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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友誼共享，是企業經營必須走的路！

欣臨很重視人才價值，

目前集團裡有許多子公司，

都是邀請優秀員工入股，

大家同心努力把產品做好，

將企業根基扎穩踏深，

而員工感受到今天是為自己打拚，

也會更細心、勤奮，

必能一起創造更耀眼的佳績！」

～欣臨集團董事長 陳海天

“Sharing & friendship is a path 
that an enterprise must have while 
managing! THL Enterprise Co.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f 
people. Currently, many subsidiary 
companies within the group have invited 
outstanding Team members to become 
shareholders. When everybody have a 
stake in the company. Team members 
will feel they are all working hard for 
themselves. This will make them more 
prudent and diligent, and thus capable 
of creating much better performances!”

President of THL Group,

David HT Chen

Personnel Announcement
恭喜現任副總經理陳德仁 Terence，
榮陞欣臨集團總經理，期以卓越領導

能力，帶領欣臨團隊再創亮麗新頁！

Congratu lat ions to Deputy GM 
Terence Chen for his promotion to 
the GM of THL Group. Under his 
brilliant leadership, THL Group will 
have an even brighter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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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  代理的產品來自全世界最優質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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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強勢回歸台灣市場 開創台灣餐飲新局

New Partnership: KRAFT
卡夫亨氏 Kraft Heinz Company 是世界第五大

的食品和飲料公司，旗下超過 200個品牌，其中八

個品牌年營收甚至逾 10 億美元，是全球消費者信賴

的食品生產商。明星品牌卡夫 Kraft 自 1852年成立

以來，以專業生產各式起司、乳製品及醬料等聞名，

是全球銷量第一的起司品牌。欣臨自 2012年起代理

亨氏 Heinz 零售通路成績亮眼，並於 2017年年中承

接卡夫在台灣零售及餐飲業務。期待卡夫亨氏與欣

臨能再創台灣佳績！

義大利百年歷史草本專家 Antica Erboristeria
New Brand: Antica Erboristeria

漢高旗下的 Antica Erboristeria 品牌，1979年

誕生於義大利，累積深厚草本知識，提供一系列高

品質的髮類產品。Antica Erboristeria 義大利文，就

是「古老草本專家（Ancient Herbalist）」的意思，

擁有近 40年的探索經驗，從大自然中尋找解方，深

信每個人都能在草本中，尋找到最適合使用的配方。

Antica 義大利草本系列分別結合蕁麻葉、洋甘菊及

活力果物三種配

方，讓不同需求

的消費者，都能

找到屬於自己的

草本照護。

法國天然保養聖品  
蒂奧菲．布頓進駐誠品信義店

New Brand: Theophile Berthon
蒂奧菲．布頓 Théophile Berthon 以百年傳統，

堅持古法製皂，並以高達 95%以上的純天然成分，

打造大人、小孩、健康、柔嫩肌膚皆可使用的保養

品，溫和無負擔，榮獲 2015法國美妝大賞，甚至風

靡紐約時尚圈！引進台灣後好評不斷，亦受到多家

百貨公司邀請設櫃，2017年 9月正式於誠品信義店

B1開幕。其明星商品「喚顏海洋導入油」，分子極

小、易於吸於，可救急肌膚、喚醒皮膚光澤與彈性，

特別適用於妝前快速保養，質地清爽，是一年四季

必備黃金美容精華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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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legrino 聖沛黎洛亞洲主廚高峰會

Brand Event: San Pellegrino
集結亞洲 5大城市、8場美食饗宴及一場高

峰會，由知名礦泉水品牌 S.Pellegrino 與良好印

象傳媒共同主辦，邀集來自亞洲 13間餐廳、15位

國際名廚共同參與，包括 2016 亞洲最佳女主廚 

Margarita Forés、新加坡米其林一星餐廳 JAAN 的

主廚 Kirk Westaway、「亞洲最佳 50餐廳」榜單第

13名的曼谷 Sühring 餐廳德籍雙胞胎主廚，東京米

其林一星餐廳 DEN（傳）主廚長谷川在佑等，連續

五天於各場次呈現最具代表的經典菜式！

台塩生技 x 生活嚼醒  美味營養輕鬆補給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Taiyen / 
Licensee Business

好吃的不健康，健康的不好吃？選購休閒食品

時，是不是陷入了健康與美味的難以抉擇？生活嚼

醒推出一系列營養機能添加的休閒食品，能同時滿

足味蕾和補充微量營養元素。2017年 Q4陸續推出

大人系營養補給 Q軟糖及優穀飲系列，除了不含人

工添加物及色素之外，更添加了膠原蛋白與金盞花

萃取葉黃素，讓每一個「盲」碌的上班族，再度神

采奕奕！

風靡世界的美味 營多麵加大號獨家上市

New Brand: Indomie
被網友封為「神之泡麵」的營多麵 Indomie，

創立於西元 1970年，行銷至全球多達一百多個國

家，是值得信賴的悠久品牌。因應台灣消費者食用

習慣，2017年 11月 17日至 20日於台灣國際食品

展，首次發表展售全球獨家「加大號」規格，讓台

灣消費者一包飽足！展覽期間販售超過 6千包，銷

售成績相當亮眼！泡麵權威部落客漢斯里納許 Hans 

Lienesch 更蒞臨 2017台灣國際食品展，表達對營

多麵的喜愛。營多麵創

意食譜 www.indomie.

com.tw/recipes.html

黃曉明閃愛代言  雲南白藥牙膏新包裝上市

Celebrity Endorsement
問世百餘年來享有

「傷科聖藥」美譽的雲

南白葯牙膏，能強健牙

周，並保有潔淨、亮白

功能，配合正確刷牙習

慣，可預防牙齦出血，是市售少有的「漢方牙齦保

健牙膏」！除了基本的薄荷與留蘭香口味，也獨家

推出能改善口腔異味的益生菌牙膏，雙效抗敏牙膏

則為解決敏感性牙齒症狀的好幫手。2017年再推出

四款外包裝，以代言人「黃曉明」肖像為亮點的系

列牙膏組，目前於「家樂福」獨家銷售。

Mention No1 noodle and volume in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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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Through

Friendship
友誼共享 創造新幸福

文／編輯部   攝影／林昭宏   特別感謝／金色三麥餐廳協助提供拍攝場地及餐點菜色

「友誼 Friendship」是欣臨企業最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

對員工入股、對社會關懷、對原廠相知、對合作夥伴相守，

創造了欣臨了卓越綜效成果及核心競爭力。

完美時刻，友誼共存，團聚圓滿，豐美獻呈！

Friendship is one of the most treasured values of THL. 

The company achieves outstanding synergy effects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ocial concern, 

and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 and partners.

Exceptional results are achieved through perfect timing, 

mutual friendship, and strong cohesion.

「友誼 Friendship」是欣臨企業最珍視的核心價值之一，

對員工入股、對社會關懷、對原廠相知、對合作夥伴相守，

創造了欣臨了卓越綜效成果及核心競爭力。

完美時刻，友誼共存，團聚圓滿，豐美獻呈！

Friendship is one of the most treasured values of THL. 

The company achieves outstanding synergy effects 

and core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employee stock ownership, social concern, 

and excellent relationships with suppliers and partners.

