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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公司探討   

    本章第一節將先說明個案公司篩選標準，找出具代表性的兩家轉型成功個

案：安利(Amway)、雅芳(Avon)公司。第二節針對前述兩家個案公司(安利及

雅芳)進行描述，包括企業背景、中國公司大事紀、轉型的歷程和具體的經營

模式。第三節再針對個案公司在轉型過程中總體面如政府的心態、社會大眾

的觀感，以及個體面如店舖建置、營銷團隊、顧客關係上的變化作一綜合分

析。最後一節本研究將歸納出說明個案公司階段性轉型成功的六大關鍵因素。 

 

第一節    個案公司篩選標準與企業訪談 

    以下為本研究所設定之個案公司篩選標準，以利從諸多活躍中國市場的跨

國直銷公司中找出具代表性的轉型成功個案： 

NO.1  在 1990-1995年間已在中國投資設廠生產，並順利開展業務; 

NO.2  於 1996年 4月順利取得國家工商局頒發「准許多層次傳銷經營意見

書」者; 

NO.3  必須是 1998年中國國務院批准之十家直銷轉型公司之一; 

NO.4  不因無店舖經營模式被中國政府強制轉型而撤資，堅持耕耘中國市

場者; 

NO.5  目前營收創 1998年傳銷禁令前高峰者; 

NO.6  必須於進入中國前，已在母國及其他海外市場開展直銷業務達 10年

以上，海外市場數目在 10個以上，全球營收在 10億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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篩選過程共分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 

從中國市場中約 600家以上的直銷公司，搜尋符合標準 NO.1的公司約 160家• 

第二階段 

由上述 160家公司中，選出符合標準 NO.2的 41家公司• 

第三階段 

由上述 41家公司中，選出符合標準 NO.3的 10家公司• 

第四階段 

最後本研究根據標準 NO.4、5、6的條件嚴選出最後 2家個案公司，表列如下： 

 

表 4-1  個案公司篩選結果 

通過第三階段的 10家公司 第四階段篩選結果 不符合原因 

１安利(中國)日用品有限公司 符合 無 

２雅芳(中國)有限公司 符合 無 

３杭州玫琳凱有限公司 淘汰            NO.6 

４天津尚赫保健用品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５特百惠(中國)有限公司 淘汰 NO.4，NO.5，NO.6 

６中山完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７上海富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８蘇州百美化妝品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９日暉企業發展(上海)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１０上海娜麗絲化妝品有限公司 淘汰 NO.5，NO.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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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數百家公司 
選自 1990〜1995開業者 

第二階段：41家公司 
選自 1996中國國家工商局領發核

可的直傳銷公司 

第三階段：10家公司 
選自 1998中國國務院特批轉型經

營的直銷規範企業 

第四階段：2家公司 
安利(Amway)公司 

雅芳(Avon)公司 

圖 4-1  個案公司篩選標準與過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透過與個案公司領導人面對面訪談的方式(詳見附錄六)深入了解安利、雅

芳轉型為有店舖經銷模式的詳細內容，同時蒐集安利、雅芳在中國市場轉型

經營的初級資料，進一步佐證研究者自身經驗的客觀程度、研究者所引用相

關理論與文獻的適當性、所蒐集次級資料的可信度，並以過程中所獲得之意

見與資料作為本研究論述修正的參考依據，內容包括促動經營模式轉型的主

要因素、轉型的決策邏輯、危機到轉機的策略行動、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主要

困難，及轉型的成功關鍵因素•訪談採半正式形式，依據先前研究者的研究

動機、問題與目的，擬定訪談題綱，以作為訪談方向之用(詳見附錄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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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全球安利、全球雅芳基本資料對照表 

公司名稱 
 

  

創立時間 

1959 註(Alticor為 Amway Corp.、

Access Business Group 、Quixtar 

Inc.之母公司)  

至今 46年 

1886 原名 The California 

Perfume Company(加州香水) 

1939更名 Avon Product Inc. 

至今 118年 

總部 美國密西根州亞達城(Ada) 美國紐約 

2002/03全球營收 49億美元 68億美元 

經營層 家族經營 專業經理人 

CEO Doug DeVos 鍾彬嫻(Andrea Jung) 

上市地點 -- NYSE：AVP 

股價 2004/05 -- $46.14(6/30/2004) 

全球員工數 11000人 43000人 

直銷業務人數 360萬人 450萬人 

海外分公司數 80個國家地區 143 

重要營運指標 

u Forbes「2003 全美 500 大私人

企業」第 25 

u 美國雜誌《家族企業》「全球
200大家族企業」第 104 

u Business Week 「全球 100 大

最有價值品牌」第 57 

u Business Week「全球最佳企業
公民」第 10 

u CEO鍾彬嫻位居 Fortune「2003

年最新美國企業界 50位最具影

響力女性」第 3 

品牌 

Nutrilite      LOC 

Artistry       SATINIQUE 

eSpring        Glister 

Magna Bloc     Body Series 

SA8            Queen 

Avon Color 

Anew 

Skin-So-Soft 

Avon Solutions 

Advance Techniques Hair Care 

Avon Naturals 

Avon Wellness 

Up2U 

資料來源：安利、雅芳 2003年報、個案公司全球網站、企業訪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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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中國安利以及中國雅芳基本資料對照表 

公司名稱 

  
投資企業 美商 美商 

初期投資金額 8000萬美元 2795萬美元 

投資總額 2.2億美元 1億美元 

投資型態 合資轉獨資 合資轉獨資 

進入中國 1992年進入中國 

1995正式對外開業 

1990進入中國並展開業務 

中國總部 廣州 廣州 

1998 傳銷禁令頒布

前行銷模式 

可跨國推薦的多層次傳銷方式 不可跨國推薦的單層次直銷方式 

2003年銷售總額 100億人民幣 24億人民幣 

店舖型態 直營店(專賣店、展示中心、百貨超

市、專櫃)150家 

直營店、加盟店並存 

加盟專賣店 5500家以上 

商場、百貨專櫃近 2000家 

超市開架式專櫃 100個以上 

轉型前經營模式 無店舖人員多層次傳銷(ML) 無店舖人員單層次傳銷(SL) 

轉型後經營模式 有店舖，僱用推銷人員 有店舖，不僱用推銷人員為主 

中國公司員工數 3300人、營銷人員 130,000人 2098人 

行銷方式 兩條腿走路 

1.店舖(超市開架式專櫃) 

2.推銷人員 

 

四條腿跑步 

1.加盟專賣店 

2.商場、百貨公司專櫃 

3.自設概念店 

4.自營旗艦店 

成就 u 1998年 7月 22日成為第一家國務

院批准轉型經營之跨國直銷公

司，改採「店舖僱傭+推銷人員」

方式，重新拓展中國市場 

u 安利中國廣州廠是全球安麗海外
最大型工廠，年產值達 20億美元 

u 2003 年「中國日用化學品行業
20 強」第 2 

u 2003 年 6 月，在《財富中文版》

名列「最受讚賞的外商投資企

業」綜合評價最佳公司第 27 

u 2003年外商投資企業銷售額第 41

強 

u 1998年 6月 15日成為首家獲國務

院批准採用批發、零售方式的轉

型企業 

u 全球針對新世紀少女的 Up2U品牌

從中國出發，行銷雅芳大中華區

及台灣市場 

資料來源：個案公司中國網站、企業訪談、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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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安利(中國)公司轉型的歷程與具體經營模式   

一、企業背景 

    1959 年 Amway 創建於美國密西根州亞達城(Ada)，至今業務遍佈 80 個國

家及地區，生產 450種以上產品，全球銷售總額達 49億美元。1992年 Amway

進入中國廣州，成立安利中國公司，建立海外第一個生產基地，1995 年正式

展開中國本土市場業務。 

    1998 年遭受中國全面禁止傳銷的影響，中國市場營業額由 1997 年 15 億

人民幣滑落到 1998年 3.2億人民幣，陷入極度低潮！ 1998年 7月順利取得

國務院核發的特許經營執照後，安利打破其在海外四十多年人員直銷的傳

統，探索出一條既符合中國國情又保留安利特色的經營模式：「店舖加僱傭

推銷人員」，重新拓展中國市場。2003年安利中國公司營收突破百億人民幣，

中國已成為 Amway 在全球的第一大市場，也是 Amway 在全球最具成長力的市

場，旗下紐崔萊健康食品則榮居中國保健品的第一品牌，同時安利中國也是

2003《財富中文版》評價最受贊賞外商投資公司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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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安利(中國)大事紀 

1992 9 月集資 1 億美元，與廣州經濟開發區合作成立安利(中國)日用品公司，成為國

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的全國首批兩家直銷公司之一 

1995 u 1月佔地 5.8萬平方米的廣州工廠及 1.5平方米的儲運中心同時啟用 

u 4月正式營運開展中國業務 

1996 於上海設立地區辦事處 

1997 於北京設立地區辦事處 

1998 4 月中國政府全面禁止傳銷，7 月 22 日成為第一家國務院批准轉型經營之跨國直

銷公司，改採「店舖僱傭+推銷人員」方式，重新拓展中國市場；並斥資 1.2億元

將總部遷至 4000平方米的廣州中信廣場 

1999 u 面對巨額虧損，1月仍增資 2100萬美元 

u 4 月 10 日推出「十大振興方案」，經營模式在合乎政府轉型要求下，保留原先

無店舖人員直銷的核心價值，仍透過人來銷售產品、推展業務 

u 引進紐崔萊營養補充食品以及雅姿化妝品，同時調降部份原先居家用品
30-40%，帶動營收快速上升 

2000 u 營收達 24億人民幣，突破轉型前高峰時的 15億人民幣 

u 4月進行門戶清理，主動整頓營業代表隊伍；投入 2000萬美元擴建的第三期廠

房啟用 

2001 u 11月，在廣州投入 1600萬元建立的 Amway海外第一個研發中心正式啟用 

u 8月，第一個百貨商場專櫃(上海浦東第一八百伴新世紀商廈雅姿專櫃)正式設

立 

2002 u 1月又進行一次整頓。一個包括暫停接受新推銷員加入、重新核查推銷員身份、
禁止跨區銷售、限制開會等 9 項內容的「整風」通知，使營銷隊伍由 2001 年

初 13萬銳減至 7萬人，安利的業績不降反升 

u 全力推出以促進銷售為目標的「十大業務發展計畫」，第一條：大規模增設店
舖，拓展服務渠道，讓積極開展銷售工作的營銷人員得到全方位並有力的支持 

u 11 月，投入 2500 萬美元的第五期二廠及紐崔萊健康體驗中心正式開幕，位於

廣州的生產基地目前已成為 Amway海外第一大生產地﹐最高年產值達 100億元

人民幣 

2003 u 2 月，第一百家店舖在上海開業 

u 6月，非典(SARS)危機後，一次性增加 1.2億美元投資額，投資總額達 2.2億

美元，顯示安利對中國市場發展極具信心 

u 營收突破百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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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做法 

