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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過去到傳統青草茶舖買杯清涼降火的青草茶解渴是許多人的日常，現在手搖飲料店四處林

立，以致傳統青草茶產業式微，傳統青草茶的存在具有文化、歷史性的意義，而傳統青草茶舖

的消費族群明顯老化，因此本研究以傳統青草茶舖的品牌現代化作為研究，經由此研究了解當

前台灣青草茶產業的發展概況與傳統青草茶品牌管理策略，透過文獻探討與品牌調查後，歸納

整理出傳統青草茶舖可行的品牌行銷策略，進行裕豐神農青草茶舖的品牌重定位與品牌形象規

劃。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以不變的核心價值『天然健康、養生茶飲』為訴求，透過品牌重定位、

品牌形象打造，以符合時代的需求，運用現代化的設計，將傳統的文化內涵具體的呈現出來，

透過包裝設計做為品牌現代化之工具，達到吸引年輕消費族群的注意進而產生購買，再運用行

銷策略使年輕消費族群成為高忠誠度的顧客。 

 

 

 

關鍵字：傳統青草茶舖、品牌形象、包裝設計、品牌現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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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up of cool herbal tea from traditional herbal tea shop used to be the daily routine for many 

people. Nowadays, with hand-shake beverage shops everywhere, traditional herbal tea industry's 

market shrinks.  As a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t existence, traditional herbal tea stores' main 

target consumption group is obviously aging.  This study is focus on brand modernization for 

traditional herbal tea shops and to understand development overview of current herbal tea industry and 

traditional herbal tea brand management strategy in Taiwa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brand 

survey, feasible brand marketing strategies are inductive in order to reposition and plan brand image 

for Yufeng Shennong. 

 

      Yufeng Shennong appeals with constant core value "natural healthy tea", repositions its 

branding and builds brand image in order to comply with new era demand.  Through packaging 

design as tool of brand modernization and applying modern design to bring out traditional culture 

connotation, Yufeng Shennong attracts younger generation purchases and turn them into high loyal 

customers by applying marketing strategies. 

 

Keywords: traditional herbal tea stores, brand image, packaging design, brand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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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記得小時候媽媽開的青草茶舖(原明新青草茶舖，搬到裕豐街後為裕豐神農

青草茶舖)，每天都有好多叔叔伯伯們及路過要去買菜的婆婆阿姨們來買茶喝，

也有載著小孩一起來喝茶的爸爸媽媽，也有許多鄰近的大學(成功大學)的大學生

來喝青草茶，受歡迎的程度真的不輸給現在的手搖飲料店。那時候的青草茶舖就

是簡簡單單的一座不銹鋼大型冷藏櫃，裏頭裝載著好多好多冰涼的青草茶，那也

是我兒時對青草茶舖最初的印象。 

    在 70 年代裡的臺南青草茶舖就有好多家，也有許多形態呈現，像是國術館

的老闆在國術館前擺攤販就賣起了青草茶，也有我們一般最常見的招牌直接寫明

了賣青草茶的專賣店(即青草茶舖)，往往這樣的店家會在攤子上擺上一些綠綠的

青草以表示新鮮的感覺，青草茶是兒時記憶到處可見的傳統解渴退火飲料。 

    早期青草茶選用的青草藥（包括青草、草本植物）乃由鄉間田野採集而來，

材料取自於本土生長的藥草，後來的青草茶使用的青草藥有些以契作方式取得。

青草茶大多由多種草本植物取其全草或部分下去熬煮，熬煮之前有些選用新鮮採

集而來，有些則是將其曬乾後以乾燥品為原料組合而成，經水煎煮、過濾後，加

入糖作為調味，冰涼後自家飲用或販售之，因此，青草茶成為一種獨特風味的傳

統飲料或可稱為鄉土飲料(邱永年，2004)。 

    時至今日，青草茶舖不再林立，而手搖飲料店及超商隨處可見，究其原因發

現手搖飲料店受到歡迎的原因有製作方便、口味選擇多樣、包裝設計感十足迎合

年輕人的喜好，由於製作方便也讓手搖飲料店的展店速度能更快速的佈局，甚至

還開店開到海外成為另類的台灣之光。 

    根據財政部之公開資訊顯示在 2012 年至 2017 年間，我國手搖杯飲料市場之

整體銷售額、店家數目屢創新高，每家店平均銷售額在 2017 年達到最高，平均

一家店的年銷售額可達近 285 萬元，可見國人對於飲料的依賴程度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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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青草茶舖的市場萎縮，仍有少數青草茶舖仍秉持著天然是最好的初衷，

拒絕添加化學的色素、茶精及香料，拒絕使用高果糖及化學合成糖，堅持使用台

灣蔗糖還有天然草本植物，長時間熬煮搭配不同季節氣候收成的作物狀況，雖然

無法快速製作、快速展店，辛苦一點也要堅持下去把傳統青草茶飲料發揚光大。 

     台灣經歷過 2011 年的塑化劑、起雲劑及 2015 年農藥殘留等食安事件後，

對於購買飲料解渴，國人開始關心起購買的成分是否影響健康，例如在選擇飲料

時會注意是否含化學添加物、香精、奶精、防腐劑以及不易代謝的果糖等危害健

康的物質，國人的飲食觀念開始有了危機感，這樣的轉變讓傳統青草茶舖再度獲

得國人關注。 

    較為可惜的是在時代變遷下，現在到傳統青草茶舖買青草茶喝，給人的印象

多半是年長者才會買青草茶來飲用，年輕人多半不願意上門購買，甚至認為青草

茶是舊時代的產物，因此，傳統青草茶舖如何以品牌現代化打入年輕人市場成為

本研究的目的，透過觀察各個傳統青草茶舖的現況並分析傳統青草茶舖在台灣所

面對的挑戰，針對研究的個案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提出可行的品牌現代化發展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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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研究動機 

    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快速發展，1979 年大型超商林立且販售的包裝飲料

口味繁多，1988 年手搖飲料盛行，環境的變遷，連鎖手搖飲料品牌快速佔據飲

料市場，讓傳統青草茶舖競爭力削弱許多。食安過後，以堅持健康和天然為核心

價值的傳統青草茶飲料再度被受關注，但是傳統青草茶舖消費者年齡老化的狀況

相當明顯。  

在此羅列出兩個主要動機： 

一、臺灣青草茶以歷史來探究，青草茶不是剛冒出新芽的產業，既然如

此，為何在市場上未見『強勢品牌』，對此本研究將走訪臺灣傳統

青草茶舖各業者(台北姚德和青草號、台北老濟安、台北王老吉涼

水舖、台東老東芳、台中羅氏秋水、台南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高雄

濃厚舖青草茶、屏東林耀輝草茶)進行品牌調查以了解傳統青草茶

舖經營現況及品牌經營管理方式，並以中國涼茶(涼茶亦即青草茶)

歷史介紹涼茶起源王老吉品牌的由來串聯中國涼茶乃至臺灣青草

茶的淵源，最後以臺灣第一首府府城-臺南在地經營青草茶起家逾

三十載的『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以下以神農簡稱之)作為品牌管理

策略之品牌現代化個案研究探討。 

二、《台灣飲食文化歷史》由財團法人中華飲食文化基金會編鑿，其中

偌大篇幅訴說著「台灣青草茶製備生展之變遷發展」，探討經年累

月由人民形塑出「本土飲食文化」充分反映地方飲食有助於人們對

地方的認識，臺灣青草茶於早期農業社會即與人民生活密不可分，

青草茶係屬傳統飲料，冀希能透過本研究探尋出傳統飲料再造品牌

形象之機會，讓老品牌、好味道能在民眾的心中有更創新的發展，

嶄新的風格，繼續推廣下去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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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行銷協會(AMA)對品牌的定義則是「品牌是名稱、術語、符號、象徵、

設計或以上的組合，其目的在於能辨識出某特定的產品及服務，並和競爭者的產

品、服務有所差異」。品牌能強化企業形象及產品定位，其所展現的品牌價值更

能夠將品牌建立在消費者心中，形塑成強而有力的購買決策。 

本研究將著重於品牌形象、品牌定位、品牌現代化為研究方向，並透過包裝

設計等工具提升青草茶產品品牌之競爭力與附加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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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人們對於某些飲食品牌會有相當快速與直接的聯想，例如在臺灣當人們提及

小籠包會想到鼎泰豐，蝦卷會想到安平的周氏蝦卷，珍珠奶茶會想到春水堂等。

這些品牌的聯想性及代表性具足，反觀遍佈台灣各地的傳統青草茶舖，卻沒有一

個較具代表性的品牌露出，這象徵著在青草茶類別裡仍有相當大的品牌發展機

會。 

國內目前傳統青草茶舖的經營狀況以地區性為主，本研究在各傳統青草茶舖

觀察中發現消費族群有老化現象，而神農也有相同的問題，因此本研究主要探討

神農從建立品牌而後品牌定位及品牌形象，最後以品牌現代化經營為整體之整合 

，解決消費族群老化現象。 

具體而言，本研究擬達成之研究目的為： 

一、 探討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透過品牌定位打造臺灣青草茶傳統飲料強勢品牌的

機會。 

二、 探討裕豐神農青草茶舖的品牌形象與品牌管理。 

三、青草茶的消費族群明顯老化，年輕人鮮少到傳統青草茶舖消費，以神農的品

牌現代化歷程檢視，透過品牌現代化為傳統青草茶舖帶來更多年輕消費族群

為本研究之最終目的，從個案研究中獲得結論與建議進而讓品牌未來有更好

的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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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範圍以「裕豐神農青草茶舖」為品牌管理策略之個案研究對象，

為能夠更周詳的了解同樣是販售青草茶飲料的店家是否也有和個案面臨相同的

問題（亦即年輕消費族群較少）以及店家是否為品牌做了識別上的規劃和因應消

費客群老化而做品牌現代化的調整，所以本研究將分別以北、中、南、東部各區

域以店齡 30 年以上的部分傳統青草茶舖作為品牌調查對象，他們分別是：台北

姚德和青草號、台北老濟安、台東老東芳、台中羅氏秋水、高雄濃厚舖青草茶、

屏東林耀輝草茶，並放眼中國以中國王老吉罐裝涼茶及王老吉品牌授權台灣業者

採類手搖飲料店模式經營的王老吉涼水舖等知名青草茶品牌作為品牌調查研究

對象。 

30 年以上的老品牌經營同時需加以檢視是否有品牌老化問題，除兼顧品牌

定位、品牌形象，更需適時檢視品牌現代化的需求性以增加年輕族群的消費機會，

從觀察上述各青草茶店家品牌經營的方式不同，檢視及探討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如

何面對品牌老化所做的品牌管理策略之品牌現代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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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一、研究流程 

本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可分為下列五大階段： 

(一) 第一章內容為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該階段在於界定研究範圍，並說明研究

流程。 

(二) 第二章進行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包括：臺灣傳統青草茶起源與中國涼茶之

歷史、臺灣青草茶產業發展概況、傳統青草茶的品牌管理策略）之蒐集與探

討。 

(三) 第三章進行研究方法，採用直接觀察法和個案研究法。 

(四) 第四章根據分析結果，提出「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品牌規劃說明與管理策略。 

(五) 第五章透過整理分析後，提出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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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動機與目的 

研究範圍與流程 

相關理論與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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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研究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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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德和青草號、老濟安(臺灣台北) 

老東芳 (臺灣台東) 

羅氏秋水(臺灣台中) 

林耀輝草茶 (臺灣屏東) 

王老吉(中國)王老吉涼水舖(臺灣) 

臺灣傳統青草茶起源與中國涼茶之歷史 

青草茶產業發展概況 

傳統青草茶的品牌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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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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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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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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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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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背景與精神介紹 

品牌元素的運用 

品牌現代化策略發展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臺灣台南) 

濃厚舖青草茶(臺灣高雄) 

研究方法 

圖 1–1 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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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針對臺灣傳統青草茶起源與中國涼茶歷史、青草茶產業發展概況、傳統

