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就這樣，讓她興起研究滷味的念頭。

年的 時間 。而 且期 間還 一度開 了一 家金 葉

不過，從這個念頭出現，到她真正開店賣滷味，中

間卻 經過 了

蛋糕 店。 但在 這段 期間 ，陳再 安一 有空 就在 家裡 東滷 西

滷。 但不 管怎 麼試 ，還 是都不 滿意 。她 說， 滷味 的最 大

20

美食大觀園

蜂蜜入味，滷出網路高人氣

西井村滷味

50

滷味對於台灣民眾來說，是非常熟悉的食物，幾乎在每個市場裡都可以見到滷味攤子，不過即使坊間滷味這麼多，
卻很少像西井村滷味這樣，可以吸引壹周刊、東森新聞報、聯合晚報、聯合報、中國時報、自由時報以及大台灣旅
遊網等平面媒體，還有 GTV
、三立電視台及非凡電視前往採訪報導，而且在網站開張短短幾個月，就創下逼近 萬
大關的點閱次數。究竟西井村有什麼獨門秘方，可以讓滷味變得如此有魅力呢？
滷味。
老闆娘說現在店裡用的那鍋滷汁，就是在經過好幾

實，吃過西井村滷味的人都知道，老闆的滷味秘
方就是比別人多一味，多了一股蜂蜜的香醇口

時她想，就算一碗爌肉飯只賺

30

其

年的嚐試，最後調製成的，裡頭的用料包括蜂蜜、高
多種材料組成。「就是這鍋老滷湯，讓滷
出來的滷味不但沒有常見的臭腥味，而且滷好後可以

湯，還有

感。 將蜂 蜜加 進滷 湯中 ，是老 闆娘 意外 得到 的秘 方， 而
滷出來的結果卻是令人出乎意外地好吃。
別人以中藥入味，西井村卻選擇以蜂蜜入味，讓滷味

味，更神奇的是，不用滷很久，味

冷凍保存，就算冷冷的吃也非常入

且滷 出來 的東 西， 連色 澤都變 得更 漂亮 。如 此的 新鮮 口

道卻都進到骨頭裡，還把肉質本身

嫩， 沒有 一般 滷味 強烈 的苦味 與鹹 味， 而

味， 除了 成年 人愛 吃， 老人、 小孩 子也 都讚 不絕 口， 難

的香甜味都引了出來，外觀也非常

怪西井村可以靠著滷味，創下單一節日促銷業績
的好成績。

研究出蜂蜜滷味的西井村老闆

販，賣得爌肉特別好吃，而且每天

店，當時，附近有個賣爌肉飯的小

幾年時，於西門町一帶開了間理髮

草鄉西井村。她說，自己在民國

而且西井村產品皆採小盒袖珍包裝，加上不添加防腐

天的 賞味 期， 但反 而在 網路上 造

娘，名為陳再安，出生於嘉義縣鹿

然冷 藏保 存只 有
成熱烈反應。

年，美味備受推薦

至少賣出上千碗。陳再安說，當

見， 老闆 娘投 注多 少精 神在滷 味上 。老 闆娘 說， 因為 自

錢，一天下來至少也能賺到上千

塊
己曾 經吃 過令 自己 難忘 的小吃 ，也 知道 市面 上賣 滷味 的

年」，可以想

50

劑的 健康 訴求 ，非 常受 到單身 貴族 及年 輕人 的喜 愛， 雖

漂亮。」

萬
100

不僅 更香 醇

30

元，比起她當時的收入實在好太

看著西井村門口的招牌上寫的「一滷

一滷再滷

3

人何 其多 ，所 以她 知道 要賣滷 味， 就得 賣比 別人 好吃 的

1

30

2
～

■冰雞爪凍

■招牌豬蹄花

Q

30

問題 ，就 是滷 得不 夠久就 不入 味， 但一 滷太 久， 就會 讓

是， 在各 種蜂 蜜中 ，就 只有龍 眼蜜 可以 順利 把味 道滷 進

多年 斷

骨頭 裡， 特別 是台 灣南 部的龍 眼蜜 ，而 且所 需時 間非 常
個小 時就 入味 到骨 子裡 。經過

肉質變老、萎縮，而且不管是用醬油或用蔥、蒜、辣
、

斷續續的嚐試與研究後，終於，完美滷味出爐。

化，鎖定網路客層

到旁 邊一 罐朋 友送 的龍 眼蜜， 想了 一下 就就 把蜂 蜜拿 來

家「 西井 村牛 肉麵 店」 並同時 推出 滷豬 腳。 後來 一方 面

在幾年前，陳再安先是在台北民生社區一帶開了一

從夾報改為

短， 不過

椒、 胡椒 等
…等香料，永遠都除不掉肉骨裡的臭腥味，
只能壓住、但除不去，而這就是市面上滷味共有的問
題。

倒進 滷鍋 裡， 原本 她只 是抱著 姑且 一試 的心 態， 卻沒 想

