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參章 : 日本生活用品通路概況. 

 

第一節: 日本生活用品通路及其它通路類型. 

 

壹.流通結構概況 : 通路形態,為商品自生產者到消費者手中之傳
送過程,並完成收款動作之整體流程,並分為直接與間接流通. 

 

一.直接流通 : 

    1 .生產者直接銷售到消費者 ,例如 農產品、海鮮、直銷業者、

企業用戶 . 

 

             生產者            消費者  

 

 2. 生產者委託特約經銷商 ,並限定銷售價格 . 

 

生產者     特約經銷商       消費者 . 

 

二.間接流通 : 

生產者將貨物經中間商販售給消費者 ,生活用品為此種由 

製造商主導之商品流通,在進入消費者主導市場後,通路發生變革. 

 

          生產者    集貨業者    批發市場    零售市場      消費者 

 

企業用戶. 

 

三.批發商之興衰 : 貿易中介角色之轉變. 

  日本流通市場自由化,使得中間商及大商社,意思到救亡圖存之 

急迫性,紛紛展開自救行動 . 

1.大型綜合商社 : 利用其全球市場皆有設點的網路優勢及全球 

金流、物流、資訊流及人脈優勢 ,把重心自貿易商品轉移到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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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資金,長期投資的能源開發上 ,如瓦斯、原油、礦產上以獲取 

超額報酬 ,維繫集團的運作 ;2004年二月十八曰,在伊朗德黑蘭 

簽約總額達二十億美金,蘊藏量達二百六十億桶的“阿札德干” 

大油田,為其最近代表作. 

 2. 一般貿易中間商 : 利用提高其它形態服務項目 : 

(1).增加倉儲、運輸、物流的服務 . 

(2).以最有競爭的價格 ,最有效率的服務 . 

(3).最短的交貨天數,以速度求取服務認同感與存在的價值. 

(4).增加本身產品獨特性 . 

(5).寬廣產品線提供能力. 

(6).資訊提供. 

(7).風險承擔. 

 

3.日本批發商除了居於中介角色外 ,也兼具物流、金流、資訊流 

等業務,在日本零售通路開始轉型後,能幫助業者拓展業務之批發

商始能存活,未具此功能者被迫退出市場 

    原商品通路 : 生產地批發商 / 商品集中批發商 / 專門零售店批發商 

  

    新組合通路 :               (商品集中 + 專門零售) 批發商 . 

 

四.日本生活用品流通程序 : 

 

  大製造商        專業大、中、小盤商      零售店 /專門店    消費者 . 

                   

企業用戶. 

 

      

 各種廠家製造商      量販店 / 傳統批發業者    銷售店面   消費者 

. 

                    批發商轉型之銷售業者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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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資量販店係透過大量採購,來壓低進貨成本.而原日本國內批發業

者透過合拼,增加種類,節省通路成本、兼營郵購業務、直接作量販 

與外資對抗. 

 

五.日本市場通路之發展 . 

1.在二次世界大戰戰後,日本消費性生產廠商的市場通路生產力 

向上飛躍,大眾消費市場出現巨大變化 ,大型消費性生產廠商因為

大量生產,而必需自行擁有銷售通路.具體上透過特約店、代理店、

公司直銷,零售店組織,利用退傭制而將零售價格建立起來 ,形成

以廠商為主導的通路形態 . 

 

2.其中以資生堂化粧品公司自大盤到小賣,形成垂直通路糸統,為最

早期成功代表.在1924年(大正13年)首先提出”共存共榮主義”

為了零售價格安定、流通利潤確保 ,各地零售店需簽約為資生堂連

鎖店,納入公司零售店管理體糸.具體作法如下 : 

 (1).: 選擇性通路政策. 

   (2).: 一物一價政策. 

(3).: FULL LINE 政策. 

後來電器產品廠商如松下以”共榮共存主義”要求代理店自我約束,

但當時電氣製品零售商力量較強 ,零售端自由價格決定權限大 ,並

未依生產廠商定價來販售 ,在1935年發起”正價販賣運動”由廠商

與流通業者共同商定價格,以確保適當的利潤,及價格的安定. 

                                  

六.共存共榮主義. 

從通路組織化初期消費性生產廠商,及流通業者因種種環境因素所形

成 廠商本身生產力擴大,相對販賣通路確保,而培育零售店 ,形成生

產及流通一體感之理念,主要目標為 : 

1.公司本身製品販售提升. 

2.價格安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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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共存共榮主義之盛行,造成以前日本通路拓銷時最難突破防線, 

而非價格或品質問題.幸好在1953年獨占法修正,不公平競爭禁止,

公平委員會規定除特定商品外不得有聯合襲斷行為. 

 

七.日本生活用品行銷通路. 

 日本生活用品市場規模約二兆日圓,主要製造商有花王、Lion、 

 P&G、日本力霸、Sunstar及資生堂等公司.主要通路經由製造商之 

銷售公司、代理店或銷日用品雜貨批發商批發後轉由量販店、超級 

市場、便利商店、西藥房或一般零售店出售. 

 

各製造商有其特殊通路如 Lion 主要經由批發商,花王由銷售子公 

司,外資產業的 P&G 則由代理商批發後,轉至零售商出售.其中花王 

不經由批發商配銷,為與Lion競爭,聯合其他、批發商、製造商以電 

腦連接異業產品之(共同加值型網路)Value Added Network方式,加 

強市場影響力. 

 

在生活用品中,各中小企業批發商,己發展出合資設立 

<物流中心>的模式,以共同配銷方式,提高對上、下游之製造商及大 

型零售商之談判能力,就其發展潛力,可加強對物流中心的切入.找 

尋新通路商機.如下圖為有關日本生活用品行銷通路.  

 

 

                 

 

  製造商         批發商         零售店           消 

                代理店商 

 花王          東京堂          超市             費 

  資生堂        花王販社        便利商店 

  P & G         中央物產        量販店           者 

  LION           DAIKA        一般零售店                 

 

          圖3-1. 日本生活用品行銷通路流通圖 . 

          資料來源 : 日本流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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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日本生活用品通路商機與進入障礙. 

 

壹.日本生活用品通路市場之商機. 

 

一.大盤商潛在商機. 

   在價格競爭下,原以銷售日本國產品為主之大型零售業者,因應 

消費者多樣化需求,增加海外產品銷售比例.要求原先之供應商,代 

為蒐尋進口商品,我們可利用此一機會進行拓銷,較有機會為新興地 

區量販店、百貨公司. 

 

二.不需售後服務產品商機. 

  在日本行銷產業機器、家電產品除日本國內工業水準高,不易競爭 

外,更會因欠缺售後服務功能,讓有意採購者質疑,而顯得困難重重. 

因日本消費者保護協會制度健全,產品保固一年為產品行銷日本市 

場起碼門檻,而日本生活用品利用其體積小,單價不高特性,不良品 

可一對一對換方式,解決售後服務問題 

 

三.地區商圈潛在商機. 

  隨著專賣店的連鎖店化、郊區化發展,及郊外量販店興起,大型零 

售店將以價廉質優產品,配合休間設施為賣點,預期將逐漸發展成郊 

外新商圈,除改變生活與採購習慣外,商圈所需商品,將大致向海外 

採購.如大阪 ATC 的(OUT-LET MARK)則為歐美國家過期名牌產品, 

主題公園的禮品、服飾、配件市場等. 

 

四.女性商務產品----新興市場商機 . 

 一般女性工作特性為期間短,平均約1—6年,業務單純,以總務、 

會計、庶務等非技術性工作較多,其出差旅行用品需較一般品具有下

列商務特性設計,才能滿足上班族女性需求重點. 

 1.多樣化 .   2.多彩化 .   3.輕量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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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生活用品新產品市場,創新商機. 

1.“通用設計”例如 : 收納箱、收納櫃. 

2.  環保生活用品. 
3.  抗菌與清潔相關製品. 

 

六.電子商務商機. 

  據日本通產省調查,在1998年電子商務交易金額8兆6仟萬日圓, 

到2003年成長為70兆日圓,以跳躍式成長,顯示網際網路可望為 

行銷主流之一,如何運用網際網路進行廣告、交易、批發將成為新 

的營運方式.司與有關業者簽約或加盟,成為其供應商. 

 

七.便捷性、個性化商品商機. 

  根據調查,傳統的日本消費市場<平價、便捷性>及<高價、個性化> 

為日本兩極化兩大主流,目前消費者追求的區隔已有<平價、個性化> 

商品趨勢,因進口品之接受度大增,具個性化的平價商店將逐漸興起 

因<平價、便捷性>雖有市場銷量,因不具產品特色,面臨嚴重價格競 

爭,為大陸產品市場區隔.我國企業就產品創新力而言, 

<平價、個性化>商品為我商爭取的市場. 

 

八.娛樂、休閒商品商機. 

 生活形態改變,將使日本社會呈現前所未有的休閒市場,戶外活動 

需求較高為露營器具、烤肉用具、釣魚、登山裝備,我國製品己具世 

界水準,只要稍加修改尺寸、顏色,應具很大商機;另外園藝用品,為 

日本居家之主要休閒活動,相關產品如鏟子、剪刀、花盆、除草劑等 

亦具商機. 

 

九.小家庭化所帶來商機. 

 速食產品、免熨襯衫、教育用品等. 

 

十.高齡化商機: 福址商品,健康食品潛力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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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拓銷日本通路進入障礙. 

 

壹.共同面臨問題. 

 

1.經營成本過高: 人事費/房地產通路/租金/流通成本/稅賦等,  

在經濟泡沫化後房地產下跌,流通革命後人事費、租金等經管 

成本問題稍有改善. 

 

2.客戶要求水準過高 : 雖然全融風暴後,對一般消費品之要求嚴格

度將適度降低,對於非功能性要求仍保持在 AQL 1.5%的水準, 

唯對工業產品要求仍相當嚴格. 

 

3.不易留住人才 :英語溝通能力不足,及到外資公司服務的意願, 

近來新投資者亦能以日文直接溝通,加上失業率攀升,年輕人就業

觀念改變後,稍有改善. 

