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參章 顧客價值提供 

「Prahalad 和 Ramaswamy(2004)尋找轉移整個企業典範或是主導邏輯，迫使

我們重新思考價值創造和競爭的本質，明日的企業世界中，價值將是由企業和顧

客互動合作創造的，而不僅僅是兩者間的交換關係，因此有更多資訊和連結且積

極的顧客正在重塑企業顧客關係，我們正從以企業以及產品服務為中心的價值創

造轉變為顧客和經驗為中心。」因此，思考未來的企業如何將他們策略重心從管

理資源和能力轉向顧客經驗，認為顧客經驗是價值提供的主要來源，是本章所要

探討的主題。藉由兩個案 Origin 和 Shiseido 所提出的兩種以顧客價值為導向之

經營模式：「提案經營」與「感性工程」，及其所經歷變革三部曲：策略再思考、

組織轉型、變革管理的洗鍊，所呈現的顧客價值導向的經營模式。 

第一節 提案經營(個案：Origin) 

提案式經營是在與顧客互動的過程中，發覺顧客所遭逢的問題，為顧客提供

全面性的解決方案，著眼於顧客滿意，而非只是商品的利益，是站在顧客的角度

思考，由於世界由顧客情報的蒐集，發覺其潛在需求，因此有先行銷售的概念

(pro-marketing)。所以光是注重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是不夠的，這屬