    本研究分別從公司層面的「店舖建置」、直銷商層面的「營銷團隊」以

及消費者層面的「顧客關係」三個構面深入探討個案公司轉型經營的實際狀

況： 

(一)店舖建置 

    1998 年 7 月安利公司配合中國國家政策，將全國的分銷中心轉型為超市

型或者櫃臺式的店舖，開始嘗試零經驗的店舖經營，安利公司十分重視其店

鋪建設，不斷加強店鋪管理的軟硬體投入，2002 年底投資總額已超過人民幣

1.5億，經過幾年的努力，安利 2004上半年已在全國各地設立 120家由公司

投資的直營店鋪，平均每家面積為 600平方公尺，最大可達 3000平方公尺，

直接面對顧客銷售安利產品，並且所有商品均明碼標價，務使交易透

明化。 

    安利店鋪大多位於交通便利位置，採用超市設計，為顧客提供方

便舒適的購物環境，遍佈全國的行銷通路體系，於銷售產品、顧客服務、

樹立品牌方面具正面作用，同步開設專賣店後，安利透過店舖累積的銷售

額已達總銷售額三分之二，店舖儼然成為安利最重要的銷售管道！再者店鋪

的設置更標榜著公司透明度，因而提高社會大眾對安利的信任度，同

時安利也投入許多心力定期舉行店鋪營銷人員有關安利企業文化、業務知

識、服務技能等方面的培訓活動，以提升店鋪營銷人員素質和服務水平，讓

顧客得到快速、準確、熱情、周到的服務，形成「優美的購物環境」、「優

良的營銷隊伍」、「優質的服務水平」共構的「三優店鋪」。 

    經過五年多的探索，安利一手抓店舖經營，一手抓營銷人員推銷，不斷

摸索與完善轉型經營模式，造就今日優異的成就，其中不斷增加的店舖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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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擴展的店舖規模、不斷完善的店舖支援體系、不斷改進的店舖服務，使

社會大眾親眼目睹安利適應國情、與時俱近、開拓創新的誠意。 

圖 4-2 安利店舖的外觀圖 

 

 

資料來源: www.amway.com.cn  

 

(二)營銷團隊 

    安利公司採「兩條腿走路」方式，分別指店舖與推銷人員，在開設店鋪

直接服務消費者的同時，也僱傭推銷人員幫助公司推銷產品，為顧客

提供訂貨、送貨及其他服務。目前，安利擁有 13 萬名活躍的營銷人

員協助公司推廣產品，向顧客提供全面、詳盡的商品資訊及親切、周

到的售前售後服務。另外，安利也十分重視發揮特約經銷商(原直銷商轉

任)在設點銷售、服務顧客、協助公司開拓市場、培育穩定消費群體等方面的

作用： 

1. 公司通過完善的配送體系和多樣化的行銷推廣活動，支持和幫助特約

經銷商發展事業； 

http://www.amwa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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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藉由推出一系列全新的培訓獎勵措施幫助表現優秀的特約經銷商

提高產品和業務知識，並對他們再一次的進步給予及時的表彰，激勵

他們穩步成長； 

3. 公司根據特約經銷商進步的程度給予從初級到中級、高級乃至特級的

晉升，並對特約經銷商的每一次晉級都提供相應的培訓，包括中級經

銷商基礎培訓、中級經銷商進階培訓、新晉高級經銷商業務會議以及

特級經銷商業務會議等，培訓過程中，特約經銷商還將有機會到各地

分公司或公司總部的工廠參觀學習。 

    1998 年轉型經營之後，公司雖採取以專賣店為中心雇傭推銷員的方式經

營，卻仍然保持多層次直銷運作的核心價值與持續競爭優勢，本研究認為此

為該公司轉型之後銷售收入連年攀升的一個重要推動力之一。安利的銷售人

員主要由特約經銷商和銷售代表組成，特約經銷商一般都是銷售代表中的優

秀人員經申請後獲准，他們在負責銷售的同時還有權推薦一般社會人士成為

普通銷售代表，安利將部份以公司員工身份進入管理層者的直銷商稱之為營

業主任或營業經理，由全國各地店舖進行屬地管理編制，與部份直銷商合約

到期後便不再續約，以強化營銷團隊陣容，並搭配所有店舖銷售之商品皆明

碼標示的做法，供消費者自行選購，杜絕以往直銷商自行訂價所帶來的問題，

所有店鋪全由安利自己直接投資並統一管理，每年符合公司業績和相關要求

的特約經銷商將可以獲邀參加公司在海外舉辦的研討會，與來自全中國各地

的優秀經銷商一起交流經驗，同時也藉此與公司高層管理人員直接溝通，為

後續銷售工作奠定基礎•為了培養更優質的經銷商，安利自 2001年 4月開始，

不再接受申請加入營銷人員，此舉主要考量到安利樹大招風，經銷商體系龐

大雜亂，所以先關閉經銷商增員這條路，該年年中進行全國 8000多名高級營

銷人員培訓考核，合格後才可以繼續擁有營銷人員資格，全面設立培訓講師

資格制度，同時公司內部設有專門的「營業守則」部門，根據相應的制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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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和管理銷售人員的行為，除了廣設大陸各省市的分銷中心，直銷公司也

依法令採用簽訂勞務合同的方式，聘僱營業人員，幫助公司推廣產品，為顧

客提供送貨及售後服務，而持有適當經營執照的人士，直銷公司也與其簽訂

經銷商合同，以經銷商的身分幫助公司開拓市場(劉明雄，2002)。 

(三)顧客關係 

    安利公司內部表示，店鋪的設立不僅提升公司的形象，增進公司與消費

者的直接聯繫，同時也在支援營銷人員開展銷售工作、服務顧客方面發揮著

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且更進一步拓寬銷售服務渠道，給消費者和營銷人員提

供方便快捷的服務。為尋求與國情及市場發展的緊密配合，安利除了憑

藉店鋪和營銷人員拓展經營外，還積極探索多元化的經營渠道。    

為順應日新月異網路經濟的發展，2000 年安利在廣州、上海和北京三

地開始「複合式電子商務」服務。2001 年安利在上海八佰伴百貨商廈

開設全球第一個雅姿產品專櫃。在市場推廣方面，安利一改單純依靠

口碑相傳的推廣方式，在中國市場進行廣告宣傳，憑藉戶外廣告及電

視、報紙雜誌等多種媒介全方位推廣產品、樹立企業形象，經由調查，

安利公司在消費者心目中的知名度達到 93%，美譽度達到 75%，本研究從同業

競爭力角度分析發現，安利之所以從 1998年轉型後，在諸多風風雨雨業績仍

然快速上升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就是從原有的日用品系列擴充產品線，從

原來只有 40幾種陸續引進生產達 180多種，包括家居清潔用品、個人護理用

品、美容化妝品、營養補充食品等四大類，例如安利所引進之雅姿 Artistry

護膚系列，佔中國市場營業額 20%以上，著名的健康食品紐崔萊 Nutrilite榮

膺全國保健食品行業 100強企業第一名，佔中國市場營業額 50%以上，成為日

後安利業績急速攀升的第一大功臣，商品開發能力是安利營收遙遙領先同業

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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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雅芳 Avon公司轉型歷程和具體經營模式 

一、企業背景 

    雅芳，全球最大的美容化妝品公司之一，擁有 43000名員工，在 58個國

家和地區進行直接投資，並透過 440 萬名銷售代表向全世界 143 個國家和地

區的女性提供種類繁多的產品，2003全球淨營業額達 68億美元。頂著如此光

環的雅芳卻在 1998年的傳銷禁令頒布後，不得不在中國放棄其全球一貫執行

的直銷策略，開始尋找一種適合中國特色的銷售模式，改採透過專賣店與專

櫃的零售渠道進行產品銷售，全力進攻傳統零售業市場。幾年轉型經營下來，

隨著店舖零售網的急速發展，中國市場是雅芳的重鎮，全球雅芳 Chairman & 

CEO鍾彬嫻 (Andrea Jung)曾表示「進入中國是雅芳全球戰略的重要一步，今

後 10年內雅芳最佳的市場拓展方向一定是中國。無論今天還是未來，雅芳中

國公司都是成就雅芳全球大業的重要部分，雅芳將把中國擺在公司業務增長

的中心。預計中國市場將在未來幾年超越日本，成為雅芳在亞洲最大的市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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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芳(中國)大事紀 

1990 1 月 23 日，雅芳投資 2795 萬美元，與廣州化妝品廠（1996 年 12 月

31 日中方股東由美晨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併）合資成立「中美合資·

廣州雅芳有限公司」投資 2795萬美元，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跨

國直銷公司，同時雅芳小姐的美麗形象更是風靡全中國 

1995 再投資 4300萬美元在廣州興建現代化的生產基地，1998年正式投產 

1997 全中國有 91家分公司，營業額達 7億人民幣 

1998 1998年中國傳銷禁令，公司立即將所有直銷業務全部停止，進行重新

調整和規劃，該年度營業額掉到剩 2.8 億，6 月第一家獲得政府核發

的店舖不僱傭推銷人員轉型企業執照，9 月再獲國家對外貿易經濟合

作部的批准，採用「店鋪加僱傭推銷人員」的經營模式銷售產品 

1999 u 5月「廣州雅芳有限公司」更名「雅芳(中國)有限公司」 

u 3月第一個產品專賣店在廣州建立 

2000 u 10月第一個旗艦店在北京東方廣場成立 

u 11月第一個網上的專賣店在「北京 263線上」開張，網上銷售讓雅

芳的銷售通路從傳統渠道繼續延伸到商機無限的網路世界，並為顧

客提供了新的購物渠道選擇 

2002 第一批概念店在北京、上海和廣州三地落成 

2003 在中國的投資已超過 1億美元，分公司遍佈全國 74個大中城市，擁有

5000多個專賣店以及近 2000家專櫃，銷售額(淨值)超過 10億人民幣，

其中 80%來自專賣店、20%來自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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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轉型做法 