  

4.市場封閉性 : 在通路革命,大店立法等法規鬆綁後改善最多. 

 

5.檢疫、規格、特殊商業習慣 :電氣安規與電壓特殊,相當重視工廠

有無獲得國際認証,品質售後服務保証等. 

 

6.獎勵優惠條件不足: 因係開發中國家 ,技術前端 ,自國外引進技

術需求少. 

 

7.環境不適外國人居住 : 指歐美人士. 

 

8.原料、零件、資金籌措不易 : 一般以現金交易 ,尤其是外資.資金

調度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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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我國業者進入日本通路心理準備三步曲. 

 

一.首先打破不易拓銷的迷思,重建國人信心.(第一步:心理建設)  

 

(1).我國產品己由中國大陸產品取代 ? 

除了較低附加價值產品,技術層次較低外,許多高科技產品大陸僅

是代工,不其需不斷推陳出新的產品,我國業者腳步比較跟得上市場 

脈動,更何況日本人對中國國製產品品質、工廠信用尚未建立信心 ,

目前在日銷售大陸製品以日商回銷或臺商產品佔最大比例 ,正符合 

MADE IN CHINA Through TAIWAN 的最高戰略佈局. 

 

(2).日本市場低迷不振 ? 

自最近不論是民間消費物價指數,政府公佈投資金額皆往上升, 

確定漸漸脫離不景氣魔咒,世界高所得排名前端,平均年收入三萬六

仟元美金的消費能力不容忽視 . 

 

(3).日本訂單,少量多樣 ? 

日本有壹億二仟萬消費人口,約為臺灣人口五倍多,係因日本人 

小心謹慎個性對於諸多疑點尚未釐清,產品性能品質尚未得到市場確

認時,不敢一次下大單,以免損失擴大,在通過試單階段後,數量並不

會太少,但仍不能以美國景販店數量動則百萬個以上來作比較. 

 

(4).台灣      日本企業信賴的夥伴 . 

   臺灣係除了日本國以外最多會講日文人口比例的國家,故因此對 

日本文化、習慣較熟悉,溝通上無困難再加上地理位置相近往來 

頻繁,成為最信賴夥伴並不意外 . 

 

(5).如何採購安心品質的零件或產品. 

日本公司選擇外商時,台商歷史淵源及信賴度為日商第一優先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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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確認我國企業在日本通路的優勢.(第二步:自信心強化). 

 

(1).國際觸角敏銳. 

 

臺灣人勤奮工作態度,跑遍全世界,加上IT 產業發達,資訊蒐集, 

語文能力,國際行銷能力,使得臺灣成為經濟大國 

 

(2).較日本接近的技術水平 . 
 

 臺灣各行各業引進日本技術己有很長一段的歷史,日本已將臺灣 

定位為技術夥伴 ,不在垂直分工體系裡 ,而在水平分工體糸 . 
                                                               

(3).創造力. 
 

臺灣在政府與民間合力在於新產品創新不遺餘力,從臺灣精品選拔,

新產品開發重點輔助,從MADE IN TAIWAN變成INNOVATION IN TAIWAN.

故己有許多日本業者,將其新產品一部份委託臺灣公司研發. 
 

(4).國際信用. 

 

此項無形資產係由全民共同努力而來 ,對於內銷市場業者感受不深 ,

而以外銷為導向公司深深覺得得來不易; 此為臺灣產品最有力的行

銷工具.其中在交期之嚴守、品質優良保證、完善的售後服務三點為

提高附加價值與客戶考慮我國產品最重要考慮因素之一 . 

 

(5).與中國大陸關係 . 

 

唯一與中國大陸不論在語言、文化、思維、人脈最密切國家 ,係許多

日本機構著書推薦呼籲日本企業透過臺灣進出大陸,可將投資、貿易

風險降至最低,許多日系工廠找臺灣管理人員當主管為其一例 . 

 

(6).管理能力. 

臺灣廠商素以能快速大量生產,大幅降低成本能力著稱,快速的IT 產

品交期,自9803 推進到0002連一向以效率著稱的日本業者,皆讚許

有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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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軍日本通路時,廠商本身的問題.(第三步:破斧沈舟的決心) 

 

(1).懂日文的人不懂產品 ,懂產品的人不懂日文. 

 

   需出發前經一段時間練習、搭配 ,經常出現於老闆&秘書. 
 

(2).產品型錄、說明書,印刷精美且中英對照,但獨缺日文說明. 

 

  在日本中文或英文皆為外國文,會讓有興趣的客人覺得不夠貼切, 

  應請人翻譯為日文,並注意日文使用的精確性,為一趟日本行作必 

要投資,為成功拓銷通路市場,奠定基礎. 

 

(3).產品設計及性能良好,獨缺日本國安規驗證. 

 

   如電子產品無日本安規認証,應先行申請通過後再送,機會較大.  
 

(4).拿有暇疵樣品給客戶,並保証問題點會改善. 

 

  或因趕時間,或因某種原因,拿尚未修改完成產品給客戶,日本客戶

是無法接受的,徒增不良印象,一般希望作好再拿來.但手工模型樣

品另當別論. 

 

(5).賣美國客戶的生活用品製品,直接拿給日本客戶. 

 

  因美國與日本家庭體積尺寸不同, 風格各異 ,顏色感覺亦不同調,

如未經過商品企劃調整設計過的產品是不符合日本口味,無法打進

日本市場. 

 

(6).專賣權問題. 

 

 因日本客戶,不喜歡在市場上有相同產品,尤其出自同一供應商,故

給某甲專賣後無法再給某乙,某乙若知某甲在賣了他亦會取消訂單 

 

(7).公司未將日本市場列為重要行銷市場,未分配適當資源及人力, 

及授權不足,對於客戶要求,例如樣品的修改,安規檢測,包裝的重 

新製作並未積極回應,以致錯失商機. 

                            36. 



四.我國廠商認為日本市場對進口產品要求重點. 

 

表3-1 日本市場對進口產品要求調查表. 

 

 消      費 財 

 家數 比率 

要求價格具競爭力 115. 31.7 

設計要符合日本市場 93. 25.6 

要求使用進口商品牌 19. 5.2 

對品質要求沒以前高 21. 5.8 

交期期限縮短 47. 12.9 

要求增加售後服務 11. 3. 

少量多樣 5.5 15.2 

其它 2. 0.6 

合計 363. 100. 

 

資料來源 :貿協市場研究處(我國產品輸日概況調查)1995年3月. 

 

根據上表調查顯示,廠商在經營日本市場所感受到的前三項.分別是 

1.價格具有競爭力. 

2.產品的設計符合日本市場需要. 

3.快速交貨能力. 

至於產品的品質不因價格、設計、交貨能力的提升而可稍有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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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我國廠商認為日商向我採購之原因. 

 

表3-2.我國廠商認為日商向我國採購之原因. 

 

 消      費 財 

 家數 比率 

品質 146. 31.7 

價格 122 26.5 

交貨期 67 14.6 

包裝 21 4.6 

售後服務 17 3.7 

人際關係 32. 7. 

語文溝通 5. 1. 

設計 39. 8.5 

功能 1 2.4 

合計 460 100. 

  

資料來源 :貿協市場研究處(我國產品輸日概況調查).1995年3月. 

 

日商之所以採購我國產品以品質符合是最大原因,至於價格具有競爭

力,交貨期間三方面,我國廠商經驗顯示,我業者的能力與日本進口商

的期望,大體上是處於沒有差距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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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日本特有商業慣例. 

 

1.樣品幾乎不付錢. (高單價除外) 

2.貨品一有問題,在日本全檢,費用需由供應商出,不良品須更換 

良品給他. 

3.價格談妥後改包裝,加顏色 ,不同意加價. 

4.大貨要求1-3% SPARE PART FREE. 

5.給板樣,規格書,承認樣品經常拖延,但原定交期要求嚴格遵守. 

6.一有延遲情形,BY-SEA 改 BY-AIR .費用增加驚人. 

7.經常往來臺灣,業務雜支開銷大. 

8.上述總總成本,雙方報價時並未列入成本考量. 

9.會談結束時若對方表明這個案子會再次檢討時,那是門面話 

機會趨近於零 ,應直接問其喜歡的樣子應是如何,給個具體答案,

下次比較有機會 

 

 

 

 

七.日本商人特有習俗及作法. 

 

1.個人的人脈關係,對作生意有重要的影響. 

2.維持長久穩定合作的關係,非常重要. 

3.有些交易在檯面下進行,不透過正常管道. 

4.要作決定時,時間相當盈長及用語含糊. 

5.高的品質及準時的交期,被強烈的要求. 

6.有些特有商業模式,要求產品不良回收制度,及職員出借等. 

7.要求任何資料、圖片、樣品的保密要滴水不露. 

8.話不說盡,含糊保留想像空間. 

9.技術KNOW-HOW 完全不放,或僅跟OEM生產相關不得已才露一點. 

10.產品包裝考究程度及要求超過一般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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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日本大規模小零售業,利用優越地位,濫用的行為. 

 

1.販賣贊助金要求 : 1997年三越百貨事件,為不當利益典型,在尚

存在於旅行代理店 ,各種名目的押金需求. 

 

 2.返品制 : 一般為消費者發現商品破損,缺陷時更換新品時使用, 

但被擴大不當使用,如(1).市場供給過剩,賣不出去庫存清理. 

     (2).新產品出來時,舊產品返回. 

     (3).業者利用買方力量,強制要求回收. 

 

 3.多次少量配送:學習自豐田汽車“just in time”小數量多頻次的

配送要求,占去人員、物流中心大部份活動. 

 

 4.派遺店員 : 尤其以家庭電器、代粧品、流行商品等販賣時需要 

專門知識的商品 ,而一般店員較無法勝任的エ作. 

 

上述的行為在流通市場大量發生,雖最終還是技巧性的轉嫁,由消費 

者來買單,但自行在日本設發貨倉庫時,如何對大規模小零售業的需 

索,作出明智的回應選擇,依各家公司背景情形而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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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日本生活用品行銷方式與拓銷管道及市場分析 

 

壹.日本生活用品市場規模分析. 

