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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特所爾

不打烊的線上鞋靴知識庫
打造面對面等級服務
位於台北巷弄裡的 Dr.Sole，今天又收到一雙來自海外的古董靴。而在寄

出之前，鞋子的主人早已利用網站詳細溝通過修復需求、選好喜歡的配

件。人不方便到店也沒問題，在每個疑惑產生的當下，還有聊天機器人、

鞋靴辭典、論壇可以來一場即時的互動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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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
起一雙已有 70、80歲歷史的古董靴，細數著品牌、年份，以及

該如何整理，達特所爾 (Dr. Sole)創辦人林照詠眼裡散發著光芒，

足見他對古董靴的熱愛。這股熱情讓他一頭投入修鞋業，從拆裝自己的

古董靴開始學起，幾年下來，已搖身一變成為專業的修鞋職人，在業界

享有古董鞋修復專家稱號。

沒得選擇的遺憾 造就專修古董鞋的沉迷

台大政治系畢業的林照詠，主攻國際關係，同學都是法官、外交官

或司法官，他卻投入製鞋業，顯得非常另類，從蘆洲的小小工作室開始，

至今已修復數千雙皮鞋靴，其中半數以上都是國外的客人特地寄送來台

維修。「我的身高有 190公分， 從小我的鞋子就很難買，國中就穿到

12號了。每次要買鞋，進到店內只能詢問是否有自己的 Size，根本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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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Sole有許多來自外縣市、國外的修復委託，推出 e化模組除了能讓顧客放心，也減輕同仁溝通往返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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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挑鞋款。」或許是這種對鞋子求而不得的感受，之後透過網路，林照

詠找到了購鞋的另一片天，也讓他從此為古董鞋而著迷。

「我們做的事情看起來很傳統，是修鞋業，但與傳統修鞋又有很不

一樣的地方，例如：我們修的鞋子有 3至 4成是寄來的，其中還有一

半是從國外寄出。」不過，由於修復的是名牌古董靴，不僅價值不菲，

製法也必須非常細緻。因此 Dr. Sole服務人員需要花很多時間溝通，確

實了解顧客在意的修復重點、有無特別的需求。但是如此細緻的往返確

認，無形中也增加了人力的耗損。

為了把和客人溝通流程變得更有效率，Dr. Sole連續 2年參與服務

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在2018年的SIIR計畫裡，他們完成了e化模組，

讓客人可以透過網路下單，提昇作業效率。今年則是更進一步，提出了

「Dr. Sole跨界及體驗的鞋靴服務平台再升級」，也就是針對去年打造

的 e化模組再優化。

鞋靴辭典 +論壇 客人想問的這裡都有

雖然 e化模組已經減輕同仁的工作負擔，但林照詠仍然看到可以更

提昇的部分，「今年我們在網站上的e化模組添加了和客人互動的功能。

雖然我們有 e化模組，但客人看到相關的專有名詞還是會產生疑問，當

他們提問，就需要真人來一項項回應。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做了鞋

靴辭典，例如：介紹鞋底採用的材質、它適合什麼鞋款、可以運用在何

種製法的鞋子上，都可以在這裡找到答案。」

有了這樣的機制，當客戶再度拋出「老問題」時，這些解釋就立

刻派上用場。此外，Dr. Sole也計畫打造一個論壇，以往回覆顧客問題

都是一對一，但不同的顧客之間可能有相近的疑問，未來將這些問題蒐

集起來，就成為一座古董鞋靴相關的知識庫，可以讓登入論壇的民眾查

詢，甚至顧客與顧客之間也可以互相討論，幫助客人更了解修鞋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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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製法，也促進更多互動的機會。