    雅芳初進入中國即觀察到一個現象：中國的人口居住密度大，人們易於

並樂於到商店購買產品，卻對人員直銷的方式缺乏信任感，為了讓中國消費

者同樣能夠以最快最方便的方式接觸到雅芳的優質產品，雅芳在中國放棄了

以往在全球市場沿用一百多年的人員直銷模式，改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全

力開拓專賣店等多元化行銷通路，進軍零售批發流通業市場。雅芳於 2002年

報表示:「雅芳正將直銷事業轉型成提供有強烈事業心的女人一個絕佳發展的

機會!」，1998年傳銷禁令頒布後，雅芳順利取得轉企執照，公司的理想是讓

雅芳在中國人盡皆知，讓每條街道皆可見雅芳的店舖，到時自然成行成市。 

(一)店舖建置 

    雅芳公司稱為「四條腿跑步」，四條腿分指專賣店、專櫃、旗艦店以及概

念店四種店舖型態，當時選擇集中力量開店有兩個原因：一是專賣店渠道開

發進展得非常順利，這需要投入很多的資源和精力，如果同時作“店鋪+推銷

員”的形式，整個資源的利用可能會有問題。另外，經營專賣店、專櫃也要

花公司很多資源的，與其兩方面都做不好，不如集中精力發展店鋪。第二個

原因是，雅芳是一家非常遵守國家規定的公司，我們不希望因為急著去做“店

鋪+推銷員”而破壞了我們好不容易建立的名聲。所以，我們在這幾年也並沒

有很積極地發展推銷員。(高壽康,2004)： 

1.專賣店 

    指經雅芳公司授權，代表雅芳公司形象，專門銷售雅芳產品，並

提供專業美容服務的專賣店，在主要縣級城市設置加盟專賣店，由公

司提供軟硬體資源，委任有能力的經銷商來實施區域經營和管理，形

成更細緻的銷售經營網路。加盟者自己租房子裝潢，再統一向雅芳公

司進貨來賣，雅芳在全中國 74個城市設有分公司，分公司一樓即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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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城市的模範店，雅芳依據「6萬非農業人口一個點」的原則將整個

中國市場細分成 5000個區域，區域內 500米範圍內不允許第 2家專

賣店存在，目前總共設立 5500多家專賣店。 

2.專櫃 

    除了公司全面進入全國各大城市的著名商廈、百貨公司、大型超

市和連鎖店，也和原先招募雅芳小姐的零售批發經理合作，在各地零

售商場設置加盟專櫃，目前設立近 2000個專櫃。 

3.旗艦店 

    在開設專賣店的基礎上，為了使消費者更加認識雅芳，同使也讓

各地雅芳專賣店的陳設能得到統一、標準的指導和規範，雅芳設置了

讓消費者能得到高質量諮詢服務和產品售後服務的旗艦店，目前全國

有 70多家。  

4.概念店 

    以全新的方式為顧客提供服務，讓顧客輕鬆地透過網上瀏覽以及

「雅芳彩妝虛擬沙龍」和「肌膚檢測管理」等電腦系統，讓顧客全面

瞭解公司資訊和潮流資訊，而免費的皮膚測試和自主的產品試用則讓

顧客在無拘無束的愜意中感受時尚、展現自我，目前全國設有 8家。  

    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購買習慣，因此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中，

將以籌設百貨專櫃為主；瀋陽、哈爾濱、大連等次級城市則發展專賣店；鄉

下地區則和中國郵政或其他傳統通路合作，以委賣的方式銷售(高壽康，

2004)，總的來講，中國雅芳幾乎變成一個純粹的批發零售商，大賣場、百貨

公司、專櫃占總營業額的 25%左右，專賣店佔 75%左右，雅芳正在編織一張網，

通過這張網，其產品如同血液一樣在銷售渠道裏流淌。在這個以提供服務贏

得市場的時代，誰在未來能夠向消費者提供最快最方便接觸產品的機會，儘

量縮短產品與消費者的距離，減少附加成本，誰就是最後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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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雅芳店舖的外觀圖 

 

 

資料來源: www.avon.com.cn  

 

(二)營銷團隊 

    雅芳在全國只有數百名推銷員，因為推銷員在有營業許可的城市推銷產

品時，只能帶型錄不能帶產品，當消費者決定購買時，將錢交給推銷員後，

推銷員再向公司訂貨，經由此管道所累計的銷售額不到 1%，推銷人員的消失

只是時間問題，公司的政策是幫助她們轉成店鋪形式，不轉則限制其發展，

於是 1998年以後造成大量雅芳直銷人員流失，可見雅芳基本上已經在中國放

棄了人員直銷的經營模式，改採全面開拓店舖批發零售的通路，其中多數店

主是由以前日化用品的批發商、零售商轉行而來• 

    雅芳教導各專賣店店主如何從籌備開業、賣場陳列、培訓櫃員與美容師

對產品知識、銷售技巧，以及顧客檔案管理、促銷活動來增加專賣店的銷售

額，雅芳的產品很多，使用方法、特點也不同，培訓的重點就在於針對不同

的膚質向顧客推薦適合的產品，而透過 DRM(Deal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系統，雅芳幫助經銷商直接了解公司的經營管理理念和運作流程，快速掌握

管理產品的技巧，每月定期的會議讓公司與店主有良好的溝通，銷售業績的

增長証明瞭雅芳公司新經營模式的正確，雅芳逐漸摸索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經

http://www.av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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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模式，那就是以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於是專賣店成為主要通路。「我們

不斷完善專賣店和專櫃的管理方式和規定。以專櫃為例，每年都會把專櫃的

設計變得更時尚，因為要與全世界的名牌競爭，要不斷地改善提高管理、設

計和人員素質，需要公司投入很多的精力。而專賣店的數量非常多，要提高

整體的經營水平，也要用到公司的很多資源，不但要有非常好的電腦系統，

全國還成立了 9 個區域顧客服務中心，使專賣店的訂貨能儘快送到顧客手

上，72 小時內送到中國的任何一家店。在國內能夠這樣做的公司是非常有限

的，我們還將會把 72 小時縮短到 48 小時。還安排很多電話聯絡員處理各地

顧客的問題。除此之外，我們還有 700多個銷售主管，每天不停尋訪 5000家

店，教店主如何經營、怎樣幫顧客化妝等。開設專賣店和專櫃幫全國解決了

很多問題，提供了就業的機會，幫只懂直銷的銷售人員學會批發零售的經營

模式，有很多當時的直銷人員經過努力轉型成功。」(高壽康,2004) 

    對於市場秩序整頓與維護方面，分公司統一執行總公司之區域管理規

範，明確的遊戲規則目的在於嚴禁分公司之間搶銷售額，公司還專門成立一

個部門負責調查私自打折違規操作的專賣店，以保護公司轉型後的成果。2003

年 3月雅芳公司又啟動 GIS(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地理資訊系統，

該系統能提供全國各大城市的經濟地理數據，如人口、人均收入、消費指數

和行業市場態勢等，並動態觀察每一分店的即時經營情況，幫助公司管理層

開發及維護遍佈全國的龐大銷售渠道。雅芳公司未來的發展戰略是：堅持多

渠道、多品牌策略，在五至八年內實現「在中國大陸市場市佔率最大的第一

品牌。」 

(三)顧客關係 

    雅芳最顯著的是她的產品結構，其產品類型已從護膚品、彩妝品、個人

護理品、香水擴充至流行首飾、女性內衣、健康食品和美容沙龍系列產品等

領域。在中國市場平均每季會有 50個新產品與消費者見面。強調「觀念和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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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上的突破、適合中國人的皮膚產品、最合理的價格、獨特的用戶手冊…」，

雅芳將自己定位為「化妝品潮流的領導者」，迎合消費者對新興事物的需求，

並成立顧客俱樂部、顧客會議(美容講座…)，藉此滿足顧客對美容知識的需

求，聯絡顧客與公司的感情，並推廣重點產品，擴大顧客群•雅芳顧客俱樂

部於 2000 年 1 月 1日正式成立，至今已遍佈全國 74個大中城市，會員人數

達 10萬餘人。俱樂部除定期給會員派發精美的新產品試用裝、雅芳的「美麗

導師」《LET'S TALK》小冊子，為會員提供免費的美容諮詢服務外，還會贈

送精美會員生日賀禮，不定期地舉辦各種美容講座、會員沙龍、節日聚會和

抽獎活動等。這種溫馨而周全的售後服務有效地建立起雅芳與廣大女性的溝

通橋樑，為雅芳的服務網路錦上添花。雖然店不是公司自己投資開設的，雅

芳已經能夠證明有能力控制這 5000多家店鋪，就像自己開的店鋪一樣。雅芳

有信心能為廣大的民眾提供更好的服務、產品和更實惠的價錢，照顧到民眾

的利益。 

    POS (Point of Sales) & DRM 是專賣店必備的庫存、顧客和資金管理系

統，是結合條碼掃描、個人電腦、票據印表機和互聯網所構成，這套設備借

助中國雅芳自行開發的經銷商關係管理系統(DRM)，將總公司、廠部、74家分

公司、7000 多個銷售地點和 9 個顧客服務中心連接起來，協助店主實現進、

銷、存、資金、店員和客戶管理電子化和網路化。 

為進一步鞏固拓展市場競爭優勢，雅芳 2002年採用「直達配送」型物流管理，

在網際網路和 DRM 系統平臺的共同作用下，通過銀行和第三方物流公司，把

產品直接準確地送到專賣店，達到對終端銷售網點統一而先進的管理，簡單

來說，就是經銷商足不出戶，就能達成與消費者之間信息流、資金流和物資

流暢通無阻，目前在廣州、北京、重慶、上海、武漢、沈陽、西安、鄭州及

烏魯木齊等九個重要城市設置了「九大區域顧客服務中心」，以保証「直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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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送」物流管理系統能夠通行全國 74個大中小城市，真正實現對經銷商「48

小時送貨上門」的承諾。 

表 4-4  中國安利及中國雅芳具體轉型內容對照表 

公司名稱 

  

店舖建置 
兩條腿走路(店舖加推銷人員) 四條腿跑步(專賣店、專櫃、旗艦店、

概念店) 

開設經驗 無 1997年已在台灣市場試行設置專櫃 

直營店型態 

將全國原先的分銷中心轉型為超市型

態的專賣店 

u 重點城市設置旗艦店，作為各地加
盟專賣店的模範，目前有 70多家 

u 利用「雅芳彩妝虛擬沙龍」和「肌
膚檢測管理」等電腦系統，讓顧客

全面瞭解公司資訊和潮流資訊，目

前全國設有 8家概念店 

加盟店型態 

沒有加盟店 u 在全國主要縣級城市設置加盟專賣
店，由公司提供軟硬體資源，委任

有能力的經銷商來實施區域經營和

管理 

u 全面進入全國各大城市著名的商
廈、百貨公司、大型超市和連鎖店，

也和原先招募雅芳小姐的零售批發

經理合作，在各地零售商場設置加

盟專櫃，目前設立近 2000個專櫃 

店舖面積 
平均每家面積大約為 600 平方公尺，

最大的有 3000平方公尺 

使用面積 30 平方公尺以上的獨立一

樓臨街店舖或商場內獨立店舖 

店舖選址 

交通便利的一樓店面 依據「6 萬非農業人口一個點」的原

則將整個中國市場細分成 5000 個區

域，區域內 500 米範圍內不允許第 2

家專賣店存在 

店鋪總數 

已開業: 120家 

 

