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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業界就享有盛名的誼馨園，在導入網路行銷
管理模式後，一下子就吸引了大批消費者慕名上

網訂 購， 「其 實以 前就 常常有 人打 電話 來問 ，但 是當 初
沒有 那麼 方便 的訂 銷貨 機制， 所以 沒辦 法為 居住 在全 台
各地 的民 眾服 務。 」誼 馨園第 二代 經營 者汪 松岱 表示 ，

年果農生活，面臨一連串的轉變

返，最後在加州水蜜桃身上看到希

機，一開始到澳洲、印尼皆無功而

後，帶著簡單行囊到海外找尋商

後來，長子汪松林從大學畢業

清境 農場 開始 種植 水蜜 桃、梨 子。 這個 果園 ，就 取名 為

吃水 果， 所以 決定 創業 時，就 跟小 舅借 了一 筆錢 ，到 了

關 於 誼 馨 園 與 水 蜜 桃 的 故 事 ， 要 從 1975
年開始說
起。 當年 ，誼 馨園 第一 代經營 者汪 宜忠 ，因 為自 己喜 愛

25

「誼馨園」。

■水蜜桃收成量產

以往 他們 只是 單純 在果 菜市場 做批 發， 現在 導入 電子 商
務後 ，雖 然行 銷通 路的 重心還 是在 傳統 市場 ，但 是有 了
網路的輔助，就可以將經銷網擴充到
以往無法照顧到的市場面向。
地震一度放棄果
921

望，並成功引進台灣。那年是 1995
年歲

年，這時的誼馨園已走過

守

年的果園。

不易。次年，汪宜忠不得不放棄堅

流時而發生，山坡地果園水土保持

了 1999
年遇上災情慘重的 921
大地
震，造成南投山區土石鬆動，土石

月。原本仍然持續耕種的果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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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當年因為

園 耕 種 ， 卻 又 在 2003
年重回果園的
過程，汪松岱說，放棄是因為情勢
所逼，重新扮演農民角色卻也是不得
已。但是再度投入耕種，規模不可同
日而語，他們不僅租購耕地共 200
多英
畝，並且引進各種先進技術。也因為
有優良的品質，除了台灣市場，美國
最大的華人連鎖超市「大華超市」也
成為誼馨園的長期契約客戶。

另一方面，當初引進加州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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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馨園-桃仙子

26

美食大觀園

水蜜桃王國

誼馨園

桃仙子
—
9

誼馨園，這個曾經在山上奮鬥了 年的果農家族，一度因為 921
地震放棄耕種，改而專注於進口水果的經營，並且
靠著全台唯一 100空運進口加州水蜜桃及韓國梨的行銷模式，快速打響「桃仙子」與「梨仙子」的名號。也因為
常常有消費者循著水果包裝盒上的店家資料，打電話來詢問訂購事宜，促使誼馨園邁開 化行銷的腳步，今年 月
誼馨園網路才架設好，到了 月就已經有超過兩萬多人點閱網頁， 月的網路營業額也創下五、六十萬的好成績。
％