  

根據日經MJ 的調查在2002年,日本生活用品市場規模,最大為禮品

市場,共有152400億日圓營業額,可知日本人送禮的習慣,不受景氣

影響;第二位為家庭五金市場,共有14000億日圓的消費額. 

而目前正走紅的生活用品部份,在搭配流行風,多色調,個性化, 

設計味產品,全年有2200億日圓營業額佔市場第三位.而時鐘市場及

電腦週邊分居第四、五名. 

 

           

                                                       

Wall& Table Clock 

House Ware Market                    MARKET 230億圓 

               14000 億圓. 

 

 

 

                             GIFT MARKET 

                              152400億圓 

            

 

                                            Inner Decoration 

     P.C.Access                              2200 億圓. 

       75億圓. 

 

 

 

 

 

 

圖3-2 .日本生活用品關連市場規模分析.  

資料來源 :日經MJ流通經濟の手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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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用品年度每戶消費額統計. 

    

1.據總務省(家計調查年報),每戶雜貨類,家事雜貨、照明器具、 

室內裝飾品、立鐘、掛鐘的支出金額,這幾年有減少的傾向. 

 

2.購買產品的數量減少,或是商品價格低廉所致 ? 

 

附 : 家事雜貨是指:碗、盤子、盆子、魔法瓶、其它餐桌上用品. 

    其它廚房用品,燈泡、螢光燈、手巾、其它家事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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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消費者 雑貨類 一世帯あたり年間支出金額

一世帯が雑貨類「家事雑貨」・「照明器具」・「室内装飾品」・「置・掛時計」に支出する金
額は、ここ数年減少傾向にある。

購入物品数の減少、もしくは商品価格の低下が考えられる。
注：「家事雑貨」とは、茶碗・皿・鉢・魔法瓶・他の食卓用品・なべやかん・他の台所用品・電球・蛍光ランプ・タオル・他の家事雑貨を指す。

品目別　一世帯あたり年間支出金額

1,579 1,487 1,655 1,559 1,429 1,493 1,375 1,746 1,844
2,079 1,776 1,786 1,527 1,839 1,955 1,839

2,218 2,079
1,365

1,944 1,668 1,183

5,677 5,186 5,219 5,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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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0 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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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総務省「家計調査年報」

置・掛時計 一世帯あたり年間支出金額

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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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3-3. 每戶生活用品年度消費額統計表.             

資料來源 :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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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對於生活用品今後增加添購項目. 

 

1.今後將增加項目,(室內用品、生活起居費)比平均值還要多. 

  還有回答問題者,女性佔 60 % 較高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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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消費者 今後支出を増やしたい項目 インテリアについて

今後支出を増やしたい項目として、「住居費・インテリア」は平均値より多くなっている。また、
回答者の内訳としては、女性が60％と多い割合となっている。

今後支出を増やした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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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所：「我が家の値ごろ感調査」ライフデザイン研究所 対象：18～69歳の男女948人 01.1.19～2.5調査

「住居費・インテリア」と回答した人の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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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消費者對於生活用品今後添購項目調查.                    

資料來源: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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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20-30歲年輕日本女性,選購商品的通路為何 ?                 

  20-30歲年輕女性,對(室內用小器具)、(文書用品)、(紡織品) 

  由 差異化店鋪、生活雜貨店鋪購買較多,而標準型小傢俱等由 

  量販店及專門店購買較多. 

 

 

      表3-3. 相框等小裝飾用品購買地. 

1 百貨店 33.3%

2 量販店 17.8%

3 專門店 28.7%

4. 折扣店 1% 

5 差異化店鋪,生活雜貨鋪 67% 

6 郵購販賣 13.2%

 

 

     表3-4.紡織品等衣飾購買地. 

1 百貨店 28.1% 

2 量販店 33.7% 

3 專門店 23.8% 

4 折扣店 0.7% 

5 差異化及生活雜貨店鋪 57.8% 

6 郵購販賣 18.5%  

     

                            

表3-5. 標準型小型傢俱等購買地.                    

1 百貨店 24.8% 

2 量販店 39.9% 

3 專門店 37.3% 

4 折扣店 0.3% 

5 差異化、生活雜貨店舖 33.3% 

6 郵購販賣  27.4%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社(第33回日本零售業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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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日本生活用品行銷方式.  

 

一.如何向日本客戶推薦新生活用品.  (新商品企劃). 

 

1. 亞洲風 ,日本風 ,北歐風. 

首先定位產品之風味,符合當下流行趨勢,並針對單一風味產品.作

系列式展示,切忌單一種產品,勢單力薄,客戶無法作全盤整套式的

推薦. 

 

2.避開大陸產品的影子 . 

絕不是仿冒品,廉價品或己大量生產販賣製品,含有故事性、 

創新的設計產品.  

 

3.高級感的產品. 

 至少在手感可觸及範圍需具備:素淨,柔軟,顏色搭配協調,創新的 

造型.材料利用真皮、不鏽鋼、原木等上等材質組合而成或一 

部份使用. 

                          

4. 簡潔、簡單的線條設計. 

  設計感清晰點子的產品,以簡潔有力、忠於原味最受歡迎. 

 

5.包裝造型&材料. 

  日本有過度包裝之嫌 ,有時包裝材料超過主體價值. 

  但不考究無設計味的包裝決無人氣. 

 

6. 打設計師名號. 

  尤其是出自名設計師 ,別忘了附上介紹信函,尚未成名有得過 

獎項亦可.消費者有權知道這是出自誰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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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智財權產品. 

  日本廠商最喜歡有專利設計產品,附上專利証書,價格比較好談. 

 

8.提供銷售歐美地區實績. 

 一般來說,日本人還是有崇拜歐美傾向,若該項產品己有知各客戶 

購買過,應附上交易單據,較容易取得訂單. 

 

9.授予總代理牌. 

 若為新產品,市面上未經銷售,該地區尚未授權,可適狀況給予銷 

售總代理牌,前題是對方需經評估過為優良且適任的進口商. 

 

10.人脈牌: 

如能事先找到相關人脈,預先打聲招呼,將有事半功倍之效. 

 

二.針對日本所需禮品開發應注意事項. 

 

1.日本喜慶時喜次數字為 3、5、7、8 ;4與死,9與苦同音最好避諱 

  幸運色為紅、白、金銀 ; 喪事則用 黑色、黑白、銀白色 . 

 

1. 日本消費者環保意思高漲,過度包裝不再受歡迎,但品質與設計仍
相當重視. 

 

2. 日本消費能力強的都會區因因住宅或辦公室空間狹小,大型商品
難以銷售. 

 

3. 在網路普及下,競爭愈加激烈,除了必須有獨特性之外,低成本亦
為市場不可或缺的競爭有利條件之一. 

 

4. 近來日本異業攜手合作開發新綜合商品的趨勢曰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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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日本禮品價格帶大致分為 3000日圓,4000曰圓,5000日圓,壹萬日
圓等級,在這個最終消費者價格預算內,如何開發有魅力的商品,

正是提升競爭力的重要指標. 
 

6. 日本人不喜歡宗教色彩太濃的商品,因此即使聖誕禮物,不會選擇
帶有基督或天使模樣商品. 

 

7. 日本文化中季節感相當根深蒂固,商品也隨季節變化而轉換,所以
忽視日本的季節商品的話,則容易造成庫存損失,銷售日本市場的

廠商應特別注意在當季前出完貨的期限,才不會造成取消訂單或

改走空運的運費差價損失. 

 

9.日本幾個重要特別節日及適銷禮品如下 : 

 

(1). 2月14曰的情人節: 巧克力 ,巧克力加小飾物. 

 

(2). 3月14日白色情人節 : 糖果、蛋榚、服飾. 

 

(3). 5月5日兒童節   : 玩偶、玩具、學校用品. 

 

(4). 5月第二個星期日 : 母親節, 康乃馨、衣服、飾品. 

 

(5). 6月第三個星期日 : 父親節,領帶、服飾、高爾夫球用品. 

 

(6). 9月第三個星期一 : 敬老節,健康器具,小用品,手杖,血壓計. 

 

(7).10月第三個星期一 : 孫子節,衣服、學校用品、玩具. 

 

(8).12月25日聖誕節 : 首飾、手提包、衣服、室內裝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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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外國企業對日本通路行銷方式. 

 
 1.長期策略 :直接投資設廠設點,或併購既有市場公司,風險較高. 

 

 2.短期策略 :直接以貿易拓展日本市場.風險較低. 

 

 3.結盟策略 :與日本業者合作,可迅速鋪貨上架.風險中等. 

 

亞洲國家對日本市場拓銷以我國最積極 ,但限於產業結構,民族性 ,

成效始終有限 ,如何以團隊精神 ,不同行相忌,互相殺價 ,著重長期

性獲利,為我國業者努力目標.目前我國在日本投資件數以國際貿易

最多,其次為電子、電器 ,第三為零售業.  
 

 

 

四.進入日本通路市場準備工作與應對方式 

 
1.準備工作.必備條件 :  

(1).公司簡介. 

(2).品牌簡介. 

             (3).商品簡介.     

(4).行銷計劃. 

 

次要條件 : (1).通路營運計劃. 

             (2).營業目標預估. 

             (3).配套計劃. 

             (4).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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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何追隨日本客戶的腳步. 

 

(一).日本客戶主導促銷商品開發時,供貨商對應方式 : 

 

1.型錄提供 : 最新版本目錄或光碟提供 . 

2.相片提供 : 不在目錄上 ,或手工樣品以拍照方式. 

3.樣品提供 : 直接以樣品方式為最直接 ,但最貴的方式. 

4.網站提供 :時下流行e - Commerce,請客戶上其網站搜尋其產品,

但效果最差.主因客戶沒時間上網看,或網站龐大,或設計不夠

人性化找不到他要的產品,或網頁老舊,新產品未列入. 
    

(二).對客戶提案時 ,供貨商對應方式. 

