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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山簪纓顧四寶 推廣深坑四寶文化及文創發展

摘要
製作此專題目標是在於推廣深坑四寶文化讓更多消費者可以知道這項在地文化的發展，
在這過程中我們有親身走訪有關深坑四寶的相關產業，例如:觀光農場、製作豆腐體驗營、農
地、推廣中心等，並且製作手工書翻拍成推廣影片， 我們也將研發新展品，讓更多的消費者
藉由品嚐美食來曉得深坑四寶，希望可以利用創意美食讓更多人可以來了解深坑四寶這項在
地文化，並為深坑帶來商機。
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從小住在深坑這個環山的好地方，因此經常品當地的美食料理，一講到深坑就
會想到「豆腐」
，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為何一塊小小的長方體會有如此美味的
口感，無論是什麼烹調方法都可以使它展現出獨特的口感，所以我們決定要掀起它
藏在背後的美味關鍵因素。
之後便深入了解深坑的文化才發現深坑不僅僅是豆腐出名還有三樣知名的產品
「茶葉」、「綠竹筍」以及「黑豬肉」這四樣和稱深坑的「四寶」。
在文山這個地區最出名的就是茶葉，小組的成員都是喜歡喝茶的同好，因此就
想了解「深坑茶」的特色、口感與其它的茶飲有何不同之處，藉由了解茶來探討茶
葉是如何行銷至國外的成功祕訣；綠竹筍有著特別的甜味與口感，國產黑豬肉可以
拚過國外的周肉產品。
品嘗過四寶料理，印象很深刻，想要進一步了解深坑的四寶文化，所以我們想
要藉由這次的專題來探討深坑在地文化的發展以及推廣深坑四寶文化讓更多消費者
知道。
二、 研究目的
(一) 了解豆腐、茶葉、黑豬肉、綠竹筍的文化發展
(二) 推廣深坑四寶文化
(三) 研發創意四寶料理

三、 研究方法
(一) 行動研究法
1. 豆腐：參加製作豆腐體驗營、參訪工廠。
2. 茶葉：參觀茶業博物館、觀光農場、觀光餐廳、貓空茶推廣中心。
3. 綠竹筍：參訪觀光餐廳、種植農地。
4. 黑豬肉：參觀養殖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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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問卷訪問法
主要是了解國人對深坑四寶及深坑四寶文化節的了解情形。
(三) 人員訪問法
直接與廠商接洽商討，利用問與答的方式得知他們成功的方式。
四、 研究流程

