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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岳：持续创新

很难说什么是办不到的事情，因为昨天的梦想，可以是今天的希望，并

且还可以成为明天的现实。就像3M公司说的：“为了发现王子,你必须和

无数只青蛙接吻。”要敢于做梦、勇于造梦，因为梦想本身就是一个坚

持不懈的创新过程。

 ——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 陈世岳

市场份额占60%以上，每个月有五六十种创新产品的发明，

为客户提供着5000多种产品种类，拥有着中山、深圳、上海、重

庆等十大网点与生产基地……14年过去了，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

公司已经成为胶黏业界的一个重要品牌。

1998年，一个闪着31道光芒的红色太阳形商标诞生了，它象

征着创立初期31名员工的拼搏精神。时至今日，当初的31个战友

还有26个仍然团结在胶粘制品的道路上，包括创始人陈世岳。

带着超越3M的企业愿景，金利宝从成长那天起就注入了“创

新”的血液。

文/王媛



147

一

陈世岳小时候的梦想是造原子弹。

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1955年，陈世岳出生于

台中市书香门第，父母都是老师，而母亲当选台中市议员时，家

里经常有上流社会的

人出入，这使得陈

世岳很早便学会了

待人接物。父亲为

了培养孩子读书的

兴趣，常常跟他讲

课本以外的知识，

当父亲讲到1957年

1 2月 1 0日，李政

道、杨振宁第一次

代表中国人站上诺

贝 尔 科 学 领 奖 台

时，陈世岳内心无

比激动。

这 份 痴 迷 一

直延续到高中，陈

世岳选择了物理学

科。虽然这条路没

有继续走下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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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知识的专研练就了陈世岳含蓄而不张扬的性格。

同时，陈世岳思想上开放行为却保守，与他的学校教育密不

可分。

陈世岳从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中长大，这与台湾的

教育方式有关。和大陆相比，台湾的基础教育更加注重弘扬中华

传统，强化行为熏陶，而民族文化的弘扬更是渗透于台湾社会的

每个细胞中，正体字的使用也是台湾同胞对传统文化的坚守。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的陈世岳一直都循规蹈矩。

尽管家庭条件比较好，陈世岳仍然每天坚持半个多小时走

路上学，父母以身作则，每一次去接他放学也会和他一起走路回

家，并以轻松的聊天教会陈世岳很多知识以及为人处世的方法。

有一次，因为同学嘲笑他的梦想，陈世岳非常生气，回来的

路上父亲告诉他：“只有在你对事情失去掌控而不自信的时候，

你才会愤怒。不要管别人怎么说，爸爸相信你，你也要相信你自

己。”当时陈世岳虽然还小，但却非常聪慧，他仔细听着父亲的

话，心中的怒气也慢慢退去。

平淡的幸福生活并没有延续下去。13岁那年父亲因车祸去

世，几乎击垮了全家人的意志，突如而来的噩耗如洪水猛兽般冲

击着原本的幸福和安逸，日子过得很辛苦。

那几年特别漫长，伤痛笼罩着家人的每一天，为了转移内心

的悲伤，陈世岳专注在每一个知识的细节上，也在伤痛中学会了

坚强和独立。

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刚进东海大学不久陈世岳就开始了半

工半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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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陈世岳进入了不干胶行业，从此与不干胶行业结下

了不解之缘。

二

现在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不干胶，在当时却是个非常稀有且不

寻常的项目。

20世纪30年代，不干胶材料率先在美国得到应用，这种特殊

复合材料可广泛用于包装、商品、化工、电子电器、物流、医药

等各种行业，市场的需求在不断扩大。更重要的是，在不干胶印

刷已逐渐演变成一个独立的印刷领域、市场潜力非常大的当时，

国内做不干胶行业的企业是非常之少的。

    这无疑对陈世岳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

刚进不干胶行业的陈世岳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创新，得到了领

导的赏识，也坚定了陈世岳对不干胶行业的热爱。

之后接近三年的摸索和学习中，陈世岳尝试着把自己的想法

变为可以实现的方案。有失败也有成功，有汗水也有喜悦，陈世

岳始终坚守着岗位专注在自己的领域里兢兢业业地努力着。

直到1978年，陈世岳迎来了人生中充满挑战的两年——进入

台湾陆军军官学校服兵役。

服兵役期间不仅锻炼了陈世岳的身体素质，而且让他学到了

不一样的领导和组织能力。回想起来，陈世岳感慨那两年就像

是在战场中浴火重生，让他体验到了“坚韧不拔，直到成功”