於事後管理，為最低的層次；而當顧客感受到物超所值的時候，是進入第二個層

次，即顧客滿意(customer satisfaction)，屬於事中管理；最高層次則是使顧

客成功(customer success)，幫顧客是先解決問題，獲得雙贏的局面，屬於事前

管理。提案式經營便屬於使顧客成功的層次，做好顧客服務是應該且必須的事，

售後追蹤為其重點，欲作到顧客滿意，市場調查為主要重點，而想幫助顧客成功，

便需依賴情報及專業判斷(遠見及洞察力)，是需要高度知識結構的認識。 

Origin 名稱的由來是因為公司不斷主動去追尋技術的原點，到達一種極致

的狀態。從成立以來各事業集團不斷有技術或產品上的創新與突破，隨著時代的

演進，公司的產品不僅符合時代的需求，甚至能領導潮流的發展。其沿革主要可

分為四個時期： 

1. 創業期(1938~1949)：創立於西元 1938年，最初名稱為「富士電氣株式會

社」，初期的資本額約為 30 萬日圓，主要產品為電源供應器、電容器、整

流器及半導體製品、合成樹脂塗料等的研究。 

2. 發展期(1950~1969)：西元 1952年更名為「Origin 電氣株式會社」， Origin

因其獨特的技術是業界的標準，且擁有高度的市場佔有率而自豪。Origin

的創新技術研發主要來自三個集團各自持續想出新的途徑來貢獻社會，並

根據她們本身已經累積的技術和專業來執行技術發展，並主動結合其他集

團的技術，擴大其應用的範圍與能力。 



3. 激動期(1970~1989)：Origin 的複合技術力與總合開發力，使其技術已被

廣泛利用在各種用途上，且透過這些領域的努力，Origin 一直以來能和社

會發展同步成長，並發展在日常生活中日益重要的產品。在強勢電源供應

器技術基礎上，不斷拓展業務至相關應用領域，在 80年代公司觀察到資

訊時代的趨勢，一舉進入資訊、電訊領域，為跨足全球通訊產業奠基。 

4. 飛躍期(1990~)：目前員工總數約 863 人，這樣的規模在日本屬於中小企

業。2004年資本額61億325萬日圓，產品分為三大事業部：Electronics(電

子事業部)、Mechatronics(機械電子事業部)、Chemitronics(化學電子事

業部)： 

Electronics(電子事業部)是 Origin 的首腦部門，持續挑戰縮圖技術

(Microcosm)。其包括提供資訊和通訊產業的電力供應(Power supplies)，每個

特徵、結構和需求都設計在產品內；提供工業機械的電力供應單位(Power supply 

unit)，能提供有效的電力資源使用，以保護全球的環境與資源；分離的半導體

設備使世界高階半導體的信賴度提升。 

Mechatronics(機械電子事業部)則是 Origin 的心臟部門，結合電子與機械

技術。如電焊(Electric Welding Machine)發展光學的電焊器使得電焊更為精

準；軸承(Bearing) 諮詢以實現顧客要求並追求高功能與低成本；特殊機械

(Special Machinery)爲高階品牌提供最佳的產品。 

Chemitronics(化學電子事業部)是 Origin 的神經系統部門，協調自然與生

活的技術。基於豐富的工程經驗，應用 Know-how 追求高功能和高附加價值的發

展。如發展高功能的塗漆、從設計階段就讓顧客參與發展、滿足不同的應用如建

築材料等。 

一、策略再思考 

Origin 試圖重新定義未來(define the future)、甚至創造未來(create the 

future)、以致於重塑未來(shape the future)。領導者(社長)谷本一雄表示，

在「發展顧客導向的產品」、「產品的差異化」的公司座右銘下，公司憑藉在 1938

年成立以來的先驅精神為基礎，發展自身的技術已達到時代的需求，不斷擴張事

業版圖。 

Origin 努力成為一個開放(Open)的企業，從世界各地收集資訊和人力資

源；成為一個有原創性(Originality)的企業，持續改進專利技術及專利，以及

深耕自己的研發能力，積極開發具有原創性且對社會有貢獻性的產品；成為一個

自我成就(Self-achievement)的企業，給予員工機會，去克服失敗及達成目標；

成為一家能不斷幫助解決全球環境和能源的企業。 

 



提案式的經營思想(如圖 3-1)：Origin 擁有優越的研發能力，因此足以針對

不同顧客要求，提供客製化的產品。公司內部分別有兩方面的技術，一為工程導

向科技，另一為顧客導向的科技。在前者是發展特殊科技的種子，研究長期發展

與趨勢所需要的科技，這些技術逐漸累積並適時地注入成為公司回應市場需求的

技術與設計能力；後者是依照本身的工程能力，了解顧客的需求，發展滿足顧客

的產品與科技，欲求提升其附加價值，經由多方評估後得到顧客滿意。在整個產

品發展過程中，諮詢和討論不斷地舉行，以實際了解顧客的需求，並在產品設計

開發中也同時給予顧客建議。內部的兩者互動方式為同時不斷累積兩方的科技能

力，「顧客導向科技」結合「工程導向科技」，在一方滿足顧客的同時，另一方可

以主動發現顧客未來的發展與需要，預先爲顧客發展提案式的解決方案。這樣的

產品有別於一般的客製化產品單項接受顧客指定的規格，Origin更進一步提供

專業的知識判斷，讓顧客得到最合適的產品，不僅滿足顧客所要求的功能且同時

提供更多的附加價值。且這樣的溝通也回饋在 Origin 的資訊庫中，成為有價值

的資訊來源，更有力未來的技術與產品研發工作的發展。 

 

圖 3-1 提案式產品發展示意圖 資料來源：Origin 公司網站(www.origin.co.jp) 

二、組織轉型 

Origin 的理念為「透過新市場和新技術的成長來創造新價值」、「開創並實

現時代新格局」等，並秉持著先驅的精神，不斷強調創新技術的研發，探求對新

的獨創之研究，並從事基礎研究來發展經得起時代考驗的技術，強調原創性，可

見致力於技術與產品的創新事領導者的核心理念。Origin 的創新科技有助於重

新定義未來，甚至能夠創造與重塑未來，以及獨特的開發能力，結合顧客的需求

並追求成長與卓越，積極制定市場的標準，扮演先驅精神的角色。在新世紀的交

替下，公司採取大膽勇敢的方式去重整組織，確認和增強核心事業，並將營運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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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已得到國際化的動力。 

Origin 努力提供符合顧客需求的產品與服務，並同時改良固有的技術、加

速開發能成為世界標準的新產品、進一步降低成本、預先計畫新事業版圖的擴

張。因此加強工程發展能力為 Origin 的首要目標。而所謂的新市場，在經營者

的理念中，視為新技術和新需求碰撞所產生的火花，就是公司未來的新興事業，

因此，公司利用領先的技術與先驅的優秀人員，走出實驗室和研究室，主動和顧

客溝通，了解市場的趨勢，以專業的能力提高附加價值的產品給市場。擁有創新

能力引導產品開發，進而市場開發，以獲得高獲利，並貼近顧客。為能夠提供整

合式提案的方式，Origin 善用自己的資源，連結三大部門方式，提供綜合性的

解決方案。(如圖 3-2) 