青草茶的品牌管理策略等國內外相關文獻進行整理與回顧，希望對於臺灣青草茶

產業之經營有所幫助。 

第一節 臺灣傳統青草茶起源與中國涼茶之歷史 

臺灣早期物質匱乏，面對身體的不適及身體保健，各家總有自己的獨家青草

茶配方，仰賴著祖先傳承的智慧與經驗知道要去哪兒找尋藥草，熬煮後取其精華

拿來飲用，或剁成泥敷在身上感覺疼痛的地方。自然療法讓身體接觸大自然的美

意，漸漸的，當農業社會逐漸邁向工業社會發展，民間藥草文化逐漸被遺忘。藥

草文化的珍貴是先民的生活與經驗結合而來，而他們所生長的環境帶給他們的生

活經驗與知識，正是年輕一代所缺乏的。 

一、台灣傳統青草茶起源 

臺灣在開墾之初，是屬於較貧苦的傳統農業社會，當時西醫尚未傳入，加上 

中醫數量少且花費高，在流行疾病多的環境下，民眾靠著容易取得又具有療效的

青草，多以民間經驗，自家的祖傳秘方來治病，使青草藥成為當時重要的民間醫

療方式。 

國民政府時期（西元 1945～1960 年）為農業社會時期，在那個年代的臺灣

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家庭型態屬於大家庭，臺灣農業人口佔半數以上。在那時，

農民在從事農作時，若人手不足會雇用臨時工幫忙，或從附近的鄰居找來幫忙，

通常是在收稻期或收成時，才會有如此大的陣仗，而雇主必須供應勞動者飲食，

除三餐外還要加兩頓點心，吃點心的時間約莫是早上八點和下午四點左右，吃點

心的地點則沒有固定的場所，頗隨意，有時捧著就站在路邊吃了起來，有時則在

大樹下吃。吃東西時偶爾也會搭配青草茶，用開水壺裝著提過去。有時在廟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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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臨時叫賣的攤販賣著點心，而青草茶在那當時鮮少有人販賣，多半都是農家

自己熬煮來喝。 

工業時代的來臨讓原本農家最樸實的傳統消暑飲品—青草茶，更顯其價值。

物質生活富足，凡事講求利潤與速成的工業社會，飲食的選擇也變得更多樣，逐

漸的人們在幾番的食安風暴後，開始動懂得找尋天然、健康、養生的飲品。 

林秀叡（2004）將臺灣青草茶變遷分作 6 個時期（圖 2–1），分別為：(1)

古早的原始期、(2)清代之依附期、(3)日治之突圍期、(4)擴展期、(5)挑戰期與(6)

蓄勢期。 

(1)古早原始期：臺灣土地上的原住民有泰雅族、太魯閣族、賽德克族、賽

夏族、卑南族、布農族、鄒族、魯凱族、排灣族、阿美族、雅美族（亦

稱達悟族）、邵族、噶瑪蘭族、撒奇拉雅族，以及為數眾多的平埔族群等

南島語族。雖然他們的生活型態不同，不過有個共同點，他們都相信祖

靈的存在。原住民族分別居住在臺灣的山區、平原和濱海，依照地理環

境從事漁、獵、採集與種植的生活，這其中當然擁有不計其數的傳統藥

用植物資源，長久以來也建構了臺灣生物及文化的多樣性面貌，。 

原住民族信仰祖靈，同時他們的藥學知識長久以來減輕或治療了族人的

病痛，也是近代藥學發展所依據的可貴來源，現代許多製藥公司熱衷發

展生技產業，然而生物探勘的成本頗為昂貴，運用傳統藥學知識則可以

提高篩選成功的機率，然而古早原始期臺灣原住民族即擁有豐富的藥用

植物資源，並運用於治療族人，可謂之最早的青草藥使用。 

(2)清代之依附期：自明朝天啟四年（西元 1624 年），荷蘭人自澎湖轉佔臺

灣南部，招募漢人來到臺南安平栽植甘蔗及稻米，為漢人開拓台灣之始

（張玉欣，2013）。漢人移民者眾多，傳染病也多，在那醫學不發達的時

代，以民俗醫療應運而生。當時漢藥店、中藥房並不普及，更遑論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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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診所，因此當人們生病或身體病痛時，倚賴的是街坊鄰居口耳相傳

的秘方，抑或是到廟裡求神拜佛求取藥籤。拿到藥籤後有兩種方式取得

草藥：自行採集，或到青草店裡採買回家熬煮，也因此在台灣有不少青

草巷倚著廟宇旁成為傳統特殊文化。 

(3)日治之突圍期：日本領台初期，將臺灣視為農業生產基地，而有「工業

日本、農業台灣」的母國和殖民地角色分工，即便是農業生產，公共衛

生和交通條件依然是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 

1896 年日本領台的第 2 年（明治二十九年），台北及台南相繼發生鼠疫

流行病，鼠疫(pest)又稱黑死病，日人音譯為「百斯篤」、台灣的霍亂(cholera)

是由中國東南沿海透過商貿船舶進入台灣、瘧疾(malaria)西方文字意即

「惡空氣」，早期人們認為瘧疾是瘴癘之氣造成的風土病，漢人移民台灣

時就曾引發瘧疾的流行，瘧疾最嚴重的時候是日軍進入台灣來到最高峰

的流行。 

被殖民的臺灣受日本「抑制漢醫、發揚西醫」的影響，臺灣的醫療階段

邁向了「抑中揚西」的階段（葉永文，2013）。「抑中揚西」除了凸顯政

治考量外，也顯現了日治時代臺灣的當代醫俗風貌。日治時期流行病多，

西醫太貴選擇又少、中醫(漢醫)被壓制，加上醫療資源缺乏，因此人民

轉而尋求民間經驗與智慧，廟宇成為人間和神祇世界的聯繫場所，廟宇

藥籤結合中醫藥、民俗和信仰，成為民眾生活的一部分，使青草成為當

時重要的民間醫療方式（顏美智、蘇奕彰，2014）。 

(4)擴展期：1981 年政府依妨害醫藥條例，禁止宗教藥籤使用，臺灣藥籤醫

療隨之消失。但是並不影響青草在人民心目中健康概念和養生保健的地

位。  

(5)挑戰期：1995 年至 2006 年，1995 年臺灣開辦全民健康保險及 2000 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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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中醫健保，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醫學的進步、經濟的起飛，人們就

醫變得方便，青草藥舖及青草店走向式微。 

2002 至 2005 年，世界衛生組織（WHO）除發表了「傳統醫學全球策略」，

期望各國政府將傳統醫學納入國家醫藥政策外，並在 2003 年第 56 屆世

界衛生大會上，將「傳統醫學」列為重要議題，於 WHA56.31 號決議文

中，呼籲各國政府採行傳統醫藥策略（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

建立良善制度。 

2003 年 SARS 大肆肆虐臺灣，青草茶中的中草藥如金銀花在當時價格亂

漲，只因飲用者真有所感，對於當時的疫情有幫助，故青草茶在當年又

受到不少的注視。 

(6)蓄勢期：2006 年至今日，世界衛生組織(WHO)呼籲各國政府正視傳統醫

療界醫學之發展趨勢，已由「治療疾病」逐步轉為「預防疾病」及「增

進健康」，各國為配合此一趨勢，紛紛投入兼具預防與治療效果之中草藥

等傳統醫療資源之研發。而飲用青草茶則是有未病先防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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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臺灣青草茶變遷分期 

資料來源：林曉莉、陳貴凰(2012) 

小結：青草茶雖然登不上醫學殿堂，卻時常出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作家劉克襄

在中央研究院數位典藏中有一篇命名為青草茶的專題文章裡說到：「青草茶是甚

麼? 在現今文明進展之快速下，隨著當代多樣飲料的出現，青草茶的美好內涵仍

未被重視，從傳統文化、環保生態或從生物科技、醫學治療等角度，全面展開了

解，青草茶有好幾個俗稱，常見如涼茶、苦茶和百草茶。古老傳統的青草茶為何

受到歡迎，既有代代承傳的美好認知，更有歷久彌新的內涵，除了清涼、解熱、

降火等常見功能，還包括愈來愈多人相信，傳統青草藥可能比西藥更具保健的功

能。青草茶仍是民間普遍奉為養身圭臬的重要飲品。 

二、中國涼茶之歷史 

中國嶺南地區南方包括廣東、海南兩省及廣西部分地區，以至香港、澳門等

地，地處亞熱帶，由於夏季炎熱時間較長，冬暖夏熱且多雨潮濕，容易使人上火，

發生煩熱、口氣不佳、咽喉腫痛、牙齦腫大等毛病，古人稱之為瘴氣易犯之處，

潮熱的環境易孳生病菌、腸胃炎、傳染疾病很常見，先民們為了除濕祛熱，適應

環境，試著採集一些清熱解毒、消暑祛濕的草藥，煲水飲用，以消除「熱氣」，

發現煲制這種青草藥水飲用確實有效果，所以逐漸在民間流傳開來。也因此，飲

涼茶逐漸成為廣東一帶特有的習俗，至今已有兩百多年歷史，人們一年四季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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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涼茶來進行消熱保健。 

    隨時代變遷，經過一些具有中醫藥知識的人們長期研究之下，各家有各家的

配方，創造出多樣式的「涼茶」口感，加上有經濟頭腦的醫藥人員，更開設了銷

售涼茶的藥店、茶攤、作坊製售涼茶，由於涼茶有清涼散熱、解暑祛濕的功能，

具有保健止渴的作用，不論盛夏隆冬，四季皆宜，因而長期成為整個嶺南地區人

士喜愛的普及飲料，歷久不衰。 

中國涼茶行業發展至今，已進行了多項創新。在技術上，採用中央熬製，研

發了即開即飲的易開罐，將涼茶當成快速消費的飲料來賣，並將產品帶進超市銷

售，強化了快速消費的「時尚涼茶」形象，2017 年王老吉將名稱授權給臺灣以

手搖飲料店型態的店舖加上精緻的裝潢，販售杯裝涼茶考驗臺灣消費市場的需

求。 

 

小結：研究者發現從涼茶的起源、種類、發展歷程和現狀等，我們可以看出涼茶

具有深厚的文化根基，因著中國的政策、制度上的積極作為，使得涼茶產業產生

快速的企業成長，同時也從文獻資料中領略出嶺南人民用智慧的結晶適應環境以

戰勝惡劣的地理氣候。獨特的嶺南藥食同源飲食、養生文化是涼茶文化產生形成

的基礎，中國涼茶文化是數百年來經過無數人的使用證明保留下來的經典文化。

相較於臺灣青草茶，涼茶被列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它能保有自己的秘方和專業術

語。若臺灣青草茶也能被視為文化遺產加上政策上對於產業的保護，將對於青草

茶產業而言無疑的是助力，不僅配方能受到保護而流傳下來，對於青草茶養生的

文化推廣上亦是一大認同。另外，本研究觀察臺灣青草茶與中國廣式涼茶在茶色

上比較發現廣東傳統涼茶茶色呈褐色，與臺灣青草茶多以黑色呈現不同，而口感

上的不同之處則是廣式涼茶與臺灣青草茶相比，臺灣青草茶則普遍有加入薄荷，

使得青草茶入喉後更顯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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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臺灣青草茶產業發展概況 

