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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永昌彪琥鞋業董事長

1989 年，彪琥鞋業薛永昌董事長參加由工業
局舉辦的歐洲鞋廠參訪活動，除了開拓他對
於製鞋產業的認識和視野，同時也在他的心
中，悄悄地種下一顆自創品牌的種子。經過
30 多年來的灌溉，如今，這顆品牌的種子正
持續努力地長成枝繁葉茂的大樹！

彪琥鞋業成立於 1988 年 3 月，前身為大
底車線加工廠。當時的時空背景是臺幣

升值，導致產業鏈外移，臺灣鞋廠大量出走
到大陸、東南亞等地。面對這樣的經營變局，
眼見同行大量外移，當時踏入鞋業剛滿 10 年
的薛永昌董事長心中清楚知道，為了尋找低
勞工成本而外移，日後勢必成為到處遷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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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如果只是靠拚價格才能拿到訂單，
拚到最後也會流血而死。

根留臺灣　打造百年鞋廠

於是，薛永昌決定逆向操作，選擇根留臺
灣、深耕臺灣，更將代工業務轉到創立自有
品牌，並於高雄市投資製鞋生產線。這條自
創品牌之路一走就是 30 多年，為徹底實踐
「深耕在地」的承諾，廠區皆聘僱在地的工
作夥伴，近百名員工沒有一位是外籍勞工（領
有臺灣身分證的新住民）。歷經臺灣製鞋業
的榮景，到親身見證一家家工廠出走外移，
儘管被許多同業視為異類，薛永昌說自己「孤

獨，但並不孤單」。
彪琥成立之初，將產品設定為以運動休閒

鞋為主，並以彪、琥都是動物王者的風範為
其品牌命名，希望帶給消費者力量、速度的
品牌形象。英文的品牌名稱 PUHU，更隱含
「Power U Health U」的意思，期望帶給消
費者活力與健康，除了做為一個品牌的名稱，
更代表一群擁有革命與創新精神的製鞋職人，
對於製鞋工藝的追求與堅持。

到底是什麼樣的力量，支持著彪琥董事長
薛永昌朝自創品牌之路奔去？答案是：走向
國際看到的視野和格局。

賣的不只是鞋子
重視「腳」與人的健康及幸福

1989 年，成立彪琥鞋業隔年，薛永昌相繼
參加由工業局舉辦的歐洲義大利鞋廠參訪活
動，他發現歐洲鞋廠動輒超過 100 多年的歷
史，「同樣做鞋子，義大利鞋廠有上百年歷
史，秉持極緻工藝精神，鞋款不僅創新時尚，
穿搭起來又好看。」他說，當時臺灣外銷一
雙鞋是 5 美元，義大利是 30 至 50 美元，是
臺灣的十倍，這證明傳統產業並不等於落後
產業。特別是在考察過程，他看到許多老店
歷經世代傳承，卻依舊屹立不搖，探究其原
因，除了產品本身品質好之外，主要是擁有
自有品牌與通路。他決定效法這個路線，也
立下宏願：要讓當時才 1 歲的彪琥，日後成
為在臺灣經營 100 年以上的製鞋企業。

1998 年，薛永昌前往德國杜賽道夫參加
「生物力學論壇」，在一場產官學高峰會上，
他注意到以足部生物力學原理，探討足部健
康與製鞋設計的議題，這讓他發現，原來做
鞋子不只是好看、好穿，還必須考慮到人體
健康，若能將人因工程、足部生物力學的物
理原理導入鞋子的結構設計上，一雙好鞋可
以為社會大眾帶來享受健康與樂活的莫大好
處。於是在 2006 年，彪琥領導業界率先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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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足部健康管理中心」，引進德國
足部掃瞄系統，累積至今，已經為超過 12 萬
人量測足部數據，透過重視「腳」與人的關
係，為每個人的足部健康把關。

對於消費者來說，一雙鞋子「好穿」是理
性，「好看」是感性。義大利跟德國各自都
有令薛永昌印象深刻的地方，他不斷思考著
該如何融合兩個不同國家的製鞋理念，亦效
法日本製鞋職人的工匠精神，最後定調出「穿
對鞋，足幸福」，成為彪琥最重要的品牌核
心價值。