 

1. 製作客戶”logo “樣品.並儘速送承認. 
2. 提供相關系列產品 . 
3. 檢驗產品品質是否一致性. 
4. 售後服務統一性,調整內容一致. 
5. 依可能訂單數量,檢視庫存材料及交期 . 

 

(三).日本生活用品市場一般訂單採購,廠商應注意事項. 

 

1. 安全規格之承認 : 日本 PSE , T-MARK  
2. 單價之確認 :   FOR/FOB Taiwan or China . 

3. 交期之確認 :   分批或一次. 
4. 品質要求之確認 :顏色、LOGO、等 
5. 包裝之確認 :此為最易疏忽之處,祗因日本要求特別嚴格. 
6. BAR-CODE 型號之確認. 
7. 無法如期交貨時,需儘早告知對方,可能延後日期,以免改 
空運運費成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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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進軍日本通路有效拓銷管道與接單有效方式. 

 

一.進入日本市場有效拓銷管道. 

 

1.參加日本大型綜合或專業展覽 . 

 東京及大阪國際性專業展覽,是個很好接觸客戶場合.能參加專業 

展效果比綜合展佳, 展期密集在春季及秋季 . 

 

2.參加世貿日本促銷訪問團. 

  最近幾年辦得有聲有色 ,每年將近20多個拓銷團團赴日,如 

產品夠炫,可當場接獲訂單.每次參加春秋兩季,團員皆超過百家, 

算是所有到各國貿訪團中最大的貿訪團,因產品包羅範圍廣,每次 

引來人山人海日本客戶,擠滿了五星級飯店埸地,連日本電視臺 

都趕來現場作報導,日本人習慣以集團方式作初步接觸,貿訪團 

效果良好 
 

3.在日本自辦展示會. 

  在五星級旅館,或適當場所邀請相關同業及客戶作新機型發表 , 

搭配報紙廣告,如事先邀訪專業人士得宜 ,有一定程度效果.適合 

上市上櫃公司有新產品介紹時,或連同技術母廠合辦方式來做 ,對 

提升品牌形象非常有助益. 

 

4.參加地方性展覽 . 

  依產品特質,及利基目標,開發地區選擇適合地方性展覽,可避開 

許多競爭者. 

 

5.經由介紹而登門拜訪. 

  如介紹人關係適當,產品又符合所求,很快會有結果,此方式效率 

最佳 ,最符合日本人生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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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社內展覽: 

  參加日本客戶對其重要客戶的社內展覽 ,通常在展覽會前舉行 

讓主要客戶先選,應備妥兩套以上樣品,以免臨時出狀況,能獲邀 

參加成交率很高. 
 

7.參加臺北專業展: 

  雖然在台北舉行,因台日交通便利,日本專業採購人員皆來台尋找

新產品新供應商,算是以最低成本獲得最大效益的市場拓銷方式. 

 

8.透過貿協駐大阪 ”台貿中心”;外銷的廠商都知道貿協服務及效

率,貿協在大阪設有臺灣貿易中心,因應臺灣中小企業規模、財力、人

力,對外拓展能力尚嫌不足,為降低風險、縮短模索時間,係一所培養

我國廠商在日本設立據點之養成學校 ,更是我國廠商拓展日本市場

的前進橋頭堡 .有多項完善設施 ,可提供專業服務 .對承租廠商提

供聯合祕書服務,代轉交易機會,舉辦新產品發表會、舉辦各種研討會

等,亦有短期(６個月/一年)辦公室出租,可先派人進駐,馬上可以從

事貿易活動、進行市調、拜訪客戶、蒐集商情等活動,等營運成熟後

再搬出去,此項國際行銷創新做法,受到企業界熱烈回嚮.台貿中心資

料如附件六. 

 

9.透過 e-BUSSINESS 安排.  

 此項服務為大阪市政府及大阪國際工商會議所主辦 ,名為 

 “VIRTUAL BUSINESS TALKS”(V.B.T.)係收費服務性質,自申請→ 

審核→翻譯→展示→宣傳→挑選目標→函詢被選日本公司→進行 

一對一洽談 .可節省初期找詢的時間,等初步連絡完畢,雙方有意 

進一步深談時,再到日本拜訪,可節省模索時間,增進接單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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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接獲訂單的有效方式. 

 

表4-1. 日本市場接獲訂單的有效方式. 

 

有效接單方式. 百分比率 

良好的人際關係. 22.5 % 

親赴日本拜訪. 20.2 % 

日商來華採購. 18.0 % 

參展 13.5 % 

透過代理商 10.1 % 

在當地設行銷據點 4.5 % 

設立發貨倉庫 3.5 % 

刊登媒體廣告 2.2 % 

通訊往來 1.1 % 

其它 4.5 % 

合計 100 % 

  

資料來源 :貿協(日本消費品連鎖店通路)市場調查報告 P.55. 

 

由調查表得知.日本是一個相當重視人際關係的民族,與其作生意之

前一定要先做朋友,而人際關係引申包括,與客戶的直接接觸,及相關

關係人的引薦等. 

而親赴日本拜訪,此部份雖涉及人際關係之建立,但拜訪潛在客戶需

要時間與耐性,係屬於長期性人際關係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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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生活用品等通路特性與拓銷時機. 

 

壹.通路特性. 

 

一.日本在泡沫經濟衝擊下,原有實施久遠的日本會社特有的 年功序

列、終身雇用制度自1992年後便不再盛行,跳槽事件亦可見容於大多

數公司,以肯定能力表現多於資歷的長短.因舊有複雜通路系統,使得

零售價格居高不下 . 

 

在1990年美日協議下,日本開放流通市場,使得“反獨占法 “ 

“大型零售店舖法“ 無法阻止外國業者進入日本; 反斗城、 

加樂福的進駐,因其自行大量進貨而節省中間通路費用,而居價格優

勢,對舊通路造成威脅,使通路降低價格因應,市場開始價格破壞,帶

動市日本市場通路體系之變革,青山西服為最先發起價格破壞商家. 

 

二.日本消費傾向變化趨勢與商機 . 

流行與創新雖可創造短期消費,整體國民消費傾向與偏好仍繫於長期

的人口結構為與消費意識的改變,而景氣的榮枯也影響消費偏好. 

日本人口家庭結構變化趨勢,少子化,高齡化,晚婚化,單身化,使得單

身家庭,無子家庭比例增加,在個人所得提高後個人嗜好品 &休閒品

市場看俏,消費傾向變化後 ,可能衍生的之商機 . 

1.自我意議的提高. 

  2.休閒活動增加. 

  3.景氣復甦有望. 

上述機會帶動老、中、青三代及女性市場的共同商機,多樣化、 

休閒化、平價化的市場需求,可給予我國業界多重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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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通路業者何去何從. 

 

 通路昔日環境與現今環境之比較 
表 4-2 .通路環境今昔比較表. 

       昨日                         今日 

1. 製造商主導市場.               消費者主導市場. 

2. 製造商商品行銷.            依消費者需求商品,並自國外引進.

3. 依品牌 ,價位明顯不同.         價位平價化. 

4. 多功能商品.                   單一功能商品. 

5. 高低價格差別大.               高低價差別小. 

6. 商品組合種類多.               特別企劃商品. 

7. 品質不必要之要求多.          依商品定標準,減少不必要要求.

8. 高低價差別大無從選擇.         價格相近種類多,選擇性高 . 

資料來源 :貿協市場調查報告:變革中之日本行銷通路及商機探索.P.27. 

 

四. 通路未來採購方式. 
1.擴大直接引進海外產品 : 

  日本零售業者, 直接進口商品占其總銷售額的比例仍偏低 , 自 

表8-2可看出僅佔6.2 % 為最多 ,可見實際上日本零售業者極 

依賴進口商、批發商等中間商 .但己將目標訂為 10% .愈來愈對 

海外國家有利方向行進. 

 

2.在日本國內採購方式依下列方式來操作 . 

(1). 共同大量進貨 ,壓低成本 . 

(2). 縮短付款期間 ,降低進貨成本. 

(3). 競標方式代替長期穩定供貨方式 . 

(4). 提企劃商品組合方式代替買家提供商品報價方式. 

(5). 無約束力採購 . 

(6). 電子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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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通路之選擇. 

倘若通路選擇不對 ,不適合其產品的行銷通路,往往浪費很多的人

力物力,使投入的時間與金錢無法回收,如何正確找到適合本身產品

通路,而收事半功倍之效,有下列原則性建議 . 
 

1.避開傳統通路: 因傳統的日本行銷通路在社會結構及商業習慣 

雙重影響下有別於他國的冗長、封閉、複雜的特性 ,而非製造商、

通路商、消費者單純的三角關係 ,此為最難有效進攻的通路,成功

率據統計僅有千分之三的成功機率,對有意進軍日本市場的業者 ,

應找其主要進口商,或進口商之在臺採購代理商較易成功. 

 

2.運用變化後新通路: 利用傳統通路被破壞,而產生的新的流通 

業別,如量販店、專賣店、精品連鎖店等,其實際負責國際採購人員

可以用英文作為溝通工具,尤其適合無日文人才公司.  
 

3..創新通路 : 結合高科技與資訊網路 ,電子商城 ,例如大阪 

國際工商協會主辦的 VIRTUAL BUSINESS TALKS等. 

 

六.日本業者在篩選海外商品主要標準何在. 

依表可見在園藝方面需求為個性化商品,DIY 商品價格為主要考量.   

                  

表4-3 .日本業者篩選海外商品標準. 

商品內容 低價化 確保毛利 個性商品推出 強化主力商品

家庭用品  3 2 0 2 

D.I.Y.商品 5 4 4 2 

園藝用品    3 3 6 3 

室內用品 2 2 3 1 

寵物用品 1 0 1 0 

 總計 : 14 11 14 8 

 

資料來源:Diamond Home Center對16家日本HC業者所作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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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本最希望進口市場及商品 . 

1.進口商己體認到 MADE IN JAPAN 雖好,在商場上 MADE IN CHEAP 

更有利潤,更能使消費者拿出錢來 . 