當今社會科學發達，就飲料方面各種充斥化學的飲料上百種，如何美味、如

何可口都能達到，在食安風暴後，我們又進一步的了解到，原來市面上充斥著化

學飲料，且參雜色素、著色劑、還有防腐劑以及其他非天然的物質，有些無法被

人體代謝，長期飲用會傷害身體，所以開始警覺到，應盡量避免使用對人體有害

的產品，而產生了應多追求以天然素材為主的飲食觀念，降低飲食中的風險，同

時對身體不會造成傷害為優先考量。 

傳統青草茶則有食療保健的概念在裡頭，且青草茶多以遵循古法、祖傳秘方

等方式熬煮、銷售，關於臺灣傳統青草茶舖之原物料取得與青草茶銷售方式如

下： 

（一）傳統青草茶舖原物料的取用則以天然的草本植物為主，所以目前臺灣青草

茶原物料的來源取得方式如下： 

  (1)專區契作：針對使用量大的例如：仙草、薄荷、鳳尾草等，以仙草而言  

   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銅鑼鄉、南投縣集集鎮、三義鄉，嘉義縣水上鄉及 

   中埔鄉都有較大宗的栽培。 

  (2)青草店/青草茶舖業者自產自銷：在自家農田種植如魚腥草、咸豐草、黃  

    花蜜菜、白鶴靈芝草等最常見。 

  (3)中草藥店進口批發：因臺灣氣候變遷、環境受到破壞而不易種植的草本   

    植物則由中國或其他該項植物最適生長的國家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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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臺灣青草茶的銷售方式 

(1)中草藥店/青草店自製自銷：中草藥店本身會煎煮青草茶，種類非常

多，有單種口味茶飲也有複方茶，青草店有的是用當天摘取新鮮的

青草直接熬煮喝起來有濃濃的「青草」味，通常一般人不易接受其

味道。部分中草藥店則有提供幫顧客個別煎煮茶的服務。以杯、瓶

或袋方式銷售。（例如：姚德和青草號、老濟安、老東芳） 

(2)飲料攤：在屏東時常能看見專門販售椰子水的攤販或甘蔗汁的攤販，

還有在高雄市上高速公路前的交流道路邊攤，都能看見青草茶的販

賣，他們大多是向青草茶舖批來賣的，最常見的有三種茶飲：青草

茶、苦茶、養肝茶。以單杯分大、中、小杯方式銷售。 

(3)檳榔攤寄售：銷售對象為大貨車、大卡車司機，亦多半為勞動階層

的消費者，每到夏季還不難見到攤販前會寫上斗大的販售「結冰青

草茶、結冰礦泉水」，而臺中市最特別的是寄賣「羅氏秋水茶」。「羅

氏秋水茶」早期便懂得提供商標及冰箱給予檳榔攤擺放，是許多台

中當地中年人的童年回憶。以罐裝和鋁箔包裝寄售。 

(4)青草茶專賣店(青草茶舖)：此類專賣店店面少有裝潢，只擺放最重要

的冷藏櫃，賣的是獨門配方，原料由專人採摘後店家自行熬煮，主

要顧客群非常固定，包裝方式以杯裝或瓶裝販售。（例如：裕豐神農

青草茶舖、濃厚舖青草茶、林耀輝草茶） 

 

小結：契作的產地因其氣候、土壤、水氣適合特定植物生長，若須將作物曬乾以

專門種植的場所而言是比較有空間的，因為量體足夠。自產的部分相對量體較小，

無論是契作或自產都必須要注意農藥的問題，上述之青草並不需要農藥作物，即

能自然生長得相當好，但須注意附近農地是否有噴灑農藥以免受到汙染而不知摘

採使用，因此在原物料的管理上應採用源頭管理的方式請產地自主送驗無農藥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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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檢出證明再行使用。 

本研究發現，臺灣青草茶的販售方式僅部分企業例如：味丹、統一青草茶則

以超市、賣場通路為主要販售點，目前青草茶的販售方式多以專賣店形式呈現（即

青草茶舖）為主，青草茶商品若結合文創開發周邊商品，例如以青草茶和農業社

會時代背景為議題發想，延伸商品能有養生又精緻的青草茶包、農業社會的提袋

茄芷袋…等兼顧有趣又古早味的商品創造話題，不同的包裝行銷策略將有助於青

草茶商品年輕化，吸引不同年齡客群前往消費。 

為了吸引年輕消費者的目光，品牌現代化的努力不僅只是在於包裝設計上，

針對銷售的方式，一般而言，傳統青草茶舖整體給人的印象停留在一個簡便的攤

車或是簡單沒有裝潢的店舖，老舊的設備、昏暗的燈光，縱然有再好的產品也難

以給予消費者良好的消費印象，而店舖本身沒有辦法設計一套提供較好的消費流

程，例如消費動線混亂、難以導入 POS 系統及資訊分析能力相對較弱，對於行

銷策略的導入更是困難，若要吸引年輕族群的消費者，得從店舖的門面及多方面

運用資訊科技，比如說導入資訊化設備 POS 系統，藉由消費者購買的資料以及

消費者資料背景分析更快速掌握年輕族群的喜好，以及導入多元支付方式，藉由

點數回饋及社群網路進行後行銷活動的設計產生回購率，使年輕族群的消費歷程

更加簡便及活化店舖的消費年齡層，達到提升年輕客群的目的，目前青草茶舖的

業者普遍較為年長，在資訊化的接受度及社群媒體的運用度較為不足，因此若能

在此觀點上加以努力，或許能成為年輕人更喜愛的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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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傳統青草茶舖的品牌管理策略 

傳統青草茶是早期庶民文化的代表物之一，經過時間的積累，一點一滴慢慢

累積出青草茶產業特殊的人文情感，卻也一點一滴的在喪失市場成長的空間，因

此，在傳統青草茶的品牌管理策略中，特別是歷史悠久的品牌，當品牌進入衰退

期的時候，品牌老化是一個重要且必須積極面對處理的問題，如何擺脫老態的品

牌形象創造品牌現代化吸引年輕客群，因此運用重要的品牌元素來建構及管理品

牌是相當重要的，品牌元素不同的運用可加深顧客對品牌的辨識度及喜好度。運

用品牌活化策略維繫品牌在市場上的地位與競爭力，趁勢轉變讓品牌現代化，將

客層年輕化，成功活化品牌可避免被市場淘汰，所以說，長期的品牌管理是非常

重要的，以下就蒐集到的品牌管理策略理論逐一說明：  

一、品牌的定義 

    根據美國行銷協會對於品牌的定義，品牌是名稱、術語、符號、象徵、設計

或以上的組合，這些組合將用來辨識該品牌之產品與服務和競爭者的產品與服務

有所不同，然而品牌可以傳達六種不同層次的意義：(1)屬性(2)利益(3)價值(4)文

化(5)個性(6)使用者。 

二、品牌元素 

建立品牌的關鍵也就來自於名稱、標誌、象徵、包裝設計或其他特徵，因此

稱之為品牌元素。 

    Keller (1998)明確定義品牌元素的選擇準則有六項：  

(1) 記憶性：促進記憶達到高度的品牌覺察，引人注目的品牌元素將成功加速購  

        買時的辨識與回想。 

(2) 意義性：具備說明性或說服力。 

(3) 親和性：從視覺意象或聽覺感受是否討人喜歡，視覺的表達上是否能夠呈現  

        出豐富有趣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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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移轉性：品牌元素對於新產品或原本的產品要進入新的市場或跨領域是否有  

           較好的延伸性。 

(5) 調適性：具有彈性及適性應的品牌元素將越容易跟上時代、跟上消費者的想  

        法，越能與時俱進。 

(6) 保護性：面對競爭市場，品牌能受到法律的保護。 

 

    品牌元素也可稱為品牌識別物包含品牌名稱、全球網路位址(URLs)、標誌

(logo)與符號(symbols)、特徵物(characters)、標語(slogans)、代表曲(jingles)、包

裝(packaging)用於區別與辨識品牌的商標裝置。 

    一般而言消費者對於品牌產品最直接而強烈的聯想就是包裝的外觀，因此再

品牌元素當中又以包裝設計為品牌現代化最常運用的工具之一，而包裝設計 

「Package Design」，指的是美化產品進而吸引消費者購買達到促進銷售為目的，

其中以適當的文字、圖案、符號、標誌及色彩表現於產品適當之容器與材料上，

同時使產品在運輸、倉儲或使用時能保持其原狀或價值（許鳳火，1988；楊宙航，

2002）。   

    隨著時代的改變，傳統注重於功能性的已經無法吸引消費者，現今的設計應

考量其人性化與物品背後蘊含之文化特性，必須符合消費者之生活形態為主要設

計考量，並將文化意涵運用在包裝設計上，並就以下兩點做為參考：(1)歷史感

與空間感(2)了解當地歷史與地理以創造出說故事之形態，因此設計師本身須具

備文化涵養！再依其產品特性創造專屬的故事，消費者藉由故事情節對產品產生

文化感，藉由故事性包裝產品，帶給消費者的是包裝所帶來的文化感受而非實質

的包裝本身（周澄瑋，2005）。 

    所以，從文化創意出發的包裝設計不單從美學角度出發，他必須展現在地的

文化特質，特別是強調設計師本身對文化情感價值與歷史、地理的了解，否則無

從設計出突顯在地文化的特質。 

    包裝是連結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用以保護產品，使消費融入「科技與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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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思想」之企業行為（朱陳春田，1996）。  

    隨著時代的改變，產品包裝不單純僅有保存與運送便利的基本功能，更必須

藉由色彩、形狀、商標與設計等匯集，醞釀出產品的心理價值（金子修，1996）。 

綜觀上述論點可見包裝設計的確整合許多品牌元素的運用，因此包裝設計則是品

牌現代化最常使用的方法。 

    然而，品牌元素在意象上也能呈現豐富有趣的內涵，一組具記憶性、親和性

及意義性的品牌元素則提供許多優勢，具有說服力的元素將會快速建立品牌聯想

的連結性，因此正確的選擇品牌元素不僅能提升品牌覺察，更可形成一組具有強

度且獨特性讓顧客喜愛的品牌聯想，大多數的品牌元素具有適應性及彈性，例如

標誌或特徵物可以經過設計重新賦予新的面貌看起來具現代感與時俱進。 

三、品牌定位 

品牌經營的第一個步驟則是「品牌策略」，而品牌策略中又以「品牌定位」 

為最，藉由「品牌定位」來建立商號的「品牌識別」，如此一來消費者在市場上

能清楚區別其他的競爭品牌，明顯定位不易混淆。 

首先，需要設定目標對象，再來是必須要符合市場趨勢，找出競爭者還 

沒有提出的訴求點，亦是共同消費者可能為被滿足的需求點，最後，提出企業的

產品保證與服務品質。 

分析目前青草茶商品的品牌定位如下： 

1.青草茶品牌目標市場：有容易上火、火氣大、發生煩熱、口氣不佳、

咽喉腫痛、牙齦腫等狀況需要清涼降火的消費者，注重身體保養，且有

保健預防需求的消費者。 

2.主要競爭對手：手搖飲料、同屬健康飲品訴求的機能性飲料例如：每

朝健康綠茶，現打果汁。 

3.青草茶品牌與競爭品牌的相似性：強調的功能效果相近、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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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青草茶品牌較競爭對手的品牌優勢：天然草本、健康養生、傳統文化、

歷史悠久。 

    品牌定位釐訂我們所理想的品牌架構，打造品牌覺察及品牌形象，好的品牌

定位能引導行銷策略。 

四、品牌行銷策略 

    在此品牌透過行銷策略來分析青草茶品牌行銷，以常見的行銷組合 4

個方向（產品、訂價、通路、促銷）來進行。 

    (一)產品策略 

品牌的口碑效應及產品對於消費者的品牌體驗、口碑效應與傳播具有重

要之影響，因此需要累積品牌的識別性，建立起具有強度與喜好度的品

牌聯想能引出正向的品牌評價與感受，更能培養出更高的品牌共鳴。 

    (二)訂價策略 

產品的利益將會決定消費者心中所認定的「價值訂價」及「公平價格」，

在食安風暴後的消費者對於價格的敏感度稍有轉變，多數消費者開始重

視價格與品質之間的正向關係，所以產品的品質和飲用安全與包裝特色

成為最被在乎的重點，然而，我們在訂定青草茶的訂價時，未來並不需

要走入低價策略，改採合乎成本與利潤的適當價格策略，亦可搭配不同

產品及時節進行策略性的行銷活動。 

    (三)通路策略 

通路是店家將產品配銷給消費者的方式，直接通路與間接通路提供不同

的優點及缺點，兩者皆可在短期內幫助產品銷售，長期來說都能提高品

牌權益，關鍵在於，如何整合及搭配通路的選擇以實現店家本身對於品

牌打造所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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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通路： 

