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嚐

譽的淡水名產喔 ！

有如此規模的網路行銷作業，需要多

e

8

美食大觀園

道地淡水美味

醍醐大師蛋天下
味小吃的所在地，往往成為國內旅遊路線中重要
的一站，即使有時必須大排長龍，老饕們還是樂

少 資 本 額 及 人 力 呢 ？其 實 ， 醍 醐 大 師

隨機走進門來消費，它雖然早是淡水一帶知名的名產

—

淡水鐵蛋聞名台灣，但是，為了品嚐鐵蛋要特地跑一趟淡水嗎？以往這種在地的小吃美味只靠著實店小鋪打天下，
客源也僅能仰仗當地居民及觀光客，即使能夠靠著口耳相傳建立好口碑，生意未必可以相對成長。現在，在地小吃
的前景，因為網路行銷有了新契機，以此站為例，圖文式介紹不僅讓人食指大動，還可以線上詢價、留言及訂購，
美食遊賞好 easy
！

■醍醐大師店面陳列

美

在其中。但是親身遊訪總是需要時間與交通費用的花

個員

蛋天下資本額只有

工、兩家店面。這樣的店面在淡水比比

萬，擁有

費，有時想要解解饞，卻沒辦法動身前往，該怎麼辦
呢 ？所幸，數位時代的便利，可以輕鬆地為你我排除這

濟部 中小 企業 處的 協助 下，一 一走 向數 位化 之路 ，尤 其

化的腳步比別人快一步。

店， 靠好 風味 建立 了好 口碑， 但是 能夠 讓這 家老 店突 破

它實際

像是 地方 農作 名產 、傳 統工藝 等也 陸續 架設 網站 ，讓 民

蛋
—天下」這一站，大

地域 限制 ，全 省打 響名 號並創 造高 業績 的重 點， 就在 於

在電子商務氣候成熟之際，台灣部份傳統產業也在經

種生活上的小困擾。

5

皆是。但是醍醐大師 —
蛋天下並不像多
數店家一樣，光是坐在店內，等著客人

20
眾無 需出 門就 享受 四處 賞玩之 樂、 嚐盡 地方 美食 之味 。
現在 ，就 讓我 們來 到「 醍醐大 師
啖鮮味無比的淡水名產。

一家實店，靠著網路拉開事業紅線 ！
點開網頁，我們驚喜地發現，所有淡水名產幾乎都
可以 在網 站上 選購 ，包 括：鐵 蛋、 魚酥 、滷 味及 果凍 等
等， 還有 最佳 賞味 建議 、得獎 、檢 驗紀 錄等 資訊 ，也 可
以先 詢價 或是 直接 下單 ，實在 很方 便。 這對 於遊 歷過 淡
水且 對淡 水美 食念 念不 忘的人 ，無 疑是 一大 好消 息； 而
且連 住在 大台 北以 外區 域的民 眾， 也可 以輕 易選 購有 信

■鐵蛋榮獲CAS認証

e

談起醍醐大師 蛋
—天下創辦人盧金龍先生，他可是淡
水地 區唯 一一 位中 華民 國美食 協會 和烹 飪協 會理 監事 的
代 表 。 1992
年，他於一次因緣際會下，經觀光局長毛
治國 先生 提點 ，驚 覺淡 水的名 產始 終原 地踏 步， 身為 土
生土 長的 淡水 人， 盧老 闆認為 自己 對於 推廣 本土 餐飲 藝

未免 可惜 。再 加上 淡水 地區同 質商 店一 家一 家出 現， 為

設完成後，不僅可提供一個

行，這對於微型企業而言，無非

小

是一筆龐大的人力支出。網站架

了替 老店 開創 新商 機， 醍醐大 師 蛋
—天下在三年前決定
化的 第一 步， 也因 為如 此，才 能為 老店 增加 了許
踏出
多非在地的消費族群，打下數位行銷的利基。