 

2.經訪問票選最希望國家為中國大陸,單價成本最低.其次為泰國 

,印尼,義大利,第三名有台灣,美國,澳洲,英國,西班牙,北歐等  

 

3.日本市場消費者喜愛的進口商品.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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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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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外用品

寵物用品

其它

             
圖4-1. 日本消費者喜愛進口商品.  

資料來源 : Diamond Home CENTER 對16家日本HC業者所作問卷. 

 

4.日本Home center 進口熱門商品 . 

表4-4.日本 Home Center 進口熱門商品. 

商品部門 商品 

D.I.Y 用品 磚 (4)、工作用手套(3)、長靴(3)、作業工具組合(2) 

園藝用品 所籬笆(5)、花盆(2)、園藝木製品(2)、陶器(2) 

家用品 組立收納(2)、衣架(2). 

戶外用品 木炭(4)、露營用品(3). 

寵物用品 寵物食品(5). 

其他 影印紙、垃圾袋、炒菜鍋、杯子、椅墊(1) 

資料來源 : Diamond Home Center 對16 家日本H.C.業者所作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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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本 Home Center 進口熱門商品的原產國. 

表 4-5.日本 Home Center 進口熱門商品的原產國. 

國家名 回答數 商品 

中國大陸   11 格子窗(3)、竹園子、休閒用品、園藝木製品(2) 

美國   5  戶外家具、2x4木材、寵物食品、大型電動工具(1)

台灣   2      休閒用品、作業工具組合(1) 

馬來西亞   2 木炭 (2) 

澳洲   2 磚 (2) 

義大利   2 花園用燈、赤土家具 (1) 

加拿大   1 戶外家具 (1) 

資料來源 : Diamond Home Center 對16家日本 H.C.業者所作問卷調查. 

 

八.如何收集日本生活用品通路的脈動. 

               

壹.靜態資料的蒐集與分析.   

 

1.曰經MJ ( Nikkei Marketing Journal).日本經濟新聞. 

2.讀賣新聞;朝日新聞;日經產經新聞,日本工業新聞. 

3.NTT Internet Town Page. 

4.日本貿易推廣組織 JETRO. 

5.市況調查 :http://www.marubeni.co.jp/research/index.html 

 

貳.動態資料收集與分析. 

 

1.Tokyo Big Sight (東京國際見本市協會) 

2.Osaka Intex.     (大阪國際見本市協會) 

3.西日本總合展示場 . 

經由實際上勤於參觀展覽拜訪同行及競爭者,其樣品展示,可窺見 

最新流行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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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通路市場管理人員之訪談.經由該公司店長或社長得知最受歡

迎前十名項目,及其有人氣原因. 

(1).連鎖店.   (2).百貨店. (3).量販店.   (4).折扣店. 

(5).精品店. 

 

5.到通路末端客戶拜訪與參觀 . 

  (1).MUJU.      (2).FRAN FRAN.    (3).AFTEROOM TEA. 

  (4).PASSPORT.  (5).ONE’S.       (6).TOKYU HANDS.  

(7).SONY PLAZA. 

在參觀上述公司時 ,除在其辦公室外,應到其旗艦店參觀 ,充份 

感受現場佈置氣氛, 如何吸引客人進來, 其所呈現的訴求為何 ? 

另外應讓公司設計及企劃人員亦能親身體驗 ,在其爾後創作才能 

表現跟市場脈動相同感度. 

 

6. 日本零售通路市場動向.   (2002年資料). 

  (1).百貨公司 : 消費水準回復未知,業績回復希望依然嚴荷.大 

都市業績微微向上,郊區百貨過多的負債及業績不好陷入苦戰  

 

  (2).超級市場 : 西武與世界最大百貨 WALE MART合作,國內零售 

業,加速業內結盟求生存,重新洗牌.受到異業競爭,營業額減少 

利息壓力沈重. 

 

  (3).便利超商 : 其它業者亦加入長時間營業,低價競爭,獲利力向

下,新店開張,店鋪飽和,競爭激烈. 
 

  (4).折扣店 : 綜合型業績不振,需多家店鋪,且深夜長時間營業,

目前開新店緩慢. 

 

  (5).H0me Center :各公司為擴大業績,努力開新店,並與大型量販

店作商品差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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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日本客戶市場變革時,如何針對特殊要求因應.  

       

壹.交期速度提升之要求 . 

 1.交期之縮短,因應快速市場之變動,對下游原物料採三個月預備 

庫存方式 ,而給予暫定訂單. 

2.選擇直航船舶運送貨物,縮短航期.尋找大型報關行,可節省不必

要公文往返時間,縮短進出關時間. 

3.工廠生產線改配置可24小時輪班生產作業工廠,以便追趕進度. 

 

貳. 價值觀的變化需求,產品所作改變. 

  1.LIFE STYLE 商品需求產生.開發&生產 

  2.將原懂有黑白色系產品,變為七彩化 . 

  3.提供少量多樣化、個性化產品.非大量製造品. 

 

參.自行設計全新產品時 . 

1. 評估可行性.      2.尋找適當生產工廠.  3.打樣&跟摧. 
4.送樣後問題點修正.5.最後樣品確認. 6.大量生產時品質控管. 

7.遵守交期,如期交貨. 

 

肆.無暇疵商品(100%良品)要求. 

 1.選擇有意願工廠來生產. 

 2.對工廠全體作業人員上課,說明要求標準為零缺點. 

 3.品管責任分區,IQC / QA / QC 各自負責掌控生產品質. 

 4.針對以前發生過問題,列為重點檢查.環境測試、落下試驗需每批

作測試. 

 5.除工廠 Q.C.人員外,在最後一站設置全檢人員,對每一項目檢驗

後才裝箱. 

 6.出貨前寄送出貨樣給客戶作最終確認.確認後才出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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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何時為進軍日本通路最佳時機. 

 

日本是僅次於美國世界第二大經濟大國,人口１億2759萬人,國內 

總生產毛額 (GDP)高達 4兆 2922億美元 ,平均每人國民所得為 

33640美元 ,外匯存底金額8149億6900萬美元,全球第一名是一 

個潛力無窮 ,處處蘊藏商機的市場.值此全球景氣自谷底攀升, 

日本科技巨人再度取得三件神器,幫助日本完成21世紀的(科技 

維新),漂亮地從長達 10餘年的經濟低迷中脫出泥淖,重新找回他 

們在80年代睥睨全球的王者之姿,日本科技復甦的三神器, 

1. 數位相機. 

2. 平板電視. 

3. DVD 錄影機. 

打得全球市場望風披靡,日本市場來自過往痛苦的改革,正在強勁 

的復甦 ,且為我國第一大貿易進出口國 ,全年445億美元,日本 

市場雖難打,能打入則全世界都可打進 ,有決心再依前述商品 

戰略、販賣戰略來開發這個市場,並不會太難,何況目前日本經濟 

明顯改善,如下列幾點指標 : 
 

1.高科技產業強力牽引景氣上揚:如富士通近期進行 1600億日圓大

型投資案. 

 

2.個人消費增加之加乘效果 :與去年同期相比上升 2.5%,薪資給予

成長0.6%. 

 

3.銀髮族加強支撐消費趨勢向上 : 60 歲以上消費佔個人消費指數 

87.25%. 

 

4.大企業地方投資所帶動效果 :各地造船廠接單滿檔,為找不到人

手而苦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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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金充沛及股市熱絡:海外資金不斷湧入,國外資金看好日本 

景氣. 

 

6.日本實質經濟成長率2004年為3%,2005年為2.8%,自80年代以

來首次出現連續回復情形. 

 

由上述各種跡象顯示 ,正在緩緩由不景氣中脫困而出,企業裁員之

風亦己暫緩和,階著民眾就業信心增加亦促成了消費成長,似可樂觀

估計,如果近期日幣升值及材料價格高漲現象能控制得宜,日本經濟

應可持續安定成長,此時不進軍日本市場更待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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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 個案研究與理論探討. 

 

    個案公司選擇原由: 因D公司係一家成立剛滿八週年公司, 
公司平均年齡不到30歲,在日本算難得一見青年創業典範公司, 

從默默無聞到日本時鐘進口排名前三大公司,使得日本前二大時鐘 

公司覺得芒刺在背,是日本”新事業創新模式”公司之一. 

 

壹. D 公司簡介 : 
公司名稱   : D International co ;ltd. 以下簡稱 D公司. 

公司地點   : T.Building,5-10-18 Shiba,Minato-ku,Tokyo  

108-001 

大阪分社   : N Building  3-12-11 Kyutarocho,chu 

             Osaka Prefecture. 

資本額     : 1億2仟萬日圓.(2002年12月) 

2002年營業額 :6億日圓.  

設立日期 : Nov.1.1995. 

公司人數 :  48 人. 

主要營業項目 :  

1.生活用品; (時鐘、文具、小家電)企劃,發展及銷售. 

 2.O.E.M.產品提案及發展. 

 3.禮品產品企劃、發展、銷售. 

 

主要客戶群 :  MUJI Mujirushi Ryohin. 

              Passport (Passportoc;ltd). 

Franc franc (BALS Corporation). ONE’S (Beams co;ltd). 

BEAMS (Beams Co ;Ltd).          Sony Plaza. 

 Tokyu Hands.                    Loft. 

Mail Order :Senshukai Co;Ltd.   Shaddy.Shinwa.Sanki. 

量販店    : Aeo. ;              Ito-Yoku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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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D. 公司核心能力分析. 

                                                                        

D.公司係以時鐘為主推商品公司, 擁有高品質,悠久歷史,強而有 

力的品牌並擁有產品企劃及店舖設計能力,提供客戶高品質,高附 

加價值,中價位生活化商品,低成本生產,委外保管配送,少數精銳 

行銷部隊,柔軟化的組織結構,中價位生活化商品,對消費者如何 

選擇商品理解能力. 

在日本國內雖歷經長期泡沫化基調上,家庭使用的生活用品雜貨、 

室內小道具等並不受影響,而有增加趨勢,業績前景看好.  

 

一.D.公司關鍵成功因素分析 : 

1. 公司內部擁有設計師 : 能自產品行銷企劃、包裝、顏色變更,商

店佈置企劃能力. 

