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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場變化與挑戰

台灣實施菸酒產品開放市場競爭的政策，已

經過了30多個年頭，本公司在激烈的市場競爭

中，雖然有一些產品創新與組織變革，行銷策略

也持續轉型因應，但是近年來消費者市占率仍然

逐漸下滑。因此，2017年勢必需要有更積極的

轉型與創新，才能找回菸酒市場與生技市場的新

活力，奠定下一個百年長青企業的基礎。

20年前，電視廣告居於消費者溝通的主導地

位，菸酒產品的電視廣告，往往能夠引導消費習

性的轉變，例如本公司由歌星伍佰代言「台啤尚

青」，打響了台灣啤酒的名號，將市占率提升至

八成的銷售佳績；日本麒麟啤酒以第一道麥汁新

鮮甘醇的電視廣告，成功的將產品導入台灣市

場；另一支跳躍候鳥的創意廣告，也引起觀眾的

好奇心，使得威雀威士忌的新品牌，成為一時的

消費風尚。這些都顯示電視廣告中的品牌印象是

深入人心的，可以促進廣告產品的購買意願與購

買行為，其行銷思維是以廣告引起消費者注意，

加強對商品的印象，當消費者想要買某個東西

時，就會聯想到廣告裡的那個商品。此一時期本

公司的行銷策略，認為只要擴大產品的鋪貨率，

搭配上適時適量的電視廣告，就能提升或維持產

品的市占率。

約20年前，網際網路開始蓬勃發展，網路搜

尋的功能逐年持續增強，消費者很容易從網路上

得到有用的資訊，包括各種產品的特性與價格，

以及其他消費者的使用心得與評論，有效地評估

產品的價值差異，來做為購買行為的重要參考依

據。在網際網路的訊息交流裡，消費者容易受到

他人推薦與否的影響，同時，自己在網路上發表

的意見，也很容易影響到別人的消費決策。這些

年，除了網路的搜尋功能，網路社群的興起，以

及手機行動網路的加入，網際網路發展到物聯網

時代，更加速了消費者體驗與口碑的散播。換言

之，品牌的經營模式已經逐漸由電視廣告主導的

大眾消費模式，轉變為網路社群主導的分眾消費

模式。

由於壟斷式的電視廣告功能逐漸式微，企業

若要成功銷售產品與建立品牌形象，已經無法再

用花大錢購買電視廣告的方式來取得品牌知名

度。雖然網路很容易散播產品訊息與品牌內容，

成功的企業仍然需要以持續的優良品質與熱誠服

務作為訴求，才能贏得消費者的信賴與肯定，讓

消費者願意持續回購該品牌產品，進而維繫了一

個有忠誠度的品牌價值，數位時代的品牌經營思

維應加強體驗行銷與網路口碑傳播，藉由數位媒

體創造話題，引起消費者討論與迴響。

二、組織再造與創新

面對數位時代的行銷模式，以及市場競爭者

的持續加入與創新，本公司新任董事長將原有的

市場調查研究處，整併了三個生產事業部的品牌

行銷課功能，於2017年1月1日正式成立新的行

銷處，行銷處的任務在於菸、酒及啤酒類產品之

行銷溝通與品牌經營，新產品的規劃執行、採

購、通路查核、市場資訊蒐集與分析及專案市場

調查計畫等事宜。重新建構的公司經營團隊，包

含了生產、通路與行銷三大功能，期盼新團隊的

經營策略，能轉型為主動行銷的商業模式，才能

