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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ºC大陸區電子商務發展策略

大陸區 電子商務部 黃蘭茵經理

　10月22日，大陸區烘焙龍頭85ºC全國485家門店，展示出「百萬會員招募中」文宣，1天內，
我們新增了123,590位新會員。10月29日下午四點，系統後台刷新驗證會員總數突破100萬人時
，在那一刻，85ºC刷新了一個歷史記錄。

　在烘焙業界，從未有業者能如此神速擴張，7天內達成100萬驗證會員的成績，85ºC微信應用
的迅捷發展，引起了騰訊總部的關注。截至目前短短半年間，驗證會員的總數是233萬人，當中
有75%是活躍會員，透過系統，我們知道這些會員何時來到85ºC消費，以及消費的頻率與習慣。

　電子商務在大陸是個迅猛發展的領域，似乎任何行業，都可以在這個領域中插一腳。但對以線
下門店經營為主的烘焙行業而言，85ºC可以如何經營，並且產生最大的效益？策略切入點，掌握
了成敗關鍵。

　2015年3月我正式轉調電商部，在總經理指導下，定調了大陸區電子商務的發展核心策略：以
會員經營為核心，利用網路技術及外部平台合作，擴大業績衝刺支援效益；並利用網路與資訊系
統，落實大數據營銷，反饋具價值的分析資訊，協助營運或產品開發部門，進而提升經營績效。
簡而言之，在以門店經營、提供烘焙產品與餐飲服務為主的85ºC中，電商部是個支援部門，所有
的開發與運營，都以支持門店經營為宗旨，如此才能夠將線上(網路)與線下(門店)的協作效益，發
揮到最大。微信會員系統的成功，只是一個開始。而這個系統成功的關鍵，是總經理對於徹底推
動這個方案的決心與毅力，帶動了第一線營運部門的配合與支持，為整個會員經營系統上線與落
實，打下最堅實的基礎。

　　2015年10月19日，在調整完成的微信會員系統中，我看著從
舊系統中導入過去2年來累積的13萬個手機號與微信帳號，這些人
在哪裡，常不常來85ºC消費？我不確定，但他們是我的種子。10
月20日，我們在系統上推送了第一次的「會員回娘家」，一夜之
間，網路的擴散效應讓我們新增了10萬的驗證會員。

　大陸市場，是個偉大的航道，在這裡，沒有不可能，只有做不做的決斷。感謝公司不斷給予機
會，讓我在這偉大的航道中體驗各種探險，豐富人生經驗與能力。在營運同仁100%支持下，
85ºC能夠有令同業欽羨的會員規模、2015年雙十二的再造歷史、2016年首次會員日複製出小號
的雙十二，這些一次次的驚人表現，能夠躬逢其盛，我與有榮焉。



時光漫

夏蟬之季 X 守護永續
文／圖：崔西

　　蟬鳴的響亮，提醒了我們夏天到囉！夏季氣候炎熱，雨量豐沛，
在大雨洗禮過後，這片土地似乎也換了一個新面貌，感受到空氣特別
清淨、天空更是清澈。眺望遠處，也許會看見遠方有一座座清晰的高
山雄偉挺立著，真是一幅賞心悅目的天然風景；地球給了我們寶貴的
自然資源，我們必須守護，讓珍貴的資源得以永續。

　今年對85ºC也是回饋與感恩的一年，我們感謝十幾年來消費者的
寵愛；未來將持續優化我們的店面、研發優質美味的產品與推出優惠
的活動回饋給長期支持我們的人們。為了辛苦一整年的母親，85ºC
用粉嫩色彩的蛋糕與卡哇伊的Hello Kitty讓整個春天更加誘人。母親
節推出五款主題蛋糕，主打清爽香甜的戚風口味，蛋糕上用新鮮水果
裝飾；配合母親節檔期還推出最受歡迎的Hello Kitty馬克杯，馬戲團
帳造型的杯蓋與杯身上的Hello Kitty公仔讓您整天心情水噹噹。

