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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  蔡佩吟

以「愛」作為原動力

堅持做對的事情－吳欣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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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學時期主修會計的吳欣璇，在求學時期即進入父親創立的化粧品公司擔任

會計人員，畢業後和先生承襲父親的開發技術及舊有資源，成立了波飛特股份有限

公司；皆是商學院畢業的兩人，有著比一般創業者更加清晰的思緒，而新成立的公

司專門製造毛髮清潔商品，並以研發溫和、安全的清潔配方為主，要讓消費者買得

放心、用得安心。

承襲舊有技術　

研發全新品項

波飛特股份有限公司的創辦人吳欣

璇，在考取大學時，原本有機會選擇自

己喜愛的中文系所，但由於當時父親的

化粧品公司甫成立，為了協助父親的事

業，她選擇進入中興大學會計系就讀。

吳欣璇在父親的公司擔任會計人員近八

年的時間，期間也學習到相關研發技術；

直到 2008 年遇上金融風暴，父親有意結

束公司營運，不忍看到父親一生心血付

諸東流，吳欣璇和先生向父親學習相關

製造技術，而在這樣的機緣之下，也促

成了波飛特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

由於大學時期就讀商學院的關係，

吳欣璇知道政府對於特定創業者，皆有

給予相當妥善的協助，因此在決定創業

時，便上網搜尋相關資料，也因此得知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吳欣璇表示，從最

基本的資金籌備及貸款優惠、專業顧問

的評估及建議，到公司成立之後的相關

協助，對創業者來說都是相當重要的資

源。像是在最初成立公司時，顧問就表

示在國外有許多有機、天然的產品，建

議吳欣璇夫妻可以朝這方面研發，於是

造就波飛特公司從最初純粹研發、製造

髮品，到如今致力於研發較為天然、無

毒的品項。吳欣璇認為，剛開始決定公

司定位及產品亮點時，她與先生總會遇

上許多瓶頸及盲點，因此顧問專業而客

觀的建議，對他們的幫助及影響是相當

直接與深遠的。

女兒的誕生　

促成新產品的研發

起初父親創立的化粧品公司，以

製造洗髮精、護髮油、髮雕等髮品為

主，吳欣璇以此為基底，持續研發相關

品項，直到大女兒的誕生，才讓波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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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有了重大的轉型。由於女兒屬於過

敏體質，於是愛女心切的吳欣璇，和先

生投入研發較為溫和、安全的洗髮、沐

浴產品，以天然原料製造出較不傷肌膚

的清潔用品。除此之外，由於吳欣璇在

懷孕時膚質改變，先生便著手研發適合

敏感性膚質的配方，因著這份疼惜家人

的心，吳欣璇與先生不斷研發新產品，

從原先單純製造髮品，到如今跨足臉部

肌膚保養、嬰幼兒洗髮沐浴用品，更和

台灣知名品牌合作，生產寵物洗毛精系

列，如今有了自己的品牌，在國內外也

都培養出固定的消費客群。

談到創業所面臨到的困境，吳欣璇

苦笑表示：「困境好像一直都存在著！」

她提到前陣子食安風暴最為嚴重時，也

對他們造成不小的壓力，原來食品與化

粧品核管同屬衛福部食藥署，因此從食

安問題發生後，衛福部便不定期稽核相

關工廠，而網路上似是而非的言論，也

讓他們必須耗費心力去告訴消費者正確

的相關資訊。然而對吳欣璇夫妻而言，

並不是認為衛福部的稽核造成他們額外

的負擔，而是擔心自己所販售的產品是

否含有任何會危害人體的成分，因此，

吳欣璇夫妻會先將產品自行檢驗，將一

切有危害人體疑慮的原料做替換，然而

一樣成分的替換，就代表整個產品必須

重頭研發，而如此大費周章，就是要對

向他們購買產品的消費者負責；除了原

料問題，許多客戶將產品帶到內蒙古、

模里西斯等氣候較極端的區域，也讓他

們針對這些特殊地區，研發出適合極端

氣候的產品，不間斷的改良再改良，著

實耗費了不少人力、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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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壓力與困境不是外在環境

