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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集團
關係企業

THL Group 
Affiliated Company Chart 
欣臨集團多年來以公平、

卓越與友誼共享為基礎，

匯聚集團內跨領域優秀人才，

創立橫跨上下游產業的各個關係企業，

以完備整合供應鏈服務平台，

並以卓越綜效佳績帶動成長動能，

超越了代理商的價值與成就！

For years, THL group has insisted on fairness, 

excellence, and sharing as its foundation. 

We unite diversity of talents 

to create subsidiary companies covering the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industries. 

With a complete and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service platform, 

it promotes growth with outstanding synergy, 

creating the value 

and accomplishments of being an agent.

海外
分公司
Oversea

通路
行銷服務
Marketing 
Services

自有品牌
Brand

 E-commerce

品牌代理
Full Agency/
distribution

達上貿易 ( 上海 ) |專業快銷，代理首選！

SJ Conso Inc |菲律賓最可信賴的總代理商

美國欣臨 |帶你跨進美加零售市場

天工生技 |品牌與通路的專家

達立餐飲 |精品酒、水代理公司

鑫欣豐 |寵物營養與照顧的專家

佩芙堤 | Beauty from within 由內而外 天然純淨的呵護
維新國際 |貿易及卡通授權商品專家

欣新網 |台灣最大的一站式電商專家

菲蘇德美生技 |敏弱肌膚的呵護專家

天工日用品 |台灣正港去垢老行家

沙威隆國際台灣分公司 |保護全家人的洗沐抗菌專家

欣耀國際 |創造阿華田品牌延伸無限可能

鋒味 | Chef Nic 世界味蕾的創意食品

馥格 |精選世界知名品牌食品與用品禮盒

金達一 |禮品自動販賣機的專家

欣創新整合行銷 |零售整合 PLUS創新服務的領導者
欣沛公關顧問 |熱情專業實務 打造暢銷品牌公關

欣臨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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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lence

「企業成功關鍵，都存在細節裡。

做為一個經營者，除了懂得經營企業之外，還要懂得看人才！

善用敏銳觀察力，適才而用，人對了，事情就對了！

欣臨的今日成就，就是擁有充滿熱忱、能細緻分工合作
的優秀人才團隊。」

～欣臨集團董事長
陳海天

The key to an enterprise’s success is hidden in the details.
As a manager, in addition to operation, you need to identify talents. 
Use your observation power skillfully, put the right person in the right place. 
If the person is right, things will be right.
Today,THL's achievements are the fruit of its enthusiasm, detailed division 
of labor, and employment of a professionally talented team.

~THL Group Chairman David HT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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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編輯部

欣臨香港自由行員工旅遊  
凝聚向心力創造難忘回憶 

欣臨集團於今年 5月 24日至 27日，舉辦三天兩
夜香港自由行員工旅遊活動，以落實員工福利，並增

強和諧的公司文化氛圍，共有 200多位同仁分二梯次
前往香港旅遊。欣臨餐飲業務部處長詹前蘆First表示，
很感謝公司安排這次活動，有助於抒發壓力，放鬆身

心，並增進夥伴間的感情，提升對公司的認同與歸屬

感，也讓不同部門更進一步地熟悉彼此，為之後跨部

門合作增添良好默契。這些平日在職場上共同打拚的

好戰友，胼手胝足，朝夕相處，為達到相同目標而前

進，卻很少有機會能一同停下腳步，「休息，是為了

走更長遠的路」，這趟香港行印證了欣臨團隊，能同

甘，也能共苦，一步一腳印地，持續創造更好的銷售

與美好未來。

欣臨 FMCG業務部處長馮為城 Fred則表示，員
工旅遊的重點不在於地點，而在於員工有沒有在旅行

中玩得開心並擁有難忘回憶。他認為這次員旅行程，

讓 200名公司夥伴一起團聚用餐，如同尾牙般熱鬧，
不但讓大家有好的回憶，也讓不同部門及各區的同事，

有機會增進情感交流。而白天的自由行行程，也可看

出各部門主管與業務之間的感情與向心力，有些主管

甚至帶著自己部門業務，在各景點前拍搞笑照片，這

份一起創造的難忘旅行回憶，彌足珍貴！

欣臨團隊參加「國際零食展」  
快閃店玩流行創意 

欣臨企業一直致力於引進國內外優質品牌，近

年來台灣休閒食品市場蓬勃發展，產品不斷推陳出

新。欣臨團隊參與今年 5月 24日至 26日於世貿三
館舉辦的第二屆「國際零食展」，展現方式有別於

以往傳統的展覽型態，以現下流行的「快閃店」型

態呈現，並結合旗下所有休閒零食與食玩，提供多

樣化的商品，其目的不僅於推廣品牌形象，更藉由

透過現場人員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拉深民眾與品

牌之間的連結性。

英國經典亨氏焗豆  
全台 Costco好市多上市

源自美國、超過百年歷史的經典番茄醬品牌

Heinz亨氏，旗下的茄汁焗豆一直是英國最受歡迎
的食物之一。1886年亨氏家族開始歐洲之旅，成功
將焗豆推廣到英國並受到當地民眾喜愛。每個人對

焗豆的吃法都各有喜好，可直接從罐中食用，或是

加熱後倒在土司上，甚至是加在焗烤馬鈴薯中，都

能品嘗到焗豆的美味。其低糖低脂且富含蛋白質跟

膳食纖維的特色，不僅適合全家大小，更是素食可

食用。這款英式早餐必備食材亨氏焗豆，7月起已
在全台 Costco好市多賣場上市，提供給台灣消費者
更多食材新選擇！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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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皇室御用並具有三百年歷史的 TWININGS
唐寧茶，已經連續六年舉辦業界唯一指標性調飲賽

事「唐寧茶調飲大賽 TWININGS Grand Prix」，
締造業界全新調飲概念新風潮。今年大賽主題以品

牌發跡城市—倫敦每年所舉辦的 London Fashion 
Week為靈感啟發，聚集各方時尚人士、愛茶同好
及調飲界好手前來參與年度盛會，總決賽於 7月 18
日在台北華山 Legacy展開，現場由專業調飲師們
化身成為時尚設計師，開啟一場專屬調飲的時裝盛

宴。此外，評審陣容來自跨領域的各項專業人士，

包括時尚設計界、調飲界、美食界等，讓 2019年
萬眾矚目的唐寧茶調茶大賽更具多元跨界影響力。

業界唯一指標性調飲賽事    
唐寧茶調飲大賽 TWININGS Grand Prix跨界登場

創意體驗行銷  
TABASCO® x MASTRO 快閃餐酒館

對國產快銷品來說，農曆年和中元節是每年

都必須把握的銷售大檔；對進口快銷品來說，各通

路的異國週，就是一定要共襄盛舉的大檔期。今年

美國週，TABASCO®決定有別以往的派樣方式，

改以創新風格呈現 TABASCO®各種口味辣椒汁的

美味與應用。產品副理劉瓅晴 Clara說：「台灣人

幾乎都知道 TABASCO®，也經常在美式餐廳、牛

排館看見它，但他們往往只知道把它加在披薩、

義大利麵、牛排等熟悉的西方食物上，並不知道

TABASCO®其實出了很多口味來因應世界各種美

食需求，在中式或台式料理都能有很好呈現。」於

是 TABASCO® x MASTRO快閃餐酒館應運而生，

團隊邀請知名餐廳 MASTRO主廚合作，在美國週

期間以創意料理將辣椒汁美味帶給消費者。在 7月

4日至 17日展開的快閃餐酒館現場，更結合微風超

市南山店商品陳列，特殊創意行銷手法讓活動期間

辣椒汁銷量也倍數成長。

TABASCO取代豆瓣醬，調製四川水煮牛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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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

Energizer 勁量電池變身大作戰
全球第一大電池品牌 Energizer勁量電池，在

2019年夏天將展現嶄新面貌！過去 10年來，勁量
電池一直以專業與高效能的形象，在消費者心中樹

立良好印象，在去年度更成為台灣鹼性電池第一品

牌。今年度搖身一變，以銀白色為主色系，一掃電

池貨架過去給消費者帶來的沉重感，為這個品類注

入清新活力。大家熟知的勁量小子也變得更立體，

更活潑，更有活力！今年 5月也特別邀請勁量海外
資深營運總監 Paul Scott與所有欣臨業務同事齊聚
一堂，於馥敦飯店舉辦「勁量變身大作戰會議」，

將熱騰騰的第一線消息與業務團隊們分享，擬定作

戰計畫，並請來重量級勁量小子站台，活潑可愛的

萌樣將現場氣氛炒熱到最高點，預計全新視覺將在

市場上席捲一陣新的旋風！

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團   
南投草屯長照中心義煮獻愛心

欣臨餐飲名廚義煮團繼今年年初元宵節在八里安

老院的義煮活動，7月 10日接續在南投草屯長期照顧

中心進行第二場的義煮工作。今年的義煮工作主訴求

「在地關懷 產學合作 烹飪傳承」，除了中部星級飯

店主廚熱情參與外，更特別邀請到中部南開科技大學

餐飲管理系的師生一同共襄盛舉，讓這群未來的餐飲

人有機會向名廚學習，並且透過直接的義煮行動讓學

生們了解到，烹飪也能改變世界、能帶給人們快樂與

歡笑。這次活動也吸引媒體熱烈報導，圓滿成功。

強化人力資源整合發展  
打造欣臨品牌力 辦理教育訓練

欣臨近年積極著力人力資源整合管理與發展，

人資專員楊佳昀 Joy 表示，HR是企業裡的溝通橋

樑，肩負架構出良好的溝通管道，以理解員工需求， 

並從文化、制度與福利面進而優化，在人才招募上更

需強化品牌力。今年初欣臨首次參加的校園徵才活

動，即是藉由招募去強化雇主品牌力，吸引更多優秀

人才。欣臨也持續舉辦教育訓練計畫活動，每年展開

的 POA 訓練，強化員工熱情與團結精神，今年快銷

品部門的 POA於 3月在新竹國賓飯店舉行兩天一夜

的活動，共 138人出席，集結北中南所有業務參品

牌年度的規劃，並藉由團體競賽遊戲，活絡整體氛圍

與合作精神；Food Service 團隊的 POA，則在 2月

22~23日於桃園大溪笠復威斯汀度假酒店舉辦，並邀

請原廠夥伴們共 65人一起參與，發想各品牌的通路

策略並訂定年度目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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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ness 是欣臨經營的

核 心 理 念 之 一， 在 原

廠、通路、員工，三個

重要關係上，具體實踐 

Fairness，最終達成多贏

局面，以團結力創造三

贏收穫。
文／ Sabrina Chang    攝影／林昭宏

Fa i r n e s s  i s  o n e  o f 

the  core  phi losophy 

o f  T H L .  B a s e d  o n

the  interre la t i ons  :

brand partner, retail

partners, team members

, it fulfills the ideal of

fairness substantially.