的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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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二名的好成绩从军官学校毕业后，陈世岳回到原来的

公司。

这一次陈世岳看重的却是行业的方向和市场的目标。有了宏

观的远见就必须从基本的工序做起，接下来的几年里，陈世岳从

生产线做起，又发展到营销系统摸索了几年，接着被提升到采购

系统，在技术部门待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营销系统。

看似枯燥的几年却充满着乐趣，因为陈世岳那些大胆的想法

不仅仅只变成纸上可实现的方案，在市场和材料所及的范围内，

它们蜕变成了一个个精致的产品，这些产品也像是陈世岳孕育出

来的生命，紧扣着他每一寸心田。

做采购期间，急公好义的陈世岳也与妻子完成了一场特别的

婚礼。

当时陈世岳所在的是台湾的龙头企业，市场占有率达百分之

六十以上。在这样一个赢利状态较好的企业采购岗位上，陈世岳

因为恪守原则，却穷得没有钱举办婚礼。

婚必须要结，怎么办？——用礼金的钱付餐费！

整个婚礼的过程中陈世岳都在担忧，直到朋友告诉他“礼金

够了，放心吃吧。”陈世岳才松了一口气。

婚后陈世岳回到有条不紊的生活中，继续摸索着产品创新的

最佳路径。

之后，因为公司的一次人事调配，改变了陈世岳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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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991年，小榄。

当时已经在台湾龙头胶粘制品公司工作有14年之久的陈世

岳，因受公司派遣，来到内地开发市场。

这块土地对于出生在台湾的陈世岳印象并不陌生。它是孕育

孙中山的文化土壤，也承载着孙中山的精神。同时小榄有着850

多年的悠久历史，小榄深刻的文化底蕴无疑深深吸引着从小接受

传统文化教育的陈世岳。

令陈世岳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待就是20年。

离开台湾，陈世岳倍感思亲。他明白，这是一次长时间的离

别，也是他事业的重新起点。

没想到，建厂初期就遇到了困境。当时海关很乱，这就面临

着客人下订单，等到台湾做好送过来，最快也得一个月，跟不上

市场的需求，损失了很多客源。根据市场情况，陈世岳向公司提

议在内地加大投资，然而公司不知什么原因，一直没有采纳。

就这样，陈世岳在一条线上做了七年。

同时，在这七年里陈世岳还做着另外一件事——研究不干

胶行业在内地的发展前景。不干胶是近几十年的新行业，用途面

很广，内地的货源一般要从台湾引进，陈世岳认为，针对市场而

言，内地的需求量只会增多不会减少。就在研究的过程中，“创

业”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在陈世岳心底萌芽了。

创业的想法并非一时兴起。早在几年前，同事就看出了陈世

岳是个具有专研精神的理想家，并对他说：“如果将来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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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经理不是你，你一定会自己出去创业，到时候叫上我。”

陈世岳审慎地思考了几天。说实话，离家七年，他也想到了

回到温暖的家，但是，他不会放弃自己积蓄了对不干胶七年的研

究和思考。在一个深夜里，他拨通了同事兼好友的电话：“我们

合计一下创业的事情吧。”

得知这一消息，同事第二天就把工作辞了，飞到小榄，很多

材料供应商也纷纷找到陈世岳，出资金、调货源，以他们的方式

支持陈世岳。经过几个月的深思熟虑，31个人，3个晚上不眠不

休的商议，募集240万美金，金利宝胶粘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了。

在公司的选址上，大家一起考察了广州、汕头、上海、深圳

等城市，最后还是选择了小榄。原因有三点：一、小榄的井井有

条适合企业的长期经营；二、小榄深刻的历史文化也顺应着金利

宝的企业核心价值；三、对孙中山的怀念让小榄更像是一个家。

金利宝商标的周围添了31道光芒，它撑起的不仅仅是金利

宝，更是30个好友对陈世岳的信赖。

四

金利宝自从诞生那天起，就注这要走一条完全创新的道路。

创新对于金利宝而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这一年陈世岳已经43岁了。虽说陈世岳在不干胶行业已经多

年，但在创业之路上，他还是初生之犊，这让陈世岳的内心不免

增添几分顾虑。

让陈世岳顾虑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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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竞业限制协议》 明确规定：劳动者在终止或解