時， 因為 堅持 要讓 水蜜 桃在樹 上自 然成 熟， 而採 用航 空
業數 位落 差

化開 運計 畫， 覺得 挺符 合我們 的需 求， 而

「後 來， 因為 聽朋 友說 到經濟 部中 小企 業處 這個 縮減 產

嚐自 己銷 售的 水果 ，只 有消費 者的 感受 才是 最真 實的 品

動的 好管 道。 「因 為下 游通路 商未 必每 一次 都會 自己 品

且我們也合乎受輔導條件，就開始執行了。」

解自家水果的評價。

化任 務後 ，未 來期 望可 以透過 品牌 的宣 傳， 建立 更強

小更 能體 會果 農的 辛苦 。」他 說， 此次 誼馨 園圓 滿達 成

「就是因為自己歷經

年在山上奮鬥的歲月，汪家大

質反 應。 」透 過網 友的 意見， 誼馨 園也 可以 有機 會更 了

運輸 縮短 時程 ，雖 然一 開始因 為台 灣市 場仍 無法 接受 高
單價 的空 運水 蜜桃 ，讓誼 馨園 耗盡 資金 ，幾 乎要 放棄 ，

「我們請開運團幫我們設計了一個操作簡單的介面，

月網 站

所幸後來全台多家批發商在這個時候紛紛表示批發意

化完整傳達

「網站開張半年後，有越來越多人知道我們網站，

上銷售。

到誼 馨園 的水 蜜桃 及韓 國梨， 他們 決定 透過 網站 進行 線

的狀 況。 為了 讓消 費者 可以在 合理 且穩 定的 價位 間， 買

但傳 統市 場價 格受 控於 中盤商 ，常 有劣 質產 品惡 性競 爭

汪松岱表示，以往誼馨園的水果只在果菜市場批發，

專業經營理念，藉由

推 出 後 ， 首 月 就 有 高 達 3361
瀏覽人次，初期網路行銷
每個月平均也有約 萬的營業額。

技術 ，所 以執 行過 程並 沒有太 大困 難。 在今 年

然後 自己 進行 網站 維護 。」由 於汪 松岱 本來 就具 備電 腦

100空運水蜜桃

願， 讓誼 馨園 不僅 撐了下 來， 而且 還成 為台 灣水 蜜桃 第
一品牌，而且至今仍是台灣唯一採用
的業者。
但 是 在 2003
年時，因為美國水蜜桃遭遇極大的瓶
頸， 原因 是合 作的 農場為 了降 低成 本、 提高 產量 而犧 牲
了品 質， 也因 此造 成銷 售量及 價格 的下 滑。 在別 無選 擇
的情況下，汪宜忠一家又重新扮演起農民的角色。

網路輔助行銷，讓品牌形象更鮮明
再一次投入果園耕種的誼馨園，引進獨特栽種技術及
器材 ，從 水量 、土 壤的細 節開 始嚴 格控 管， 並從 日本 引
進可 以擾 亂害 蟲繁 殖的 裝置， 取代 傳統 噴灑 的農 藥， 以

月份 的網 路營 業額 就有 五、

大更 優質 的客 戶網 絡， 結合國 內各 季盛 產的 水果 ，直 接

由產 地、 大批 發商 宅配 至消費 者手 上， 使消 費者 能免 於

層層 的剝 削， 更幫 助農 民獲得 最高 的利 潤， 達到 雙贏 的
局面。

以誼馨園的e化案例來看，汪松岱認為，對於
具備電腦操作技巧的人，只要再花小小的預
算請開運團隊設計出簡單好用的介面，了解
貼圖、換圖、上文的技巧後，就可以自己進
行維護。這樣一來，數位化的成本也不會太
高，尤其是符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輔導條件
的傳統產業中小型業者，更應該多多注意相
關輔導計畫，讓專業團隊協助進行電子商務
導入。像誼馨園此次參與縮減產業數位落差
計畫，就只投入了2.2萬的網路行銷成本，經
濟又有效益。

並且 進行 線上 訂購 ，像 是

頭家開店小撇步

台灣首見的栽種技術培育出優良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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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開運團隊：台中市電腦商業公會

六十 萬， 相當 不錯 。」 但是汪 松岱 說明 ，誼 馨園 的主 力

汪松岱強調，他更希望透過網路將誼馨園的理念完整

＊網址： www.farmers.com.tw

除了水蜜桃，誼馨園的韓國梨同樣大有名堂。在

緻農業，一批貨出來前往往要收集多位果農栽種的梨

呈現 ，讓 大家 更了 解自 己所買 的水 果。 所以 現在 他們 的

＊自慢商品：低溫宅配水蜜桃禮盒/梨子禮盒

業務 還是 在傳 統通 路， 網路的 作用 在於 彌補 傳統 通路 不

子，而每個果園品質良莠不齊。為了有效提升整體品

網站 上， 除了 有公 司背 景簡介 ，在 水蜜 桃教 室還 有多 篇

＊資本額： NT$500萬

足，並且讓價錢公開。

質， 誼馨 園領 先同 業進 行整合 ，與 當地 農民 組織 與地 方

圖文 配合 的說 明， 讓大 家可以 清楚 地了 解水 蜜桃 的產 地

＊員工人數：10人

年由次子汪松岱至韓國探路後，發現韓國梨最大
2002
的瓶 頸在 於品 質管 理， 韓國跟 台灣 一樣 ，多 屬小 規模 精

政府 簽訂 長期 契約 。這 樣的合 作模 式， 很快 看出 成效 。

樣的 考量 ，誼 馨園 網站 特別將 更多 實用 資訊 傳達 給消 費

桃 ， 單 顆 售 價 從 十 元 三~ 百 元 都 有 ， 民 眾 怎 麼 知 道 自 己
買的水蜜桃，是不是真的有符合售價的價值 ？」因為這

及特 性， 並且 掌握 選購 時的技 巧。 「現 在市 面上 的水 蜜

年我們的農民組織成為第一個通過
2004

年
2006

認證的農
ISO

「

噸增加到
100

民組織， 2005
年及 2006
年我們的農民組織蟬連韓國梨
子競賽冠軍。進口量也從
年的
2002

者， 引導 消費 者如 何辨 識品質 好壞 ，並 且透 過這 樣的 方

＊公司成立時間：民國64年

6

的 800
噸， 年成長了 倍。」
汪松岱說，在誼馨園成功打響名號後，他們開始思考

＊公司名稱：誼馨園貿易有限公司

20

式，強化誼馨園品牌的知名度及忠誠度。

e

e

此外，網站的「網友評鑑區」也提供一個與消費者互

開運頭家小檔案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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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 將這 些經 驗及 他們 理念， 與更 多人 分享 ，而 且在 客

8

戶不 斷來 電詢 問下 ，他 們開始 積極 探索 網路 行銷 之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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