Fairness  & transparency

c r ea t e  w in -w in -w in

outcomes.

Fairness

FAIRNESS,
HONESTY,INTEGRITY, UNITY, 

AND INNOVATION 

公 平  誠 信  團隊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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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一直以來都注重 Fairness，不論是面對原廠還是
通路，都依循此核心精神，秉持透明、誠信的原則。欣臨專

注在 FMCG（快銷品）的相關業務，協助客戶創造業績與
利潤，只要客戶有興趣的領域，零售、物流等都積極整合串

連，以提供最優質的服務。

欣臨集團董事長陳海天分享 Fairness 精神，與原廠合
作溝通部分，就是在報表、業績等資訊，具體透明化，讓

一切都回歸公平與誠信；而對合作通路夥伴來說，Fairness 
則是尊重、資源分享及資訊透明等，這些要件都缺一不可。

THL has focused on fairness. In the aspects of 
brand partners or channels, it has followed this core 
spirit by insisting on the principle of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THL dedicates itself on the businesses of Fast 
Moving Consumer Goods (FMCG), helping its clients 
to perform bril l iantly and make profits. We provide 
services in logistics, sales, marketing, distribution, brand 
management and integrate these services into a very 
strong operation and support to cultivate each brand we 
represent for the long term.

David HT Chen, the Group Chairman of  THL 
shares the spirit of fairness. Regarding coope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with brand partners, he insists on the 
substanti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information, such 
as reports, sales performance, and more. For channel 
partners, fairness implies respect, resources sharing, and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which are indispensable.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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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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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內部創業  打造 Fairness 環境

對內部分，欣臨在乎員工的付出與收穫成正比，並具體實踐在公司政策上，以激發創意、促

成合作，積極鼓勵內部創業，讓有想法的優秀員工，在企業內部平台開展創造新的事業體。

欣臨企業不僅是代理商公司，隨著集團內專業觸角不斷延伸，近年來幾乎每年都有新的關係

企業成立。欣臨總經理陳德仁表示，目前集團關係企業約 20多家公司，股東幾乎都是欣臨的工
作夥伴，期冀透過創新驅動及落實 Fairness 核心精神，讓企業獲得跳躍式發展。

如近一年成立的欣創新、欣沛公關兩家關係企業，前者專注在通路行銷服務，替開架通路的

化妝品牌，解決長年以來的高庫存難題；後者則是專注精品公關行銷，將欣臨關係企業達立餐飲

代理的美國紐約威士 Coppersea，復刻美國 19世紀的經典紐約威士忌 DNA，在台灣競爭激烈的
威士忌市場中打出知名度。

在欣臨，成為企業負責人、執行長不是夢，只要找出市場破口、掌握市場脈動趨勢，公司內

部就會鼓勵創業，透過成立關係企業的方式，成為欣臨集團下又一新興事業體。當企業願意把經

營利潤分享給員工時，就能激勵員工為自己的事業打拚，如此一來，不但能將照顧優秀員工，更

將卓越人才發揮極致，並有效提升企業整體收益。

Encourage intrapreneurship to construct an environment of fairness
Internally, THL cares about whether our team members’ contributions are equivalent with 

their rewards. It is actualized substantially in the company’s policy to inspire creativity and 
promote cooperation. Encouraging entrepreneurship actively allows all brilliant team members 
with smart ideas to startup their businesses within the enterprise’s platform. 

THL is not only an agent, with the extension and expansion of the professionalism in the 
group, new subsidiary companies are established almost every year. Terence Chen, General 
Manager of THL expressed that now there are about 20 companies in THL Enterprise. The 
shareholders of the subsidiary companies are mostly THL’s managers/team members. It is 
expected that with innovation it will promote and consolidate the spirit of fairness to allow THL 
to leap forward with our team members/shareholders.

For example, two new subsidiary companies, Activa Marketing and H-P PR Company, 
were established last year. The former focuses on channel marketing to solve the long-time 
problem of high inventory level of open-shelf channel cosmetics. The latter is dedicated to 
the marketing and PR of boutiques. Our subsidiaries work closely with each other and for our 
brand partners to grow business and brands relevance in the market.

In THL, it won’t be a dream to become a CEO or owner of an enterprise. If it is possible 
to find a gap in the market and grasp the market’s trend, THL will encourages its team 
members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 When an enterprise is willing to share its profit with team 
members, it can encourage them to make the most of their efforts in operating their businesses. 
Likewise, it can not only take care of brilliant team members, but also allow outstanding talents 
to develop their potentials. All in all, it will promote the overall income of the 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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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 FMCG   創造生產力及誠信價值

欣臨每年都有新的關係企業成立，深耕 FMCG，並根據原廠需求，不
斷擴大業務範圍，其中 HR人力資源管理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透過專業
的人力資源管理評估，去檢視公司的整體環境是否為正向積極的，並落實 
Fairness 的核心精神，將這股正面的氛圍，轉化為士氣，提振生產力及價值。

欣臨透過透明、誠信等原則，在原廠及通路端實踐 Fairness，創造良
性的合作循環，協助客戶創造業績與利潤，打造多贏的局面；對內，欣臨

則是不斷「生」出新的關係企業，鼓勵員工內部創業，成為企業負責人等

方式，新的利潤增長點，將勞、資雙方團結一起打拚。

透過公平、誠信，實踐 Fairness 的企業經營原則，欣臨從外部的原廠、
通路，到內部的員工，尊重每一個合作夥伴的付出，目標一致並利益趨同， 
不但強化全方位整合服務內容，更贏得各方利潤永續增長的卓越成果。

Dedicated to the marketing of FMCG, it creates 
productivity and honesty

Each year, new subsidiary companies will be established in THL. 
Dedicated to the marketing of FMCG, it will continue to expand the 
scope of operations according to the manufacturers’demand. Among 
the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With 
professional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evaluation, it examines 
whether the company’s environment is positive and encouraging or 
not. Consolidating the core spirit of fairness, it transforms this positive 
atmosphere to encourage productivity and valu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transparency and honesty, it achieves 
fairness in the ends of manufacturers and channels to construct positive 
cooperation cycle. Helping customers to create sales performance and 
profits, it creates a multiple winning situation. Internally, new subsidiary 
companies keep “emerging” in THL.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startup their own businesses to become enterprise owners, it unites the 
employer and employees together with new profit growing points. 

With fairness and honesty, they achieve the enterprise’s operation 
principle of fairness. From the external domain of manufacturers and 
channels to the internal domain of team members, THL respects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partner. With the same goals, they share profits. It 
not only enhances all-round integrated service contents, but also wins 
sustaining profit growth in various aspects, accomplishing outstanding 
results.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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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晶華酒店在頂級五星級酒店享有極高的評價，居於業界的領導地

位，為巨星名流訪台入住首選，如莎拉布萊曼、瑪麗亞凱莉、麥可傑克森、

Super Junior、濱崎步 ... 等人都曾是座上賓。無論國內觀光飯店市場如何競

爭，晶華酒店始終懂得突圍勝出，在五星級飯店強敵環伺市場中維持話題熱

度，讓旅客想到頂級旅店，第一個聯想到的，就是晶華！
For a long time, the Regent Taipei has enjoyed critical acclaim among five-star hotels. As a leading hotel, 

it is the first choice for international superstars and celebrities who visit Taiwan such as the king of pop 

Michael Jackson, international superstar Mariah Carey, Hollywood golden age icon Sophia Loren, the famous 

angelic voice Sara Brightman, just to name a few. This popular, top-ranked hotel is often the first on the 

mind when Taipei and Taiwan visitors think of luxury hotel.