一台電腦，架起地方小吃的新天地 ！

時開放的網路商城，也可提供

網路使用者及時諮詢服務，建

立線上交流，既省時又省力。

醍醐大師 蛋
—天下強調，他
們的產品特色不僅在於口味的

術和 提升 食品 健康 衛生 更應該 盡一 份心 力， 因此 開始 積

在執行網路行銷前，醍醐大師 蛋
—天下也曾有顧忌：
架設 及更 新網 站的 成本 ，將稀 釋部 份營 業利 潤， 萬一 ，

多樣化，對於品質的控管及原料

經歷多次的嚐試，盧老闆顛覆傳統製法，並且針對

無法有效益地回收，那豈不是多花錢而已 ？

＊資本額： NT$20萬

＊自慢商品：香鐵蛋、魚酥、滷味及

   果凍

＊網址：http://www.tihudashi.com.tw/

＊輔導開運團隊：中華電信

醍醐大師—蛋天下表示，在成功建立與一

頭家開店小撇步

般消費者的線上交易經驗後，現在也開始

批發量售的行銷方式，將產品推銷到其他

同業手中，藉此為自家商品建立輻射狀的

銷售管道。從傳統老店到布局全台灣的行

銷網，只要具備轉變的信心，善用政府所

提供的資源，「跨出e步，就是邁向成功

的路」。

一塊 大石 。但 事實 證明 ，醍醐 大師 蛋
—天下的數位化腳
步走 對了 ，而 且早 走一 步才能 搶得 先機 。當 初， 醍醐 大

醐大師 —
蛋天下連續在民國 、 、
年， 榮獲 由行 政院 衛生 署、行 政院 經濟 部、 行政 院農

產品的堅持與對消費者的奉獻，使醍

的篩選也都極為挑剔，產品無添

國人 的體 質和 養生 保健 的觀念 ，創 新研 發數 十種 系列 商

＊員工人數：5人

化腳步的

這樣疑慮，相信也是牽絆傳統產業邁開

＊公司成立時間：民國92年

加任何的色素及防腐劑，如此對於

師 蛋
—天下建立網站的配備只有唯一的一台電腦，而且
網路 開店 成本 不到 實體 店面的 十分 之一 ，再 加上 建置 快

92

象與知名度，帶來更多效益。

地接受到這些資訊。

榮耀 及肯 定， 透過 網路 張貼， 也能 讓消 費者 快速 、直 接

化需求，因數位化計畫輕鬆圓夢 ！

醍醐大師 蛋
—天下的例子，為地方傳統小吃點出一條
行銷 新路 線， 也為 淡水 增添了 一則 在地 小人 物的 成功 故
全台 灣， 甚至 全世 界， 只要是 對淡 水名 產有 興趣 的人 ，
都可 藉由 這個 網站 來進 行詢價 甚至 是線 上購 物。 」再 加

化後的效益，可以從網站點閱數及線上交易量輕

夠遠。

事。 這個 成功 經驗 ，主 要因為 業者 本身 的經 營眼 光放 得

營的另一個出路。

網路行銷已成為永久經

對於像是醍醐大師 —
蛋
天下這類的傳統老店，

線上購物的興趣大增，

上， 目前 網路 購物 的安 全機制 已十 分完 善， 消費 者對 於

他地 ，但 是藉 由網 際網 路的力 量， 就可 以將 產品 行銷 至

醍醐大師 蛋
—天下表示：「由於鐵蛋買賣與行銷的市
場客 群過 於狹 小， 單靠 一家實 店實 在很 難將 生意 擴展 到

委會 頒發 中華 民國 優良 食品評 鑑金 牌獎 等獎 項。 而這 些

91

易看 出。 以往 實店 經營 的模式 ，只 能被 動地 等待 生意 來

到， 專屬 網站 及系 統架 構完成 後， 可以 透過 電子 報積 極

開創 新客 源， 並且 在網 站上提 供最 新最 完整 的商 品展 售

服務。以這個例子來看，導入電子商務後，快速增加

萬人 次知 名度

月架 設完 成至 今， 也已 經有

％的 非本 地客 群， 會員 也已累 積到

年

10

另一方面，鐵蛋食品

了

大開 ，此 外， 網站 於

5

也需要有專人來提供賞
味諮詢服務，傳統店家

95

極投入香鐵蛋的研發及推廣工作。

24

品， 讓淡 水的 名產 「香 鐵蛋」 發展 出更 多元 化的 選擇 。

＊公司名稱：蛋天下商行

e

速， 可用 相對 的低 成本 開拓新 市場 ，並 建立 網路 品牌 印

93

e

e

10

次線上詢價，其中商機可見一斑。
27,843

9

e

靠人力以電話方式來進

■香蜜雞肫

像這 樣的 地方 美味 ，如 果只能 在淡 水的 一家 店中 販賣 ，

開運頭家小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