2.有獨特性、設計性、領導流行性商品開發能力 : 自社長到業務 

人員經常到海外出差,搜尋最新商品加入販賣行列. 

3.高價位,小批量高利潤等利基市場經營 : 經由市場分析 ,  

抓準流行風潮 ,除中低價位市場外,針對高價位金字塔頂攻堅. 

4.專門店、量販店等寬廣販賣通路 : 除經由精品連鎖店,差異化 

店鋪外, 一般專門店、量販店 皆有深厚的人脈關係. 

5.廣泛的商品組合及賣場提案能力 : 擁有數十位業務人員, 搭配商

品企劃人員, 能在很短時間對客戶需求提案能力. 

6.強勢的公司背景 : 公司職員平均年齡30歲上下,年輕有衝勁 

社長選別商品洞察力超強,連續多年超越業界水平,為正成長曲 

線,銀行評價每年升等,目前己申請土市,証交所派員輔導中, 

預計明年中上市. 

7.擁有海外採購代理 : 設置海外採購代理其優點有二 . 

(1). 提高供應商的向心力及對供應商談判力,取得成本更低,交易

條件更好的商品,同時強化競爭力. 

(2).取得更創新有差異化的商品,及滿足顧客的需求,提升顧客的偏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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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 D.公司行銷方式與通路商的流通模式. 

 

 

 

                                            Internet 

               D公司企劃                                     消 

海外供應商                 20家量販店 

                                                             費 

                商品系列. 

                                                100家 

零售業者      者  

 

國內供應商                 200家批發商 

 

  

 

 

圖4-2.  

Ｄ公司與通路商流通模式.            

資料來源 : Ｄ公司. 

 

 

 

 

D 公司海外供應國家 :台灣、大陸、泰國、馬來西亞; 德國、義大利. 

D 公司國內供應商   :東芝、日本燦坤. 

D 公司100家零售業者代表企業: 無印良品.  (直營104店, FC 162店). 

  フランフラン (直營 49店).  パスポ一卜   (直營 124店, FC 29店). 

D 公司200家批發商代表企業 :アフ夕ヌ一ンテイリピング (直營64店).   ワ

ンズ ( 直營49店),  T/C   (直營 18店).                 

アク夕ス ( 直營 75). 

                            ハンプテイダンプティ (直營 8店 FC 3店). 

D 公司INTERNET通信販賣代表企業 :   セシ一ル ,ニツセン , 

フジサンケイリビングサ一ビス. 

三越 , 高島屋 . 

D 公司20家量販店代表企業 : 

   カインズ ,ケ一ヨ一 ,ホ一マツク ,コ一ナン商事,ナフコ , 

カ一マ,ユメリ ,東急ハンズ ,卜ステムピバ.島忠 ,ダイキ , 

工ンチヨ一 ,マキヤ.ロイヤルホ一ムセン夕一, 山新 , 

                                64. 



肆.D 公司與生活用品通路商之關係. 

 

一 .貨源供應商:找尋自世界各地的產品,自家用時鐘、掛鐘、電波鐘

到衛浴生活用品,小家電,歐洲各式精品,數目眾多,可供選擇. 

 

二 .互補性關係 : 唇齒相依,各取所需,D 公司為上游,形成垂直 

供應鏈,並保證無相同產品出現在競爭對手架上. 

 

三 .提案者 : 每隔一段時間對通路商下一季主力促銷產品,提案整

系列新產品樣品,供其搭配顏色選擇,交換最新流行資訊 ,並依客

戶選擇意見,迅速回應修改,再提供最終確認樣品. 

  

四.售後服務保証者:對通路商而言,D 公司不僅是進口商亦為為 

製造商角色,客戶之訴願處理,退貨、換貨,及對產品提供免費一年

保固服務. 

 

五.倉庫 & 送貨者 :經常每種項目持有大批庫存,使店頭不致斷貨之

虞,並可依訂單,依店址,分大批量、小批量,全國性送貨至各個零售

店面. 

 

六.O.E.M.提供者 : 可依客戶觀念上產品需求,提供最適生產國家及

製造廠商,可依概念提供草圖,外觀圖以至於內部設計圖稿,經客

戶認可後,透過海外採購代理, 依客戶圖面設計、生產、品管、如

期交貨,並掛上客戶品牌 ,並給予專賣權. 

 

七.資訊情報交流者: 通路商往往需要更多的情報,來提供促銷、 

降價、訂價等商品情報, 及對手的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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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 D 公司自外部市場輸入知識而增加公司核心能力. 

 

依過去數年,針對成功及失敗產品所作的各項研究,己發展出一個共

識:即了解使用者的需求,是導致商業化成功的關鍵因素.而如何在不

確定的情況下,使用非常規的技巧自市場上輸入知識.這些技巧的技

術成分高於科學性,但卻是公司市場情報活動的生力軍. 

 

利用傳統工具 : 潛在需求分析,市場問卷調查,市場上還有那些市場

產品及客戶未被滿足,經過詳細分析,再尋找適當的產品填補空缺,如

下範例圖示. 
           

一.市場趨勢,室內用品流行風潮. 

 1.在中世紀標竿之後的探索:在中世紀風潮全盛期結束後,業界開 

始思索著室內用品的趨勢.(自IDEE公司發現之旅開始)在米蘭 

有ART,Neo Trad ,Asia,Red等皆在探索;在日本小孩用室內用品正

剛剛啟動.小孩用成衣,室內流行用品興隆一定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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ポスト・ミッドセンチュリーの模索
ミッドセンチュリー全盛期は幕を閉じ、次のトレンドについて業界は模索中である。

国内イノベータショップは「スカンジナビアン」もしくは「モダン」と読んでいるが、前者であると予想している。（IDEE社でのディス
カッションから）

2003年4月のミラノ・サローネでは、「アート」、「ネオトラッド」、「アジアン」、「赤」がキーワードであった。（エルデコ誌取材者）

キッズインテリア市場の胎動
キッズ向けホームファッション市場の成長フェーズが訪れる。

ナルミヤ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成功を例に、キッズ向けアパレル市場は伸長している。アパレル興隆の後に、ホームファッション市場の興

隆は必ず来ると考えられる。

アクタスをはじめとした既存ライフスタイルショップが、キッズ用品のMDを強化している。
「BeSureキッズインテリア」発刊等、雑誌メディアの動きもある。

1.市場 トレンド・インテリアの流れ

『ジュニア市場で高額商品が飛ぶように売れる

～ナルミヤ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の高付加価値戦略とその考え方』

株式会社ナルミヤインターナショナル 取締役社長 成宮 雄三 氏

ミラノ・サローネ アルネ・ヤコブセン スワンチェアとエッグチェア アルマーニカーザのモダンスタイル

 

圖 4-3 :室內流行風潮探索. 

資料來源: 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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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世代年輕消費族群,對於室內用品的意見. 

 

   對年輕世代特定族群調查結果,全體有 98% 對室內用品有興趣. 

 

目前想採購的市內裝飾(小型的東西)34.2% ,掛鐘,掛鐘亦包括. 

 

  喜歡的風格方面,亞洲風 23.1% 最高 ,其次是日本風 17.9% , 

北歐有 15.4% 

 

  最希望購買順序為 沙發、照明設備、小型家用品為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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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消費者 イノベータ層のインテリアに関する意識

トレンダーズのメンバー意識調査では全体の約98％ほぼ全員がインテリアに興味があるという結果になってい
る。

今、購入したいインテリアとして「小物」34.2％と、「置・掛時計」も購入したい物に含まれると考えられる。

好きなテイストとしては、「アジアン」が23.1％でトップ。次いで、「和風」17.9％、「北欧」15.4％となっ
ており、今後オピニオンリーダー、アーリーアダプター層についてもオリエンタルとスカンジナビアンへの嗜
好が進むと考えられる。

出所：トレンダーズレポート2002.5.31 Fri 回答者：トレンダーズメンバー39名 （平均年齢27.4歳）

あなたは、インテリアに興味がありますか？ あなたが今、買いたいと思うインテリアはなんですか？

あなたは、どのようなテイストのインテリアが好きですか？

「以前まではアジアンテイストが好きで今もお店にはこの系
統のグッズがおおいがあえて違うテイストを楽しみたいと思う。
その空間にいると背筋がしゃんとのびて淑女的な生活を送っ
ていると錯覚するから。（好きなテイスト：ゴージャス） （坂井
奈穂さん graphic designer 25歳）」

「西洋風に比べて、家具の背丈が低く空間が広く見えるよう
な気がするから。落ち着くから。（好きなテイスト：アジアン、
和風） （SMさん マスコミ TVディレクター 28歳）」

 

圖 4-4.新世代消費層對室內用品意見調查. 

資料來源: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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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傢俱、室內商品的購買消費者中由誰決定 ? 

 

1. 傢俱、室內商品之購買由夫妻二人一齊決定,或由太太的意見為主

來決定,佔了回答的一半以上 ,女性在購買決定性上,佔有非常高

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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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消費者 家具・インテリア商品の購買意志決定者

家具・インテリア商品の購買は、「夫婦二人で決める」もしくは「妻の意見を中心に決める」と
いう回答が大半であり、意思決定に女性が関与する割合が非常に高い。

製品ごとの購入決定者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家具・インテリア 冷蔵庫などの家電商品 テレビなどの電化製品 パソコン

夫婦二人で決める

妻の意見を中心に決める

夫の意見で決める

「製品ごとの購入決定者調査 ブレーン1998.12 」 対象：首都圏在住の25～39歳の男性355名 1997.7～8調査

 

 

圖 4-5.家庭用品購買時主要決定者. 

資料來源: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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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消費者對於掛鐘、桌鐘來說,它對於消費者存在價值為何 ? 

 

1.掛鐘、桌鐘對消費者來說係室內裝飾之一部份. 

 

2.消費者以能告知時間為第一名. 

