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計畫

鳳山佛具雕刻
佛道文化的集散地，e化的家具街

一條曾經繁華幾十年的老街，一段因

為時空變遷而起落的心情紀錄，彷彿

引領著我們走進時光隧道，重新體驗

鳳山市三民路因為宗教而形成、繁華

雙慈亭，三民路在地利之便的
—

的歲月。因為鄰近鳳山市歷史最久的

寺廟

年後的今

基礎下，發展出佛道造像與佛具家具

的交易盛況，然而，在

華的再現。

6

這條老街以及

家商店的故事。因為經濟部縮減產業

很輕易地就可以依循著結果，點閱一篇篇關於

網頁搜尋欄打上「高雄佛具家具」這

個字，

點累積的人氣，預告了老街另一個繁

設，終於又有了轉機，網站上一點一

退，老街的命運因為一個網站的架

而顯現出市場疲態。從繁華走向衰

天，這條老街卻因為大賣場的出現，

50

條老街。

4

多

40

家廠商打頭陣，

10

架構出一個兼具人文色彩及線上行銷機制的群聚網。

開運團作為備援的情況下，先派出

家的老店終於找出了一個扭轉劣勢的機會，在數位化

網。」在群聚領導人呂建興的整合下，三民路上

天時、地利、人和的利基下，終於順利成立這個群聚

「其實，鳳山哈佛計畫籌劃已有

年之久，如今在

輩的民眾，可以嘗試從宗教人文的面向，重新認識這

文化背景，得以在網路上重新架構出來，也讓年輕一

數位落差計畫的輔導，讓鳳山市三民路的歷史軌跡與

10

在

■三民路街景

90

生活好好玩

鳳山

呂建興表示，鳳山市三民路，與宗教的歷史淵源久
遠， 一直 到現 在， 傳統 神佛雕 刻、 神像 彩繪 、刺 繡及 打

多年 內的 事， 但

鐵等 傳統 技藝 ，仍 然在 這條老 街上 延續 發展 。三 民路 家
具街 從形 成、 繁榮 到衰 退，不 過是 近

法突 破這 個困 境。 」呂 建興說 ，因 為縮 減產 業數 位落 差
計畫的出現，讓這條老街的網路夢想終於實現。

穿過時空隧道，回到昔日的三民路
多年前，三民路只是一條單行道，東邊街頭有二

郊區 新興 家具 大賣 場竄 起，以 動輒 千坪 以上 的展 示空 間

邊有 香火 鼎盛 天公 廟， 南邊有 廟會 連連 鎮安 宮關 帝廟 ；

級古 蹟龍 山寺 照看 ，西 邊路尾 有雙 慈亭 媽祖 廟鎮 守， 北

「

及企 業理 念的 經營 搶攻 市場， 讓三 民路 突然 之間 顯得 冷

因為走到了瓶頸，讓三民路的老商家們不得不思考另

更是 菜販 雲集 的兵 仔市 ，第一 市場 、第 二市 場分 據路 南

路尾 南向 分支 的成 功路 是銀樓 櫛比 鱗次 的金 仔街 ，清 晨

＊群聚參與家數：10

＊自慢商品：佛具零售

＊網址：http://高雄佛具家具.tw

＊輔導開運團隊：

   高雄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爸買 長壽 煙， 嘴裡 輕輕 回應著 他的 叮嚀

火柴的。」

這些文字，喚起許多鳳山人塵封已久的記憶。關於老

年歲 月的 風華 種種 ，似 乎就這 麼縮 影於 網路 世界 。

化群聚整合力量，讓危機變成轉機

中，又怎麼能不為這段歷史而感動。

長 門 牌 不 到 400
號 的 街 道 上 ， 仍 然 苦 撐 著 的 100
多家家
具行 ，創 造新 的商 機。 但是， 一旦 進入 這條 時光 隧道 之