撰文／林筱庭    攝影／鄭暐琪   圖片提供／晶華國際酒店集團

把世界最好的帶進台灣  將台灣最好的帶給世界
專訪晶華國際酒店集團董事長潘思亮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於 1991年成立，早已從最初唯
一據點台北晶華酒店，遍及全球各地，成為以台灣為

基地的跨國旅館集團。目前，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旗下

有三大旅館品牌，包括台北晶華、晶英酒店、捷絲旅，

精準鎖定頂級奢華、休閒度假及平價商旅客層，滿足不

同客群需求；同時更跨足餐飲、酒店式公寓管理等相關

事業，包括達美樂披薩的台灣地區特許經營權。

跨領域合作，多角化經營帶動業績再成長
 

晶華國際酒店集團董事長潘思亮，一心想把世界最

好的帶進台灣，同時把台灣最好的帶給世界，他經營策

略之一就是開啟跨領域合作，運用多角化經營帶動飯店

業績再成長，也讓晶華營運近三十年來始終能維持話題

熱度，總令客戶耳目一新。

好比是，2011年晶華邀請台籍國際名廚江振誠回
台，帶領新一波台灣美食，也吸引許多新創師傅跟著來

台創作；或者是，帶外國客人到故宮晶華去學做翠玉白

菜小甜點；又或者是，為親子創意美食而推出的世界上

最小的廚師 Le Petit Chef，利用 3D裸視投影創出美食
的新奇用餐體驗，堪稱娛樂科技結合餐飲的極致表現。

潘董期許晶華能成為「名廚孵化器」，持續引進更

多優秀的名廚和知名餐飲，甚至把他們留在台灣。潘董

也透露，年中後將引進不少餐飲品牌，包括中高檔日本

料理初魚料亭、高檔和牛燒烤名店樂軒，都將進駐晶華

地下樓層的麗晶精品。

懂得運用跨界，結合雙方亮點，將單獨概念從點、

線、面不斷向外延伸原有優勢，進而擴大品牌影響力，

一躍而上國際市場，展現了潘思亮卓越的前瞻領導力，

而另一突圍利器，則是「精準定位」。

台北晶華酒店是晶華國際酒店集團的旗艦飯店，開幕至今一直居於業界的
領導地位。Regent Taipei is the flagship hotel of Silks Hotel Group. It has 
been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industry since its in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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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董認為，過去二、三十年台灣受惠日美貿易戰、

全球化浪潮的轉單效應，工業化快速崛起，經濟飆速發

展，不少商務客、跨國公司來台，觀光產業隨之興起，

飯店如雨後春筍般增加，但隨著時間推移，經濟發展停

滯不前，來台觀光旅客及產值不比從前，飯店產業已飽

和，需要想辦法「把餅做大」。

Established in 1991, Silks Hotel Group started 
from its flagship Regent Taipei and expanded into 
dif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t has become 
a multinational hotel group with Taiwan as its base. 
At present, there are three hotel brands in Silks Hotel 
Group, including Regent, Silks Place, and Just Sleep, 
each targeting different customer segments to satisfy 
various visito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extended 
its business into catering, apartment hotel management, 
and the franchise of Domino's Pizza in Taiwan.

Crossover coop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to boost business performance 

Steven Pan, the Chairman of Silks Hotel Group, 
intends to bring the best of the world to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he endeavors to present the best of 
Taiwan to the world. One of his operation strategies 
is to enhance cross industry cooperation; his 
diverse operation strategies not only boost business 
performance but also keep Silks Hotel Group in the 
media and market spotlight. 

For example, in 2011, Regent Taipei invited 
the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Taiwanese chef André 
Chiang to return to Taiwan, which initiated a new 
wave of culinary culture in Taiwan and attracted many 
innovative chefs to visit and present their dishes. 
Another example is offering the guest experience 
which brings international visitors to Silks Palace, 
such as introducing a dessert inspired and looks like 
the renowned artifact Jadeite Cabbage. Moreover, 
he also brought Le Petit Chef to Taiwan for the 
first time, featuring innovative immersive dining 
experiences with 3D projection which integrated 
dining, entertainment and technology seamlessly. 

People

多品牌、多業態、多據點  開創新局
 

「台灣是亞洲美麗景點的隱藏版，藏在桌面底下，

等待挖掘。」潘董發現，體驗在地生活、探索私房景點

的「體驗式旅行」漸成為旅遊趨勢，單一品牌無法滿足

所有消費者，得依照不同價位區隔市場，晶華要在既有

的服務基礎之上，與在地文化連結，以多品牌、多業態

與多據點在台灣攻城掠地，將老品牌開創出新局。

例如，2019年開幕的捷絲旅台北三重館，旅店原
址本是業主賓陽建設前身的起家厝「隆發木材廠」，重

整後，保留原有工廠概念，無論是裸露的管線、木作、

鐵件，或是重機具零件打造的桌椅，都是捷絲旅台北

三重館的巧思，巧妙將當地歷史及現代建築風格融為一

體，也讓三重的住宅風貌走向都會時尚。

在每個地方選最適合的品牌經營，潘董的策略思維

是，依照當地的文化元素量身打造，包括該地的歷史文

化、風土民情、生活點滴，融入該品牌的建築風格、裝

潢設計甚至是服務體驗，他要做的是「在地文藝復興」，

「我們的定位策略，要做到完全百分之一百的精準，精

準到成為一平方公里內的第一名。」對於這點，他也非

常放手的讓各品牌總經理發揮創意去全力打拚，尊重、

信任專業人才的價值，讓每個新創旅宿品牌或新開發多

據點都能有亮眼成績！

Steven expects Regent Taipei to become a 
“celebrity chef incubator” and introduce more 
top chefs and renowned cuisines to Taiwan and 
perhaps convince these talents to stay in Taiwan. 
Steven points out that later this year, various brands 
including Chu Yu Japanese Cuisine and Rakuken- 
high-end Japanese Wagyu barbecue restaurant, will 
both station their outlets at Regent Galleria, located 
at the basement of Regent Taipei.

Crossover col laboration between mult iple 
parties integrates the various ambitions of each 
party involved and strengthens each other's brand 
values, ultimately augmenting brand influence and 
facilitating the entry into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is just an example of Steven's foresight into the 
market. “Accurate Targeting” is another one of his 
breakthrough tools. 

Steven thinks that in the past two to three 
decades, Taiwan has geatly benefited from the 
growing t rade between Japan and Amer ica, 
globalization, rapid industrialization of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their economic booms, and much 
more. Many business visitor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came to Taiwan and boosted tourism, 
and eventually hotels emerged like bamboo shoots 
after the rain. Nevertheless, as time progressed, the 
economy in Taiwan became stagnant and the number 

of visitors coming decreased. The hotel industry is 
saturated; therefore it needs to think of different ways 
to increase the size of the market.

晶華進軍零售通路跨界推出「冠軍牛肉麵」，市場反應及業績均佳。
Regent Taipei launched into the retail business and presented the 
“Champion Beef Noodles＂, sales were exceptional.

捷絲旅台北三重館的設計，巧妙將當地歷史及現代建築風格融為一體。
The design of Just Sleep Hotel-Taipei Sanchong fuses local history with modern architectural style. 

「體驗在地生活、探索私房景點的體驗式旅

行，逐漸成為旅遊趨勢。單一品牌無法滿足

所有消費者，得依照不同價位區隔市場，晶

華要在既有的服務基礎之上，與在地文化連

結。」～晶華國際酒店集團潘思亮

“Experiencing local life and explore hidden gems through 
experience-based travel will become a trend. It is impossible for 
a single brand to satisfy all consumers, market segmentation 
becomes necessary. Regent Taipei must integrate even more 
with local culture, in addition to all the services it already 
provides.” – Steven Pan, Silks Hotel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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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與晶華  相知情誼激盪共鳴創意

這一次採訪，欣臨總經理陳德仁特地跑到晶華會議室「探

班」，彼此一見面，立刻閒話家常起來，兩人其實一段相當特別

的緣份。潘思亮董事長從高中時即赴美留學，直到二十七歲回到

台灣，與陳德仁總經理先後就讀過美國柏克萊大學，彼此是相隔

多屆的學長、學弟，後來在校友會相認，有多年交情。

對於潘董而言，陳總是個相當照顧朋友的小老弟，即使平

日生意繁忙，卻總願意投注心力交際往來，「現今社會中願意花

時間與人相處，是很不容易的。」也因此，他願意花上四小時，

只為遊說陳總加入國際協會，就

是因為欣賞他做人處事的態度。

兩人私底下常常聚餐，潘董

提到，目前進軍零售通路的「晶

華冠軍牛肉麵」常溫包，就是希

望讓美食能無遠弗屆，「把產品

透過不同通路帶給消費者，讓不

同客層的族群，無論是在家裡或

是辦公室都能吃到。」如此跨界

嘗試，果然市場反應及業績均佳。

潘董對於旗下各品牌飯店，

交付專業部屬經營後，即放手讓

他們發揮創意，在潘董的領導風

格及經營信念中，陳總也獲益良多，對於欣臨員工都能給予充份

的授權，以打造出信任與尊重的企業文化。

THL and Regent Taipei

Mutual Collaboration to Generate Further Creativity

In the interview, Terence Chen, the General Manager of 
THL visited us in the conference room in Regent Taipei. When 
Terence and Steven met, both instantly hit it off. Steven began 

studying in the USA when he was in high school and returned 
to Taiwan at twenty-seven; both Steven and Terence studied 
at UC Berkeley, both were fellow students years apart at the 
same school. They met later at alumni reunions which initiated 
their friendship.  

To Steven, Terence is much like a younger brother that 
takes very good care of his friends. Despite Terence's busy 
schedule, he spends much time on his friends. “It is rare to 
find someone willing to spend time with others in our society 
today.” Appreciating his attitude in life, Steven was willing to 

spend four hours persuading 
Terence to join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Both of them often meet 
toge ther  fo r  mea ls .  S teve 
mentioned that the “Regent 
Champion Beef  Noodles” 
retail package that is sold in 
the retail channel is a product 
inspired by a chat with Terence. 
“It should be possible for us to 
bring consumers our products 

via different channels to allow different customers to taste it 
either at home or in office.” The product launched to rave 
responses.

Regarding the mission of bringing the best into Taiwan, 
both share similar ideas - Steve entrust the operation of the 
hotel brands to his professional subordinates, giving them 
much liberty in operation with creativity; Terence also highly 
values talent, giving employees opportunities without hesitation 
and his full trust under the principle of fair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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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brand, multi-business, and multi-base – 
Breaking new grounds

“Taiwan is like the ugly duckling in Asia, as if 
it is hiding under a table, waiting to be discovered.” 
Steven discovered that “experience-based travel” 
– experiencing local life and exploring hidden gems 
through experience-based travel- will become a trend. 
Since it is impossible for a single brand to satisfy all 
consumers, market segmentation becomes necessary. 
Regent Taipei must integrate even more with local 
culture, in addition to all the services it already 
provides. With an emphasis on multi-brand, multi-
business, and multi-base, Silks Hotel Group could 
maximize its offerings and rejuvenate this classic 
brand by expanding its consumer base. 