青草茶按古法熬煮生產→自營專賣店店鋪販售→提供更多服務利益予

消費者直接購買，這是姚德和、老濟安、老東芳、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濃厚舖青草茶、林耀輝草茶的販售方式。 

間接通路： 

中央廚房生產→超市、賣場(檳榔攤寄售)→消費者透過間接管道購買，

這是王老吉的販售方式，在檳榔攤寄售的則是羅氏秋水的販售方式。 

    (四)促銷策略 

促銷是整體策略中效益非常驚人且重要的一環，伴隨著激烈的競爭市場，

適時的舉辦促銷活動偶爾略施小惠則能留住消費者的心。在包羅萬象的

促銷活動：贈品、折價券、免費試用、聯合促銷、活動折現兌換卷、抽

獎、酬賓禮券、刮刮卡、集瓶蓋兌換好禮、報章截角…等不勝枚舉。 

        在面對多樣化的促銷活動裡，消費者會出現許許多多不同的反應，但是   

        要注意活動辦法的辦理以免產生不必要的顧客訴願。 

五、品牌老化與活化 

    Kotler(1997)研究發現，應以產品生命週期概念分析品牌生命週期，原因是

品牌也會像產品一樣，經歷出生、成長、成熟到衰退並且消失的過程，品牌價值

隨著時間的推進，品牌生命週期在成熟期達到高峰後，就會進入到衰退期開始往

下降。 

    品牌在銷售量、市場佔有率及顧客忠誠度持續下降的狀況發生時，稱之為品

牌老化。 

Lehu(2004)提出品牌活化的原因與對策，他認為品牌老化的主要原因來自三

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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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提供的產品或服務不符合消費者之期待： 

     1.過時的消費者滿意承諾 

     2.產品發展落後 

     3.創新緩慢 

    4.產品或服務喪失競爭力 

    5.關鍵技術落後 

    6.款式顏色設計過時 

7.品牌商品分類有問題     

以上問題 Lehu(2004)建議企業採取更新或延伸、擴充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

來解決所面臨的問題。     

(二)目標市場發生改變 

1. 消費者的人數減少 

2. 目標市場沒有調整更新 

3. 消費者的平均年齡平均已偏高 

4. 新產品因不符合消費者的需求而行銷推廣失敗 

5. 品牌極少或不為年輕消費者所熟知。 

以上問題 Lehu(2004)建議企業採取擴大目標市場或修正市場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 

(三)品牌行銷策略錯誤 

1. 隨品牌推出時間，行銷預算減少 

2. 品牌提及率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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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包裝過時 

4. 行銷創意減弱 

5. 媒體計畫缺乏針對性 

6. 行銷內容過時 

7. 頻繁更換廣告代理 

8. 代言人形象老化 

9. 忽略時尚因素而被競爭對手利用 

品牌有時候是因為行銷策略造成形象老化，針對上述問題 Lehu(2004)建議 

企業採取強化或改變行銷策略方式來解決問題。 

Lehu(2004)的研究結論認為品牌老化的原因來自於產品/服務、目標市場及 

品牌行銷策略三個方面，因此針對上述三個問題具體提出品牌活化決策框架(如

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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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Lehu 品牌活化策略框架 

資料來源：Lehu(2004) 

    透過上述理論分析，我們能了解到長期經營品牌的不易，也了解到品牌元素

的選擇可塑造出不同的品牌形象，而品牌在衰退期品牌老化時所面臨的挑戰需透

過策略來解決遇到的狀況，品牌無疑是企業重要的資產與競爭優勢，對於逐漸沒

落的傳統青草茶產業來說，適切的運用品牌管理策略將有助於品牌的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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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 

對應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本研究將藉由文獻探討和回顧理論的方式對於傳統

青草茶產業之歷史與產業現況進行了解，再以直接觀察方式進行傳統青草茶品牌

調查分析之後，針對個案店舖的品牌策略做品牌現代化的剖析，茲將研究方法分

為下列兩種方法進行： 

(一) 直接觀察法 

對個案店舖之品牌策略採取直接觀察與紀錄，能有助於取得較多真實資 

料。 

    本研究以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作為研究對象，筆者任職於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可以長期直接觀察記錄該店舖的行銷策略資訊及以專業行銷管理文獻來探討裕

豐神農青草茶舖品牌管理策略如何訂定品牌策略使品牌現代化進而吸引年輕消

費者。 

(二) 個案研究法 

由於本研究的研究主題著重於實務面的問題探討，並以特定店家作為研究對

象，因此適合採用「個案分析法」，作為研究方法，透過個案分析法將有助於我

們了解個案店舖的實際做法與方式能夠獲取較為正確的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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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個案研究 

    本研究為了解傳統青草茶販售之店家經營現況以及品牌經營管理方式，於是

走訪臺灣傳統青草茶各業者(台北姚德和青草號、台北老濟安、台北王老吉涼水

舖、台東老東芳、台中羅氏秋水、台南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高雄濃厚舖青草茶、

屏東林耀輝草茶)之店家進行品牌調查，最後以臺灣第一首府府城—台南在地經

營青草茶起家逾三十年載的『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作為品牌管理策略的品牌現代

化個案研究探討。 

第一節 傳統青草茶舖品牌調查 

本階段以青草茶品牌創立 30 年以上為基準，在中國以王老吉為例，在臺灣

則以台北姚德和青草號、台東老東芳、台中羅氏秋水、台南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高雄濃厚舖青草茶、屏東林耀輝草茶、台北王老吉涼水舖等知名青草茶品牌為品

牌調查對象，此目的在於了解其經營策略與形象定位和產品包裝種類，希望藉由

上述品牌所代表的品牌元素與策略方式，了解品牌整體型態發展。 

品牌透過產品的包裝、產品的商譽和獨有的品牌識別與企業整體的經營面貌

與風格、服務，使消費者能快速辨識與選擇品牌。 

因此，企業在激烈的競爭市場中，必須建立自我的品牌識別，依該識別為企

業創造價值感與信任感，為企業打造形象的最佳方法之一。 

消費者能依品牌的商標(LOGO)、文字或圖案即時辨識品牌，品牌辨識的構

成元素除商標、文字、圖案以外，還有吉祥物、廣告標語、廣告歌曲、總體的包

裝都是在為企業展現不同於競爭者的品牌形象。 

目前對於消費者而言，青草茶品牌相當具有說服力，讓消費者產生消費行為

的大致分為三個代表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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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老字號且具歷史文化淵源的品牌，例如 1828 年(清朝道光年間)創立

的王老吉、1847 年 （清朝道光 27 年）創立的羅氏秋水，其中又以

王老吉創造出膾炙人口的標語：「怕上火就喝王老吉」為成功的品牌

形象代表（圖 4-1）。 

 

圖 4-1 怕上火就喝王老吉之橫式廣告 

2. 體現中草藥特質，蘊含人文的品牌，例如 1946 年創立的姚德和青草

號、1953 年創立的老東芳、1972 年創立的老濟安、1976 年創立的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3. 具有在地草根性青草茶形象代表的品牌，例如 1966 年創立的林耀輝

草茶。 

只要青草茶能符合功能闡述的基本需求：預防上火、退火，最後讓消費者產

生購買意願的是情感上所得到的連結性，不全然是產品的功能特性，品牌是需要

透過品牌形象來建立與消費者對話、情感上的連結，最重要的是掌握其購買產品

的意願，從中發展出該項產品的差異性與特色出來。 

為了解上述店家經營策略與形象定位和產品包裝種類，將對上述品牌進行調

查以了解品牌整體型態發展，調查之店家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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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姚德和青草號（臺灣台北） 

(一) 品牌發展簡歷 

    大稻埕 70 年青草茶老字號，姚家三代接力採草奉茶，1946 年開始

起灶熬煮一帖涼方，第二代遵循父親姚德和招牌飲料青草茶，採用咸豐

草、甜珠仔草、薄荷、香茹草及其他秘方熬煮，2017 年參與台北大同大

不同的店家改造計畫，全新的 CI 與產品包裝，為老字號注入了人文的

質地讓顧客走進青草店感受草藥的自然芬芳香氣，體驗不同的青草店。

第三代研發青草茶包、沐浴藥草成為體面的伴手禮，帶回家熱飲與泡

澡。 

    (二)標語 

    「一帖涼方、一杯暖意」。 

(二) 品牌定位 

    店舖參與市府大同大不同店家改造計畫以後，以不同面貌在大稻埕繼續

服務在地人並且與嬉遊台北城的觀光客互動。

  

圖 4-2 姚德和店舖改造前           圖 4-3 姚德和店舖改造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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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老濟安青草店 （臺灣台北） 

(一) 品牌發展簡歷  

    老濟安創立於 1972 年，王榮貴老闆從小在萬華青草巷出生，耳濡目染

一輩子都在專研草藥至今已 40 多年，為讓更多人了解青草的妙用，2017 年

第三代的加入與王榮貴一同將舊倉庫透過台北市政府店鋪專案改造計畫，在

現在的老濟安能夠品嚐傳統青草茶及療癒手沖式茶飲，也能為顧客調配專屬

的茶飲，為傳統的青草茶注入新的生命。 

(二)標語 

    「壺裡百草乾坤，杯中萬華長潤」。 

(三)品牌定位 

    以專業草本知識提供顧客草藥資訊，讓顧客能有別以往的消費型態，坐

下來沖一壺青草茶，慢慢飲用，享受青草茶的色香味觸感體驗。 

  

圖 4-4 店舖改造前外觀      圖 4-5 室內狀況 

  

圖 4-6 店舖改造後外觀      圖 4-7 前為吧檯，後為抓草藥的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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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老東芳(臺灣台東) 

(一) 品牌發展簡歷 

    老東芳源自於創立於 1953 年東芳藥草舖，2010 年老東芳創立，延續

其家族多年原生草藥經驗，年輕一輩結合老一輩草藥店專業知識，依祖傳

青草配方，研發數十種養生飲品。 

(二) 標語 

    「東芳草本養生概念」。 

(三) 品牌定位 

    傳統口味、創新經營，主動進駐觀光區打響知名度。 

  

圖 4-8 東芳草藥舖              圖 4-9 老東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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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羅氏秋水(臺灣台中) 

(一) 品牌發展簡歷 

    羅氏秋水，創始於清道光 27 年，源自大陸福建省，宗傳本業已有 150

年歷史。來自中國醫學家族六代行醫濟世。多為著名儒醫，結合現代製罐

技術，保存原配方傳承家族獨特配方不斷推陳出新，追求技術不斷開發茶

磚、茶罐、茶包禮盒。 

(二) 標語 

    「對我健康、對我生財」。 

(三) 品牌定位 

    歷史悠久家族傳承，不變的口味喚醒台中人的記憶。 

  

圖 4-10 店舖改裝前             圖 4-11 店舖改裝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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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濃厚舖青草茶 

(一) 品牌發展簡歷 

    濃厚舖青草茶創立於 1955 年，屹立於高雄最熱鬧的六合夜市商圈，

目前已有 15 家分店遍佈大高雄地區，是南部知名連鎖青草茶店鋪。依祖

傳配方製茶，特色是將青草茶以薄茶(青草茶)、厚茶(苦茶)做區分，店鋪擺

放不銹鋼冰櫃是早期新穎獨創的店頭擺設，亦是高雄最早經營２４小時全

天候的茶舖，滿足各行各業時間需求，為炎熱的南臺灣推出訂製特大瓶罐，

時到今日已是高雄代表名產。 

(二) 標語 

    「擇善固執、傳統樸實、濃厚人情味」。 

(三) 品牌定位 

    維持傳統熬煮方式，擴大經營市場，讓傳統的青草茶遍布高雄各個區

域。 

    

圖 4-12 店舖早期的模樣          圖 4-13 店舖現在的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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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一)  品牌發展簡歷 

