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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外在分析與機會威脅認定 

 

 在以上探討了個案公司的策略型態後，我們接下來再針對

個案公司所處的外在環境進行解析，了解過去策略形態之所以成

功或失敗的前提，以及外在環境未來變化的趨勢後，便得以認定

對於個案公司現在的策略型態下，其所面臨的機會與威脅。外在

分析，包括環境分析與產業結構分析兩部分。環境分析將從科技

面、政府面、經濟面、文化面等構面予以觀察，以瞭解整體大環

境的走向與趨勢。在產業結構分析部分，本研究是按 Porter教授

所提出的五力分析架構，探討產業內既有的競爭者、供應商的力

量、顧客分析、潛在進入者分析與替代品分析。此分析的目的，

在於瞭解個案公司目前所處的競爭環境的結構，以及個案公司所

定位的產業區隔吸引力大小，以及未來此區隔的發展性。根據外

在環境以及產業結構未來可能的變化，找出對個案公司可能構成

的威脅與機會。 



 79 

 

第一節 外在環境分析 

 

外在環境分析將先從總體的宏觀角度切入，瞭解大環境的變

化趨勢，作為找出對個案公司所處產業結構可能產生影響的潛在

因素。 

 

一、總體環境 

（一）科技層面 

    台灣紙尿褲量產下的製造技術接近國際水準，但在國內製造機械

業研製能力與基本材料科學無法提升下，距先進國家技術開發能力仍

有一段差距。而紙尿褲業近年來在技術環境有以下的發展趨勢： 

 

1. 新型通路與媒體的出現 

科技的進步，對於企業的績效影響相當深遠，除了研發新

的產品以外，企業的行銷活動也受到改變，例如新的廣告媒

體、新的銷售通路的使用以及新的研究方法等。 

 

2. 網際網路的出現 

網際網路的使用者日漸增加，創造了新的工作、學習、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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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的新方法，例如:視訊會議、遠距教學、SOHO族的興起，

在不同的國家的管理者，可以透過網路來取得資訊使得決策更

加快速因應環境的變化，這些對於行銷或是行銷系統都有重大

的影響。 

 

3. 表層塗料及高分子吸收技術 

一般而言，表層塗料已經做到透氣但不漏水，但進一步的

強調護膚或抗菌等功能卻保證不能在寶寶皮膚出現過敏等不

適症狀。此外，高分子吸收體的材料科學仍有差異。各家配方

仍有不同，未來材料科學方面仍有突破空間。 

 

（二）政府層面 

 

1.促進產業升級條例 

 政府為為促進產業升級需要，公司得在研發、人才培訓及

建立國際品牌形象支出金額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二十限度內，抵減

當年度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額，這些相關措施對傳統產業之產業

升級相當有幫助。 
 

2.經濟部科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 

自民國 66 年起，經濟部就開始編列預算，委託所屬財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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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研究機構從事產業技術之專案研究開發計畫，施行至今已將近

30 年。近年來，為積極推動科技研究之整體發展方向，行政院

於民國 81年 7月 9日第 2287次院會通過「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六

年中程計畫」，其主要重點之一就是，由經濟部負責推動產業科

技發展及相關之支援業務，而其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動產業科

技研究發展專案。我國在行政院核定的科技專案計畫管理辦法中

明定：「科技專案係開發前瞻性、關鍵性、共通性之產業技術，

且其研究成果以移轉業界為目的之研究發展計畫」；故其任務是

開發前瞻性、關鍵性、共通性之技術，而最終目的則在扶植產業

發展。 

 

科技專案的施行，無論在扶植新產業、開發新產品、改進製

程、提昇品質、提高附加價值，引導投資及增加產值等方面，均

有許多貢獻。以民國 85年度為例，科技專案計有專利 313件、

技術移轉 683件、收益繳庫 30.7億元（含技術移轉金 5.7億元），

另有業界合作 609 件及各類研討會近千場等，功勞苦勞均頗可

觀。在最近 1997年全球競爭力調查中我國雖很遺憾地總體排名

降至 24名，但科技競爭力由 17升至第 11名，除業界技術能力

的提升外，相信研究機構或科技專案也有一定的貢獻。 

 

（三）經濟層面 

 

1. 世界經濟景氣的復甦，連帶使得國內的經濟情況好轉，漸漸

擺脫金融風暴的陰影，使得台灣的經濟穩定的成長，國民所

得雖然略有下降，但是仍保持平穩，屬於高所得國家。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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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價和通貨膨脹率，使得消費者消費的能力亦大幅提升。 