For example, Just Sleep Hotel-Taipei Sanchong 
opened in 2019. The hotel's address was the former 
“Long Fa Timber Factory,” the founding location of 
Pin Yang Development Corp. After renovations, the 
hotel kept the design details of a factory - the bare 
pipelines, wood works, iron parts, tables made with 
heavy machine parts, are all innovations which fuses 
local history with modern architectural style, imbuing 
the hotel a sense of urban chic.

Selecting the right hotel brand for the right location 
is Steven's strategy: use local elements, promote the 
history, culture and lifestyle and integrate them into the 
hotel architecture, style and even service. This is what 
Steven calls “Local Renaissance”. “Our strategic 
positioning must be 100% accurate, so accurate 
that we are the no. 1 within one square kilometer.” 
Regarding this issue, Steven always gives much 
freedom for brand managers to develop their creativity 
and fulfill their thinking in high gear. By respecting his 
professionals' talents and values allows each hotel 
brand or newly developed hotel location to perform at 
a certain standard. 

Leverage added value to maximize the market

Regarding the future of Taiwan's tourism, Steven 
thinks the next couple of years will be a turning 
point for Taiwan's economy. It will decide the path of 

借力使力 將市場做大
 

對於台灣觀光事業發展的前景，潘董認為，未來幾

年是台灣經濟轉捩點，將決定未來 30年的發展走向，
面對中美貿易戰，若政府能打出好牌，台灣反而有機會

因禍得福，帶動總體經濟成長、來台商務觀光旅客增

加，「台灣經濟發展沒辦法只靠內需，必須要借力使力，

將市場做大。」

潘董的每一步策略，不僅僅只是追求老品牌的嶄新

風貌，也是重新整合資源，左手搶攻高端客層，右手則

更深入「生活領域」，讓整體營運動能再上層樓，在百

家爭鳴的飯店產業中穩健地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2018 年晶華酒店展現跨界創意，推出 3D 投影美食饗宴「小廚師奇遇記 Le 
Petit Chef 」，為全台首個 3D 投影美食沉浸式體驗，透過身歷其境的聲光
影像，成功掀起朝聖熱潮！  In 2018, Regent Hotel demonstrated crossover 
creativity by presenting the projected 3D immersive dining experience – “Le 
Petit Chef.＂ It was a first in Taiwan. With live audio-visual images integrated 
with dining, it initiated the trend in Taiwan!  

台北晶華酒店地下二樓的麗晶精品，近日吸引不少餐飲名店進駐，其中包括
中高檔日本料理初魚料亭。Regent Taipei has introduced many food and 
beverage brands lately such as Chu Yu Japanese Cuisine.

2019 年開幕的捷絲旅台北三重館，原址曾是木材廠，重整後保留原有工廠
概念，融入在地化特色。Opened in 2019, Just Sleep Hotel-Taipei Sanchong 
was formerly a lumber factory. After refurbishment, it retains the original 
concept of a factory, fusing with local features.

the development for the next 30 years. Facing the 
trade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A, i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responds appropriately, Taiwan could 
benefit from the crisis and result in economic growth 
for businesses and tourism. “It is difficult for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rely on internal demand. We 
must leverage global scale economics to maximize 
the market.” 

Steven's strategy is not only to pursue the 
rejuvenation of his classic brand but also to re-
integrate resources. He pursues high-end customers 
but also penetrates the “domain of everyday life 
lifestyle” to enhance operation, paving his own path 
in the competitive hospitality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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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臨代理品牌多元、品質穩定有保障，加上品項

年年穩定成長，對於長年合作的晶華來說，欣臨早已是

相當信賴的關係夥伴，晶華全館餐廳使用的氣泡水、礦

泉水，以及住房櫃檯使用的糖果，甚至是廚房使用的香

料、調料、豬油及茶飲等，皆選擇來自欣臨代理的產品。

擔任晶華餐飲營運發展總經理的林芸慧，在飯店業

已深耕二十年，面對更多新飯店、新餐飲品牌的市場現

狀，她認為，「晶華的餐飲使命，就是把世界最好的帶

來台灣，並讓世界看見台灣之光；而晶華的餐飲理念，

則是要讓各國美食薈萃一堂，中西方文化在此交流。」

這一點恰恰好是欣臨能帶給晶華的，林芸慧表示，

欣臨之於晶華，遠遠超乎供應商的角色，因為欣臨的品

項也是世界知名、品質有保證，與晶華理念相符，都是

要將世界最好的帶進台灣，「像 S.Pellegrino 聖沛黎洛
氣泡礦泉水等世界知名的品項，品牌也不定時會帶世界

名廚到台灣，並支持台灣選手到各地參賽，都如同晶華

正在做的。」

產品線齊全 滿足餐飲需求
 

林芸慧說，欣臨代理了全球最優質的產品，也激

發出晶華的廚房創意，「我們計畫在明年兒童節，將哈

瑞寶金熊軟糖與餐廳甜點做結合，延長產品的記憶點，

天然的食材又可以做出有趣的玩法，讓每道料理盡顯食

趣，創造出產品與餐廳彼此的雙贏。」

欣臨代理的產品多元、多樣，能一次提供晶華所

需，產品線相當齊全，有很多廚房不可或缺的食材或品

牌，像是李錦記、味好美、TABASCO等欣臨都有提供，
且品質有保障，讓晶華能專注在食材運用，降低通路操

作的複雜度，一舉滿足晶華餐飲的需求。

「潘董（晶華董事長潘思亮）常提到跨界合作重要

性，就像麗晶精品將國外精品帶進台灣，意想不到的結

合，晶華也會不斷在食材上創新，推出珍珠奶茶口味的

提拉米蘇或可頌，或是抹茶口味、起司口味，選用最適

合的食材，用創新手法打破框架限制。」

林芸慧笑說，全世界將會開始瘋台灣美食，就像珍

珠在日本、韓國已掀起一股熱潮，牛肉麵、滷肉飯也漸

漸成為紐約、洛杉磯等美食顯學，「明年是《米其林指

南》來台評選的第三年，晶華會努力讓台灣更被看見，

讓世界看見這個有很多美好食物的地方。」

THL is an agent of diverse brands, each brand with 

a portfolio of quality products. With its steady growth 

and years of collaboration with Regent Taipei, THL has 

steadily became a reliable partner.  From things such as 

sparkling water, tea, and seasoning on the dining table, 

to lard, spices, and condiments inside the kitchen, these 

products are all procured for the Regent Taipei by THL, 

the sole agent of these products.

As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Food & Beverage 

Opera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Regent Hotel, Vivian 

Lin has worked in the hotel industry for more than 

two decades. Often scouting out new hotels and new 

catering brands in the market, regarding  the current 

market, she believes, “the mission of the Regent's 

撰文／林筱庭    攝影／鄭暐琪   圖片提供／晶華國際酒店集團

優質產品 激發創意
專訪晶華餐飲營運發展
總經理林芸慧

Quality 
Products 
That Promote 
Creativity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 is to  bring various global 

excellences into Taiwan and allow the world to see more 

of Taiwan's achievements.” For the Regent Hotel, 

this means “its mission of food and beverage is to 

fuse gourmet food and beverag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under one roof, where western and eastern culture can 

intermingle.” 

This cultural fusion is what THL can bring to the 

Regent Hotel, Vivian expressed. To the Regent, THL 

is more than a supplier because its items are world-

renowned, with quality that matches Regent's brand 

vision.  “Take THL's S. Pellegrino for example. It's a 

world-renowned brand of sparkling water, and it often 

invites top chef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o Taiwan as 

guest chefs for various establishments. This also helps 

Taiwan's local culinary talent branch out to the world. In 

a way this is just like what the Regent is doing.”

Complete product lines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the food and beverage industry 

According to Vivian, other than being the agent of 

top quality products, THL also encourages creativity in 

Regent's kitchen. “We plan to fuse Haribo Goldbären 

into a dessert for a restaurant during Children's Day to  

make a product that's truly memorable. By using natural 

ingredients in creative ways, we can make dishes more 

interesting and create a win-win situation for the product 

and the restaurant.” 

By carrying quality brands that every kitchen needs 

such as Lee Kum Kee, McCormick's, Tabasco, and many 

others, THL provides an easy one-stop-shop solution 

that allows the Regent to focus on its food and beverage 

operation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other complications.

President Pan (Steven Pan, President of the Silks 

Hotel Group) often bring up the importance of cross 

industry collaboration. Like how the Regent Galleria 

brings global boutique fashion to Taiwan, the Regent 

Taipei continues to innovate with new ingredients such as 

introducing pearl milk tea flavored tiramisu or croissants 

or using matcha or cheese flavors with other compatible 

ingredients to break through tradition with innovation.

Vivian smiles comments on how the world is slowly 

beginning to get infatuated with Taiwanese cuisine. Just 

like how pearl drinks have started a trend in Japan and 

Korean, beef noodles, minced pork on rice is starting to 

become a new trend in Los Angeles and New York and 

other culinary hotspots. “Next year will be the Michelin 

Guide's third evaluation of Taiwan's culinary prowess, and 

the Regent will continue its mission to show off Taiwan's 

best to the world, and to let the world know Taiwan is a 

place rich in culinary depth.”