     

圖 3-2 Origin 三大部門的整合與連結(資料來源：Origin 網站) 

三、變革管理 

公司對技術研發不遺餘力，無論是透過直接取得技術授權或是跟企業週邊學

校合作進行研發，都在設法進行技術創新。公司不斷從舊的產品中設法為其開創

新的市場，以新舊交替的概念重新掀起一波產品的新週期；並隨著與顧客溝通的

成長與提案型產品開發，不斷地從中發現原創產品的開發機會，以帶動新的創新

能量；公司也不斷在各領域發展應用自己的技術、發展新市場機會，發展能在日

常生活中日漸重要的產品，這些都是其長遠洞見的眼光以及預應性的表現。同

時，長期性的研究、基盤開發源源不絕地注入設計與技術的能量，針對技術和社

會趨勢動態，進行獨特技術的發展，充分展現其創新的精神。 

Origin 認為新興產品是公司新事業的契機，努力開發，並以技術領先為目

標，面對既有的產品線，不認為是成熟低利潤的產品，反而是為這些產品開創新

市場，例如發展塗料市場(Coating Business)，塗料事業是一個基礎產品，利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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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高，但公司經由開發水性塗料，應用在手機領域，反而獲得市場良好的反應，

進而提高獲利空間。在生產方面，Origin 以前推行 TQM，現在使用 ISO 標準，注

重環保議題，並以代工的方式將容易且利潤低的工作或是困難且高風險的工作外

包出去。 

雖然 Origin 在日本屬於中小企業，但其研發能力不輸大型企業，這和公司

的人力資源有很大的關係：目前有四個博士學位人員、人才來源廣泛，公司會主

動蒐集展覽會、研討會或是論文期刊發表中的出色人才、以及從人力派遣公司審

查優秀人才，這些都有利於公司的研發工作。Origin 認為員工視公司的重要資

產，公司進行的各種活動都需要優秀員工的參與與支持，為有員工認同公司，公

司才有能力面對外界挑戰以及推動改革的動力。面臨經濟的不景氣，公司並未進

行大規模的裁員，而是因應組織的調整，對於行政工作採取外包或是雇用契約人

員，而新招募的正式員工主要以研發部門為主。考核制度對基層人員仍採用年功

制，依照員工年資來計算薪資；對於高階人員則採用成果制，將績效列入考核標

準，使其更主動積極爭取績效表現；對於中階主管的考核則使用能力制，以能力

做為選拔中階主管的標準，而不再是以年資來決定，這樣的做法可以使組織更具

有彈性與動力，能有效率地因應環境衝擊而作出回應。(如圖 3-3 左) 

過去，Origin 只重視銷售額，而不重視利潤的狀況，使公司的利潤成長不

高，因此公司企圖改變業務方向，重視利潤勝於銷售額，期望這樣的觀點轉變，

使公司力量集中在高附加價值的活動上。(如圖 3-3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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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晉升管道的標準以及銷售利潤的概念(資料來源：Origin) 



第二節 感性工程(個案：Shiseido) 

資生堂這個名字起源於易經周易篇的幾句話：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

天。簡單來說，具有萬物皆生於自然的東方哲學思想。有人詮釋為「讚美大地的

美德，她哺育了新的生命，創造了新的價值。」 

資生堂目前已經是全日本最大、世界第四之化粧品公司，成立於西元 1872

年，算是一家百年老店。創辦人為福原有信，藥學背景出身的他，曾任日本海軍

首席藥劑師。當時有鑑於許多民眾多無知地胡亂服用草藥來當作治病良方，率先

引進西方製藥理念，希望能夠帶給日本民眾更正確的健康觀念，以增進人民福

祉。而另外一個相關的創舉，則是在 1888年時，資生堂上市了日本第一支牙膏，

在這之前，日本民眾清潔牙齒以潔牙粉為主，但福原有信認為這種東西的清潔效

果並不是很好，因此才推出牙膏，強調的便是其中所含有的成份能夠給人更健康

的口腔，在當時也引發轟動，所以即使價格貴上六倍，仍有許多人趨之若鶩。由

此便可以發現，資生堂最初成立時的信念，以“提升人民健康＂為主要訴求。此

外，牙膏瓶上面也印有漢字和英文字的名稱，這似乎預告了資生堂在未來將會是

一個結合著東西方文化的公司。 

目前資生堂的全球員工人數約有 24,500 人，海外則只有 5,500 人，海外市

場員工數較少，可能和其事業版圖仍以日本為主有關，銷售來源佔了七成左右。 

 