專賣店約 5500家、 

專櫃近 2000個 、 

旗艦店 70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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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店 8家 

交易方式 

公司直接銷售，不再透過直銷

商，所有商品明碼標示統一售

價，交易透明化 

在網際網路和 DRM 系統平臺的共同作

用下，通過銀行和第三方物流公司，

把產品直接準確地送到專賣店，達到

對終端銷售網點統一而先進的管理 

店舖投資額 
2002年底已超過人民幣 1.5億 加盟專賣店每家投資要求在四萬人民

幣以上 

營收比重 
透過店舖產生的銷售額已經佔總銷售

額的三分之二 

專櫃佔 25%，專賣店佔 75% 

營銷團隊 

u 安利把部份的直銷商歸入公司員工
的身份進入管理層稱之為營業主任

或營業經理，由全國各地店舖進行

屬地管理編制，並對一部份的直銷

商進行清理不再續約，強化營銷團

隊陣容; 

u 僱傭推銷人員幫助公司推銷產
品，為顧客提供訂貨、送貨及

其他服務目前公司擁有約九萬

名活躍的營銷人員 

u 由公司全面主導，定期進行有關安
利企業文化、業務知識、服務技能

等方面的培訓，以提升店鋪營銷人

員素質和服務水平 

u 放棄人員直銷的經營模式，改採全
面開拓店舖批發零售的通路，其中

多數店主是由以前日化用品的批發

商、零售商轉行而來• 

u 以批發零售為主要業務型態，專賣
店成為主要通路 

 

顧客關係 

u 開發健康食品紐崔萊 Nutrilite以

及引進雅姿 Autistry護膚系列，增

加消費者選擇性 

u 店舖提高了社會大眾的信任度 

u 開通「複合式」電子商務，搭
配完善的配送體系和多樣化的行

銷推廣活動 

u 憑藉大量戶外廣告及電視、報
紙雜誌等多種媒介全方位推廣

產品、樹立企業形象 

雅芳將自己定位為「化妝品潮流的領

導者」，迎合消費者對新興事物的需

求，並成立顧客俱樂部、顧客會議(美

容講座…)，藉此滿足顧客對美容知識

的需求，聯絡顧客與公司的感情，並

推廣重點產品，擴大顧客群 

資料來源: 根據企業訪談配合次級資料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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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綜合分析 

    外界對企業轉型的觀感往往主導了我們的印象，以致於我們誤以為企業內

部人士對於轉型過程也抱著同樣的想法，事實上，在外界眼中極端戲劇化，

甚至革命性的突破，在內部人士眼中卻截然不同，她們看來，轉型的過程更

像是逐步演化的發展過程，從優秀到卓越的公司轉型往往遵循穩定的型態，

必須先厚植實力，然後才會突飛猛進(Jim Collins，2002)• 

    轉型過程中最主要的困難，是公司內部聯繫的加強，原本安利只有直銷

商，但有了店舖後，多出了一般消費者，他們在整體顧客群中大約占了三成，

不過安利並不清楚他們的消費行為，所以在存貨分配的調度上常遇到困難。

一般消費者對缺貨的忍受度低，所以安利在存貨供應、店鋪面積、服務水準

的掌控上，必須要更為熟練，雖然是痛苦的摸索，但也學到很多寶貴的經驗，

轉型讓公司花更多的心力在產品研發及業務人員的教育訓練上(劉明雄，

2004)。安利、雅芳等跨國直銷公司雖在 1998 年下半陸續取得中國國務院核

發之特許寡占的轉企執照，欣喜之餘必須面對的是國家政策強制轉型的監督

管理以及如何有效統合人心惶惶、無所適從的直銷商組織，整個轉型的情勢

可以說只有一次機會，而且要一次做對，同時必須貫徹始終(Do it once， do 

it right，and do it anywhere)! 

    轉型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是從一開始就做正確的事，而正確的事源自於

正確詮釋組織所面臨的問題，此步驟背後潛藏的理由、想法、策略性思維邏

輯即為所謂的「策略本質」，而從組織與環境互動關係的角度出發所建構的

組織理論，可作為組織轉型的策略本質，管理者唯有對組織與環境互動關係

有充分了解和正確詮釋，才能確保組織轉型成功，否則將有可能成為一個對

組織轉型的深層內涵與根本核心一無所知的「文盲」 (陳朝福，2003) •本

研究認為跨國直銷公司一來在中國面臨完全陌生、無前例可循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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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來面臨內部直銷商極大的抗爭，無人敢隨意拋棄原先能賺錢的無店舖直銷

的營收來源，轉而擁抱一個不很清楚的營運方向，因此如何不放棄人員直銷

的核心價值，延伸既有的持續競爭優勢，同時因應政府適應國情本土化轉型

經營的政策，將是日後跨國直銷業者在中國市場的策略思考所在，而如何整

合企業資源，將所有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拿捏得恰到好處，並且融入管理階

層、員工、直銷商乃至於政府主管單位、社會大眾，化為具體的目標、政策、

策略、管理模式、組織結構、店舖開設等，才是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轉型經

營的一大挑戰，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的轉型經營並不是如同白天黑夜那

樣黑白分明，每家公司一開始都是不清楚公司轉型的發展方向，往往要幾個

月，甚至幾年後才逐漸摸索出一條路來，整個轉型經營的過程都是後人所整

理敘述出來的! 

 

一、店舖建置 

    幾家跨國直銷公司自 1998年 4月中國國務院傳銷禁令頒布後，一直全面

嚴格地遵循國家禁止傳銷的規定，徹底停止任何形式的傳銷經營活動。待取

得轉企執照之後，則是按照國家規定，以店鋪方式依法經營，「設置店舖」

這項關鍵任務(Mission Critical)，並不是幾家跨國直銷公司原先在美國母

國及其他海外市場無店舖直銷經營模式下的策略思考、作業流程、人際網絡、

以及價值觀等管理 Know- how，而安利公司這種牽一髮而動全身、整個經營模

式大更改的戰略，可以說是 3000多家進入中國市場的跨國公司中最富有曲折

和風險性的故事(盧泰宏等，2001)，以往一般人對於雅芳的印象是一個個青

春陽光、裝扮得體的雅芳小姐，笑容可掬地向你打招呼上門推銷，或在各種

聚會場合仲介紹雅芳產品，但是在中國一說到雅芳，第一印象則是一家家裝

修精緻、形象統一的專賣店，一個個引人注目的專櫃，賣場裏的開放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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廈中的專櫃、鄰近社區的專賣店，到處都有著雅芳的影子。基本上業者在運

作以及規劃未來店鋪的方向有二，一種是公司在各省市自設的直營店，以安

利公司為代表，另一種則是經過公司層層遴選、反復考查和仔細斟酌後才授

權經銷商自己加盟管理的店鋪，以杜絕任何違反公司規定和國家法律、法規、

政策的行為的出現，以雅芳公司為代表。 

    無店鋪人員直銷的做法，主要是通過直銷商來銷售產品，談的是激勵與

夢想;而轉型後經銷商成為要角，談的是開店投資回報。管理的客體發生變

化，公司支援業務發展的組織結構也就要相應變化，工作內容產生大幅度的

改變，例如原來是直銷商個人的業績報單，數量小而頻率高，現在面對是店

長經銷商，是有規律的大單；交易模式與組織管理架構的改變是看得見的改

變，更深層的管理觀念當然也在改變，以往這些跨國直銷公司與直銷商談的

是夢想與激勵，現在和加盟經銷商談的多是經銷商投資多少錢開店，公司要

多做那些事情支援促銷等等，因為經銷商永遠在想的就是如何有更多的投資

回報。 

    直銷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人員不好控制，尤其是中國大陸(李宗翰，2002)。

為完全配合中國國務院三部局的規定，並盡量保持優秀銷售特色，努力克服

直銷人員不好控制的弱點，安利、雅芳決定採取設置店舖，並配合產品明碼

標價的經營方式，統一店名、產品管理方式，讓消費者放心購買產品，對代

表公司進行銷售的推銷人員也在有形無形中形成一種制約，杜絕營銷代表亂

擡物價，也就是說無論是營銷代表送來的，還是店舖陳列的，都只有一個標

準。本研究經由觀察跨國直銷業者在企劃執行「設置店鋪」這項關鍵任務上

的做法，歸納出這些業者在行銷通路建置上關注的要素，共五點說明如下: 

(一)行銷成本極小化 

    採加盟方式者，因為各級店長、店主不是由以往的直銷體系領導人脫穎

而出，就是原本從事美容事業的經營者，各自有一群穩固的顧客；採直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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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者，各直營點幾乎都是先前分公司或分銷中心改裝，因此對直銷公司而言，

不必投入巨額的人力、物力來編織整個行銷通路網，大大降低了開設店舖的

導入成本。 

(二)以利益為導向 

    跨國直銷公司行銷管理團隊最大的責任，說穿了就是要幫助加盟店賺錢!

所以整個管理團隊全力以赴讓所有店長及其營銷人員，如同以往無店舖直銷

時代，無後顧之憂地全力衝刺業績，期待創造產(指總公司)銷(指加盟店)持

續合作、雙贏互惠的局面!有一家同為轉企的跨國直銷業者是這麼說的:「如

果有一家店，就讓一家店賺錢!如果有兩家店，就讓兩家店賺錢!如果有一百

家店，就讓這一百家店都賺錢!」理由在於為了讓多數觀望的直銷商願意順應

國家政策轉型開店，最大的號召就是從已開業者的獲利力來說服。 

(三)溝通管道明確 

    直銷是一種分享的事業，因此「溝通」是直銷事業的關鍵成功因素之一，

以往直銷公司每一個直銷商都是一個獨立經營者(Independent Business 

Owner，IBO)，公司行政主管很難有系統地面對每一個直銷商，達到溝通分享

的目的，轉型改制之後，溝通的具體對象就是各店鋪之店長(店主)，店長扮

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些經過挑選的合格店長，對於直銷事業的堅持，有異

於常人的毅力，同時也相當善於溝通，和公司管理層互動相當良好，正因為

這一群優秀的銷售高手，讓公司在擬定行銷策略因應中國市場土地大、人口

眾、族群多上，產生相當的助益。 

(四)掌握行銷主控權 

    為了不致產生加盟店權力過大的情況，業者與任何一家加盟店都是獨立

簽約，各級營銷人員無例外均須直接向公司進貨，同時對於店舖營銷人員的

管理也由以往對待直銷商的 100%績效基礎控制(Performance-based Control)

型態的完全獨立自主賺取無底薪式傭金紅利，逐步加重轉變為行為基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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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havior-based Control)有底薪加獎金的模式。 