台灣珍珠奶茶享譽國際，晶華酒店翻玩珍珠創意，在 7 月 18 日至 8 月 31
日推出「全民瘋珍珠．粉圓嘉年華」，集結中西式創意料理，讓珍珠首
次進入五星餐桌，掀起熱門話題。Taiwan´s pearl milk tea is renowned 
internationally. Regent Hotel broke new grounds with its creativity. From 
July 18 to August 31, its presents “Pearl Craze. Tapioca balls carnival.＂ 
It fuses Chinese and Western creative cuisine for the table of a 5-star 
hotel. It has already become a popular in the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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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著「把消費者權益擺在第一位！」的精神，臺鹽近年更著力於品牌升

級、CIS視覺設計、產品優化等軟體著手，讓研發商品更貼近消費者生活並符

合市場潮流。這也是臺鹽總經理吳旭慧上任三年以來著力的重點之一，以聚焦

海洋生技及膠原蛋白創新技術，將品質承諾、永續經營發揮到極致，與國際的

生技趨勢接軌，在不斷變動的生活環境和壓力下，帶給大家「全人健康新主義」

的理念。

吳總經理表示，自三年前接下臺鹽總經理重任後，就積極對旗下產品力、銷

售力及品牌力進行總體驗，重新檢視目標顧客層，投入品牌改造、企業年輕化之

全新思維，讓產品力能接軌國際趨勢、貼近消費者需求，並強化天然純淨、生物

科技等溝通訴求，把品牌核心落實聚焦在產品特色上，以提升品牌力與產品力。

除此之外，臺鹽更積極創新商品包裝設計和多元通路策略，擴大觸及消費族群，

因此在社群興起、流行趨勢的更迭中，臺鹽穩座MIT海洋生技代表地位。

吳總經理表示，綜觀國內生技產業，台灣少有企業創建自有實驗室來開發

產品，像臺鹽持續研究膠原蛋白超過 17年的更是罕見，無論是創新研發、生產

製造和品質承諾上，都創下許多 No.1！在鹽、水核心產品部份，臺鹽供應全台

逾 80%食用鹽品的基地位於苗栗的通霄精鹽廠，由欣臨代理的「台塩海洋鹼性

離子水」、「台塩小分子海洋活水」也都來自通霄精鹽廠。

「台塩海洋鹼性離子水」採集自台灣海峽純淨海水，運用全台唯一、與

日韓同步的「離子交換膜電透析」過濾技術和「三效蒸發冷凝」熟水等全自動

化製程，其呈現的甘甜口感和優良的品質，不但勇奪「國際品質評鑑 Monde 

Selection」、「歐洲國際風味暨品質評鑑獎（ITQI）」、「廣州國際品水大賽」、

康健雜誌「讀者票選信賴品牌」第一名、金炬獎「年度十大績優商品」和讀者

文摘等國內外大獎，更是各大重要體育賽事的指定用水，堪稱國內無可取代的

包裝水領導品牌。

吳總經理表示，「台塩海洋鹼性離子水」上市已有 17年，一個產品能長銷

永續，須具有差異化的核心競爭力與品牌力，臺鹽過去在專利製程、獨特研發

並創造機能性部分，做了很多努力，也獲獎連連，贏得肯定；而品牌力的創造，

則是持續不斷地與消費端進行品牌溝通，如長期支持職棒、籃球、路跑等各項

運動賽事，並邀請桌球好手鄭怡靜代言；與高端精品合作提升品牌形象，則包

含與高鐵商務艙、BMW汽車、台北圓山大飯店等進行雙品牌聯名行銷活動。

同時，臺鹽跨足鹽水外銷市場，目前均穩定外銷至大陸、新加坡等東南亞

國家，無論品質、產能、客製化服務都獲得正面評價。台灣市場部分，「台塩

海洋鹼性離子水」於 2017年起委由欣臨代理後，更將觸角拓展到封閉特殊通路

與強化銷售力再創高峰。談及與欣臨合作過程，吳總經理更是肯定欣臨團隊的

卓越能力。

「欣臨是一個非常有活力的團隊，機動性也非常大，不管是主題節慶行銷，

或是 EC電商行銷，如 PChome物聯網科技行銷，欣臨各方面的觸角與反應度，

都很快速且活躍，能即時反饋第一線市場資訊給我們，精準掌握消費者需求與

市場脈動！」吳總經理表示，希望未來雙方持續緊密合作，帶給消費者更便利

的服務，讓臺鹽產品持續創造熱銷佳績！

臺鹽從國營事業起家，民營化後轉型生技公司，在創新經營模式下，多

年來成果豐碩，其中由欣臨代理的包裝水銷售成績亮眼，「台塩海洋鹼性離子

水」，由於產品的口感甘甜、品質穩定，是台灣機能水市佔率的冠軍。在 3月

份又蟬聯 2019年康健雜誌「讀者票選信賴品牌」鹼性水包裝水類第一名，其

來自全台唯一的先進「離子交換膜電透析」製水過程和發明專利的優勢，贏得

消費者的信賴，品質和研發實力穩坐冠軍。

「欣臨是一個非常有

活力的團隊，各方面

觸角與反應都很快速

且 活 躍， 能 掌 握 消

費 者 需 求 與 市 場 脈

動！」～臺鹽總經理

吳旭慧。

臺鹽精進創新經營模式，以品質、誠信、踏實的核心價值，在吳旭慧總經理和

經營團隊的努力下，融合品牌改造、企業年輕化之全新思維，推動臺鹽成為以

服務消費者為導向的經營理念，為消費者打造天然純淨的健康新生活。

文／陳雅雯    圖片提供／臺鹽

精進創新  臺鹽 No.1 
專訪臺鹽總經理吳旭慧

From Salt 
to Well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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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鹽總經理吳旭慧及臺鹽專業優秀的團隊。

臺鹽榮獲「2018國際品質評鑑組織」
國際高品質獎章，以及一特金、二
金、二銀殊榮，由總經理吳旭慧 ( 中 )
代表領獎。

「台塩海洋鹼性離子水」力挺桌球
國手鄭怡靜，為世大運台灣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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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霆鋒 Chef Nic 秉持「鋒味」創立的初衷，在短

的距離嘗到遠的味道，在小的空間遊走世界的味蕾！

精心研發港式下午茶速配組合，不只為點心控帶來甜酸

苦辣的味覺饗宴，讓饕客不用遠飛香港，就能輕鬆品嘗

「鋒味」獨有的港式下午茶風情！

「鋒味曲奇」是旅客到香港旅遊必買的伴手禮。

「鋒味」在台搶鮮推出「鋒味曲奇」限定版，不但保留

不添加人工香料 /色素的堅持，更精心嚴選最優質的在

地食材，包括台南柴燒黑糖、屏東香檸、花蓮山苦瓜、

宜蘭魔鬼椒，讓人每一口，都能從舌尖上感受甜、酸、

苦、辣的細緻層次。

而想起港式風味，就不能不提港式奶茶及港式鴛

鴦。對奶茶別有研究的 Chef Nic 表示，港式及台式奶

茶的茶底、奶、比例、與作法都大不相同，「港式奶茶」

特色是茶香奶香醇厚，「港式鴛鴦」是咖啡與奶茶比例

完美調和，兩款港式飲品在台上市，讓奶茶控即使不在

香港，也可用方便且平價的方式，享用道地的港式奶茶

及鴛鴦。

欣臨集團旗下的天工生技行銷總監吳姿燕 Yen，

即負責參與此次新品的開發合作，她對 Chef Nic 執著

於味道及創意這件事，印象十分深刻，「由於港式奶茶

及台式奶茶，從茶底到奶的比例、調製作法都大不相

同，期間來來回回試過無數次，他對味道的堅持，非常

專業且充滿熱忱，精神令人佩服！」她說。

研發鋒味冷麵過程中， Chef Nic 他也堅持不斷嘗

試，非得找出創新味道不可，且為了讓消費者口感更

豐富，連配菜也費盡心思。研發期間，他往返來回不斷

試吃，最後才以蔥、薑、蒜等爆香的特調三杯醬汁，加

上港式蠔油帶出麵體鮮甜味，並搭配宜蘭三星蔥、雞胸

肉、石安牧場蛋絲及小黃瓜等添增口感，鋒味冷麵四月

底限量推出即獲得熱銷好評。

迎接2019盛夏的「甜、酸、苦、辣」，就從品嘗「鋒

味」開始，與 Chef Nic一起共享「鋒味」港式下午茶，

或是中午來一份鋒味冷麵 /XO醬炒飯，信手捻來就是

一場富含文化底蘊、別具「鋒」味的美食饗宴！

繼去年鋒味拌麵登台掀起熱門話題後，

星廚謝霆鋒 Chef Nic 自創品牌「鋒味」再次與欣臨攜手合作，

在 7-Eleven 推出港式下午茶速配組合，

「港式奶茶、鴛鴦奶茶」、「鋒味曲奇」限定版，

以及限時獨賣「鋒味冷麵」與「鋒味海鮮干貝炒飯」鮮食系列。

鋒味全新嘗試首選台灣市場，

重磅登台掀起熱議風潮！

文／陳雅雯    圖片提供／鋒味

鋒味新品  重磅登台

Chef Nic   
New Products Launched into 
Taiwan with Fanfare

謝霆鋒 Chef Nic 自創品牌「鋒味」再次與欣臨攜手合作推出多款熱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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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鋒味」系列新品在台上市。

謝霆鋒 Chef Nic 投注心力研發「鋒味」系列。

鋒味新品在 7-Eleven 獨家首賣。



這次展覽會欣臨展區以餐飲通路的主力品牌為主，

約有 12知名餐飲品牌共同參與，如李錦記、金寶湯、

TABASCO、唐寧茶、阿華田、菲仕蘭奶精、黑白淡奶、

亨氏卡夫、味好美、盛美家、麥維他等。展區攤位規劃

為四個主要區塊，品牌體驗互動區、拍照打卡區、舞台

展演區、VIP Buffet 區。

欣臨集團旗下代理的食品類品牌眾多，單在專業餐

飲通路就有 20個品牌，今年特別首度參與展覽盛會，在

欣臨餐飲事業部（Food Service）同仁用心規劃下，打造

了品牌形象旗艦館展區，豐富美麗的商品及品牌視覺意

象，讓旗下餐飲主力品牌近距離與客戶互動溝通，幾天

活動的現場氣氛都非常熱絡，也成功創造品牌行銷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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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L Food Service 台北國際食品展的精彩行銷
2019台北國際食品展於 6月 19日至 22日於世貿一館及南港展覽館一館展出，