 

 

 

 

圖 3-4 資生堂銷售概況圖 資料來源：http://www.shiseido.co.jp/c/story/html 

資生堂全球的工廠共有 20 個，其中有 9 個在日本，其它的則分別分佈在歐

洲如法國有 2個；美洲如美國有 3個；6個在亞洲及大洋洲。由此顯示出其生產

基地偏佈四大洲，而有生產基地的這些國家應也是其銷售的主要重點區域。 

大部份的人會認為資生堂是個化粧品公司主要應該在於其主要銷售來源仍

以化粧品為主（包括保養品及化粧品），佔了近八成，但事實上，資生堂還生產

了許多其它種類的產品，例如：Toiletry 部份包括了各種和照顧秀髮相關之產

品，另外還有處方藥及健康食品等，因此資生堂不應該只是個化粧品公司，它不

只是提供美麗，還包括了“健康＂。資生堂的經營方式分為兩種：一種為

counseling-oriented 以及 self-selection-oriented。前者為提供專人服務解



說的販賣方式，例如：專櫃；後者則是提供顧客一個自由選擇、沒有旁人的訊息

干擾的空間，例如：開架式之藥粧店。 

1. 綜效：資生堂首個美容科技實驗室，誕生於銀座資生堂大樓，在 1939 年

正式在橫濱市成立研究所，集合各部門的科研人員，就基礎分析、安全分

析、創意產品、皮膚研究等七個主要範疇，進行深入的研究。此次參訪的

研發中心，佔地廣闊，並且仍舊繼續擴廠，欲將所有研發資源統合於此，

以集結各個不同領域發揮綜效。且除了本土的研究中心以外，歐洲、美洲、

亞洲分別成立科研基地，統籌當地的化妝品研究工作，並且根據當地不同

的生活型態與習俗來進行研發。透過四通八的資訊科技網路，與資生堂總

部保持緊密聯繫，遵守一致的醫學守則，並獲得相同技術的支援，以期發

展為全球性的科技管理系統。由於大環境的惡化，消費者對富含天然成分

的自然派化妝品的喜好增加，故 2002 在中國大陸成立中國研發中心進行

草藥的開發研究。 

2. 健康：資生堂對美麗與健康的全面追求，非一般的化妝品公司所能比擬。

資生堂於橫濱成立生命科學研究實驗室所研究的項目不僅限於肌膚，還包

括人體的腦部和神經系統，充分反映對探究人體奧秘的熱忱；且於 1989

年資生堂連同哈佛大學在麻省綜合醫院成立『麻省綜合醫院暨哈佛皮膚生

物研究中心』，揉合工業與學術的綜合研究中心，針對探求人體健康科學，

並推廣跨學科的基礎研究，如：皮膚老化機制等。包括資生堂的科研人才、

哈佛醫學院核心研究人員，以及生物學、細胞學、免疫學與微粒生物學的

世界權威人才攜手合作，進行高科技的研發。其研究成果可供資生堂優先

使用，故資生堂已不再限定自己為化妝品公司，而早已有野心跨足到科技

創新的領域，並成為保護健康的守護者。 

3. 美麗：資生堂於 1953 年成立美容科學院，從生理、心理以及哲學層面，

多方探討美容學的真諦，在這所研究院裡推廣人類科學、美容科學，以及

時裝潮流和知識等範疇，為現代美容技巧進行前線的研究，並提供髮型及

化妝的顧問服務，探討美容風格的趨勢與轉變，可說是美麗與美麗生活的

創造者與傳遞者。 

4. 關懷：以醫藥起家的資生堂在跨足化妝品業之後，又於 1987年重回藥業，

以應付市場對健康產品與日俱增的需求，同時實踐資生堂『為人類健康生

活作貢獻』的企業哲學。為照顧有異位性過敏症人士的需要，資生堂連同

東京大學農業學院和橫濱市立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究低過敏性幼米，此種

健康食品現在日本國內有 300 間醫療機構選用這產品。這不僅僅肯定資生

堂科技創新的成果，也表現了其對人類健康生活的關懷與重視。 

5. 應用：資生堂將化妝品科技的卓越成就，延伸至精密化學的領域：取名為

『原真色彩』的創新技術，隨著光線折射角度的更改，產生變化無窮的絢



麗色彩，這種結合尖端科技和創新意念的結晶，現在已被廣泛應用到不同

的行業中：人造皮革、建築材料以及汽車噴漆等等。 

資生堂的研究四大主題為：美白、防紫外線、抗老化以及生髮。美白方面以

skin whitening 為主以降低黑色素的形成；防紫外線方面主要是研發抵抗紫外

