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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分工是一件很
重 要 的 事！ 細 膩 分 工
之 間， 進 行 有 效 的 團
隊 合 作， 以 發 揮 綜 效
關 係， 成 功 的 機 會 就
越 大。 欣 臨 很 重 視 人
才， 期 勉 集 團 裡 的 每
個 同 仁， 能 團 結 一 致
展 現 熱 忱， 齊 心 努 力
去 分 工 承 擔， 必 能 享
有很棒的收穫！」
～欣臨集團董事長
陳海天
"Specialization within a company is
vital!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have a
greater chance of succeeding through
effective teamwork with a fine-grained
division of labor. THL takes humanresource very seriously. We encourage
everyone in the group to show team
spirit and work together in their
respective areas of specialization to reap
a great harvest."
~THL Group Chairman David HT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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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圖、文／編輯部

2018 高雄國際食品展覽會
欣臨餐飲
事業群第二次
聯合餐飲代理
品 牌， 參 與 台
灣南部最大的
食 品 展 覽 會。
為期四天精彩
活動，安排了豐富的試吃活動、主廚料理秀、調飲
秀等，現場吸引大批民眾聚集觀展。本次活動更特
別針對餐飲通路品牌的主力新品，設計研發出新菜
色及調製飲品，並邀請南部知名飯店主廚與餐飲通
路客戶一同參與，讓品牌端能更近距離的向專業經
銷商與末端客戶推廣商品，同時也對欣臨餐飲有更
深的認識。2019 年，餐飲事業群預計將擴大舉辦食
品展覽會活動，並規劃參與台北食品展，敬請期待！

阿華田瑞士復古餐車巡迴活動

TABASCO® X 台北 W 飯店
150 年週年慶辣麼狂快閃餐車活動
創立於 1868 年的 TABASCO® 辣椒汁，2018
年適逢品牌創立 150 年週年慶，TABASCO® 於世
界各大城市紐約、倫敦、上海進行了餐車活動慶

源自瑞士的百年經典品牌 Ovaltine 阿華田連續

典，活動的最終站來到了台北Ｗ飯店，於 2018 年

兩週週末（12 月 1、2 日及 12 月 8、9 日），分別

12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 月 13 日，讓火辣又溫暖的

於台北市微風松高廣場、新北板橋大遠百前舉辦「阿

TABASCO® 陪民眾度過一個歡樂又美味的耶誕與

華田瑞士復古餐車巡迴活動」。充滿瑞士風情的復古

跨年。

餐車，由享譽國際的國寶大師顏振發師傅親自北上

這次活動特別將車頭打造成一個可愛的辣椒

繪製，復古餐車上的瑞士地標少女峰、瑞士國犬聖伯

人， 因 造 型 令 人 驚 喜 成 為 熱 門 拍 照 打 卡 點！ 餐車

納，搭配冬季雪景呈現 1920 年代的瑞士風情，讓現

上 的 餐 點， 延 續 了 TABASCO® 全 球 一 直 在 推 廣

場朋友深刻體會這份源自瑞士的經典美味。

的中西結合料理，由台北 W 飯店行政主廚 Joshua

12 月 1 日 活 動 邀 請 到

Marshall 推 出 台 北 Ｗ 飯

藝人小禎（胡盈禎）擔綱「阿

店紫艷餐廳知名的紫艷烤

華田酷脆力一日大使」，她

鴨，結合經典墨西哥捲餅

以阿華田脆酷力抹醬為材

的創意料理，讓台灣民眾

料，手作示範親子晨間一同

感受到 TABASCO® 辣椒

輕鬆製作美味早餐，如三明

汁與中式食材搭配後，有

治、優格飲品等。活動現場

趣卻又協調的好味道！另

不但邀請消費者品嘗阿華田

外 還 有 多 種 TABASCO®

脆酷力抹醬的絕妙口感與滋

調製的酒精、無酒精飲料

味，每逢整點就進行互動遊

與甜點，都是令所有人意

戲，並限定販售獨家優惠商

想不到的全新味蕾體驗！

品組合「陽光早餐組」及「瑞
士風味組」，讓消費者感受
最瑞士風的美味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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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圖、文／編輯部

TABASCO® X 聯華食品卡迪那
推出聯名天然洋芋片
欣臨團隊在歷經至少半年與
美 國 McILhenny 公 司 溝 通 後，

最有效益的整合行銷
欣臨週展現卓越執行力
欣臨週是欣臨團隊整合各國嚴選最好的品牌及

TABASCO® 與台灣聯華食品卡迪

商品，在實體通路推出主題焦點銷售活動，以提供消

那合作推出的品牌聯名洋芋片終

費者快速便利的選購方案，其活動展現出專業效益，

於 應 運 而 生， 於 2018 年 9 月

正是欣臨整合行銷團隊的卓越能力。現代的銷售模式

開始在全台好市多通路販售。

已從單一方式，轉化成複合整合消費者體驗的主題銷

最早的合作想法，是以 TABASCO® 辣

售，欣臨週企劃想法，提供通路一個快速有效的解決

椒汁，佐聯華食品經典零食商品可樂果，但在聯華

方案，透過欣臨協助各品牌整合資源，並以專業強大

食品研發人員測試下，TABASCO® 辣椒粉與卡迪

營銷執行能力，將跨品類 / 品牌商品，進行最有效益

那結合迸出的全新好滋味讓人驚艷，於是洋芋片搶

的整合行銷，強化通路 / 消費者 / 原廠 ( 品牌 ) 之間

先上市！

的緊密關係，充分展現了欣臨卓越執行力。

聯華食品卡迪那品牌經理蕭靖芬表示：「正因
為 TABASCO® 天然無添加的成分，與卡迪那全天
然系列洋芋片概念不謀而合，所以馬上嘗試結合，
沒想到這味道大家一試都上癮了！」商品上市後，
立刻在 FB、IG 網路社群上掀起討論，好評聲浪不
斷，預計明年將至上海好市多進行販售。

全家便利商店 Let's Café
現調唐寧茶熱銷 200 萬杯
再推冬季限定奶茶
全家便利商店 Let's Café 繼 2018 年初與英國
皇室御用唐寧茶攜手，以時下英倫風尚的 mocktail
為 概 念， 推 出 高 質 感 的 現 調 果 茶 系 列， 熱 銷 超 過
200 萬杯。口碑熱銷，乘勝追擊，11 月再推出冬季
限定現調茶飲「伯爵醇奶茶」、「四紅果醇奶茶」，
其分別以唐寧皇家
伯 爵 茶、 四 紅 果 茶
為 基 底， 經 過 唐 寧
茶專屬調飲顧問嚴
謹 的 風 味 測 試， 加
入 溫 牛 奶， 讓 濃 郁
茶香跟奶香完美融
合， 並 於 11 月 20
日起，全台 3300 間
店舖同步開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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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

Efficiency
and
Synergies
高效率綜效整合
創造多贏成果
欣臨企業代理的品牌超過 60 個，產品線從
食品、糖果、沖調飲品、日常用品到專業
沙龍用品等，全面網羅日常生活所需，且
持續擴大品牌代理的廣度與深度，透過最
具效率的經營團隊、簡化供應鏈流程，致
力為原廠、通路及代理商創造綜效多贏局
面。
THL represents over 60 brands in
industries ranging from food and
beverages, confections, and powdered
drinks to daily necessities, professional
salon supplies, and nearly every other
daily life need. It is also expanding and
deepening its brand representation,
drawing on a highly efficient
management team and streamlined supply
chain processes to create win-win results
for producers, channels, and agents alike.
文／ Sabrina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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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線廣且深 一站式服務創造綜效
1949 年投入代理市場，欣臨企業走過 70 個年頭，營收與獲利
年年攀升，且近 5 年來每年都有超過 20％的成長動能，代理商品超
過 60 個，產品線也持續增加廣度與深度，站穩國內最具規模、深
具國際化的專業代理商龍頭地位。
欣臨企業代理商品多元、多樣，可一次提供通路端所需之產品，
降低通路操作上的複雜度，以餐飲通路為例，過去水、茶、酒、醬
料等需向不同代理商訂購，多張訂單影響採購、進貨等效率，欣臨
企業一站式服務解決通路需求，且僅需一趟物流即可滿足所需，有
效節省人力、物力等成本，大大提高綜效。
擁有上百支產品線，是欣臨企業最大優勢，所代理之國際知名
品牌，皆具有品質保證，透過一站式服務，欣臨企業成為餐飲通路、
零售通路的最佳合作夥伴，未來還將持續深化產品線，壯大一站式
服務的廣度。