為台灣食品業者與全球買主共創商機的會展盛事，欣臨餐飲事業部首次參展，

獲得各界熱烈迴響。

文／陳雅雯    圖片提供／欣臨餐飲事業部

Remarkable 
Marketing 
in Taipei International Food Show

Event 

品牌體驗互動區規劃了小吧台，呈現茶水調飲、中

式醬料與香料、異國醬料等，從視覺、嗅覺、味覺、觸

覺的四感體驗，一次搶攻觀展人士的心；拍照打卡區則

以「信任，來自於欣臨的美好生活」為主題，正綠色的

意象牆面，兩側以精品櫥窗伸展台櫥窗概念做商品陳列，

氣勢十足，美麗又吸睛，吸引不少民眾駐足拍照。VIP 

Buffet 區更提供全天候特製餐點，讓餐飲通路貴賓有個

舒適的洽談環境，並透過創意餐點與客戶激發討論互動。

四天的展期下來，攤位舞台處並安排了 11場的展

演活動，邀請了來自台灣北、中、南地區的知名主廚、

唐寧茶調茶大賽冠軍、菲仕蘭調飲顧問等人，合力由業

界專家輪番演出，演繹品牌年度主打商品與推薦新品，

讓與會嘉賓對餐飲產品有更深一步的認識與了解。

欣臨餐飲策劃經理劉曉瑜 Zoe表示，這次國際食

品展活動的成功，讓她備感驕傲，「很多人在聽到我們

是第一次參展，都感到十分意外，因為無論是展區視覺

呈現、活動內容豐富度或是動線規劃上，都獲得客戶及

各界的讚美肯定。」她也進一步感謝品牌原廠夥伴們，

對欣臨餐飲部門同仁的信任與幫助，這也是兩年來默默

耕耘後獲得的豐碩成績單，對團結士氣更是一次很棒的

提升。

會場上提供精緻美味的品牌特製餐點。

34

欣臨餐飲事業群的優秀團隊。VIP 洽談 Buffet 區。

現場佈置的欣臨品牌牆、打卡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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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沛公關

提供細緻化品牌服務

今年新成立的欣沛公關，負

責人劉丹筠 Jill與找來擁有 25年
資歷的精品公關人梁安蕙 Theresa
合作，兩人相識多年，過去曾在精

品公關行銷領域共事，負責法國、

英國等精品代理業務。Theresa：
「我欣賞 Jill的原因是她在品牌管
理上的專業，而且對數字很敏感，

也是一個 People Person，是一個
樂於溝通的好夥伴，團隊工作起來

更加充滿活力與效率。」

言談中，不難發現 Theresa
對 Jill的欣賞，因此多年保持聯絡
的兩人，聊到欣沛公關的計畫時，

Theresa幾乎是毫不猶豫的接受了
挑戰，從精品公關的領域，跳到快

銷品市場。「這是一個嶄新的嘗

試。」Theresa說，她做了品牌管
理、公關顧問這麼多年，不管是快

銷品、時尚商品、奢華精品，大家

都是在為品牌打造一個美好的故

事。

今年初佩芙堤代理了以色列

的國寶級保養品牌 AHAVA，身為
佩芙堤總監及欣沛公關負責人劉丹

筠 Jill，於 4月 9日在誠品信義店
AHAVA全新形象概念店開幕時，
舉辦了兩場「AHAVA全新登台魔

蘋果光潤系列 Apple of Sodom 」
媒體記者會及貴賓體驗會，帶領團

隊打下成功又漂亮一役。

Theresa在今年 4月底加入
團隊後，則為美國紐約威士忌

COPPERSEA進行成功的品牌上
市傳媒發表會。Theresa說，團
隊深度研究該品牌的特色，為達

到細緻地品牌執行、精準的品牌

傳播策略，從傳播語言的計畫到

策略，欣沛公關都花了很多時間

做內部處理。

COPPERSEA執行長Michael 
Kinstl ick 在創辦 COPPERSEA
前，是一位從事多年商業活動

的企業家，因為受到好友同時

也是 COPPERSEA 聯合創辦人
Angus Macdonald的感召，決定
一起專注於保存 19世紀的傳統釀
酒工藝。Theresa說，產品剖析
的越仔細、越明白，向外拓展的

速度也就越快，因此欣沛公關對

COPPERSEA做了深度分析，拉
出復刻禁酒令釀造法、限量綠芽威

士忌、企業家轉型等 DNA，找到
「對媒體說的話」，並且選擇了對

Cross-platform
Innovative Integrated Services

欣臨重視公平與信任原則，

公司匯聚跨領域優秀人才，

每年幾乎都有延攬優秀幹部成立關係企業，

以完備集團的跨平台整合服務的佈局，

成功為代理品牌及原廠創造銷售佳績。

今年成立的欣沛公關、欣創新，

新成立即有亮眼表現；

而維新國際則是持續看準消費者特性，

鎖定聯名卡通 IP 商品，拓展市場需求。
文／ Sabrina Chang    

圖片提供／欣沛公關、欣創新、維新國際    

攝影／陳雅雯

欣臨關係企業  跨平台的整合服務

美國紐約威士忌 Coppersea 系列產品。

的場合、音樂、氛圍、菜餚等，打

造 COPPERSEA出場的氣勢。
Theresa表示加入深耕快銷

品市場、且代理品牌超過 60個的
欣臨後，不管是與欣臨合作的原

廠，或是任何有興趣與欣沛合作的

品牌，Theresa都期望有機會為其
服務。乘著母公司欣臨擁有眾多代

理品牌的優勢，Theresa說，站在
原廠的角度，不僅可以將產品交給

一個懂自己的代理商，同時也可將

品牌公關的工作交給欣沛，「讓這

個了解品牌 DNA的集團，提供更
細緻的服務」。

以色列保養品牌 AHAVA 光煥系列保養品。

今年 4 月 9 日，以色列保養品牌 AHAVA 為了全新誠品形象概念店開幕暨新品登台上市，舉辦了媒體記者
會與貴賓體驗會，均是由欣沛公關操刀規劃，現場並邀請到藝人蔡詩芸分享保養秘訣獲得媒體熱烈迴響。

禁 止 酒 駕 未 成 年 禁 止 飲 酒

欣沛公關總經理梁安蕙 Theresa。

美國紐約威士忌 COPPERSEA 品牌上市傳媒
發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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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創新

精準掌握開架美妝通路行銷
欣創新於今年 1月成立，總

經理周杰勳 Jerry說，欣創新專注
於開架美妝的通路行銷，主要有特

賣會及商化兩大部門，創立最初的

構想是替原廠解決高庫存商品的難

題，利用百貨公司的花車特賣等模

式，將開架美妝過季下架的商品，

以 3折左右的價格銷售。
Jerry指出，開架美妝品牌的

產品，只要過季就一律永久下架，

不管多久以後都無法再度上架，

因此長年以來開架美妝下架的庫

存相當高，雖然有效期限還很長，

但也只能直接銷毀報廢。欣創新

看準市場需求，以百貨公司花車

特賣模式，解決開架美妝品牌的

高庫存困擾。

雖是開架美妝品牌，不過原

廠還是相當在意品牌形象，因此

過季商品特賣在過去想都不敢想，

Jerry說，欣創新將開架美妝特賣
拉到百貨公司內部，與原本就在百

貨公司販售的商品相同，都會登上

百貨 DM，藉由場域的升級，穩住
消費者心中該品牌的形象。

他進一步表示，現在的消費

者都相當敏銳，若是貿然在原有的

開架通路特賣，恐會打擊到新品的

銷售，但拉到百貨公司，除了場域

升級、產品區隔外，販售的商品也

都屬於表面有些為破損的產品，畢

竟是從開架通路回收的產品，而正

因如此，消費者對於買過季商品打

擊新品的疑慮也就降低了。

欣創新成立半年多來，百貨

公司特賣會每天的實際銷售約在

50萬∼ 140萬元上下，並大幅減
少原廠的年度報廢率 60％以上。
欣創新訂下特賣會部門首年銷售目

標 6000萬，截至 7月銷售已經超
過 60%以上，接下來 8∼ 12月
檔期皆規劃完畢，預計 Q4將有更
多的新客戶加入特賣會行列。

而為達成市場全方位通路服

務的目標，欣創新也於 5月成立商
化部門，鎖定 PCS通路，原廠僅
需專注在品牌形象、銷售等，通路

的執行則可交給欣創新，從上架、

檔期活動執行等全都包，減少原廠

在通路執行上的成本。

未來，欣創新的短中期計畫，

將著重在特賣會部門、商化部門持

續穩固目前客戶與通路端的服務，

並專注於現在服務的品類並穩定成

長。長期目標則是特賣會產品拓展

到食品、家電等，達到跨領域特賣

會執行，商化部門從藥妝通路跨出

全通路領域，也可從菸酒類、電信

等產業開始延伸事業版圖。

總經理兼公司負責人陳淑玲Joanne。欣創新總經理周杰勳 Jerry。

KOSE Suncut 高
效防曬隔離凝露
( 極效防水型 )。

玩具總動員 4 扭蛋糖果機。

泰國彩妝第一品牌 Baby Bright x 風倫風小熊維尼彩妝。

欣創新專注於開架美妝的通路行銷，協助開架美妝品牌解決高庫存的困擾。 KOSE Suncut 防曬品特賣活動。

維新國際

聯名卡通 IP 創商機

維新國際成立於 2016年 8
月，3年來專注於引進國外創新的
商品，維新國際總經理兼公司負

責人陳淑玲 Joanne說，他們是國
外商品進入台灣市場的評估角色，

並且鎖定可以與維新一起成長的夥

伴，也許有些品牌在國內的知名度

尚須建立，但維新就是扮演先驅的

評估角色去評估新品。

Joanne以美國 eos護唇膏為
例，當初接下代理後，原廠明確地

告訴他們操作方向，維新也沒有辜

負原廠的期望，快速地完成移轉，

並且在 3∼ 4個月內提報好市多
賣場上架，超越一般商品的 6個
月等待期間，讓原廠相當滿意。

維新近年與當紅卡通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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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卡通合作，透過肖像授權等方