Exceptional results are achieved through perfect timing, 

mutual friendship, and strong cohe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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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Through
Friendship

一直以來，欣臨致力做好品牌、產

品、通路這三件事，鏈結員工、客戶、

原廠，發揮最大的綜效化，互信互助，

共同打造出更亮眼的成績單。就如同料

理，好的食材、廚藝、創意均備時，自

然就能發揮一加一大於二的能量，端出

一盤美味佳餚！

THL has always been committed 

to achieving utmost perfection in the 

three core areas of brand, products, 

and channels and maximum synergy 

th rough  l i nkage  o f  emp loyees , 

customers, and suppliers. Mutual 

trust and support guarantee the 

achievement of brilliant results. It 

is just like in cooking. This can be 

compared to cooking. High-quality 

ingredients,  cul inary sk i l ls ,  and 

creativity generate synergy effects 

and a perfect dish. 



當一個企業缺乏團聚力，人才無法

匯聚，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欣臨企業

的核心價值之一「友誼」，在卓越與公

平為前提的機制，邀請優秀幹部入股成

立子公司，建構互信的氛圍、凝聚成員

的向心力及認同感，並成為共同打拚的

事業關係，大幅實現「友誼」在企業環

境中創造的價值。 

When an enterprise lacks unity and 

the staff cannot work hand in hand, 

so much potential is lost. "Friendship" 

is one on the core values of THL. 

With an excellent and fair system, we 

urge outstanding cadres to become 

shareholders and establish subsidiary 

companies, creating mutual trust, 

r a l l y i n g  t e a m  m e m b e r s ,  a n d 

reinforcing their identities. This allows 

us to become business partners who 

work toward the same goals, greatly 

materializing the value of "friendship" 

in an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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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perity 
Through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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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企業在創造獲利同時，亦努力

落實企業社會責任，不管是對慈善機構

的產品物資捐贈，或前往越南偏鄉公益

義診等，期許發揮自我影響力，將友誼

的力量，以同心圓方式，向外擴大，共

同提升社會朝正向發展。

While earning profits, THL also 

str ives to ful f i l 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by donating goods to 

charities or providing pro bono clinics 

in the suburbs of Vietnam. With the 

power of fr iendship, we hope to 

spark a chain of influence that guides 

society towards positivity. 

Prosperity 
Through
Friend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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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k
to
Innovate
Market
Values

尋求創新穩定市場價值

Seek
to
Innovate
Market
Values

酒 後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專訪金色三麥集團執行長葉冠廷

天氣微寒的午後，我們踏入金色三麥新莊晶冠店，一如其他分店，空間以木

頭顏色為主色調，天花板的麥田圈線條與餐廳座椅，甚至採用麥渣等環保材

質，而笑容可掬的服務人員、怡然舒適的聚餐環境、輕鬆愉快的休閒音樂、多樣化美

味餐點及精彩現釀啤酒單，這些都是奠定金色三麥餐廳十多年來在台灣屹立不搖的重

要基石。

成立於 2004年的金色三麥集團，旗下有「金色三麥餐廳」、「Petit Doux．微

兜 café Bistro」和「SUNMAI」啤酒品牌三項事業體。其中金色三麥餐廳在台 12家、

大陸 3家，儘管設計各有不同，但環境視覺溫層與和歡樂氛圍，則是一種無形品牌印

象；而 Petit Doux．微兜 café Bistro，則是集團向明確目標分眾踏出的第一步；至於

SUNMAI，則是在精釀啤酒的專業中，不斷精益求精的成果。

在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上，只有不斷的檢討、創新，

才能讓事業體不斷向前邁進。」～葉冠廷。

欣臨企業不單單只是一個供應商的角色，對金色三麥來說，更是靈感的來源，

從欣臨產品中，激發出多種創意想法，造就「1+1>2」的效益。
文／陳瑋玲  攝影／鄭瑋琪

金色三麥在大型量販店推出的一公升玻璃瓶裝啤
酒是熱銷產品。

金色三麥是全台最具規模的現釀啤酒餐廳，全台共有 12 家、大陸 3 家，餐飲版圖並持續擴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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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 後 不 開 車 安 全 有 保 障

創造和客人間的連結
 

近年來，金色三麥餐廳跨足對岸市場，目前在上海、蘇州總計已有三家店面，除

了經典系列外，一樣也貫徹集團的核心價值，將啤酒在地化、精實化，所以在當地推

出了專有的「蕎麥波特黑啤」，以四川出產的蕎麥作為釀酒原物料，如此創意果然獲

得佳評如潮。

要怎麼在眾多啤酒品牌的大陸，佔得一席之地，「要讓人接受外來品牌，首先要

做的，就是產品和地方熟悉的事物，產生連結。」葉冠廷笑說，「就像談戀愛一樣，

總要有共通點，才能走得下去。」

金色三麥不是站在原地，被動等待客人上門，而是不斷創造需求，和客人心意相

通，才能在競爭激烈的餐飲市場中，擁有屬於自己客群。就以新品牌 Petit Doux．微
兜 café Bistro來說，就是提供女性舒適自在的用餐環境，葉冠廷笑說：「有時候我
去看看，只有我一個男的，自己都覺得怪怪的！」

台灣的「電子競技」（eSports）發展迅速，且玩家數字不斷攀升，看準市場潮流，
未來金色三麥也打算創造適合「電子競技」的餐飲環境，有好的影音空間，再提供優

質的餐飲選項，藉著舉辦相關活動，那麼自然能吸引電競愛好者上門，創造另一客群

的業績效益。

與欣臨共創靈感來源
 

欣臨企業代理了全球最優質的產品，金色三麥餐廳則為欣臨企業餐飲系列產品的

重要通路。葉冠廷表示，欣臨之於金色三麥，不只是供應商的關係，因為欣臨的產品，

總能激發餐廳廚房創意，為餐廳菜單增加熱銷的選項。

以欣臨的 BIANCO e NERO 義大利松露蘑菇醬為例，「那濃郁的黑松露香氣，
讓金色三麥廚房師傅創造出了『松露野菇燉飯』這道料理，在口頰中嚼出的松露氣味，

讓人留戀不已，回點率相當高。」葉冠廷說。

其他如欣臨的 Tabasco 辣椒醬也深受餐廳消費者的肯定，雖然台灣不缺辣椒醬，
但是有些像是炸雞翅、披薩等料理，就是很適合搭配 Tabasco，於是葉冠廷與欣臨集
團總經理陳德仁聊天時就激發了創意靈感，未來將規劃合辦一場「吃辣雞翅比賽」，