(五)銷售網較穩定 

    以往中國直銷市場裡，直銷商同時兼賣兩三家直銷公司產品的情形較其

他海外市場更明顯，如今直銷商轉型成加盟店的經銷商，有了店面也有了歸

屬感，加上公司政策不允許在自家店舖販賣別家的產品，經銷商忠誠度較高，

自然銷售網較穩定。 

 

二、營銷團隊 

    跨國直銷業者自 1998年轉型以來，歷來會議都報備給當地的工商和公安

部門，會議參加人員也盡數控制在 50—80人左右，以不贏利為基本原則，以

營銷人員和廣大的消費者能夠在產品展示會上學習到產品知識和銷售技巧為

目的，培訓內容則是公司的產品展示或者產品介紹，由於培訓內容只涉及到

公司的產品和公司介紹，不抨擊和詆毀其他公司之同類產品，並依國家轉型

文件規定:由公司統一培訓主題、培訓地點、培訓資料，全面主導所有有關公

司企業文化、產品知識和規章制度的培訓會議，任何營銷人員不得自行主辦

任何培訓會議，所有培訓會議的管理、授課和輔導人員全由公司經理人或經

公司聘請專家學者擔任： 

(一)培訓地點 

    除了大型的產品發表會在大飯店、會展中心舉辦外，公司也會利用各地

店鋪做為培訓場所，對這些培訓場會議議程進行集中管理，基本上以產品項

目為核心重點，並定期向政府有關部門報備； 

(二)培訓資料 

    由公司專責統一編寫培訓資料，規範培訓內容，並嚴格要求所有與會者

不得在培訓會議論及政治、宗教、信仰和有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內容，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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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培訓會議內容積極健康。 

(三)培訓過程 

    公司主動向當地工商、公安等管理部門定期彙報活動場地、規模、內容，

並遞送書面資料，歡迎主管機關親臨各地店鋪監督檢查，以加強會議監管。 

     

哈佛大學教授 Jim Collins在其著作「從 A到 A+(from Good to Great)」

一書中提到，企業必須選對人(Right people on the bus)，直銷是人的事業，

各地店鋪的營銷人員可以說是跨國直銷公司轉型經營後最重要的品牌形象大

使，更是轉型成敗的關鍵人物，業者除了審慎評選店長的人選，給予完整的

教育訓練，更甚者還編製了店長手冊，詳細說明申請加盟專賣店的資格、申

請流程/表格/客服體系、業績紅利、工作職掌、公司網路使用、與公司間的

權利/義務、利潤分配方式、營業守則、違規處份等內容。 

    跨國直銷公司實際上的營銷隊伍大多是由無店舖的直銷商身份轉變為由

公司聘僱的有店舖經銷商身份所組成，同樣必須靠舉辦多而密集的會議來進

行業務培訓及產品的推廣銷售。雖然在中國國家法律明文規定下，所有舉辦

的會議都必須以產品教育為訴求，每半年必須將培訓會議規劃時間表送審報

備，每次會議舉辦前也必須向當地工商、公安主管單位報准，參加人數也限

制在 50人等，面臨經銷商遍佈全中國各地，業者難免無法隨時隨地監督管理

到位，加上絕大多數經銷商都是 1998年以前的直傳銷商，坦白說除了公司嚴

格監督管理外，經銷商的業務發展思維與過去傳銷時代並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每有會議舉辦，官方在普遍民情談傳銷色變下採打壓態度居多，若是逾

越法規遭人檢舉，這些轉型的跨國直銷公司只有採取清理門戶、壯士斷腕的

措施•安利公司大中華區行政總裁鄭李錦芬代表這幾家轉型的跨國直銷公

司，說出了業者長期耕耘的決心:「如果沒有短期的調整，就沒有長期的收益;

沒有紮實認真的整改，就爭取不到更寬鬆的發展空間;主動清理門戶，將會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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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利損失一定的經濟利益，營銷隊伍也會產生動盪，但規範才能健康，健康

才能長遠發展!」，同樣在其他幾家轉型的跨國直銷公司，都有幅度大小不等

的經銷商評選機制，這些限制加入營銷隊伍的措施一定會犧牲一定程度的利

益，然而長遠來看，調適自己以適應中國國情，正是看中中國市場在加入 WTO

後直銷業巨大的發展潛力(跨國公司行銷中國，2002)。 

 

三、顧客關係 

    每一張來自店鋪的訂單，從接單、收款、撿貨、送貨、交貨到後續的服

務、維修、退換貨，物流系統工作團隊的準確性與效率都深深影響著店舖營

銷人員從事直銷事業的信心與熱情，欲進一步提昇店鋪經營績效，就離不開

快速便捷的物流儲運系統，以及高效率、低成本的物流配送體系，才能為遍

佈全國各地的店鋪營運計劃提供有力的支援，增強公司對各地分支機搆及店

鋪的支援能力，進一步改善了店鋪的營運效率和服務質量。此外，憑藉強大

的資訊流支援，公司還提供送貨到家、電子商務配送服務等業務，作為店鋪

服務顧客功能的延伸，大大的方便顧客，當然最主要是讓店舖營銷人員無後

顧之憂，可以全心全意衝刺業務；根據規定，轉型企業應當保證消費者在其

店鋪能夠購買到本企業生產的全部產品，不得規定或變相規定部分產品只能

通過推銷人員購買。依照國務院發給 10 家轉型企業 31 號密文規定，轉型企

業不得以購買資料等名義作為雇傭推銷人員的前提條件；不得強迫推銷人員

購買資料；轉型企業不得以強制、暗示、誘導等方式要求營\推銷人員買斷產

品，也不得以交納培訓費、入門費、保證金、押金等名目變相要求推銷人員

買斷產品。幾家跨國直銷公司從來就沒有設立這些費用專案，更沒有以各種

名義要求營銷人員買斷產品，公司也早有規定，任何營銷人員或加盟專賣店

不得買斷或變相買斷公司的產品。公司也在多場產品培訓課程中不斷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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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會大眾提高辨別合法傳銷、變相傳銷運作模式的能力。就直銷公司管

理而言，以往消費顧客名單是掌握在直銷商手裡，倘若直銷商因個人因素不

再從事直銷事業，往往造成消費顧客要想繼續購買公司產品卻找不到可以為

他服務送貨的對象，而公司也不容易累積大量的忠誠消費者族群，現今採用

店舖經銷制度，導入店鋪銷售管理、會員檔案管理、購貨管理、產品開發、

成本核算、稅務統計、庫存管理、訂單送貨、電子商務等軟體系統，並根據

公司業務發展流程以資料倉庫技術為基礎，以 OLAP和 Data Mining為分析工

具，進行顧客資料庫資料分析，為公司行銷策略提供資訊分析和決策參考，

每天將各個專賣店的購貨記錄傳送至總公司作資料處理，保障準確及時地統

計當天銷售情況，如此構成行銷數位神經係統，有效地將分散各地的店鋪與

公司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使公司能主動地對市場作出積極反應，將進銷存管

理幾個環節緊緊扣在一起。 

    跨國直銷公司轉型經營「店鋪」此種行銷通路者日益眾多，陸續成立的

客服中心(Call Center)用於整合顧客服務工作，包括面對面電話、傳真、郵

件和線上即時通訊，進行產品諮詢和銷售咨詢，同時導入顧客關係管理(CRM)

系統，把以往傳銷時代由直銷商個人來做顧客服務工作，升級由公司整體性、

網路化來進行，分析執行新社群開發、促銷方案、消費者重複消費、交叉銷

售、進階銷售、異業結盟等工作，事實上由於網路的便利性、時效性已經讓

以往直銷公司人員推銷的時代在中國市場進入了資料庫行銷的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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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單位的心態 

    本研究認為跨國直銷業者在進入陌生、封閉的中國市場時，堅持全球一

致的經營模式時應多考慮如何融入本土市場，被中國當地的政府、消費者所

認同與接受，發揮「思考全球化、行動本土化(Think Global,Act Local)」

的理論，整個轉型過程，除了跨國直銷公司這些業者自身的努力之外，總體

環境上政府單位以及社會大眾的支持更是相當重要的關鍵;中國直銷業的轉

型經營肇因於政府強制性的產業政策，特別是中國面臨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

經濟階段，面對許多新的經營模式，政府主管單位在監督管理產業發展時常

產生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的現象，直銷業就是一個相當典型的例

子• 

(一)負面看法 

    由於直銷最主要的經營模式就在於發展網絡，網絡越大人就越多，業績

也越高，獎金收入也越多，而中國政府對集會、結社等群體活動本來就非常

敏感，對於有組織的集會、結社就更有顧忌，因此當安利、雅芳等跨國直銷

公司的營銷網路以驚人的速度往社會各階層滲透的同時，中國政府就越發不

安，也就越是極欲改變這種現象，瓦解這些網絡 (李宗翰，2002)。1998年國

務院傳銷禁令根本起因在於那些非法經營的傳銷企業及其傳銷人員在所謂的

「金字塔」、「老鼠會」網路中毀人於無形。許多傳銷企業連生產和銷售產

品的基本設施都沒有，其傳銷人員卻能把不存在的東西吹捧得天花亂墜，雖

然地主國中國國務院於 1998年頒布「關於外商投資傳銷企業轉變銷售方式有

關問題的通知」，也核准了 10家跨國直銷公司特許經營執照，同時根據中國

加入 WTO 協議，2005 年將要研議放寬限制無店舖直銷模式的規定，但中國政

府始終對於直銷這種大量靠人發展組織的商業模式，一直存有某種程度的戒

心，所以就政策面來看，轉型直銷公司的主管機關：國務院工商總局打擊傳



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轉型經營之研究――以安利與雅芳為例 

 4-30 

銷辦公室(簡稱打傳辦，從名稱就可以看出官員的心態)，以及地方省市官員

對轉型直銷公司的合法身份多有疑慮!因此本研究認為中國政府日後的直銷

立法工作，在決策模式上不單單只會從經濟層面去思考，想必會從更多國家

安全社會安定的成份來衡量。跨國直銷業者其實非常理解政府防止聚眾引發

社會不安的想法，其中安利和雅芳身為大型的跨國直銷公司，責無旁貸必須

強化合法直銷公司的經營模式與品牌價值，把自己同那些毀人於無形的非法

傳銷區別開來!  