當然 ，鳳 山哈 佛計 畫以 網路型 態出 現， 是為 了讓 在這 全

街

我
—會記得拿盒

元紙 鈔， 踏著 滾燙 的柏 油路到 對街 轉角 的香 煙攤 幫爸

昔日 榮景 。走 在磚 鋪的 路面上 ，我 回想 起幼 時手 握一 張

的招 牌， 並以 雅緻 的行 道磚取 代柏 油路 面， 期望 能恢 復

之一 。經 過近 半年 的施 工，我 們有 了漂 亮的 街燈 ，一 致

■祖先神位牌

是卻 有著 說不 完的 故事 。無奈 ，近 幾年 來， 因為 鳳山 市

清了 許多 。再 加上 開放 兩岸往 來後 ，大 陸製 造的 佛神 像

路頭 不遠 分支 一條 小路 竟是清 朝的 『馬 路』 打
—鐵街，
街底 古蹟 東便 門外 更有 全台唯 一船 型橋 墩之 東福 橋， 近

一條 出路 。「 網路 行銷 ，是我 們的 因應 對策 之一 ，但 無
路北。

不斷傾銷來台，對本地的雕刻業造成很大的衝擊。

奈大 家都 不是 擅長 網站 規劃的 人， 一時 之間 ，也 沒有 辦

記得小時候，路上車輛稀少，兒時玩伴路上撒野嬉

   鳳山佛具雕刻

10

戲， 上下 學時 可以 踢球 追跑回 家， 偶而 可見 鄰居 幼童 蹲
在排 水溝 上大 小便 。傍 晚，街 角阿 村伯 麵攤 點上 燈泡 營
業了 ，路 邊桌 上小 酌的 客人大 聲小 聲暢 談我 不了 解的 語
句。 各家 店舖 打烊 後， 街上悠 然清 爽， 常有 人就 在路 中
打起羽毛球，羽球打上屋瓦上的笑罵聲依稀在耳。
幾年前，三民路拓寬為雙向道後，正如台灣經濟之
縮影 ，景 氣繁 榮蒸 蒸日 上，各 家具 行進 貨出 貨， 絡繹 不
絕。 曾幾 時何 ，鳥 松鄉 及高雄 市凹 仔底 一家 一家 大型 家

往熱絡。路邊待雇的家具搬運
貨 車 司 機 ， 雖 然 由 B.B.Call
換成
大哥大，仍常有閒暇聚於歇業
商店前聊天打牌。反而是街道
中段以後佛具店如雨後春筍，
漸漸成為南部地方眾所皆知的
佛具街。
三年前經濟部補助地方商圈
再造，三民路家具街為其標地