用趣味的方式，為雙方的產品、料理加分，達到「1+1>2」的活動行銷效益。
他說：「經營生意，就是要時時刻刻去思考，餐廳、產品還有什麼需要調整與改

善的地方，才能繼續不斷往前走。」正因為這樣的積極心態，才能靜心觀察潮流趨勢，

隨時調整，準備衝刺下一高峰。■

強化核心價值再創佳績
 

不少人都以為金色三麥集團起家於餐廳事業，金色三麥集團執行長葉冠廷說：「我

是集團第一代釀酒師，從 2002年起就開始鑽研啤酒」，所以金色三麥的事業基礎，  
可說其實是起於「啤酒」。

有飲自然有餐，歷經葉冠廷前往海外取經並取得釀酒師執照後，決定開設餐廳，

作為自家啤酒的通路，也成就啤酒品牌「金色三麥」的問世之路。因為葉冠廷堅信，

與其要配合通路商而調整產品，那麼更應該把成本、精力花費在產品本身，創造更高

的價值，「因為東西好，就不怕沒人要！」

從一開始與父親金色三麥董事長葉榮發創立品牌，到現在接班後呈現的好成績，

都一再證明他的想法是對的，金色三麥招牌也更上一層樓。如今除了在集團開設的餐

廳，各大賣場、超市、大型量販店也買得到金色三麥的啤酒產品，金色三麥的釀造酒

廠已成為台灣最大的民營酒廠，2016年底起更推出 350ml小瓶裝啤酒，深入年輕消
費族群的便利商店，直接打進一級飲料戰場。

既然集團的核心價值在於「啤酒」，那麼只有不斷的檢討、創新，才能讓事業體

不斷向前邁進。因此除了既有琥珀、小麥和蜂蜜等一般人較容易接受的經典系列，金

色三麥也會配合時令，結合台灣在地食材，推出季節限定的啤酒款，像是帶有煙燻龍

眼味道的「火燒紅蓮寺」、九層塔口味的「辦桌皮爾森啤酒」及有港口茶氣息的「港

口男兒」...等限定款，葉冠廷表示，目前金色三麥的啤酒選項，至少都會維持在 5、
6種，讓喜歡現釀啤酒的消費者保有新鮮感。

好的啤酒，不是自己說了算，也要經得起比賽的試煉。金色三麥近年來在海外參

與啤酒賽事，獲獎不斷，「百香冰果室」、「小麥啤酒」分別獲得 2017日本國際啤
酒大賽的金賞獎、銀賞獎，「小麥啤酒」甚至獲得 2016歐洲啤酒之星大賽的金牌！
葉冠廷相當自豪榮獲歐洲啤酒之星肯定，因為來自台灣的金色三麥，竟然能在以啤酒

享譽全球的德國酒廠中脫穎而出，獲得「南方德式小麥金獎」，誠屬不易。

欣臨與金色三麥

不僅是供應商關

係，而是可以相

互激發銷售靈感

的合作夥伴。

金色三麥新莊晶冠店入口長廊
設計宛如進入酒窖氛圍。

金色三麥新莊晶冠店將大型釀
酒槽等設備搬到餐廳裡，讓消費
者以視覺直接感受到現釀啤酒
的美味。

金色三麥近年來在海外參與啤
酒賽事，獲獎不斷。

金色三麥執行長葉冠廷認為，應
該把成本、精力花費在產品本身，
創造更高的價值，因為東西好，
就不怕沒人要

金色三麥餐廳空間寬敞，加上現
釀啤酒的暢飲魅力，一直是公司
聚餐或舉辦活動熱門地點。

Seek
to
Innovate
Market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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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芙堤品牌總監 / 負責人 / 股東 
劉丹筠 Jill

欣臨旗下子公司佩芙堤，專注於身體保養、

髮品、香氛沐浴、居家潔淨、保健食品等產品的

代理行銷，包括知名日系洗髮精 Moist Diane黛

絲恩、日本話題男性髮品 MARO馬羅、居家室內

香氛品牌 Lavons朗法、台塩生技保健食品，以

及百貨專櫃品的法國百年天然保養品 Theophile 

Berthon蒂奧菲．布頓。其中，蒂奧菲更是以自然、

純淨、環保、健康為訴求理念，榮獲 2015年法

國美妝大賞，因國際時尚大師王大仁 Alexander 

Wang 推崇而風靡紐約時尚圈。

佩芙堤品牌總監劉丹筠表示，「天然」已成

為現代人保養趨勢，當初成立佩芙堤的初衷，就

是希望將國外純淨優質的產品介紹到台灣，特別

是讓女性消費者不需要花很多錢，就能擁有安心

且健康的天然保養品。

在欣臨已 10年資歷的劉丹筠，過去也曾長

期負責髮品品牌行銷，建構深厚美容保養的專業，

「但隨著年紀有了不同的想法，我也想貢獻不同

的價值！」她說當了母親之後，觀看社會與人的

角度也不一樣了，對於自家代理的產品，她不想

只是談速效，而是多一份關懷，這產品對孩子好

嗎？對未來環境好嗎？什樣的產品才是真正有益

於消費者？全都是考量的關鍵，也因此奠定強調

自然、慢美容、對環境友善的品牌核心理念。

佩芙堤商品銷售通路目前區分為百貨及美妝

店兩個方向，劉丹筠表示，在品牌行銷策略上，

與過去操作其他商品不同，她會更細膩去呈現商

品的視覺語言，深度溝通品牌所傳遞的訊息，讓

消費者看見產品價值，她說：「保養品是很競爭

的產業，需要不斷地朝不同環節推廣與行銷，持

續溝通品牌。」她同時很感激母公司欣臨給予的

豐厚資源，如廣大的通路資源，甚至與採購建立

的良好默契，讓溝通更高效，加上欣臨過去代理

的品牌都很優質，因此在通路接受度與信任度都

很高，均助益了佩芙堤產品的推廣成效。

劉丹筠開心表示，佩芙堤的成立，讓她感受

到做不同品牌行銷的差異性，且能與消費者站在同

一線，直接分享更多國際化的保養新觀點、健康專

業知識等。未來，她也會持續在第一線銷售端，傳

達健康天然保養的重要，並持續提升品牌價值，在

實踐工作理想的同時，盡一份環境關懷之力。

「品牌信賴度的建構，遠比創造銷售更重要！

若只為銷售，很容易被新商品淹沒，

唯有持續溝通品牌價值、與通路端密切配合，

才能讓品牌長久。」～劉丹筠

凝聚熱情的友誼團隊
專訪欣臨子公司 佩芙堤、維新國際、金達一

Sharing Friendship
Excellent Team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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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久以來，欣臨以公平、卓越與友誼共享的基礎，

       架構了極具效率的合作團隊，

       創立的子公司均展現出卓越佳績。
文／陳雅雯    攝影／ Steven   圖片提供／佩芙堤、維新國際、金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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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達一業務經理 / 負責人 / 股東 
廖誌揚 Jason 