  第二名,係室內裝潢一部份 

  第三名為如果沒有會很困擾.第四名作為家庭為中心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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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費者 掛・置時計とは１ 消費者にとって掛・置時計はどんな存
在か

掛・置時計は、消費者にとって「インテリアのひとつ」である。
消費者にとって「掛・置時計」は「時間を知らせてくれるもの」が最も多く、次いで「インテリアのひとつ」となってい

る。

出所：「第4回暮らしの中のクロック調査」 クロック文化研究所 対象：1都3県首都圏在住の12～59歳の男女309人 1996.4.1～4.27調査

掛・置時計はどんな存在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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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6.消費者對於掛鐘、桌鐘存在價值調查. 

  

資料來源 :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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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消費者對掛鐘、桌鐘等兩種時鐘購買時最重視要點為何? 

 

1.不論掛或桌鐘鐘,皆為室內用品設計的一環,(設計及色系)以及 

  與(其它室內裝飾品的調和性),被非常重視. 

 

2.掛鐘或桌鐘消費者購買時最重視點為(設計及色系),佔 50 % 

最多, 而與其它室內物品之調和性佔第二名 29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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掛・置時計を買う第一ポイント

デザイン・色
50.3%

インテリアとの調和
28.8%

予算
9.7%

機能性
7.4%

無回答
1.9%

音
1.6%
その他

0.3%

5.消費者 掛・置時計とは２ 掛・置時計の購買重視点

掛・置時計は、インテリアのひとつとして「デザイン・色」と「インテリアとの調和性」が重視
される。

「掛・置時計」の購買時の重視点は、「デザイン・色」（50.0%）が最も多く、次いで「インテリアとの調和」（29.0%）
である。

出所：「第4回暮らしの中のクロック調査」 クロック文化研究所 対象：1都3県首都圏在住の12～59歳の男女309人 1996.4.1～4.27調査

 

                   圖4-7.消費者對購買時鍾重視要點. 

 

資料來源: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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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日本國內專門店對鐘競爭位置圖以價格&顏色區分. 

 

1.國內專門店桌鐘市場被侷限的商品,以及Ｄ公司的組合配合如下. 

 

２.單色和彩色系都在 2800日圓之下,品項很少,另外在高價位的多

彩色系亦不多. 

 

3.低價格的競爭,有成本上的困難,而高價位時有價格可否在能容忍

度以內,是一種利基市場. 

 

 

Page- 3Copyright 2003 IDEA INTERNATIONAL CO.,LTD. 禁転載・禁複写

3.競合 国内専門店取扱置時計ポジションマップ テイスト別

国内専門店取扱置時計市場においてニッチとされる商品、およびD會社の取り組みは以下のとおり。
掛時計に比べ、アイテムは少ない。「ナチュラル＆リラックス」カテゴリーのアイテム数は少なく、「シンプル＆クールカテゴリー」は、アルミ
製の置時計がメインとなっている。

国内若年層・イノベータ層を中心に「アジア・エスニックテイスト」の部屋つくりが流行っているが、同テイストの置時計は殆どない。また、

「木＆アルミ」、「木＆ビビッドカラー」、「ファブリック」、「ガラス」、「木＆ガラス」、「遊び心のある木の置時計」は少なく、ニッチで
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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クール
かっこいい
洗練
都会的

かわいい
おもしろい
明るい
楽しい

アレンジ
手作り
素材感
個性
レトロ

アジアン＆エスニックテイストの置時計

アルミ＆木の置時計

ファブリックの置時計

＊WEB上で情報開示していない業者の商品は含まない

＊キャラクター商品は含んでいない

INHOUSEの置時計

木＆ビビッドカラーの置時計
遊び心のある木の置時計

ガラス＆木の置時計

企画中

LCA002 ウッドアラームクロック アール
￥3,000

企画中

アクタスオリジナルキッズ用アラームクロック

生産中

12月中旬～

 

 

            圖4-8. 日本國內專門店對喜好、價格、顏色分類. 

 

資料來源 :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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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內專門店市場分析後,尚餘有產品企劃空間. 

 

國內販賣店的掛鐘市場,以及D公司的組合如下圖. 

 

1.以掛鐘來比較,項目較少,(自然又輕鬆)的種類亦不多,而 

(簡單又清爽)種類以鋁製品為主. 

 

2.國內年輕族群,以新世代為中心,目前以(亞洲民俗風味)的房間佈

置最流行,同樣的風味在掛鐘尚無這類產品. 

 

3.同樣的(木頭加鋁),(木頭加活潑的顏色),(布料),(玻璃), 

(木頭加玻璃),對掛鐘是利基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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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競合 国内専門店取扱掛時計ポジションマップ テイスト別

POP&アメリカン

シンプル&クール ナチュラル＆リラックス

アジアン＆エスニック＆アンティーク風

安らぎ
やさしい
和み
癒し
あたたかい

クール
かっこいい
洗練
都会的

かわいい
おもしろい
明るい
楽しい

アレンジ
手作り
素材感
個性
レトロ

バラエティ

シンプル

国内専門店取扱置時計市場においてニッチとされる商品、およびD會社の取り組みは以下のとおり。
アイテム数ではシンプル＆クール系が最も多く、アルミ・スチールの素材に2分される。ナチュラル＆リラックス系では、プライウッド枠・文字盤、化粧板の文字盤

の商品等が多い。

国内若年層を中心に「アジア・エスニックテイスト」の部屋つくりが流行っているが、同テイストの掛時計は殆どない。「木＆アルミ」、「木＆ビビッドカラー」、「ファ
ブリック」、「ガラス＆木」、「遊び心のある木の掛時計」は少なく、ニッチである。

＊WEB上で情報開示していない業者の商品は含まない

＊キャラクター商品は含んでいない

アジアン＆エスニックテイストの掛時計

木＆ビビッドカラーの掛時計

遊び心のある木の掛時計

や
わ
ら
か
い
・
自
然

か
た
い
・無
機
質

アルミ＆木の掛時計

ファブリックの掛時計

ガラス＆木の置時計

企画中

企画中

L72 ガラスウォールクロック
￥5,000

アクタスオリジナルキッズ用ウォールクロック

生産中

12月中旬～

 

             圖4-9.依國內專門店市場分析,尚餘有產品企劃空間圖. 

資料來源 :D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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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D公司的新產品開發企劃方式. 

 

一.領先使用者:領先下單並最優先照顧這群市場先趨者,當產品尚未

正式量產前,D公司即領先同業採購,在市場上提供領先者使用. 

 

二.同理心設計,市場開發者直覺 : 需由對於目前市場及未來市場具

備良好直覺的行銷人員,這也是D公司成功的最大功臣,由於社長本

身擁有數十年行銷經驗,成功的商品大部份由他憑直覺引進. 

 

三.創新市場 : 當科技和客戶均不確定時,詢問和觀察便都無用武之

地,較可行的是利用統計上外插法(EXTRAPOLATION),亦即由目前市場

資訊推測未來可能的市場,或經由嘗試錯誤以及成功來尋找市場資訊 

. 

四.D 公司經常派出大量採購行銷人員,在歐洲、亞洲等重要展覽參觀,

如歐洲德國法蘭克福展,亞洲香港展、廣交會、泰國&馬來西亞展等.

收集最新情報,目錄、樣品、等第一手資訊;經由參與行銷人員依所得

資訊討論未來可能趨勢預測再開內部行銷會議,決定新產品項目,及

經由合適通路去作市場實驗,來創新市場,故每年有超過300項以上

新商品加入銷售行列,有約一半產品僅交易一次,即不再採購 

算是達爾文式實驗. 

 

五.從產品生產立場,設計者的概念企劃,顧客的利益等三方面的立場

來看, 從一開始就要把商品作好.且速度要快. 

 

六.D 公司因其產品內部結構並不複雜,大都以外觀設計創新,設計 

概念取勝故前置時間短的產品省去許多預測等工作直接利用市場 

實驗,因不確定性因素高,初期並不會大量採購,等市場實驗一段時間

過後才大量進貨,而D公司採行方式在如下一節說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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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D 公司市場行銷與三種不同的市場實驗策略. 
 

1.達爾文式的選擇 : D公司經常同時向超過二十家公司要求提供最

新開發機種供其在一段時間內行銷,(約 3-6 個月)若市場反應良好,

則要求作為專門代理,以作為後續下單的重要指標,若反應未如預

期,則終止下單,採優勝劣敗,自然淘汰法則. 

 

2.產品生態 : D公司銷售的產品,銷售經過一季到二季後,會經由市

場訊息回報,或依競爭對手推出新產品而要求原生產廠商作第２代

或第３代修改,以便能回應消費者需求,通常在模具不作重大變更

下作變動,例如而是顏色或網版修改、包裝印刷重新設計,功能的加

強,或因價格因素而取消部份附加功能. 

 

3.替身實驗 : 在日本情報資訊的應用相當普遍, 而同業間雖處於

競爭狀態,而某些資訊會互相流通,當其它公司推出新產品市場反

應不佳時,D公司企劃人員會先去了解資訊正確性然後知會採購人

員,引以為戒,不要購買類似產品,以免造成公司庫存損失. 

 

在實務面執行上並不細分用1或2或3實驗方式,而是綜合在一齊並

進,對新產品同時作達爾文式的選擇,一邊讓產品經由不同的通路作

替身實驗,故同時在選別有競爭力公司,又同時在選擇適銷產品,而銷

售一段時間產品作產品升級修改的生態實驗,若不能成功則往達爾文

式的選擇靠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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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綜合式市場實驗圖. 

 

    A系列產品  B系列產品   C系列產品 

 績效                                   功能 

 

 

 

 

                            

   *    *  *                           **  ** 

中止產品     *  *                   中止產品 

                中止產品 

 

            

           3              1.                2. 

                                                    

     替身實驗          達爾文式           產品生態 

 

圖4-9. 市場實驗圖.     

 資料來源 :五美音譯,Dorothy Leonard-Baton著,知識創新之泉,遠流出版. 

 

首先D公司導入許多家公司產品,A.B.C系列產品,分屬不同公司產品,

而同時在市場上進行測試. 

如:Ａ系列產品,市場反應不如預期,可能全軍覆沒,不再下單. 