如同呂建興所言，三民路家具老街的命運，因為新

型態 經營 賣場 的出 現， 彷彿就 要走 上夕 陽產 業的 衰頹 末

路。「以前熱鬧繁華街景，已逐漸出現冷清的蕭條景

觀。 很多 商家 是年 紀較 長的老 闆， 對電 子商 務概 念比 較

薄弱，甚至也有抱著過一天算一天的心態。」

值得慶幸的是，數位化開運團的適時出現，再加上

部份 已經 由第 二代 接手 、顯現 出企 圖心 的商 家， 決心 攜

91

20

＊群聚名稱：鳳山哈佛計畫-

具賣 場陸 續開 幕， 再加 上景氣 衰退 ，家 具街 似不 再如 以

e化群聚小檔案

50

e

30

50

佛具 用品 的服 務。 」呂 建興說 ，群 聚網 的出 現， 彷彿 像

服 大型佛 具用 品的 宅配 ，提 供消 費者 不用出 門就 能購 買

建立 三民 路家 具街 的品 牌知名 度， 才能 挽救 商圈 岌岌 可

是家 具老 街的 一線 曙光 ，給予 繼續 堅守 崗位 的業 者一 份

手努力，力挽狂瀾再創老街繁華。「透過群聚組成，

危的 窘境 ，讓 商家 能有 生存的 空間 。共 同開 發網 路行 銷
助力。

重新站上時代舞台，細心擦亮老招牌

機會 ，吸 引年 輕族 群的 注意力 。合 辦教 育訓 練， 透過 群
化機 制的 成

家率 先跨 出第 一步 ，在 網站上 大力 宣揚

聚輔 導強 化經 營電 子商 務的能 力。 」因 為
熟， 讓三 民路

除了成功架設「鳳山哈佛計畫 —
鳳山佛具雕刻」群聚
網， 並將 家具 街的 發展 緣起講 述一 番， 由於 參與 群聚 的

此次，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數位化開運團的輔導下，

商家 都是 製造 販售 佛具 家具的 業者 ，所 以在 網站 上還 特

老街魅力。

難關 ，就 是克 服自 己心 裡的障 礙。 「總 是需 要多 溝通 ，

別規 劃了 「哈 佛學 堂」 ，將安 神位 等禮 俗於 網路 簡略 說

呂建興坦言，在群聚網作業執行之初，首先要面對的

因為網路對於家具街的老商家，原本是如此陌生的東

購， 也可 以找 到老 街上

餘年 前草 創至 今，

家口 碑老 店家 的資 料， 到實店

在網站上，網友可以先瀏覽電子型錄，再進行線上訂

明，讓網友可對佛道教有基礎的認識。

西。 」他 說， 在開 運團 規劃出 基本 電腦 教育 課程 ，並 提
供一 個操 作容 易的 介面 後，大 家終 於一 步步 踏上 電子 商
務化之路。
「初期群聚網的策略，是建構一個可以拓展至全國的

選購 商品 。像 是「 大新 佛具」 ，自

年的 老字

備受 各大 廟宇 佛寺 及主 顧口碑 相傳 眷顧 ，遂 成今 日之 金
牌老 店。 「大 正神 桌佛 具」（ 百豐 源） 也是

30

號，營業項目為神桌、佛櫥、神座祖先牌位雕刻、佛
像、佛爐、燈具等。
「瑞誠佛具行」則是以宣紙
為主要素材，純手工繪製出菩
薩莊嚴法相，為本店最大的特
色，即使面對大陸進口之網布
速成佛像畫的衝擊，瑞誠依然
堅持從起稿、畫墨線、上色、
安金到裱框，每道工序按部就
班絕不含糊，彰顯傳統工藝精