成立於 2012年的欣臨子公司金達一，多年

來致力將品牌結合自動販賣機的消費市場，成功

將欣臨公司代理的加倍佳棒棒糖推廣至全台，架

設地點遍及各大賣場、觀光區、文具店、遊樂園

等人潮聚集地，棒棒糖自動販賣機多達六百多

台，市佔率第一，成功地在台灣糖果市場佔有舉

足輕重地位。

金達一業務經理廖誌揚 Jason 表示，在取

得販賣機市佔率優勢的同時，我們一直極力探索

更多元發展的可能性，並思索如何善用消費者信

任優勢，去延伸擴展品牌最大價值。於是，2017

年底，金達一推出公司自有品牌棒棒糖，第一波

商品即拿下當紅韓國卡通波力 Poli授權，推出以

健康導向、無添加人工色素的 Poli 系列棒棒糖，

並運用其市佔第一的販賣機通路優勢，以自由品

牌反向推廣至零售通路，成功延伸擴展金達一的

事業版圖。

隨著消費者的健康意識日益覺醒，金達一推

出自由品牌的糖果成分，皆以健康為導向，獲得

消費者信任和忠誠度。不僅於此，廖誌揚表示，

母公司欣臨企業提供了橫跨子公司綜效整合，更

是其他企業做不到的優勢條件，欣臨的子公司維

新國際，旗下擁有許多商品卡通授權資源，均能

提供金達一在糖果商品開發運用，增加消費者的

信賴感及黏著度。

面對數位化新零售時代，金達一更積極規

劃與科技公司合作，將機器升級為可採用電子支

付，跳脫傳統販售機台方式，結合商圈與 O2O

物聯網模式，創造出企業、商圈、客群的新互動

模式。廖誌揚表示，未來消費者不需要銅板，

只要用手機即可購買商品，並開發與企業社團合

作，以線上票券兌換，擴展無限商機，創造出自

我品牌的關鍵競爭力。

「欣臨業務團隊非常完整且強大，我們找了好商品進來，

立刻就可上架，傳遞到消費者手上！

未來，只要商品品質好，商品差異化大，且能滿足通路需求，

維新之路就不會設限！」～陳淑玲 Joanne

「當商品與顧客建立良好信任感，

能隨時掌握消費者脈動，

不管整體市場如何轉變，

都能創造無限商機。」～廖誌揚

母公司通路資源優勢，成功打入台灣消費市場。

欣臨企業代理的商品匯聚了世界一流品牌，

而子公司維新國際的商業總監陳淑玲 Joanne，

過去在欣臨企業內部，就是專注於優質貿易商品

的開發，試探台灣市場的接受度，堪稱是公司代

理選物的先驅部隊。

在進入欣臨之前，陳淑玲曾在美妝品牌 

SASA 莎莎擔任 8 年的採購工作，每天周旋在近

四千個美妝潮流商品中，必須熟悉每件商品的獨

特性，才能精準掌握行銷策略，也因此對消費市

場擁有絕佳敏銳的掌握力。

進入欣臨企業後，陳淑玲歷經四年的累積與

醞釀，成立子公司維新國際，期間洽談了當紅卡

通波力 Poli 、寶可夢 Pokemon、卡娜赫拉與他

的小動物們 Kanahei 、小小兵、妖怪手錶、汪

汪隊立大功、麵包超人、PORORO、Tayo 小巴

士等卡通肖像版權，並成功在台灣推出波力的牙

膏、沐浴系列商品，寶可夢的軟糖、爆米花、棉

花糖，卡娜赫拉的糖果及食玩等暢銷產品。不僅

如此，從 2016 年代理韓國第一大啤酒 Cass 進

台灣零售通路以來，成績斐然，維新不但獲得原

廠肯定，更引起其他啤酒廠商注意，如韓國樂天

啤酒甚至主動洽談代理業務。

陳淑玲很感謝母公司欣臨的信任，讓她能

盡情掌握每一次的可能商機，「公司給予非常大

的資源，同時保留彈性，我每天都可以不斷的

創新！」她開心的說，所以公司也取名為維新 

Innovate。

這些豐碩成果都驅使著陳淑玲不斷以熱情投

入工作，為原廠顧客創造出獨特價值，並滿足消

費者的不同需求，開啟卓越創新之路。

維新國際商業總監 / 負責人 / 股東 
陳淑玲 Joanne

2016 年 8月成立的欣臨子公司維新國際，

主要經營項目包括協助通路開發主題貿易商品、

設計生產或進口卡通、餅乾、飲料、食玩等卡通

授權商品，並經營啤酒代理業務，如韓國第一大

啤酒品牌 Cass 等，以創新品牌銷售策略，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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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集團經營瑞士草本喉糖利口樂 Ricola 已

45年，雙方累積了長年的合作默契、共識，產品

經理陳德立 Derek 表示，利口樂在台灣的品牌經

營模式，將持續以瑞士原廠最感驕傲的天然草本

成分為主軸，加上台灣近年對於食品安全的重視，

正是持續努力的方向。

2017年底正式在台灣上市的義大利巧克力 

Baci，也是由陳德立領導統籌，對於該品牌，他則

有不同於利口樂得經營理念。陳德立分享，Baci 

在義大利已是消費者熟知的大眾品牌，對台灣消

費者而言，卻是新鮮而精緻的產品。不同的地區

有著不同的市場文化，各種商品到了台灣該如何

推廣，皆須透過不同策略，各有挑戰。

對於與欣臨合作已久的利口樂而言，瑞士原

廠希望延續原有模式持續經營通路，因此比較注

重基本通路供貨狀態的穩定性。然而，Baci 義大

利原廠則期待能在亞洲新市場有更多創新突破。

Baci 義大利文即「接吻」之意，背後亦有著

浪漫的品牌故事，每一顆 Baci 巧克力中都藏有一

張寫有「愛的箴言」的小紙條，象徵著熱烈的愛

情。陳德立表示，Baci 在台灣行銷策略首重百貨

精品、婚宴禮品通路的經營。「Baci 巧克力品牌

端對於亞洲的市場開發，希望先以品牌經營為主，

因此對於欣臨的通路策略也表示肯定。期待將品

牌印象成功傳遞給消費者之後，銷售成績也將隨

之而來。」

儘管銷售糖果都是希望能將開心、幸福的心

情傳遞給消費者，然而，利口樂 Ricola 與 Baci 

的品牌定位與銷售策略卻大有不同。在面對品牌

端對於形象的堅持，以及通路端對於促銷活動的

訴求，欣臨團隊需要有更多智慧在其中協調，找

到令三方都滿意的平衡點。

陳德立認為，代理經銷的工作便是要在通路

銷售與品牌經營之間持續協調、達成平衡，找到

與品牌端之間對於銷售策略的共識，再確實執行，

便能達成三贏。

01： Ricola 利口樂之窗 75 週年特展活動。
02： Baci 巧克力在 2017 年 11 月 29 日舉

行台灣上市發表會，活動由今年剛結
婚的愛情大師張兆志主持，並邀請到
來自義大利的新任行政主廚 Davide 
Mastrangeli，現場教學如何製作 Baci 
巧克力。

03： 欣臨於 2017 年底代理銷售義大利國
寶級 Baci 巧克力，產品經理陳德立 
Derek ( 左四 ) 邀集知名部落客一同見證
分享浪漫的甜蜜味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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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果類產品比其他食品種類更注重品牌經營，

       當品牌印象成功傳遞給消費者後，銷售成績也將隨之而來。
         文／ Eva   圖片提供／欣臨

品牌的建構策略與行動
專訪欣臨產品經理陳德立 Derek

Construction
Brand Strategy And Action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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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經理陳德立 Der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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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消費日漸普及，不論是

食品、日用品甚至保健品，

都能在網路一指解決，但欣新網

總經理黃懷恩認為，電商服務不

能停留在傳統思維，唯有掌握消

費者行為模式，才能精準行銷、

主動出擊。

黃懷恩表示，品牌端思維多

是由廠商決定消費者想要什麼，

如髮類商品常見洗髮精加上潤髮

乳的組合，但實務上，台灣消費

者更傾向選擇護髮產品而非潤髮

乳，「從網站流量可以發現，消

費者實際想要的，跟廠商想要消

費者選擇的，往往不同。」

若前端客群設定錯誤、產品

訴求沒有打中消費者的心，後續

銷售自然難有亮眼成績；黃懷恩

深諳此道理，今年從「品牌銷售

官網」與「功能性自有平台」雙

管齊下，對於消費者行為模式的

分析愈來愈純熟，也讓欣新網在

電商市場的地位更難以撼動。

黃懷恩說明，欣新網一直認

真投入架設品牌官網，沙威隆、

花王、亞培等重要客戶的品牌官

網今年已陸續上線，但架設網站

不只是投放數位媒體廣告，更重

要的是從網站流量進一步做出行

為分析、擬定品牌策略。

In ternet  consumpt ion is 

gaining popularity. Food, articles 

of daily use, and even health 

supplements are just one click 

網
away on the Internet. However, 

e-commerce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c o m m e n t e d  V i n c e  H u a n g , 

general manager of Hsin Hsin 

Galaxy(HHG), and know tha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behavior models is a prerequisite 

for precise marketing and proactive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A c c o r d i n g  t o  H u a n g , 

brand-end thinking is mostly 

determined by manufacturers’ 

ideas of what consumers want. 