線的元素避免皮膚病變，其研發的產品為 Anessa，為目前已有上市的產品；抗

老化方面則是利用皺紋緊實精華如：Retinol 與 Revital，使得回復青春的夢想

成真；生髮方面的產品為『藥用不老林』。 

資生堂的兩大研究範疇可以分為：基盤研究以及製品開發研究，前者為中長

期的基礎研究，其中安全性的研究為追求穩定性以及符合世界的統一標準，且由

於漸趨惡劣的環境使得其對敏感性的皮膚健康特別重視。在關於皮膚科學的研究

方面結合了皮膚的生理、藥裡與機能的研究，而 Nice 理論是內面活性皮膚生理

學：透過神經系統、免疫系統、內分泌系統與體內平衡，以協調身體(body)、心

靈(brain, feeling) 、肌膚(skin)三方面；並開發香氛的效果--qiora 透過天

然的成分緩和現代人緊張與心理壓力。 

資生堂從早期的藥房踏入化粧品事業，儼然已經成為一個從重視人類健康至

身心靈整體健康美麗的公司，最重要的希望就是達到全世界的人都能認定資生堂

對於健康與美麗的創造者和傳播者的角色。而這樣的定位則是結合了資生堂對於

藝術、美學、香氛等對人類身心靈影響極大的層面的重視之外，再加上核心技術

能力的附加價值發展才能夠達到的。資生堂對美麗和健康的全面追求，並非一般

化妝品公司所能比擬的：資生堂於橫濱成立的生命科學研究實驗室之研究項目並

不侷限於皮膚，還包括人體的腦部和神經系統，充分反映集團對探究人體奧秘的

熱誠。現時，實驗是以粒子及細胞生物學、生化學、藥劑學和免疫學為基礎，專

注研究如何控制及保護人體的機制。 

一、策略再思考 

資生堂的願景是以美統一世界：資生堂雖然目前仍以日本市場為主，但在它

認為，全世界的人都會對於健康、美麗有需求，因此它希望能夠找出全人類對於

這方面的需求，以提供適當的產品及服務來滿足，讓各地顧客只要想到健康與美

麗，就會只想到資生堂這個美的代言人。資生堂欲成為一個只求好、不求大的公

司：資生堂目前的品牌有 100 多種，但事實上不見得每一個品牌皆有競爭優勢，

因此在未來，它們希望能夠專心致力於優秀品牌的經營，將表現不好的品牌結

束，不再以大和多為考量，而是要少但是很精良。 

資生堂的使命為：希望透過它們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為生活及文化創造美

麗，也就是希望透過它們能夠讓所有人得到健康、美麗與幸福，而擁有快樂的生

活。1921年資生堂提出了一直沿用至今的五項管理原則，也是其經營理念： 

1. 品質第一：要求產品品質一定要達到最好。 



2. 共存共榮：期待和不同公司合作，一同分享成果。 

3. 以客為尊：顧客導向，重視顧客真正的需求。 
4. 基礎穩健：強調其科學核心能力基礎。 

5. 忠誠不變：資生堂以忠誠為經營之本，畢竟像是化粧品或健康產品這一

類的產品是和個人的身心靈息息相關的，因此一定要在顧客心目中建立

誠信的形象，以免讓顧客認為使用本公司的產品有造成生命危險之虞。 

1997年時，資生堂提出了 Shiseido Way，也就是它們的企業行動宣言： 

1. With our customers：提供滿足顧客身心靈愉悅的服務。 

2. With our business partners：建立共存共榮的合作關係。 

3. With our shareholders：維持獲利以獲得股東信任。 

4. With our employees：提供員工自我成長的工作環境。 
5. With our society：維護環境安全與自然，並美化社會的生活空間。 

從以上的說明可以了解資生堂是如何透過“軟性＂的方式傳達藝術、美學的

“美的文化＂。資生堂研發中心的感性工程(KANSEI)是針對消費者滿意的角度來

設置的，從消費者的敏感度(sensitive)、情緒(emotion)、偏好的設計

(preference based design)以及情感設計(affective design)的觀點來發覺消

費者對產品的需要與評價，藉由描述對產品特徵的認知、使用後的結果與感覺，