 

2. 香港、澳門回歸大陸政權之後，對於兩岸三地的經貿政策有

很大的衝擊，直航後所帶來大陸廣大的腹地以及商機、兩岸

經貿的關係日益密切。中國大陸經濟成長狀況等等議題，皆

刻不容緩。 

 

3. 針對我國成為WTO會員國，本土廠商將以往東南亞、大陸

等新興市場發展，作為拓展業務，減低進口商品入關的衝擊

的因應之道。尤其是原物料需仰賴國外的廠商，成本未較其

他進口品佔優勢，進口品大量增加下，市場條件更差，本土

廠商出走的情形日漸增加。 

 

4. 人工成本高漲，工作意願低落，人力資源越來越珍貴也越來

越受企業的重視。 

 

（四）文化層面 

 

1. 環保意識的抬頭，使得一些消費者願意為再生紙或「綠色產

品」，支付一個較高的價格，因此企業不得不針對其企業運作

和產品做成新的評估和檢討，以達消費者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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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綠色行銷(Greenmarketing)的觀念，在企業經營中逐漸重視，

也是提供公司一個向要求企業做好環保工作的人民展現誠意

的途徑。面對國內外消費者對環保的日益關切，企業對全球

的環保壓力必須做正面回應，以維持消費者的滿足以及環境

的成本品質。 

 

二、產業規模 

 

（一）紙尿褲業之市場規模 

一般而言，紙尿褲依使用者大致上可區分為嬰兒紙尿褲及成

人用紙尿褲兩大類，國內市場以嬰兒紙尿褲佔大宗。我國紙尿褲

市場自民國七、八十年代以來在主要品牌積極促銷下，國內市場

的普及率也大幅提高。不過近幾年來隨著國內婦女的生育率降

低，國內嬰兒出生數量除了千禧年呈現成長之外，多是呈現減少

趨勢，使得國內紙尿褲市場可說是處於飽和狀態，業界競爭也隨

之加劇。近幾年國內紙尿褲市場胃納大約有新台幣 60~70億元，

國產品市場佔率約七成。不過由於國內市場開放程度高，國外大

廠早期就已透過子公司或合資公司將其產品以進口或在台設廠

生產等方式在國內銷售，在市場上已占有重要地位(如幫寶適)。 

 

另依海關資料，87、88、89年度我國紙尿布出口值為 19.5、

21.5、22.2億元，88、89年度較前一年度分別均成長 10.5%、3.1%。

90 年以來則因紙漿、防水塑膠膜等原料行情下滑，紙尿布產品

價格亦跌，及全球經濟不景氣，國產紙尿褲外銷市場拓展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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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主要出口地區方面，統計顯示近兩年來國產品以外銷到鄰東

南亞國家為主。一者由於該等國家國民所得不高、人口呈現成

長，市場普及仍可再提昇，再者距離台灣較近、運費較低，國產

品外銷至當地尚具競爭力。 

           

 

表 5-1  台灣紙尿褲產銷存量值 

產量 銷售 存量 單價 
年別 千片 千片 百萬元 千片 元/片 
1991 660,967 654,879 3,700.1 53,671 5.65 
1992 730,170 731,746 3,624.2 63,355 4.95 
1993 770,402 774,302 3,487.9 59,643 4.50 
1994 852,695 879,018 4,330.0 65,934 4.93 
1995 1,113,866 1,042,679 5,344.7 108,688 5.13 
1996 1,257,155 1,210,368 5,885.5 115,976 4.86 
1997 1,288,535 1,323,680 6,637.3 104,362 5.01 
1998 1,209,399 1,256,813 6,303.2 76,586 5.01 
1999 1,376,518 1,362,339 6,447.7 107,214 4.73 
2000 1,238,740 1,241,865 6,237.5 105,774 5.02 

資料來源：經濟部工業生產統計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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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業結構分析 

 

 本研究對於產業結構的分類，是根據 Porter 教授所提出的

五力分析架構，對個案公司所屬產業進行結構分析。這分析的優

點，在於清楚地將整個產業價值鍊的過程，從五種主要的力量予

以分析，並且勾勒出該產業區隔內吸引力的輪廓。由於個案公司

在鋁罐及鐵罐等產品之用途、目標市場等不儘相同，因此在分析

產業結構時，須分別審視，方能掌握結構關鍵。以下則依顧客分

析、供應商分析、競爭者分析、替代品分析等層面對鐵罐及鋁罐

兩產業進行結構分析。 

 