Integrating Product Lines to Deliver One-Stop Service
In the seven decades since entering the agency market in
1949, Taiwan Hsin Lin Enterprise Co., Ltd. (THL) has steadily
increased revenue and profits. The company posted more than
20% growth in each of the past five years alone. It has also
broadened and deepened its product line to encompass more
than 60 brands, making it Taiwan's largest professional agency
with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reach.
Product diversity positions THL to provide one-stop
service for a full range of needed channel end products and
simplify channel operations. In the food and beverage segment,
for example, water, tea, alcohol, sauces, and related items
previously needed to be ordered from different agencies with
multiple purchase orders that affected procurement and stocking
efficiency. THL has resolved this problem with one-stop service
and single-trip logistics meeting channel needs at lower labor and
material costs and enhanced synergies.
THL enjoys a formidable advantage through broad product
coverage, representing more than a hundred high-quality items
under 60-plus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brands. The company
will continue to deepen and expand its product line to provide
one-stop services and consolidate its position as the best retail
channel partner for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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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鏈不斷優化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面對時代不斷進步，欣臨企業也與時俱進，持續優
化供應鏈，以求做到最好。過去就曾將「原廠出貨 -> 代
理商倉庫 -> 通路倉庫」的供應鏈模式，直接縮短為「原
廠出貨 -> 通路倉庫」，不僅節省成本、提高效率，更達
到環保、節省能源的效益。
「創造效率」並非易事，欣臨企業本身必須有規模
夠大的物流體系，且 IT 資訊系統持續優化，並隨時保持
讓供應鏈更好的想法，搭配科技的進步，才能讓產品在
供應鏈效率上，獲得最大優勢，同時將降低的成本回饋
給客戶，讓終端消費者享有最好的價錢、最高品質的產
品，這是欣臨企業不變的初衷。

Optimizing Supply Chains in a Relentless
Drive to be the Best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is an ongoing mission at

14

THL. The company is strives relentlessly to keep ahead
of the times and lead the industry through constant
improvement. One such improvement has been to
replace the old supply chain model of moving products
from the factory first to agent warehouse and then to
channel warehouse, with direct factory shipments to
the channel warehouse. This innovation has enabled
THL to reduce costs, improve efﬁciency, and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greater energy efﬁciency.
Efﬁciency is not easy to achieve. THL's success in
this regard has hinged on its success in developing a
sufﬁciently large logistics system,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IT systems, and constantly bringing better ideas and
technological improvements to its operations. These
efﬁciencies enable the company to realize its mission of
reducing costs to customers so consumers can enjoy the
highest quality products at the best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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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端行銷整合 串連所有產品線影響力
身為全台快銷品代理商龍頭，欣臨企業不畏繁瑣，定期派出業務親
自走訪全台所有通路照顧產品，延續供應鏈一站式服務的精神，欣臨業務
也會以最有效率的時間，將公司齊下所有代理之產品仔細檢視，並且積極
了解通路端需求，即時反應與改善，正因如此，欣臨企業才能不斷進步。
為強化代理產品在消費者的品牌形象，欣臨也與零售通路合作舉辦
「欣臨週」，整合明星商品或當期主打商品，在 DM 或廣告版面聯合露出，
橫向串連多品牌的影響力，縱向強化個別產品的銷售力，在消費者心中植
入良好品牌形象，協助通路端銷售產品的量能。
欣臨也深耕多元通路，零售通路涵蓋賣場、網路電子商務、餐飲、
美髮、自動販賣機等，消費者不論走到哪，都看到欣臨企業代理之商品，
自然加深對品牌的好感印象；對原廠來說，多元通路優勢，更帶動銷售動
能，有助創造原廠、欣臨、消費者三贏局面。
秉持著「給消費者最好產品」的理念，欣臨嚴選合作之代理品牌，
且提供給消費者與原廠售價相差不遠的價格，不夠好、對國內業者與民眾
沒有獨特性的商品，就不列入考慮，且細細考量不同產品在銷售通路上的
相互搭配性，互補而非替代，通路端自然而然樂於一同銷售、拉抬業績。

Increasing Influence Through Integrated Marketing
As Taiwan's leading agent for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FMCG), THL pays attention to the finer details. The company
regularly sends personnel to visit channels and build on the one-stop
service spirit of its supply chain. THL also conducts careful and timely
reviews of products it represents and seeks to understand channel
end requirements to respond and improve in real-time and constantly
improve.
THL also seeks to strengthen the consumer image of represented
brands by holding "THL Week" with retail channel partners. This event
provides joint exposure for star and leading products through direct
mailings and ad pages. The campaign horizontally links the inﬂuence of
multiple brands, longitudinally strengthens sales of individual products,
and fosters a good brand image among consumers to support channel
end sales.
THL has also developed a broad-based retail channel network
encompassing stores, e-commerce, restaurants, beauty salons, and
vending machines, providing consumers ubiquitous exposure to THLrepresented products and building a strong brand impression. For
producers, THL's multi-channel edge can drive sales momentum and
create a triple win outcome for producers, THL, and consumers.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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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L carefully selects the brands it represents to provide
the very best products for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seeks
to do more than just provide consumers a price close to the
original factory price. It works exclusively with products unique to
domestic businesses and the public. It also carefully considers
the compatibility of different products to ensure that items in its
sales channel are complementary, further stimulating channel end
interest in joint marketing to boost performance.

最具綜效的代理平台
欣臨企業早已站穩業界龍頭地位，只選用欣臨企業所代理之快銷
品，幾乎就可以解決一天生活所需，子公司不斷開枝散葉，更將觸角
延伸到中國大陸，代理之品牌產品項目越來越細。
不過直到今日，欣臨企業所有事業體仍共用物流、後勤團隊、IT
系統、會計財務、宣傳行銷、律師、總務等公司所需資源，合縱連橫
發揮最大效力，攜手為原廠及通路提供最細緻、最即時的服務。
未來，欣臨企業將持續壯大，做為世界各國原廠在台灣的代理
商，欣臨企業提供的服務，永遠比原廠想得更多、目標也更高，致力
於做最好、最有效率、最具綜效的代理平台。

Most Comprehensive Agency Platform
THL has long been a leader in the agency industry. The
company brands covering a range of fast-moving consumer goods
meeting almost every daily life need. Through its subsidiaries, the
company has steadily branched out with operations to mainland
China and increasingly reﬁned brands.
All of the businesses under THL continue to share the same
distribution and logistics teams, IT systems, accounting and ﬁnancial
operations, marketing, legal, general affairs, and other corporate
resources.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alliances enable the company to
achieve maximum efficiency and work closely with producers and
channels to provide the most meticulous and timely service.
Going forward, THL will continue to grow as the Taiwan agent
for facto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company will also continue
to provide a level of service surpassing producer expectations
in its commitment to providing the best, most efficient, and most
comprehensive agency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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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ner Perspectives
印尼 Indofood 駐台灣代表 高玉如
Amy Kao, Country Manager
Indofood CBP Sukses Makmur Tbk

Indofood is Indonesia's largest food company
and owner of the Indomie brand. Launched in 1970,
Indomie has commanded up to 90% of Indonesia's
instant noodle market, earning it a reputation as

合作夥伴談欣臨
文／ Kika

圖片提供／ Indofood、沙威隆

沙威隆總經理 陳秀玲
Sally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Savlon

focus on core brand value in family care. It is exploring
a line of care wipe products for the senior care market
and new scented shower gels for younger consumers.
The company is also making adjustments and changes

the country's "national noodle." Indomie is also the

沙威隆在台銷售超過 40 年，是抗菌類身體清潔用

world's "best-selling instant noodles," with annual

品領導品牌，多年來以獨家專業 ICP 抗菌配方，徹底

When Sally took over the reins as General

sales of 17 billion packs in 120 countries worldwide,

洗淨並抑制多數細菌，全系列沐浴乳產品均不含三氯

Manager of Savlon last October, she brought to her new

沙 (Tricolon)、不含皂、酒精、Paraben 防腐劑，溫和

job more than 2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procurement

不刺激，其健康抗菌品牌形象深植人心。

and business operations at large foreign companies,

Indofood's Taiwan representative Amy Kao says
that Indomie was ﬁrst introduced to Taiwan as part of

to upgrade its brand feel.

Indofood's commitment to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沙威隆總經理陳秀玲表示，2015 年欣臨集團取得

among them P&G. Since joining THL, she has been

the company hoped that Indonesian workers could

沙威隆經營權後，讓通路布局涵蓋更廣泛，包含量販、

deeply impressed by the team synergy at the group.

enjoy authentic ﬂavors from home and Halal certiﬁed

超市、便利商店及經銷商涵蓋的中小型超市，並擴大開

"Terence is an extremely open and quick-thinking CEO,"

food in Taiwan. With the rise of Taiwan's instant

發禮贈品市場與醫藥通路等。對於產品線的開發，延續

she says. She recalls several discussions with Terence

noodle market and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長久呵護全家人的品牌核心價值，針對老人照護將評估

over business strategy, noting that the THL CEO had

Indofood 為印尼最大食品公司，旗下產品營多麵

Southeast Asian cuisine, Indomie has expanded to

推出照護用濕紙巾；對於年輕消費者市場，則推出全新

a knack for quickly finding solutions that combine

自 1970 年推出後，在印尼市佔率曾高達 90%，素有「國

serve Taiwan's local consumer market through PX

味道的香氛沐浴乳，從品牌質感提升進行調整與變化。

resources across different departments, brands and

民麵」之稱，至今已熱銷至全球 120 多個國家，每年

Mart, Carrefour, and other major retail channels.

