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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從小在豐原長大的我，常常聽到電視報導或是很多人在推薦廟東的清水排骨

麵在這以前我常常被灌輸著，以為小時候媽媽買的都是廟東的。直到有一天跟著

媽媽出門才知道我一直都誤會了，原來我吃到的是另外一家的。後來才發現原來

我們在地人吃的排骨麵都不是廟東的，然而透過媒體的傳輸，讓每個人印象中都

是豐原廟東的清水排骨麵，所以每次到了廟東都看到清水排骨酥麵店都大排長龍。

由於科技發展快速，每個人使用網路只要搜尋關鍵字(豐原)都會跑出廟東老街，

而取而代之的就是排骨麵或是鳳梨冰等等。到底哪一家更能擄獲消費者的心，這

個問題在我的心中放了好幾年，因此展開我的排骨酥麵探險之旅，到底哪一家店

更能擄獲大家的心。 

 

二、 研究目的 

 

（一） 分析「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的特色 

（二） 調查「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的顧客滿意度 

 

三、 研究方法 

 

（一） 文獻研究 

（二） 表格分析法 

（三） 行銷策略分析法﹙行銷 4P﹚ 

 

四、 研究流程 

 

 

﹙圖一：研究流程圖 來源：本組製作﹚ 

•主題訂定﹙107.02.23﹚

•擬定企劃書﹙107.02.23﹚

•文獻檢查與蒐集﹙107.03.02﹚

•文獻研讀﹙107.03.09﹚

•資料統計分析﹙107.03.16﹚

•報告撰寫﹙107.03.30﹚

•問卷設計﹙107.07.10﹚

•問卷調查﹙107.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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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介紹 

 

表一：「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介紹 

豐原排骨麵： 

   豐原排骨麵是一間位於向陽

路上的排骨麵店，是在地人常常

光顧的一間店，已有幾十年的歷史，

只要是在營業時間客人絡繹不絕

的上前光顧，店內寬敞，也提供外

帶服務，因此等待的時間不會太久，

產品的種類不會太少，菜單上每一

道料理都有他值得品嘗的地方，然而

在不同的時段供應的商品也有限制，

一年四季都很適合來吃，同時他也

是豐原人最推薦的美食。  

圖二：豐原排骨麵 來源：本組拍攝 

廟東清水排骨麵： 

一家位於廟東老街中間的排骨麵

店，小小的店外麵排滿了等待內用的

顧客，若是不想等太久也有提供外帶

服務，而攤子就放店門口，就像一個小

型的開放式廚房，客人可以看出他們

供應餐食的方式，在攤子前面最吸引

人的就是那滿滿的排骨酥塔，透過蒸

籠的蒸氣飄出濃濃的排骨香，迷人的

香氣加上等待時的小小飢餓感，讓人

更加期待它的美味。 

 

圖三：廟東清水排骨麵 來源：本組拍

攝 

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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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的特色分析 

 

表二：「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的特色分析 

豐原排骨麵的特色： 

    份量較清水排骨酥麵來的大一

些，湯頭的味道與排骨融合之後所散

發出清爽的香氣，不會過於的油膩，

他的排骨酥更是相當的軟嫩，這點對

於偏好喜愛吃較軟食物的族群；而他

們的麵條兩家都是使用黃油麵，差別

在於他們的口味，不同的祕方帶給客

人不同的感受，相較之下，豐原排骨

麵的湯頭是屬於清爽型，對於重口味

的客人來說可能偏淡，但是價錢與份

量都佔於優勢。 

 

圖四：豐原排骨麵 來源:本組製作 

廟東清水排骨麵的特色： 

    從入口處可以看到他們的排骨酥

是事先醃過再油炸之後再將炸完的排

骨放在一個個小銅杯裡，再將小銅杯

堆疊起來放入一個大大的蒸籠裡，讓

排骨酥的口感外酥內軟。當然湯頭的

調味也不能少，加上油蔥酥與香菜以

及特製的獨門秘方，讓湯頭的口味更

豐富一些，相較於喜愛吃重口味的顧

客來說是再適合不過。 

 
圖五：廟東清水排骨麵 來源:本組製

作 

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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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差異性的綜合比較 

 

表三：「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的綜合比較表 

豐原排骨麵外觀 價格 分店 

 

圖六：豐原排骨麵店 來源：本組製作 

 

NT$ 70-95 /一碗 

 

無 

店面氣氛、環境 其他副產品 

 

店面環境大，服務

的動線分明，不太

會有出入困難的

情形。 

 

