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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元 李雄慶舊振南食品總經理 舊振南食品董事長

舊振南最寶貴的服務精神，就是臺語所稱的「厚禮
數」。將厚禮數的精神底蘊內化於企業文化之中，並
秉持永續發展的精神，落實在產品食安、總部建築，
甚至包裝設計等方面，這些都是舊振南走向下一個百
年傳奇的關鍵。

過去兩年，Covid-19 病毒席捲全球，撼動世界
經濟局勢，這場百年首見的疫情，更重組線下

到線上的購買需求，考驗著企業經營者的應變力。而
對 1890 年創立的百年品牌舊振南來說，疫情帶來的
與其說是衝擊，不如用「震撼教育」來形容更加貼
切！

然而，舊振南私毫不畏懼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
反而將危機轉化為契機，帶領團隊矢志「成為華人世
界首選禮品品牌」。

正面迎擊疫情挑戰　化危機為轉機

首先，因為受到邊境管制影響，原本每年
逾千萬的入境觀光人次瞬間減少近九成，導
致旅遊伴手禮的市場需求蒸發大半。其次，
受疫情影響所及，許多新人採取延後婚禮或
縮小婚宴規模，讓原本就因結婚對數逐年下
降而持續縮減的喜餅市場雪上加霜。

至於舊振南設立在五大高鐵站、晶華酒店
與百貨商場內的門市據點，也因反覆的疫情
管制措施，每每以為看見復甦曙光，卻又掉
入黑暗深淵。實體店三大主力客源嚴重流失，
即便是自營的漢餅文化館，最受歡迎的手作
DIY 課程也被迫停擺，遇到如此巨大的危機，
如何自救才能化危機為轉機呢？

「這時候，正面迎擊是必要的信念！」舊

振南食品第五代經營者、總經理李立元說，
舊振南餅店創業迄今 133 年來，從未遭遇如
此巨大的挑戰，想要持續下去，就必須勇敢
迎戰。身為百年品牌，想永續經營就必須跟
隨時代進步，讓漢餅融入每一代人的生活當
中，而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從了解自己的
品牌定位開始。

品牌審計定錨　重整百年品牌樣貌

2020 年，舊振南內部開始籌備品牌再造工
程，從「品牌審計」（brand audit）著手，
透過外部供應商和核心顧客的焦點團體訪談，
以及為內部全員舉辦的共識營，了解同仁為
什 麼 要 加 入 公 司？ 每 天 上 班 的 驅 動 力 是 什
麼？藉以重整舊振南的品牌形象和企業文化。

「核心的精神不會變，就是傳承華人文化、
漢餅技藝，並透過送禮傳遞喜悅。」李立元
說，除了保留、延續這些傳統核心價值之外，
更藉由從下而上形成的共識來凝聚團隊士氣，
讓企業願景不再是形而上的空泛標語，而是
與每個人都息息相關的價值。

品牌審計的具體成效，除了盤點並梳理品
牌的使命、願景和價值觀，最重要的是確認
以「成為華人世界首選禮品品牌」做為品牌
願景，並以此座標定錨，描繪出消費者輪廓，
掌握需求提出相對應的服務，從而展開一連
串計劃與變革，聚焦並鞏固品牌的價值與獨
特性。

舉例來說，疫情期間人們雖減少出門，但
送禮的需求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改變，於是
舊振南不但推出「代客送禮」的服務，比照
五星級飯店成立 VIP 專屬服務團隊，包辦所
有送禮的細節，包括：代寫卡片、代掛吊牌，
還會幫忙送禮的客人確認禮盒是否完整無誤
地送達，增加與顧客互動的廣度與深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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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主動發掘需求。正因如此，即使來客數
減少，也能有效提升客單價。

厚禮數
好服務是品牌經營的基本功

李立元指出，服務是經營的基本功，舊振
南最寶貴的服務精神，就是臺語所稱的「厚
禮數」，厚禮數的精神底蘊內化於企業文化
之中，代客送禮是具體的象徵，不但要將顧
客服務好，進一步還必須照顧好顧客的顧客，
延伸品牌的精神和價值；對內部而言，在廠
區同仁教育訓練上，則要求其更謹慎地包裝、
出貨，因為每一份送出的糕餅，都包含對顧
客無限祝福的心意。