         創立於 1976 年，在熱鬧的台南市東區，由第一代老闆謝旻真創立，從  

     一台不銹鋼冰櫃開始經營青草茶生意，遵循古法熬煮每一種茶飲，出生於 

     農家的老闆謝旻真樂於煮好茶讓顧客喝好茶，注重健康、崇尚天然，以草 

     本植物為主熬製茶飲。 

     (二) 標語 

    「天然健康、養生茶飲」。 

     (三) 品牌定位 

         堅持品質，以一心一意煮給全家人都適合飲用的茶飲的心來款待顧  

     客，整體形象精神朝人文品牌方向發展，將青草茶等傳統天然健康飲品結 

     合現代化的模式經營，包含網路購物、社群經營、行動支付，除此之外舉 

     辦戶外展售向外推廣草本天然的各種茶飲，成為青草茶的養生資訊最佳傳 

     遞者。    

       

 圖 4-14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早期模樣  圖 4-15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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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林耀輝草茶 

(一) 品牌發展簡歷 

    創立於 1966 年，林耀輝早期年輕創業時搭扁擔用玻璃瓶裝著已經熬煮

好的青草茶一瓶一塊錢販售，平均每天都能賣出 70 瓶，開始做起了青草茶

的生意，生意好的林耀輝仍堅持只賣一種產品，1996 年導入全自動化包裝，

價格維持在每包 10 元，今年已 90 歲高齡的林耀輝有空仍習慣自己煮茶，維

持潮州人所熟悉的味道。 

(二) 標語 

「健康養生林耀輝草茶」。 

(三) 品牌定位 

  堅持上等清肺降火藥材，獨特秘方熬煮，薄利多銷推廣青草茶。 

             

     圖 4-16 林耀輝草茶店舖外觀   圖 4-17 林耀輝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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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王老吉(中國) 王老吉涼水舖(臺灣) 

(一) 品牌發展簡歷 

    中國王老吉涼茶創立於清朝道光年間（約 1828 年）由廣東鶴山人王

澤邦所創，跨越三個世紀擁有擁 188 年的歷史，同時被尊稱為「涼茶始祖」。

歷史悠久，經典紅色罐裝涼茶是中國涼茶的第一品牌。 

(二) 標語 

  「怕上火，就喝王老吉」。 

(三) 品牌定位   

    定位在能預防上火的飲料，傳承傳統工藝以現代設備與技術使涼茶一

舉推廣至全中國、強調獨特配方 3 花 3 草、懸壺濟世、道德良茶，中國國

務院批准之其涼茶為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圖4-18 王老吉中國罐裝飲品販售  圖4-19 王老吉授權臺灣王老吉涼水舖 

 

小結：本研究參照上述說明及品牌識別形象比較製成(表 4-1)，各店家具

有不同的品牌識別，且具有鮮明的特點，例如：品牌調查九家青草茶品

牌皆有一個共同識別特點：強調傳承傳統、健康、養生，可見得青草茶

經過數百年代的歲月洗禮，仍不減其「傳統、健康、養生」的精神價值。 

    本研究經上述分析發現各店家品牌發展簡歷、標語與品牌定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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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品牌定位及標語皆會影響整體的發展及呈現出設計風格不同的樣貌，

另將上述品牌調查之店家產品包裝進行整理與分析(參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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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品牌識別形象與發展歷程比較 

姚德和青草號(臺灣台北) 

 

姚德和是日據時代一位年輕礦工，為了

養家餬口在台灣光復後礦區沒落後，他

開始尋求別的謀生之道。 

1946 年開始起灶熬煮一帖涼方。 

1947 年買下永樂市場第七賣店開始經

營。 

第二代姚宗義將店址搬遷至民樂街，更

名為「姚德和青草號」。 

第三代姚勝雄參與 2017 年台北大同大

不同的店家改造計畫，全新的 CI 與產

品包裝，為老字號注入了人文的質地。

第三代研發青草茶包、沐浴藥草成為體

面的伴手禮。 

老濟安(臺灣台北) 

 

  

老濟安成立於 1972 年，最早始於萬華

青草巷，由第三代的阿嬤與姑丈共同

成立，命名為濟安。老濟安則由第二

代王榮貴創立。 

2017 年第三代加入，參與台北市政府

店舖改造計畫。 

2018 年以全新風貌呈現，讓顧客可以

在店裡喝著第三代老闆現泡的茶，還

可以邊聽著老闆解說顧客所點的青草

茶飲內的草本植物特性及味道，深受

外國觀光客及年輕族群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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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東芳(臺灣台東) 

 

 

 

 

老東芳第一代鄭爺爺 1953 年從批發藥

草起家【東芳藥草舖】 

2008 年第四代老闆在菜市場叫賣 

2013 年在台東市區設立了【老東芳青

草茶鋪旗艦店】改良口味將苦味去掉，

將青草茶推廣給年輕消費族群。 

秉持健康天然、養生概念推廣青草文

化。 

2018 展店台東大鎮店 

2019 展店台東火車站 

羅氏秋水(臺灣台中) 

 

 

 

 

 

 

 

 

羅氏秋水創始於清道光 27 年，宗傳本

業已有 150 年歷史。來自中國醫學家族

六代行醫濟世。 

1945 年來台，設立羅氏秋水 

1950 年設立「羅氏秋水茶藥園」 

1956 年秋水茶茶磚加薑片上市 

1995 年易開罐裝上市 

2019 店舖進行裝修目的在於吸引年輕

客群來店消費 

羅氏秋水茶販售的通路以傳統商店和

檳榔攤為主，對於消費習慣的轉變需花

較多的力氣才能與消費者直接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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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臺灣台南) 

 

 

 

 

1976 年在台南市東區裕農路上由第一

代老闆謝春英(即謝旻真)創立。 

1991 年遷移到鄰近的裕豐街。 

2003 年註冊商標致力發展品牌。 

2014 年開始進行品牌形象轉型 

     建置臉書粉絲專頁 

2015 年全茶飲自主送驗通過 SGS 無農  

      藥殘留檢驗 

2016 年統一棒球場舉辦第一次品牌 

     推廣活動 

     建置 line@ 

2017 年擬將品牌往文人方向發展， 

     推出『春耕、夏耘、秋收、冬 

     藏』系列瓶貼一改視覺形象。 

     同年結合物流開發的黑貓 GO 物 

     車方便消費者線上下單。 

2018 年吉祥物小神農誕生 

       再拓虛擬通路與樂天簽約 

       奇美博物館戶外擺攤 

       榮獲台南百家好店 

2019 年落實多元支付（信用卡、台灣

Pay、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Line Pay、Line Pay 一卡通、街口

支付、悠遊卡、一卡通、icash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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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舖青草茶(臺灣高雄) 

   

濃厚鋪青草茶，創立於 1955 年，是南

部知名連鎖青草茶店舖，目前已有 10

家分店遍佈大高雄地區。 

將青草茶以薄茶(青草茶)、厚茶(苦茶)

做區分，亦是高雄唯一一家 24 小時經

營的青草茶店。 

林耀輝草茶(臺灣屏東) 

 

創立於 1966 年，林耀輝年輕早期創業

時搭扁擔用玻璃瓶裝著已經熬煮好的

青草茶一瓶一塊錢販售。 

1996 年導入全自動化包裝，1 包 10 元。 

2019年已 90歲高齡的林耀輝有空仍習

慣自己煮茶，維持潮州人所熟悉的味

道。 

王老吉(中國) 

           

 

  

王老吉(原名王老吉涼茶鋪)，之所以得

名「王老吉」，因王澤邦乳名阿吉。 

1828 年廣州十三行路靖遠街（今靖遠

路）開設了「王老吉涼茶舖」，專營水

碗涼茶。 

1991 年王老吉誕生了第一罐、第一盒

涼茶飲料，帶動整個涼茶產業。 

2006 年被授予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

遺產，被封為中國涼茶始祖。 

涼茶文化持續深耕，王老吉涼茶已在全

球 60 個國家和地區註冊及行銷。 

2015 年喊出千億廣藥、健康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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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涼水舖(臺灣) 

 

王老吉涼水舖源自中國涼茶第一品牌

的王老吉。 

2017 年由台灣業者向王老吉洽談品牌

授權，授權後開設門市由台灣業者經

營，看好台灣手搖飲料深受消費者喜

愛，以手搖飲料店舖模式經營，商標設

計取材於王老吉懸壺濟世的葫蘆形

狀，加上王老吉的創辦人王澤邦創立王

老吉涼茶舖的年份 1828 年作為品牌識

別符號。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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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產品包裝比較 

姚德和青草號 

視覺表現 東方、藍綠色調、仿舊 顏色表現 草藥包裝牛皮紙純色

加上細麻繩帶出簡單

自然感。 

市售公版紙杯無特別

設計。 

寶特瓶裝以內容物之

口味不同有暗色調及

淺色調，加上鋁蓋整

體呈現較為精緻風

格。 

圖像元素 叢林、書法字體 包裝構成 草藥包 

杯裝無封膜 

透明寶特瓶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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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濟安 

視覺表現 自然、活潑 顏色表現 杯裝以白色為基底。 

瓶裝透明寶特瓶明

亮，內容物口味裝填

後呈現沉穩的黑色。 

現場飲用日式杯碗

裝，呈現不同青草沖

泡後的茶色。 

圖像元素 中英文字體設計、葉子、

人像圖案 

包裝構成 杯裝、瓶裝、 

日式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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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東芳 

視覺表現 東方、典雅 顏色表現 杯裝白底明亮為主。 

寶特瓶裝以內容物之

口味不同有暖色及明

亮、沉穩色系。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繪畫圖騰 包裝構成 杯裝 

透明寶特瓶瓶裝 

  

羅氏秋水 

視覺表現 保守 顏色表現 沉穩色系(盒裝) 

明亮色系(罐裝、鋁箔

袋裝)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幾何造型、   

繪畫人像 
包裝構成 盒裝、罐裝 

鋁箔袋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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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視覺表現 東方、人文、創意 顏色表現 以口味不同而呈現沉

穩的深色與明亮色

調。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線條、剪紙藝

術、人像 
包裝構成 透明塑膠杯 

乳白色塑膠瓶 

透明寶特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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濃厚舖青草茶 

視覺表現 東方、穩重 顏色表現 暖色系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實物照片 包裝構成 杯裝、瓶裝 

 

 

王老吉 

視覺表現 東方、個性 顏色表現 溫暖色系(罐裝) 

明亮色系(鋁箔包裝)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繪畫圖騰 包裝構成 瓶裝、鋁箔包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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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涼水舖 

視覺表現 東方、經典、時代感   顏色表現 單一純白色系 

圖像元素 書法字體、繪畫圖騰 包裝構成 杯裝白色無印刷貼上

商標貼紙 

造型寶特瓶裝(限量)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列表 

圖片來源：本研究蒐集整理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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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針對上述臺灣傳統青草茶品牌及中國涼茶始祖王老吉之品牌管理策略整

理如下：（表 4-3） 

表 4-3 品牌管理策略比較 

品

牌

調

查 

店

名 

裕豐 

神農 

青草 

茶舖 

姚 

德 

和 

老 

濟 

安 

老 

東 

芳 

羅 

氏 

秋 

水 

濃

厚

舖

青

草

茶 

林

耀

輝

草

茶 

王 

老 

吉 

王老

吉涼

水舖 

行

銷

策

略 

產

品 

茶、 

文創

商品 

茶、 

茶包、 

禮盒 

茶、 

茶包 

茶、 

茶包 

茶、 

茶包、

禮盒 

茶 茶 茶 茶 

訂

價 

中 高 高 中 中 中 低 中 高 

通

路 

門市/

網路 

門市/

網路 

門市/

網路 

連鎖

門市/

網路 

寄售 

檳榔攤 

連

鎖

門

市 

門

市 

寄售

超市/

網路 

連鎖

門市 

促

銷 

僅網

路有 

有 有 有 有 無 有 有 有 

目

標

客

群 

年

齡

層 

中 中 低 低 偏高 偏

高 

偏

高 

中 低 

品

牌

形

象 

風

格

呈

現 

人文 

、創意 

叢林 

、個性 

自然 

、活潑 

人文 

、典雅 

保守 穩

重 

保

守 

保守 經典 

、 

時代

感 

小結：由上述表格整理及實地觀察發現各家做了一些品牌策略上的調整而帶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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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效益，例如：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朝人文品牌發展後，採用親切的品牌元素分