圖 1 研究流程
貳●正文
一、 文獻理論
(一) 深坑四寶
1. 豆腐
深坑以豆腐聞名，其特色為純手工製作，並遵循歷代流傳的古代 - 「鹽滷法」
釀製，風味相當獨特。
2. 綠竹筍
深坑地形與水質適合綠竹筍生長，每年 5 月至 10 月是綠竹筍盛產時期，為國內
最重要的夏季蔬菜之ㄧ。四無為無出青、無受傷、無漂白及無臭水管味。四有為竹
筍有形（牛角形）、籜葉有緊、纖維有細及筍底有白
3. 黑豬肉
早期在農會政策的推動下，成為大台北地區重要的豬肉供應地。 深坑的黑豬以
專業技術及先進衛生方式飼養，因此成為深坑鄉有名的特有農畜產品。
4. 茶葉
早期在農會政策的推動下，成為大台北地區重要的豬肉供應地。 深坑的黑豬以
專業技術及先進衛生方式飼養，因此成為深坑鄉有名的特有農畜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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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創發展
文化創意產業，各方解讀定義都不盡相同，是注重「文化」的內容產業？還是
注重創意的「創意產業」或「創意經濟」？其實，
「文化」與「創意」根本就是密不
可分，深植文化內涵而得以累積發展的核心價值正是「原創性」
，也是反映地區和人
文特色得創造力展現。
(三) SWOT 分析
又稱「強弱危機綜合分析法」、「優劣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法，
評價企業的優勢、劣勢、競爭市場上的機會和威脅，用以在制定企業的發展定位。
而此方法是由 Albert Humphrey 所提出來的。
(四) 推廣
推廣是營銷組合的 4P（產品、價格、推廣、通路與配銷）中的一個因素，是賣
家和買家之間的訊息連結，目的在於提供潛在買家有關產品的相關訊息，並設法影
響或說服潛在買家購買賣家的產品。
推廣組合（英語：promoti onal mix）或推廣計劃可以分解為以下的五個要素：
人員行銷、廣告、促銷活動、直效營銷及公共關係。
(五) STP 分析
「有效的行銷，是針對正確的顧客，建立正確的關係。」具體的方法就是透過
市場區隔（segmentation）→選擇目標市場（targeting）→定位（positioning）的過程。
(六) 產品五層次
產品是指「可以提供於市場上做為交易標的，以滿足消費者慾望或需求的一種
創意、實體（物品）、服務或是其他組合」。產品依其本質可分為「核心產品」、「基
本產品」、「期望產品」、「附加產品」及「潛在產品」。
(七) 4P 分析
即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與促銷（promotion）。
1. 產品策略包括產品多樣化、品質、設計、特性、品牌名稱、包裝、規格、
服務、保證及退貨。
2. 價格策略包括訂價、折扣、折讓、付款期限及信用條件。
3. 通路策略包括通路、涵蓋區域、分類、地點、存貨及運輸。
4. 促銷策略包括銷售促進、廣告、銷售團隊、公共關係及直效行銷。
二、 問卷分析
為了解國人對深坑四寶以及深坑四寶文化節的認知，本組以問卷的方式進行調查。
問卷以便利，問卷以便利抽樣方式發放，共發放 340 份問卷，回收 340 份問卷，分析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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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下：
(一) 前側：
前測分析：
發放 340 份問卷，收回 340 份問卷，
有效問卷為 340 份。其中，74.6%為女性，
25.4%為男性，在這份問卷中可以得知男性
較女性知道的較少，因此之後推廣需注意
男女的推廣平衡。
發放的問卷中只有 22.4%的人全部都
知道深坑四寶。其中，只知道幾個的為
34.1%以及全部都知道的 43.5%是這次將推
廣深坑四寶文化的主要消費族群，因此需

圖 2 性別計數

加強推廣。
有效的 340 份問卷當中，只有極少數
參加過深坑四寶文化節的活動。在回收回
來的問卷裡，得知，從未參加過的人希望
可以參加看看，而且，還有有少數人不知
道有深坑四寶文化節的活動。

圖 3 是否知道深坑四寶為哪四寶

圖 4 是否參加過深坑四寶文化節
(二) 後側：
後側分析：

圖 5 對於那些新產品有興趣

這五項新產品對於消費者的興趣，大約在
15%~25%。另外，消費者也在問卷給予本專題
小組以下建議：
產品適合全齡層。你們還想了新產品，很有創
意。新產品想法還不錯，希望有機會能嘗試看
看！
消費者也在問卷上給予我們新產品價格的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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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考慮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能力。促銷價。
對於說不會特地為了這些美食前往深坑來品
嚐，這我們會多加增加特色美食的曝光度，讓消
費者願意來購買，我們對於深坑四寶、特色美食
的推廣迪瘸不夠充足，因此我們會多加利用不同
的管道來推廣，讓更多消費者了解。
圖 6 對於新產品的價格是否合理