突破菸酒市場的新挑戰。三個產銷功能分述如

下：

生產事業部主導品質管理與產品創新，從產

品原料採購即嚴格管控品質與來源，再經由嚴謹

的生產過程與品管，確保產品安全、品質穩定，

獲得消費者信賴。並持投入研發資源，專注機能

性核心原料及高階技術研究發展，開發符合市場

需求、獨特風味的創新產品，讓消費者有物超所

值的感受。

至於在銷售力上，流通事業部除了持續深耕

經營實體通路外，也成立電子商務部門，力求全

通路虛實整合的銷售服務，讓消費者能夠快速方

便的買到本公司的各類產品。例如，啤酒事業部

推出設計精美的聖誕節金牌啤酒，流通事業部的

特販營業處即時地在各大賣場實施大位陳列，台

啤官方網站與臉書社群也同步口碑推薦，讓優質

產品的商化效果極大化。

在品牌力上，公司新成立的行銷處，集中了

全公司的行銷資源進行專業化管理，理性功能與

感性訴求並用，進行有效的消費者溝通，除了促

進各項產品的購買意願與購買行為，也要提升公

司的整體形象。例如，今年的年菜推廣，就以酒

香入菜與酒餐配合為特色，進行市場差異化品牌

特色的行銷手法，結果今年度在年菜預購量上，

較去年成長80%。結合三個產銷功能性部門的協

調運作，希望將公營事業過去的被動行銷文化，

轉變成為消費者導向的主動行銷文化。

至於個別產品的品項上，南投酒廠產製了屢

獲國際競賽大獎的威士忌品牌OMAR，來迎戰國

內外同類商品的競爭。接下來，我們會在南投酒

廠成立一個威士忌體驗館，讓消費者來到南投酒

廠，能有一個深度品酒知性之旅，在飲用與體驗

OMAR威士忌之餘，留下深刻美好的生活回憶。

兩岸白酒風味各有特色，本公司嘉義酒廠早

已備有窖藏多年的清香型高級白酒，酒體醇厚回

味悠長，更重要的是，具有不上頭、不宿醉的極

佳品質，目前正在包裝設計中，期望推出後讓消

費者眼睛為之一亮，能夠鞏固台灣中高端的白酒

市場，進而以台灣玉山的風土佳釀，外銷到全世

界華人的消費市場。

啤酒消費市場逐漸趨向多元化與分眾化，本

公司推出的18天生啤酒，5年以來業績逐漸攀

升，其在地新鮮甘醇的特色，是各種經過長途運

送的進口啤酒，難以相提並論的。今年度我們會

擴大與做好保鮮配送服務，讓更多消費者體驗到

18天生啤酒鮮乳般的甘鮮滋味，讓消費者不再選

擇類似保久乳風味的他牌啤酒。

三、展望未來

至於在整體公司品牌行銷方面，則要打造本

公司成為菸酒消費市場上，最值得大眾信賴的好

夥伴。除了持續提升品質與創新產品外，今年起

會持續拓展更多國內的便利店通路，以及開發維

繫顧客關係的會員卡回饋制度，以提升通路服務

水準，讓台灣菸酒的各項產品，深入到社會上每

一個角落，提供幸福、歡樂與健康的美好生活元

素。在持續創新與多元化的努力下，重塑台灣菸

酒的百年品牌，再度引領台灣民眾的美酒佳餚新

時尚。
（行銷處長 江烘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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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TION