去年 10 月接任沙威隆總經理的陳秀玲，過去曾在

subsidiaries to maximize synergies. The enthusiasm

Indofood 駐台灣代表高玉如（前排右三）及 Indofood 團隊。Indofood Taiwan
representative Amy Kao (front row, third from right) with the Indofood team

銷售達 170 億包，榮登世界「最暢銷的速食麵」寶座。

Amy Kao bring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marketing,

大型外商如 P&G 等公司，擔任 20 多年的採購與業務要

and proactive spirit of the company management

Indofood 駐台灣代表高玉如表示，營多麵最初引

sales, and cross-department affairs to her job from

職，加入欣臨集團後，對團隊綜效合作的效率，印象非

has further impressed Sally that THL is a high caliber

進台灣，是為善盡企業責任的信念，讓來台工作的印尼

previous positions at several major international food

常深刻。「欣臨總經理 Terence 是一位很開放、思想也

company able to leverage powerful synergies.

籍勞工朋友，能吃到道地家鄉味及清真認證的食品。但

and FMCG companies and retail channels. After

很快速的 CEO ！」她分享幾次與 Terence 討論到業務

隨著台灣速食麵市場崛起，東南亞口味逐漸掀起潮流，

teaming up with THL in July 2017, she has chalked

策略，他總能很快速的提出整合各子公司資源的解決方

營多麵也開始導入台灣消費者市場，除了原有的外籍勞

up impressive results through channel integration

案，讓綜效成果極大化，而跨部門、跨品牌、跨子公司，

工通路，更切入了全聯、家樂福等主要零售通路。

and investment in brand marketing, trade and media.

資源都能相互分享，各主管也都熱情且主動，讓陳秀玲

曾在數家國際知名食品 / 用品大廠及零售通路擔任

Leading supermarket chain PX Mart announced sales

深深感受到，欣臨一個充滿綜效整合力的優質企業！

要職的高玉如，行銷、業務、跨部門經驗豐富，2017

data ranking Indomie Mie Goreng as the third-best

With over 40 years of history in Taiwan, Savlon has

年 7 月開始與欣臨合作後，更透過通路的整合及品牌

selling brand of instant noodle in 2018, trailing only

has grown to become the leading brand of antibacterial

行銷於通路及媒體的投資，交出了漂亮的成績單。在超

Taiwan brands Science Noodles and Uni-President

body cleaning products in the market today. During

市龍頭全聯公布的 2018 年統計泡麵銷售量，營多印尼

Minced Pork Flavored Instant Noodles.

this time the brand has fostered an image for healthy

Kao believes that competitiveness hinges on

antibacterial products made with a proprietary ICP

tapping synergies with a combined effect greater

formula that thoroughly cleans and inhibits most types

高玉如開心表示，贏得競爭力的關鍵，在於綜效

than the sum of their separate effects. "THL is an

of bacteria. Savlon's full range of mild and non-irritating

的發揮結合 1+1>2 的力量，「欣臨是一家很有信用的

exceptionally trustworthy and reputable company in

shower gel products are also free of triclosan, soap,

公司，在業界評價也非常好，選擇與欣臨合作，成功

the industry. It is also an excellent partner for tapping

alcohol, and the preservative paraben.

發揮綜效成果，是很棒的決定！」。她也非常感謝欣

synergies." Kao deeply appreciates the support from

Savlon CEO Sally Chen says that since winning

臨團隊的協助，特別是價格結構的計算、進 / 銷 / 存管

the THL team. In the areas of price calculation, sell-in

management rights for Savlon in 2015, the THL

理以及促銷投資組合成效分析等 ，都很公平、透明，

& sell-out, and inventory management, and promotion

Group has extended the brand's channels to small

並能站在如何極大化品牌銷售和投資效益的角度思考，

effectiveness analysis, the company is particularly

and medium supermarkets, including volume sellers,

合作過程很愉快！

fair, transparent, and able to consider things from the

convenience stores, and franchises. It is also expanding

perspective of maximizing brand sales and investment

in the gift market and drug store channels. In terms of

efﬁciency, making cooperation a joy!

product development, Savlon will continue its long-term

炒麵奪下銷量第三名，僅次於台灣本土品牌的科學麵及
統一肉燥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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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威隆總經理陳秀玲。Savlon General Manager Sally Chen

21

People

餐飲市場求新求變
Food Service 強化品牌影響力
專訪國賓大飯店餐飲事業群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 李元琦
台灣近 10 年餐飲市場變化相當大，消費者不斷追求新鮮感，
整個餐飲市場除了既有的台式、中式、西式等料理，
東南亞、韓國口味也陸續加入，餐飲業戰國時代儼然來臨，
欣臨因應市場變化，強化多品牌實力，
並著重多通路發展，藉此鞏固業界龍頭地位。
本篇報導將專訪 THL Food Service 團隊的業務處長 First、行銷處長 Vincent，
以及國賓大飯店餐飲事業群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李元琦，
暢談台灣餐飲市場行銷策略及雙方合作愉快經驗。
文／ Sabrina Chang

Food
Service
Strengthen
Brand
Influence
22

攝影／鄭暐琪

圖／欣臨、國賓大飯店

多通路策略一直是欣臨企業的強項，不過對於個

談及與欣臨企業合作的經驗，國賓大飯店餐飲事

別客戶的耕耘，欣臨企業也相當用心，Food Service

業群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李元琦表示，過去 10 多年與

餐飲業務部處長詹前蘆表示，飯店通路一直是欣臨的重

欣臨 Food Service 的合作相當滿意，他以唐寧茶為例，

點，「國賓飯店更是我們的指標客戶」，每年採購的品

在國賓的消耗速度相當快，若有急單的情況，欣臨都會

項、品牌都持續增加，超過 10 年的合作讓雙方有相當

儘速達成國賓的要求，且產品品質廣受國賓客人的好

的默契。

評，多年合作下來經驗相當愉快。

國賓大飯店持續成功打造各種規模形式的飯店及

A Cut 牛 排 館 品 牌 成 立 之 初， 國 賓 就 選 用

餐廳品牌，從五星級國際觀光飯店，到年輕世代喜愛的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礦泉水，李元琦說，主要是該款

設計酒店意舍品牌、屢獲殊榮的 A Cut 牛排館、全新食

礦泉水的品牌形象，與 A Cut 牛排館相當吻合，不僅

尚川菜廳 ... 等餐飲品牌，皆有出色亮眼成績。

口感柔順和諧，也是國際知名的義大利品牌，與高級、
時尚劃上等號。

處，
牌的好
品
多
、
本，
多品項
力等成
物
、
「欣臨
人力
，
也減少
便
的好評
方
人
客
不僅
國賓
質廣受
。」
品
品
當愉快
且產
相
驗
經
作下來
群
多年合
飲事業
餐
店
大飯
元琦
～國賓
經理李
總
司
分公
兼台北

A Cut 牛排館推出澳洲南部的牧場 Mayura 飼養的頂級巧克力和牛。

國賓大飯店餐飲事業群兼台北分公司總經理李元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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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龍頭地位合作自然成形