來找出產品的感性部分，並結合實體的品質，以滿足消費者所需要的品質：物理

品質乘上感性品質等於顧客品質(Physical quality X KANSEI quality = 

Customer quality)，資生堂的研究員是接近藝術家的科學家來進行研發的工

作，強調專業知識與對美的感知的結合。 

資生堂研發中心利用 VACAS(value creation assist system)來找出顧客真

正需求的價值，其有三個假設與三個研究方法來進行驗證： 

『H1：除了實體的品質以外，感性(KANSEI)的品質也是應該被探討的。』掌

握消費者真正的感性需求才是重要的部分。故透過『定義的方法』找出現有的基

本粉底功能與理想粉底功能兩個構面，繪製出現有粉底已被滿足以及未被滿足的

價值，例如：易攜帶及價格都是消費者滿意的部分，而不脫妝的需求是目前化妝

品尚未被滿足的價值，故此部分是應該被重視的(如圖 3-5)。 

『H2：不僅從固定的量化調查方式來獲得有效的消費者知識，也須從質化的

調查來掌握消費者需求。』讓消費者說自己的語言，而不是用設計好的問卷讓他

們勾選選項。此可透過『內容完成法』以團體面談的方式作市場調查，先問其對

所使用的粉底特徵的描述(characteristics)，及使用後的成效結果(results)

並描述本身的感覺(feelings)。此問卷形式如下：Because my foundation 

______(characteristics) ，_______(results)，And  I _______(feelings) 

 



另外，透過『消費者滿意法』以消費者價值高低和產品的評價高低兩構面，

分類出四塊區域，主要是強調消費者價值高而且產品評價也高的區域，努力發展

此區域的產品品質來滿足消費者需求。(如圖 3-6) 

 

圖 3-5 Method1 ---定義法 Definition method(資料來源：資生堂) 

圖 3-6 Method 2---消費者滿意法 CS method(資料來源：資生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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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深刻印象是關鍵。“我想要去購買這個產品＂才是一個令人印象深刻

的產品。』一個令人印象深刻的產品不僅僅具有原創性，令人有驚艷的感覺會發

出“wow!＂的讚嘆，也具有和潛在的需求一致的特質，令人發覺這就是我想要的

產品，而發出“indeed!＂的肯定。結合這兩個要素就能構成令人印象深刻且想

要去購買的產品。 

Impressive→I want to buy it!=「Originality」*「Potential needs conformity」 

發掘與發展令人印象深刻的產品，就是將「原創性」與「潛在需求一致性」

的結合，把資源投注在客戶最在意的價值上。 

二、組織轉型 

資生堂歷經了改革三大階段，在 1992年前為日本高度成長階段，但 92年之

後一直到現在，日本消費性緊縮，對於化妝品產業來說，銷售量有下滑的趨勢，

從以往消費者認為保養、化妝品為必需品，現在反而成為了奢侈品。資生堂面對

這樣的改變，其經營活動有三大改革的階段：(如圖 3-7) 

1. 銷售階段 (sales)：先研發出產品再進行銷售，以下圖左邊三角形為例，決

策的重要性由上而下：由高階主管決定意見再層層下授，最後銷售給顧客。 

2. 行銷階段 (marketing)：由於化妝品產業競爭者眾，消費者選擇性多，為突
顯其產品的差異性，須透過行銷的手法來讓顧客了解產品的獨特性。 

3. 顧客忠誠度階段（values）：為了因應消費者越來越挑剔以及經濟景氣影響銷

售量下降的大環境因素，其經營模式從左圖的三角形轉變為右圖，強調由顧

客來決定，以顧客為第一的決策模式，且越接近顧客的銷售人員也越知道顧

客的需求，而形成一個倒置的三角形。 

 