　我們不僅在乎服務的品質，希望我們的顧客幸福；更致力於創造員
工與社會幸福。2015年12月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
約』締約大會上通過了『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同意努力
將在本世紀結束前溫度上升控制在2ºC以內；這個協定代表了人類將
一同開創低碳的世界。本期我們也會介紹很多有關於環境保護的好資
訊與好去處，讓我們大家從自身做起，讓地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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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景蒐

85°C嘉義朴子店

嘉義綠世界 X 愛地球

　　漫步在白色油桐花鋪成的道路，齊鳴的蟬聲劃破寧靜，熱情的夏季悄然來到。85°C在
這個夏季邀請您一起來思索「改變」的種種可能。世代變遷，過度的需求導致了浪費，最
初的環境汙染，到近期的食安問題，讓我們開始對所身處的環境感到不安，種種對於環境
議題也愈見重視，順勢的吹響「環保」的號角聲。

　「環保」不只是一個口號，而是一個由心發起的行動。所以在本次夏季號，小編特別帶
大家到嘉義地區，在享受生活的同時也能響應生態環保。

　由嘉義縣環保局所舉辦的「嘉減碳田園」，是個環保市集。小編在現場有跟工作人員小
聊了一下，原來這個市集的前身是雲林嘉義地區唯一有定期在辦理再生家俱展售拍賣活動
，往往都吸引大批人潮來排隊購買。近年為推動環境教育，藉由成立田園市集推廣日常生
活中就能輕鬆做環保的理念，讓民眾了解落實低碳生活的途徑，並倡導綠色消費、資源永
續利用的生活態度。

　小編遊走於市集內，真的有好多有趣又有意義的活動與攤位，以及最受歡迎的「再生家
俱」販售。現場還有教您如何用回收物兌換DIY體驗與二手及小農市集等…活動，不定期
還會有特別企劃活動，朋友們聽了有沒有很心動啊？！還不快點跟著小編一起在每月的最
後一個星期六去市集學習新知、動手DIY與選購物美價廉的產品。

電話：(05)370-8585
住址：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169號
營業時間：早上07:00~晚上22:30

嘉減碳田園市集

嘉義朴子店

大同國小

文：Mavis Wu／圖：C.B

　首先要介紹這間位在嘉義縣朴子市大同路上的85°C，門市於
去年底重新裝修，以嶄新面貌回歸朴子市，帶給消費者全新的
感受與更好的服務。門市的周圍有著國小、國中、市公所，周
邊還有縣立體育館跟縣立棒球場，另外不遠處還有縣立梅嶺美
術館跟朴子藝術公園，超多動靜皆宜的好去處。

位置：嘉義縣環保局對面停車場

導航可設：嘉義縣朴子市祥和新村祥和二路西段2-1號

活動日期：每月最後一個星期的星期六

活動時間：上午8點30分到下午12點30分

大同路

朴子國中

八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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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提供



服務電話：05-3601801(週一及休館日暫停服務)
住　　址：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村四股54號(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服務時間：週二至週日；上午9時-12時、下午1時-4時，每週一休館
服務項目：展示館2F常設展解說、1F特展解說、影片欣賞、觀海樓解說

　介紹了田園市集後，小編有個生態園區要推薦給大家，荷苞嶼
生態園區。早期的荷苞嶼因為土質特性種植出高品質的甘蔗，所
以在當時荷苞嶼的甘蔗還成為嘉義的三大特產之一。但在社會發
展個過程中，荷苞嶼大池在未進行水質淨化工程前只剩下荷苞嶼
排水道，涵融了鹿草鄉上游一帶的生活污水及畜牧廢水等營養源
，使得排水道和下游的朴子溪都受到污染，因為如此，所以以水
質淨化為目標，打造了這座多功能的荷苞嶼生態園區。

　在嘉義還有個鰲鼓濕地也是小編極推薦的地方。鰲鼓溼地位於
嘉義縣東石鄉西側海岸，與台灣第一高峰玉山遙遙相望，是台灣
少數能同時見到日出、日落的濕地。它的美，來自北堤濕地的靜
謐與遼闊，及南堤濕地的盎然生機，多樣性的棲地環境，更使它
成為鳥類的度冬天堂。鰲鼓濕地四季流轉，富饒豐沛的生機可以
讓我們在春夏間看到生命的感動與趣味，而於冬季更可見識到雁
鴨群飛的壯麗。