(二)正面做法 

    1998 年國家核發合法轉型執照給特定的跨國直銷公司，社會上仍然有一

些根本沒有取得合法執照的傳銷公司，仍然以傳銷欺詐為目的，抓住平民致

富的心理，打著銷售產品的旗號從事非法傳銷經營;表面看其銷售計畫與這些

轉型後的合法直銷公司相似，但是社會大眾並不一定清楚它們根本沒有國家

核發的合法經營執照;究其本質實為金字塔層壓式詐騙等非法行為，以上海的

申齊公司最引人注意，申齊以傳銷形式進行銷售這些產品，加入申齊必須經

上線推薦人介紹，繳納 30元貴賓卡費，並必須購買一套 3510元的申齊產品，

由此獲得傳銷編號。然後再根據發展下線網絡的數量，逐級晉升傳銷級別，

申齊公司膽敢向政府公權力挑戰!對此政府當然要堅決予以取締;2002 年 3 月

27 日，國家工商總局的統一部署加上上海市工商局的配合以及中央及各地公

安機關的協助，查封申齊上海以及各地分支機搆。根據國家工商總局執法官

員透露：截至 2002 年 11 月底，全國工商行政管理機關共查處傳銷和變相傳

銷案件 1119件，案值 8975.11萬元，規模化、公開化的傳銷活動得到了有效

的打擊。政府目前對待傳銷的政策是保持高壓態勢，嚴厲打擊一切傳銷和變

相傳銷違法活動，這點政府的執法心態與力度，坦白說對取得執照合法經營

的跨國直銷公司一則有相當的警惕作用，歪路不可行;另一則保護直銷產業健

康良性發展，不容非法份子破壞。因此本研究認為日後中國直銷立法無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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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全面開放無店舖直銷經營模式，或指堅持有店舖家雇傭銷售人員路線，對

於打擊非法傳銷的執行力度，絕對是肯定的。假如這樣，再加上政府嚴格明

確的管理規則，直銷在中國是非常有機會的。只要直銷公司的經營方式是健

康的，可以公諸於大眾，可以完全透明給政府主管單位的話，這種直銷方式

一定可以給社會提供很多就業機會和盈利機會(高壽康,2004)• 

 

五、社會大眾的觀感 

組織應在創造社會附加價值、滿足利益社群需求，以及順應社會規範與

文化價值之前提下有實質貢獻，並積極主動創造機會、爭取利益社群的支持，

並維持與環境長期均衡的互動關係，取得組織生存與發展所需的關鍵資源，

以達成其經營使命及目標，從此開放性角度而言，廣大利益社群對組織長期

生存與發展具有載舟覆舟的雙重角色，並對組織不斷地施予多面性社會控制

壓力。因此，組織應以一種協調、合作、溝通、信賴與適應性為主之社會互

動關係的陰柔機能，彌補或活化傳統官僚組織以指揮、專制、控制、威權與

維持性為主隻技術效率理性的陽剛結構，方能與環境維持著共存共榮及雙向

交流的長期互動關係。基此，組織在面對環境的社會控制壓力時，應具備權

變的調適彈性，藉著有效的全方位溝通爭取廣大利益社群之理性上的相知共

識、情感上的交流共用、態度上的支持認同與行動上的信賴合作，縮短組織

自身的價值體系與環境的價值及需求之間的差距，以維繫組織長期的生生不

息。組織係鑲嵌在環境裡，必會受環境的既有規範和條件的影響和制約，而

且有必須不斷面對環境的變遷，組織要生存與發展，必須能夠主動適應環境

變遷並和環境維持一種動態平衡的互動關係。無論組織採用何種變遷方式，

固守或順從制度與社會規範，是組織變遷的基本原則(Meyer & Rowan 1997; 

DiMaggio & Powell 1983; Zucker 1987);而組織唯有能釐清其在制度環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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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影響，辨別制度來源與影響力，才能確實掌握組織變遷的機制與限制，

以及變遷的方向與結果。換言之 ，組織變遷的驅動力可能不是來自競爭的壓

力或促進效率的需要，而是來自組織正當性的需求，即使組織發生變遷(漸進

式轉變或遽變式轉型)，也勢必是趨向制度與社會規範所設定或認可的組織型

態(陳朝福，2003)。 

(一)負面看法 

    1998年國務院核准了 10家業者特許經營執照，照理講應該是中國 13億

人口的市場機會，由這 10家既得利益者來瓜分，事實上截至目前為止，僅有

5家真正在經營，其中相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社會大眾經過政府的打壓、媒

體的圍剿，對直傳銷是經濟邪教的印象根深柢固，即使是安利與雅芳這種全

國知名度較高者的直銷公司，雖然領有合法執照，消費者卻在一竿子打翻一

艘船的心理下全盤否定所有的直銷業者! 

(二)正面做法 

    跨國直銷業者多數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安利公司在店舖行銷策略上

抓住營養與健康的時代主流，主推紐崔萊營養食品，先後邀請多位中國奧運

選手擔任代言人，推出健康加運動的清新形象，走入中國人的生活中，並積

極參與環保、文化以及關懷弱勢族群等公益活動高達 940 餘項，累計投入超

過 7000萬人民幣，在 2004年 5月的 Forbes中文版中名列「跨國公司慈善捐

贈排名」第五名。雅芳公司在舉辦贊助社會公益活動也是不遺餘力，在 2002

年加入「雅芳全球婦女健康基金會」，並透過舉辦「雅芳乳腺抗癌活動」，

開始於全國各地舉辦聲勢浩大的「遠離乳癌﹐健康一生」的公益活動，充分

呼應雅芳的品牌理念「雅芳，比女人更瞭解女人」，為雅芳樹立一個新形象。 

    直銷這種透過消費者自己用自己省，還可以自己賣自己賺的口碑相傳方

式，如同台語吃好道相報的推薦行銷魅力，是有別於其他零售流通業運用各

式各樣傳播媒體，來創造企業知名度以及塑造產品品質形象，但直銷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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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直銷公司 

中國公司員工 

地主國政府 

地主國社

會大眾 
中國公司 
直銷商 

轉型為店舖聘僱營銷人員制度後，與其他零售流通業的界線愈來愈模糊，運

用的行銷策略自然而然會愈來愈接近，特別是佔零售流通業行銷預算相當大

比例的廣告傳播自然成為重頭戲，加上過去官方視傳銷為經濟邪教，百姓視

為洪水猛獸的影響，為了重新塑造直銷正面的形象，確實有必要運用大量的

廣告取得消費者對直銷行業的重新認知與認同!直銷行業能否有良性的發

展，在於企業本身對政府規定是否遵守，有沒有這個決心、對社會有沒有良

心、有沒有責任心。有的話自律一定能做得非常好(高壽康,2004)。 

 

圖 4-4  跨國直銷公司與外在環境溝通關係 

 

 

 

 

 

 

 

 

 

 

 

 

 

資料來源：企業訪談所得，本研究整理 

J  對公司向心力強 

L  擔心公司撤資。 

   對開店不熟悉，採抵制動作。  

   怕公司更改獎金分紅制度，影

響以往收入。 

J  投資納稅大戶。 

   對於非法直銷公司嚴厲取締，保障合法業

者發展空間。 

L  對傳銷引起若干的社會問題戒慎恐懼。 

   地方政府對中央法規的理解度不同。 

J創業的機會 

L對傳銷存惡劣印象 

J對公司向信力強 

L擔心公司撤資裁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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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也發現中國的社會大眾對如何分辨合法轉型直銷與非法老鼠會逐

漸開始有了清楚正確的理解，在這裡將幾家跨國直銷公司訓練課程中常提到

的分辨要點整理共有 4點提供參考: 

1. 是否以銷售產品為企業營運的基礎。合法轉型的直銷公司是生產型的

企業，同時以提供優質產品、服務消費者為經營宗旨，擁有穩定的消

費群體。銷售產品是公司收益的唯一來源。非法傳銷則以拉人頭牟利

或借銷售偽劣或質低價高的產品變相拉人牟利，甚至根本無產品的情

形都有。  

2. 有沒有高額入會費。成為這幾家合法轉型的直銷公司之營銷人員無需

繳付任何高額加入費用，也不會被強制認購貨品。在非法傳銷中，參

加者通過繳納高額入門費或被要求先認購一定數量產品以變相繳納高

額入門費作為參與的條件，鼓勵不擇手段拉人加入以賺取利潤。經營

者的利潤也是以入門費為主，實際上是一種詐財行為。 

3. 是否有設立店鋪經營。這幾家合法轉型的直銷公司在全國均有數目不

等從幾十家到幾千家的店鋪，每位營銷人員都直接與公司簽訂勞動合

同，以統一的價格直接向消費者推銷產品，其從業行為直接接受公司

的規範與管理。非法傳銷的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組織網路從事無店

鋪或地下經營活動。  

4. 是否在進行誠信投資。這幾家合法轉型的直銷公司在中國的投資金額

從數千萬到數億美元不等，在每個省市都是納稅大戶;非法傳銷公司沒

有投資，一般邊受政府打擊邊逃竄。組織者利用後參加者所交付的部

分費用支付先參加者的報酬維持運作。一旦敗露組織者便攜款而逃，

把經濟問題留給無辜的傳銷商自己負擔 ，而將嚴重的社會問題留給政

府去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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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中國本土經濟實力的興盛壯大，跨國公司的強勢品牌戰略，加上科

技管理工具日新月異，幾乎在中國所有商業領域的行銷競爭都變得空前激烈;

過去那些維持企業優勢的力量現在正迅速瓦解，沒有一種企業優勢可以屹立

不搖，其他產業或許因為結構性、階段性不得不轉型，而直銷業完全因為中

國政府政策性強迫轉型;1998年傳銷禁令之際，跨國直銷公司面臨保持原有無

店舖人員直銷的行銷模式則必須撤離中國，或者改變自己的行銷優勢來適應

中國，來迎接從未有過嘗試經驗的未來的情況，這幾家美商直銷公司選擇了

留在中國，開始有別於以往全球化策略的真正中國本土化的經營方式;1994年

美國行銷學大師 Richard D’Aveni 提出超優勢競爭理論:沒有一家企業的未

來是確定美好的，沒有一種行銷方式是永恆的;在中國的直銷業剛好印證了這

個說法! 

 

圖 4-5  1997年到 2003年安利公司/雅芳公司年度營收變化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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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企業訪談所得，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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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階段性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 

    成功的企業不能受制於慣性，才能因應環境、調適自我(Donald，2003);

跨國公司往往會嘗試將西方的經營模式套用在開發中國家上，但如果跨國公

司能針對個別新興市場的獨特狀況來量身定作一套經營模式，它們將獲得更

好的績效，而且會學到更多(C.K. Prahalad & Kenneth Lieberthal，2002)。

跨國直銷公司在中國一致的經營利益，就是這塊土地上 13億人口的消費市場!