 

 

 

 

圖 3-7 資生堂決策模式的轉變(資料來源：資生堂) 

資生堂的改革策略，其口號從「裝飾人類的科學」改為「I do. Shiseido」：

前一個口號是 90＇ｓ年代提出來的，但在 2003年時，資生堂改了一個全新的口

號，新口號反映了資生堂要完成它們結構重組的決心以及重新改革員工們的態度

（要以顧客的需求為依歸）。新口號的 I DO 應該就是強調“完成＂的決心。資生

堂的策略目的為：有決心努力完成整個結構上的重整(Finalizing Structural 

Reform)。因此，對應以上的三階段的改革階段，資生堂的三階段之經營策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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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運用 POS 系統來了解顧客的購買情況，累積顧客資料；加強業務經理和連

鎖店之合作關係，彼此容易溝通的管道。 

2. 重視實際利潤而非只是收入增加；全面降低管理上的成本。 

3. 有效的行銷系統，包括：創新的通路、顧客資料的運用等；亞洲市場擴展

亞洲市場的擴大（以大陸為主）：從在當地設立銷售中心、美麗服務中心、

OEM 到研發中心，階段性的發展來擴展亞洲市場。 

三、變革管理 

資生堂對組織的創造力激盪與統合—創造式統合(Creative Integration)