肉排麵、什錦麵、排

骨湯、肉排(塊)、肉

羹麵等等。 

 

由老舊住宅蓋成的店面，外頭有著引

人注目的紅色招牌 

口味 

排骨酥相當軟嫩與湯頭的味道融合後，

散發出清爽的香氣，更不會過於油膩。

麵條使用黃油麵，整體屬於清爽型。 

廟東清水排骨麵外觀 價格 分店 

 

圖七：廟東清水排骨麵店 來源：本組

製作 

 

NT$ 80-90 /一碗 

 

有(大里分店) 

店面氣氛、環境 其他副產品 

 

 

店面氣氛佳；用餐

環境尚可、座位空

間較狹小。 

 

 

排骨麵、排骨米粉、

排骨湯。 

 

店面古老，歷經許多歷史，還有掛著一

個大大的匾額，代表清水排骨麵店的招

牌。 

口味 

排骨酥先醃過再油炸置於小銅杯裡再

放入蒸籠，口感外酥內軟與湯頭的油蔥

酥、香菜及特製獨門秘方加上黃油麵，

使得湯頭更豐富整體屬於濃郁型。 

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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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傳統餐點經營模式圖﹙推力、拉力﹚ 

 

    推力是指在任何的一個方面採用輕推的方式，訴說著一件事情有很多的看法，

相對而言是不採用強迫的方式，是以一種可以預測的方式去改變他人的想法與行

為，我們每天都在做許多大大小小的決定，因此透過推力的方式輕輕推動，進而

對選擇者產生一定的影響力，使每個人選擇傾向於大多數人的行為;最後，透過推

力所產生的結果，可能產生正面影響，也可能是負面影響。 

 

   拉力相對於推力去改變他人的決定，拉力則是主動，因為能真正發揮出能力

還是在於我們每個人的內心，能夠使大眾自動自發決定自己的喜好，這樣子的主

場特性會驅使個人動力快速往前衝刺，去完成自己的想法。 

 

表四：傳統美食經營模式推拉力圖 

 

 

 
來源：本組依研究結果自製 

 

（一） 推力分析 

 

     經過本組研究討論後，以下為「豐原排骨麵」及「廟東清水排骨麵」推力

分析： 

 

1. 豐原排骨麵： 

 

    豐原排骨麵沒有經過報章雜誌及媒體報導；此外，此為獨立經營無其他分店，

因此減少了民眾對於豐原排骨麵的知名度，加上現在精緻餐廳的興起，位於向陽

路上的餐廳比比皆是，因此增加許多的競爭者，使消費者的選擇更多元化。 

 

2. 廟東清水排骨麵： 



各擅其揚的吮指美味－豐原與廟東清水排骨麵的民調大搜查 

 

6 
 

 

    位於人潮眾多的廟東夜市，來到這裡幾乎是一位難求，小小一間的攤位，空

間利用非常有限，需抽取號碼牌另而花費更多的時間等待，同時小吃攤玲瑯滿目，

對於一些認為排隊耗時間的客人來說選擇多樣。 

 

（二） 拉力分析 

 

經過本組研究討論後，以下為「豐原」及「廟東清水」排骨麵拉力分析： 

 

1. 豐原排骨麵： 

 

    他是一間只有吃過才知道齒頰留香的美食，沒有任何媒體的報導行銷，是

利用店家本身的口碑來做行銷，更是在地人才知道的口味；而店面設於道路旁

上，裡面的座位空間更是寬廣，使得大眾更加善用附近的車位下來購買排骨

麵。 

 

2. 廟東清水排骨麵： 

 

    因為位於廟東附近且觀光客源多，透過新聞媒體及報章雜誌的報導逐漸成為

廣為人知的店家，然而只要來到豐原廟東就一定會特地來光顧，成為了廟東的新

指標。 

 

五、問卷調查分析 

 

此問卷我們回收了 113 份，問卷的題目是經由我們研究過後所設計出來的。

以下為問卷資料統計結果： 

 

表五：問卷分析結果 

1. 年齡/職業 

 

經由此年齡及職業的調

查，調查對象年齡為 20 歲

(含)以下居多；職業為學生

占居多，上班族則次之。 

由此可知年輕族群對於傳

統小吃喜好度的年齡逐漸

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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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性別 

 

透過這份問卷調查，我們

得知女性占的總比例最

多。 

3. 您為什麼選擇廟東清水排骨麵店?(可複選) 

 