除劳动合同后的一定期限内不得自己生产与原单位有竞争关系的

同类产品或经营同类业务。限制时间由当事人事先约定，但不得

超过二年。

另一方面，坚守道德底线比什么都重要，在陈世岳心中，原

则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金利宝地址的选择就在离老东家不远的地方。带着心中的顾

虑，陈世岳反复思考着可行的方案，在寻找的路上小心谨慎地前

行着。

有一天陈世岳独自走在正在施工的厂地上，看着即将建成的

工厂，陈世岳又陷入了思考：“这是很好的开始，但是如何给它

注入鲜活的血液呢？”过了一会儿，陈世岳又想着：“为什么我

的眼光一定要局限在老东家那里？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其它更成功

的企业？”

3M——陈世岳脑中突然闪过这个词。

3M成立于1902年，是另类的世界500强。它的另类在于成立

百年来共发明了69000多种新产品，从平均3天一项新产品，到平

均每2天推出3个新产品。媒体形容3M是“每一秒都在创新”。同

时，3M也是最为成功的胶粘制品企业。

“我们可以避开传统产品，从创新出发！”

陈世岳立即召集了员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商讨了

许久，也权衡了各种利与弊，公司决定把重点放在“技术创新”

上。回想起过去的14年，陈世岳一直为自己的创新努力着，力争它

的可行性，所以他坚信，也只有这一点才值得自己为之奋斗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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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并不代表着与传统部分脱节。为了打响品牌。金利

宝初期制作着传统部分产品，把它推向市场，不过，金利宝有意

把这些产品的价格抬高，变相拒绝这部分市场与买家。同时，市

场有商家找金利宝订单，陈世岳也会首先把他们介绍给老东家，

这也是为了遵循陈世岳内心的道德底线。

传统产品的制作只需要三点：一、材料的足够，二、设备的

完善，三、工人。所以空出来的时间，陈世岳就和技术人员守在

研究室里钻研。

而创新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

五

陈世岳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

有时候，陈世岳把想到的问题告诉技术人员，他们却说这

是天马行空的想法，不切实际。尽管如此，陈世岳仍然想办法证

明，就像回到最初进入不干胶行业的时候，陈世岳认为——梦想

是技术创新的源动力。

就在想法产生分歧的时候，陈世岳召集了40多个技术人员：

“比起成功的企业家，我更愿意做一个梦想家。人一定敢想，才

敢去做。每当产生一个想法时，我首先判定的是它对公司对社

会有没有价值，而不是它的困难。如果我确定这是一个好的想

法，我就要想办法实现它。没有不存在困难的创新。你们有选

择的权力，但我希望你们一定要提醒自己，我们是为了梦想而

走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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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岳希望能与员工达到一致的梦想，并且坚定不移地一起

努力，而员工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馈他。

商家的订单要求被视为大家努力的方向。不管它多么特别多

么刁难，员工都会主动去做实验，有的能成功，有的却不能。陈

世岳感受到了公司上下一起努力的和谐气氛，大家也在探索中到了

一个方向——市场，因为它直接代表着公司的定位和社会的需求。

机会无处不在，只看你能不能抓住。

有一天，一个手机厂商找到了金利宝，提出了两点特别的要

求：一、防火、耐高温、高粘，二、商标贴上去半个小时内要不

粘，方便没贴好撕掉，但长时间要越来越粘，到客户手里不能掉

下来。

第一点是可以解决的，但是第二点却给了金利宝考验。

陈世岳推开研究室的门，手中紧紧拽着订单，心里跃跃欲

试。陈世岳清了清嗓子，把订单要求告诉员工并说：“这是有困

难的，但是，对于为‘创新’而生的金利宝，这无疑是一张有趣

的订单。”这确实有趣，就像是和不干胶的一场拉锯战，而这是

第一枪的打响。

当然，陈世岳也是员工的一份子，与战友一起解决问题也成

了他必须做的工作。接下来的日子，研究室贴上“闲人勿扰”的

门牌，40多个研发人员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分子结构的实验，没有

一声叹息，也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沉浸在忙碌的宁静中。

一个星期过去了，有一天晚上，实验室中突然响起一个声

音“成功了！”顿时撕破了夜的宁静，所有的人都围在一起欢呼

着、雀跃着，享受着成功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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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是技术创新的源动力，他们迈出了第一步。