一、顧客分析 

 

    由於個案公司為產銷嬰兒紙尿褲為主，而嬰兒紙尿褲製造業的客

戶主要為通路客戶，包括一般通路、量販店、連鎖超市、經銷商、中

盤商、軍公教福利中心、醫院、醫療器材行、藥房及網路直購等十種

通路。因顧客差異頗大，故而在此宜將顧客區隔後分別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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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通路 

    指散佈在各地區的小型非連鎖體系的零售商，例如超商、超

市、雜貨店等。這部分多是由各地區營業所的銷售人員所開發出

來的客戶。這一類的通路佔個案公司的客戶比重不低，在台北及

高雄地區皆有 30%以上，在台中地區達 50%以上；為這部分銷貨

額佔的比例並不大。 

 

（二）量販店 

    量販店可算是個別進貨量較大，但議價力也最強的客戶，個案公

司從 87年 10月起開始開發量販店通路，特別推出量販組合包裝。這

部分是由特販課人員直接接洽，委託代送商運貨。目前國內量販店經

營進入戰國時代，有大者恆大的集中經營趨勢，也有部分量販店嘗試

自行推出私有品牌（private brand）的紙尿褲產品問世，這部分據個

案公司表示，國內消費者重視品牌消費嬰兒紙尿褲的觀念仍在，尚未

達到如歐美市場一樣，消費者以價格為唯一考量的成熟市場地步，而

且個案公司有為澳洲等國客戶生產通路品牌的經驗，若要介入代工市

場，挾充沛的製造資源當然在國產廠商間居最有利地位。 

 

（三）中盤商 

都會地區以外的地域廣闊城鎮市區，交由銷售人員直接開發客戶



 87 

可能較不經濟且也不見得成效顯著，因此在這些地區個案公司便與中

盤商簽約，委託代送商交貨與中盤商後，再由中盤商自行與當地零售

商將貨鋪出去。這樣的作法是個案公司最擅長的推式策略。 

 

（四）經銷商 

對於更為偏僻遙遠的鄉縣市鎮地區，尤其是鄉村，個案公司覺得

自行開發通路實屬不易，因此也與各縣市或當地的經銷商簽約合作。 

 

（五）連鎖超市 

這一部份由於屬連鎖經營或直營的型態，在進貨議價力上也不遜

於量販店，唯個案公司表示，超市多係提供購買生鮮食品及臨時性的

便利採購為主，對於體積不小的紙尿褲，家庭採購型態多以週休假日

赴大賣場以自有車裝載購買機會較多。連鎖超市目前位於市區，停車

問題不易解決，所以在超市地理區位未改善之前，個案公司並不看好

超市銷售紙尿褲的前景。 

 

（六）公教福利中心 

散佈於市郊的軍公教福利中心雖也為連鎖型態經營，但近年來政

府已陸續取消補助，這些福利中心已漸漸朝向商業化方式經營，對於

一般大眾也開放販售，儼然形成超市的另一種型態。不同的是這一類

的福利中心由於地點往往有停車的便利性，因此區位與商品種類搭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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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優勢介於連鎖超市與量販店之間。陳售商品種類雖然不及量販店，

但停車方便性優於連鎖超市，適合消費者駕車採購，所以這是個案公

司最重要的通路客戶，並且採取租用長期落地櫃的方式與之配合。並

連續多年榮獲國防部軍公教福利中心績優廠商。 

 

另一方面，駕車到軍公教福利中心購物的民眾也多屬於中產所得

階級，生活形態與個案公司產品形象相符。因此在這個通路中個案公

司高品質超值價位的噓噓樂，便較進口的第一品牌 P&G「幫寶適」或

Kao花王「妙而舒」賣得更好。。 

 

（七）醫院 

此通路為競爭品牌「幫寶適」佔領很大一部份的通路，醫院在新

生兒初生時多會以贈送的方式讓家長試用，且經過醫院推薦使用的情

形下，對家長的說服力相當大，而家長在日後轉換使用別家廠牌的尿

褲時都會將使用情形與幫寶適直接作比較。在基於零售市場價格高居

第一名的幫寶適很容易給購買者投射品質也第一的印象，因此醫院的

通路與零售市場的價格輔助成為消費者心中進口舶來品較好的形

象。個案公司在此部分所佔的比例非常小。 

 

（八）藥局 

藥局可分地方傳統藥房與連鎖藥局。傳統藥房係地區營業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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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所開發，藥房店東在地方上有一定人脈且對附近住家有購買的地