依據左圖表示，大眾選擇

廟東清水排骨麵店的原因

以媒體知名度最為廣泛其

次為個人偏好。 

可知媒體對大眾的影響相

當深入，增加了觀光地點

人潮。 

4. 您為什麼選擇豐原排骨麵店?(可複選) 

 

根據左圖內容，選擇豐原

排骨麵店的主要原因為個

人偏好其次為價位。 

得知現在外食人口眾多，

對於食物產品的價格有一

定的影響力。 

5. 您認為哪一家環境較為舒適 

 

根據統計，大多數的人認

為豐原排骨麵店較為舒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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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平均多久吃一次 

 

由左圖可知，由 20.9%以及

27.3%的大眾對外食的依

賴程度逐漸升高。 

剩下 23.6%及 28.2%的顧

客，對於排骨酥麵的回味

得程度較為眾多。 

7.您對廟東清水排骨麵的滿意度 

 

大部分的民眾對廟東清水

排骨麵的滿意度有 66.3%。 

8.您對豐原排骨麵的滿意度 

 

大部份的民眾對豐原排骨

麵的滿意度占 54.4%。 

來源：本組研究製作 

 

（一） 「豐原排骨麵」、「廟東清水排骨麵」店的行銷 4P 

 

1. 豐原排骨麵店： 

 

表六：豐原排骨麵店行銷 4P 圖 

產品 Product 價格 Price 

1. 產品種類選擇多 

2. 在地人居多  

因為物價上漲，商品價格用

一分錢一分貨的方式來調

整價格 

通路 Place 推廣 Promotion 

1. 鄰近豐原火車站 

2. 位於路口轉角處 

以口碑行銷的方式，以耳

傳耳  

來源：本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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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廟東清水排骨麵店： 

 

表七：廟東清水排骨麵店行銷 4P 圖 

產品 Product 價格 Price 

1. 產品種類少 

2. 觀光客居多 

維持在 80-90 的價格讓人產

生貼近成本的錯覺 

通路 Place 推廣 Promotion 

地利位置優勢，吸引許多

過路人朝聖 

以網路媒體快速傳播的方

式成為來豐原必吃美食 

來源：本組製作 

 

參、結論 

 

    在這一個追求完美的時代，很多時候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發現。現在的外食

次數增加，而消費者追求 CP 質高的美食，透過網路媒體來行銷的餐廳卻捨近求

遠一昧的尋找盲目的美食，忘記了最初的感覺，透過這次的探索，讓大家知道很 

多東西值得你來體會。 

 

（一） 根據兩家特色分析結果本組得知，豐原排骨麵的湯頭與排骨融合之後所

散發出清爽的香氣加上吸附飽滿湯汁的麵，不會過於油膩屬於清爽型，很適

合口味適中的人；廟東清水排骨麵則是著重在於它的招牌排骨酥，對於他的

製作更是費心，先將排骨油炸過再分成小杯裝放入大蒸籠，讓排骨酥的口感

外酥內軟，相當的吸引人。 

 

（二） 兩家店的店面都十幾年以上的歷史，同時保留著當初的原樣，伴隨著時

代的進步，物價上漲，開始有了許多自己的行銷發展，廟東清水排骨麵則設

立了分店讓更多的人吃到專屬的口味;反而豐原排骨麵選擇保持原樣不做任

何的改變，卻增加了更多的老顧客光臨。 

 

（三） 本組根據兩家店提出了傳統經營模式推拉力圖，據表二分析總結出豐原

排骨麵的拉力是在地人口味推薦、座位空間大與交通位置便利；推力則是無

經過報章雜誌及媒體報導與店面位置處在精緻餐廳附近，因此競爭激烈；廟

東清水排骨麵的拉力是透過新聞媒體及報章雜誌報導而成為廣為人知的店

與地理位置位於廟東夜市裡，所以觀光客會特地前來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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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經過線上問卷調查，本組統計出大眾對於「豐原」、「廟東清水」排骨麵

店的環境舒適度及滿意度，結果為豐原排骨麵店較為舒適；廟東清水排骨麵

店的滿意度有 66.3%整整高於豐原排骨麵店的 54.4%。 

 

    本組透過行銷 4P 的分析，根據表六表七的結果得到，兩家店的翻桌率

皆高、與附近餐廳競爭激烈；地理位置優勢，吸引在地人與觀光客前來消費，

透過此研究可知豐原排骨麵較受大眾喜愛，但是食物的美味因人而異，不訪

可以試試看是否你也跟我有一樣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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