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廷在
珠海豪门雕塑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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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祖国南海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

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又是粤港澳大湾区

的节点城市。珠海市区东与深圳、中国香港

隔海相望，距中国香港 36 海里，南与中国澳

门陆地相连，西邻江门新会区、台山市，北

与中山市接壤，距广州市 140 公里，自古就

是商贸发达地区。

豪门公司就坐落在珠海市有着“世外桃

源”之称的金湾区。公司占地 40000 多平方

米，厂区环境优美，办公大楼豪华气派，厂

区宽敞明亮、空间布局极具人性化，是一家

集主题公园艺术建筑创意设计、建

筑设计、GRC 建筑装修建材饰品生

产、欧式室内摆饰品、人像及园艺

景观雕塑设计生产等工艺于一体的

现代化企业。豪门公司自创立以来

一直潜心研究欧洲建筑文化，从人

类的传统经典建筑轨迹中吸纳创作

美学精髓，将其醇厚的文化内涵应

用于现代建筑，把具有质感、立体感、空间感、

力度感、运动感的雕塑审美价值融入城市建

设中，先后承建多个划时代的城市景观建设

项目，精彩纷呈，业绩骄人，在同行业中独

占鳌头。

豪门公司的董事长简廷在怀着美好梦想，

在建筑雕塑装饰行业深耕不辍。他出生寒微，

但他“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在自己

酷爱的事业里矢志不移三十年，创建丰功伟

绩，创造辉煌人生，昔日的寒门子弟凭借天

赋加勤奋，终于成为万众仰慕的“城堡国王”，

从寒门走向豪门
——访珠海豪门雕塑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简廷在

                               

1956 年，简廷在出生于台湾嘉义中南部一户佃农人家，子女 8 个，家庭负担沉重，家

境贫寒。哥哥姐姐们一个个都早早地辍学打工，自幼小时需协助家里事务杂事。简廷在从小

跟随兄长学做翻砂模具，对手工艺产生极大兴趣。

简廷在曾就读于高级职业学校，学习平面广告设计。职校毕业后，外出打工，在一家文

具店做店员，推销浮雕匾额，初涉经商之道。不久服兵役，期间承包过军营福利社。

退伍以后，简廷在于家中开设小作坊，制作销售浮雕匾额和室内浮雕摆饰品。1982 年，

在台湾开办公司，1992 年赴深圳独立开厂。2002 年，在广东珠海市创办成立“珠海豪门雕

塑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豪门公司），踏上追梦的路。

简廷在是豪门公司的董事长，身兼澳门台商联谊会会长、珠海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常务

副会长、亚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副总会长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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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美的理想固定在建筑里，让鲜艳的花朵