式，在台灣推出波力牙膏、沐浴系

列商品，寶可夢軟糖、爆米花、

棉花糖，以及卡娜赫拉的糖果、

食玩等產品，引發市場炫風，消

費者也是趨之若鶩。

Joanne 說，2018 年起與迪
士尼合作，共同開發卡通肖像商

品，並且針對個別通路設計差異

化產品，搭配時下潮流，了解通

路需求引進卡通肖像商品，這

是維新未來的重點業務，「我

們希望做一個自有品牌，讓

維新的自有品牌與迪士尼

聯名」。

維新不斷開發卡通

肖像系列商品，不論

是自己開發設計或是

進口國外現有品項，

創造新的市場需求。

玩具總動員 4 發光手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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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 Hsin Galaxy 
Performance-
based Advertising–
Double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ROI) Efficiently

欣新網由 2014 年創立至今即將邁入第 5 年，這 5 年以來，網路廣告的競爭越來越激

烈。在已成紅海的網路廣告代理市場中，欣新網卻創造了獨特的優勢，要直接告訴客

戶，所投入的廣告成本到底可以帶來多少業績。
It has been 5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Hsin Hsin Galaxy. In these 5 years, the competition of 

online advertisement has become more severe. In the red sea of advertising market, Hsin Hsin Galaxy has 

created unique advantages. It tells the customers how much the sales performance is earned from the input 

of advertising cost. 文／ Eva    攝影／陳雅雯   圖片提供／欣新網

網路廣告成效還在看 CPC ？

欣新網成效型廣告 投資報酬率高效翻倍

午後雷雨尚未停息的時候，

本刊與欣新網數位行銷經理張雅雲

April，相約在辦公室會議室面談。
留著一頭俏麗短髮的她，在說明網

路廣告關鍵名詞的時候，同時不忘

再用更淺顯詞彙說明一次涵意，有

時還會拿起紙筆，直接寫出算式、

畫出圖表解釋。邏輯清楚，言簡意

賅，這就是在與品牌客戶，一次又

一次溝通的過程中，所磨練出來的

俐落口條。

欣新網自 2017年起成立了數
位行銷部門，並在 2018年開始投
入「成效型廣告」。成效型廣告的

操作方式與一般網路廣告代理的操

作方式大有不同，這是未來的趨

勢嗎？還是欣新網特別的操作模

式？問到這個問題時，張雅雲說：

「這是欣新網特別的作法，因為公

司背景和其他傳統媒體代理商、電

商代理商是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欣新網之所以操

作成效型廣告，是因為同時經營了

數位媒體、活動企劃、電子商務代

理等業務，才能夠帶領品牌客戶，

直接透過廣告的投資報酬率，探看

每投入一塊錢的廣告預算，到底會

帶來多少的轉換，直接命中品牌主

最在意的核心議題。

欣新網由欣臨企業與新竹物流成立，成功整合電商代營運一條龍供應鏈，業績快速成長。圖為新竹物流營運長李正義（左）和欣新網總經理黃懷恩 Vince（右）。
（照片來源《今周刊》提供）H. H. G. set up by THL and HCT Logistics, it successfully integratsintegrates the e-commerce generation to operate a one-stop 
supply chain with a rapid growth in performance. Pictured is HCT Logistics Chief Operating Officer, Chengyi Lee (left) and H. H. G. General Manager, Vince 
Huang (right). ( Copyright © Business Today)

With thunder and rain, our 
magazine met April Zhang, Sales 
Manager of HH Galaxy in the 
office. Wearing cute short hair, 
April explained the keyword of 
online advertisement, she didn't 
forget to delineate its meanings 
in simple words. From time to 
time, she would pick up a pen 
to wri te a formula and draw 
charts on a piece of paper to 
explain the ideas. In clear logic 
and comprehensive words, she 
communicated effectively. It is 
the keen communication ability 
she obtained from repeated 
commun i ca t i on  w i t h  b rand 
customers. 

Since the establ ishment 
of Digital Sales Department in 
2017, HH Galaxy has engaged in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ing. 
The operation of performance-
based advertising is very different 
from regular online advertisement. 
Is it the future trend? Or is it HH 
Galaxy's new operation model? 
When the ed i tor  asked th is 
question, April replied, “It is HH 

Galaxy special operation because 
the  company 's  background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other 
traditional advertising agency and 
e-Commerce agency.”

In other words, HH Galaxy 
operates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ement because it operates 
digital media, activity planning, 
e-commerce agent simultaneously 
to guide brand customers to 
examine how much the profits 
are for each dollar invested in 
the advertising through the return 
of investment directly. It hits the 
core issue that brand owner cares 
about very much.



今年 2019 年欣新網與嬌聯合作的品牌日檔
期，透過成效型廣告，獲得 6 倍以上的投資報
酬率，超越 2018 年雙 11 的整體品牌業績。
In this year (2019),HH Galaxy collaborated 
with Unicharm for the Brand-Day Period With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ing, we made 
more than 6 times of ROI, exceeding the 
overall brand performance achieved in double 
11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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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追求 CPA 的過程，
同時為客戶帶來更好的投資報酬

率。」張雅雲說。

她更提到，在 2019年與嬌聯
合作的品牌日檔期，欣新網自活動

開跑前，就開始搜集官方網站的

消費者名單，並且在活動開跑時，

架設額外的活動頁，透過成效型廣

告，為客戶做到了 6倍以上的投
資報酬率。也就是說，在該檔期

中，嬌聯每投資一塊錢廣告費用，

就能得到六塊錢的訂單成交，整體

業績，更超越 2018年雙 11的整
體品牌業績。

Regard CPA as KPI – Tell 
advertisement customers how 
much the sales performance is

Trad i t i ona l  adve r t i s i ng 
a g e n c i e s  t e n d  t o  r e g a r d 
CPC (Cost Per Click) as the 
m a j o r  K P I .“H o w e v e r , w e 

f a v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 b a s e d 
a d v e r t i s e m e n t  C PA ( C o s t 
Per  Act ion)  as the index.” 
Generally speaking, the digital 
tools used by traditional online 
advertisement and performance-
based advertising are similar. 
Nevertheless,  performance-
based advertising emphasizes 
t h e  c o n v e r s i o n  o f  “ s a l e s 
performance” not the conversion 
of “data flow.” 

以 CPA 為 KPI ！直接告訴

客戶廣告帶來多少業績

傳統的網路廣告代理商，

往 往 以 CPC（Cost Per Click）
為最主要的 KPI指標，但是成效
型廣告，則是以 CPA（Cost Per 
Action）為指標。一般而言，傳統
網路廣告與成效型廣告，所使用的

數位工具大致上都相同，但是成效

型廣告，卻更加注重「業績」上的

轉換，而不是「流量」上的轉換。

欣新網企業願景

EC 通路綜效服務

・業務策略。

・解決供應商與平台問題。

・整合金流、物流服務

・藉由眾多知名品牌提高平台議價力。

・銷售資料 & 會員資料分析。

價值創造 

・�建置品牌旗艦官網，掌握品牌

數據與消費者輪廓。

・�為品牌分析數位媒體市場及消

費者購物行為，找出潛在消費

者，將數據轉為商機。

銷售極大化 

・�與Google媒體成效部緊密合作，

成為品牌商電商精準行銷的重

要夥伴。

・�根據品牌大數據，規劃精準的

數位行銷規劃，再行銷潛在消

費者，提升轉換率。

欣新網

「我們追求 CPA 的過程，同時為客戶帶來更好的投資報

酬率。」～欣新網數位行銷經理張雅雲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fter CPA, we also bring customers higher 
return of investment,” April Zhang, Sales Manager, HH Galaxy.

直-ol-210x295.pdf   1   2019/8/14   下午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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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策略

EC media operation strategy

極大化流量 
Maximize the flow 
進入 EC 通路 Enter EC channels

傳統媒體操作思維：配合不同媒體

聯播網合作，找到 TA 優化 CPC，導

入更多流量至 EC 平台為客戶帶來業

績。但是導入的流量（願意點擊廣

告的 TA）不一定是顧客。

・�媒 體 運 用：Facebook / GDN / Yahoo / 

Logic Ad /Appier / ClickForce…

集中成效型 
Concentrate performance
廣告投遞提高投報率 
Advertising delivery, promote ROI 

自架官網的建置，專注在高轉換成效

型廣告，為客戶贏得業績，提高廣告

投報率。

・�媒體運用：Facebook / GDN / GSEM / GPLA 

2019
成效型廣告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ing
極大化轉換 Maximize conversion

1) 持續為客戶自架官網，開創新平台

    與業績。

2) 整合 EC 通路平台，透過品牌 x 平

    台x媒體三方合作，達到雙贏目標。

・ 媒體運用：Facebook / GDN / GSEM / GSSC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after CPA, we also bring customers 
higher return of investment,” April 
said.