所迫，而是來自吳欣璇夫妻對品質的堅

持。吳欣璇笑說：「我們的研發成本就等

同於沉沒成本吧！」然而這些聽來吃力

不討好的舉動，對他們倆人來說，卻是

對自我的考驗與不斷突破，也希望有他

們站在第一線的嚴格把關，能讓消費者

使用到安全無虞的產品。

自己能做到的事　

沒理由放棄不做

在不斷研發新產品以及原料的替

換之下，波飛特公司所研發製造的產品

高達一百多個品項，足以見得吳欣璇夫

妻的用心；而在這個吃的、喝的、用的

產品都有毒的時代，他們對於天然原料

的執著更顯珍貴。然而扣除掉人力、物

力的損耗成本後，其實賺得盈餘所剩無

幾，對此吳欣璇表示：「自己可以做到的

事，為什麼不做呢？」堅持品質，不但

能成為波飛特優於同業的優勢，也讓他

們從工作中獲得滿滿的成就感，更重要

的是，研發出的產品，能讓家人用得安

心，盡自己最大能力為孩子打造一個無

毒的環境。

而當提到在創業過程中最想要感謝

的人，吳欣璇認為先生絕對當之無愧，

想起先生從一開始對這行完全不熟悉，

一直到現在，常常為了研發新產品忙到

焦頭爛額，而這家公司從無到有，到如

今公司產品受到消費者的肯定，建立起

良好信用，靠得也是夫妻倆的互相扶持

與體諒。除了先生之外，吳欣璇的父親

早期從業務做起，到後期參與研發工

作，再到後來自行創立公司，將技術傳

承給下一代，父親也一直都是她最得以

信賴的專業顧問。

公司成立八年多來，憑藉著良心研

發每一項產品，不但在業界建立起良好

口碑，在去年十月更創立自己的品牌，

而其間參賽獲獎的肯定，也鼓舞了吳欣

璇夫妻，讓他們更有動力、繼續堅持做

對的事，在未來，吳欣璇也計畫將公司

業務向海外拓展，從東南亞開始，漸漸

將好東西分享到國外，也讓更多人得以

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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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給準備好的人

採訪撰文 蔡佩吟

曾在百貨公司擔任櫃檯服務人員長達十年的程宇利，其實最愛的一直是烘焙，

也一直想將烘焙當作畢生志業，因此在這十年之間，她不斷進修，善用政府補助

的職訓課程，等待機會、蓄勢待發。在一年多前，宇利看到了夢想中的店面，於

是勇敢創業，憑藉自己一步一腳印的努力，加上勞動力發展署全方面的協助，讓

她得以在40歲時完成自己的夢想。

為夢想不畏困境的  程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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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進修　等待良機

