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尼根的行銷銷售網遍布全球170個國家
就是要海尼根！
其中在65個國家裡設置有專屬的115個啤酒釀造廠
全球員工超過6萬名
根據2005的銷售數據，
海尼根全球銷售量超越108億歐元，
淨利額達8.4億歐元。
風行全球的瘋狂魅力讓海尼根成為…
•全球第一的出口啤酒
•歐洲第一的啤酒品牌
•全球最有價值的酒精飲料品牌
•全球最有價值的啤酒品牌
海尼根在全球發燒，但台灣人怎麼看…！？
透過４Ｃ架構的分析，讓我們來瞭解台灣的啤酒產業

當全球都瘋海尼根，

台灣人，你要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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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前言
海尼根的行銷銷售網遍布全球 170 個國家，其中在 65 個國家裡設置有專屬
的 115 個啤酒釀造廠，全球員工超過 6 萬名。根據 2005 的銷售數據，海尼根全
球銷售量超越 108 億歐元，淨利額達 8.4 億歐元。風行全球的瘋狂魅力讓海尼根
成為：
‧全球第一的出口啤酒
‧歐洲第一的啤酒品牌
‧全球最有價值的酒精飲料品牌
‧全球最有價值的啤酒品牌
而台灣自 1987 年解除台灣菸酒酒局專賣的情況之後，各種進口啤酒即不斷
的進入台灣市場，但依舊敵不過在歷史文化下擁有強大優勢的本土啤酒龍頭 –
台灣啤酒，而海尼根如何在面對台灣本土啤酒領導者及其他競爭者環伺的情況
下，成功拿下 2006 年消費者心目中理想品牌第二名的寶座，著實令人好奇。
本報告將略述啤酒的定義與種類，並分析台灣啤酒市場及消費者之偏好、介
紹海尼根在台灣的經營策略，最後，以四 C 架構分析海尼根當前所面臨的通路問
題，及其可能的因應做法。

第二章、啤酒

第一節、何謂啤酒及分類

啤酒，因為它是主要是以大麥芽以及啤酒花兩種原料，其經過酵母的發
酵作用製成啤酒，因為其以大麥芽為原料的原因，故在台灣的閩南語中就稱
之為「麥仔酒」，而啤酒花加入啤酒的釀造是最近幾百年來的事。它的作用
在於平衡麥芽的甜度並對酵母的活動有適度的抑製作用，其所帶的一點苦味
更是賦予啤酒特殊的風味。依據發酵時間的長短，啤酒一般分為以下幾類：
z 熟啤酒：經過高溫殺菌，將啤酒酵母殺死的稱為熟啤酒。
z 生啤酒：指未經殺菌處理的過程，又分桶裝生啤酒和罐裝生啤酒。
z 黑啤酒：則是在原料選用時以黑麥芽來製造而成。
其中，生啤酒又分為桶裝生啤酒和罐裝生啤酒，二者的差別，主要在於
桶裝生啤酒的製造過程並沒有將啤酒酵母去除，故必須低溫保存，通常以 0
℃保存可維持六天；若是保存溫度過高，則可能引起酵母第二次發酵，使生
啤酒變味變質，影響風味及口感；而罐裝生啤酒則為了更利於保存，製造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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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以超微過濾膜將酵母除去，故沒有口味變質的問題。
啤酒又被稱為液體麵包，其含有相當多的熱量，而熱量主要的來源是酒
精，也有少許的碳水化合物。以台灣啤酒為例：以一瓶「酒瓶裝」的台灣啤
酒約有 250 大卡的熱量，而一罐「罐裝」的台灣啤酒也約有 180 大卡的熱量
(一碗白飯的熱量有 280 大卡)。而而國內進口的啤酒，依照地區別的不同在
製造材料及口味上，彼此間各有特色，各地區之製造材料與其代表品牌如下：

地區別

製造材料

口味

代表品牌

美國地區

以大麥為原料，加入小麥及玉米
清淡
為副原料

百威、美樂

日本地區

除大麥為原料外，加入稻米穀類
口感獨特
為副原料

麒麟、朝日、
三寶樂

歐洲地區

百分百大麥釀造

海尼根

台灣地區

大麥芽、啤酒花、蓬萊米為主要 台灣啤酒帶苦味；
台灣啤酒、金
原料；而金牌台灣啤酒還加入天 金牌台灣啤酒口味
牌台灣啤酒
然酵母
清爽、甘醇順口

口感較濃

第二節、台灣之啤酒產業介紹

i.