圖 7 您是否會去深坑老街品嘗這些美食
三、 文創發展
除了現有的四寶料理之外，未來還可以出現的新產品：
(一) 四寶漢堡：在豆漿麵包中加入黑豬肉豆腐排、綠竹筍片、生菜、起司、醬料（碳
烤醬/沙拉醬/沙茶醬/甜辣醬/番茄醬）。
1、 特色：
在麵包內夾入由黑豬肉以及豆腐而製成的豬肉豆腐排還有竹筍片，吃起來不僅有
脆脆的竹筍，還有香氣飽滿的黑豬肉豆腐排，這產品結合了年輕族群喜歡的漢堡，在
其中加入一些新元素，製作出營養滿分的美食。
2、 市場定位：
(1) 產品定位：清淡不油膩，不同於一般的漢堡。成本大約$50 - $55 元。
(2)競爭定位：一般速食餐廳的漢堡吃多了對人體有害，但四堡漢寶的內餡是純天
然的，對人體無害，可以安心食用。
(3) 消費者定位：主要以年輕消費族群為主
(二) 茶香餅：用麵團加入磨碎的茶葉，揉好麵糰，在平底鍋煎熟。
1、 特色：
在麵團內加入磨碎的茶葉，不僅讓麵團內有茶葉的香氣，吃起也有淡淡的茶香
味，且撲鼻而來的茶香，再加上咬下去茶葉的香氣在空中飄散，令人食指大動。
2、 市場定位：
(1) 產品定位：作為觀光夜市、下午茶、早餐店的新產品，成本大約$70 - $75 元。
(2) 競爭定位：類似蔥油餅，但是，卻又比蔥油餅來的清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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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定位：所有的族群皆可食用。
(三) 四寶百寶袋：豆腐皮內加入豆腐、綠竹筍塊、黑豬肉絞肉，利用茶葉燻四寶百
寶袋。
1、 特色：
用茶葉煙燻過的豆腐皮，都瀰漫者一股淡淡的茶香，內餡更是不同於豆皮壽司，
用的不是飯，而是脆的竹筍、嫩的豆腐和有嚼勁的黑豬絞肉，咬一口下去，嘴裡充滿
者四寶的濃濃味道。
2、 市場定位：
(1)產品定位：特色是一口就能吞嚥，攜帶方便、類似豆皮壽司。成本大約$35 - $40
元。
(2) 競爭定位：強調一口就可以吞嚥，不像一般的豆皮壽司需要兩口才能吞嚥
(3) 消費者定位:主要以上班族群、學生族群為主。
(四) 四寶羹湯：豆腐丁、綠竹筍絲、切碎的茶葉、醃過的絞肉、太白粉或玉米粉。
1、 特色:
內料用的是深坑道地的四寶，味道有別於一般的羹湯，吃下去那瞬間的滑順口
感，令人愛不釋手，吃者一碗接一碗，讓人回味無窮，是搭配主食的好搭檔。
2、 市場定位：
(1)產品定位：作為觀光夜市、宵夜的新產品，成本為$148 元。
(2) 競爭定位：跟一般的羹湯相比較，四寶羹湯較清淡，且對養生也有幫助。
(3) 消費者定位：所有族群皆可食用。
四、 SWOT 分析

表 1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

1.新產品新穎 。
2.養生健康。
3.使用在地食材。

1.有產季，綠竹筍的品質不一樣。
2.新產品推廣不足。
3.沒有品牌形象。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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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競爭業者多，口味多樣。
1.文創產業興起，特色美食曝光率增
加。
2.有相似的產品。
2. 越 來 越 多 的 消 費 者 會 注 重 養
3.市場的供需均衡影響到的食材價
生。
格，並連帶的影響新產品販售的
表 2 SWOT 分析因應策略
如何善用每個優勢?

1.把握住現在消費者所注重的養身與健康。
2.採取在地食材不使用噴灑農藥的蔬菜。
1.讓品牌形象提升。

如何停止每個劣勢?

如何成就每個機會?

2.蔬菜盡量找當季都會盛產的材料或可替代的
蔬菜。
3.利用創的傳單與網頁推廣讓消費者了解。
1.創出新的美食與不同的口味來吸引消費者。
2.現代消費者注重美食的衛生與養身。
3.走上平民化路線與親民價格。
1.要比其他的店家創出更不同的美食。

如何抵禦每個威脅?