2017年臺灣燈會首次於雲林舉辦，其中虎尾燈區的企業旗艦區，台灣啤酒將結

合傳統文化工藝特色，加上創意呈現，融入歡樂節慶氣氛，以台灣啤酒吉祥物

台啤熊及俏皮妹的活潑表現，透過國際級的台灣燈會活動展現台灣啤酒在地生

根、歷久彌新的文化特色。

花燈設計概念以「台啤熊點燃炮竹除舊歲」、「俏皮妹和台啤熊乾杯慶元

宵」、「俏皮妹祝大家新年快樂大吉大利」等主題意象情境和搭配台灣啤酒不

同瓶罐的造型花燈，將呈現台灣啤酒的多元產品與活潑歡樂氣氛，讓賞燈的民

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活動一
台灣啤酒

雲林燈會

活動二
玉泉葡萄酒

消費者品酒講座

活動三
五款玉山大曲
台灣殷雄紀念酒

活動四
90天限定
玉山大曲

「埔里小酒館」

活動五
玉山大曲

「行動小酒館」

活動內容包含葡萄酒知識、品飲技巧介紹、玉泉台灣之美系列三款產品品飲、

玉泉紅麴葡萄酒系列三款產品品飲、代言人/部落客與品酒講師對談、消費者盲

飲大賽、FB打卡抽獎活動。

活動場次如下：

02/04（六）台南∼老爺行旅 02/05（日）台南∼老爺行旅

02/18（六）台中∼成旅晶贊 02/25（六）台中∼成旅晶贊

03/04（六）新北∼板橋典藏33

陳偉殷小時候喜愛棒球這條路，即使辛苦仍努力堅持著。玉山大曲就如同陳偉

殷於棒球路上，如此不簡單，大曲的濃冽也如同陳偉殷的投球充滿勁道。台灣

菸酒公司也因此特別邀請了日本知名插畫公司Amanojack Design，為台灣殷雄在

球場上的各種「殷」姿，設計了五款Q版的大曲小殷，並陸續推出五款限量的

「玉山大曲台灣殷雄紀念酒款」，首發攻擊款禮盒即日起可於家樂福購買，埔

里酒廠則可一次買齊五款單瓶紀念酒，滿足球迷與酒粉收藏及送禮需求。

台灣黑熊X台灣殷雄X貨櫃玻璃屋 打造埔里酒廠新地標！

這座「不簡單」的玉山大曲埔里小酒館，結合時下流行的貨櫃改裝玻璃屋，外

觀更有猶如冬季雪景般的煙囪屋頂，戶外結合了以國寶台灣黑熊為主角的3D地

景藝術，與代言人台灣殷雄∼陳偉殷互相呼應，一進到埔里酒廠就可看見這座

挑高的全新地標，搶先體驗小酒館不簡單的魅力。

為期近三個月的全台巡迴體驗，除了分享品飲玉山大曲的秘訣及享用大曲特調

外，現場民眾還可親自打酒體驗，獲得專屬自己的分享瓶。購買玉山大曲的民

眾還有機會抽到陳偉殷親筆簽名的棒球、棒球造型的好口杯等多項好禮。

活動場次如下：時間皆為15：00∼20：00（皆為星期六及星期日）

2/11∼12 家樂福高雄成功店  2/18∼19 家樂福台南仁德店

3/04∼05 家樂福嘉義嘉義店  3/11∼12 家樂福台中文心店

3/18∼19 家樂福桃園經國店  3/25∼26 家樂福台北三民店

4/01∼02 宜蘭酒廠(11：00∼16：00)  4/08∼09 家樂福新北新店店

4/15（六） 新光三越站前店

1/21 於埔里酒廠正式開幕

2/11∼2/19

照片來源：http://travel.ettoday.net/article/851976.htm

照片來源：http://act.chinatimes.com/market/content.aspx?AdID=3623
（行銷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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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台灣地區為威士忌市場的主要消費大國，統