精品葡萄酒市場走出獨特之路

聊到與欣臨合作的起源，李元琦理所當然地說，

欣臨本就有代理水、茶等飲品，秉持著「酒水一家」

「欣臨這麼有名，採購部門一定有它的資訊。」且欣臨

的理念，欣臨 Food Service 餐飲部行銷處長謝宗翰表

所代理的品牌相當多元、豐富，因此合作自然而然形

示，欣臨一年前切入精品葡萄酒市場，不過不同於其他

成，超過 10 年時間的淬煉，欣臨成了國賓強而有力的

紅酒進口商，先做酒、才做水，欣臨比較像是後發品牌，

後盾。

先透過水打開西餐通路，再乘著既有通路優勢，導入精

另一方面，對第一線採購部門來說，向同一家代理

品葡萄酒。

商購買多種產品，不僅方便也減少人力、物力等成本，

謝宗翰說，欣臨找了一批在業界相當有經驗的團

李元琦指出，這就是欣臨多品項、多品牌的好處，一次

隊，逐步開發市場，過去一年最大的任務是搜集新、舊

可以做好的事情，不需要個別找不同廠商處理。

世界的葡萄酒品牌，並逐步拿下代理權，引進台灣市

更重要的是，國賓與欣臨合作多年來，從味好美、
唐寧茶、S.Pellegrino 聖沛黎洛礦泉水、Tabasco 辣椒

場，再透過既有水、茶通路導入，打開封閉性市場的大
門。

汁等，從未被廚師或第一線服務人員「客訴」，消費者

迴異於開放性市場的葡萄酒，以及單價上萬的高

滿意度也極高，李元琦說，欣臨代理的品牌都是品質保

級葡萄酒，謝宗翰說，欣臨主打有個性的精品葡萄酒，

證，因此每年的進貨量穩定成長，品項、品牌也不斷增

價錢落在數千元之間，特色是數量不多、酒莊有其特

加。

殊性，不以量取勝，就是要走出一條屬於欣臨 Food

在餐飲通路端進行李錦記招牌菜料理的宣傳展示牆。

Service 的獨特之路。

多通路行銷核心策略
多通路行銷一直是欣臨的核心策略，詹前蘆說，

未成年禁止飲酒；飲酒過量，有害健康

欣臨正逐步將觸角深入中餐、西餐、手搖飲料店、空
廚、夜店、酒店等，各種屬性完全不同的通路，不僅
可鞏固欣臨的龍頭地位，也可創造更多元的商品組合，
為原廠尋找更多機會。
多通路搭配多品牌戰略，詹前蘆分析，對消費者
來說，欣臨透過不同的商品組合，讓其在不同通路，有
各種全然不同的享受，同時品牌間也可聯手打響個別品
牌知名度，強化欣臨的形象，有助通路產品銷售。
詹前蘆表示，多通路雖然增加執行面的複雜度，
不過以全台 57 個監獄通路為例，欣臨原先僅有供應勁
量電池，成功拿下台塩海洋離子水的代理權後，借力使
力將海洋離子水攻入本就經營的監獄通路中，加深欣臨
代理商品組合、創造共效，同時為原廠拓展通路據點、
增加產品曝光度。
參與欣臨餐飲部門初創時期規劃的詹前蘆說，第
一個 10 年定位在導入更多商品組合、員工專業訓練、
計畫性推廣行銷等，目前皆已達成，未來挑戰就是要為
餐飲業提供更多的解決方案，橫向串連不同產品發揮綜
效率，餐酒市場會是接下來的重點。
國賓大飯店旗下的粵菜廳、川菜廳、A Cut 牛排館，均獲得《台北米其林指
南》餐盤推薦殊榮。圖為 A Cut 牛排館接待區。

「台灣餐飲市場越來越多變，
消費者對於新鮮感的渴求也越來越重，
因此要如何因應市場變化是欣臨的重要課題。」
～欣臨餐飲行銷部處長謝宗翰 Vin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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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記新品發表會。

打開餐飲封閉性市場 強化欣臨品牌影響力

通路定義模糊 欣臨跨界整合

封閉性的 B2B 餐飲市場是欣臨近期拓展品牌影響

另一個市場現象是跨界結合，謝宗翰說，保養品

力的重要場域，從廚師協會、餐飲學校等切入，透過

牌、珠寶品牌、出版業等紛紛插旗餐飲業，從咖啡店

講習會、新品發表等深入廚師界，並且以原廠品牌廣

逐步拓展市場，並且透過吃與消費者溝通、奠定品牌

告牆等模式，在餐飲學校強打品牌形象，一步一腳印

形象，這是未來的大趨勢，新鮮感、變化性、差異化

就是為了強化欣臨在封閉性 B2B 市場的影響力，進而

等消費者習性，欣臨要透過代理更多品牌，抓住消費

打開更多餐飲通路。

者的胃。

服務的深化也相當重要，欣臨 Food Service 定期

跨界結合之外，過去零售、餐飲通路區隔明顯，

為廚師舉辦產品說明會，不時與知名廚師合作，示範

不過近幾年不少企業雙管齊下，甚至逐步走向通路整

最新代理品項的運用，為第一線使用欣臨代理產品的

合，謝宗翰舉例，便利商店的鮮食便當、量販店的熟

廚師激發更多靈感，也可拓展通路及市場。

食等通路邊界都模糊化了，目前市場上沒有全零售或

「 廚 師 界 的 大 賣 場、 一 站 式 購 物 首 選 」 是 欣 臨
Food Service 強打封閉性市場的最終目標，欣臨有著

全餐飲，欣臨同時經營零售與餐飲的通路優勢這時就
顯現出來。

多品項、多品牌的優勢，代理產品從酒、水、茶、調

欣臨在零售通路整合促銷活動，聯合多品牌力量

味料等無一不包，可一舉滿足餐飲業內場和外場的需

強化銷售量能，並藉此將客戶導入餐飲通路，如此發

求，期望欣臨如此鮮明的形象與特色，深深烙印在廚

揮欣臨在跨通路的整合能力，並因應目前市場上的趨

師及餐飲業者腦海，開發新品項時第一個想到要使用

勢，展現欣臨合縱連橫的綜效實力。

的就是欣臨代理之產品。

餐飲業 3 年一循環 欣臨隨時因應市場變化
從餐飲業營業額逐年攀高，以及各個行業紛紛搶
進來看，餐飲業前景可期，不過詹前蘆認為，餐飲業每
3 年就是一個循環，若是跟不上變化的速度，恐怕只會

消費者求新求快 欣臨緊跟市場脈動

詹前蘆舉例，過去幾年流行義大利麵，去年開始

近 10 年來，台灣餐飲市場越來越多變，謝宗翰說，

走下坡，目前韓式餐廳、烘焙麵包店才是市場主流，接

台灣受到各國文化影響，近期東南亞料理越來越常見，

下來的大趨勢是火鍋，不分春夏秋冬都有消費者上門消

台灣餐飲市場沒有最多元，只有更多元，消費者對於新

費，只是 3 年一循環的市場經驗，欣臨必須隨時緊貼市

鮮感的渴求也越來越重，因此要如何因應市場變化是欣
THL Food Service 在圓山飯店舉辦的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礦
泉水教育訓練。

加速被市場淘汰。

臨的重要課題。

場動脈，調整到最佳步伐。
欣臨 Food Service 走過第一個 10 年，接下來台

觀察近 5 年台灣餐飲市場營業額，每年都以 3％的

灣餐飲業逐步邁向戰國時代，不過正這是欣臨的最大優

速度成長，超越其他眾多產業，2017 年全年營業額已

勢，百家爭鳴代表通路樣態多變，跨域整合、新口味引

經突破 4,500 億元；2018 年 11 月因百貨週年慶的集客

領市場等，欣臨有著超過 60 個品牌代理的優勢，再加

效應，帶動聚餐人潮，單月營業額達 367 億元，創歷
年同期新高，年增率達到 3.9％。

上不同事業體的合縱連橫，以及各個事業體共同分享物
流等系統，必然可持續深化業界龍頭地位。

近幾年，百貨業逐漸擴大餐飲品牌家數及占地，
量販業、飯店業也紛紛加入戰局，不斷推陳出新，並且
逐步拓展不同消費市場，謝宗翰認為，餐飲業整個往上
走的趨勢相當穩定，再加上外食人口不斷增加，單身經
濟顯現，對欣臨來說就是個很好的市場機會點。
消費者不僅求新求快，謝宗翰也發現，經過多次
食安問題後，消費者的食安意識提高，產品品質變得相
當重要，價格仍然重要但不再是首要決定的項目，因此
欣臨必須持續代理高品質、價格合理的產品。

「多通路行銷一直是欣臨的核心策略，
各種屬性完全不同的通路，不僅可鞏固欣臨的龍頭地位，
也可創造更多元的商品組合，為原廠尋找更多機會。」
～欣臨餐飲業務部處長詹前蘆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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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茶第一品牌唐寧茶 持續跨界創造話題
300 多年來，英國唐寧茶一直以經典品牌形象，引領全球時尚品茶文化。
2018 年底，唐寧持續推陳出新，以現代時尚的生活風範，帶給消費者更大的滿
足，一款連獲兩項國際大獎的英國皇室御用唐寧茶 TWININGS 鉑金系列新品 -「薑芒綠茶狂想曲」正式與台灣相遇。
多年來，欣臨在飯店業、尤其是五星級飯店領域，有極深的耕耘。幾年來，
唐寧茶也經過多元的行銷操作及經營，消費者早就可在全球知名五星級飯店，品
味優雅皇室茶品。此次也結合唐寧茶原廠台灣英聯食品集團的行銷資源，與全球
時尚餐旅指標 W Taipei 跨界合作，以英國皇室御用唐寧茶 TWININGS 鉑金系列

TWININGS 唐寧茶師示範薑芒綠
茶狂想曲淬茶。

新品「薑芒綠茶狂想曲」為主題。
這趟品茶的感官饗宴，皆用唐寧鉑金系列各茶款為基底，共創作出 17 款作
品，包含甜點、特調飲品等，不僅讓唐寧茶呈現更多元的風貌，也讓消費者在英
國皇室優雅氛圍中，對英式茶飲有更充分的全感體驗。

多元行銷風格 攜手超商掀話題

TWININGS 唐寧茶與 W Taipei 聯名調飲茶點及特調飲品。

冬日下午三點，手上有杯熱熱、暖暖、甜甜的唐寧醇奶茶，是上班族一天

創造品牌最大價值
飛雪涼喉糖 Fisherman's Friend、唐寧茶 TWININGS
一直以來，欣臨企業以「讓每個台灣家庭都能享用到世界最好的產品」為使命，
多元通路、效率、行銷，創造了原廠、欣臨與消費者的三贏，是欣臨日益卓越
的主要原因。文／林蔚文

圖／ Fisherman's Friend、TWININGS

中，最期待的小確幸。2018 年 4 月初，TWININGS 聯手全家 Let's Café 現調
果茶系列活動，擄獲許多女性上班族的芳心，兩家企業乘勝追擊，2018 年冬天
再度攜手推出「唐寧醇奶茶」，用一杯香氣四溢的英式奶茶，讓上班族享受最
幸福的時刻。
這兩波與便利商店的聯名活動，也是唐寧率全球之先，首度與便利商店通
路聯名，將「TWININGS 唐寧茶」這個高端茶葉的品牌，打入女性上班族市場，
掀起話題，再次成功拓展品牌銷售市場的深度與廣度。
這波暖心的 TWININGS X Let's Café 唐寧醇奶茶系列，以唐寧皇家伯爵茶、