台灣啤酒業之歷史發展

在 1987 年以前，國內的啤酒市場並未開放，由台灣菸酒公賣局專賣為
政府帶來可觀的利潤，隨後在政府政策逐漸開放後，如廣播、電視的法令鬆
綁、2002 年加入 WTO 之後，台灣啤酒市場即顯活絡。雖隨著法令的鬆綁，
使得台灣啤酒的市佔率由當初的九成下滑到近年來的八成左右，但也因為過
去長期專賣的歷史因素，使得台灣啤酒深入台灣各大街小巷，並形塑消費者
的口味偏好與習慣，使得台灣啤酒一直以來都扮演啤酒市場上的領導角色。
ii.

台灣知名進口啤酒之排名與訴求形象

除了本土的台灣啤酒之外，在台灣知名的品牌分別為海尼根、青島、美
樂和麒麟啤酒，在 2006 年消費者心目中理想品牌的名次中，由本土啤酒龍
頭 – 台灣啤酒穩坐第一名的寶座 (54.6%)，而次之的海尼根為 21.9%、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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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名則是青島啤酒 (9.4%)。但從開放啤酒市場到今日，台灣啤酒與進口啤
酒之間的市佔率互有消長，不過，一般而言，在地的台灣啤酒與進口啤酒通
常維持八比二的比例，本台灣啤酒一直都是市場上的領導者，但若只看台灣
進口啤酒市場則競爭非常激烈，龍頭寶座幾乎每年都會更動，例如九八年龍
頭是麒麟，但九九立刻換成美樂，兩千年則是海尼根拿下進口啤酒市場上第
一名的寶座。
根據 EICP2003~2004 間對台灣啤酒以及在台灣進口的各類領先啤酒品
牌，所進行的消費者心中品牌形象的調查中，分別以好喝的、高級的、形象
年輕的、充滿活力的、展現個人風格的、國際形象的、價格合理的、具本土
意識等面向來做比較，其結果如表所述：
品牌形象

台灣啤酒

麒麟啤酒

海尼根

美樂

青島啤酒

好喝的

1 (36%)

3 (22%)

2 (23%)

5 (4%)

4 (15%)

高級的

3 (18%)

2 (25%)

1 (36%)

5 (8%)

4 (13%)

形象年輕的

3 (21%)

2 (22%)

1 (35%)

5 (10%)

4 (12%)

充滿活力的

2 (28%)

3 (24%)

1 (30%)

5 (6%)

4 (12%)

具個人風格的

2 (25%)

3 (23%)

1 (32%)

5 (8%)

4 (12%)

國際形象的

3 (18%)

2 (25%)

1 (35%)

5 (8%)

4 (14%)

價格合理的

1 (41%)

3 (19%)

4 (14%)

5 (6%)

2( 20%)

具本土意識的

1 (49%)

2 (18%)

4 (10%)

5 (5%)

2 (18%)

註：數字 1.2.3.4.5.代表排名
資料來源：黃瀚毅，(2005) 國際啤酒廠商之台灣市場進入與經營策略，國立政治大學國際貿易
研究所

由上表可知，台灣啤酒在地深耕已久，同時透過多年來喊出「有青才敢
大聲」
、
「台灣啤酒，尚青」等品牌塑造上和推出新產品來因應整個市場的變
化，使得台灣啤酒逐漸擺脫過去老舊的形象。而以品牌形象而言，海尼根在
以上的品牌形象當中，領先其他品牌，發揮其國際品牌的形象，成功的在台
灣塑造起高品質的形象，其他領先品牌依序為台灣啤酒、麒麟啤酒、青島啤
酒和美樂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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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台灣消費者之特色

i.

視啤酒為人際關係的潤滑劑

台灣人重視人與人間相處的感覺，擁有人情味偏向關係導向，且注重團
隊合作，偏向團體的感覺，並不標榜個人主義。故「啤酒」對台灣人來說可
視為一種人際關係的潤滑劑，它低酒精的含量讓人微醺淺醉，化解人際間不
必要的尷尬，所帶來的氣氛是「歡樂」以催化人與人間的感情。根據調查的
解果顯示，啤酒一族選擇喝啤酒的時機中，以「親朋聚會」的時機最多，可
見啤酒的確出現在熱鬧、歡樂的場合，而次之的選項是「口渴」的時機，顯
現了有不少人將啤酒視為一種清涼解渴的飲料。
而第三個選項則是「工作應酬」，隱然呼應了啤酒擔任「人際潤滑劑」
的角色，很有可能是台灣企業的應酬文化下，對上班族來說，一兩杯啤酒讓
雙方「淺醉」更能與客戶拉近距離、化解尷尬，以使得生意得以成交。而第
四個的「喜慶宴會」也是啤酒的地盤，成為不可或缺的桌上助興之物。范碧
珍 (2000) 認為國人在選購啤酒的動機可分為四個族群，分別為品牌型、資
訊型、價格型以及嘗鮮型，飲用時機以增進情誼佔七成最多，其次是增加聚
會氣氛佔五成五，而以紓壓的原因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所以啤酒在公眾場合中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許多成功的啤酒廣告也都
立基在人際間情感的表達之上，如大導演 - 吳念真的麒麟系列就是一例。
ii.