利之便，雖然個別店家因陳列空間有限、進貨數量不大，但這樣的通

路型態對於鎖定中產階級的消費族群很有幫助，通路型態吻合個案公

司產品定位，故而成為個案公司最重要的客戶。至於連鎖藥局（或藥

妝店）目前仍然希望透過集體採購進行議價，壓低進貨價格，一則因

為這一類的通路相當分散，且各店進貨數量有限，運送成本較高，二

來因為個案公司不願與主力品牌競爭相同的通路，所以並非個案公司

的客戶對象。 

 

（九）醫療器材行 

醫療器材行和一般通路一樣，這一類的通路也是由地區業務人員

所開發出來的，在各地營業所所佔的比例為 2%~10%不等，也算是非

常重要的通路。這一類的通路客戶由於銷售復健器材，所以重點在於

包括成人紙尿褲與一部份的嬰兒紙尿褲。 

 

（十）網路銷售 

目前網路銷售並沒有開放給零售消費者，僅止於贈送試用包的活

動，因此並不會與實體通路產生競爭，個案公司利用網路銷售主要對

象是經銷商，以網站直接與經銷商完成線上訂貨的功能，此外也想直

接透過網站與消費者接觸，宣告新產品問世的消息，同時傾聽消費者



 90 

使用產品的意見，作為日後推出改良的參考。同時為了建立客戶忠誠

度，也在網路上推出會員制以直接掌握消費者訊息。 

 
 

一、 供應商分析 

 

紙尿褲製造的上游原料包括紙漿，高分子吸收體、背膠與不織布

為主。茲將供應情形說明如下：由於亞洲地區紙尿布的消費者仍偏愛

潔白無暇的原木紙漿，與歐美國家重視環保觀念使用再生紙漿參製的

觀念有所不同，故原木紙漿的進口多來自北美等大廠紙漿。個案公司

生產規模亞洲名列前茅，每年直接進口供應量可觀，供應上相對於其

他生產規模較小的同業具備較佳的成本優勢。而且個案公司偏重外銷

為主，因此採購付款幣別與貨款收現幣別相同形成自然避險，對匯率

的波動忍受程度佳。 

 

高分子吸收體、接觸表層與背膠採購也源自國外合作的供應商。

由於近年來紙尿褲強調輕薄吸收量大，且背膠可重複黏貼使用不掉

落，接觸嬰兒肌膚的表層更強調降低摩擦力的棉柔成分。因此這部分

成為近年來各家產品強調功能性差異的重點所在。 

 

早期 P&G及 Kao都有集團旗下生化實驗室予以奧援，且具有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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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開發秘方的技術。唯近年來這些集團流行業務外包，或將製程交給

外界獨立供應商製造材料以降低成本。因此個案公司在接觸這些獨立

的材料製造商後，這些歐美的材料實驗室也多能在一段期間後習得配

方或製造技術加以改良後推出，因此站在個案公司產品改良的立場而

言，作為領導品牌的追隨者不成問題。關鍵在於何時推出方能獲得市

場的青睞，因為任何材料技術的進步，所伴隨的研發與製造成本往往

增加消費者額外的負擔，而代表廣大消費者的市場是否體察到產品實

際的效益則有待觀察。個案公司目前的經營想法是：基於本身生產規

模龐大，具有最佳的量產經驗，沒有必要領先市場進行技術突破，俟

領導品牌推出新產品後，個案公司會密切觀察市場的反應，同時與材

料供應商保持密切連繫，了解在成本控制得宜下，市場量產接受的可

行性有多高，決定跟進的時機。因此在關鍵的功能性差異上，個案公

司與供應商充分合作，降低研發的風險，這種市場追隨者（Me-too）

的策略一直都是個案公司成功的關鍵因素之一。 

 

此外，不織布製造業也是紙尿褲製造業的上游關聯產業，不織布

的製作過程無污染且用途甚廣，且附加價值高。故未來市場發展潛力

不小。唯生產規模較大，且製造設備投入資金較多，製造生產需要專

業技術，所以國內投入不織布製造者甚少。目前僅有康那香投入不織

布的製造生產，主要供應給國內生產紙尿褲的同業使用。個案公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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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份向康那香採購外，另外一部份則向國外採購，除藉此分散採購來