可以用三方面來描述： 

1. 「機能」與「感性」的統合：利用 KANSEI 技術把客戶的感性需求紀錄下

來，轉化成對產品功能性與品質要求的描述。另外，資生堂調香師與調色

師具有 20年以上在資生堂工作的經驗，結合專業的知識以及本身對美的

感知，運用在香味與顏色的挑選評鑑上。 

2. 「國內」與「海外」創造力的統合：資生堂除了在本土以外，在法國、美

國各有科研中心以及麻省綜合醫院暨哈佛皮膚科學研究所、中國 herbal

化妝品研究中心⋯等等，世界各地的科研中心透過四通八達的資訊科技網

路與資生堂總部互相技術支援、知識共享，共同創造顧客價值。 

3. 「個人智慧」融入「組織活力」的統合：研發中心內有兩種類型的研究室：

一種為研究室，每人各自的工作隔間內沒有電話的干擾，專心於創意的研

發；另一種為討論室：在每一層樓都有開放的討論空間，每人都配有 PHS

手機隨時可以互相交流資訊，並設有情報資料館將知識公有化與機構化，

重視將個人智慧與組織整體的知識共享。 

資生堂在激勵員工的方式上實行了兩個制度： 

1. 內部自由人員：讓員工有機會選擇想要的工作類型及地點，配合他們的期望

與需要 

2. 專利誘因系統：以績效獎金的方式鼓勵員工創新，不論是在專利科技上或是

商業模式上，創新之後如果真的可以有效運用的話，可申請為自己的專利 

並且未來更加善待女性員工，希望能夠讓女性員工在良好的工作環境之下，

更致力於美的文化之傳播工作。 

資生堂因應大環境的改變，以及趨勢所趨，所進行的改革策略還包括有： 

1. 因應大環境的改變：由於對自然健康的重視，日本消費者對富含天然成分

的自然派化妝品的喜好增加，因此資生堂也在中國大陸設置了草藥研究

所，致力於自然化粧品之開發。例如，開發香氛和咖啡因的綜合成分可以

降低身體油脂的研究。並且根據各地不同的生活型態和習俗特色來進行研



發。 

2. 女性經濟獨立高漲：對高附加價值產品（結合功能與感性）的重視提高，

因為女性現在買產品也不再只是注重功能性，往往會先吸引她們注意的是

感性訴求的部份，也就是之後會提到的原創(Originality—wow!)，之後

才會思考和自己的需求有無符合，也就是潛在需求一致性(Potential 

Needs Conformity—indeed!)。兩者都滿足才可能購買。 

3. 男性美的覺醒提升：保養品化妝品需求開發，未來男性市場將是另一個開

發的重點，因為現在的男性也愈來愈注重外在形象和內在美的提昇。 

4. 眾多品牌管理紛雜：從 100 多個品牌縮減為 35 個品牌，希望著重在具有

競爭優勢的品牌之上，關閉表現不好的品牌。 

5. 分為東京櫃與國際櫃：由於民族性的差異：東方比較注重保養，而西方比

較注重彩妝，故資生堂分為兩櫃的行銷方式，區別兩櫃產品的差異性，主

打不同市場區隔。兩櫃的產品各有特色：如東京櫃注重美白保養，一系列

的 UV whitening，主打東方女性市場；國際櫃多強調在彩妝的多樣選擇

性，也有防曬的產品如：Anessa。兩櫃的產品可以互補其功能，由於產品

線不同使得同為基礎保養的產品卻有不同的訴求與功能。這樣的行銷方式

是因應全球化的觀點，身為東方的化妝品公司，如何打進西方的市場，是

需要在產品上作出區隔與特定市場的訴求，以吸引各個不同的民族文化的

女性對美的追求。 

不斷完善的資生堂企業文化：其充分利用了人、物、與經營資源，也同時利

用企業文化融入「共同創造美的方法」的行動中廣為宣傳。具體做法是：再提高

原有品牌的價值的同時，確立更多有價值的品牌。軟硬兼施的管理重點，以軟體

的方式提供美的文化，透過人與人的交流，使產品深入人心。 

資生堂致力於國際化品牌形象發展之下，利用其品牌歷史優勢，加上結合其

醫藥基礎能力、生命科學的研究發展、強調功能之外的感性訴求等，提供滿足不

同區隔消費者之需求的產品。此外，也利用個性化行銷能力穩住顧客。由以上方

式吸引及維繫顧客，使顧客想到健康美麗就會想到資生堂，由此來對抗其它品牌

之競爭。並由發展高附加價值產品來維持產品價格之平穩性。而資生堂也會因為

未來廣大的商機來致力於新的研發技術，因此任何新技術只要是對提高顧客附加

價值有的都會率先進行研究。如以核心技術發展的新事業，由與皮膚有關的醫藥

用品、醫學檢驗設備、工業用塗料等等多方應用，且著重環境保護，減少工業廢

料並透過零售店予以回收。甚至為照顧有異位性過敏症的需要，連同東京大學農

業學院和橫濱市立大學醫學院，合作研究低過敏性幼米。 

資生堂以雙重方式（科技與感性）加強創造和傳播美麗與健康的文化。面對

人們對自然與健康的重視，將重心從滿足顧客美的需求擴展到健康的全面性照



顧，以花樁會制度的精神，利用個性化的行銷來滿足多變與多樣的顧客需求。也

將自我定位從化妝品公司(著重製造研發)轉型成『美的服務者』(著重服務行

銷)，透過開發高附加價值的產品與服務，結合健康與美的產業(服務業)，如

SPA、餐飲⋯等多角化應用，讓資生堂不只是美的代言人，更是孕育生命、滋養

生活的天堂。 

第三節 小結 

從兩個個案當中，可以看到「顧客價值提供」是企業能夠結合自身的核心能

力，專注於研發的創新與發展，並且結合顧客真正的需求、潛在的需求，而開發

出讓顧客驚艷的產品，不僅讓顧客滿意，而是其原創性讓顧客得到意想不到的價

值。因此，建立和顧客溝通的管道是最基本的要求，而能夠洞悉顧客的未來需求

則是靠研發團隊的經驗與知識的累積、專業能力的突破，同時能夠將研發端和顧

客端整合為一，並且讓整個組織都能夠以顧客為導向，將組織轉型為一個倒置的

三角形，讓顧客決定所想要的產品，以需求拉引取代推力，引動整個企業的創新

來源。 

以下我們就兩的個案的策略轉型過程來進行窺探，企業應該要如何進行「顧

客價值提供」的企業轉型： 

表 3-1 顧客價值創造之企業轉型個案 

 策略再思考 組織轉型 變革管理 

Origin 提案式經營 

將研發端與顧客端的

科技結合，共同開發

產品 

創新技術 

整合三大核心能力，

創新技術成長以創新

價值 

研發人才的培育 

員工是公司最重要的

資產，廣徵優秀人

才，尤著重研發 

Shiseido 感性工程 

以感性品質結合產品

的物理品質，形成顧

客品質 

決策模式的轉變 

從銷售、行銷到顧客

忠誠度的轉變，以 I 

do 的決心進行改革 

創造式統合 

機能與感性統合、國

內外統合、個人智慧

與組織活力的統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