常开不败，祥鸟瑞兽久驻人间。

拼搏人生

简廷在似乎生来就是和命运抗衡的人，

他天赋异禀，性格顽强，他直面现实，又敢

于善于改变现实。在高职就读期间，由于成

绩突出，曾代表全校参加职业学校技能竞赛，

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保送台北著名

学府深造的资格。但是考虑到家庭经济困难，

他忍痛放弃这个难得的机会。职校毕业后，

简廷在进入一家文具店当送货员，跟随老板

走家串户推销商品。简廷在边做生意边学本

领，渐入经商门道，生活出现了转机。

简廷在勇于拼搏，也善于拼搏。在文具

店打工期间，聪明的简廷在迅速掌握了制作

浮雕匾额的一整套技术。他结合自身擅长绘

画设计的优势萌生了经营浮雕匾额的念头。

台北是一个文化气息浓郁的城市，当地人家，

不论贫富，都喜欢在家里挂上吉祥而富于文

化韵味的匾额，以祈求家道兴旺，子孙勤勉

发达。完成部队服役后，简廷在在自家的楼

顶盖起了一间小铁皮作坊开始独立制作匾额。

他制作的匾额工艺细腻精湛，外形典雅大气。

诸如“金榜题名”、“永结同心”、“鹏程万里”、

“百年好合”的内容温馨可人，一时成为街

坊邻居的抢手货。

为了保质保量完成订单，他夙兴夜寐辛

苦工作。与此同时，一双慧眼时刻不停地捕

捉一切可以展示才华的机会。20 岁那年，他

第一次去韩国旅游，一家主题公园优美的外

观环境给他以极大的震撼，他的心头升起新

的梦想。那时，人们的生活开始宽裕起来，

到处大兴土木，建房造屋。简廷在及时调整

业务方向，主动承接一些具有装饰效果的罗

马柱建造业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在房屋

设计图上加上别有风味的尖塔，将房檐屋角

门窗改为拱券并加上花纹，在阳台、走廊的

柱子上添加精美的雕塑。天才的神来之笔，

为房屋穿上了豪华的“欧式精美衣裳”，令

设计师和屋主赞叹不已，当即拍板采用。

为了迎合市场趋势，简廷在开始为台南

景点的建筑物设计制作立体浮雕艺术构件。

为了解决房屋结构的受力问题，简廷在利用

业余时间刻苦学习结构学、力学和美学知识，

将自己的才华引向纵深宽广的领域。他的手

艺越发精进，专案也越做越大，成为街谈巷

议的热门人物，无论是新建房屋还是对旧屋

改造，诚心请他做美化处理的人络绎不绝。

良好的口碑让简廷在名气大增，不少客

户主动上门和他洽谈生意。1992 年，简廷在

跟随台湾一家大型汽车旅馆的投资方前往深

圳，承建外立面装潢项目。是年，他在深圳

租地开厂，决定扎根大陆发展。但是，上世

纪 90 年代初，大陆的浮雕装饰行业尚未兴起，

深圳的工厂举步维艰。“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乘简廷在集中精力经营

大陆公司，台湾公司的负责人拿走工程项目，

挖走员工和客户，掏空了公司。简廷在不得

不台湾深圳两头跑，使出浑身解数拯救公司。

在太太的鼎力相助下，他花了三年时间，让

台湾公司恢复了元气。

1997 年，公司承接台湾花莲海洋公园艺

术雕塑景点的建设项目，这是公司成立以来

接到的第一个主题公园案。为了完美地实现

项目设计理念，简廷在不分昼夜、全力以赴

投入工作，在规定的工程期限内，交出一份

令投资方满意的答卷，该项目成为简廷在事

业从台湾走向国际的一个跳板。

然而新的麻烦也接踵而来。简廷在在深

圳的厂房突然被出租方收回，他不得不立即

设法重新寻找新的厂房。考虑到事业未来发

珠海豪门雕塑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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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需要，简廷在经过周密考察，决定在珠

海建设公司，珠海离澳门咫尺之遥，在这里

建厂，产品运往澳门的成本相对较低，往返

工厂和工地也相当便捷。

于是，金湾区沸腾了，红旗镇因为迎来

一位才华出众的企业家而洋溢着喜庆气氛。

2002 年，在内地已经发展了十多年实力雄厚

的简廷在以超人的眼光和胆略，投资 220 万

美元，果断买下 40000 平方米土地，在珠海

创办成立豪门公司。从此他把事业向国内国

际大都市拓展，不断实现心中一个又一个美

好的梦想，创造出光华夺目的精彩人生。

精彩人生

简廷在自 1983 年涉猎城市雕塑装饰行业

以来，一路专心致志，努力经营，大胆实践，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已声名远扬。2002 年