林照詠認為，「當客人想了解他在穿的東西，又知道我們專門在修

復古、老式的鞋子，這樣的平台就可以協助客人，在越了解知識後越容

易產生興趣，進而介紹給他的朋友，達到擴展市場的效果。」

把現場服務搬上網路 海外顧客也放心

會誘發從「e化模組」加值發展成「跨界體驗平台」的想法，也是

因為林照詠看到線上與現場服務的落差，客戶很常詢問「我是某某品牌

的靴子，我想換底，請問你有什麼建議？」但這是最難回覆的大哉問，

「如果他到店裡，我們很好介紹，也可以直接拿範例給客戶看。但在網

路上會很難回覆，所以我們希望能將顧客的問題模組化，一步步替他篩

選，免去一問一答的等候時間。」

Dr. Sole將現場面對面的介紹、體驗都標準化，藉由聊天機器人內

建的 101個問答，用圖像和中、英文說明，不論是國外或是外縣市的客

人，都能即時獲得如同親自到店一樣的服務，解決他們的疑難雜症。這

樣一來就能讓網路上的溝通流程，儘量做到精簡、有效率。

談起這些細緻服務的眉角，林照詠主要還是希望讓顧客更放心、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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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顧客越能即時被解答疑惑、越深入了解修鞋相關知識，就有越強的信任與對這產業的喜愛。

136



Cover Stor y MIT 軟食力 從賣到大賣 改 ‧ 變不同

自在的把鞋子交給他們處理，「從來沒有修鞋店做過這樣的系統，所以

具有話題性，在國外某某論壇裡會有人討論，一方面是讓更多人知道我

們；而且，Dr. Sole有很多歐美客，在一雙幾百美元、幾千美元的古董

靴要寄給我們修理的時候，有這樣的系統，會讓他們更有安全感。」

SIIR牽起跨界混搭 與他牌交流客群、經驗

連續 2年參與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林照詠也說，參與 SIIR

除了獲得經費上的支持以外，經由委員的指導、建議，會根據 Dr. Sole

的品牌屬性持續強化社群媒體、與顧客溝通的流程，「我們有遇過老美

坐飛機，特別拎一雙鞋子過來給我們修。」當顧客相信自己寶貝的古董

靴可以被妥善修復，而且在線上就能詳細了解中間的過程、相關知識，

即使是遠在海外也有充足的安全感。這正是 Dr. Sole讓修鞋這件事，越

來越不限於「地區性服務」的關鍵。

也因為執行 SIIR計畫，牽起 Dr. Sole與不同產業的機緣，有機會

挑戰跨界合作的經驗令林照詠十分難忘。Dr. Sole和牛仔褲品牌「金斯

與不同產業、品牌的跨界合作，讓 Dr. Sole挑戰實驗性的新產品，同時開拓新客源。

137服務創新誌 NO.2|  



大」、繡花鞋品牌「小花園」等合作，共同開發結合雙方優勢的新產品，

讓更多不同領域消費者也能認識 Dr. Sole。

這些跨界合作由於原料屬性的不同，就讓林照詠吃了不少苦頭。像

是在和金斯大合作的過程中，當 Dr. Sole拿染牛仔褲的染料來染皮，就

碰到難以上色的狀況，歷經了許多次失敗。與小花園合作時，Dr. Sole

想的是把刺繡從布料底轉移到皮上，林照詠回憶，「沒想到繡上去以後

會讓皮變硬，必須重新選擇比較輕薄的皮革，而這也是在反覆嘗試後，

才試驗出來的結果。」

對此林照詠仍認為，與原本自己領域不同的混搭嘗試，是很有趣的

經驗，「在產品開發過程中有很多的嘗試，也常遇到挫折，之後不停想

辦法去改良。但我還滿喜歡這樣的挑戰。」在不同領域的思考碰撞下，

收穫的不只經過多次實驗後的新產品，林照詠覺得更棒的是有很多機會

互相交流經營之道，並推廣與交換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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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線上互動解答