既然品牌願景是要「成為華人世界首選禮
品品牌」，舊振南把自己定位為重新啟發消
費者重視禮數的文化傳播與推廣者，與時俱
進地運用不同型態的內容行銷工具融入各個
世代。

例如在農曆過年期間推出的「戲春食趣戳
戳樂禮盒」，讓消費者回憶兒時童趣時光，
重現臺灣歷史記憶，同時讓小朋友享受戳戳
樂帶來的驚喜感。這款禮盒內含多款舊振南
年節經典零嘴，外層以特色插畫，不僅為消
費者帶來與國外倒數迎接聖誕節的期待感，
更將除夕到初六年節傳統禮俗融入其中，包
括除夕團圓、初一走春、初二回娘家等情境。 

透過 Podcast、出版
將文化傳承給年輕世代

舊振南還與正聲廣播電臺合作 Podcast 節
目「二十四節氣的智慧故事」系列，由李立
元的太太親自扮演主講者小喜姐姐，說漢餅
與節氣故事給孩子們聽，傳承文化向下紮根。

值得一提的是，2018 年，在全世界出版界
最大盛事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會場，舊振南董
事長李雄慶親自飛抵臺灣館的開幕酒會現場，
向國際出版商發表全球第一本以中英文介紹

漢餅文化特色的《漢餅》一書，內容包含了
漢餅文化的起源脈絡、漢餅與生活美學、漢
餅食譜與製作、舊振南漢餅文化館等，將傳
統食譜融入人文與藝術色彩，讓這本《漢餅》
成為一本關於漢餅飲食文化的整合性專輯，
一舉將漢餅文化推上世界舞臺。

李雄慶表示，由於漢餅與華人的節慶與生
活息息相關，無論是歲時節令、出生、週歲、
生日、嫁娶，從生老病死到歲時節氣，皆少
不了漢餅，是華人長久以來積累的生活文化。
為了讓全世界更認識漢餅文化與生活美學，
傳承漢餅風華，經過多年的醞釀，舊振南才
完成此本《漢餅》專書的製作。

跨界聯名 
讓漢餅融入每一代人的生活

如果說突如其來的疫情像是一場企業經營
風暴，但暴風雨終究會有雨過天晴的時候。
然而，比起其他食品業，舊振南面臨的挑戰
更加艱鉅，那就是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綠
豆椪、鳳梨酥等中式糕點漢餅，已不再成為
年輕消費世代必吃必買的選項。

為此，李立元則是和團隊展開腦力激盪，
透過品牌聯名讓「舊振南」這三個字吸引年
輕人的目光，像是將舊振南的明星商品綠豆
椪和食品大廠南僑旗下冰品品牌杜老爺聯名

合作，由舊振南提供綠豆椪原料、南僑來製
成冰品，冰品的主要客群正是年輕人，舊振
南藉由這樣的創意合作來接觸更多年輕人。
加上舊振南是地區性南部品牌，也可藉此擴
展更多北部客群。

「 他 們 拿 出 當 家 的 綠 豆 椪， 是 很 好 的 合
作。」南僑營運長周明芬對於這個合作讚賞
地說，消費者的回饋超乎預期，無論是銷售
或是口碑都很好，更帶給大家全然不同的新
感受，發現原來中式糕點也可以變成冰品！

不只推出綠豆椪冰棒，舊振南也與麻古茶
坊聯合推出用喝的月餅「李白綠豆椪 2.0」冰
沙；與初鹿牧場聯合推出「鮮奶綠豆沙包」，
透過多元的載體，讓更多消費者認識與接觸
舊振南。

創新電商思維　提供會員終身服務

魂老心不老的百年品牌舊振南，同時還發
動從線上到線下的全通路經營，首開先例在
網路上推出「訂閱制」的三牲素禮盒，解決
公司行號初一、十五採購拜拜供品的需求痛
點。李立元說，這個行銷點子是來自某個門
市同仁的建議：既然公司定期都會拜素三牲，
何不自己販賣？這個點子促使團隊思考，把
這個每逢初一、十五週期性的消費行為進一
步發展成訂閱制，當成和顧客「對話」。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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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組訂閱制訂單成交，都代表品牌多了定期
在顧客面前的曝光機會，畢竟喜餅、漢餅與
消費者接觸的頻率有限，要想爭取人們的注
意力，同時維持品牌熱度，就必須想方設法
來增加接觸頻率。