創業遭遇最大困境　
3 年燒掉 5,000 多萬

彪琥堅持將臺灣製鞋王國的技藝之美，融
合義大利與德國製鞋理念，製造每一雙符合
日式品質管理規範的鞋款，陪伴每個人在各
種場合及不同角色中，都能跨出自信又自在
的每一步。但堅持理想的背後，卻是不斷碰
壁和試錯的試煉。

談起打造品牌的創新過程，薛永昌坦承繳
了不少學費。2004 年，彪琥開始布局零售專
賣通路，據點數最多曾達 20 個，可惜因經驗
不足、缺乏相關專業，過了蜜月期業績就直
直落，最後不堪虧損、陸續關店，估計從製

造代工轉型自有品牌，到進軍通路零售的過
程，3 年幾乎燒掉 5,000 多萬元。後來，將據
點縮編到五、六家最適規模，穩定軍心之後
才再出發。

薛永昌回想，這個過程是他創業以來遭遇
的最大困境，也曾一度想要放棄品牌事業，
「有人形容說：生產管理是理性的，通路行
銷是感性的，我花了好幾千萬才深刻體會。」
他語重心長地感嘆道。

失敗為成功之母。通路一役雖未竟全功，
但卻是調整策略、重新定位的難得契機。薛
永昌回歸初衷，鞏固產品核心競爭力，先鎖
定開發高爾夫球鞋。為了要成功開發出來商
品，他自己親自實際體驗，穿上自家高爾夫
球鞋，即便走 54 洞，腳都不會累或不舒服。
這雙高爾夫球鞋更取得 11 國專利，雖然定價
近萬元，一開始被同業說「頭殼壞掉」，卻
常有顧客從臺北專程坐高鐵南下買鞋。

打造品牌　價值先於利潤

2009 年八八風災之後，防水軍事鞋的承製
開發，更奠定彪琥在製鞋的硬實力與多元化
創新的能耐。「看到國軍救災，卻無法穿著
一雙安全又完全防水的鞋子，心裡很不捨。」
薛永昌回憶，這樣的一個念頭產生之後，他
趕緊找鞋材與紡織廠研究，開發出防水、透
氣的材料，同時投資 200 多萬元，迅速調整
生產線，通過軍事等級製鞋嚴苛的材料與檢
驗標準，三個月內就把這批高難度的訂單完
成，完成同業認為的「不可能任務」。

經過幾次的練兵與震撼教育，彪琥團隊可
說脫胎換骨轉大人，躍身成為臺灣少數同時
具有設計、開發與少量多樣生產能力的鞋廠，
同步建立創新及研發款式多元的產品線，不
只做單一產品，而是以健康的概念出發，設
計小從 2 歲開始、幫助足弓發育的童鞋，到
各種年齡層的各種男女機能鞋款。

為什麼彪琥會這樣做？薛永昌解釋，早期彪琥 2006 年成立「彪琥足部健康管理中心」，引進德
國足部掃瞄系統，為每個人的足部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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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鞋廠在講求生產規模、成本效益的觀念
下，都走專廠專製的路線，例如運動鞋、紳
士鞋、女鞋、涼鞋、海灘鞋、兒童鞋等各有
專精。然而，他前往歐洲考察時，卻發現當
地的知名大廠一條生產線竟然可生產 28 種鞋
款，應變能力超強。這個經驗彷彿醍醐灌頂
般，讓薛永昌驚覺一味降低成本的概念，只
是停留在製造代工的層次，打造品牌必須著
眼於價值先於利潤，唯有創新與多樣化才是
王道，也才能突破臺灣市場規模太小的困境。

重新調整心態、站穩腳步的彪琥，2009 年
進一步成立臺灣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鞋業
觀光工廠「臺灣鞋故事館」，讓參觀者實地
參觀工廠運作的各個流程，透過鞋子的設計、
開發、生產等步驟，讓大家獲得清楚的製鞋
概念；同時推廣品牌知名度，藉由體驗行銷、

健康訴求等方式，獲得消費者的品牌忠誠度，
還能省下廣告促銷花費。然後，再配合「臺
灣鞋故事館」的導覽，將鞋子發展史透過實
物和圖表展現，讓來訪的社會大眾領略到穿
在腳上的鞋子除了是一種生活主張與生活品
味，更提升、進化至心靈層次，感受對美的
感動。