在經過轉型經營浴火鳳凰之後，幾家業者基本上算是取得相當輝煌的業績，

而且持續成長當中;誠如安利公司總裁 Dick Devos開誠佈公地說:「安利在中

國的成功轉型，是在理解當地國情基礎上所做出的基於雙贏的理性決策。不

管身處何地，合法經營是前提;另外，在研究不同國家不同的法規之後，我們

亦可以感受到實際是各個國家讓我們實踐自身理念的方式不同罷了，而我們

針對不同市場做出不同決策的過程，實際也是學習成長的過程」。跨國直銷公

司今日能夠稱霸市場，除了良好的企業形象、堅強的經營實力外，在地主國

中國得天獨厚的地方，因為起步在於 90年代初期中國本身經濟建設需要外資

大量注入生產面實體投資，這幾家跨國直銷公司每家從數千萬至數億美元不

等的投資額注入到中國，加上 1998 年中國國務院頒布禁止傳銷令事件發生

時，母國美國政府給予地主國中國政府必須保護合法外資在中國市場生存發

展的強大壓力，當然很重要的是這些跨國直銷公司正派經營、誠實納稅的優

良記錄，讓地主國政府覺得必須核發特許經營執照給這些合法外商業者，同

時限制了本土諸多非法傳銷公司繼續經營的資格; 必須順應制度環境壓力所

致，而非因要求改善組織績效的理性壓力所致，跨國公司中國本土化經營需

順應環境，並經由正當化，制度化，才能使得跨國公司能不斷取得外部資源

的支持，以增加企業生存發展的機會。 

    中國有其歷史社會變動的背景，人與人之間普遍有著彼此不信任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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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質，往往越是口碑相傳說好的東西，人們的心理越是想眼見為憑，因為在

他心理懷疑真的有你說得這麼好嗎?暫時跳開直銷業，我們看看其他跨國公司

在中國，舉資訊業中個人電腦而言，中國已是僅次於美 、日世界第三大的市

場，而位居電腦銷量首位的 DELL 電腦，在中國卻無法擠進前 5 名!在中國偏

愛進口電腦品質的消費心理下，卻大幅落後第一名的中國本土聯想電腦，其

中當然有許多因素，相當重要的因素是 DELL全球引以為傲的直銷模式到了中

國有點水土不服;而聯想遍及全國各地的實體通路—1+1 專賣店，讓習慣親自

看完貨再定貨購物的中國人可以在 1+1 專賣店裡操作各式各樣電腦的性能與

品質，很習慣進入自己所熟悉的、可信賴的這種體驗式的購買方式;我們再回

來觀察直銷業-1998 年中國官方以全球無店舖人員直銷的方式不適合中國國

情的理由禁掉直銷，強迫跨國直銷公司轉型為有店鋪聘僱營銷人員的方式;而

幾家取得特許經營執照的跨國直銷公司轉型經營以來，從 1998-2003 年我們

看到了這幾家業者的業績不僅沒有做不下去的現象，反而普遍都有些超越以

往無店舖時代的亮麗表現!因此與其說是當初這幾家跨國直銷公司，為了中國

市場商機做出開設店舖的妥協式嘗試，本研究倒認為這幾家跨國直銷公司現

在非常清楚如何將自己直銷模式的核心優勢基礎做適應中國國情的延伸! 

    就像 Intel公司前任董事長 Andy S. Grove所說的:「策略轉型點並不是

一個實際的點，而是一個歷時很長的、曲折的挑戰!」(非常行銷，2003) 跨

國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的轉型經營，不僅史無前例，相信也是一條漫漫長路，

絕非一蹴可及的;當然以永續經營的概念來看，「成功」只是其中一個過程，

不斷超越自我，才是企業長青的主要能力(李焜耀，2003)。論述產業發展上

來分析成功的公司(Winners)、失敗的公司(Losers)、進步的公司(Climbers)

以及退步的公司(Tumblers)四種類型，本研究觀察目前在中國的跨國直銷公

司可以說是正處於進步的公司(Climbers)邁向成功的公司(Winners)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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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利轉型的經營模式為將分公司改為店鋪，直銷商變為公司銷售人員。通

過產品調價和提高銷售人員的獎勵，利用安利產品的高質量在消費者心目中

的口碑使安利開始擺脫直銷的陰影又一次成長，如今穩居中國直銷業的龍頭

地位。雅芳開辦專賣店，為顧客提供一流的產品和服務，通過加盟形式，讓

更多的中國女性加入雅芳這個美麗的大家庭，並在與雅芳的共同成長中得到

事業的進步，通過贊助公益活動，讓雅芳的形象越來越深入到人們的心中。

目前雅芳的專賣店是這些跨國直銷業者中最多的，而且很多都是創業女性加

盟的，因此在轉型的短短幾年，雅芳的業務有了突飛猛進的增長。幾家跨國

直銷公司在中國市場經營，基本的決策模式都是先直接投資進入市場，然後

以更大的資本、人力投入堅守市場，再以嫻熟的政府公關與主管機關諮商直

銷法規，確立有利的遊戲規則，進而主導市場發展，建立政府、消費者、經

銷商以及公司員工的利益條件對企業營運發展最適合的競爭場景(Business 

Landscape)，安利與雅芳現階段能夠走出中國禁止傳銷的陰影，本研究觀察

最重要的幾個關鍵成功因素可歸納為: 一、領導者領導變革的精神; 二、與

中央政府到各地地方政府建立相當友好的溝通管道，維持非常良好的公共關

係;三、重視品牌權益的經營;四、業者齊心協力建立直銷業良性的競合現象;

五、善用媒體資源，投入社會公益;六開店創業計劃的吸引力。 

 

一、領導者領導變革的精神 

    雖然說在中國的跨國直銷公司整個轉型經營的壓力是來自外部政府的強

制政策，但是促成轉型的動力：領導者領導變革精神的內在驅力，絕對是不

可忽視的力量!本研究自行整理出 4個 C來說明在中國這些跨國直銷公司企業

領導人面對轉型階段的領導變革精神，其中來自母國總部的支持是最大的力

量所在，這 4 個 C 分別為 Conviction、Commitments、Constructing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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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Model、Conditioning，進一步說明如下: 

(一)Conviction (堅信) 

來自母國總部的支持是最大的力量，1998 年傳銷禁令之際，完全因為中

國政府政策性強迫轉型;跨國直銷公司面臨保持原有無店舖人員直銷的行銷

模式則必須撤離中國，或者改變自己的管理 Know-how來適應中國，來迎接從

未有過嘗試經驗的未來情況，這幾家跨國直銷公司的企業領導人仍一本初衷

看好中國市場發展，堅持留在中國，開始有別於以往全球化策略的真正中國

本土化之經營方式。就中國的跨國直銷業者而言，安利公司行政總裁鄭李錦

芬女士曾說過「不離不棄」四個字，絕不放棄在中國龐大的直銷體系以及為

數不少的員工，協助公司同仁克服追求大膽目標的內外在障礙，並激勵所有

參與轉型工作的直銷商以及員工對新目標的興趣，並相信他們能達成目標! 

(二)Commitments (承諾) 

    願景加上執行力，就是 Commitments，代表經營者的策略、投身、責任和

堅持(林百里，2003)。因為這些企業領導人明白:面對這樣的變局，如果不去

接受挑戰，受害的反而是管理團隊的聲譽和公司組織的績效!不斷的溝通!溝

通!再溝通!讓公司員工以及直銷商相信企業領導人所作出的承諾;完成任務

唯一的方法，就是讓這群員工、直銷商相信你對他們的承諾：堅持留在中國!

經營者的主要任務是選擇做出承諾、信守承諾，有時還需權衡情勢，做轉型

承諾(羅祥安，2003);本研究在訪談過程中可以清楚感受到這些跨國直銷公司

的領導人都有共同的信念，一旦決定堅守中國市場，就百分之百徹底符合中

國政府要求轉型為有店舖經營模式，絕不存有且走且看打帶跑掛羊頭賣狗肉

的心態!可說是百分百地信奉轉型承諾(Transformation Commitments)。 

(三)Constructing New Business Model (建立新的經營模式) 

    準備轉型經營時，企業領導人很清楚如果不試，你不知道能得到什麼?必

須有嘗試的膽識，市場才會給你機會!開始推動轉型改革時，能夠以相當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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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聽取、學習並動員全體員工以及直銷商大家共同參與轉型變革的工作企

業領導人非常清楚真正完成事情的是人，單憑計畫或是貼在牆上的目標圖示

無法完成工作的;所擁有最重要的資產不是市場的商機，也不是投資的金額，

而是人!是這群員工!這群直銷商!如果不以人為流程最重要的核心，必遭失敗! 

轉型過程會若干程度觸及到原直銷商的既得利益，以及原直銷商對轉型不確

定性的抗爭，企業領導人清楚要負責，有時就要有別怕得罪人的膽識! 

(四)Conditioning(調適) 

    對中國市場長期發展的期待與希望，這個信念支持著業者面對經營模式

轉型的壓力，是這些跨國直銷公司仍然堅持留在中國不撤資最主要的原因!不

計任何代價做對的事!樂觀正面思考，讓力量加倍.當領導人的樂觀、希望、

信心向外散發到整個組織時，影響力便不斷的相乘!優秀的領導人應不斷的流

露出種氣勢，Intel 公司前任董事長 Andy S. Grove 說:「當你往新方向前進

的時候，就要裝出比實際上更有信心的樣子，你必須夠自信、夠勇敢，才足

以讓組織的其他人追隨你」(鮑爾風範，2002)。轉型可以說是改變公司所做

的生意，也可以是改變核心事業的競爭方式，轉型是很困難的，但如果做得

好，功效是很大的，領導轉型的人必須同時具備膽識、紀律和自知之明(羅祥

安，2003)。也正如美國著名學者 Warren Bennis 在「領導者」一書所寫的：

「一位成功的領導者是發現新的遊戲規模，在一種秩序中創造，讓人們去行

動，使自己的理想成為潮流，使追隨者成為領導者，使領導者成為變革力量

的人」(非常行銷，2003)，跨國直銷公司企業領導人可以說是最好的實踐家! 

 

二、與中央政府到各地地方政府建立相當友好的溝通管道 ，維持非常

良好的公共關係 

轉型之後我們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因為已經投資下去，所有工廠已投入

運轉，不可能撤出，唯一能做的只能遵守法令，不管喜不喜歡(劉明雄，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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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家跨國直銷公司能夠走出中國禁止傳銷的陰影，另外一個重要的關鍵成功

因素是與中央政府到各地地方政府建立相當友好的溝通管道，維持非常良好

的公共關係!觀察從 90年代到現在，中國官方對直銷業的發展一直不是很清

楚，不是很有信心，也可以說是不願意;以至於整個發展有點像灰色市場(Grey 

Market)，在中國不同的省市存在對直銷業管理的差異，雖然有國務院頒佈的

紅頭文件，但地方對紅頭文件的理解不盡相同;結果出現不同地方對直銷業有

不同的政策，有的地方嚴一點，有的地方鬆一些;不僅使跨國直銷公司本土化

轉型經營決策難以掌握，經銷商也無所適從，同時也造成消費者對轉型直銷

公司的合法性不清不楚;也正因為這個背景，在中國的跨國直銷公司特別需要

與政府機關保持良好的交流，才能爭取主動的優勢。因此公司管理高層要定

期與地方官員有協商的機制，不定期與中央官員有溝通的機會，並同時策略

規劃美國總部經營層訪問中國的事件行銷;不斷地藉由公司高層與政府保持

溝通的機會，最主要是說明轉型後實際的經營情況與運作模式，再藉由廣告

傳播的擴散效果，自然達到官方、社會大眾對這些轉型後的跨國直銷公司業

務發展與非法傳銷是劃清界線的，愈來愈多原先的不瞭解、誤解能夠被澄清!