豪门公司在珠海成立后，接二连三地承接规

模宏大的建设项目。

澳门渔人码头景观建设是豪门公司接下

的第一个重要项目。澳门渔人码头的概念源

自欧美，代表的是一种欧陆怀旧式的休闲场

所。简廷在对此十分珍惜，他全程参与其中，

忙得不亦乐乎。白天开会讨论研究项目规划，

晚上常常挑灯夜战，绘制图纸、确定造型、

研究结构。他殚精竭虑、费尽心思，力求完

美地将码头的雕塑与建筑完美融合，使之成

为澳门一道靓丽的、有血有肉、富有灵魂的

风景。简廷在和他的豪门公司为澳门渔人码

头带来几缕乡愁，几多震撼，令来自五大洲

的游客流连忘返。

澳门渔人码头景观项目的完美建成，给

豪门公司带来前所未有的商机，也开启了简

廷在雕塑事业的全球视野。2012 年至 2013

年两年时间，澳门威尼斯人、新加坡环球影城、

香港海洋公园二期、香港迪斯尼乐园、美国

加州迪斯尼乐园、长隆海洋王国、台湾奇美

博物馆，卫武营国家音乐厅等专案相继谈成。

这些项目工程均同时进行，豪门人勇敢地接

受挑战，一次又一次的突破自我，创下了艺

术建筑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2013 年，上海迪士尼梦幻城堡这个国际

性的大型工程进入筹备阶段。豪门公司被美

国迪士尼总部选定，承建相关工程项目。这

些工程要求之高，实属罕见。一般工程误差

率只保持在厘米以内，但美国迪士尼总公司

只允许上海迪士尼“宝藏湾”、“梦幻世界”

等工程的误差率在毫米之内，规定之严格，

近于苛刻，由珠海豪门公司制作的每一块城

堡艺术构件，在运到上海工地安装前，都要

接受美国迪士尼总部设计人员的检验。简廷

在充满自信，有过去打造各处景点时积累的

经验，公司一定能够完成这项最经典的城堡

文化工程，他自豪地说，上海迪士尼城堡将

会是永不凋零的艺术品。

2014 年 8 月 2 日，简廷在在公司内召开

上海迪士尼城堡项目启动会，宣布公司负责

制作的城堡艺术构件总量上万件，都需要由

人工进行素描、雕塑、开模、制作、检验和

测试组装，必须在一年里如数完工。他率领

公司全体员工夜以继日地工作，他们以战战

兢兢、如履薄冰的态度精心设计，精心制作。

工程最忙时期，豪门公司的工厂里几乎有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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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左右的工人加班加点投入生产，平均每两

天就有一个集装箱柜运往上海工地。简廷在

坦言，承建上海迪士尼城堡装饰项目，并不

以财务收益为目的，最重要的是打响公司的

品牌。这个项目倾注了简廷在所有的心血和

感情，是他多年梦想和情怀的释放和诠释。

2008 年，豪门公司着手建造澳门“威尼

斯人”的一个扩建工程“金沙城”。恰在这时，

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严重影响澳门经济，“金

沙城”景点建筑工程被迫暂停。寒冷的岁月

里，豪门公司抱团取暖，集思广益，奋力拼杀，

终于在一年之后使工程重新开工。2012 年，

“金沙城”正式落成，其特色鲜明的建筑风格，

引来八方游客，在开放最初的六小时内便吸

引了 84000 人入场参观，获得巨大成功。

豪门公司在工程装饰行业可谓功成业就，

融汇中西文化精髓、富于创新理念和高品质

的“豪门”建筑获得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和评价，

公司先后荣获“品质保证金奖”、“材料工

程创新奖”和“艾蒂亚奖”。这些荣誉是对

豪门公司的肯定，也是对公司工程质量的赞

誉，“豪门”已经成为行业内的一个标杆。

多年以来，豪门公司坚持“品质至上”