B系列產品,其中某項賣得很好,該項便繼續下單. 

C系列產品,其中某項產品,經市場反應需作某些修改後,才更能符

合市場需要,馬上要求其修改後再下單. 

D公司並非選單一公司作市場實驗,而係採並聯進行方式,可在短時間

內找出具有市場人氣的產品,從而大量進貨,進而業績向上攀升,每

年以倍數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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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依產業革命者,新事業創新模式 來檢視D公司. 

 

一.顧客介面. 
1..履行與支援: 透過上百家不同通路與顧客接觸,有網站可直接與

消費者對話,利用物流將大宗物品送到大賣場,透

過”宅急便’將小貨送到零售店面. 
 

2.資訊與洞察力 : 擁有資訊與市調人員及外聘顧問公司 ,提供即時

資訊,依各業務代表市場需求回報及主管多年經驗

判斷市場需求 

  

3.關係動態  : 提供個性化生活型態商品,豐富的生活化色彩, 

質量高,中價位產品. 

 

4.價格結構 : 依商品通路而有不同 ,分一般傳統通路及網路線上 

購買,淡旺季及數量大小均有不同. 

 

二.顧客利益:提供客戶 POS 企劃,除提供系列相關商品外 
整體的展示櫃架的設計,充足的貨源等. 

 

三.策略核心.  

 1.事業使命: 人間創造力驅動,高附加價值&獨創性商品產出, 

專業提供個性化生活用品頂尖的企業.人間至上 

主義的追求個人、公司及社會共榮共存 . 

 

2.產品及市場範圍:由掛鐘、鬧鍾、數字鐘、電波鐘等時鐘類漸擴大

為生活用品,小型家電 ,燈飾、小傢俱等. 

 

 3.差異化基礎:自世界各地收集新奇產品能力,加以設計、修改整合

形成一系列自家產品線的能力,市面上無相似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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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構造  :公司團隊可依特定OEM CASE 組合成平臺團隊,可調用 
公司任何某特定員工,為這個特定專案來擔綱. 

 

五.策略性資源. 

 

1.核心能力  :社長精明幹練, 擁有強有力行銷團隊 ,平均年齡      

較業界低許多,公司決斷力強,配合度高,公司規模中

上,財力穩健,產品項目精且廣 . 

 

2.策略性資產: D 公司自有D LABEL 品牌 ,及日本前三大時鐘 

供應商.在台灣、香港有契約採購代理 . 

 

3.核心流程 : 跨國無時差同步估價、精算交期流程 . 

             依新產品別分析,迅速找出適合生產廠商流程 . 

 

六.公司界線:專作行銷 ,不作生產;專門修改,不從頭到尾開發 
設計新產品.即微笑曲線上行銷、通路、品牌等末端 

三項求取最大利潤空間. 

 

七.價值網路. 

 

1.供應商 : 供應來源分為亞洲、歐洲及日本國內,而臺灣設有採購  

 代理,統籌大陸與臺灣廠商貨源, 以快速的流通速度,大

幅降低存貨成本. 

 

2.合夥人 : 除原班同事人馬外,創投、銀行都想變成合夥人.另外 

物流業亦考慮成為合夥人 . 

 

3.聯盟  : 預計上市後考慮與家電量販店、生活用品連鎖店形成 

策略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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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D 公司事業觀念創新之實踐. 

 

1.不拘泥於單一通路: 時鐘在其它通路比鐘錶專門店流通暢旺 . 

 

2.不局限於單一專業產品 : 除時鐘外有小家電、生活用品、 

小傢俱、電燈流行產品、創新產品 ..等. 

 

3.主動出擊 ,不坐以待斃 : 主動向客戶提案 ,並保證產品品質 . 

 

4.向競爭對手學習       :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為何業績不振. 

 

5.領導市場流行風潮     : 以創新獨特產品帶動流行風氣. 

 

6.適當的集中與選擇:兼顧專業深度與產品的廣度,與本業相關品項 

 

7.社長與業務人員平行   : 帶頭跑,衝業績. 

 

8.公司決斷力強 & 快    : 不需龐長會議 ,可迅速裁決. 

 

9.非本業,發外包 : 倉儲、運送、流通外包給下游運籌中心負責. 

 

10.找代理,降低風險: 在主要生產國,給代理幫助降低風險,控管 

交期及品質檢驗,期達到日本市場要求. 

11.利用外部資源,大者恆大 ? : 己按步就班,上市申請中. 

 

12.優良產品”不必二次發明”:海外若有良好設計產品,立即透過 

代理,吸收成為自家公司產品系列. 

 

13.大膽啟用與目標客人年齡相仿專業經理人:由他們去採購相同 

世代所偏好產品,所採購產品常能一發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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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以新事業模式為例,D 公司與精工舍公司比較表如下. 

以日本精工舍為比較對象,係因其為日本業界第一大公司,為D公司 

主要競爭對手,因近幾年市場並未成長,而D公司的成長因素係因競

爭對手的衰退,故列為主要比較對象. 

 

 

表 4-6 .D公司與 S公司新事業模式比較表.  
                 D公司                   精工舍 公司 

壹.效率   : 高, 鬥志高昂.                 低,裁員耳聞不斷.

貳.獨特性 : 新產品鐘特多,數以百計.  新產品鐘不多皆自行研發

參.搭配   : 可時鐘與多種生活用品搭售      僅鐘錶搭配.  

肆.利潤推進器如下 :  一.排除競爭者. 

(1).先發制人: 拿多家公司總代理.          無;僅賣自家品牌 

(2).壓制點  : 多種通路關係良好.          經由鐘錶專門店. 

(3).鎖住客戶: 除自有品牌,OEM品牌外,     強調品牌忠誠度. 

隨時有多種新產品提供.  

二.策略彈性. 

(1).組合廣度   :有小家電/生活用品/時鐘.  僅鐘錶產品. 

(2).營運敏捷度 :可快速反應顧客的需求.    僅限本業營運範圍.

(3)低損益平衡點:公司短小精幹,固定成本低. 規模大,固定成本高

三.策略經濟. 

(1).規模 :     中小型規模.                大型編制. 

(2).集中 :     掛鐘與鬧鐘.                手錶與時鐘. 

(3).範圍 :     生活用品.                  跟鐘錶有關產品. 

四.報酬遞增. 

(1).網路效應 : 有網站介紹/網路銷售. 該品牌在全世界銷售網路

(2).正面回饋 : 快速客戶回饋系統,          獨立研究在新製品

更快改善產品與品質         市場回饋作改善. 

(3).學習效應 : 透過不相同產品學習累積.     在相同產品領域.

五.綜合績效 :每年正成長,預計明年上市.赤字營運,靠子公司支援
        資料來源 :由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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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以創新管理理論來比較 D公司與精工舍公司. 

 
表 4-7 .D公司與精工舍公司在創新管理模式比較表.  
 比較項目 精工舍 公司 D公司 
1 組織層級 多層級組織. 扁平化組織 
2 管理階層年齡 資深幹部老人居多. 年青,平均 30歲左右. 
3 事業範疇 專作鐘錶本業,不作業

外.子公司在不同業別.
七成作本業,三成作相
關產業產品. 

4 設計團隊及設計資源 該公司設計人員,完全
自行設計開發產品. 

委外設計,公司僅自行
設計包裝、商品企劃.

5. 行銷品牌 僅 S品牌,不作 OEM. 
有副品牌. 

除自身 D品牌外尚有
OEM多種品牌策略. 

6 行銷通路 大都經由鐘錶專門店

通路. 
除專門店外,有各種類
通路齊全. 

7. 行銷業務人員,男女比例 大部份聘用男性居多. 女業務多於男業務員 
8 歷史品牌任務 不計盈虧,堅持作下去. 無歷史包袱. 
9 產品決策&市場反應速度. 慢,追求零缺點才上市. 快,利用市場實驗篩選
10 最低損益平衡點 高, 間接人員比例高. 低, 間接人員少, 
11 經營績效 赤字經營 盈餘每年成長. 
12 時鍾核心機蕊 社內自行研發及生產. 委外 &由市場上選擇
13 市佔率 時鍾部份逐年下降. 每年成長率三成以上.
14 產品品質 品質極高.為市場標竿. 品質中、上都有. 
15 同等級產品,零售價格 偏高,日本大品牌貨. 中低, 各種品牌都有. 
16 市場領導角色 先行者,常有全新創意

新產品開發. 
快速追隨者, 快速推
出擬似功能產品. 

17 對通路商要求 一切照公司合約規定 充分動態,配合市場客
戶所需. 

18 通路商融資要求 禁止. 可依情形商談. 
19 促銷協商 較少舉辦. 主動提案,並配合客戶

  資料來源:由研究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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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D公司商譽&品質維護方式. 

 

壹. D 公司品質遭市場質疑時 ,對應方式 . 

1.收集第一手資訊與不良樣品. 

2.研究不良情形. 

3.區分責任歸屬,為零件廠或組裝廠 . 

4.儘速將良品交換不良品回來. 

5.有不良記錄廠商,實施全檢後出貨方式. 

6.協調所造成各項進口、出口費用,海關報關費用稅金,運費等 

 

 貳.D公司遭遇兢爭對手廉價競爭時,維護商譽對應方式 .               

1.調查其貨品出廠地點:如為既有廠商採取威逼利誘方式以斷貨

為手段,如為他廠產品,找出其弱點,提供給客戶. 

2.搜尋類似產品提供客戶更有兢爭價格,使其在市場上打 

肉搏戰. 

3.提供更新一代產品, 使市場區隔 ,避開割喉戰. 

 

 參. D公司收到新 OEM 訂單時,因應方式 . 

1.找尋所有可能生產廠商,信譽&產能調查. 

2進行一對一工廠實地拜訪討論 . 

3同技術工程師及管理人員就細節部份深入研究. 

4.遴選出最佳廠商. 

5.同業務人員討論出貨時程及方式. 

   6.售前樣品確認 ,售中交期嚴守,品質控管,售後提供產品保固 

  服務. 

7.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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