經典品牌飛雪涼喉糖 開創消費新市場
小小的鐵盒上，印著一艘船及白鬍子漁夫的飛雪涼喉糖 Fisherman's

茶香跟奶香完美融合。這兩款茶皆是以唐寧茶所認證的黃金比例所調製，每杯茶

Friend，這個在 1865 年，由英國藥劑師 James Lofthouse 以薄荷和桉樹混

飲皆使用 3 包茶包量，伯爵醇奶茶以唐寧皇家伯爵茶為基底，淬出擁有佛手柑芬

合的液體研製而成，為方便漁民隨身攜帶改良成口含片，行銷全球 100 多個

芳及醇厚紅茶香後，再加入溫牛奶，讓濃郁奶香與香醇紅茶融為一體。四紅果醇

國家。在 20-30 年前，曾經是台灣人耳熟能詳的涼喉糖，卻因為時空因緣在

奶茶則以草莓、覆盆子、櫻桃紅醋栗為底，加入溫牛奶後，莓果酸甜氣息更加誘人。

台灣市場上消失，但它的好味道及潤喉的效果，仍不時有網友在網路上懷念

從全家唐寧茶網路討論聲量可發現，「特色專屬杯款」深受民眾喜愛，並會

及詢問。

2018 年欣臨集團接下 Fisherman's
Friend 飛雪涼品牌，以專業行銷
能力與經驗，為新一代消費者帶
來全新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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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紅果茶為基底，經過唐寧茶專屬調飲顧問嚴謹風味測試，加入溫牛奶，讓濃郁

紛紛打卡上傳與友人分享，成為民眾購買原因之一。此次也規劃「皇室紫」、「倫

2018 年，欣臨集團接下 Fisherman's Friend 飛雪涼這個品牌，並希望

敦藍」兩款聯名杯款，「皇室紫」以英國肯辛頓皇宮的品茶場所「Orangery 橘園」

以 60 年以上經營消費通路的專業行銷能力與經驗，重新讓消費者記憶起這

融入花園意象而進行設計，「倫敦藍」則以唐寧茶屹立超過 300 年，位於倫敦市中

個老字號的口味，由於藥局的客群及藥師，大都對品牌有印象，因此飛雪涼

心的斯特庄街 Strand Street 216 號的創始店為背景，兩款皆為英國著名地標，搭配

選擇從藥局通路出發，也希望這個品牌能為新一代消費者帶來新鮮的體驗。

時尚色調設計，英國街頭形象鮮明。同時「全家」在台北、台中、高雄推出打卡特

經過 153 年，Fisherman's Friend 已發展出數種口味，更針對年輕族群的

色店，吸引網美拍照打卡。

需求，開發出水果味潤喉糖，包括：健怡檸檬味、柑橘味及黑加侖風味的潤喉

此次與便利商店通路聯名合作的操作，不論是在媒體聲量及拓展消費者市場

糖。在市售的涼喉糖當中，飛雪涼的味道在市面上非常獨特，屬於最涼的喉糖

的深度與廣度，都有極亮眼的表現。在超商一陣咖啡及茶飲品激戰中，以唐寧茶時

之一，產品當中的植物萃取讓味道更為突出，這對追求獨特及超涼口味的年輕

尚、頂級的品牌資產，「英式下午茶」成功創造新的消費者需求，大大滿足台灣消

消費者，是最大的吸引力。

費者的味蕾，讓唐寧茶以英式品味在台灣創造出另一個高峰。

Let's Café 英 國 皇 室 御 用 唐 寧 茶
聖誕節慶紅色杯款以倫敦地標大
笨鐘、聖誕期間為購物人潮載送
禮物的計程車展現英式聖誕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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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auty Care
Marketing Strategies
美力覺醒—美妝保養的行銷策略
台灣女性美容產品消費市場已突破千億大關，特別是健康自然取向、個性化消費產品
正夯，欣臨旗下子公司佩芙堤及維新國際，看準這股覺醒的「美力」，積極代理優質
女性美容美妝產品進入台灣市場，不管是品牌或產品都獲得優勢口碑及網路聲量！
文／ Kika 圖片提供／佩芙堤、維新國際

美

容保養潮流不斷推陳出新，

台灣，更是因為佩芙堤與黛絲恩原

以天然為訴求的保養產品，

廠的愉快合作過程，讓日本更加重

近年來更是大行其道，欣臨子公
司佩芙堤即是聚焦於身體保養品、

Bonheur 法文中代表幸福、

髮品、香氛沐浴、居家潔淨、保健

幸運、愉快、快樂的意思，這次活

食品等產品的代理行銷，從裡到外

動不但再度成功優化黛絲恩在台的

呵護身體，為消費者提供健康「美

品牌力，並在網路上啟動行銷話

力」。

題。目前粉絲團已收到不少消費者
詢問 Diane Bonheur 新品訊息，

日本黛絲恩
Diane Bonheur Party
再創行銷話題
佩芙堤於 2018 年取得日本知

台灣網紅 KOL 張家慈 Maggie 開心參與日本東京 Diane Bonheur
Party 活動。

日本東京 Diane Bonheur Party 邀請台灣藝人陳語安出席，見證 Diane Bonheur
玫瑰香水精油洗護髮系列的奇蹟魅力。
2018 年上市的 eos 新品 Crystal 晶透唇部精華球，以革命性創新
無蠟成分，帶來新一波的唇部護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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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台灣市場的行銷與曝光。

名洗護髮品牌 Moist Diane 黛絲恩

大家都非常期待，期待今年 3 月
上市能創造銷售佳績！

熱銷全球 美國 eos 護唇膏
成功搶攻美妝市場

夯爆泰國的 BabyBright X Winnie the Pooh
小熊維尼系列彩妝系列。

行榜，台灣更獲得口碑熱賣！

代理權，透過一連串的行銷策略

來 自 美 國 eos 伊 歐 詩， 於

活動，贏得消費者的好感與信賴。

2007 年創立，2009 年推出全球第

夯爆泰國 Baby Bright 小熊維
尼系列彩妝正式登台

看重台灣市場潛力且肯定佩芙堤的

一顆亮眼且具功能性的球狀造型護

接續風格美妝潮流話題，維

行銷創意，2018 年底日本黛絲恩

唇膏，繽紛多樣化的潤唇球造型，

新國際更進一步代理泰國著名大牌

另一系列奢華品牌 Diane Bonheur

成功引領市場潮流，成為美國、加

Karmart 旗下的 Baby Bright 與迪

在日本發表，12 月 7 日在日本東

拿大、德國市佔率第一的護唇品

士 尼 合 作「BabyBright X Winnie

京 舉 辦 Diane Bonheur Party 活

牌，至今銷售遍佈歐、美、亞洲等

the Pooh」小熊維尼系列彩妝，包

動，邀請了台灣藝人陳語安，四

18 個國家。

含蜜粉餅、唇膏、二合一唇彩筆，

位 KOL 網紅—逸歡 Clina、曾玄

一直以來，欣臨子公司維新

以及二合一眉筆等四款產品，商品

玄 Sena、查理 Charlene、張家慈

國際專注於開發代理世界各地具潛

設計成復古書本造型，用色粉嫩，

Maggie，以及《美麗佳人》、《大

力的潮流品牌與商品，商業總監陳

加上萌翻的小熊維尼圖案，連粉撲

美人》雜誌、鏡傳媒、妞新聞四家

淑玲 Joanne 表示，eos 品牌定位

都是滿滿的維尼！

媒體的時尚美妝編輯，一同前往日

與維新國際以輕鬆打造時尚、潮流

這組夯爆泰國的小熊維尼系

本參與盛會。

及健康的個人化生活風格態度一

列彩妝產品，可愛度爆表完全征服

當天會場布置主題為玫瑰

致，2018 年 3 月從 DKSH 手中拿

女孩們的心，過去即是網路代購發

花 園， 每 位 貴 賓 都 沈 浸 在 Diane

下 eos 品牌代理後，積極進行整

燒商品，維新國際於 2019 年 1 月

Bonheur 玫瑰香氛世界裡，深刻

合行銷策略，強化品牌及商品在台

21 日起在康是美藥妝店獨家販售，

感受 Diane Bonheur 經典工藝香

灣的知名度，並透過母集團欣臨的

四款商品成分都注入滿滿小熊維尼

水「Rose de Mai」玫瑰香水精油

通路優勢，成功搶攻競爭激烈的開

最愛的蜂蜜，蜂蜜萃取為天然保濕

洗護髮系列的幸福魅力。佩芙堤行

架式美妝商品市場。

劑，使肌膚營養度、飽水度增加，

銷經理黃子宸表示，台灣是 Diane

2018 年上市新品 Crystal 晶

Bonheur Party 活動在亞洲區唯一

透唇部精華球，以革命性創新無

儘管台灣美容保養品市場的

受邀的單位，除了因台灣人熱愛日

蠟成分，輕薄透氣不黏膩，萃取 5

競爭激烈，但潮流女力當道，讓美

本旅遊、喜歡逛日本藥妝店，希望

種植物精華油，訴求深層潤澤，保

容商機無限，未來欣臨集團也將持

透過台灣藝人、媒體及 KOL 網紅

濕度增加 32%，帶來新一波的唇

續深耕美力版圖，滿足消費者對美

們的新品體驗，將第一手資訊帶回

部護理革命，橫掃美國藥妝通路排

容保養品的多元需求。

剛上市即掀起搶購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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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yingOpportunities

in Southeast Asia, THL Enters
the Philippine and Vietnam
瞄準菲律賓／越南市場 欣臨搶攻東南亞商機

美妝 / 點心品項搶攻菲律賓市場
「相較於 2017 年， SJ Conso 在 2018 年的業績已成長 20 倍；
更希望 2019 年能再有 5 倍以上的成長。」～ SJ Conso 總經
理葉建廷 Jimmy
SJ Conso chalked up 20-fold growth in 2018 and is shooting for another five-fold
gain in 2019." ~ SJ Conso CEO Jimmy Yeh