口味、價格為主要考量因素

民國 76 年啤酒市場剛開放時，消費者對啤酒消費的考慮因素以「口味
順口」為首位，但是在外國啤酒開放後，其考慮的因素也有了些變化。喝台
灣啤酒的消費者其考慮因素中，以「習慣」
、
「價格便宜」兩項因素變為重要
考量；而喝外國啤酒的考慮因素中「品牌有名」是口味順口後的第二考量因
素，前述的現象或許可能是因為喝了多年的台灣啤酒，啤酒的口味已然形
成，且台灣啤酒在價格上仍佔市場優勢，而外來啤酒的口味眾多，品牌繁雜，
消費者一時間無法適應。
有關我國啤酒消費習慣，以下分別以過去學者的調查來描述。在學者
1987 年的調查中發現：(1) 只有 4.5%的男性不喝啤酒，而女性為 19.8%；
(2) 選用啤酒的考慮因素是從口味順口、香味持久、購買方便、泡沫細密、
包裝美觀、價格高低、品牌、廣告等；以飲用場合來看，分別以宅外喜慶宴
會、家中宴客聚會、啤酒屋、夜市小吃、當作家中平時飲料、外出旅遊；(4)
品牌印象中，歐系啤酒稍高於美國啤酒，進口啤酒優於國產啤酒。在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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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調查中則發現國人飲用啤酒之時機大多為好友聚餐、喜慶宴客等特殊的
場合一起共飲，惟近年來，將其視為休閒取向的風氣漸起。
iii.

飲酒場合各式各樣 - 通路多樣化

詹定宇和張朝清 (2000) 將啤酒市場，依照動機與飲用時機來做區分，
前者可分為佐興與休閒，而後者可分為即飲和非即飲市場，如下表
飲用動機

即飲

佐興

休閒

佐興即飲

休閒即飲

飲用時機

中西餐廳、海產餐 PUB、酒店、俱樂
廳、路邊攤、夜市 部、KTV、旅館

非即飲

佐興非即飲

休閒非即飲

超市、福利中心、
量 販 店 、 便 利 商 同左
店、雜貨店

消費市場區隔及購買據點
資料來源：詹定宇、張朝清 (2000)，進口啤酒 行銷通路展之研究 – 三家領先品牌
為例，產業管理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根據東方消費者資料庫 (EICP) 2003-2004 的資料，以 20 到 59 歲的消
費者來做調查，其結果顯示在最常喝的地點以家中最多，其餘為路邊攤、餐
廳、居酒屋、KTV、和 PUB。
在購買考慮因素的時候，以口味/口感、新鮮、酒精濃度、品牌形象佳、
視場合選擇不同品牌、價格便宜為考量因素。
在啤酒場合調查中，過去「參加喜慶宴會」、「啤酒屋」及「家中宴客」
等因素在未開放與開放進口後均佔前幾位，可見國內消費者將啤酒列為只在
特殊場合才飲用的酒類，未能以一般飲料視之。但對現今台灣地區啤酒的消
費者而言，啤酒已由「佐興」餐飲性質逐漸轉向 KTV 和 PUB 等偏向「休閒」
的場合。在即飲市場中，年紀較輕的族群在 KTV 和 PUB 的消費量比其他年齡
層的族群都要來的高，根據 EICP2003~2004 的資料顯示，其中 20~29 歲的族
群在 KTV 和 PUB 消費啤酒的比例，分別達到將近七成和五成的比例；在非即
就是要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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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市場當中，家中消費佔了大宗，20~39 歲年齡層的消費者佔了近五成的比
例。
而在 2002 年天下雜誌第 259 期中，代理青島啤酒的台灣青啤公司副總
經理蔡清富指出：「啤酒市場的通路特色再於七成是即飲市場 (例如酒店、
餐廳、KTV、Pub)，三成才是一般便利商店。」而直到 2006 年，便利商店成
長至四成的比例，許多廠家也開始角逐這塊市場。

第四節、啤酒產業之四 C 分析

交換之成本

專屬陷入成本
台啤陷入成本
外顯單位成本
道德危機成本
資訊蒐集成本

知曉

興趣

短期
i.