六

学习也是一种创新。

在梦想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陈世岳也开始学习着3M公司

的管理。在一次偶然的行业交流上，陈世岳认识一位3M公司的技

术员，对于一直把3M作为标榜企业的陈世岳而言，这无疑是一次

非常愉快的相遇。

    技术员跟陈世岳提了很多意见和建议，令陈世岳感动的

是，对方还细心的给他分析了很多技术与市场的关系，并鼓励他

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听着技术员的话，陈世岳内心也涌起了一股自责感，他发现

长期以来专攻技术却忽略了作为一个企业家该有的大局观。其中

让陈世岳最为触动的还要从3M公司的一张便利贴说起。

便利贴的发明十分的偶然。当时有个研究员，刚被聘到3M

时，公司安排他整理旧档案，把从前无论失败还是成功的案例收

集归类。在看似简单的工作中却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发明。有一

天，他发现有个胶水，一看，“怎么这么不黏？”后来，研究员

就照那个配方去做，做出来后发现那胶水在哪里都可以贴。

而当时，公司本来是要研究一种黏性很强的胶，研究员就

想，既然这么不黏，肯定不能做商标。他当时想，可不可以做成

一种贴纸，有点黏又不会太黏，也可以重复撕贴，又不会破坏那

张纸，那就太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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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便利贴的生产立即变成了一个赚取几十亿美元的商机。

如此平常却完美的创新让陈世岳听得入迷。他开始意识到保

留每一份档案的重要性，接着，陈世岳又开始研究3M的管理模式。

在研究的过程中陈世岳发现3M的管理都是为创新而制定，主

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紧紧抓住研发全过程及关键环节，在关键环

节释放自由发挥的思想，确保研发人员的想象力。二是激发研发

人员的内在动力，通过一系列的组织保障机制来确保研发人员能

够产生想象力。

事实上，在金利宝刚起步的时候能够看到3M的独到之处，陈

世岳感到非常幸运，因为让金利宝有一个正确的发展方向，而不

盲从是非常重要的，再从发展中汲取营养，那么未来的路就不会

那么艰难。

从那以后，陈世岳更加注重团结的力量，无论是为了满足客

户无止境的要求，还是为了更好的发展金利宝，这都是必须看重

的头等大事。

七

为了鼓励员工技术创新，陈世岳提出了“体验改善”的制度。

大大小小的奖励条目，陈世岳都一一列举张贴，并注上明确

的奖赏金额。然而让员工有归属感的并只是公司的奖赏分明，也

有对陈世岳的敬爱。

陈世岳把公司建立成一个家。公司上下有400多个员工，陈

世岳对他们的温饱和住行丝毫不马虎，食堂要营养搭配，宿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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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电方便。而陈世岳也和员工一样，吃在食堂，住在宿舍，他房

间很简单，一张桌子加一张床。更重要的是，陈世岳更像一个亲

切的长者，细心关心着每一个员工的发展。

奖赏制度就是最好的说明。

很快的，员工就在有激情的环境中寻找着可以改进的技术缺

口。其中有个员工提出了一个建议：在处理段加装一支气胀轴，

改善双复膜生产工艺，这样就由以前的两道工序改为一道工序。

看似简单的提议却意义重大。它不仅为公司节省了资本，还

减少了时间以及操作人员。在通过实验后，陈世岳把奖金交到员

工手里，他明显感觉到员工内心的满足感，这并不是金钱就是可

以衡量的，这更是一份骄傲。

为技术而创新的荣耀感鼓舞着公司上下的每一个人。

陈世岳总是强调：“无论你的岗位是什么，无论你提出的建

议是大是小，只要可行，就一定该得到应有的奖赏。”渐渐的，

金利宝以每个月五六十种大小不等产品创新速度进攻市场。

40多个技术研发人员的背后存在着400多个充满想法的思维。

金利宝的独特创新也赢得了HTC、索尼、摩托罗拉、惠普等

这样的世界大品牌商家，也树立了很好的口碑。

“如果你要找特殊材料，而金利宝没有提供你，你基本上就

只有去国外找，在中国就不要问第二家了。”陈世岳第一次听到

外界对金利宝的这番评价时，开心得整晚睡不着，第二天就邀请

全体员工去了酒店，并对员工的努力表示深深的感激，他感觉内

心无比骄傲。

因为陈世岳知道，这是对他梦想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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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之后的陈世岳越来越重视创新细节，他发现在科技的迅速发