位在屏東市空翔里的 Lili 手作烘焙，

和印象中的麵包店很不一樣，若不是那

塊小小的招牌，可能會讓人以為那是一

棟復古的紅磚老屋；店內延續著懷舊風

格，午後一抹陽光灑進，讓來到這裡的

顧客得以好好放鬆身心。這樣一家特別

的烘焙坊，是宇利歷經十多年的進修淬

鍊而出的，在自行創業之前，她是百貨

公司的櫃檯服務人員，從休閒品牌服飾

到金飾類，宇利前後換了幾個櫃位，原

因皆是因為不願每天做相同的工作、過

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在約莫 40 歲時，

宇利決定轉換跑道，雖然在這十年間，

她考取了不少餐飲執照，但因為年齡限

制，在找尋工作的過程中遭受不少挫

折，但也由於這樣的困境，讓她決定自

行創業，開設一家屬於自己的烘焙坊。

剛開始，宇利先成立工作室，從

網路販售做起，然而訂單不是天天都

有，為了生計，宇利在網路販售手作麵

包之餘，也重回百貨公司擔任櫃檯服務

人員，那段時間可以說是蠟燭兩頭燒，

但為了完成開店夢想，她還撥出時間參

加勞動力發展署（時為職業訓練局，以

下簡稱發展署）舉辦的地方小吃課程，

以及充分利用政府對於求職者的課程補

助，三年間 7 萬塊的補助，宇利在一年

內就使用完畢，如此努力，就是希望可

以從各方面的訓練培養實力。這樣日復

一日的辛勤進修持續了兩年多，直到宇

利看見了自己夢想中的店面正在招租，

才開始實踐她一直以來的夢想。

決定開店後，宇利從網路上得知勞

動部有針對部分創業者給予相關補助，

於是她更加放心地開始著手計畫開店事

宜，宇利表示，在資金籌備、產品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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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店內特色等方面，發展署都給予

相當妥善的幫助，讓她的創業夢想順利

地一步步逐漸實現，而在這樣天時、地

利、人和的機緣之下，更讓她在不到兩

個月的時間就準備就緒。

堅持手作烘焙　

建立良好口碑

復古的老房子一直是宇利相當喜歡

的風格，在成功租到喜歡的店面之後，

店內裝潢也是宇利與一位木工師傅親手

打造，在這樣獨特的店面之中，所販售

的餐點當然也馬虎不得，不像一般麵包

店主打多樣化商品供顧客選擇，Lili 手作

烘焙販售的麵包，是從揉麵糰、發酵、

製程，平均都需要耗費 5 小時左右的手

作麵包，因此往往只有兩三樣品項；除

了耗時之外，手作麵包在原料上的使用

也相當講究，為了顧客的健康與麵包本

身的口感，宇利特別選用日本進口麵

粉、法國發酵奶油等原料，以不含化學

添加物為主要考量。雖然手作麵包的

成本與需要花費的時間都高出一般麵包

許多，但在這個食安問題層出不窮的社

會，宇利希望她所販售的產品是能讓顧

客安心選購、享用的，除此之外，這樣

的特色也能建立起 Lili 手作烘焙獨樹一格

的特色，讓 Lili 手作烘焙和市面上的麵包

店有所區隔。

雖然因為微型創業鳳凰計畫的幫

助，讓宇利的創業之路走得還算順遂，

然而剛開始經營時，難免會遇到經營上

的困難，像是因為手作麵包成本較高，

因此單價自然也會高出一般麵包許多，

這時宇利就要向顧客解釋手作麵包的特

色，所幸真金不怕火煉，顧客在品嚐過

宇利製作的麵包後，就能了解到手作麵

包的獨特之處。靠著真材實料，宇利把

握讓顧客回流的機會，而靠著街坊鄰居

間的口耳相傳，Lili 手作烘焙逐漸打響知

名度；除了好吃的餐點之外，店內獨特

的復古風格、愜意的氛圍，也吸引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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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民眾前來朝聖，靠著社群網路的發