計資料顯示每年消費量為國際前十名之內，可見

其潛在市場廣大及發展潛力。「蘇格蘭威士忌協

會（SWA）分類及「2009年蘇格蘭威士忌法

案」中規定，單一麥芽威士忌必需為「於同一家

蒸餾酒廠，以水與大麥芽為原料而不添加任何穀

類原料，由壺式蒸餾器（pot still）所生產之一

批或多批的威士忌所製造」。

二、南投酒廠與麥芽威士忌

南投縣位於台灣的中心，是唯一不靠海的縣

市，四面環山，2008年南投酒廠威士忌蒸餾工

場建立於此「青山綠水」與「湖光山色」的美景

之間，在好山好水的釀酒環境中，釀出屬於台灣

風土特色的單一麥芽威士忌，並於2016年特別

自西班牙購買整套的索瑞拉（Solera） Oloroso雪

莉酒桶與PX雪莉酒桶。自2013年十月首發推出

「原桶強度麥芽威士忌」單桶麥芽威士忌產品，

即廣受各界威士忌同好熱烈迴響與好評，除「酒

訊雜誌」、「威士忌國際雜誌」、「品酩誌」等

專業刊物及新聞媒體專題報導外，「威士忌達人

學院」、「台灣單一麥芽威士忌研究社」、「台

灣單一麥芽俱樂部」，及北、中、南各地菸酒專

販、個人團體、FB俱樂部粉絲團等亦絡繹不絕至

廠參觀訪問，甚而遠從香港、日本、歐美等威士

忌愛好團體亦特地慕名來台至廠，亦有不少酒專

或個人要求包桶客製化，並詢問是否有生產「單

一麥芽威士忌」之相關產品，目前OMAR單一麥

芽威士忌已外銷至歐洲、亞洲多國。

三、揚名國際的OMAR單一麥芽威士忌

自2014年起，每年參加大型國際性威士忌

烈酒競賽均捷報連連，包括連續2年蟬聯麥芽狂

人獎（MMA）的日常飲用至尊贏家、最佳波本

桶、最佳雪莉桶等3項大賞。2015年獲得布魯塞

爾國際烈酒競賽的特等金牌獎等殊榮，另外也獲

頒國際烈酒競賽（ISC）、國際葡萄酒暨烈酒競

賽（IWSC）金牌獎，及各項比賽的銀、銅牌

獎。2016年又再度獲得布魯塞爾國際烈酒競賽

兩項金牌及一項銀牌，合計四十多面獎項，這數

字將隨著時間增加而持續的上升，可說是實實在

在的「台灣之光」。

南投酒廠單一麥芽威士忌系列產品皆採用非

冷凝過濾方式包裝生產，以保留最道地與原始的

單一麥芽威士忌風味，酒液色澤上呈現出飽滿厚

實的「琥珀」色，因此以蘇格蘭蓋爾語的琥珀—

OMAR為名。目前產品有普飲版46%單一麥芽威

士忌波本花香與雪莉果乾2種，單桶原酒系列的

原桶強度麥芽威士忌的波本桶、雪莉桶、新橡木

桶、泥煤威士忌等，及運轉乾坤、雲蒸霞蔚等原

桶強度單一麥芽威士忌產品。另外還有使用台灣

水果酒過桶與2次熟陳方式釀製的梅子酒桶、荔

枝酒桶、葡萄酒桶等3種風味桶的麥芽威士忌。

四、OMAR單一麥芽威士忌酒款品飲簡介

‧波本花香（46%）：清淨的白花香，醞釀著誘

人的甘蔗、香草、奶油及蜂蜜香氣，台灣熟成氣

候造就出的麥香，當歸和杉木風味使得香氣更顯

穩重而均衡。

‧雪莉果乾（46%）：花香帶點若又似無的硫

味，隨後熟香蕉、蘇打餅乾、話梅香氣撲鼻，最

後是果醬、檀香和黑巧克力。濃稠香甜的酒體帶

著些許煙燻，像吃焦糖吐司。

‧波本桶：明亮的金黃色有如蜂蜜般的誘人，一

股香甜麥香伴隨著優雅的花香、奶油、香草、椰

子等多層次的氣息，輔著芒果乾、熟成鳳梨等熱

帶水果圓潤的豐富果香。入口後辛香料與濃郁李

子乾、梅子蜜餞般的香氣，帶出甜美的香草與隱

約的花香，豐富的口感，明顯而溫和的挑逗著味

蕾感官。

‧雪莉桶：則為飽滿的紅棕色澤吐露著綿密的龍

眼蜜、熟芒果及芭蕉甜香，恣意奔放的無花果、

葡萄乾、梅子蜜餞香味及沉穩的木質香氣，尾隨

而至的則是柑橘類果皮的清新香氣。入喉濃郁的

太妃糖、果乾及甘蔗的糖蜜氣息充滿整個鼻腔，

尾韻中蘊涵著吐司麵包的甜香及複雜的草本香氣

在喉頭綿延不絕。均衡的迷人滋味宛如水果協奏