鰲鼓濕地森林園區

荷苞嶼生態園區
位置：鹿草鄉嘉45縣道復興橋下(82快速道路祥和交流道往太保市方向) (鄰近鹿草垃圾焚化廠)

　園區採用自然生態人工溼地來改善荷苞嶼大排水質，藉由人工
溼地內種植挺水性、浮水性及沉水性植物的生長轉換來淨化水中
的污染物。園區造景則以木棧道與植草磚步道構築成人行步道，
木棧道跨越濕地，植草磚步道則供參觀者沿濕地邊行走及觀賞，
同時園區也配合選用嘉義縣縣樹及縣花（台灣欒樹）及多種景觀
植物配合人工濕地交叉種植，這般友善的生物棲地更是許多鳥類
的美樂地。園區目前還有結合生態教育導覽及定向越野運動設施
，是個富涵休閒、教育、生態保育，寓教於樂的好地方。

　小編建議大家進園區前，可先至入口處的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走走。於館內可以索取園區簡介，以及館內有不定期特展及常設
展讓民眾自由參觀，館內還有親切的駐館人員可以詢問濕地近期
內鳥況，以及園區內的旅遊方式。另外，館方也有專業解說的服
務，只須事先電話預約。來到這與大自然融為一體，欣賞美麗的
鳥兒，遼闊的溼地風景，讓小編整個人都輕飄飄了起來。也可以
利用「車拍」的方式賞鳥，只須放慢車速，緩緩行駛在防汛道路
上，便有機會近距離欣賞到飛羽之美喔！

圖：嘉義縣環境保護局 提供

圖：鰲鼓溼地森林園區

東石自然生態展示館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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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人 
文：Mi Lu　圖：葉店長提供

85ºC台南安和門市／葉慶輝店長

守護家園 X 服務無界限

　　葉店長在台南就學期間，曾於85ºC半工半讀將近一
年的時間；因為本身對咖啡就很有興趣，而在打工期間接
觸經營門市的營運流程，也精進了自己的銷售技巧，種下
了對經營咖啡店的夢想種子。

　進入職場工作了五年，與太太閒聊著提到，夢想應該要
趁年輕努力實現，於是葉店長與太太商量後，決定選擇加
盟85ºC成就自己的夢想。

　85ºC除了是他們相遇且熟悉的地方，最重要的是85ºC
品牌形象-五星品質．平實價位，也是葉店長期許自己經
營的咖啡店給顧客的印象。

　葉店長充滿自信的說：85ºC起源於台灣，在地深耕十
餘年，並且將事業版圖拓展到海外，是台灣人的驕傲啊！
　
　台南安和門市的所在區域略為偏僻，熱心的朋友曾建議
換個比較熱鬧的地點，但葉店長觀察到了其他人沒注意的
地方：因為附近有和順工業區、安順國小跟安順國中，人
口數其實不算少，如果在這個地方有個可以讓大家坐下來
聊天休憩的據點，其實不見得一定得選擇熱鬧的市區才會
有人潮，所以他仍選擇進駐台南市安南區，以服務與分享
為出發點，讓更多人可以就近享用咖啡、甜點與麵包。

圖：85ºC台南安和門市－葉店長

圖：85ºC門市Earth Hour地球關燈一小時活動

圖：葉店長 (左一)跟員工一同為顧客服務



　今年2月6日凌晨3點多於南部地區發生芮氏規模6.4大地
震，台南區災情慘重，尤以位於台南市永康區的大樓倒塌
事件最為嚴重，雖然此災區離台南安和門市有一段距離，
但葉店長仍決定盡一份心力。

　葉店長提到：印象很深刻！那時候還是農曆過年，應該
是家人聚在一起的快樂氣氛，除夕的那一晚，當時將物品
送到災區外圍後，徒步走進臨時救災中心，看著他們喝著
溫暖的熱咖啡配著點心、圍著火爐取暖，跟我們說「謝謝
你們，讓我們有過年的氣氛」、「我冷到頭好痛、你們的
熱咖啡來的剛剛好」。當下，覺得能盡到自己的微薄力量
，再累也值得！