展中，高分子结构的脚步必须跟上发展的步伐。

金利宝的市场影响力就像一头猛兽瞬间爆发，订单也越来越

多，这就面临着出货时间越来越紧，很多刚出的产品不可能在仓

库停留。这也意味着原本平面的胶水直接被送去厂商后，一遇发

热的电子产品，就会产生气泡。

对于胶水而言，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

陈世岳钻进档案库，仔细翻阅着从前的案例，希望能从中找

出一些端倪和解决方法。然而这次的情况完全不同于之前的任何

一种，因为它是时代发展中的新问题。不过这却激发了陈世岳内

心浓厚的兴趣，因为它的棘手是前所未有的。

创新的乐趣在于它的大胆和独特，也在于它可以完全脱离形

式化的条条框框。

连续几个晚上，陈世岳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拿着本子和笔，

来回踱着步子。他尝试着把所有奇特的想法都写下来，然后判断

它们的可行性，反复筛选着。

这又是漫长的一夜，不知不觉天亮了，本子上也被画满了

叉。突然，陈世岳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

为什么不直接就在胶水上做一个导气槽？

他马上把这个大胆的想法写了下来，并开始查阅很多相关资

料，去证明它的可实行性。经过严谨的反复证明，陈世岳做出了

决定——在平面胶水上做一个导气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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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重大的发明。

2011年11月，通过六大部门联合评定，金利宝压花胶在必须

具备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创新程度高、技术先进、质量可

靠等前提条件下，获得了“广东省自主创新产品”称号。这款抗

压耐候型压纹胶商标纸产品能有效地克服贴在发热量较高的塑胶

件如NB、电器、充电器表面等，标签下面的塑胶件会产生气体导

至标签起泡的问题，它胶面的槽文可将气体导出。同时，压花胶

化学性稳定，具有耐高温、耐腐蚀、并且不易变形等特点，各项

性能良好，质量稳定。

压花胶一出，便被广泛使用在华硕、HP、宏碁、索尼、戴

尔、联想、三星等电脑上，一部分电池、电器厂商也找到金利宝，

如三洋、索尼、东芝等。压花胶的市场占有率突飞猛进增至50%。

“压花胶”的成功让金利宝在技术创新的领域里上了一个新

台阶。

九

陈世岳是关于联想的人，无论看到什么，他都习惯性思考可

否转换成更便捷的分子结构。

这个时候，陈世岳的梦想不再是梦想，而是可以实现的理想。

有一次和朋友吃饭，谈起环保，陈世岳说出自己的看法：

“就拿塑料袋来说，我认为环保不只是杜绝扔塑料袋的行为，而

是要变化塑料袋的材料，从根本入手。”就在这时，陈世岳看到

了桌上的啤酒瓶，顺手拿起来说道：“啤酒瓶就可以做到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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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它循环再利用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商标。”

“这个问题就把它留给金利宝处理。”朋友随意说出的一句

话提醒了陈世岳：“金利宝的确可以处理！”想到这里，陈世岳

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词——

水洗啤酒标。

陈世岳立马带着啤酒瓶回到实验室，与技术人员研究了啤

酒瓶的特性，也实验了商标胶水的黏性，因为他要做一件事——

让商标于胶水的作用下在一定的温度自动收缩。这样一来可以环

保，二来能为厂商在回收时提供便利。

这项创新并不是最艰难的，但它却非常独特。

后来的湿纸巾的开口、潘婷的超薄黏性商标等等，都是在

陈世岳这样独特的思维方式下得到的突破。在飞一般的奔跑速度

中，金利宝的不干胶在中国市场上占了足足有七成份额。

这不仅仅是金利宝的骄傲，也是陈世岳的骄傲。一路走来也

有过很多不如意的时候，例如实验失败、无法达到厂商的要求、

技术摸索的瓶颈等等，回想起来，失败远远要多于成功太多太多

了，而陈世岳不张扬的性格和专注的精神也让他承担了很多。

金利宝的名声传到了台湾，很多朋友都说，金利宝是台湾之

光，是成功的企业！可陈世岳心里明白，光是一线之间的，只有

在金利宝像3M公司一样出色时，那时的光辉才是永恒的。

    创新不是件难事，难的是创新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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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

贺知章的诗句，常常在陈世岳的脑际里闪现。一眨眼之间，

二十二个年头过去了，白发已悄然袭上他的双鬓。除了偶尔的探

亲，他很少回台湾。“客舍并州已十霜，归心日夜忆咸阳。 无

端更渡桑干水，却望并州是故乡。”虽然，他把中山作为自己的

第二故乡，在公司，他住的是单身宿舍，这不是家的概念，一个

温暖的家，对他是一种奢侈。

每当夜深人静时，公司里的值班人员偶尔抬起头来，发现陈

世岳的房间依然亮着灯光。14年过去了，这样的灯光总是点缀着

寂静的空，也给金利宝的前途带来了光明。

但是，今夜，陈世岳没有工作，他站在窗前，遥望夜空，在

思念家乡。饱读诗书的他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元稹的一句诗：“仲

宣无限思乡泪，漳水东流碧玉波。”泪水悄没声地从他脸上落下

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