Combinations of shampoo and 

conditioner, for example, are a 

commonplace in hair products. 

In practice, however, Taiwan 

consumers tend to prefer hair 

care products to conditioners. 

“Website traffic flow shows that 

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 is 

seldom what manufacturers want 

consumers to choose from.”

The wrong identif ication 

of front-end consumers leads 

to  m iss ing  the  bu l l seye  o f 

product appeals, which then 

leads to unsatisfactory sales 

performance. Knowing only 

too well of this fact, Huang 

went all out on both “brand 

s a l e s  o f f i c i a l  w e b s i t e s” 

and “ funct ional sel f-owned 

platforms” this year, gaining 

familiarity in consumer behavior 

model  ana lys is  and fur ther 

securing HHG’s status in the 

e-commerce market. 

Huang elaborated that HHG 

has been working hard to set up 

brand official websites. This year 

has seen its upload of brand official 

websites for major clients, including 

Savlon, Kao, and Abbott. Rather 

than simply releasing digital media 

advertisements, what matters more 

in setting up a website is analyzing 

behaviors using website traffic flow 

and come up with a responsive 

brand strategy.

電子商務百家爭鳴的時代來臨，欣新網擅長解密消費者行為背後的大數據，

化被動為主動、精準行銷，戰績也成功反映在翻倍的營業額上。

Boasting strength in decoding big data behind consumer behaviors as well as its initiative of precise 
marketing, HHG has doubled its turnover and stood up to the fierce competition of e-commerce age.
文／莊羽芝    人物攝影／ Steven    圖片提供／欣新網

欣新網解密大數據　迎戰網路零售新趨勢

HHG Decodes
Big Data and Sets New Trend 
for Online Retail

欣新網總經理黃懷恩表示，電商服務不能停留在傳統思維，唯有掌握消費者行為模式，才能精準行
銷、主動出擊。
According to Vince Huang, HHG general manager, e-commerce service providers need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and know that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behavior models is prerequisite 
for precise marketing and proactive 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欣新網 Hsin Hsin Galaxy
於 2014 年由欣臨企業 (THL) 與新竹物流共同創立，是台灣市場上唯一專注於網路銷售的全
方位電子商務解決方案服務商。與各個網路平台有良好的關係，以跨品類及整合導購流量、
大數據的營運優勢，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快速成長。 
營業項目：提供商品寄倉、企劃操作、加值型流量導購、官網 CRM 建置等整合性全方位服
務。提供倉儲、金流、 物流等代理服務，協助客戶快速切入網路市場，拓展品牌商機。 
員工數：約 50 名
Founded by THL along with HCT Logistics in 2014, it is the only comprehensive 
E-commerce solution provider that focuses on internet sales. It has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various internet platforms and is rapidly growing in the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with 
its cross-category, integrated social shopping flow and big data business advantages. 
Business Items: It provides integrated comprehensive services such as e-com distribution, 
trade plan management, media conversion drive, official website CRM building and others. 
It also provides agency services such as warehousing, financing, logistics and others 
to help customers in entering the internet market rapidly and expanding their brand´s 
business opportunities. 
Employees: About 50 people20152015 201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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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消費者更懂他的心

相較於網站本身流量、曝光，

黃懷恩直指：「背後資訊量才是

關鍵。」因為消費者在網站上的

每個足跡，都有意義。

舉例來說，網站陳列數百樣

商品，部分消費者草草瀏覽帶過、

部分則挑選感興趣的商品細看，

而這些點進商品頁的人，又分看

完後就跳離頁面，跟看完後選擇

購買。

如果把消費者行為拆解成「有

沒有看到」、「有沒有細看」以及

「看了之後有沒有要買」，就能

針對每項商品的弱項，改善陳列、

商品頁描述或是促銷等完全不同的

策略；從消費者無意識的行為模式

中，摸透他的喜好，這便是網路零

售新趨勢的致勝關鍵。

Know Your Consumers and 
Know them Better than They Do

Compared wi th  webs i te 
traffic flow and market exposure, 
“The volume of information 
h idden behind is  what  t ru ly 
matters,” pointed out Huang, 
because  eve ry  foo tp r in t  o f 
consumers on the websi tes 
means something.

H e r e  i s  a n  e x a m p l e . 
H u n d r e d s  o f  p r o d u c t s  a r e 
available on a website. Some 
c o n s u m e r s  b r o w s e  f r o m 
webpage to webpage, whi le 
others look into products that 
interest them. Those who have 
clicked into product pages may 
either exit the pages or choose to 
make a purchase after reviewing.

If consumer behaviors are 
broken down into “browse or 

no browse at all”, “casual visit 
or serious visit”, and “desire 
to purchase after viewing or 
the void of it”, totally different 
strategies can be adopted to 
improve layout, product page 
description, or sales promotion 
in regard to weaknesses of each 
product. I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through 
their behavior models which 
even consumers themselves are 
unconscious of what paves the 
road to winning in the new trends 
of online retail.

功能性自有平台　

打造三贏模式

欣新網今年做出新嘗試，如

最優惠的線上封閉銷售平台「 有
購好康福利站」、主打即期品的

「9481補即站」，以及抓緊忠誠
客戶的「訂閱網」陸續上線，黃

懷恩很有信心地說，明年這三個

平台營業額翻倍不是問題。

「 有購好康福利站」屬於員
購網性質，省去傳統企業多以人

工處理員購業務的繁冗流程，現

在已有四、五家公司打算簽約合

作；「9481補即站」讓廠商多了
處理短效商品的通路，而且網站

給出的價格優於盤商，對廠商是

一大利多。

黃懷恩表示，對於廠商來說，

增加曝光機會就是一大誘因；對於

消費者來說，上述自有平台提供更

單純的服務，不管是撿便宜、或是

忠誠客戶想要定期購享優惠，都是

好處多多；而對欣新網本身，則有

更大的資訊量可以分析、驗證消費

者行為，持續精進行銷策略。

2017年整個市場規模僅有
20%的成長，但欣新網年度營業
額成長近一倍，關鍵在其獨有的

市場價值；黃懷恩自信地說，經

過這段時間的先期投資，已經更

清楚從流量到銷售的策略，未來

會讓投注的各項資源確實地轉換

為業績，締造更漂亮的成績單。

Functional Self-Owned Platform 
Builds Triple Win Model

H H G  m a d e  b r a n d  n e w 
attempts this year, including the 

uploading of websites, including 
Membershop, online platform 
for close selling that features 
the best prices, 9481sale, best 
known for its special clearance 
items, and「Subscribe.com」, 
which recruits and retains loyal 
followers. Huang predicted with 
confidence that revenue of all the 
three websites would double in 
the next year. 

