬是推了電視櫃去擋門！」

三十幾年前的事至今仍令他記憶猶新。

周龍田表示，在他創業的那個七○年

代，正是臺灣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黃金時

期，政府以外銷零稅率等政策刺激臺灣擴

大出口，並希望藉由活絡貿易來促進經濟

成長，進而大步邁向國際化，所以那時是

臺灣經濟成長最快的時期，周龍田說，那

時候外銷的機會俯拾即是，就看你要不要

做！

不過周龍田也強調，過去為了要開

拓市場與商機，所以必須與同業間有所競

爭，但現在他的企業已經站穩腳步，且算

是同業間的佼佼者，所以他現在想的是創

新、誠實、信譽以及社會責任，他舉例

說，迪士尼公司的產品一直是他們一個很

大的業務，所以和迪士尼做生意，一定要

時時想著「我還能給他們什麼？」因為只

有不斷的創新商品內容與型態，才能持續

滿足客戶的需求，不至於被淘汰，他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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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3到6個月，周龍田就重新設計新的產品樣式，讓振喬的商品具多樣性且饒富變化，成功激發

了消費者的購買慾。

■父親船難後，周龍田「被迫」扛起家計，

創業後決心不給自己留下退路的他，終於

獲得青年創業楷模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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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人喜歡變換家中的

擺飾，藉以營造家庭生活的

新鮮感和樂趣，十分重視居

家的布置，因此周龍田將蜘

蛛人、迪士尼、朵拉、湯瑪

士小火車、汽車總動員等孩

子喜愛的圖案，延伸運用在

毛巾、床單、枕頭、窗簾、

地墊、漱口杯、牙刷架等日

常用品中，而且每3到6個
月，就重新設計新的產品樣

式，展示中心也同步全部翻

新布置，以激發消費者的購

買慾，所以他常告訴員工，

企業必需不斷創新、求變，才是生存的不

二法則。

誠實與信譽  企業永續經營之道

周龍田也常說，企業經營的另一個重

點，就是要講究誠實與信譽，他以先前提

過的猶太商人朋友為例，「剛開始猶太朋

友對我們公司，能否生產讓他滿意的商品

感到存疑，但經過幾次合作後，我們都能

滿足對方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只要答應廠

商的事，就要盡全力去完成任務不讓客戶

擔心，所以猶太商人對我的誠信留下深刻

印象，雙方這麼一合作就是三十多年。」

周龍田還說，這麼多年來他都堅持以服務

品質為導向，如果企業一直都能堅守這個

原則，那就不必削價競爭。

「做得愈久、肩上愈是有一種放不

下的責任，公司現階段已經不再以利益為

優先，而是以永續為首要。」經營企業30
多年的周龍田語重心長地表示，雖然振喬

絕大部分的業務都在海外進行，看著許多

企業為降低人事成本，紛紛將臺灣員工裁

撤而移轉至海外，但他還是堅持將企業總

部設置在臺灣，而其中最大的原因，周龍

田說︰「因為『我想搬去中國，臺灣要收

掉』這句話，我實在無法對曾和我一起打

拼的老員工們說出口。」

日前周龍田已正式宣布，再過3年就

將退休，並將自己辛苦築起的王國交棒給

他的兒子，他常告誡他的小孩，好老闆的

必備條件必須「經營要正派、婚姻要幸

福、企業要永續經營」，他舉例說︰「我

只准兒子出差最多五天，因為超過這個時

間，家裏的事就照顧不到，而且出差時，

每天還必須打電話和家人說說話。」有了

幸福的家庭做後盾，一切的打拼才有意

義；「我鼓勵年輕人要勇於接受具有挑戰

性的工作，因為一旦成功便能獲得極大的

成就感。」周龍田相信，創業家身上必定

具備與眾不同的特質，惟有不斷接受試煉

才能讓自己立於不敗之地。

■青創會購買大展票券以實際行動支持文創產業，圖為青創會總

會長許旭輝（左起）、頑石總經理林芳吟、青創會創業楷模聯

誼會會長周龍田與國父紀念館館長王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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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成功之餘，周龍田對行善也不遺

餘力，他說︰「人生是一個過程，不管你

擁有再多的財富，時間一到還是要走，到

那時卻什麼都帶不走，所以寧可在有餘力

的時候幫助一些需要幫助的人，也能給自

己帶來快樂與肯定。」他還說，他擔任青

年創業楷模聯誼會會長，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將許多創業有成者的經驗與智慧，提

供給有志創業的青年，「現在許多創業的

年輕人，其實十分具有發展潛力和機會，

但卻因為資本及創新等問題最後鎩羽而

歸，所以若可以建立起一個平台，讓這

群創業新生代獲得更豐沛與多元的資源挹

注，也許就能幫助他們脫穎而出並發光發

亮！」周龍田語重心長地說，因此他打算

在明年成立一間投資公司，把他三十多年

在國際商場上，練得一身的好武藝，不藏

私地傳承下去，也期許為自己的生命，再

增添價值與光彩！

敬愛的基金會朋友們，您好！

謝謝您的關愛與支持，為了使您捐款更為簡便，請於下列授權書表格中填妥您的信用卡捐款

資料，請傳真(02)2702-9227或郵寄至本會10667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二段285號二樓。若

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話詢問(02)2702-9126

一、本人                  願意捐助　貴會所推動的各項活動，每月固定自動扣款

    ＄        　　  元整，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二、本人願 單次 透過信用卡扣款捐助  貴會新台幣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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