評估
↓
試用
↓
採用

再購

中期

消費者決策流程

長期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在國內學者的研究當中，均指出消費者面對啤酒首重的是「口感」與「價
格」，但學者的研究亦指出這兩項因素並非影響消費者在購買啤酒的首要決
策，唯有在長期使用後 (第二次、或第三次之後的長期重覆購買) 才會因個
人習慣的口感以及經濟因素做為考量，此乃因國內消費者面對啤酒此類產品
短期內具有「嘗鮮」的特質，如當初大陸品牌的青島啤酒甫進台灣即拿下進
口啤酒市佔率第一名的殊榮，不過在渡過新進品牌的「蜜月期」之後，市佔
率即因應市場上消費者因個人習慣之口感而做了調整；另一方面來說，青島
啤酒的價格策略乃近似於台灣啤酒的低價策略，故在消費者長期購買的決策
中亦發揮相當的影響力，而使得青島啤酒能在台灣市場搶得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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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期來說，消費者在飲用過該產品後會開始考慮合不合自我的口味，
所以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將往上提升，若希望消費者長期重覆購買，則除了口
味的因素之外，消費者也將會考量價格的問題，外顯單位效益成本再次往上
提升。
故在外顯單位效益成本來說，消費者所考慮的「口感」與「價格」因素
將影響長期的銷售狀況，在短期的嘗鮮性或是衝動購買的情況下，啤酒此類
產品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並不突顯。
ii.

資訊蒐尋成本：

對於消費者來說，啤酒介於一種「蒐尋品」與「經驗品」之間的低單價
物品，依據學者的說法：消費者面對「蒐尋品」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屬於「資
訊」的揭露程度，注重的是能否得到該產品的資訊，並且能在何處購得、怎
麼購得；且由於罐裝啤酒單價不算昂貴，消費者的涉入程度低，並沒有足夠
的動機去主動蒐尋對該產品的專有資訊，故以啤酒廠商的角度來說，首應解
決的是消費者「資訊蒐尋成本」的問題，可分為兩個關鍵決策點；
第一、 產品的知曉度：透過廣告直接對消費者訴求其本身定位及價
值。
第二、

產品的能見度：透過通路商的通路佈置來增加產品的能見度。

透過上述兩個關鍵時刻，讓消費者能在第一時間回想起本身的產品，並
能輕易的在通路中取得。故廠商首要解決的是解決消費者「資訊蒐尋成本」
的成本，讓消費者對該產品有印象，且易於在通路上找到。
iii.

道德危機成本

短期來說，由於啤酒單價並不高，若非長期購買，消費者並不會仔細考
量價格的因素，消費者的涉入程度低，故消費者在知曉有此類產品之後，並
不會去過於擔心實際產品功效與預期狀況產生差距所發生的損失 (損失很
低)
長期來看的話，若以中央-邊陲路徑之理論模型來看，消費者在事前採
取的是邊陲路徑 (廣告有無吸引我、形象與我一致與否)，在事後採取的是
「中央路徑」(口感好不好、有無此價值)。
iv.

專屬資產成本

任何新進台灣市場的啤酒，在其產品本身的特色上，由於消費者並不會
因為購買此新進產品而必須學習新的飲用方式，專屬資產的成本並不明顯，
但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過去台灣長期菸酒專賣的制度下，台灣消費者只有一個
選擇 - 「台灣啤酒」
，故其形塑了台灣人民對啤酒口味的「情感上」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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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台灣菸酒公司的品牌經營下，成功的以「台灣人的啤酒」自我定位，故
新進廠商所要面對的專屬資產以消費者對台灣啤酒之陷入為最首要解決的
專屬資產成本，如何移轉消費者對台灣啤酒在情感上的認同則是進口酒商所
必須思考的方向。
若能成功的再長期使得消費者再購時，放棄台灣啤酒而選擇他牌的啤
酒，即發生了專屬資產移轉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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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台灣海尼根
根據 2005 的銷售數據，海尼根全球銷售量超越 108 億歐元，淨利額達 8.4
億歐元。風行全球的能力讓海尼根成為全球第一的出口啤酒、歐洲第一的啤酒品
牌、全球最有價值的酒精飲料品牌及全球最有價值的啤酒品牌。
海尼根台灣隸屬於荷商海尼根集團（Heineken N.V.），海尼根係由哲雷．
海尼根先生(Mr. Gerard Adraan Heineken)於 1863 年在荷蘭阿姆斯特丹創建。
一百多年來在海尼根三代家族的經營下，海尼根不僅是全球最知名的啤酒廠商，
也以整體 109 億公升的銷售量名列全球第二大啤酒品牌。
目前海尼根的行銷銷售網遍布全球 170 個國家，其中在 65 個國家裡設置有
專屬的 115 個啤酒釀造廠，全球員工超過 6 萬名。憑藉其對於品質的堅持、一致
性的廣告策略和全球品牌的思維，累積了相當多的國際化經驗，這也是海尼根本
身的最大資產，而在海外發展的同時，為了維持海尼根本身發展多年的海尼根文
化，在國際行銷中採用全球中心導向的方式，向世界推銷其產品。
而海尼根是最早進入台灣的歐洲啤酒之一，以強調來自荷蘭，塑造一般消費
者對此啤酒與歐洲等已開發國家所代表之高品質的感受連結在一起，從中所累積
的品牌形象與資產，都是海尼根獨具優勢的地方。
第一節、海尼根進入台灣市場

i.