達及打卡功能，更讓 Lili 手作烘焙的名氣

向北部拓展，店內業績得以穩定成長。

完成夢想後的知足與幸福

當被問到創業過程中遭受到的困

境，宇利表示因為有勞動部的協助，解

決了許多本該面對的棘手問題，像是在

貸款上的協助，讓宇利的資金得以做更

靈活的運用，讓她在基本開銷之餘，還

能逐步增設店內設備，使得所販售產品

的品質更為優良；而當遇到問題時，也

有許多好朋友、貴人協助，除了剛開始

經營時要說服顧客接受單價較高的產

品，曾有過一小段的過渡期之外，創業

過程還算順利。但這樣的成就，所憑藉

的也是宇利十年磨劍的淬鍊，也只有十

年來的不斷進修，才能靠著真材實料的

品質與爐火純青的技術，在不到兩年時

間內做出口碑，除了當地顧客，也吸引

遠道而來的外來客。

在完成創業夢想後，宇利特別想

感謝發展署，在人生最徬徨的時候，藉

由進修課程讓她更加明白自己對餐飲的

熱愛；多方涉獵，也讓她確定自己想開

一家烘焙坊的決心；受訓後的踏實，也

讓她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畢生所願，而

在受訓期間也遇到許多志同道合的好朋

友，給了她許多鼓勵與幫助，這些都是

在成功創業之外，得到最大的收穫。

在未來，雖然宇利也有開分店的打

算，但是已經完成初步創業夢想的她，

正享受著能將興趣做為事業的成就感，

因此，她不急著進行下一步規劃，而是

穩紮穩打、和店內兩個員工繼續細細經

營 Lili 手作烘焙；而宇利也會不定期上網

和網友分享當日限量餐點，透過網路的

宣傳，要讓這家小小的烘焙坊激盪出更

多能量，讓更多人可以來到這個位在臺

灣南方的小店，遠離城市的喧囂，享受

她精心製作的手作麵包，在這個古樸、

愜意的環境盡情享受悠閒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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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            當作事業

現年六十五歲的蔡玲菁，年輕時長期受過敏體質

困擾，因而開始接觸有機食品，並在二十多年前成立

店面販售有機產品，然而由於有機食品店在台南相當

普及，加上前幾年食安風暴，民眾人心惶惶，使生意

受到嚴重影響，讓蔡玲菁重新省思未來方向，進而決

定加盟統一生機超市，用另外一種方式，繼續推廣她

認為絕對不能被忽視的「健康」。

採訪撰文  蔡佩吟

不斷挑戰自我的 蔡玲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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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敏體質　

開始接觸生機飲食

從事有機食品販售約二十年的蔡

玲菁，光是聽到她充滿活力與自信的聲

音，聽不出來她年齡已達六十五歲。在

此之前，蔡玲菁做的是和有機產品八竿

子打不著的服飾業，之所以會接觸到有

機產品，是因為本身鼻子嚴重過敏，看

遍中醫、西醫都沒有起色，只能靠吃類

固醇抑制，而當時在因緣際會之下，認

識了雷久南博士與李秋涼女士，在那個

有機產品尚未普及的年代，她們對生機

飲食的提倡，讓蔡玲菁開始藉由飲食調

理身體，原本的過敏體質也因此獲得明

顯改善。

開始接觸生機飲食之後，蔡玲菁

也在成大身心靈研習班擔任志工，由於

自身經歷，讓她意識到飲食之於健康的

重要，也開始致力於推廣生機飲食的好

處。然而在台灣，有機產業在經營方面

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尤其是在農委會極

力推廣、有機產品店密集度最高的台南

東區更為競爭，在苦心經營多年後，於

兩年多前透過朋友的建議，加盟統一生

機超市。

比起從前自行開店，加盟有好處也

又壞處，以優點來說，像是前幾年食安

風暴，許多民眾對於價格較高的有機食

品產生質疑：「賣這麼貴，真的有比較健

康嗎？」而品牌較大的統一集團，便能

上網公布食材來源、檢驗結果等資訊，

詳細而清楚地向民眾說明，讓民眾得以

安心消費。然而也因為是加盟，任何事

情都需要遵照總公司要求，例如「裝

潢」就是一筆額外開銷，以及為提升空

間明亮度，也讓每個月的電費暴漲許

多，而為了節省人力成本，對於店內的

大小瑣事，蔡玲菁也必須親力親為……

這些改變，都是蔡玲菁需要藉由時間去

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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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行銷　減少產品虧損