希望 就近 取得 滷味 所需 要的龍 眼蜜 ，一 方面 希望 重返 故

某一天，她又在家裡試滷味，材料東加西加，突然看

到， 等這 鍋滷 味滷 好後 ，竟然 讓她 嚐到 這麼 久以 來第 一

鄉， 所以 在一 年前 返回 台南安 南區 開設 第一 家滷 味店 ，

＊公司成立時間：民國95年

＊員工人數：12人

＊資本額： NT$30萬

＊自慢商品：蜂蜜滷味

＊網址：http://www.2478866.com.tw

＊輔導開運團隊：巨匠電腦

頭家開店小撇步

西井村的店面開設在台南，經過電子商

務系統e化打開了中部與北部市場，目

前的人事成本大大的降低為85%，僅需

1人負責網站維護，而營業額每月也成

長一倍。

陳秀 春開 始為

化探 路， 在從 電腦 老師 那兒得 知經 濟部

不放 心， 而且 行銷 成本 又高。 後來 ，西 井村 則委 由同 仁

多， 生意 並沒 有預 期來 得好， 銷售 業績 起伏 不定 很讓 人

還有夾報型錄為主要宣傳方式，但範圍小、客戶數不

在導入電子商務前，西井村還是以傳統的店招布旗，

路行銷。」

面開 設在 台南 ，要 打開 中部與 北部 市場 ，更 不能 忽略 網

本來 就是 公司 開業 前就 鎖定的 客群 ，尤 其， 西井 村的 店

業。 導入 電子 商務 作業 的陳秀 春說 ：「 其實 ，網 路族 群

業時 ，一 方面 準備 網站 的建置 ，一 方面 先以 傳統 店面 營

消費 力， 但是 因為 對於 電腦及 網路 不熟 悉， 所以 初期 開

雖然西井村一開始營業時，就注意到網路上驚人的

店名也取為「西井村」，用以紀念自己的出生鄉里。

口完全沒有臭腥味的滷味。
就是這罐龍眼蜜，打開了陳再安的滷味之路，從那天

＊公司名稱：西井村企業社

個大好機會為自己提升 化的市場。
「因為大家之前都不熟悉網路也沒做過網路行銷，
不知 道到 哪裡 找客 戶， 都是從 開運 團的 課程 及輔 導中 ，
找到 目標 客群 並針 對這 個客群 需求 ，設 計出 西井 村的 網
站。 」陳 秀春 同仁 開心 地說： 「剛 開始 網頁 由開 運團 輔
導網 頁製 作之 時， 對於 電腦完 全是 一竅 不通 ，學 習上 有

化開運計畫，人氣快速竄升

的方式消費。

、
YAHOO

放置關鍵字
PC HOME

行銷，為了能快速吸收顧客，將建立在 Unimall
與 7-11
便利 商店 付款 取貨 的金 流系統 ，讓 客戶 可以 選擇 最方 便

行銷，因此西井村也在

然， 在網 路世 界裡 要吸 引網友 點閱 ，還 是需 要透 過好 的

式， 分為 轉帳 以及 貨到 付款（ 台灣 本島 ）兩 種模 式。 當

量高 的招 牌好 料理 。陳 秀春說 ，目 前網 站的 訂購 付款 方

大腸 頭、 塑身 骨， 以及 香菇脆 喉等 ，都 是詢 問度 及訂 購

種包 裝， 其中 包括 招牌 豬蹄花 、冰 雞爪 凍、 鴨翅 、三 杯

在網站上，西井村推出了人氣滷味與溫情禮盒賞兩

送到訂購者手中。

儀器精密控管，而且所有食材均採 CAS
優良肉品加工製
作， 在滷 味出 鍋後 便以 急速冷 凍保 鮮， 並快 速透 過宅 配

製造 及生 產。 為求 品質 一致及 食品 安全 、衛 生， 全程 採

目前，西井村擁有佔地百坪的中央廚房，專業研發

參與

醒目的效果。」

現最 佳狀 態做 調整 ，我 們總是 希望 能讓 網站 建構 上給 人

還是 有內 部討 論溝 通網 頁上的 效果 ，不 時針 對網 頁的 呈

經可 以自 行更 新維 護網 站，而 且網 站建 置完 成後 ，公 司

■鴨翅

30

中小 企業 處縮 減產 業數 位落差 計畫 後， 西井 村也 接受 這

e

e

2

e

1

很大 的障 礙， 但開 運團 不厭其 煩的 教導 我到 現在 ，我 已

21

e

後， 她開 始大 量使 用蜂 蜜，各 種蜂 蜜都 拿來 試， 神奇 的

開運頭家小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