據舊振南內部統計，在電商上完成支付消
費的營收比重雖然僅占總營收 5%，但占據舊
振南營收比重最大宗的喜餅消費市場，卻有
高達三成的客人都是透過網路最先接觸舊振
南。李立元說，一旦新客戶給舊振南提供服
務的機會，日後就自動成為 Wedding VIP 的
終身會員制，舉凡小孩滿月、中秋節、春節
等各種人生階段與節慶，舊振南都有相對應
的禮盒可供選擇。這意味的是，對舊振南來
說，電商扮演著獲客通路、會員服務加值工
具的功能，其重要性更勝於衝刺營收，這也
是舊振南能夠創造逾 18 萬會員數、會員回購
率高達 45% 忠誠顧客群的關鍵。

下一個百年　
實踐 ESG 永續行動為起點

擁有百年傳承的品牌榮光，舊振南在乎的
除了是老字號的延續，也深知不管是產品食
安、總部建築，甚至包裝設計，唯有秉持永
續發展的精神，才能讓品牌持續地成長茁壯，
走向下一個百年。

因此在產品食安方面，2017 年迄今，舊振
南旗下產品已有鳳梨酥和四款綠豆椪取得碳
足跡認證。至於位於高雄市大寮區，2018 年
斥資上億元完工的漢餅文化館兼舊振南總部
大樓，除了獲得臺灣綠建築黃金級認證，總
部員工的制服更採用咖啡紗環保材質布料製
作。包裝設計方面，以往光是一個中秋檔期，
就要用掉 60 萬個紙袋，為此，舊振南特別將
中秋禮盒使用的包裝提袋改成不上漆，讓紙
袋變得更輕量化且更好回收，估算光是這樣
就可以幫助減少 3.1 萬公斤碳排放。

源自對品牌、對社會的使命感，舊振南以
連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來
規劃並實踐企業社會責任的四大範疇：

●  重視食品健康與安全的「食品道德」。

●  力行對環境友善的「環境永續」。

●  投身社會公益的「社會參與」。

●  傳承漢餅文化與美學的「漢餅文化推廣」。

舊振南持續善盡對消費者、員工、環境與
社會的責任，推動品牌往更永續的目標邁進，
這樣高標準的自我要求和設定，正是這個以
賣綠豆椪起家的漢餅老店，不斷累積品牌的
實力與能量，成就下一個百年傳奇。

舊振南大事記 DATA Model

1890      李氏家族在臺南府城街內經
營漢餅舖

1995      現任董事長李雄慶成為第四代
接班人

1996         進駐 SOGO 高雄店，為第一個百
貨據點

2007         於左營站成立高鐵第一個據點

2007         與國際機場通路商昇恆昌及采盟合作

2011         榮獲經濟部評選為「優良百年老店」

2013            法國 LVMH 集團的香港 DFS 免稅店合
作，為首度進駐香港機場的臺灣糕餅
品牌

2016            黃金級綠建築「舊振南漢餅文化館暨企
業總部」落成，致力推廣漢餅文化

2017          獲得第 26 屆「國家磐石獎」

2018           出版全球首本中英文版《漢餅》文化食譜

2019         五度榮獲「德國 iF 設計獎」、包裝類設
計獎項

2019        榮獲「天下 CSR 企業公民獎」

2020         榮獲「遠見 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資    
誠 CSR 影響力獎」

2021         榮獲第 26 屆「國家品質獎：地方經營典
範獎」

2022         推出 EATMI 米食烘焙新品牌

DNA  
文化 / 情感的傳遞者

1. 百年品牌
2. 傳遞情感
3. 文化傳承
4. 創新溝通分享

TARGET  
重視文化與人際互動者

1. 送禮有面子
2. 講究美味
3. 質感品質
4. 重視文化

ADVANTAGE 
 高品質漢餅的領航者

1. 設計美學
2. 嚴選食材
3. 數位創新
4. 品牌歷史聲望

ASPIRATION  
提升對禮數與儀式感的重視
1. 最懂送禮
2. 擴展產品線
3. 年輕族群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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