源，降低供貨風險之外，也接觸國際製造不織布的大廠，比較了解產

品的品質與成本，作為日後產品改良的基礎。由於規模經濟之故，目

前不織布生產廠商皆有能力同時兼生產紙尿褲相關產品，但不織布用

途極廣，且紙尿褲的產銷競爭目前仍以行銷掛帥，因此個案公司在行

銷的策略與組織安排上遠較不織布製造兼營紙尿褲產銷的康那香來

得靈活，因此來自不織布供應商的競爭壓力尚可。 

 

三、現有競爭對手分析 

分析現有競爭者之前，我們先將產業特質作一交代。受限於國內資料

收集的困難，主要分析對象為台灣的競爭同業，茲以兩家上市櫃公司

的康那香與富堡作為比較的基礎。 

 

（一）產業特質 

1.資本密集 

紙尿褲產業屬資本密集度高的產業，這不是單指生產線的備置而

已，尚包括行銷費用在內。以台灣為例，以成形機器而言，單一設備

造價，即需美金 400萬元左右，但混線生產極不具效率，因此對於使

用量大的產品規格往往需專線生產較佳，因此以國內生產規模最小的

廠商而言，至少也需要兩條生產線，光機械投資便近 2.8億元。但即



 93 

使生產條件夠，欲在市場立足必須在行銷及促銷上花費相當的成本，

而這些多屬沈沒成本。因此對於後進的小廠形成強大的進入障礙。若

再加上土地、廠房與週轉金，投資額確實不低。資本密集度愈高，廠

商進出產業愈不容易，此外資本密集度高，亦顯示該產業自動化程度

高，對勞動力的依賴相對較小，但紙尿褲的行銷屬消費品，也需要強

大的行銷部隊，因此資本及勞力密集程度皆不低。 

 

2.技術密集 

除了前述已探討過紙尿褲業由於自動化程度高，現場對勞動力的

依賴不大，但由於從材料組合到剪裁與成形，在技術密集度上亦高，

尤其換線生產尺寸時廢料下腳的降低與熟練度有關。此外，個案公司

有能力改良自國外機械供應商的機器，並與供應商長期進行技術交

流。這些組織知識的養成，皆不是後進廠商可以比得上的。技術密集

加上資本密集，使得該產業退出障礙頗高。 

 

3.外銷導向型產業 

由歐美日先進發展國家之經驗，紙尿褲在全線生產者的部分由於

生產規模較大，成本較低，而附加價值較高，因此可以拓展外銷，此

外，這個產業在國內發展成熟且達平衡時，也必須往海外拓展新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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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不過當運輸成本達到售價的 5%時，便不利於出口，此一產業特

性，主要形成原因為其體積大，單位運輸成本相對較高，長途運輸極

不經濟。台灣紙尿褲產業發展外銷屢次於東南亞等國市場創造佳機，

除了生產品質優良以外，拜地利之賜，歐美進口品牌無法長驅直入也

有關係，形成天然的進入障礙。無論如何，進口品牌廠商以高行銷投

入，塑造高品質形象，提高產品附加價值，所以成功經營的國外品牌

都集中在高品質/高價格區隔。本國製造商應對此點有充分認知，在

進入東南亞等地市場時，不能低價為切入手段，透過新產品的研發推

出維持較高的價格形象方是上策。 

 

4.市場需求預測穩定 

各國人口統計（包括全國及地區出生率、人口數目、家計所得高

低）都是公布的數字，而每人每天使用情形都有一定的經驗法則可

循，因此紙尿褲市場需求預測對廠商而言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此外國

內出生率越來越低，也就是市場成長有限。因此產業內產能稼動狀況

受到同業間價格影響很大，同業間除了利用贈品促銷避免直接價格競

爭外，也對於不同通路在不同的期間採取降價促銷的優惠，這些局部

性的價格戰尚不致被競爭同業視為攻擊的明顯訊號。無論如何，在此

產業投資龐大的狀況下，固定成本負擔沈重，若沒有利用外銷來分散



 95 

市場風險的製造商在進入紙尿褲產業必須有虧損的心理準備。 

 

5.市場集中度很高 

市場集中度很高與該產業廣告密集度高有很大的關係，以嬰兒紙

尿褲而言，廣告密集度高，投資額大，市場集中度也最高，台灣前五

大品牌市場集中度達到 92%，市場集中度很高。因此競爭對手之間動

見觀瞻，個案公司自去年邀請廣告明星代言噓噓樂產品後，產品形象

大增，定位清楚坐穩本土紙尿褲品牌第一交椅，除此以外，並不以全

面降價作為促銷手段，在領導廠商推出新產品提高或維持售價後，個

案公司會視情況跟進推出類似功能的產品藉以提高或維持售價。若發

現相同功能的產品在維持與領導品牌的相當的價差下頗受市場好

評，便會趁勝追擊，擴大市場佔有率。基本上個案公司並不會挾充沛

的製造資源進行價格破壞的行為，以免產品形象受損。 

 