1987 年，「海尼根」進入台灣

往海外發展一直是海尼根全球性的策略考量。1987 年時，台灣政府正
式解除菸酒禁令後，海尼根總部看中台灣本身具有飲酒文化，且台灣人喜歡
嘗試新事物的本性，便以海尼根本身具有歐洲文化的形象來拓展台灣市場，
在 1987 年到 1995 年間，由在荷蘭的海尼根海外事業部監督管理，委任台灣
代理商 – 德記洋行進行運銷配送，將海尼根帶入台灣。在選擇進入台灣市
場的酒品方面，雖然海尼根旗下有許多產品，但仍以旗艦產品 – 海尼根 –
進入台灣，其擁有一百多年的品牌精神，並以尊重各地不同文化的精神，將
海尼根本身的文化融入當地，且攻佔高級餐廳等較高價位的通路，維持本身
獨特的形象。
ii.

德記洋行負責通路管理

選擇德記洋行的原因是由於其本身負責許多國外進口商的事宜，本身具
有多元文化，業務人員本身在和外國客戶接洽的專業度足夠，較能瞭解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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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的需求，且德記洋行在通路經營方面與在地通路商關係良好，具有廣泛
的經營脈絡。故擅長通路、豐富的國際代理經驗以及具有世界品牌形象是海
尼根選擇德記洋行為合作對象的因素。1997 年則設立台灣分公司自行承擔
廣告促銷的業務，其他關於通路的事宜仍交由德記洋行來處理。
iii.

因應快速競爭，擴大組織規模

2002 年時，海尼根藉由過往與德記洋行合作的過程中，掌握對台灣通
路商的 Know-How，如與不同通路商間的合作方式以及溝通技巧，再加上為
了能快速反應變化快速的市場，所以在當時與德記洋行終止合作的關係，並
擴大台灣海尼根的組織規模，以維繫與台灣通路商間的關係，並提供通路商
更完整的銷售及行銷服務，從出貨到協助經銷商擴展市場面的經營，同時不
斷推廣品牌，讓經銷商能順利將產品賣到市場上。除此之外，海尼根更定期
提供產品知識訓練以及銷售人員培訓課程，內容主要針對銷售及陳列方式的
技巧等等，以協助經銷商的業務更上一層樓，透過這些雙方密切合作的方
式，不但讓通路商在銷售商品時能更得心應手，對於海尼根品牌的打造上，
更能藉由通路商明確地表達其所希望給予消費者的品牌形象。
第二節、台灣海尼根的在台競爭態勢

i.

競爭者分析
台灣海尼根區分競爭者的方式，可分為以下幾個層面：
以對手的本質來看：對於其他同樣來自歐美國家，且訴求高品質高
價位的啤酒商

z

市場的銷售量來看：對於其他日系啤酒，雖在行銷手法、文化特色
並不相同，但仍以其在市場上的佔有率，作為競爭對手的考量，而
由於台灣菸酒公司在歷史變遷與文化因素的優勢之下，在台具有強
大資源以及市佔率，其非一般進口啤酒所能比擬，故台灣海尼根在
資源和能力有限的情況下，並不將台灣啤酒視為主要的競爭對手。

z

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與使用場合：由於啤酒的消費情況與場合有相當
大的關係，而在通路方面，消費者在不同場合所消費的啤酒亦是定
義競爭者方式之一。

ii.

z

競爭地位

由於海尼根採取荷蘭本身進口，在價格方面若要降低運輸所帶來的成本
有一定的難度，加上台灣啤酒強調在地身產，在價格調整的空間又十分有
限，故為了避免與台灣啤酒產生價格戰的情況，且為了維持本身高品質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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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海尼根採取提升顧客消費時的附加價值作為主要的行銷溝通手法。透過
塑造國外都會的感覺，並以輕鬆詼諧的廣告方式來打動消費者對海尼根的認
同感，雖然在價格上屬於高價位的啤酒產品，但海尼根仍會搭配季節性的活
動、Pub 或是音樂季等來推出贈品，讓消費者在消費海尼根時，亦能夠擁有
一些附加贈品。
iii.