欣臨由 2015 年開始籌畫進軍

葉建廷也提到，菲律賓的人

菲律賓市場，並在 2016 年底正式

口是台灣的四倍多、面積是台灣的

成立子公司 SJ Conso，致力將母

八倍大，再加上有 7,000 以上個小

公司欣臨所代理經營的眾多優良品

島，在通路經營上複雜度非常高；

牌，帶進菲律賓市場，讓更多消費

因此，SJ Conso 需要有很多的經

者認識。在 2018 年底，SJ Conso

銷商夥伴協助。

SJ Conso 總經理葉建廷 Jimmy
SJ Conso CEO Jimmy Yeh

Taking Aim at the Philippine's
Cosmetic and Snack Food Markets
After two years of planning
and preparation, THL realized its
ambition to enter the Philippines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SJ

已經是有 10 位夥伴一同努力的小

另一方面，也由於在菲律賓

Conso Inc. at the end of 2016 with

型團隊，儘管目前還是相當年輕的

藥妝店通路正持擴展店，如屈臣

公司，但未來發展前景無可限量。

氏就以每年增加 20% 店面的速度

a mission to bring the high-quality

SJ Conso 的終極願景，是將

快速成長中。因此在 2019 年，葉

「欣臨模式」在菲律賓市場「複製

建廷也將秉持著自身經營美妝、

貼上」。但是要達成終極目標，就

保健商品的豐富經驗與管理專長，

必須先做到「接地氣」。也就是說

引進更多此類別的產品，再創銷

必須了解菲律賓當地的風土民情，

售佳績！

才能進一步分析本土消費者的需
求；也才能夠在行銷策略上更準確
的擊中消費者的痛點，觸發對於品

菲律賓
整體零售銷售

CAGR
20.4%

brands represented by THL to
consumers in the Philippines.

803.61
億美元

牌的認同感。
2016 年成立的 SJ Conso 將母公司欣臨代理的眾多優良品牌，成功引進菲律賓零
售市場。Established in 2017, SJ Conso has successfully introduced a range of
excellent THL-represented brands to the Philippine retail market.
菲律賓通路經營上複雜度高，儘管現代化零售通路高速成長，但傳統雜貨店
通路仍盛行，SJ Conso 不僅將產品推到現代化通路，也成功行銷至傳統雜貨
店。Despite the rapid growth of modern retail channels, traditional grocery
stores remain popular in the Philippines. Facing this highly complex channel
environment, SJ Conso Inc. not only markets products through modern
channels, but also successfully sells through traditional grocery stores as well.

在達成最終目標之前，為因
應 菲 律 賓 獨 特 的 通 路 生 態，SJ
Conso 選擇更務實且穩妥的發展
策 略。SJ Conso 總 經 理 葉 建 廷
Jimmy 說，台灣有九成以上快銷

667.55
億美元

品是經由現代化的連鎖通路販售，
然而在菲律賓，連鎖通路的比重卻

以全球經濟市場局勢來看，東南亞將是未來世界經濟成長的重要市場，隨著高經濟成
長的驅動力，東南亞地區的零售市場亦具有高度發展前景。欣臨看準這股新興市場的
龐大商機，已野心勃勃、蓄勢待發，目前已成功布局菲律賓與越南。
Southeast Asia is emerging as an important engine of futur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one with highpotential retail markets driven by booming economies. THL is ambitiously positioning to tap the huge

只有五成以下；儘管比例正在逐年
連鎖通路都無法取代傳統雜貨店
通路。有鑑於此，在 2019 年，SJ
Conso 將持續經營點心零食品項，
目前已成功拿下義美、宏亞旗下零
食品牌，也將陸續洽談來自中國的

already it is making headway in the Philippines and Vietnam.

食品廠商，準備進軍當地傳統雜貨

文／ Eva

店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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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 2019

成長，但是在未來十年內，現代

business opportunities in this region. The company understands that success is built on hard work, but
圖／ SJ Conso、瑞鴻

2014

根據研究單位 Euromonitor 的資料顯示，菲律賓在 2014 年的整體零售銷售值達 667.55 億美元，
預估在 2019 年成長到 803.61 億美元，2014 至 2019 年的複合成長率達 20.4%。其中實體通路
占 97.66%；非實體通路僅有 2.34%，主要包含投幣式販賣機、電視購物、直銷、網路／手機購物
等。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非實體通路在過去五年快速成長，複合成長率達 46.5%。（資料來源：
Euromonitor）
According to data from market researcher Euromonitor, the overall retail sales value in the
Philippines reached US$66.755 billion in 2014 and is estimated to grow at a 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CAGR) of 20.4% to reach US$80.361 billion in 2019. Physical channels account
for 97.66% of this total, leaving only 2.34% of the market to non-physical channels, consisting
mainly of coin-operated vending machines, TV shopping, direct marketing, and online/mobile
shopping. However, sales through such channels have grown at a CAGR of 46.5% over the past
ﬁve years. (Source: Euro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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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效強力聯手！優質越南蔬菜進軍 CVS 通路
「未來欣晨將針對 CVS 通路需求設計規劃商品，首先將透過
栗子風味的地瓜打開市場。」～瑞鴻副總經理林振山。
"Taiwan Hsin Chen will design products to sell through CVS channels,
starting with chestnut-flavored sweet potatoes."~Thuy Hong Vice President
Lin Chen-shan.

看好越南蔬菜的強大產品力，欣臨於 2018 年正式成立的子公司欣晨，計畫將越南冷凍蔬菜進口
台 灣。Seeing strong product potential for Vietnamese vegetables, THL established its Vietnam
subsidiary Taiwan Hsin Chen Enterprise to import frozen vegetables from Vietnam to Taiwan.

By the end of 2018, SJ

the fast-selling consumer goods

channel operations in this market.

Conso had formed a small team

(FSCGs) are sold through modern

At the same time, drug

of 10 partners. Though young,

chain stores, compared to more

store chains are growing in the

the company sees unlimited

than 90% in Taiwan. Modern

Philippines. Watsons is increasing

development potential ahead.

chain stores are capturing a

its store count in the Philippines

growing ratio of FSCG sales

by 20% a year. Yeh plans to

in the Philippines, but they are

introduce more in the beauty and

unlikely to replace traditional

health care product to drive sales

grocery stores in the next ten

higher, drawing on his extensive

years. In 2019, SJ Conso wil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therefore continue to develop

experience in this sector.

SJ Conso ultimately seeks
to "copy and paste" THL's model
to the Philippine market. First,
though, it needs to become
"grounded" in the local market
by understanding local custom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further
analyzing the needs of local
consumers. The company also
needs a marketing strategy that
can accurately connect with
consumers and cultivate brand
identity.
SJ Conso has also
developed a pragmatic and
sound development strategy to
face the challenges presented
by the unique channel ecology
in the Philippines. Company
CEO Jimmy Yeh says that in
the Philippines less than 50% of
34

放眼東南亞市場，欣臨不僅

瑞鴻副總經理林振山表示，

在菲律賓插旗，更積極與越南農業

以往瑞鴻專注於冷凍與乾燥蔬菜兩

食品科技公司瑞鴻展開合作。

條產品線的開發，在 2019 年初估

瑞鴻越南廠區的地理位置具

將投資一千萬台幣擴建全新的食品

備得天獨厚的地理氣候、土壤與海

調理區，推出低溫真空油炸的即食

拔條件，看好越南蔬菜的強大產品

產品。第一步將以栗子風味地瓜起

力，欣臨於 2018 年正式成立的子

步，並且進口台灣挑戰 CVS 通路

公司欣晨，已開始積極與瑞鴻展開

銷售。在瑞鴻強大的產品力支持之

合作，未來也將拓展更多產品線。

下，未來欣臨也將再創產品線。

瑞鴻深耕冷凍與乾燥蔬菜生
產技術超過 15 年，已累積將近 30
支品項，主要外銷至日本、中國、
台灣、新加坡等地，其中以具有栗
子風味的冷凍地瓜最具特色，特殊
的口感深受各區域市場消費者歡
迎。

its snack food business. The
company currently represents the
I-Mei and Hunya snack brands

欣臨放眼東南亞市場，積極與越南農業食品
科技公司瑞鴻展開合作。THL is cooperating
closely with Vietnamese agricultural food
tech company Thuy Hong with eyes on the
Southeast Asian market.

and will successively negotiate
with Chinese food companies to
bring their products to traditional
grocery store channels.
Ye h a l s o n o t e s t h a t t h e
Philippines is four times as
populous as Taiwan and eight
times larger, with more than 7,000
small islands. SJ Conso depends
on support from an extensive
network of dealer partners to
navigate the highly complex

被法國藍帶美食協會評比亞洲區即時辣麵第 2
名的金博家「蔥蔥回魂麵」，其中關鍵的蔥
花獨門醬包，即是由欣臨與瑞鴻合作生產進
口至台灣。THL and Thuy Hong partnered to
produce and import to Taiwan the specialty
green onion sauce packs used in Jinbo
Selection's SOul Spicy Noodles, picked by
Le Cordon Bleu as Asia's second-best instant
spicy noodles.