Membershop is for employee 
pu rchases  and  he lps  save 
trouble and tedious process for 
companies in this regard. Four 
to five companies have already 
signed up to cooperate. On the 
other hand, 9481sale provides 
an additional channel at prices 
better than the wholesalers’ 
for manufacturers handling short 
sales products, thus working 
toward their advantage.

A c c o r d i n g  t o  H u a n g , 
manufacturers see the increase 
of exposure opportunities as a 
great incentive, while consumers 

enjoy purer service and more 
advantages, from lower prices to 
scheduled shopping privileges 
for loyal followers, both of which 
are provided by its self-owned 
platforms. In terms of HHG, 
it receives greater volume of 
information for analyzing and 
verifying consumer behaviors to 
continue perfecting its marketing 
strategies.

HHG near ly  doubled i ts 
annual revenue in 2017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a mere 20% of 
growth for the entire market. The 
secret lies in the company’s 
unique market value. Huang 
conf ident ly  announced that 
HHG has an even better know-
how from traffic flow to sales 
after its advanced investment in 
the recent past. Forward going, 
i ts various resources wil l  be 
fully transformed into business 
performance and even better 
results.■

「9481 補即站」網路平台，成功幫助廠商提升出清效益、提供消費者即期良品。
The internet platform 9481sale promotes clearance effectiveness for manufacturers with success 
and provides special clearance items of good quality for consumers. 

欣新網利用大數據後台，分析出截然不同的
消費者輪廓，以適度調整產品策略。
Using platforms backed by big data 
analytics, HHG gains totally different 
consumer descriptions and adjusts product 
strategies in alignment.

欣新網由欣臨企業與新竹物流
共同創立，是台灣市場最具規
模並唯一專注於網路銷售的商
品代理商，整合全面性數位資
源，為品牌規劃更精準的數位
行銷策略，創造出更高的電子
商務價值。
Co-established by THL and 
HCT, HHG takes the largest 
marke t  sha re  i n  Ta iwan 
and stands out as the only 
product  d is t r ibutor  that 
focuses on Internet sales. 
Th rough  p rec ise  d ig i ta l 
marketing strategizing for 
brands as well as integration 
of extensive digital resources, 
it has created higher value for 
electronic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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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臨母公司在台灣市場經營

快消品代理經銷多年，與

國際各大品牌廠商皆已建立了充

分的信任和默契。對於不同特質

的通路操作，也累積了豐富經驗

能高度掌握。不只如此，在倉儲

規劃、物流品質的維護方面，欣

臨亦整合有成。

面對中國如此龐大的市場，

憑藉著母公司所累積的經驗，期

待能在 3至 5年內將欣臨的成功

經驗複製到中國地區，創造比台

灣母公司更高的營業額。欣臨中

國事業群全國業務總監汪培勇表

示，期盼欣臨中國事業群能將所

有經營品牌產品皆推向同品類的

前三名，並在 5年之內營業額全

面超越台灣母公司。

The parent company of THL 

is a veteran FMCG distributor in 

Taiwan and the trusted partner of 

major international brands. The 

company boasts an integrated 

knowledge of both warehousing 

planning and the maintenance of 

high quality logistics as well as 

a highly specialized expertise in 

operating business channels of 

various nature.

THL expects to duplicate 

the success of its Taiwan parent 

c o m p a n y  i n  t h e  e n o r m o u s 

Ch ina  marke t  and  reg i s te r 

even higher revenues there in 

three to five years based on 

the business experience of the 

parent company. According to 

Peter Wang, the National Sales 

Director of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there will be two 

goals for the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the first will be to 

promote the products of all the 

brands THL represents, to rank 

amongst the top three categories, 

and the second goal will be to 

grow profits beyond that of its 

Taiwan parent company in every 

aspect within five years. 

欣臨集團已是台灣規模最大的快消品代理商，

然而成為頂尖，並不影響欣臨持續突破極限的心，

中國事業群將拓展欣臨更為遼闊的事業版圖。

THL tops the Taiwan market for FMCG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on a business scale. 
However, being the best has never stopped the group from pushing to the limit, 
and the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now plans to expand its business landscape. 
文／ Eva   圖片提供／欣臨

欣臨中國事業群新布局

欣臨中國事業群全國業務總監汪培勇。
Peter Wang, National Sales Director of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森田藥妝京東自營旗艦店。

「期盼欣臨中國事業群

能在 5 年之內營業額全

面超越台灣母公司。」～

汪培勇

“We expect the sales of the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to 
grow beyond those our Taiwan 
parent company in every aspect 
within five years.” ~ Peter Wang

合縱連橫  再攀高峰

中國事業群的四家子公司達

上、同宗、旺宗以及沛喜，分別有

著自己的任務，然而，在物流、金

流甚至是人才的整合上，彼此之間

亦能互相支援、合縱連橫，各有戰

略同時聯盟合作。

達上主要的業務範圍是實體

門市的代理經銷，目前主要客戶是

在中國有著將近 380 間店的大潤

發。2018 年，將先集中火力經營

佔據大潤發五成銷售量以上的華東

地區，進而再往其他區域推進。

同宗則是負責在虛擬通路戰

場開疆拓土，主要以京東、天貓兩

大中國最大商城為首要電子商務經

營目標。如同正在全力經營的藍寶

堅尼天貓旗艦店、森田面膜京東直

營旗艦店，未來持續拓展的每一個

合作品牌都將由一獨立、完整的電

商團隊量身規劃經營策略。

旺宗以母嬰與禮品市場經營

為主，沛喜則專注開發台灣對中國

的進口跨境業務，持續將廣受歡迎

的產品，透過不同通路推廣。

Reaching a Higher Summit 
with Strategic Planning 

The four subsidiaries of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Maximo Trade (Shanghai) Co 

Ltd,  Wong Zong (Shanghai) 

International Trading Co Ltd, 

Wong Zong (Shanghai) Trading 

Co Ltd and LA Passion Enterprise 

Co Ltd, each have an assigned 

mission. However, they are also 

mutually supportive allies who 

cooperate in logistics, cash flow 

and even talent integration while 

operating within their respective 

strategies. 

Maximo Trade is a provider 

of brick and mortar locations, 

whose major client is currently 

RT Mart, which owns nearly 380 

chain stores around the globe. 

For its 2018 business operations, 

Maximo Trade prioritizes the East 

China area, from which more 

than 50% of RT Mart’s revenue 

is derived, followed by driving 

revenues in other areas. 

Tong Zong takes care of 

territory expansion in the virtual 

channels, the main target being 

JD  and  Tma l l ,  t he  t op  two 

e-commerce companies in China. 

The Lamborghini Flagship Tmall 

Mall and Dr Morita JD are two 

examples of the all out effort by 

Tong Zong to continue developing 

each and every brand it works 

on using strategically tailored 

business plans with a complete 

and independent e-commerce 

team designated for each brand. 