行銷手法

在廣告策略上，並非同樣的廣告都會在全球各個國家播放，而是會先透
過市場測試，確定消費者瞭解廣告所要表達的意涵之後，在對於文字等部分
做在地化的動作，相同的表達意涵而以不同國家的文字來表現。海尼根的廣
告核心思想就是「堅持高品質」
，透過幽默的廣告手法，以「就是要海尼根」
的形象，表現對海尼根的熱愛以及對自我品質的堅持，曾以珍妮佛安妮斯頓
和布萊德彼特等國際巨星來呈現對海尼根的喜愛，有時亦會結合 Pub 或 Bar
等偏向歐美風氣的通路場景做為廣告的元素之一，以幽默風趣方式的表達對
海尼根的喜愛與堅持，這是其全球化廣告策略不變的原則之一。
第三節、台灣海尼根的目標客群

海尼根旗下雖有眾多產品，但在台灣主要是以旗艦商品 – Heineken
為主打，同時本身是由荷蘭直接進口，以來自歐洲此種區域性的高品質形象
作為訴求，並未針對台灣地區消費口味再做地區上的調整，而海尼根基於本
身的全球策略，旗艦商品 – Heineken 在全球超過 170 各國家當中，並沒
有因為地區的不同而有所改變，其口味具有全球一致的特色。
而根據通路的不同，海尼根所鎖定的消費族群也有所不同，一般來說是
以 18~35 歲較年輕的族群為主，其品牌形象的訴求以年輕、創新、堅持為主。
而在國內學者的研究中亦發現在飲用海尼根的消費者當中，以 29 歲以
下的消費者佔最大比例，且以學生及專門技術職人員為主體，其在選擇啤酒
的考慮因素中，以「品牌形象佳」
、「廣告吸引人」以及「知名品牌」，不過
學者亦發現這群人會因使用場合的不同而轉換飲用的啤酒品牌，有一種善於
社交之都會雅痞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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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以四 C 架構看台灣海尼根
在對台灣之啤酒產業與消費者的決策流程的分析中，可以發現除了創造消費
者對品牌的知曉度外，另外一個行銷上的重點即是通路商的經營，故本章將以四
C 架構分別討論海尼根與通路商的關係與經營方式，此可稱為推的策略；另外，
亦將探討海尼根全球化行銷策略對台灣消費者的影響以及台灣海尼根如何因地
制宜地設計出在地化的行銷策略。

第一節、通路商的經營 (推的策略)

如前所述，台灣的啤酒市場銷售會受通路的左右，而這些通路也反應著
消費者對啤酒的飲用時機以及飲用動機，國內學者詹定宇和張朝清 (2000)
將啤酒市場上三個主要領導品牌的通路銷售狀況，依照動機與飲用時機來做
區分，前者可分為佐興與休閒，而後者可分為即飲和非即飲市場，區分為如
下表
飲用動機
佐興

休閒

佐興即飲

休閒即飲

即飲

飲用時機

中西餐廳、海產餐 PUB、酒店、俱樂
廳、路邊攤、夜市 部、KTV、旅館

非即飲

佐興非即飲

休閒非即飲

超市、福利中心、 同左
量販店、便利商
店、雜貨店

消費市場區隔及購買據點
資料來源：詹定宇、張朝清 (2000)，進口啤酒 行銷通路展之研究 – 三家領先品牌
為例，產業管理學報，第二卷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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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級資料的探討中，發現台灣啤酒主要是以餐廳、小攤販、便利商店
或雜貨店為主要的通路，而這些通路所佔的銷售量也最大；進口的啤酒，如
美樂啤酒、海尼根啤酒或麒麟啤酒，基於品牌習慣與口感喜好，在酒館、酒
吧最受歡迎。
故在飲用動機的部分，此將受「無形效用」的影響，可分為是屬於「啤
酒」此品項或是專屬於品牌所擁有的品牌形象，佐興所重視的是啤酒所帶來
「愉悅」的氣氛，而休閒則會注重「外顯性」的考量，如是否為知名國際品
牌等，對價格的感受程度也相對較低。
而在飲用時機的部分，若是即刻飲用則視產品鋪貨的涵蓋率的多寡，也
就是「資訊蒐尋成本」的考量，而若是非即飲的消費者則會重視價格的因素，
並會花時間去取得自己喜好的品牌，故此類非即飲的消費者將比較會考慮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中「價格」的部分。
若以四 C 架構重新解構表，我們可以得到下表：
飲用動機

即飲

佐興

休閒

U、IS

AS、IS

飲用時機

中西餐廳、海產餐 PUB、酒店、俱樂
廳、路邊攤、夜市 部、KTV、旅館

非即飲

U、C

AS、C

超市、福利中心、 同左
量販店、便利商
店、雜貨店

以四 C 觀點看消費市場區隔及購買據點

由上述分析可知，以四 C 架構來探討不同通路之消費者市場區隔時，可
藉由「資訊蒐尋成本」及「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中的「價格」因素來將市場
劃分；而在無形效用的方面，又可因是屬於「啤酒」此品項的「外顯單位效
益成本」中的「無形效用」或是專屬於品牌的「專屬資產成本」中的群體任
同或是品牌形象來將市場加以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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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台灣海尼根亦在各個通路都下了非常大的功夫，以下就以四 C 架構來
探討台灣海尼根在各個通路上所做的行銷策略是否適當：
i.