Tapping Synergies to Sell Highquality Vietnamese Vegetables
through CVS channels

than 15 years experience in
developing frozen and dried
vegetable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company currently produces
nearly 30 items, mainly for
export to Japan, China, Taiwan,
Singapore, and other areas. One
of the company's most distinctive
products, chestnut ﬂavored frozen

Beyond the Philippines, THL

sweet potatoes, has gained

is entering another Southeast

popularity among consumers in a

Asian market through cooperation

number of regional markets.

with Vietnamese agricultural

Thuy Hong Vice President

food tech company Thuy Hong

Lin Chen-shan says that Thuy

Enterprise Co., Ltd.

Hong previously focused on

Thuy Hong's Vietnam plant

developing frozen and dried

is located in an area with the

vegetable product lines. In

ideal geography, climate, soil, and

2019, the company plans to

elevation conditions for vegetable

invest NT$10 million in a new

farming. Anticipating strong

food prep area and release low-

market potential for Vietnamese

temperature, vacuum packed

vegetables, THL established

ready-to-eat fried foods. The

Taiwan Hsin Chen Enterprise in

company will start with chestnut

2018. The Vietnam subsidiary

flavor sweet potatoes and aims

has partnered with Thuy Hong to

to sell this product through CVS

plans to expand this collaboration

channels in Taiwan. THL plans

with new product lines in the

to create new product lines in

future.

the future with Thuy Hong's solid

Thuy Hong has more

product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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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潤發在中國擁有 400 家門店，
是達上重要的通路合作夥伴。

「中國市場有如汪洋大海，商機及機會無處不在，但同樣充
滿風險及挑戰。這一仗，我們有相當的信心與決心！」～達
上 Maximo 總經理陳豐欽 Frank

達上 Maximo 總經理陳豐欽 Frank。

兩年穩紮穩打
建立擴展中國市場根基

Maximo's

10-year Drive to become THL
in the China Market

線上、線下兩路並進
10 年內要成為中國 THL

「我常常形容中國市場有如
汪洋大海，商機及機會無處不在，

達上成立至今兩年，合作品

通路合作方面，達上過去兩年

但同樣充滿風險及挑戰。」陳豐欽

牌包括美素奶粉（菲仕蘭）、英聯

來專注於目前中國量販店通路龍頭

分析，達上目前所面對的主要競爭

食品（阿華田，唐寧茶）、美國

大潤發。陳豐欽指出，大潤發在中

同業，多數在中國投資、操作經驗

味好美調味料系列、越南 G7 中原

國擁有 400 家門店，幾乎是台灣量

超過 20 年，達上落地中國不過兩

咖啡、Tabasco 辣椒油、Pladis、

販店總數的 3 ∼ 4 倍之多，產值當

年時間，「所以我不得不說，我們

EOS 等，品項眾多且涵蓋範圍廣。

然不在話下；新的一年將在此基礎

的壓力其實相當大，面對的挑戰也

在中國市場打拚兩年，陳豐欽

下，與歐尚、好市多、盒馬鮮生、

是非常嚴峻。」

特別提及，最早合作的美素奶粉，

高端超市 OLE、City Super 等線下

不過，達上秉持著與客戶建

經過達上兩年來的努力及經驗，獲

通路合作，同時拓展天貓、京東、

立緊密關係與客情、重視員工養成

得其高度肯定及讚賞，顯示達上的

蘇寧易購、考拉等線上重點客戶。

等核心價值，再加上欣臨集團在

表現越來越出色，因此原廠願意積

中國地大物博，達上的區域

快銷品代理領域的豐富經驗與多

極協助，同時爭取與達上在客戶延

操作策略仍將優先專注於大華東區

品牌優勢下，「以打群架的概念，

伸及區域拓展上的擴大合作。

域，涵蓋上海、江蘇、浙江、安徽

結合及善用所有集團資源，整合所

美國味好美與欣臨集團合作

等，陳豐欽說，主要實體客戶在大

有集團力量，這一仗我們有相當的

超過 30 年，達上進軍中國市場後，

華東的業績，基本上涵括全中國業

信心與決心，未來達上在中國的快

味好美大力支持，雙方合作從東北

績超過 50％，因此聚焦在華東不

銷品領域，必定能成為一號響叮噹

區域開始，2019 年味好美將最重

僅能掌握關鍵銷售，也攸關人力運

的角色。」陳豐欽發下豪語，要在

要的華東大區業務轉移給達上，陳

用、物流配送之布局，藉此創造最

10 年內，讓達上成為中國市場的

豐欽說，這是對達上的最大肯定，

有效率的戰略意義。

THL。

也讓未來雙方的合作更上一層樓。
新的一年開始，達上將陸續
與瑞士利口樂、美國 Smucker's、

達上力拚 10 年內成為中國市場 THL

澳 洲 Lucas Papaw、 台 灣 宏 亞 食

達上 Maximo 貿易公司 2016 年 10 月在中國營運，乘著母公司欣臨集團在台灣快銷品
代理的龍頭地位優勢，2017 年營業額一舉翻了 6 倍，總經理陳豐欽 Frank 發下豪語，
「目標在 10 年內將達上變成中國市場的 THL。」

欽相信，這些新的合作，將使達上

文／ Sabrina Chang

品等優質的國際大品牌合作，陳豐
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里程大大地往前
推進一步。

圖片提供／達上 Maximo
達上 Maximo 聚焦華東掌握關鍵銷售，以創造最有
效率的豐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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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H Galaxy
Reorganizes
for Rapid Growth
重整再出擊 欣新網營收成長再翻倍
在傳統的企業組織型態中，
通常業務與行銷夥伴各為不同部門所管理，
然而此架構無論在職權或業務管理上，
都已不是最適合電商團隊的經營模式。
2017 年 1 月，欣新網大膽重組業務與行銷團隊架構，
2018 年已經看到優秀成效，
展望 2019 年，營收成長將無可限量。

新網創立至今已邁入第五

In the five year since its

also come increasingly tougher

年， 經 過 五 年 成 長， 不 負

establishment, HH Galaxy has

challenges. To stand firm in a

眾望，交出漂亮的營收成績單，業

lived up to expectations with

highly competitive market, HH

remarkable growth that has

Galaxy will need the ability to

boosted earnings 20-fold higher

"sprint ahead with small steps"

than in its first year. With this

and quickly embrace the most

r a p i d g r o w t h , h o w e v e r, h a s

appropriate marketing strategies.

欣

績達到創辦初期的 20 倍。但大量
成長的營收，也同時意味著，欣新
網的未來挑戰將更加艱難。欣新網
必須具備「小步快跑」的能力，快
速轉換最適宜的市場戰略，才能在
競爭激烈的市場，站穩腳步。

「欣新網掌握了許多品牌，如何透過這些品牌創造話題，
是銷售成長的關鍵。在 2019 年，消費者將會需要更多
的『感動』，而不是『活動』而已。」～欣新網業務總
監王崇軒 Gutz
"HH Galaxy works with a host of brands and understands that the key
to growing sales is to create buzz around these brands. In 2019, consumers
will demand more experiences and not just activities." ~ Gutz Wang,
Business Director of HH Galaxy

Traditional companies typically divide business and marketing operations into separate departments.
This organizational model, however, is less than ideal for e-commerce operations,
both functionally and from a management perspective.
In January 2017, HH Galaxy boldly reorganized its business and marketing teams.
The change began showing impressive results in 2018
and the company sees unlimited revenue growth potential ahead in 2019.
文／ Eva

攝影／ Eva、鄭暐琪

HHG

通路
平台倉

品牌倉
流程優化後
每月可節省 6%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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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tting Logistics Costs and
Realizing Brand/Platform
Synergies

progress and ability to invest
more of the marketing budge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in brand management made

a growing business typically

possible by working with HH

appear first in logistics. HH

Galaxy in reconfiguring shipping

Galaxy Business Director Gutz

processes.