別是代表職人精神的老神農及年輕化代表的小神農作為品牌視覺溝通後，顧客對

神農有一些反饋出來，顧客會跟神農回應瓶貼的設計很特別、很用心，茶好喝之

外在視覺的美感上有顯著的提升，這是在包裝設計的部分下的功夫，除此之外也

開啟了線上購物平台擴展銷售的疆界，選擇以目標客群鎖定在 25~55 之間會員人

數特別多的且美食為首的在樂天購物平台上架增加品牌曝光率，也在受年輕人歡

迎的社群網路多方觸及年輕消費者，在樂天之前神農就與黑貓物流合作打開地域

的限制將茶飲產地直送，新鮮的形象不僅沒有受到影響還能提升信賴度與知名度，

不少非在地的顧客皆表示透過網路搜尋慕名而來的，顯示神農在資訊化服務上下

足了功夫，而經過了三年的努力，神農的品牌現代化已有明顯的成績，接下來是

店舖改造計畫的實踐。 

    姚德和則是透過配合市政府店舖形象的改造計畫，一改過去老舊的店舖形象，

復古而大膽的叢林風格吸引不少平時不會注意青草相關資訊的年輕人好奇願意

走進店內參觀購買，從店內貨架上的青草介紹資訊獲得了解，而姚德和有三代接

續經營的品牌資產累積，再加上配合政府的店舖改造計畫後，筆者現場實地觀察

的確成功的吸引了觀光客的到訪，看著人來人往的人流，點一杯招牌青草茶來喝，

發現口味上也相當不錯，姚德和的店舖改造可以說相當成功，成功地跳脫出青草

店給人長輩才會去逛的印象。 

    老濟安突破了傳統喝青草茶的方式，以兩代接續經營青草店的專業資歷打底，

成功的將店舖改造為提供顧客青草專業知識上的傳遞者的角色，國外觀光客到訪，

走進店內對於坐下來喝一碗青草茶的感覺感到有趣，且經過觀察店內則有相當多

的年輕人前來體驗不同與以往喝的形式，坐下好好喝青草茶的感覺，一邊聽取第

三代年輕老闆解說、一邊品嚐青草茶，而店的櫃檯後方則保留了第二代老闆抓青

草藥的地方，開發新客層的同時也成功地保留了原本的顧客，坐在喝茶與抓草藥

中間的櫃檯的老闆娘說，看著父子倆為彼此不同的經營理念能透過溝通與設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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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感覺真好，一家三口在新的店舖裡繼續為轉型成功後的青草店努力。 

    老東芳在台東的觀光區設立了旗艦店吸引非常多的年輕觀光客前去消費，店

內精緻的裝潢擺設許多草本植物，呈現懷舊與復古的風格，消費者大多為嘗鮮的

年輕觀光客，老闆多年前在旗艦店還沒開之前是在夜市及自家青草店前擺攤賣茶，

後來選擇主動出擊到觀光客多的路上去開設青草茶店，至今鄭老闆在台東地區已

有三間分店，大膽拓點也是青草茶產業少見的例子，畢竟要克服的還有產量及成

本問題。 

    羅氏秋水在品牌策略上整體較無特別的改變，實地訪查時是2019年的三月，

那時羅氏秋水正在進行公司重新裝潢，跟經營者詢問品牌相關資訊，從經營者的

回應感受到家族的歷史讓他們感到驕傲，的確要維繫品牌是不容易的，不過包裝

設計與品牌形象仍趨於保守，而通路的選擇仍以原本的檳榔攤、傳統柑仔店寄售

方式販賣，相對的對於品牌的經營而言，在消費者對象及客層喜好掌握度而言較

無法掌握，品牌現代化上的轉型包袱較重，在整體識別品牌元素運用上趨於保守，

在於轉型上來說會是一大挑戰。 

    濃厚舖青草茶以連鎖店方式經營，對於品牌形象包裝上趨於保守，到店消費

多為觀光客，前來購買的消費者觀察時年齡層偏高的狀況，不過因為連鎖店數有

十多家，在高雄當地頗富盛名。 

    林耀輝草茶長年以相同方式販售青草茶，雖然售價一包僅十塊錢，還長期有

買十送一的促銷活動，口味上老少咸宜，位處屏東潮州光觀鬧區，除觀光客前來

購買之外，常見當地人購買，實地訪查時林耀輝的女兒正在顧店，經過訪談了解

到林耀輝先生本人已高齡 90 歲，因此對於店舖經營的心態是維持現況就好，對

於產品的售價及整體品牌形象與包裝認為保持就好，這就是最傳統的青草茶舖的

經營方式只提供買跟賣的服務，好處是專注於日常工作的經營，缺點可能會是在

面臨市場環境變動時較難以調適，消費年齡層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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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吉以紅色罐裝涼茶稱霸全中國，將品牌授權給臺灣開設王老吉涼水舖，

王老吉涼水舖以懷舊的經典時代感裝潢門市，又以手搖飲料模式經營，成功吸引

年輕消費族群上門，不過也許業者將資金大舉投入展店上，較為可惜的是買了一

杯茶才發現，包裝僅一杯白色公版杯子貼上商標貼紙有些陽春，對於品牌的聯想

性較為薄弱。 

本研究接下來將討論「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如何透過上述分析發展其品 

牌管理策略，特別是如何讓「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成功地進行品牌現代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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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個案分析 

一、 品牌背景與精神介紹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是一家樸實的青草茶舖由謝旻真一手創立，創立於

1976 年，謝旻真在農業社會務農的家庭裡長大，成長的記憶裡到處都是甘

蔗田、稻田與麥田，她喜歡接觸天然的植物與食物，看見工業化社會的進步，

帶來了許多便利性，同時飲食及生活的步調都走入快速和速成，謝旻真對於

速成的飲食文化感到憂心，自己的孩子都還年幼，不願意家人選擇速成飲品，

於是再辛苦也要自己熬煮傳統青草茶給家人喝，後來謝旻真懷抱著這份用心，

將煮給家人喝的茶創立了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一個小小的青草茶攤(當時名為明新青草茶舖)開啟了謝旻真的煮茶人生，她

不僅傳承了婆婆的麥香紅茶(現稱之為古早味紅茶)與冬瓜茶，更是搭配各式

草本植物，遵循古法熬出了第一鍋清涼退火的青草茶以及熬煮 8 小時費時費

工的蓮藕茶，還有洛神茶、苦茶。 

幾年後，歷經搬遷，輾轉來到裕豐街上繼續扎根，成立了第一個品牌『裕豐

神農青草茶舖』，堅持『天然健康、養生茶飲』無防腐劑、零添加的核心價

值，致力於適合全家人的飲品方向，努力經營傳統青草茶舖讓更多人能喝到

純天然的茶飲。 

二、 品牌元素的運用 

(一) 品牌名稱 

一開始做青草茶生意的時候，還沒有一個較為確定的名稱，後來，店搬 

    到了裕豐街取街名「裕豐」加上給我們青草茶配方的神農大帝的「神農」為  

    主名定調為「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這個名稱富有可以記憶性、意義性、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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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性及調適性，為後續的品牌元素發展立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二) 全球網路位址(URLs) 

在所有的網址及帳號註冊的部分，神農為避免與多數以神農命名的店家 

    衝突，採所在地裕豐及創立的年份 1976 為 URLs 命名，則為 yufeng1976。 

    (三)標誌 

當市井街道上四處可見「青草茶」等養生茶飲，神農發現混亂的市場

中必須要經營出屬於自己的味道，味道則包含了「飲品的口味」和「店家

傳遞給予顧客的味道(意即品牌名稱與服務的溫度)」，而這兩種味道都必須

讓顧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於是，在 2004 年夏天，邀請了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美術系陳建明老師以及台南全美戲院吳俊誠經理，共同參與 LOGO 的發想

(圖 4-20)，我們的品牌精神藉由 LOGO 做出意念上的傳達：茶飲最來自於

茶葉，而青草茶則由多種中草藥配方組成，因此以兩片葉子不同的青綠色

來表達生命之旺盛、活力、健康與新鮮的意念，而葉子下方凝結而成的那

一滴則是代表著經過長時間熬煮而成，淬鍊後的精華，尤其是需要慢火熬 8

小時才能起鍋的蓮藕茶，因此水滴狀呈現出來的則是蓮藕茶的顏色。然而，

「裕豐」則是以店舖的所在地取名，在設計上以封印來象徵品質保證，「神

農」則是為了感念青草茶之配方來自神農大帝之智慧與恩賜，也因著神農

嘗百草的精神，不斷創新茶飲口味。神農的標誌除富有可記憶性、意義性、

親和性及調適性外，更富有保護性，此標誌已完成註冊受到法律的保護。 

 

圖 4-20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之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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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特徵物 

       藉由創造老神農與小神農做為世代交替於傳承的意涵之外，運用老神 

農來代表職人的精神(圖 4-21)，設計背景皆以農業社會常看見的牛、雞、田 

野風光、稻草人作為設計元素，主要是要讓消費者將青草茶來自農業、大 

    地、天然、純樸直接聯想，而小神農(圖 4-22)則做為較為年輕世代的溝通， 

在未來的規劃裡小神農將扮演著產品資訊的溝通者，神農的特徵物在於建立 

品牌給人的親切感與有趣的知覺，富有可記憶性、意義性、親和性、調適性。 

       

         圖 4-21 老神農              圖 4-22 小神農 

(五)標語 

將品牌的核心價值直接嶄露在標語上「天然健康、養生茶飲」，讓品牌的

理念能夠直接被看見，標語廣泛運用在各包材上，此標語的設計也符合了

品牌元素要點：可記憶性、意義性、親和性，更重要的是在新產品誕生時

也能有很良好的移轉性及不退流行的調適性。 

(六)包裝 

         2004 年夏末，我們堅持要走出自己的路，因為沒有商標的店舖，就像 

      人沒有靈魂的一樣，更何況，我們的口味是讓人有印象的，許多老顧客是 

      爺爺奶奶帶來買到當年小小孩現在都已經是爸爸媽媽了，有一回，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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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貼標籤因為印刷廠的彩印機故障而延宕交貨，中間約莫有一週是瓶身沒 

      有標貼的(圖 4-23)，顧客代買回公司後，被同事質疑買了來路不明的茶， 

還因此拒喝，少了這個標誌就不是正牌貨！高度的辨識度以及品質要求顯 

現出多年來已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起相當程度的信任感和回購意願，已深植 

顧客的心裡。 

 

                    圖 4-23 當時的瓶貼來不及量產 

          特別的是第三代的年輕顧客已經出現在櫃台前喊著：「這就是我記憶 

      裡最熟悉的味道」、「以前爺爺都帶我來喝，爺爺不在了，喝茶可以感受當 

      時的感覺」，當下聽著眼眶都泛紅了，感動之際，向這位年輕的顧客怎麼 

      找上門來的?因為我們並非在她記憶中的店址卻記得店名，她是從網路上 

      搜尋找過來的，因此也彰顯出傳統青草茶店舖的資訊化是必要的。 

          為了讓產品更吸引年輕的消費者注意，從對產品的注意轉然引起興趣 

      而產生實際購買行為，神農從改變包裝與設計開始，試圖引起年輕消費者 

      的關注，甚至能產生話題，從 2003 年開始神農了解到唯有經營品牌才能 

      提高在各傳統青草茶店舖中的識別度，有了品牌商標的註冊概念下，搭配 

      平面設計發展一套品牌識別，11 年過後，隨著時間的推進，的確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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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消費者能夠辨識這個有瓶貼的才是神農的青草茶，沒有貼貼紙的消費者 