She mentioned, in 2019 in 
the brand-day period collaborated 
w i t h  Un i cha rm ,  be fo r e  t he 
launching of  the campaign, 
HH Galaxy began to search 
consumers' lists in the official 
website. When the campaign 
commenced, we installed extra 
c a m p a i g n  w e b p a g e s .  W i t h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ing, 
we made 6 t imes of ROI. In 
other words, in that period for 
each dollar Unicharm invested in 
advertisement, it earned 6 dollars 
in order transactions. The overall 
sales performance exceeded 
the overall brand performance 
achieved in double 11 in 2018.

不僅官網，電商平台也可

做成效型廣告

已經達成了如此優異的成效，

那未來還有什麼計劃呢？張雅雲說，

除了持續追求更高的轉換率之外，

還要繼續拓展與電商平台的合作。

「在 2018年，欣新網開始推
動成效型廣告時，透過自架官網上

的銷售資訊，進而推估外部電商平

台的廣告成效。但是在今年（2019
年）下半年開始，欣新網開始與

momo購物網合作，也開始能在
外部電商平台上，精準抓到訂單資

訊。」未來，欣新網會將成效型廣

告模式，持續與蝦皮、PChome等
更多電商平台合作，幫助品牌客戶

更全面的了解，在網路廣告上每一

分投入所帶來的成效。

Not only official websites, 
it is possible to launch 
performance-based advertising 
on e-Commerce platform

As you have accomplished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hat 
will be your future plan? April 
said in addition to pursue for 

higher conversion rate, she is 
going to explore the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with e-Commerce 
platform. 

In 2018, when HH Galaxy 
began to promote performance-
based advertising, it could only 
obtain information from official 
websites to estimate the CPA. 
Nevertheless, in the latter half 
of this year (2019), Hsin Hsin 
Galaxy begins to cooperate with 
momo online mall. It begins to 
col lect information of orders 
from the external e-Commerce 
p la t fo rm.  In  the  fu tu re ,  HH 
Galaxy will continue to cooperate 
wi th  Shopee,  PChome,  and 
other  e-Commerce p lat form 
w i t h  p e r f o r m a n c e - b a s e d 
advert isement to help brand 
customers to understand more 
thoroughly the profits brought by 
every dollar invested in online 
adverti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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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對 達 上 貿 易 公 司
（Maximo）來說是個高速成長的
一年，直到 10月份，達上即成立
滿三周年，總經理陳豐欽 Frank表
示，本著前兩年打下的基礎，今年

成長速度飛快，營業額加速超前。

「我們現在的進度是大幅超前！」

Frank開心地說，他曾給自己訂下
一個目標，要在 10年內讓達上成
為中國市場的欣臨，創造欣臨集團

在中國市場的另一個輝煌。目前看

來這個計畫目標進度超前，達上每

年的業績都是超乎預期的成長，並

且逐年攀升，達上深耕中國市場，

未來的業績、規模，向母公司欣臨

看齊，都是可以期待的。

從華東擴展到全中國

達上原本的業務範圍聚焦在

中國華東地區，但今年將進一步將

達上的業務範圍拓展到全中國，

Frank表示，未來達上將覆蓋到華
南、華中、華北、東北等地。藉著

新生意的合作，將佈局提前擴展到

全中國市場。為因應今年下半年拓

展的業務範疇，達上的組織也立即

展開調整。

Frank 表示，未來將主要的部
門規劃為四個單位，包含業務部

門、行銷部門、財務行政部門、

SOP供應鏈部門，過去公司規模還
不是太大，主管常身兼數職，現在

公司生意拓展開來，人力的增加與

部門的調整刻不容緩，期許未來達

上的組織運作能夠更專業、分工、

高效、符合市場及原廠的需求。

Frank 更進一步表示，過去達
上也沒有 SOP 供應鏈部門，這次
組織調整直接內部晉升一位經理

人，讓他主管 SOP 供應鏈部門，
未來倉儲配送、訂單作業、系統對

接、庫存管理等，都會由該部門負

責，有效的將整個供應鏈後勤系統

整合起來，更專業的管理。

在地業務組織，也因應達上

業務擴展而增加。過去，達上僅在

華東、華北、東北地區有業務團

隊。目前已將業務編制擴展至華

中、華南地區，包括武漢、成都、

廣州、廈門、等地區，都新增了人

力的配置。同時也提高各區業務組

織主管的層級，如此才能因應九月

即將展開的新生意需求。

鎖定中國新趨勢  
揮軍便利商店

達上登陸上海這三年，專注、

聚焦在大潤發通路，就已經打下相

當亮麗的成績，藉著這次業務範疇

拓展到全中國的同時，並與好市多 
Costco 首家中國店合作，下一階
段則是把目光放在中國相當具有發

展潛力的便利商店（CVS）通路。
Frank 分析，台灣有 2300萬

人口，便利商店非常成熟，密度也

非常的高，全台已有逾 1萬家門
店。再觀察上海目前的情況，人口

與台灣差不多，但因消費習慣不同

等因素，主要的重點便利商店，上

海的店數不會超過 5000家，北京
也不超過 1000家，這數字的背後
也表示其發展的空間及潛力。

因此 Frank 預估，便利商店
將會是未來中國市場發展的一匹黑

馬。達上初期將鎖定全家、7-11、
羅森、喜士多等知名便利商店，積

極爭取通路合作，然後再進一步爭

取其他代理品牌，在便利商店的合

作機會。今年下半年，達上還有另

一個重要的發展主軸，就是進軍高

端超市 OLE、CitySuper，以逐步
切入高端超市通路。

達上從大潤發開始合作，並

憑藉大潤發給予的支持，逐步進軍

中國市場，從原本的華東地區，逐

步擴展到全中國，接下來將鎖定中

國未來潛力通路便利商店與高端超

市。達上在逐步發展多元化通路的

同時，好成績也是有目共睹，計劃

達到年營收 10億元人民幣，並成
為中國市場的「欣臨」，這目標將

指日可待。
達上進軍中國不過 3 年，業績年年飛速成長，2019 年業績相較 2018 年可望增長 3

倍，10 年成為中國市場的欣臨，這個目標將有機會提前達標。
文／ Sabrina Chnag    圖片提供／上海達上

加速超前  上海達上 10 年目標預計提前達標

達上總經理陳豐欽看好中國市場便利商店通
路的發展潛力。

Maximo,  
Full Speed Ahead 
Advance 
Chinese Market

達上今年拿下金莎巧克力全中國大潤發的代理。 達上從大潤發合作開始逐步進軍中國市場。

達上合作夥伴健達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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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sin Hai Logistic 
New Logo Presents 
a New Atmosphere

欣海物流經理 Jimmy 表示，新識別視覺 logo
制服讓員工穿上後有企業歸屬感，款式設計
也兼顧在工作場合的安全性。

欣臨集團在 2010年，成立了
專屬倉儲物流公司欣海物流；並且

自 2016年開始，正式由具有 20
餘年的物流管理經驗的欣海物流經

理黎濬誠 Jimmy帶領團隊，導入
新的物流管理概念，帶領欣海物流

的效率顯著提升。今年，欣海物流

更推出新版 logo與新制服，要更
加強化品牌形象，同時也導入全倉

盤點模式，讓盤損降低 80%。

新 logo、新制服 
迎來新氣象

「制服代表著企業精神，同

時安全功能也很重要！」Jimmy表
示，這次新制服設計除了以靛藍底

色搭配紅色的欣海物流 logo外，
更加入搶眼的螢光綠色滾邊設計，

要讓員工在倉儲工作中能有更高的

安全性。「讓員工穿了制服，第一

個可以有歸屬感，第二個就是要兼

顧在工作場合的安全性，」他這樣

強調。

過去欣海物流主要的服務對

象是欣臨母公司，但是自去年開始

營運逐漸穩定上軌道，並逐漸擴大

業務範圍經營第三方物流服務，因

此開始積極籌劃新的 logo設計。
新 logo中與欣臨母公司相同以紅
色字樣為主視覺基調，但有鑒於未

來可能有更多不同的生意模式，因

此字型的選擇就與欣臨做出差異，

也象徵著未來欣海物流要走出自己

的特色。

全倉盤點新模式  
盤損瞬間降低 80%

Jimmy提到，過去欣海物流
的盤點模式一直是以品牌為單位，

假設舉例盤點 A品牌，但 A品牌
的眾多品項卻散落在倉庫的不同倉

位之中，如此的盤點模式使盤點流

程非常緩慢，一年僅能完成一次盤

點，且盤點品項也容易有所遺漏。

因此從今年初開始，盤點模式改為

全倉區域盤點，一次就做到整個倉

庫的完整盤點，讓品項不容易被遺

漏，進而降低帳差。Jimmy表示，

在今年上半年，欣海物流已經用此

模式完成旗下兩個倉儲各一次的全

倉盤點，下半年還能再完成一次全

倉盤點，以今年上半年完成的盤

點，效率上已大幅提升。

「光看差異金額，我們大概

降低了 80%的金額差異，也可以
視同是盤點準確度的提升。」他強

調，盤點最重要的事情就在於「帳

料合一」，以過去的操作難免會有

誤差，而且一年只能調整一次，

「但是從今年開始，大多數品項我

們可以一年盤點兩次。」Jimmy信
心滿滿表示，透過作業模式的優化

即能產生顯著成果，未來欣海物流

將持續精進以提升更卓越效率。

欣海物流最新視覺設計上線
新盤點模式降低80%盤損
欣臨集團在 2010 年成立了倉儲物流公司欣海物流，營

運至今成效日益進步，更正式在今年設計了新 logo、新

制服，期盼未來能有更廣泛的生意模式。同時，也導入

了新的全倉區域盤點模式，更添倉儲運作效率。
文／ Eva    圖片提供／欣海物流欣海物流導入新的全倉區域盤點模式，高度提升

倉儲運作效率。

欣海物流全新企業識別視覺 logo 展現優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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