　當時也受托台中地區的顧客囑託送物資到災區，於是除
了幫忙運送顧客購買給災民禦寒的棉被，從除夕夜直到災
區救援結束，台南安和門市每天都安排三個時段送熱飲與
點心到災區及醫院，且會將祝福打氣的話寫在杯子上。

　送上熱飲與食物能夠讓他們暖暖胃之外，讓他們看到杯
子上的鼓勵，希望他們能更有動力。

　就連遠在美國的朋友得知消息，也委託我們幫忙捐贈物
資，在那時候也有其他朋友與顧客到門市，表示要請我們
幫忙送物資。大家為家園盡一份心力的情感，是很值得傳
承的正面能量。

上三圖：Hello Kitty 捐贈活動現場

圖：在杯子上手寫字為警消人員加油打氣 上三圖：辛苦的救災人員享用溫暖的85ºC圖：溫暖小卡為警消人員加油打氣



文 : 崔西

從心出發　創造社會幸福

　　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是一個全球性節能活動，希望藉此活動推動減少能源消耗，以實際行動
應對全球變暖的意識。85ºC品牌受邀一起響應由世界自然基金會(WWF) 發起的"Earth Hour地球一小時
"活動，全省365間門市於3/19(六)晚上8點半到9點半關閉招牌燈，關燈一小時，節能、減碳、愛地球！

　　85ºC特別招待450位家扶基金會小朋友們觀賞冰雪奇緣-冰紛特展，孩子們一早就到中正紀念堂集
合，開心排隊進場，興奮全在臉上。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家庭扶助基金會表示相當感謝美食達人股份有
限公司捐贈450張冰雪奇緣冰紛特展票券，讓家扶小朋友能夠看到電影的場景夢幻地呈現在自己眼前。
藉由這次美食達人股份有限公司的贈票，也讓許多弱勢家庭的孩子，能夠有機會與父母一同出遊。85ºC
從事公益活動行之有年；善用品牌通路力量讓更多人進而認識社會上的弱勢團體。

85ºC響應319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關燈活動

招待家扶基金會小朋友們觀賞冰雪奇緣特展

永康中華門市參與關燈活動

上圖：工商時報報導85ºC冰紛圓夢做愛心
右圖：家扶基金會自強兒童受邀看展

上圖：地球關燈１小時活動文宣



　　85ºC特別在4月2日世界自閉症兒童日來臨之際，在3/31於上海市愛好兒童康復中心準備了大蛋糕和飲料；
並在85ºC的門店蛋糕師傅們的帶領下，現場示範並指導蛋糕的鮮奶擠花與裝飾…等。小朋友們開心的在大蛋糕
上塗抹鮮奶油，並用可口的水果點綴，共同歡度一個難忘的蛋糕DIY體驗。世界自閉症日的活動在今年邁入第九
年，85ºC配合上海愛好康復培訓中心發起的藍絲帶公益活動也已經持續三年。

大陸藍絲帶活動 – 關懷自閉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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藍絲帶公益活動

DIY蛋糕體驗

　每年85ºC在這個時段都會在店內佈置藍絲
帶與相關活動海報，並在部分門店提供藍絲
帶讓顧客們免費索取來傳達關懷與重視自閉
症兒童；希望透過此次活動，給予他們更多
包容與關愛的社會環境。秉持著創造社會幸
福的企業精神，85ºC非常開心能夠參與藍絲
帶公益活動，共同為世界自閉症日添加了甜
蜜與愛，期許小朋友們都可以在這片藍天下
健康快樂的成長。

85ºC店家以藍絲帶布置



美好生活，從環保北歐小物開始

書 舖子

書　名：打造一個北歐風的家：50款環保手作小物提案
作　者：姜鎬正 著／莊曼淳 譯
出版社：果禾文化
文／圖：果禾文化

　　新鮮的空氣，舒適的生活…還記得，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嗎！
地球上有著各種自然資源，而我們有義務保護與珍惜這唯一的地球，
唯有建立正確的環保與節約概念，地球才有永續的可能。

打造一個北歐風的家：
50款環保手作小物提案

　　你想不想回到一個北歐風的家？忘卻都市叢林的灰
色牢籠，走進充滿手作溫度的溫馨小窩，現在，只要靜
下心，與手邊DIY物料對話，透過簡單木工、上漆、剪
裁、黏貼，盡情享受北歐小物所帶來的舒壓與暢快！