      認為缺乏辨識度買回家家人不喝，這是消費者給神農的反映。 

          而為了適應各種場合神農也開發不同的包裝以因應消費者需求，對此 

      特別以年輕族群作為出發點，例如小巧可愛的小瓶裝、年輕族群喜愛的文 

      青復古風格則以環保飲料提袋和復古茄芷袋為切入點，還有宅配包裝外箱 

      的設計等，請參考如下表(表 4-4)所示，該表則為本研究整理的裕豐神農 

青草茶舖的產品包裝演進歷程。 

          神農的包裝運用了品牌元素裡所強調的可記憶性、意義性、親和性、 

      調適性及保護性的準則，讓購買過的顧客皆能留下深刻的印象達到品牌辨 

      別及明確的品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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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個案產品包裝演進 

圖片 年代與包裝說明 

 

2003~2014 第一版瓶貼 

 

2015 宅配紙箱出爐 

主視覺以台南的古蹟作為呈現

代表在地台南青草茶品牌的視

覺元素，希望能藉由古蹟的呈

現，讓關注者能夠投以更多的

情感連結。 

 

2015~2016 強調熬煮為主要視

覺的瓶貼 

 

2017 雞年生肖限量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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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系列瓶貼 

跳脫以往的風格，盼呈現精緻

人文形象的青草茶店 

 

2018 生肖限量版瓶貼 

2018 吉祥物小神農漫畫版瓶貼 

設計元素以農業時代為背景，

可愛的漫畫風格主要視覺溝通

對象針對年輕族群。 

 

2018 推出隨手瓶符合各場域銷

售，小巧可愛、方便攜帶頗受

年輕族群歡迎，特別是女性顧

客。 

 

2018 推出整箱販售的青草茶包

裝，以可愛的小神農作為年輕

活力的視覺溝通代表，另以老

神農傳達傳統茶飲不變的職人

精神作為世代溝通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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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政府禁止免費提供塑膠

袋，順勢推出環保提袋及懷舊

復古茄芷袋。 

資料來源：本研究蒐集整理 

三、品牌定位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定位在：親切、實在可靠的健康養生飲品品牌。裕豐神農

青草茶舖資本額並不高，贏得市場佔有率之前，本研究發現目前仍以小規模店家

型態經營的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能以提供與同業更完整的服務來接觸消費者，運用

社群網路、時下年輕族群慣用的支付方式例如 line pay、街口支付有消費點數回

饋，再搭配行銷活動，拉近顧客與店舖經營者的距離，主攻心佔率深耕市場。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過去在 1976 年~2003 年之間，可以 20 多年來維持不變的

方式經營，維持不變的策略仍可擁有一定的市場與顧客群，也就是說明了過去的

年代裡，只要你肯努力就會有機會贏得市場的認同與支持，但是，進入了網路資

訊時代裡，每一天都有不同的變化，消費者在每一次的消費後留下網評，消費經

驗可影響他人是否購買，每一位消費者持行動裝置瀏覽、搜尋店家也讓新店家在

這個年代裡更容易被看見，消費者不再仰賴大眾媒體給與資訊，人人都是自媒體

的發聲者，因此，若能好好經營心佔率，即便不是人人所熟知的第一品牌，也能

擁有一群消費者衷心支持的唯一品牌。 

四、品牌重定位 

面對消費市場環境與時代的進步與催化下，對於原先已有的定位，需要再重

新調整，以符合實際需求跟上市場環境動態。 

品牌必須重新定位之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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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競爭者的品牌定位接近公司的品牌。 

(二) 顧客的偏好以不復往昔而有了很大的改變。 

(三) 原有品牌定位之市場漸趨減縮。 

(四) 可能原有品牌定位發生錯誤，使品牌知名度及產品銷售虧損。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檢視自身的情況，發現品牌重定位的需求乃起因於以下原

因：  

(一)競爭者的品牌定位接近公司的品牌，目前以台南地區的傳統青草茶

店家而言，幾乎仍停留在親切、實在的、健康的養生飲品。經過數

十年後的今天，若須讓消費者對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能有別於其他店

家有不同的品牌印象，必須保持原本的親切、實在可靠的健康養生

價值觀之外，再向上提升到高品質、重服務、可信賴的天然養生飲

品品牌，將格局與視野拉大，更能與一般傳統青草茶店家做出定位

區隔。 

(二)原有品牌定位之市場漸趨減縮，經過本研究發現，許多青草茶店家

面臨經營上的窘境有：老顧客逐漸消失，年輕人認為青草茶是舊時

代下的產物，正面印象喝青草茶是養生，負面印象喝青草茶是老派

行為，此外，手搖飲料充斥街道，食安過後新創手搖飲品牌以健康

自然風格呈現，吸引想解渴又希望喝得健康的消費者，對於以解渴

又能喝得健康的傳統青草茶店無疑是個影響，因此，需要透過品牌

行銷策略各層面的搭配，再度吸引消費者目光。 

五、品牌經營現況 

(一)現場實體環境(Physical environment) 

現場服務招待顧客環境的佈置、裝潢、燈光、色系、音樂、氣氛、展示說明、

桌椅、動線等不同的呈現產生各自不同的水準，也是輔助競爭力的重要表現，此

表現直接影響顧客對現場環境的感受，進而提升再次消費的忠誠度心理意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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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現此部分為目前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較為薄弱的一環(見圖 4-24)，現階段同

在台南的傳統青草茶店家尚未有此格局，若能在此環節提升服務力，相信能為顧

客帶來耳目一新不同凡響的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而爭取到更多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 

 

                 圖 4-24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 

    

(二)投入公關(Public relation) 

    建立企業在社會大眾及相關媒體有良好的企業形象，公關的對象包括媒體與

消費者、行政機構及社區單位等。公關力扮演著消費者或社會意見領袖及專業人

士對於企業的總體知覺與評價。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對於社會公益及社區單位或地方的捐助皆已成為常態性

的贊助，本研究發現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創辦人謝旻真秉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的

態度，謝旻真生長背景與環境是物質匱乏的農業時代，她認為敬天、愛地、惜物

是很重要的心態，有能力的時候也要懂得造福別人。 

    政府開始禁止店家免費提供塑膠袋開始，裕豐神農青草茶舖便將顧客購買塑

膠袋的費用每累積兩個月就拿到台南家扶中心捐給家扶作為獎助學金給需要被

幫助的孩童學習不中斷(見圖 4-25)，除此之外，每年都贊助捐血活動(見圖 4-26)，

2017 年參加 SGS 做食安做公益活動(見圖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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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25 捐款家扶學童助學金 

 

圖 4-26 贊助捐血活動 

  

圖 4-27 參加 SGS 做食安做公益活動 

(三)跨界合作 

與國賓影城光芒影展合作，由於 2018 年光芒影展的主題為老派風格(見圖 

4-28)，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將店內符合古早味的茶飲青草茶、冬瓜茶及古早味紅

茶作為光芒影展打卡贈送的唯一飲品，當晚所撥放的電影是魔法阿媽企劃案對象

主打親子及喜愛文青復古風格的年輕世代，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參與此活動將能觸

及到更多的年輕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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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8 贊助國賓影城光芒影展主題老派風格 

    

六、品牌未來展望 

(一)人員銷售(People sales) 

    服務業來說非常仰賴多數人力去完成工作，因此人員銷售的素質優缺、好壞，

深深影響業績還有顧客的消費意願即業績目標達成狀況，也因此服務人員的教育

訓練更顯重要，服務人員的儀容、禮節、口語表達能力、銷售工具及獎勵措施也

非常重要。 

(二)流程作業(Process) 

    生產製程之外，服務業需仰賴人力提供服務，每位服務人員所展現出來的穩

定性皆不同，因此需要一套合適的服務作業標準流程，提供給服務人員作為標準，

搭配資訊化的設備更能順利完成。 

    針對作業流程的部分，目前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導入POS機卻無法發揮作用，

原因是環境因素較多，尚未設計合適的交易櫃台及位置，導致使用上有障礙，如

何完成一致性的服務流程則是一件重要的事，必須規劃好SOP以方便現場操作，

才能迅速導入所有的行銷活動以及第三方支付的運用。 

(三)總體服務(Service) 

    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感受力有形與無形皆兼具，服務又可區分為購買前、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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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購買後三個區塊，每一個區塊都關係著顧客是否會完成購買行為或購買後的

滿意程度，以及是否會再度購買成為品牌的忠誠顧客。購買前是某能提供完整的

資訊服務或是提供預售、預購，購買中包含現場詢問、點餐、包裝、等待結帳等

都是為購買中的區塊。 

     然而購買後其實才是行銷的開始，特別是現在人手一台行動裝置的時代，

購買後能否留給消費者一個美好的印象是影響消費者利用社群媒體行銷的關鍵

之一，購買後消費者可能會面臨一些問題需要店家進行答覆、退換貨或是解決服

務過程當中的問題，這些都是總體服務力的表現之一，無論是現場服務人員的應

對表現或線上客服的應對皆應表現一致性優質的服務水準。 

(四)顧客關係管理資訊(CRM) 

    據 1990 年的哈佛商業評論里，有兩位專家提出：「Companies can boost profits 

by almost 100% by retaining just 5% more of their customers.」即獲得一個新客戶的

成本是保留一個老客戶成本的 5 倍。 

    與此同時，企業成功經營除了開發新客戶之外，珍惜老客戶也成為顯學，競

爭激烈、市場分食激烈搶客，更需要維繫既有顧客的忠誠度。 

    除了運用系統建置顧客資料，還能讓所有的消費者都成為會員，給予資深的

優先積分，比新顧客多優惠或點數可供折抵消費或兌換商品，藉此讓資深的老客

戶能有優越感，新顧客也能一律成為會員，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可以開始運用資訊

設備針對新舊顧客展開一系列的超黏著度活動，透過活動進行培養出更多高忠誠

度的顧客以及高回購率。 

     該計畫最終目的在於培養粉絲級的顧客，讓顧客能長期觀察裕豐神農青草

茶舖透過活動了解店家經營的用心，除了販售茶飲之外，也能不定期舉辦認識草

本植物、了解製作工法等相關活動，除了銷售的關係之外，能增加互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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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展店拓點    

    神農有很好的理念以及產品口味，長期累積各地區的忠實顧客不遠千里前來

購買，當中央廚房建構完成後，將以百貨公司設櫃經營品牌形象及台南各區域選

址開拓分店，將神農青草茶推廣拓展至各個區域，神農將走入另一個經營階段，

也可能會面臨新的課題-營運管理、公司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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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品牌現代化策略發展 

      由於購買及飲用傳統青草茶始終給人老派的印象，因此從 Lehu(2004)所提

出的品牌活化決策框架，在個案的品牌做檢視，對應理論策略並提出實際改善作

為品牌現代化依據。 

一、產品新款式新包裝 

產品是市場行銷最具本質的行銷致勝基礎，沒有好的產品，做再多的活動與

廣告宣傳皆難達到成效。產品包含了品牌本身、包裝、設計、品質、口味、耐用

性、附加價值及功能，是否符合消費者的真正需求，並領先競爭對手而有獨特性

及差異化存在。 

2018 年神農推出 360cc 隨手瓶，一推出即引起女性消費者及年輕族群的喜

愛，表示其攜帶方便，在不同場域都適合使用，由於容量小同時提高使用頻率，

達到產品更新及擴充性。 

二、 目標市場更改及擴大 

消費客群從老人到年輕人，因為看見市場的沒落與環境的改變，必須要從 

品牌形象及品牌定位做努力，神農選擇從包裝設計著手一舉改變過去給人較為老

派的形象，改變包裝設計及店舖最醒目的價目表設計後確實在視覺溝通起了作用，

吸引年輕族群目光注意，進而接觸產生購買行為，面臨新的消費族群神農在支付

方式也做了努力，2019 年上半年落實第三方行動支付系統，更貼近年輕消費族

群的支付習慣。 

    未來也將計畫發展穀物類產品，這是神農原先就有的產品，只是礙於廚房空

間有限，將其下架，而穀物類產品屬於歷久不衰的品項，於是將其視為可發展的

子品牌，名子神農的經營者也已經都設想好了，未來也將為子品牌進行註冊保護

商標智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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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銷策略加強與改變 