「資訊蒐尋成本」

所反應的通路有：以注重啤酒本身無形效用的中西餐廳、海產餐廳、路
邊攤、夜市等 (佐興即飲通路)，以及注重啤酒品牌外顯性的 PUB、酒店、
俱樂部、KTV、旅館等 (休閒即飲)，分此兩種通路分別討論：
【PUB、酒店、俱樂部、KTV、旅館 (資訊蒐尋成本、專屬資產成本)】
z

Promotion Girl 的現場解說與促銷：
2002 年海尼根曾藉由「海尼根小姐」在 PUB 現場與消費者玩酒拳，
以增加消費者對海尼根的知曉度。
討論：此方法解決了消費者在當下的「資訊蒐尋成本」
•

z

設計通路專屬的贈品：
海尼根依據通路性質的不同，如 PUB、酒店等，設計不同的通路贈
品，以刺激購買意願並拓展知名度。
討論：此方法主要是解決消費者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但這類
通路的消費者對價格敏感度較低，重視的是啤酒品牌帶來的效益
(專屬資產成本) 與好不好取得該產品 (資訊蒐尋成本)；海尼根應
考慮將行銷資源花在給予通路商的報酬金，以協助增加店內陳設海
尼根商標的方式來達到消費者「資訊蒐尋成本」的降低。

【中西餐廳、海產餐廳、路邊攤、夜市 (資訊蒐尋成本、無形效用)】
啤酒在台灣人的飲食文化內扮演不可或缺的角色，在此類的通路
中，啤酒廠商應注重的是消費者易不易在此通路中取得，而品牌的特有
形象在此類通路中並無太大的效用，因為消費者追求的是一種「愉悅」
的無形效用，而那一種品牌的啤酒就沒有太大的差別，只要有就好，且
海尼根也必須考慮本身的品牌定位，若因為大量的在這樣的通路中鋪
貨，有損及其高級啤酒形象之風險 (除高級中西餐廳外)，再加上此通
路早已被台灣啤酒經營多年，若與台灣啤酒硬碰硬實屬不智，且在品牌
形象定位上兩者也有相當大的距離，不應視台灣啤酒為競爭對手而跨入
此通路中。
ii.

「外顯單位效益成本」

不論消費者的動機為「佐興」或是「休閒」其所反應的通路均為為超市、
福利中心、量販店、便利商店、雜貨店等。
就是要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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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綠光計劃：
根據尼爾森行銷通路調查，2002 年啤酒市場接近四成透過傳統雜
貨店賣出。於是在今年夏天海尼根推動「綠光計劃」，藉由獎勵通
路商來進攻傳統雜貨店。海尼根發動內部員工協助全國三百個店家
一起參與陳列競賽和執行。由品牌部門評分，分區選出第一名給獎
金。其中包括產品陳列、海報是否對位，冰箱裡的海尼根有沒有放
在黃金位置。
討論：在非即飲市場所對應的通路當中，如超市、福利中心、量販
店、便利商店、雜貨店等，消費者多為一次買足的大量購買方式，
海尼根除了在這類通路增取能見度外，更應配合贈品的贈送，以降
低此通路消費者所在乎的「外顯單位效益成本」，讓大量購買的消
費者更願意多花一點錢來換取贈品的取得。

z

不可能的派對 – 海尼根桶的獨特玩法
海尼根推出大容量的海尼根桶桶裝啤酒 (5 公升裝)，並附上教學
使用手冊，以輕鬆恢諧的方式來增加喝啤酒的其他新樂趣。結合無
名小站鼓勵網友發想使用海尼根桶的遊戲方式，並上傳影片由網友
票選最優勝者。
討論：提高消費者所感受到的無形效益與對海尼根專屬的使用方
式，可說是啤酒業者在這類通路的創舉，解決了這類通路以「休閒」
為主的消費者的無形效益與專屬陷入的成本。

就是要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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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通路商來說，能夠賺錢的商品就是好商品，而海尼根多年來也花費許
多精力在經營國內的各種通路商，但若能思考不同通路所對應之不同飲用時
機的消費者，將能更有效的達到其行銷目標。
第二節、消費者的經營 (拉的方面)

在前面的通路分析當中，可以發現不論是在即飲市場或是非即飲市場，
當消費者在考慮飲用動機的時候，除了啤酒本身所帶來的無形效益之外，其
所注重的就是屬於品牌的「專屬陷入成本」
，以下就針對近幾年來海尼根所
發展的幾個議題來做「專屬陷入成本」的探討：
「專屬陷入成本」
z