　走進客廳，開啟一盞用果醬瓶裝飾而成的吊燈，塞進沙發，抱著毛帽重新縫製而成的毛線娃娃，
看著牆上用不鏽鋼碗製成的時鐘滴答滴答，再起身為馬克杯盆栽澆個水，進房間前，與桌邊排排站
的牛奶盒機器人說說話，睡前再點上芬蘭香氛蠟燭，所有看似不起眼的北歐小物，卻點滴累積成生
活中令人放鬆的氧氣，讓我們於繁忙生活裡，可以深深深呼吸，讓疲憊的身心靈都煥然一新。

　本書依循北歐居民所推崇的「環保」理念，將生活中隨手可得的材料，包括；雨傘架、燈泡、水
壺、砧板等，改造成為實用、獨具特色的居家小物。作者集結生活靈感，巧手做出50款居家飾品，
不論是復古、簡潔、自然還是雅緻，每件都是別出心裁的設計，也是妝點生活空間的新選擇。

　留一些時間給自己吧，和我們一起走進北歐風裡，用手作的溫度，讓家變身為幸福的北歐國度。



親愛的孩子，動物要搬家，
動物為什麼想要搬家？

書　名：動物要搬家
文：王蕙瑄
圖：漢斯
出版社：文房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動物要搬家

　親愛的孩子，蘇軾的詩句中提到「春江水暖鴨先知」，意思是鴨子身上因為有豐厚的羽毛
可以抵擋寒冬，而當春天到來湖面解凍之際，鴨子們最能感受到溫度的變化而迫不及待遊玩
的……。

　其實呀，動物對自然環境的改遷感受是最敏銳的，所以在動物園中會把動物分類，例如：
亞洲熱帶雨林區、沙漠動物區、澳洲動物區、非洲動物區、溫帶動物區、鳥園區、可愛動物
區……因為每一種動物都有適合牠生長的氣候及環境。因此，當這些在園中受到文明保護的動
物，與北極、南極的動物透過「科技」互相交流，讓這些發生在我們身邊，不可忽視的重要
環保議題，自然而然的浸染孩子的心。

　在繪本的翻閱中，孩子們彷彿跟著逛了一趟動物園，與動物為友，一起思考環保困境與解
決方法，故事結尾提供的生活小習慣養成辦法，亦可讓孩子集思廣益，我們還可以多做一點
什麼？讓「動物不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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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化怪異、冰山溶解海平面上升，人類的日新月異的技術帶來了便利，也帶來了難
以想像的後果。地球暖化的問題一直是近年來討論的議題，在課堂上老師也一定跟大家討論
過這樣的題目。

　　你知道嗎？等動物都搬走，下一步就輪到我們得搬家了。讓我們
一起跟著書本的腳步，走一趟動物園，一起想一想，如何幫動物一個
忙，也幫我們自己。



生活玩

1

節能減碳一起來 創造低碳家園
文: 崔西／圖：C.B

　　美國《國家科學院期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指出，在西

元1900年到2000年之間，海平面每年平均上升1.4公釐，但現在卻是每年上升3.4公釐，速度明顯增

加。根據天下雜誌588期報導，如果海平面照這樣的速度上升，預計西元2100年義大利水都威尼斯

將是第一個被淹沒的城市；之後阿姆斯特丹、聖彼得堡、洛杉磯…等等著名城市也將在西元2400年

前逐一消失。造成地球暖化的因素之一為持續增加的排碳量，這些二氧化碳氣體讓全球溫度不斷升

高，導致全球史上最熱的10年都出現在西元2000年之後，2014年更是史上最熱的一年！本期幸福享

樂誌介紹各位幾個在食衣住行上食用的節能減碳小秘招、提供大家環保諮詢與舉辦環保活動的基金

會，讓我們一起努力創造低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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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

7.

3.

6.

9.