曲一般迴盪於心。

‧荔枝酒風味桶：香氣上表現出微燻的荔枝乾香

氣與糖漬橘皮的香甜，襯托出波本桶的麥芽、香

草、太妃糖及馥郁熱帶果乾的氣息，些許橡木桶

收歛風味隱涵其中，口感上荔枝甜美的口感與淡

淡奶油蜜糖香氣，將豐富層次表現的更為明顯。

‧梅子酒風味桶：飽滿的煙燻烏梅及辛香料的香

氣，結合著熱帶水果與清新水果軟糖的香甜恣意

奔放，濃厚飽實的酒體口感，有著青梅酸甜的口

感，透露著絲絲波本桶的香草、奶油糖的風味。

‧葡萄酒風味桶：熟香蕉、綜合果汁的馥郁香

甜，隨後葡萄果醬、辛香料、烤吐司、梅乾、黑

糖糕的香氣流露其中，柔順纖細的酒體中不失醇

厚，略微的葡萄青澀感，隨後轉為如花蜜般的甘

甜，帶著一抹輕淡煙燻味。

（酒事業部）

揚名國際的

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禁止酒駕    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台灣歐巴也呷意的部隊鍋，擁有滿滿的配料，加上台酒花雕

雞泡麵並點綴口感濃郁起士片，再淋上兩罐滿滿的18天台灣生

啤酒，94狂的霸氣吃法散發著濃濃的台灣味，讓冬天的圍爐氣

氛更加充滿暖意。

台啤部隊鍋

符合現代人的紅·黃·白·黑·綠五行，巧妙地搭配食材與

運用料理手法，讓香腸吃起來爽口不膩，正是現代養生飲食新概

念。

五行養生香腸

SCIENCE ofCOOKING每逢過年，家家戶戶是否為了準備年菜而傷透腦筋，想外食卻

訂不到餐廳，自己準備又嫌麻煩，台灣菸酒公司幫您準備一系列酒

香年菜禮盒，並與消費者直接溝通如何善用科學烹飪的技巧，讓您

輕輕鬆鬆就能享受高級的美味料理，就像是上外面的餐館一樣。

105年12月21日與12月22日分別於台北的文化大學夏廚生活工

坊與台中的Park Kitchen辦理兩場「吃喝玩樂在台酒」的粉絲團見面

會活動「酒香年菜 科學烹飪」，由台酒料理達人行銷處江烘貴處長

親自示範年菜料理，教大家如何簡單地把台酒年菜變得更加美味，

同時並傳授大家科學烹飪的技巧，從油溫、火侯、食材搭配的化學

作用等面項一一為大家做介紹，不藏私的做菜撇步將科學與美味做

結合。   

  

活動當天處長也教導大家如何善用台酒花雕雞泡麵與18天台灣

生啤酒創造出一鍋美味的台啤部隊鍋，用小火燉熬排骨與蘿蔔湯頭

為湯底，再加入新鮮的海鮮食材、酸白菜與台酒花雕雞泡麵，並鋪

上口感濃郁的起司片，最後再淋上最新鮮的啤酒極品「18天台灣生

啤酒」，真是一鍋好享受的美味火鍋，清爽不膩且帶了食材甜味的

湯頭與美麗的擺盤，無論是視覺上與味覺上都是滿滿的享受，超級

適合當宴客時的主菜。

 

活動當天消費者享用到美味的五行養生紅麴香腸、脆皮紅麴豬

腳、台啤部隊鍋後都嘖嘖稱讚，當天活動學料理、吃大餐，報名費

380元還可全額折抵購買現場的年菜禮盒，幾乎每位消費者都提了

滿手的豬腳禮盒與紅麴香腸禮盒回去，準備在過年時運用現場學到

的科學烹飪技巧大展廚藝。兩天活動非常感謝台北營業處所與台中

營業處所同仁協助現場的年菜禮盒銷售，讓活動非常的圓滿順利，

大家就一起用這三道菜成為家中聚餐的主角吧！

台 啤 部 隊 鍋 、 五 行 養 生 香 腸 、 脆 皮 豬 腳

網羅天下美食

酥脆金黃色皮卻不油膩，外酥內軟、黏黏膠質肉Q彈，讓人

食指大動。

脆皮豬腳

想要獲得更多好康訊息 快加入 吃喝玩樂在台酒Facebook粉絲團

（行銷處）

台酒料理達人來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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