海尼根「拗斯卡獎」- 讓世界全由海尼根開始
「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台灣海尼根在今年暑假，以這個主題，
開辦「海尼根拗斯卡獎」。
這是延續海尼根曾引起廣大迴響的「事情就是這樣開始的」廣告片
創意，所展開的行銷活動。為了讓年輕消費族群能更親近海尼根，
「海尼根拗斯卡獎」舉辦了創意影片、海報、視覺特效的網路比賽，
讓網友自行運用創意，將海尼根酒瓶與任何生活周遭的元素相結
合，將身邊的事物「拗」成是由海尼根開始的。
為了激發網友的創意，
「海尼根拗斯卡獎」的活動網頁也極富巧思。
除了讓海尼根的瓶身戴上雷朋墨鏡、刁著煙斗，搖身成為坐鎮導演
之外，每一頁的活動文案都由奧斯卡名片拗成。
案例 1.
海尼根瓶子不小心碎散在柏油馬路，亮晶晶的復興南路就是這樣開
始的。
案例 2.
海尼根放在架子頂端拿不到，厚底鞋就是這樣開始的。
效益探討：以更有創意的方式跟網友互動來豎立品牌形象，且這個
活動創造出 3,200 多個由海尼根瓶子創作出來的平面、影片作品，
也造成很多網友私下轉寄這些由海尼根組成的東西，且與海尼根本
身「年輕」、「幽默」的品牌形象結合。

z

「海尼根勁飆網」

就是要海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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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尼根的市場研究，近 7 成的海尼根消費者，都有上網的習
慣。此次的行銷活動，主要則是與 30 歲以下的年輕族群溝通。
2003 年 8 月初起，為期 3 個禮拜的「海尼根勁飆網」，除了一般
常見的周邊商品外，還加入像是海尼根腳踏車、音響等平常較少出
現的贈品。最後賣出最高價的是腳踏車，出價者花了 3,700 個瓶蓋
才能得到。
效益探討：海尼根也發展出很多周邊商品，在台灣有很多消費者會
收集海尼根的相關贈品。如在 eBay、Yahoo！奇摩拍賣網站上出現
海尼根打火機、飛盤、CD 盒等。此次活動的效益除了讓消費者對
海尼根的認同感愈高之外，在 3 個禮拜的活動期間內，花費 30 萬
元建置、宣傳的「海尼根勁飆網」，為台灣海尼根額外創造了高達
110 多萬元的銷售業績。
z

呈現極奢華視覺系派對 「ageHa 」- 亞洲時尚新指標 日本原裝空
運來台
「ageHa 」本是東京最當紅的夜店，以最擅長超過 30 人的大型視
覺表演享譽全日本，被讚譽為亞洲時尚代表性夜店表演．其被稱為
極奢華的視覺系派對。透過「ageHa 」超奢華電音派對，海尼根要
讓消費者體驗視覺、聽覺、觸覺的新刺激．「ageHa 」之夜在日本
的東京已成為派對人類新指標，連在東京街頭也到處可見模仿
「ageHa 」舞者裝扮。
效益探討：在消費者心中塑造海尼根於夜店、PUB 圈中的領先地
位，且有效地結合本身的「創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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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
在本次的研究當中，並未納入對廣告片的探討，乃是因為台灣海尼根對
於廣告並無修改 (字幕可改成當地語言) 或是自行製作的能力，全由全球的
形象廣告統一處理，故在此無法得知台灣海尼根切入市場的努力，以及其欲
解決的消費者問題，是故本研究僅以台灣海尼根在通路上，以及對消費者做
出的努力做一番研究討論。
在這競爭的環境中，未來各家啤酒的市場佔有率，將取決於對通路的掌
握，而以「資訊蒐尋成本」及「外顯單位效益成本」中的價格將愈來愈顯得
重要，該如何依據通路的特性適時地讓消費者輕易掌握資訊，或是讓消費者
去追求海尼根的專屬贈品將是台灣海尼根所必須思考的問題，也就是說而在
經營通路商的方式上，如與通路商進行各種促銷活動、店面的陳列、罐裝啤
酒搭贈等，台灣海尼根都應更仔細思考所要解決的四 C 成本為何。
而在「專屬陷入成本」方面，雖然在台灣的啤酒市場當中，由於過去的
啤酒發展歷史讓台灣啤酒佔有絕對性的優勢，不過，隨著新世代的消費者加
入市場，消費者沒有過去習慣口味的包伏，這個優勢正逐漸耗弱當中，而海
尼根近年透過網路媒體的操作來接近 30 歲以下的年輕人，成功創造許多話
題，亦刺激了本身的業績，並透過廣告的運用成功地在台灣年輕族群中塑造
出其國際性的形象，上述這些資產將成為其未來最大的利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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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並設計宣傳海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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