王爺出巡下指示
指名要穿彪琥好鞋

從產品多樣性出發，彪琥除了擁有許多不
同鞋款及版型，進一步還提供專屬客製的服
務，可針對不同活動專屬訂製搭配鞋款，包
含皮鞋、運動鞋、健走鞋、休閒鞋、高爾夫
球鞋、登山鞋及單車易卡鞋等，更曾獲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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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指定製作第 14 任總統就任的禮賓用鞋。
「臺灣鞋廠沒有人會願意這樣做，也做不

來。」薛永昌斬釘截鐵地表示，彪琥就像是
製鞋業的柑仔店，雖然不是最亮眼的明星，
堅持百分之百 MIT 臺灣製造，默默練就十八
般武藝，因而培養出優越的生產技術與設計
能力，為的就是協助顧客解決關於穿鞋的各
種疑難雜症。彪琥甚至還幫臺中大甲鎮瀾宮、
東港東隆宮、東港紫天宮等全臺各大宮廟，
客製轎班專屬、王爺出巡等宗教活動使用的
鞋款。

薛永昌說，文化的傳遞及表演藝術的展演
承載著獨特的人文意念，訴說著不同的故事。
過去在廟會活動中，扮王爺出巡或跟著神明
遶境、扛轎的工作人員，扛著一身神具徒步
數公里，腳上卻是套著一雙 Nike、adidas 的
運動鞋，不但顯得突兀，更缺乏視覺整體化，
就算穿著刺繡龍鳳鞋，也多半是看起來漂亮
卻不耐走的鞋款。

為 了 解 決 廟 方 這 個 痛 點， 彪 琥 發 揮 自 家
優勢，將傳統的龍鳳鞋與現代的運動鞋做結
合，打造出一雙好走又不失風範的「龍鳳運
動鞋」，外觀與傳統龍鳳鞋無異，但裡頭卻
是運動鞋底，舒適耐穿，廣受宗教團體好評，
「這個是出乎我們意料的收穫！」薛永昌笑

著說，有一回東港的東隆宮王爺起駕前，下
指示要廟方總幹事帶兩個將軍來彪琥做鞋子，
這可說是經營品牌做到被王爺肯定了，讓他
內心感到既欣喜又激動。

專屬客製　致力教育公益

追隨品牌先生、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提
醒的「王道」企業經營理念，彪琥投身公益
也不遺餘力。最早彪琥直接用現有鞋款做公
益贈鞋，但在一次活動中，薛永昌發現到一
個小女孩本來很開心選到一雙鞋，但到最後
卻變得悶悶不樂，因為她最喜歡的鞋款沒有
自己的尺寸。

這一幕薛永昌一直放在心上，於是他改變
做法，結合彪琥擅長的客製服務，將原本發
起的「孩童大步走」公益贈鞋活動，改為讓
小朋友創作自己喜歡的圖案設計，再由彪琥
設計做成一雙雙鞋子。這樣的流程雖然比起
一般的愛心贈鞋複雜許多，但看到孩子們從
設計發想過程中所激發出的創意與想像力，
尤其是當收到鞋子時，從孩子們眼神中散發
出的那份興奮感與開心，「這一切的堅持和
辛苦，全都值得了！」賦予臺灣鞋工藝獨特
公益價值的薛永昌驕傲地說。                         ▲

薛永昌表示，做一雙翹頭龍鳳
鞋，製作時間需要 4個小時！
在這個產業自動化的時代，製
鞋業仍舊仰賴師傅用一雙精緻
的巧手，才能做出有故事、有
深度的鞋。



41

DATA Model

1977      前身為大底車線加工廠

1988      臺灣鞋廠產業掀外移潮，成立彪
琥鞋業

1989      創辦人薛永昌前往義大利參訪，訂
定百年彪琥願景

1998      參 加 德 國 杜 賽 道 夫 參 加 生 物 力 學 論
壇，專注足部力學

2004      開設 21 家品牌直營門市，3 年燒掉新
臺幣 5,000 萬元

2006      成立「MINISTER 足部健康管理中心」

2009      成立彪琥臺灣鞋故事館，是唯一通過觀光
工廠評鑑的製鞋廠

2022      品牌再出發，堅持臺灣製造，把看不見的
做到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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