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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車水馬龍的越南胡志明市早晨，一臺亮黃

色餐車被等待餐點的機車族簇擁著，員工俐

落地製作餐點，交到顧客手中、結完帳，僅

花了一分多鐘。在交通壅塞的胡志明市，上

班族每天早晨都與時間賽跑，如此迅速便捷

的購買模式，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也收買了他

們的心，在平陽及峴港等大城市中，都能見

到這臺亮黃色餐車的身影，而這引領風潮的

連鎖餐車品牌為「一分30秒」，幕後老闆是

道地的台灣人—大發食品(股)公司(以下簡稱「

大發」)許玉林總經理，其所生產的烘焙與月

餅禮盒，更是當地領導品牌，近年來亦將觸

大發食品(股)公司許玉林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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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延伸至咖啡及手搖飲料，我們且看許總經

理是如何成就其食品王國的霸業。

後疫情時代，開啟O2O模式

大發的食品工廠生產範疇以烘培與冷凍食品

為主，其中冷凍食品主要外銷至國外高級法

式餐廳，同時也有部分產線供應越南當地餐

館。而隨著後疫情時代的來臨，多數人開始

減少外出活動，並增加在家庭工作、娛樂及

用餐時間，「宅經濟」與「零接觸商機」蔚

為主流。許總經理看準這波商機，決定利用

大發多年累積之食品冷凍技術及完善的食材

管理與配送服務經驗，將冷凍食品直送每戶

消費者家庭。規劃之新店面將定位為概念體

驗店，並同時發展網路銷售，也就是所謂的

「線下體驗，線上銷售」。

大發長期耕耘冷凍食品產業，擁有多年的

B2B服務經驗，在硬體方面，除擁有2,000

多噸的冷凍及冷藏倉庫，亦有約1,500噸的

常溫倉庫。因此，在發展O2O模式時，大發

能掌握食材管理與配送服務，所以許總經理

有信心可以在後疫情時代找到發展家庭用食

品的突破點。

此外，許總經理認為企業在建立全新的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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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才能掌握消費者需求並規劃合適的行銷

策略。

品牌與通路結合，打造大發食品王國

由於大型量販通路的上架費過高、收款速度

慢，抽取的佣金有逐年攀升趨勢，因此，大

發除了新產品的發布會在超市等量販通路販

賣外，基本上都是使用自有品牌通路販售。

從品牌經營的角度來說，發展自有品牌商品

之目的，不外乎是提升毛利率、建立差異化

經營以及創造民眾對品牌的忠誠度和信賴感。

如今經營品牌的投入成本已高，過程中又需

分潤給通路商，致使毛利率下降，儼然與創

建自有品牌的初衷相悖。所以，大發將品牌

與通路結合，並根據不同品牌與通路屬性打

入不同之消費者群體，以創建越南食品王國

霸業。

模式時需要透過數位化來串接各項資源。例

如：有效掌握生產的最大經濟規模、及時監

控庫存數量…等，這都需要數位化的即時反

映，透過回饋機制把資訊串接起來，而數位

化最困難的地方是沒有可直接套用的軟體，

需要重新建立符合企業環境的系統。

品牌行銷需長期投入與經營

目前大發事業體分以下3大主軸：早餐餐車

連鎖加盟、年節禮盒暨烘焙坊及冷凍出口食

品。而在開發產品時，許總經理遇到最大的

難題是品牌行銷，這不僅耗時、更耗成本，

而且投入資源後還不一定會成功。許總經理

說：「就生產而言，今天投入多少原料，耗

費多少時間，就能得到相應之產出，並計算

其效率；但行銷是截然不同的模式，我們要

打造新品牌，從一開始就是不斷地投入資源，

耗時數月或數年不等，且不能保證何時能看

到效益。」在大發成功打響品牌的背後，其

實是無數的失敗經驗累積，與持續不斷地投

入時間與資源成本所打造與培養出來的果實。

許總經理建議欲在越南自創品牌的台商，首

先要親力親為的投入市場，並取得最大決定

權；其次，則是要有充足的資金並有長期經

營的決心；最後，則是要有文化底蘊與人文

素養。透過廣泛閱讀與充分了解當地風俗民

經歷

► 2017年擔任第18屆越南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會長

► 2018年擔任第19屆越南台灣商會聯合

總會會長

許玉林大發食品(股)公司總經理
小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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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安永
安永是全球領先的審計、稅務、策略與交易和諮詢服務機構之一。我們的深刻洞察力和優質
服務有助全球各地資本市場和經濟體建立信任和信心。我們致力培養傑出領導人才，透過團
隊合作落實我們對所有利益相關者的堅定承諾。因此，我們在為員工、客戶及社群建設更美
好的商業世界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

EY安永是指 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的全球組織，也可指其中一個或多個成員機構，
各成員機構都是獨立的法人個體。Ernst & Young Global Limited 是英國一家擔保有限公司
，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有關EY安永如何蒐集及使用個人資料，以及相關個人資料保護之權
益敘述，請參考網站ey.com/privacy。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EY安永全球的網站 ey.com
。

安永台灣是指按中華民國法律登記成立的機構，包括：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安永管理顧
問股份有限公司、安永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企業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
財務管理諮詢服務股份有限公司、安永圓方國際法律事務所及財團法人台北市安永文教基金
會。如要進一步了解，請參考安永台灣網站 ey.com/zh_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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