1

節能減碳一起來

10. 使用85ºC環保保溫杯，

       減少使用一次性杯子。

4. 資源回收好處多多，

    回收資源，減少浪費

9. 短程距離多走路或騎腳踏車，

    長程距離多搭公眾運輸工具。

1. 自備購物袋，減少使用塑膠袋；

    使用塑膠袋，容易使用一次即丟，

    且容易排放出二氧化以及甲烷。

6. 隨手關電，養成隨手關電的

    好習慣，長時間不用電器設備

    時也要拔掉插頭，以減少損耗能源。

7. 充電完畢，立即拔掉插頭以

    減少消耗電力的時間，

    例:手機電池、刮鬍刀等電器用品。

2. 多種樹，增加樹木

    來吸收二氧化碳。

8. 淋浴代替泡澡，泡一次澡所消耗

    的能源相當於沐浴的4倍。

3. 若需要開冷氣，溫度盡量調在

     26~28℃，並搭配電風扇的

    使用，以減少電源浪費。

5. 以省電燈泡代替白織燈泡，

    以節約能源。

RE

4.

10.



　環境保護，人人有責。不僅人們可以從日常生活中的隨手關燈做
起，民間企業更可以進化改良到成為具有社會責任的綠色企業。小
編要跟大家介紹兩個基金會：分別為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與台灣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是世界最大的、經驗最豐富的獨立性非政府環境保護機構。世界自然基
金會最終目標是制止並最終扭轉地球自然環境的加速惡化，並致力創立一個人與自然和諧
共處的美好未來。

　地球一小時（Earth Hour）是基金會最廣為讓人們知悉的一個活動。提倡於每年三月的
最後一個星期六當地時間晚上八點半，家庭及商界用戶關上不必要的電燈及耗電產品一小
時。希望推動電源管理，減少能源消耗，喚起人們以實際行動應對全球暖化的意識。據統
計，超過 172 個國家、7,000 個城市，超過22億人口共同關注這項全球最大的環保活動。
2016年85ºC也於全省365家店面共同響應，根據台電提供的數字，當晚全台共節省八萬度
電相當於51,040公斤的二氧化碳。(圖：基金會提供＠Earth Hour 2016 - Bhutan 2016)

　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已經成立25年了，主要工作為推廣
環保產業、廢棄物資源化與推動溫室氣體減量。主要服務的群眾為民
間企業，不僅致力於提升產業綠色生產力及能資源有效利用，促進產
業永續經營與發展；更協助推動能資源及環保相關施政，達成經濟與
環保雙贏之目標。基金會也常常在各大公司企業舉辦講座，教導企業
融合綠色觀念於經營、產品、行銷等策略中，建立綠色企業願景；也
會提供法令、技術與市場等諮詢，協助技術提升與產品加值。台灣綠
色生產力基金會未來也將持續推動節能、減碳及綠色生產力策略，提
供環保完整解決方案，協助企業提昇生產效率，能源使用效率與環境
績效，以符合國際規範，邁向永續經營。(圖：基金會提供)

電話：886-2-29106067

網址：www.tgpf.org.tw

世界自然基金會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成立於1961年，其標識是一隻大貓熊。

台灣財團法人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綠色設計
清潔生產
節約能源

資源循環
污染防治
系統驗證

綠色工廠
人才培訓
碳資產管理

綠色
加值

強健
體質

提升
形象

群聚整合群聚整合

綠色創新綠色創新

綠色策略綠色策略綠色永續楷模綠色永續楷模

碳資訊揭露碳資訊揭露

CSR報告書CSR報告書

綠色
企業

社

會
責

公

司
治

產品/服務

打
造

社
會
責
任
企
業

建
立
綠
色
企
業
願
景

設
定

創

新
價
值
目
標

共
創
綠
色
價
值
體

系

貢  
 
 

獻

目    
 

標

效     益

符
合
綠
色消費趨 提升綠色

競
爭

基金會服務項目

WWF於俄羅斯舉辦綠色講座






	000 2016夏季刊封面
	00目錄
	01焦點人物
	02漫時光
	03形象廣告
	04蒐風景
	05蒐風景
	06窺新品
	07窺新品
	08訪故事
	09訪故事
	10記事本
	11記事本
	12書鋪子
	13書鋪子
	14玩生活
	15玩生活
	16玩生活
	17異業合作
	封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