Wang says that logistics pose
an immense challenge and
shipping fees are a major cost.
Renegotiating a cooperation
program with brand owners is
another challenge facing the

節約物流成本
品牌 / 平台創綜效

changes, as well as the revenue

business team.

With the strong backing from
brand owners, HH Galaxy began
to adjust warehousing processes
and develop best practices
for different brands in 2018.
According to Wang's analysis,
the new shipping process

Over the past year, Wang

and reduced shipping costs

業務量一旦增加，率先出現

has worked to minimize brand

have freed up more resources

的挑戰便是物流的串接。欣新網業

owner concerns over business

for business investment and

務總監王崇軒 Gutz 表示，物流的

adjustments at HH Galaxy. His

achieve remarkable long-term

串接是很有挑戰的，運費也是很大

team put together a list showing

growth from brand sales over

的成本開支，若要與品牌端重新談

the differences in logistic costs

large e-commerce platforms.

判合作方案，也將會是業務部門一

before and after the adjustments

HH Galaxy is in constant

項很大的挑戰。

and shared this information with

communication with vendors and

為降低品牌端對業務調整的

vendors. Such transparency,

platforms to identify the most

疑慮，過去一年中，王崇軒帶領著

based on mutual trust with

efficient approach for both sides

業務團隊，重新表列物流規劃調整

vendors, has helped brand

and boost performance by 30%

前後的成本差異，與廠商互信基礎

owners to understand the

or more.

之下，以公開透明的資訊進行溝
通，品牌端便能明白，與欣新網攜
手調整貨運流程後，能為合作帶來
多大的營收進步，也才能有更多行
銷預算投資在品牌經營上。
回顧 2018 年，在品牌商的大
力支持之下，開始調整入倉流程，
並 不同的品牌商，找到最符合效
益的作法。王崇軒分析，在調整貨
運流程、節省運費之後，讓資源做
更好分配投資到生意，一個品牌在
一個大型電商平台上，長期下來累
積的成長是相當驚人的！欣新網透
過不斷跟廠商、平台溝通，找出讓
彼此營運更有效率的方法，也讓業
績有 30% 以上的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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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品牌優勢
深度感動行銷
展望 2019 年，如何使品牌銷
售業績持續成長，依然是欣新網的
首要任務。然而，由於如今電商環
境已非常成熟，並建立了一套全新
的經營脈絡與生態體系，品牌若要
實現長期的營收成長，就必須跳脫
「下殺」與「破盤」，才能帶來業
績的迷思。
王崇軒分享，過去品牌對於電
商的看法，多以超低價來帶動銷售
額，但是透過效率化的平台媒合與
品牌經營，並提出更有力的內容行
真正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一味下殺

Integrating Brand Advantages
for Deep Experiential Marketing!

價格的銷售策略，正逐漸在電商市

In 2019, sustaining brand

on cutting prices is bound to

場失效，王崇軒說，未來的電商時

sales growth will remain HH

fail in the e-commerce market.

代，「感動」將比「活動」更重要！

G a l a x y ' s t o p p r i o r i t y. T h e

In the future e-commerce era,

因此，未來欣新網將持續整合

e-commerce environment today

experience will be more important

旗下大量品牌與商品，透過掌握眾

is highly mature. For brands

than "activities," Wang says.

多品牌及品項的優勢，與各大平台

to achieve long-term revenue

合作，進行深度的感動行銷，以創

growth in this new business

造更多品牌話題引發消費者共鳴，

context and ecosystem, they

如此才能兼顧品牌質感、通路營收，

need to first overcome the myth

展現欣新網的最大優勢與價值。

that performance hinges on rock-

銷，針對目標客群投放溝通，才能

bottom pricing.

A sales strategy based merely

With this in mind, HH Galaxy
will continue to integrate the
numerous brands and products
it represents and leverage their
respective advantages to conduct
deep experiential marketing in

Gutz Wang notes that, in

partnership with major platforms.

the past, the majority of brands

This strategy aims to generate

believed that e-commerce sales

consumer buzz around the

were driven by ultra-low pricing.

brands, giving equal attention

However, meeting consumer

to brand feeling and channel

demand depends more on

revenues, while highlighting HH

efficient platform matching and

Galaxy's biggest advantage and

brand management, as well as

value.

more robust content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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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argeted communication.

Care
欣臨餐飲策劃經理劉曉瑜回憶：「當天我與一位
奶奶吃飯閒聊，她很得意要我看看她的新髮型，當我誇
讚很好看時，她笑得跟孩子一樣燦爛。看她吃著滷肉，
一直誇讚『很好吃』的開心神情，讓我感動難忘！」
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團活動舉辦一年多來，劉曉瑜
說每一次內心感觸都很深刻，特別是台灣逐漸走向高齡
化社會，當她在長照中心時，最能直接感受到人在面對
歲月與疾病時的無奈，但是當這些老人家感受到關心與
愛時，卻又像孩子一樣單純，給予滿滿的笑容回饋，讓
她更確定義煮行動絕對不能停下來，因為每一步都走得

2018 年第五場名廚義煮活動在桃園龜山的亮翌洗衣庇護工場舉
辦，邀集 19 位五星名廚熱情參與。

很有意義！

餐飲界熱烈迴響 做菜也能改變世界
關懷身心障礙者
19 位五星名廚點亮寒冬暖光

Bringing

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團活動獲得各界熱烈迴響。

Warmth in Winter

2018 年初規劃義煮行動時，劉曉瑜坦言，
她從沒想過在餐飲業界造成如此大迴響，在沒

2018 年義煮團的第五場活動，12 月 26 日到桃園

有特意宣傳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名廚主動詢問

龜山的亮翌洗衣庇護工場關懷身心障礙者，這場義煮活

加入，這些熱忱與鼓勵，都驅動義煮活動繼續

動邀集到來自全國各地五星飯店的 19 位名廚，共準備

向前邁進的決心。

了九道豐盛的五星級主廚料理。當天活動除了廚師義煮

2019 年的第一場義煮團活動就在元宵節，

佳餚，欣臨代理的品牌「李錦記」、「金寶湯」、「味

將在八里安養院舉辦，之後活動也會陸續環台

好美」、「卡夫亨氏」，都捐贈醬料給亮翌洗衣庇護工

北中南進行。近年欣臨餐飲事業群在大專院校

場，用愛心義廚、健康國際品牌食品，關懷庇護工場的

進行許多教育訓練活動，與學校團體累積良好

朋友們。

關係，今年義煮團行動也將邀請餐飲科系學生

位於桃園龜山的亮翌洗衣庇護工場，員工都是身

或相關行業年輕人一起加入，劉曉瑜說：「一

心障礙者，其中逾三成為中高齡，為適應不同障別型態

方面，名廚可成為年輕人榜樣；另一方面，也

欣臨餐飲事業群與業界名廚組成的「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團」，2018 年初開始舉

員工所需的作業環境，用心的一步步摸索改進，並訓練

是讓這些未來的餐飲人能感受到，做這一行，

辦環台義煮活動，從花蓮、新北市、南投、高雄到桃園，用廚藝貢獻愛心，為

他們學習專業技能，以重新踏入社會。劉曉瑜在活動前

也有改變世界的能力！」

寒冬送上溫暖，將善與愛的關懷傳遞到台灣社會各角落。

拜訪時，就對創辦人劉月廷印象深刻：「劉大姐稱身障

寒冬送暖 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展愛心

員工為『孩子們』，這些朋友因身體殘疾，不被社會接

文／ Kika 圖／欣臨

欣臨餐飲策劃經理劉曉瑜協助高雄私立日賀老人長照中心的老
人家用餐。

受，洗衣工作甚至得花整整一年去學習，但每個孩子都
很認真。劉大姐驕傲地說，現在他們工作起來，甚至比

欣

臨餐飲名廚義煮團」2018 年全台巡迴義煮活

16 名星級飯店主廚為長照老人義煮午餐

一般身體健康的人，都還更快、更好！」

動，從花蓮門諾醫院壽豐分院、新北市榮光育

欣臨名廚義煮活動的第四站，邀集 16 名五星飯店

義煮活動當天，庇護工場的員工們都非常興奮，

幼院、南投生活重建會、高雄市私立日賀老人長期照顧

主廚，由召集人黃景龍師傅領軍，於 10 月 9 日在高雄

「我們煮一頓餐，不過就一個下午時間，微不足道，但

私立日賀老人長期照顧中心準備愛心營養午餐。長輩們

當天從開始到結束，店裡每個人不斷地向我們道謝，不

護工場關懷身心障礙者，每一站的義煮行動，都受到各

首次被身著廚師袍的五星級主廚服務，受寵若驚。用餐

斷笑著說好好吃！」劉曉瑜感動回憶著，那天龜山下著

界熱情迴響。

前，還安排高雄市美容美髮飾品發展協會多名設計師為

細雨，風也很大，因場地關係燈光也有些昏暗，但他們

老人家義剪，洗髮後輕鬆吃飯，享受一段愉快又溫馨的

的笑容卻點亮那天的夜晚，「那一刻，我真的分不清楚，

午餐時光。

誰才是施者，誰又是受者。」她說。

中心，12 月 26 日最後一站來到桃園市龜山亮翌洗衣庇

44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