具行 」， 這間 已進 入第

個年 頭的 老字 號， 強調 老師傅

加老 手藝 ，店 內佛 像全 部純手 繪， 材質 使用 包括 宣紙 、

綢布 和玻 璃， 店內 亦有 上下桌 、佛 櫥、 佛燈 、香 爐等 用

具，尺寸一應具全。

擁有多項台灣檜木製品的「富群佛具行」，是由佛

像裱 框業 轉型 為佛 具買 賣，客 源涵 蓋台 東、 台北 ，亦 有

熟客 移民 美國 後專 程回 國購買 ，以 好商 譽著 稱。 「大 吉

佛具 行」 則是 此群 聚裡 歷史最 悠久 的一 家店 ，創 立迄 今

餘年 ，已 歷經 三代 ，致 力於精 製手 工繡 品、 木刻 神佛

用具 等， 因應 時代 需求 特別花 費心 思， 改良 舊式 繡品 縫

年開業的「大立佛具行」，經歷佛道教界之興

製法 ，讓 刺繡 成品 在作 工上變 得更 精細 ，顏 色更 豐富 活
潑。
民國

衰榮 枯， 但經 營者 的專 業與熱 情讓 這家 老店 屹立 至今 ，

多年 歷史 。精 雕

並且 建立 起口 碑。 「和 益佛具 行」 在此 群聚 中， 算是 較

為「 年輕 」的 一家 店， 但是也 已經 有

展銅器祭祀御品，以達佛具百貨之齊備。

「冠美佛具行」跟「佛藝佛具店」都是創立

餘年的

佛像 及精 製手 工鏽 品是 和益的 主力 業務 ，近 來更 獨立 發

20

40

50

除了 現階 段商 品， 仍持 續研製 更多 更精 緻的 神佛 貢品 ，

店家 ，這 兩家 店都 是以 精雕佛 像與 精製 手工 鏽品 為主 ，

20

緻之美，此外這裡也提供各式
精緻佛尊、玉石佛燈、水晶蓮
花燈等佛具精品供選購。同樣

49

e

線上 購物 網絡 。在 與群 聚同行 協調 成功 後， 已經 可以 克

■各式佛具用品

10

強調手繪藝術的還有「堃泰佛

70

10

92

家店家都

以成為最具規模之佛具百貨供應商為最高目標。

群聚網站的出現，讓老街顯現新氣象
群聚領導人呂建興表示，此次參與群聚的
銷成本。

廣告 、策 略合 作， 甚至 顧客關 係管 理等 ，大 大降 低了 行

台延 伸經 營觸 角。 這些 營收模 式充 分運 用網 路從 事行 銷

限制 ，老 街店 家們 因為 群聚可 透過 建置 電子 商務 共同平

式， 透過 網路 訂購 的提 供，擴 大網 路交 易的 營業 額， 讓

務」 ，將 三民 路的 佛具服 務， 發展 為「 電子 商務 」的 模

計深 化的 目標 及規 劃的 重點有 三， 其一 是「 發展 電子 商

呂建興說，群聚網目前已達到初期的目標，未來預

所以 業者 在開 運團 協助 下，又 完成 了網 站搜 尋功 能， 提

不過，畢竟此群聚網站才推出不久，知名度未開，

具有「知性、文化」內涵的服務性產

讓產業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深化為

商家獲利率增加，賺到更多錢。其二是「促進異業結

往， 一度 因為 行銷 手法 跟不上 時代 ，面 臨經 營危 機， 但

組關 鍵字 搜尋 ，讓 網站 的搜尋 功能 開始 發揮 。除 了

化開運團持續為群聚業者規劃教育訓練，業者可以自行更新維護網

是這 行的 老前 輩， 他們 的手藝 及專 業是 不容 置疑 的， 以

現在 ，電 子商 務化 作業的 置入 ，讓 老街 店家 多了 一個 行
供

目前，群聚網架構完成後，網友只要記得「高雄佛具家具」6個字，

盟」，整合異業資源，創造新商機及產業合作模式。

銷管 道， 而且 可以 讓網 友輕易 找到 店家 資料 並事 先瀏 覽

站，讓內容更靈活豐富，所有行銷資訊也可以即時曝光。

百豐源企業有限公司

就可以輕鬆找到「鳳山哈佛計畫佛具雕刻」的入口網。而且因為數位

大立佛俱行

群聚開運撇步

大吉佛具行

業。最後一點是整合通路，將各種常

冠美佛俱工藝社

■佑金固雙色金唇大悲咒

網路 行銷 外， 計畫 後續 還會推 出實 體活 動搭 配行 銷， 一

堃泰佛具行

店家 商品 ，無 論是 進行 線上訂 購或 是實 店交 易， 對於 店

佛藝佛俱店

用的金流、物流方式納入網站中，提

富群佛具行

方面 落實 商業 機會 交流 的目的 ，完 成群 聚成 員的 交換 連

瑞誠佛俱行

家跟網友來說，都是美事。

大新佛具行

供消費者最大的購物便利。

小頭家做伙ｅ起來

結， 一方 面還 可以 透過 網站的 訊息 披露 ，讓 消費 者更 了

■天爐

而且，網路不僅提供消費者詳盡的商品資訊，還是一
24

5

解傳統佛具家具產業的發展。

和益佛俱行

10

小時 不受 實際 工作 時間 的

93

個可 直接 完成 交易 的通 路，

■古殿八卦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