 (1)鞋靴辭典

 介紹專有名詞、材質、適合鞋款、可以運用在何種製法上等。

 (2)聊天機器人

 內建 101個問答，用圖像和中、英文說明。

 (3)論壇

 收錄 Dr. Sole與顧客的答疑交流、提供同好交流場域。

2.打造顧客安全感

 (1)將現場面對面的介紹、體驗標準化。

 (2)讓網路上的溝通流程，更精簡、有效率。

3.跨域合作

 和牛仔褲品牌「金斯大」、繡花鞋品牌「小花園」等合作。

達 特 所 爾 成 功 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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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懂鞋才會越愛鞋 知識平台改變修鞋形象

如今的 Dr. Sole已經打出口碑，被國際媒體推薦為「全球 5大修鞋

店」之一。當被問起下一步目標，林照詠十分認真的回答：「我們一直

很想宣揚一個理念，鞋子若能修理就修理，不要隨便丟棄；像這樣老式

做法的鞋子做工相當繁複，成本也比較高，但維修相對容易，不像目前

主流的球鞋，維修很困難，民眾通常也視為是一種消耗品，穿壞了就丟

棄了。」

在此之外，他還有一個遠大的目標，「過去提到修鞋，大家就會想

到路邊的鄰家阿伯。」但是歐美、日本對「修鞋」的印象則是工藝、職

人。林照詠希望能改變修鞋業的形象，讓這門傳統手藝與專業、受尊重

畫上等號。越推廣、越多人認識古董靴之美，越容易翻轉這個產業的刻

板印象。而 Dr. Sole藉由 SIIR計畫打造的，正是這個推廣古董靴的知

識平台！

連續 2年參與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 (SIIR)，對我們幫助

很大。這個計畫除了經濟上面的補助外，也是一股鞭策

我們的力量，因為必須想辦法達成各項 KPI，給我們更多

往前走的動力。在此計畫裡我們也推動了產業跨界合作，

例如：與小花園繡花鞋莊、以及金斯大牛仔褲合作推出

產品，並跨界交流經營之道，雖然歷經多次失敗，卻是

難能可貴的經驗。

業者的真情告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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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科技翻轉達特所爾 (Dr. Sole)
強化跨界合作及虛實體驗的鞋靴服務

孫思源

哈瑪星科技公司總經理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達特所爾 (Dr. Sole)有限公司前身是一個近 40年的橡膠鞋底

研發工廠轉型經營自有鞋底品牌 Dr. Sole，多樣化的產品以及強大

的研發能力是競爭優勢。在台北首創以鞋底為主的概念店，以修鞋

服務等項目接觸終端消費者，透過零售與服務來了解市場需求，並

研發新的產品。

達特所爾受SIIR的協助於2018年在台灣首創了e化修鞋模組，

降低修鞋服務的時間成本，透過 2019年的 SIIR計畫精進平台的雙

向互動、虛實體驗服務及增進跨界合作，並強化社群全球經營。達

特所爾期許能跨界合作產出可以使用更久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形成

有影響力的品牌，最終目的達到 Dr. Sole鞋靴服務再升級以及翻轉

台灣修鞋的老舊形象，將傳統製鞋及維修技術的傳承，提高台灣品

牌在國際間的能見度。

專
家
觀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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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客價值方面，達特所爾透過強化平台（自媒體）從原先比較專業

的 e化修鞋模組到親民（小眾跨大眾）的智慧型協助客人在平台的每個地

方都可以找到專有名詞的問答（如線上即時智能回覆功能），同時因應趨

勢製作簡短易懂的知識影音檔，同時增加線上回覆功能，讓現有的 e化

修鞋模組的所在的平台更豐富。讓平台不只是單向傳統販售鞋底和修鞋服

務，更是可以雙向互動以及傳遞知識的地方。讓非修鞋的顧客也能輕易的

在網路找到 Dr. Sole並認識 Dr. Sole愛物惜物的理念並一同傳遞。

在產業影響層面上，透過此計畫，讓產業趨向年輕化，翻轉原有的老

舊形象，讓鞋業界有更多新血加入技能類的工作。達特所爾執行本計畫意

外發現其實很多異業都有興趣加入這樣的聯盟，期許能跨界合作產出可以

使用更久更好的產品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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