2.推出口欸多樣化價格合理。
3.慎選市場帶來的衛生食材與成本價錢。
4.選對的地點去推廣這些消息。

五、 STP 分析:
表 3 STP 分析
市場區隔(S)

選擇目標市場(T)

市場定位(P)

現代的消費者開始注重 以注重養生的消費者為 主要走平民化路線、價
養身的飲食，因此，我 行銷的主要目標。我們 格親民，以及注重養身
們主要以注重養身的顧
客為主要族群。因為主
打的是可以吃的健康又
養生的新產品，所以，
對於注重健康的消費者
來說，是個可以選擇嘗
試的新產品。

以同一個行銷組合去面
對所有含有以養生為主
的市場，並經營我們的
產品，並且與深坑區公
所所推出的深坑四寶文
化節的活動，讓消費者
可以更知道在地文化。

為主要重點。不讓消費
者感到負擔有壓力，也
讓消費者覺得不但可以
以合理的價格買到養身
的產品，並且創造出產
品的獨特個性。也使消
費者支持我們的新產品
並且認同這個平民化路
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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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產品五層次
表 4 產品五層次
我們所設計的產品，是以注重養生的消費者為主要族群。
(一)核心產品

(二)基本產品

(三)期望產品

以能夠滿足顧客的心理層面跟現實生活中的滿足口腹，將
會推出以養生為主的新產品。
我們所推出的四寶新產品有四寶漢寶、四寶百寶袋、四寶
羹湯、四寶餡餅以及茶香餅。雖然外表不會有什麼的特殊
包裝，但是，實體的產品會讓消費者覺得好吃又健康。
因為新產品符合消費者的需求而且價格平價、合理，所以
吃的時候既可以滿足消費者的口味，而且也不會讓消費者
覺得很貴。

(四)附加產品

新產品為我們帶來商機，並促進在地文化發展，提升消費
者來品嘗美食的契機。

(五)潛在產品

預期新產品能為我們帶動地方經濟以及提升消費者對於深
坑的在地文化了解。

七、 4P 分析
表 5 4P 分析
產品(Product）

Promotion(推廣)
1.特色美食為輔，深坑四寶文化為主推廣。

1.四寶漢堡
2.四寶百寶袋
3.四寶羹湯
4.四寶餡餅
5.茶香餅

2.定期舉辦四寶相關活動。
3.將四寶料理放在網路上販售，提高知名度以
及買氣。
4.在各大知名網站張貼四寶產品的資訊。

Price(價格)
1.四寶漢堡：70 - 80 元
2.四寶百寶袋：50 - 60 元
3.四寶羹湯：160 - 170 元
4.四寶餡餅：50 - 60 元
5.茶香餅：70 - 80 元

Place(通路)
1.老街店面
2.網路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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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推廣內容
我們將會藉由製作手工書的方式來分別介紹深坑四寶，然後在製作完成之後會將手
工書的內容翻拍製成影片，再放在社群網站上推廣，在校內作推廣、製作 DM，以增進
對於深坑四寶的推廣。

圖 16 Facebook 深坑四寶粉絲團

圖 17 校內推廣

圖 18 手工書影片截圖

圖 19 四寶 DM

九、 結果與討論
由於問卷分析的結果顯示後發現有 43.5%的受訪者都不知道深坑四寶是哪些，
所以我們計畫推廣深坑四寶文化讓消費者更加了解深坑四寶文化。除了現有的四寶
產品之外，未來還可以研發出現在更多美食或文創商品，讓消費者的選擇可以更多
元，不局限於現有的產品。
参●結論
依問卷調查的結果發現有 43.5%都不知道深坑四寶是哪些，所以我們決定研發出未來可以
出現的四寶料理，例如：推出四寶特餐。結合年輕人的飲食習慣，讓新產品打入年輕族群，
讓更多年輕人了解深坑的在地文化。
現在的人們也越來越注重衛生習慣，當然在這方面也是個重要的課程之一不讓老街看起
來骯髒又很不習慣衛生，讓消費者逛的舒適也很自在，盡量以環保為主提供餐具等。
這讓現今的遊客於各地逛老街時，純粹只是懷舊之旅及休閒娛樂並無真正的歷史懷舊，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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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此各地方政府應該致力於推廣各地區老街之文化傳承、產業保護並使其產生各自的差異性
與獨特性方能各自提升當地之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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