能夠被接受!進而取得政府的政策信任，民眾的消費支持，這是跨國公司行銷

在中國相當重要的一個環節，可大幅降低日後社會反直傳銷的聲浪帶來可能

發生的政治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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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6 直銷業產業環境示意圖 

 

 

 

 

 

 

 

 

 

三、重視品牌權益的經營 

    強勢品牌是沒有捷徑的，任何一個品牌都要從建立品牌的知名度開始，

逐步塑造品牌的正面形象和引導顧客的有利反應，最後獲得顧客的品牌忠

誠，才能成為一個擁有很高的品牌權益的強勢品牌(黃俊英，2004);目前安利

及雅芳先大力投入資源，塑造強勢品牌的價值，可以說品牌已是創造和維持

市場競爭優勢的重要利器，是一項非常寶貴的策略性資產(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特別在中國跨國的直銷業者必須從負面形象爭取品牌認同，

重新讓顧客「認識你是誰」，隨著消費自主意識興起，對於消費者而言，當

有跨國直銷公司店舖營銷人員向其推銷商品時，高知名度自然喚起消費者的

品牌辨識(Brand Recognition)和品牌回憶(Brand Recall)，消化了消費者購

買決策的猶豫，同時強化了營銷人員的銷售績效，對於國家社會來說，品牌

更會促使這些外來的跨國直銷業者重視產品品質管控，對於跨國直銷公司本

身而言，在地主國有了品牌價值，自然有更大的意願加強本土產品研發，不

斷尋求創新獨特的商品特色與定位。 

1990年代 
機會導向 
(非凡的自由) 
致富動機 
成功激勵 

2000年代 
經營導向 
(市場佔有率) 
事業夥伴 
實戰訓練 

2005年代 
顧客導向 
(顧客佔有率) 
消費型會員 
個人專業教育 

 
經銷商就是消費者 

100% 
經銷商佔 

80% 

消費者佔 20% 

消費者佔 
80% 

經銷商佔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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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業者齊心協力建立直銷業良性的競合現象 

    中國 13 億人口的市場，對於全球的跨國直銷公司有著一種致命的吸引

力，然而直銷業的特色在於整個產業必須要能夠健全發展，政府單位及社會

大眾才會有良好的印象，個別的直銷公司才能夠穩定成長;以知名的策略大師

波特 (Michael E. Porter)教授在其著作「競爭策略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s)」有著一針見血的觀點:「決定企業獲利能力的關鍵是產業的吸

引力」，一個好的產業領導者得更注意產業的健康，業者齊心協力建立直銷業

良性的競合現象，並能允許遵守遊戲規則的挑戰者獲取適當的利潤，在中國

的跨國直銷公司注意以差異化的策略建立自身企業的競爭優勢，以持續提升

的管理品質服務經銷商及消費者，業者彼此間維持著合作又競爭的政策良性

循環(Positive-sum Game)， 對內業務各頂一片天，對外一致提升直銷業地

位;其中擁有轉型企業執照的安利、雅芳作為世界直銷業的翹楚﹐親身經歷了

直銷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體驗到了中國國情。本研究在進行企業訪談過程中﹐

深刻感受到個案公司的管理決策層都非常願意將中國市場的經營經驗與建議

提供給中央或是地方政府﹐為中國直銷業的健康發展貢獻一份力量。當然商

場上的競合現象面對後 WTO 時代，無論直銷業在中國是否開放? 安利、雅芳

等跨國直銷公司合法性、經驗度、通路建置以及消費者對企業、產品的認同

等方方面面都是首動利益(First Movers Advantage)的既得利益者! 

    中國經濟發展特色誠如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教授所形容的:「市場經濟

裡有計劃經濟，計劃經濟裡有市場經濟」，很明顯的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離不

開政府的掌控，無店舖直銷轉型成有店鋪經銷的商業模式，可視為流通業的

一種形式，應當要納入整個流通業的法規管理中;使全國不同的地區有統一的

政策，中國政府應該開放要求轉型經營的直銷業者組織自律性質的行業協

會，這也是從全世界觀察讓直銷業健康發展發揮良幣驅逐劣幣的好方法，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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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那雙看不見的手來做為政府監督管理最好的幫手! 

    直銷業一如其他產業，也存在著少數不良分子，存在詐欺、偽劣、誇大

的行為，直銷也一如其他行業，可以用法令及產業自律來有效管理，在合理

的法規管理之下，培養出幾個產業標竿，以高標準的商德來樹立典範，讓民

眾有可以比較的標準，可以讓產業產生良性的循環，提升產業的形象與聲譽，

「在透明公平的環境下，是最好的贏家」(劉明雄，2002) 

 

五、善用媒體資源，投入社會公益 

    消費者對跨國直銷公司的品牌形象的瞭解和建立主要來源於三

個方面： 

1. 對產品和服務的親身體驗，包括產品的使用，以及企業及其員工、營銷

人員提供服務的體驗; 

2. 親朋好友的口碑相傳，包括對品牌產品、服務的使用體驗和認知分享; 

3. 企業在媒體的宣傳及通過行銷活動的形象展示，包括企業的媒體廣告宣

傳、資訊發佈，企業組織的公關活動，以及其他通過企業網站、企業刊

物、企業標誌、產品標籤、店鋪門面、信紙名片等形式進行的形象展示。 

     

既然轉型成店鋪經銷，就要直接面對消費者，不同的經營模式，採用不

同的策略，長期經營最重要的就是品牌的知名度。也就從那時候，安利開始

花大錢投入公關、廣告、企宣等費用(劉明雄，2004) 。中國是雅芳相當重要

的新興市場，2004年更會加大力度，投入更多的廣告宣傳(王子芸，2004) 。

消費者對媒體廣告認為是中國市場的一大特色，很多人憑著廣告去購物，甚

至有這著一種思維：即廣告打的越多就是名牌，高知名度的產品，質量就是

好!經過 1998 年官方視為經濟邪教，百姓視為洪水猛獸的傳銷，根據中國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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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景氣監測中心的調查:有 67.3%的社會大眾對直傳銷不感興趣(盧泰宏等，

2001)，跨國直銷公司合法轉型負擔起良幣驅除劣幣，重新塑造直銷業光明面

形象的重責大任，有必要運用大量的廣告取得消費者對直銷行業的重新認知

與認同; 安利、雅芳在中國如此大手筆的廣告投入，基本上已經完全跳脫出

在其他海外市場的經營模式，和傳統的零售通路業沒兩樣。但也因為在中國

這樣密集的宣傳，終於在 2000年開花結果，業績三級跳。2003年 5月的一份

調查報告顯示，安利公司的知名度達 97%，而好感度也保持在 74%• 

 

六、開店創業計劃的吸引力 

    通路是中國市場行銷組合中相當重要的一個構面，行銷大師 Philips 

Kopler 在其著作 《市場行銷管理》 有一段話:競爭是通路間的競爭，而不

是公司間的競爭;意思是行銷的勝利者會是擁有強而有力通路的公司;全球其

他市場無店舖人員直銷是一種通路型態，在中國的直銷市場店舖聘僱營銷人

員，當然也是一種通路型態，那麼套用在中國直銷業轉型經營上，其中運作

的精髓在於:本著原先跨國直銷公司通行全球運作成功的市場計劃，如何轉化

為能吸引依法所建置的店舖營銷人員在可觀的價差利潤下所設計出來的創業

計劃，將以往無店舖直銷時代的獎金制度修正將分紅百分比集中到專賣店店

長及其營銷人員是核心的關鍵!本研究認為，在整個轉型過程中內部最大的阻

力來自直銷商體系，因為任何政策改變和策略修正，直銷商只認定對他們收

入必須是有利的，是能夠讓大家賺錢的!雅芳的一大優勢就是始終注重對女性

獨立經濟能力的培養，在中國我們也為女性提供了這樣的機會，在現有的 5500

家專賣店中，76%的店鋪都是女性經營的。女性通過經營自己的店鋪改變了自

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態度。我們的另一個宗旨是生產消費者買得起的產品。

雖然市場上有很多知名品牌，但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而我們在每一個單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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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都有介入，在每一個省都有業務，所以我們的產品是面向全國各地的，

而不單單局限於大城市，這也是我們的優勢之一，因此持續的業務擴展和越

來越多的專賣店將是公司業務增長的主要動力(Andrea Jung，2003)。 

    一定的通路規模是經營效益化的前提，這只有依賴公司管理高層在瞭解

自身企業資源條件下，追求最適當質量的通路規模，規模風險的控管，必須

透過競爭合作的機制來實現，因此規模的適當性應該是建立在每家店都盈利

的基礎上，實施營收目標管理與競賽機制，能否將經銷店舖的利益擺第一?會

是轉型能不能成功的重要關鍵!另外無店鋪人員直銷的優點是藉由直銷商的

人脈主動出擊 經營成本低，但消費者大多只能從型錄加上人員解說瞭解產品;

而店舖經銷，雖開店成本高，但經過廣告、店面促銷，消費者可以根據自己

意願需求選購;對原是直銷商身份，今天轉型經營店鋪的經銷商而言，事實上

是將店舖零售與人員直銷結合在一起，二者優缺點互補，擴大了原先排斥直

銷人情壓力的消費群!對公司而言，同樣是面對終端消費者，由以往無店舖直

銷時代的虛擬通路，顧客是掌握在變動性大的直銷商手上;改為有店舖經銷的

實體通路， 顧客是掌握在不確定相當小的電子資料庫裡，配合客戶關係管理

(CRM)的機制，對於經營消費族群的寬度 (Reach)與深度 (Richness 

&Stickiness)相當有助益，將以往無店舖單純的 “Personal Selling”型態

擴大為 “Personal Selling” + “ Shop” + “.Com”的模式。總的來講，

在各地轉型開設店舖，兼具傳統固定據點式的店舖銷售與直銷網擴散方式人

員推銷的雙重特色，同時提升了這些跨國直銷公司的知名度，也讓社會大眾

對直銷公司認識的透明度大大地提高，經銷商能在自己居住的城市裡看到自

己公司的店舖，做起生意來也會覺得更踏實，同時方便了地方政府的監督管

理，自然會對直銷公司給予正面的評價給予更大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