The Expansion
of THL in China

2016 2017 2018年份

9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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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g Zong mainly operates 

business in the mother and baby, 

and gift and give-away markets, 

while LA Passion focuses on 

cross boarder  impor ts  f rom 

Taiwan to China. Both companies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popular 

p r o d u c t s  t h r o u g h  v a r i o u s 

distribution channels. 

以人為本  深耕中國

欣臨中國事業群總經理陳豐

欽指出，經營中國市場，需要與台

灣完全不同的管理思維，來統籌人

才。在許多業務處理與法規程序

上，亦與台灣有所差異。憑藉著過

去曾在中國職場奮鬥的五年經驗，

陳豐欽深深體會到團隊互動對於事

業群經營的重要性。

中國事業群由 2016年開始布
局，儘管相較其他經銷商起步較

晚，然而無論是與中國關鍵通路的

良好交情與合作默契，或是在台灣

所累積的品牌經營經驗，都是欣臨

無可取代的優勢所在，業務發展勢

必能以競爭對手的數倍速度發展。

在汪培勇業務管理的經驗、與陳豐

欽獨到且接地氣的領導之下，必能

帶領欣臨中國事業群，成為中國快

消品市場最頂尖的菁英團隊。

Growing Business in China 
with a People Focus 

According to Frank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the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g r ow ing  a  bus i ness  i n  t he 
China market requires a talent 
management mindset tha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used 
by THL in Taiwan.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business practices of Taiwan and 
those of China with respect to the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legal 
aspects. Speaking from his own 
work experience in China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Chen could not 
place enough emphasis on the 
teamwork and synergy needed to 
ensure good management within 
the business groups. 

The planning for the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began in 
2016, which was somewhat later 
than that of other distributors. 
However, THL has an unrivaled 
advantage both in  terms of 
connections and cooperation 
with key distribution channels in 
China and business experience 
in brand management in Taiwan. 
This will ensure that development 
is many times faster than that 
of the competitor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Wang and Chen, 
with their unique and localized 
management concepts,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will doubtlessly become the top 
elite team in the China FMCG 
market.■

沛喜 
LA Passion

旺宗 
Wong Zong

同宗 
Tong Zong

達上
Maximo

THL 
中國事業群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經營中國市場，需要

以在台灣完全不同的管

理方式統籌人才。」～

陳豐欽

“The  management  exper t i s e 
needed for business operation 
in the China market is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for Taiwan.” 
~ Frank Chen 

欣臨中國事業群總經理陳豐欽。
Frank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THL China 
Operations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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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llegrino
            Young Chef 2017 

文／林蔚文  圖片提供／欣臨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舉辦的年輕廚師競賽，是指標性的國際級廚藝賽事，此次

欣臨與原廠合作舉辦，不僅受到媒體注目，也為台灣產、學界帶來一場精彩的

國際交流。

精彩國際交流  聖沛黎洛年輕廚師競賽

媒體報導提升品牌知名度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品牌經理羅浩琳說，台灣西

餐領域持續發展中，只是這幾年大環境因素影響，台灣

餐飲業經營辛苦，年輕廚師也顯少有管道嶄露頭角。欣

臨向聖沛黎洛原廠爭取在台舉辦競賽，特別選擇在設有

廚藝專科的醒吾科技大學，除了讓在地年輕廚師有機會

站上國際舞台，也期望從學校扎根，讓台灣學界及年輕

學子有機會近距離觀摩各國參賽廚師的廚藝。

為了這場台灣少見的世界級廚藝競賽，欣臨更特

地舉辦台灣兩位入圍選手的見面會集氣，讓台灣民眾了

解這場國際賽事的意義與規模，提昇民眾的品牌印象，

很受媒體重視。而選擇與學校合作，也讓聖沛黎洛品牌

知名度進一步拓展至校園。

產學相互交流　締造雙贏盛會

此次邀請來台的亞洲名廚評審團，包括菲律賓

的 Margarita Fores、新加坡的 Jason Tan、印尼 Ray 

Adriansyah、香港 Bombana Umberto，以及台灣名廚

江振誠，藉由這次國際賽事，這些明星級主廚看到了台

灣市場的機會，更為學界帶來一場精彩的國際交流。

羅浩琳說，與聖沛黎洛合作舉辦這場廚藝競賽，

見識到國際大廠對於賽事規劃及活動呈現的細膩與堅

持，欣臨也與聖沛黎絡分享台灣市場、媒體及行銷活動

的操作模式。整個賽事對於品牌曝光、知名度提升成效

極大。■

01：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年輕廚師競賽東北亞區域賽首度移師台北舉行。
右起為欣臨集團董事長陳海天、本屆奪冠的台灣廚師陳子洋、聖沛黎
洛區域銷售經理 Mitch Walles。

02： 由台灣名廚江振誠（左二）等明星級主廚組成亞洲名廚評審團，正仔
細品嘗評選參賽者的料理。

03： 陳子洋奪冠的料理作品「品嚐台灣 The taste of Taiwan」。
04： 2017聖沛黎洛年輕廚師東北亞區域賽的九位參賽者與亞洲名廚評審團。

培植廚藝新秀，S.Pellegrino自 2015年起舉辦

聖沛黎洛年輕廚師競賽（S.Pellegrino Young 

Chef），提供 30 歲以下年輕廚師與世界各地菁英交流，

邁向全球廚藝舞台的機會，競賽每屆均吸引數千名優秀

廚師參與。2017年第三屆聖沛黎洛年輕廚師東北亞區

域賽首度移師台北，於 11月 6日在醒吾科技大學舉行，

台灣的廚師陳子洋以「品嚐台灣」奪冠， 預計於 2018

年遠赴義大利米蘭參與全球總決賽。

為

01

02
0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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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 Industry