決定加盟統一生機超市之後，許多

問題便接踵而來，首先便是資金問題，

蔡玲菁表示：「一般去銀行貸款相當困

難，如果不是勞動部的協助，我這個年

紀怎麼借得到錢？」因為符合勞動部

「微型創業鳳凰計畫」的條件，在決定加

盟不久後便接到勞動部的來信通知，原

本不知道政府對創業者有提供此一補助

的蔡玲菁，意外地靠著勞動部的協助，

解決了當時的燃眉之急。七年的貸款年

限，加上前兩年免利息的資金融通，

讓許多創業者在創業過程中，不必再

因為資金問題而打退堂鼓。除了資金上

的協助之外，包括公司行號的申請、以

及經營上的專業課題，勞動部也會提供

全程的創業輔導。蔡玲菁表示，如今創

業已近三年時間，每當遇到問題，透過

申請，勞動部也會安排專業顧問提供諮

詢、持續關心每位創業者在創業後的後

續發展，而這樣完善的配套措施，也讓

蔡玲菁感到非常安心。

順利加盟後，蔡玲菁又面臨到銷

售上的困難，當時由於食安風暴以及媒

體的不實報導，造成民眾在飲食上特別

挑剔、對有機食品也產生懷疑的態度，

為此，政府更加嚴格把關，然而羊毛出

在羊身上，這些額外費用，自然得反映

在物價上，單價一提高，消費者接受度

又因此降低，也造成業者在銷售上的困

難。然而大環境的衝擊並沒有打倒蔡玲

菁，她轉而藉由直接使用店內販售的食

品料理機吸引消費者注意，也順便教導

消費者如何烹煮有機食材，除此之外，

蔡玲菁也直接利用店內食材製作餐點，

一方面增加店內營收，另一方面也能有

效控管食材的虧損，達到一舉數得的功

效，另外靠著販售工研院針對台灣環境

所研發的水機，多少也幫助蔡玲菁在經

營上的供需平衡。而憑藉著這樣的努

力，也讓加盟不到三年的店面逐漸步上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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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廣　

讓國人吃得更健康

提到在創業過程中最想要感謝的

人，蔡玲菁不假思索地說：「那就是勞

動部了，真的很感謝勞動部也這樣的協

助計畫，也願意給我這 LKK 機會」，靠

著一股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蔡玲菁努

力在競爭激烈的有機市場中殺出一條活

路。雖然在多元經營下，店內仍舊勉強

維持收支平衡，「要靠這行賺錢是不可能

的！」蔡玲菁無奈表示，但即使明白現

實如此，蔡玲菁依然堅持推廣生機飲食

的理念，對於來到店裡的顧客，她第一

件事情不是急於銷售，而是藉由店內料

理機烹煮食材，讓顧客直接感受，並靠

著和顧客聊天的方式，和他們分享有機

食品對於健康的益處，蔡玲菁表示：「能

分享多少是多少，而且會特別想和容易

接受新事物的年輕人分享，雖然他們的

購買能力不是很強，但是觀念的養成是

最重要的，他們也能將這樣的觀念傳承

給下一代，小孩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

這樣國家才會有希望！」而除了健康飲

食的觀念，蔡玲菁也希望藉由這樣的平

台，讓消費者得知工研院針對台灣環境

所研發的產品，不論是改善環境、用

水品質的機器，還是天然無毒的抗菌產

品，都是蔡玲菁想要分享給更多人的訊

息，要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本身就有如

此優秀的研發團隊，而想要打造一個安

全、無毒的環境，也不一定得花大把鈔

票才辦得到。

而一輩子致力於推廣生機飲食及

相關觀念的蔡玲菁，之所以如此用心良

苦，就是希望藉由口耳相傳以及網路的

普及，能讓店內「輕鬆煮、健康吃」的

理念傳遞開來，並藉由自己的創業經

歷，幫助更多想要自己創業的年輕人，

希望他們可以少走些冤枉路，更重要

的，是能夠徹底了解飲食之於健康的重

要性，在人人自危的食安環境中，懂得

用更平價、簡單的方式來守護自己跟家

人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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