的理念，对质量予以高度重视。豪门人以持

恒坚守、永不懈怠的工匠精神对待工程质量

和服务，每制作一件产品，都精雕细琢，反

复修改，兼顾结构设计、物料设计、空间学、

力学、美学原理，保证做出来的产品百年不坏。

公司还十分注意环保建设，在材质上淘汰了

传统型水泥，改用更加绿色环保，使用寿命

更长的 GRC 强化水泥制作构件。豪门公司之

所以获得巨大成功，除了公司掌门人坚韧的

意志、过人的才华和非凡的胆略以及上下员

工高度的凝聚力，还拥有一份责任。正是这

个可贵的责任心，终使“豪门”横空出世，

傲立天地之间。数百年之后，“豪门”的作

品仍然能够屹立在世界各大城市街头，成为

历史年轮中永不凋零的一道风景，启迪着后

人的情操。

厚道人生

简廷在身上有许多头衔，他博爱仁厚的

情怀赢得人们的尊重，人们对他有着更多的

期待，希望他有更大的担当。事实上，简廷

在不负众望，这些年来，他全力为豪门公司

操劳，把公司做强做大，同时还致力于台湾

的经济发展，为两岸合作共赢不遗余力的奉

献自己的一腔热血。

简廷在把公司设在珠海，经常往返于珠

澳之间。作为台商，他显然已经成为粤港澳

大湾区的先行者和观察者，他说不论在经贸

还是文化方面，澳门不单是中葡平台，也是

台湾向大湾区发展的入口，他有意引领有识

之士构建让高雄从中国澳门迈向国际的桥梁。

台湾高雄市市长韩国瑜上任后曾向市民

许诺，要让高雄“人进得来、货出得去”，

让高雄的经济达到 100 分。不久，韩国瑜从

香港转到澳门，与澳门举行投资洽谈会并递

交方案。

简廷在看好韩市长掀起的这股“韩流”，

他认为韩国瑜此次参访澳门不仅能促进高雄

与澳门之间的经贸交流，还必将促进澳门供

应商与高雄的商贸互动，他带来了打开高雄

珠海豪门雕塑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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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命脉的金钥匙。他希望高雄能够学习澳门

从小渔村成功转型变成国际知名旅游城市的经

验，让更多的人“进来”。台湾本来就有着丰

富的观光旅游资源，人进来的转钱速度绝对是

货出去的好几倍。

简廷在希望跟韩市长对接，一起提高高雄

的能见度，促进高雄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全台湾

经济迈向一个新台阶。他要借着这次“韩流”，

准备提出四大项目投资案，第一是建造世界最

大地标，华人的自由女神“妈祖”，让华人可

以祈福点灯；第二是爱情产业链，建设爱情同

心主题公园；第三在爱河周边打造爱情主题综

合商业园区；第三建设文化科技主题园区，打

造充满未来感的主题公园、机械岛及 AR、VR

科技园区，不断把人潮带进高雄，为台湾找回

当年亚洲“四小龙”的尊严。

简廷在最佩服的是韩国瑜市长对“九二共

识”的拥护。他说，中国人要帮中国人，作为

商界成功人士，“搭桥比筑墙上更为重要”。

台湾如果持续被历史、政治因素拉扯不休，将

无法找到更好的商机。台湾只有引进国际大型

企业投资才能找到商机转型，前题是要有一个

稳定的、让人安心的投资环境。

简廷在对这几年大陆经济政策称赞有加，

他说：中国大陆政府鼓励、奖励、带头推动传

统产业优化转型，污染严重的工厂或被强令关

闭，或进行优化整顿。对此，他希望台湾商界

人士要正确看待。

未来，简廷在将为豪门公司导入科技流水

线和多量体的生产线，吸引更多的人才，建设

富于创意的技术团队，以高科技产生高效率，

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让快节奏下的城市人时

时看到孔夫子、老子、苏格拉底等先哲们慈祥

的目光和自由女神的风采，从展翅的雄鹰和腾

飞的巨龙吸取勇往直前的力量，在工作和事业

中提升能量，为社会文明和人类幸福奉献才智。

简廷在的人生不简单。他出生寒门，却没

有卷缩在家门里暗自悲切，而是勇敢地走出去，

克服万难，拼搏人生，实现生命一次又一次飞

跃；他凭借智慧，巧干加实干，把事业不断推

向一个又一个高度，创造无数精彩，迈入“豪

门”。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简廷

在如今功成名就，却无意隐退江湖，更不愿躲

进“豪门”坐享清福。他是一个厚道而又情感

丰富的人，不但要引领豪门公司继续创造更加

美好的明天，为了台湾经济腾飞，为了两岸同

胞共同的福祉，他还将四处奔走，大声疾呼。

简廷在自是豪气干云，气度不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