把寵物當家人　鑫欣豐只給最好的

Only Best Love For Pets

貓狗與人的關係愈來愈緊密，

與其說是寵物，更像是親密互信的家人；

鑫欣豐提供最好的產品、永遠設想更多， 

讓原廠、公司與通路商之間的鏈結更加穩固。

文／莊羽芝    人物攝影／ Steven    圖片提供／鑫欣豐

拓展產品範圍　提供無微不至的照護

要在競爭激烈的市場立於不敗之地，唯有掌握趨

勢、盡早布局，劉文駿指出，鑫欣豐已擘劃出明確的

發展藍圖，第一步，是深化既有的產品版圖，既然寵

物食品佔寵物消費支出達四成、比重最高，公司將導

入更多元的寵物食品，如罐頭、零食、乾糧甚至天然

糧等。

現代人注重養生，這個風氣同樣被帶入寵物食品，

劉文駿表示，許多人將毛小孩視為家人，願意給牠們

更天然的食物；鑫欣豐看到這塊需求，將引入保健功

能訴求的天然糧，讓寵物健康成長無負擔。

鑫欣豐不只給予多元的食品選擇，更希望全面地

照顧到寵物需求，劉文駿直指：「加強服務範圍，是

我們的下一步。」

劉文駿說，目前代理產品如雀巢普瑞納（Nestle 

Purina PetCare），都以寵物食品為主，之後會擴大

用品項目，並加強自有品牌的研發能量，希望研製出

寵物適用的清潔、除菌產品，解決許多飼主困擾的寵

物掉毛、味道等問題。

除了擴大產品線，劉文駿強調，鑫欣豐的發展是

建立於跟客戶的互信關係，這也會是未來努力不懈的

目標。

劉文駿表示，鑫欣豐對於原廠一直秉持資訊透明、

真誠信賴的做法，也建立了深厚的經營默契；對於通

路商則是傾力協助，給予必要活動資源；這樣由上而

下緊密且互信的關係，使得寵物市場即便供過於求，

原廠、鑫欣豐和通路商仍能站在同一個陣線「打群

架」，相較於其他孤軍奮戰的業者，自然是勝率大增。

嗅出市場脈動　調整戰略布局

鑫欣豐除了耕耘產品的深度與廣度，也花不少時間

研究市場脈動，近幾年貓狗數量的消長，也成為影響行

銷策略的關鍵。

早期台灣貓狗的比重約是二比八，隨著年輕世代

對於貓的接受度大增，加上國人對貓的品種沒有明顯喜

好，劉文駿指出，近二年貓口成長相當快速，貓狗比例

已經接近三成五比六成五，鑫欣豐很快地掌握趨勢，也

將貓的產品類別視為明年拓展主力。

至於狗的部分，台灣許多犬隻面臨老齡化問題，如

關節退化、認知功能障礙等，然而經過多年陪伴，飼主

和寵物已建立深厚的情感，不希望寵物病痛纏身；劉文

駿表示，未來一年，鑫欣豐將導入高齡犬照護，以及分

享預防保健的觀念及產品給客戶端，讓飼主與愛寵能有

更多溫馨的陪伴時光。■

小孩直接坦率的情感、溫暖的陪伴，無疑是生活中最療癒

的事情，而年輕人對養寵物的接受度大大提升，也讓近年

台灣寵物數量快速成長。

鑫欣豐股份有限公司協理、專業獸醫師劉文駿表示，近幾年台

灣進口寵物食品金額年成長率平均約 5~8%，但大型連鎖寵物店數

的成長規模卻遠超過此速度，「市場其實是供過於求的。」

毛

01

01：日本風行 30 年，愛貓商品最多元最美味的品牌「貓倍麗」。
02：Unicharm 嬌聯寵物品牌「消臭大師」，日本寵物用品銷量 No.1。

02

鑫欣豐協理 / 股東，專業獸醫師劉文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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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蔚文  圖片提供／高雄榮總

愛不分國界！

欣臨企業落實企業社會責任，

於 2017年 11月參與高雄榮總的越南義診之行，

展現欣臨重視共享與友誼的永續價值與國際視野！

愛不分國界  越南義診友誼之行

臨集團總經理陳德仁及企劃部經理蔡玎佩、業

務部經理廖誌揚一行三人，在 11月 24日至 26

日期間，跟著高雄榮總國際醫療團至越南偏鄉義診，

看到當地物質及醫療資源的匱乏，深刻感受到當地居

民的辛苦與不便，當下除了深深為自己身在台灣的幸

福並珍惜外，也期許欣臨企業持續以幸福企業為願景，

善盡回饋社會公益之責。

高雄榮總行動醫療團近年來積極從事國際醫療義

診、醫事人才交流培訓活動，如今已涵蓋大部分東南亞

國家，包含越南、泰國、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及柬埔寨

等地區。這次在越南義診之行，醫療團長途跋涉至越南

深山區，為孤兒院孩童及當地民眾進行義診，看診人數

達 2,288人。

此行中，高雄榮總也與越南「林同省醫療局」簽訂

合作備忘錄，未來將共同合作菸害防治與兒童健康等長

期健康促進計畫，更期透過該項備忘錄，建立台越兩國

長期合作模式，定期交換醫事人員或駐地服務，提供實

質且持續的醫療援助。

欣
惜福 更有力量服務他人

欣臨長期投入多項公益活動，而這次參與的越南義

診，更是一趟台越兩國的成功醫療外交。蔡玎佩說，其

實一開始參與，欣臨並沒有特別考量要塑造企業形象，

陳總經理是在與合作夥伴聊天時，聊到越南義診行程，

決定除經費贊助之外，更希望透過親自力行，深入瞭解

當地居民現況，提供更適當的援助。

實際至當地並參與義診活動後，他們也才深刻體會

當地生活環境的匱乏，不僅村中幾乎沒有柏油路，醫療

器材、藥物等軟、硬體醫療資源也嚴重不足，更別提沒

有專業醫生的困境了。

參與義診活動幾天下來，大家都頗有感觸，「在台

灣的我們是幸福的，要惜福！」儘管偏鄉村落交通十分不

便，但看到每天有近 800位村民接受義診服務，心裡都是

充實而滿足的，「不少同仁聽說這次活動，也很希望下次

有機會能參與」。愛無國界，欣臨以愛開啟新視野，讓溫

暖友誼無限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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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ve Across
All B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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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欣臨參與高雄榮總國際醫療團至越南偏鄉義診，完成
一趟成功的醫療外交活動。2. 參與團員皆全力以赴，希
望讓求診的孩童及民眾早日脫離病痛之苦。3. 越南義診
地點在偏鄉村落，醫療資源及生活物資都很缺乏。4. 當
地民眾絡繹不絕地來接受高雄榮總國際醫療團義診服務。
5. 欣臨集團總經理陳德仁（右）與瑞鴻國際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長顏光輝，兩人擁有多年深厚情誼，此次聯手主辦
越南義診活動，一起攜手關懷弱勢、促進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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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stics

提升物流績效的秘訣

Keys to Enhancing
Logistics Performance

欣海物流為欣臨企業體系內專屬的

專業倉儲物流子公司，提供合作品

牌完善的倉儲配送服務，近年來致

力於物流倉儲系統優化，提供更為

順暢的物流服務，理貨準確度也由

原先的 98.8%提升至 99.7%。
文／ Eva   攝影／鄭暐琪

01

現代物流倉儲管理系統中，如何協同團隊合作，

共同提高倉庫理貨效率，一向是經營績效的重要

環節。欣海物流經理黎濬誠 Jimmy ，自接手欣海物流

管理工作一年多以來，便不斷向團隊同仁宣導「人和」

的重要性，無論是欣海同仁的向心力，或是來自母公司

欣臨的協助與支持，都讓欣海物流團隊更像是一家人。

在黎濬誠講求夥伴友誼的管理風格帶領下，2017

年已將人員補足、團隊架構穩定。另一方面，在確切提

升理貨準確度同時，更透過企劃端及倉儲管理，直接進

行溝通與整合，達成物流流程的全面改造。

舉例而言，在企劃端訂購各種分裝包材時，由於該

物料能存放時間較長，因此有時一次採購份量較大，但

對於倉儲管理而言，將帶來空間成本的負擔。 未來，

將在物流供應鏈中，整合銷售、進貨的排程，進行更精

準的控制，讓每一分倉儲空間，都能有最佳的利用。

由於欣臨集團品項多元，倉儲管理相對複雜，如美

髮用品、食品等不同品項，皆有特殊的倉儲需求，未來

欣海物流也將導入系統自動化相關概念，以條碼標籤收

貨建檔，取代人工進貨上架與紙上盤點流程，降低收貨

與人工盤點的出錯風險，以全面提升倉儲績效及物流處

理效能。■

在

01： 欣海物流經理黎濬誠 Jimmy 接手欣海物流一年多來，有效提升了理
貨時效準確度。

02： 未來，欣海物流將導入自動化相關概念，以全面提升倉儲處理效能。

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