在可運用的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 @、google 我的商家加強維護管理， 

將店舖形象與上述社群做一致性的形象露出以及運用，在店舖的行銷活動與管理

則會建立方便互動的櫃台做行銷活動的舉辦。 

    在改變上來說，2018 年神農創造了小神農與老神農成為受歡迎的代言人，

長年以來也花了非常大的力氣投入在風格現代化上的轉變，才有現在的品牌形象

能進行更多的行銷規劃與跨領域的合作，於通路上則是與美食購物起家的樂天購

物平台，該平台擁有廣大的會員，其會員每一次的購物皆能累積點數，點數可折

抵消費金額成為會員不斷在平台上回購的原動力，以裕豐神農青草茶舖的經營型

態來說，與樂天搭配是借力使力的好選擇。 

    樂天上架首月消費滿 888 元再折 100 元，低溫商品免運費補助及新站首頁曝

光一個月，樂天給予裕豐神農青草茶舖許多強而有力的行銷資源(見圖 4-29)。 

 

          圖 4-29 搭配樂天市場促銷活動 

在過去的年代裡，苦幹實幹、認真努力產品就能賣得出去，當今社會這是不

夠的，除了消費者能直接和銷售人員面對面溝通的實體通路外，更可利用電腦或

手機行動裝置透過網路購物平台下單購買商品，也就是虛擬通路。 

    神農在 2016 年的時候品牌剛啟動轉型不久的第一個行銷活動就是和黑貓物

流合作到台南統一棒球場進行看棒球打卡送青草茶的活動，藉由活動推廣神農，

當時神農為活動起了個名子「幸福打點、健康首選」(見圖 4-30)，現場兌換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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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當踴躍，也為神農帶來一個難忘了品牌推廣經驗。 

由於神農的品牌形象清新，2018 年屢屢受到奇美博物館邀請到館方園區戶

外擺攤(圖 4-31)，神農團隊展現年輕氣息有別於傳統青草茶店給人的老派形象，

在沒有任何促銷活動下，當時更在創下館方荷蘭國王日(圖 4-32)佳績，於 70 家

攤商中，神農當日銷售業績羅列前五名，可見的傳統青草茶店舖若能成功將品牌

現代化、年輕化在市場當中能大有可為。 

  

圖 4-30 台南統一獅棒球場現場打卡兌換青草茶活動 

  

圖 4-31 奇美博物館湖畔野餐日  圖 4-32 荷蘭國王節攤商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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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傳統青草茶有別於市面上的茶飲料，除了有文化特性外，傳統的青草茶原物

料取材於天然草本植物，熬煮費時費工取其精華，從青草茶的起源與歷史探究確

是具有傳統文化的產業，但近年來傳統青草茶舖所面臨的外在環境改變，消費者

年齡層老化現象日益嚴重，要能夠將天然健康的傳統青草茶繼續經營且能讓年輕

世代對青草茶有更多的了解與拋棄既定印象喝青草茶等於老派行為，代表著青草

茶舖需要轉型與改變，品牌現代化是刻不容緩的首要任務。 

    透過本研究對於傳統青草茶舖的品牌調查與個案分析和整理後，希望可以提

供給傳統青草茶業者做為未來經營品牌管理策略及品牌現代化能有一些參考依

據。 

第一節 研究結論 

一、保留傳統青草茶文化底蘊 

    透過文獻探討可以了解青草茶的起源與歷史，青草茶具有農業時代的庶民文

化特性與意涵，從個案分析的品牌調查中也了解到傳統青草茶舖所展現的經營環

境、型態和品牌管理策略，然而在眾多的飲料市場當中，傳統青草茶與一般手搖

飲料不同的是文化的特性，也因此藉由產品包裝設計，將文化的內涵賦予傳統青

草茶有別於其他飲料作出更明確的區隔，而且風格深具獨特性，讓消費者除了認

同傳統青草茶天然、健康、養生的產品價值以外，還能夠透過產品上的包裝去了

解青草茶的文化意涵。 

二、重塑品牌定位及形象 

    品牌定位與品牌形象的建立是店家行銷策略之一，對於消費者的選擇與信賴

都有影響，而品牌形象與風格透過包裝設計更是對產品的銷售有直接的影響，因

此品牌的形象與定位和策略發展不僅能提升產品的差異，也能讓店家的品牌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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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價值，所以傳統青草茶舖需要透過青草茶的產業文化與自身的特色擬定出品

牌策略，以彰顯出品牌的區隔性且創造有利於店舖本身的市場競爭性。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透過產品的老味道加上新包裝設計，讓消費者加深對於神

農的品牌識別印象，與台南在地青草茶店家成功的區隔開來。 

    未來青草茶舖之發展除了積極掌握年輕消費者的需求和飲品趨勢外，更需要

符合食品衛生規範與政府政策，與時俱進調整品牌策略才能走在現代化的、多元

化的飲料市場中不被時代淘汰。 

三、突破傳統經營方式 

    費時費工的熬煮是傳統青草茶舖的特色與不可省略的過程，可以改變的是販

售的方式與環境，過去傳統青草茶舖的經營模式多半以一台冷藏冰櫃和簡易櫃台

就開始了買賣，因應當前時代的變化與消費者的消費模式與型態的改變，改變交

易模式引進 POS 系統，以數據化管理顧客的資料與購買資訊，主動給予顧客消

費 1 元就是一點，集點數能兌換青草茶等相關產品，運用點數的給予，設計更多

的行銷活動，更重要的還能夠做透過資訊的運用執行多元支付，貼近年輕世代的

支付習慣，運用支付業者所提供的點數回饋活動導客入店，增加客單價或消費次

數及培養忠誠的顧客群。 

    傳統青草茶舖在未來有更多的功能，更能提供顧客草本植物的養生知識與觀

念，扮演知識傳遞者的角色，展現出青草茶舖的青草茶文化特性、傳承性、多元

性。 

四、透過包裝設計將品牌現代化拉近年輕世代的距離 

    裕豐神農青草茶舖善用青草茶來自農業社會的文化底蘊與庶民文化結合包

裝設計，將品牌年輕化，開發文創周邊商品引起討論與關注，歷經三年來的包裝

設計將品牌現代化拉近年輕消費族群的距離，本研究發現來神農的年輕消費者對

於包裝表示喜歡、很親切、有趣、懷舊、特別，年長的消費者對於包裝表示很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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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我們那個年代的景象、很用心、有這張貼紙小孩才要喝。 

第二節 研究貢獻 

    實地走訪台灣 8 個地區具代表性的傳統青草茶舖進行品牌調查後，再針對個

案進行研究分析，為的是能夠增加本研究的實用性及豐富性，對於個案的剖析亦

能較為客觀，將前述研究分析與探討經過整合後，整理出下列幾點觀點作為參

考： 

1. 鎖定目標消費者並滿足其需求 

鎖定顧客與消費習性轉換期需求型態，適切的設計包裝，使年輕消費族群願意青

睞進而注重還樸歸真的健康天然飲品，因著包裝設計提升其產品價值提升，依照

市場提供消費者合理的價格銷售，制定消費者可以接受的價格，重新塑造品牌形

象。 

2. 產品多樣性與多元性 

上述個案分析，各家品牌之特色皆有所不同，因此品牌的策略也不盡相同。鎖定

客層消費習性的不同，以此開發有特色的產品拓展新客源，針對產品所訴求的功

能性不同來進行開發，相信，好的青草茶口味在包裝上更需要注入美感及創意，

更能符合現代消費者的需求。 

3. 行銷宣傳創造青草茶品牌知名度 

    目前臺灣的傳統青草茶舖的販售以及消費者的購買習性仍以區域性為主，無

論是以草藥店型態接觸消費者或是在檳榔攤以寄售形式販售、或是以青草茶專門

店的方式販售，多以經營老主顧、口耳相傳的口碑行銷方式運作與經營，因著數

位網路時代的來臨，在網路行銷上亦可接觸更多不同區域之消費者，進而有機會

打開更廣泛的知名度，包含網路部落客、網紅、明星在自己的臉書做產品使用後

心得分享，亦可增加網路購物通路使用與物流低溫宅配服務，並結合時下流行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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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便捷的支付方式，讓銷售的網絡更加全面。 

    再者，不仿將青草茶帶出店舖走向人群，主動出擊，將清涼退火有益身心健

康的青草茶帶到各個人潮聚集的地方：例如與健康意識結合的運動場、棒球場和

戶外以親子為主的博物館野餐日等辦理體驗行銷活動，或學習效仿中國王老吉將

涼茶在易上火的麻辣火鍋店主動與消費者接觸，並可運用吉祥物的開發讓更多年

輕人願意卸下青草茶等於長輩才會飲用的主觀印象，打造一個和王老吉一樣讓消

費者能夠有未病先防的健康意識，主動接觸青草茶品牌，進而激發消費意願。 

4. 輔導產業升級 

    克服技術問題走入大眾市場上述品牌僅有羅氏秋水及王老吉擁有大量製罐

的 能力，在王老吉的身上也看出因著大量製罐的純熟技術與國家政策保護雙管

齊下能一舉開拓全國銷售網絡，進而走入大眾市場，取之社會、用之社會做良善

的循環，以此為本就是青草茶在物資匱乏的年代存在的初衷。 

5. 聯合建議政府給予認證、建立法規與產業保護 

    臺灣青草茶產業受限於食品法規的規定，同時影響青草茶的發展，以食品法

而言，若將青草茶對定義於食品其將面臨配方公開的問題，而青草茶多以祖傳秘

方或獨家配方行走於市，配方等同於商業機密，反觀，中國將涼茶納入非物質文

化遺產，針對涼茶的品牌及配方進行保護，使得原本已式微的涼茶更為發揚光大，

臺灣傳統飲料最具代表性的青草茶能否也有這一天？相信在政府積極的政策保

護之下也能夠維繫青草茶的飲食文化，將庶民文化、農業社會時代的青草茶發揚

光大。 

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個案店舖為主要分析對象，無法涵蓋到臺灣所有的傳統青草茶店

舖，且最主要以品牌策略之品牌現代化做為研究主體，期許後續的研究對於未來

傳統青草茶舖能夠提出更多不一樣的品牌策略觀點，讓青草茶產業不被市場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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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產業的興盛讓更多國人接觸健康的飲品，促進國人身強體壯、社會和諧，期

望未來能朝更多元的方向研究，以下為此次研究之限制： 

(一) 本研究所研究之產業為傳統青草茶產業，對於本研究所提出的品牌現代化策

略是否能套用於其他面臨沒落的產業上應保持審慎的態度。 

(二) 進行品牌調查時有部分店家之經營者不在場無法進行直接溝通只能透過觀

察及資料搜尋取得客觀資訊。 

 

第四節 研究建議 

    傳統青草茶是天然健康的茶飲，若是因為沒有跟上時代潮流而整體產業沒落

實在可惜，未來臺灣傳統青草茶舖仍需要努力的打破傳統思維與時俱進，更要能

掌握年輕族群的消費喜好與痛點，增加品牌形象與品牌識別度和包裝的整體識別

性還有店舖的設計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環境中不被淘汰，讓傳統青草茶舖有永

續經營的能力，對於神農的品牌策略之品牌現代化後續的行銷工作有以下幾點建

議： 

(一) 品牌仍需長期經營，可透過訪談多加了解年輕消費者對於青草茶商品的 

   想法，藉此調整品牌策略或必要時調整行銷策略。 

(二) 了解非神農的顧客不想購買青草茶的原因為何？針對顧客的答案找出 

潛在的顧慮，透過公開宣傳方式解除顧客心中疑慮。 

(三) 未來的品牌形象表現期許更一致性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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