    以上敘述台灣紙尿褲產業特質後，接下來個別介紹國內上市櫃主

要的競爭同業。台灣紙尿褲製品業中股票上市櫃公司有 2家，分別為

上市的康那香與上櫃的富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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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康那香 

康那香創立於民國 58年，最初從事衛生棉產銷，目前產品線包

括衛用消費性產品（紙尿褲、衛生棉、濕巾、護膚產品、成人看護墊）、

工業產品（工業濾材等）以及不織布（衛用與工業用）。康那香於

台灣共有三個生產中心，分別生產不織布材料、衛材用品與相

關產品。並於民國 87年設立上海生產中心，為大陸衛材產業的

客戶提供不織布材料，更於近期成功地投入個人衛生用品的生

產。未來康那香將整合台灣與大陸的生產能力，將公司的不織

布產品更有效地行銷於大中華以及全亞洲地區。於 1999年至

2003年連續五年，榮獲美國專業不織布雜誌 Nonwoven Industry

評選為全球前 40名不織布廠商。   

該公司所生產的「康乃馨」嬰兒紙尿褲屬於中低價位，也爭取到

部分的市場。目前康那香較生產紙尿褲同業具有優勢之處便在於其自

產的不織布材料這一部份的成本控制較佳。但康那香在國內的生產嬰

兒紙尿褲的機台僅 3條，僅為個案公司的 1/3，因此生產規模不大使

得該公司的產品一般較缺乏變化同時抵銷不織布自製的成本優勢，再

加上該公司經營重心在不織布的產銷，因此對於紙尿褲的經營並未投

注太多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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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富堡工業 

富堡工業創立於民國 66年，一開始與日本技術合作專業生產衛

生棉及成人紙尿褲，為國內第一家切入成人紙尿褲的業者，並且在市

場寡占近七、八年之久，但由於國內人口結構高齡化，老年人口增加

迅速，人成紙尿褲市場胃納增加，至民國 85年後陸續吸引其他廠商

介入。雖然該公司的「安安」仍是領導品牌，但市場佔有率已大幅下

降。也於 90年起推出「小安安」嬰兒紙尿褲以擴大產品線，不過市

場佔有率極低。目前營業比重為成人紙尿褲 77.94%、保險套濕紙巾

原料包材 11.02%、成人紙尿布/墊 9.72%、嬰兒紙尿褲 1.32%。目前

僅兩條生產線的富堡工業，89年完成上櫃掛牌後，營業收入便快速

下滑，92年前三季營業收入僅新台幣 3.95億餘元，營業淨損達到 0.32

億元。到民國 91年股本 3.5億元的富堡工業，累積虧損已達 1.29億

元，負債比率於民國 92年上半年更達 62.26%。 

            表 5-2 台灣主要紙尿褲產業公司營收淨額統計 

                                            單位：新台幣億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康那香 18.02 21.86 23.63 23.46 22.20 
富堡 7.03 7.04 6.45 5.55 5.37 
個案公司 24.15 24.26 24.22 24.16 25.71 

說明：1.康那香包括不織布銷售，而富堡包括保險套等衛生用品銷售

2.個案公司不包括大陸廠的營收。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個案公司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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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台灣生產紙尿褲同業稅前盈餘統計 
                                           單位：新台幣億元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康那香 1.45 1.52 1.29 1.72 2.00 
富堡 0.16 0.38 -0.08 -0.56 -0.58 

個案公司 4.31 4.64 2.69 3.29 3.10 

說明：康那香包括不織布銷售獲利。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個案公司提供。 

 

    最後以三家紙尿褲同業 91年度的財務比率做一了解，可知：個

案公司獲利能力極為突出，且產品定位在高價格高品質的策略奏效，

使得毛利率為同業之冠。存貨週轉率及應收帳款週轉率也領先同業甚

多，可知個案公司經營策略不僅在市場定位成功，在內部管理方面也

有過人之處。     

 

   表 5-4 國內紙尿褲同業民國 91年營運績效一覽表 

                                         單位：新台幣億元 

公司 

項目 

個案公司 康那香 富堡工業 

營業收入 31.01 22.20 5.37 
營業毛利 781 749 1.18 
毛利率（%） 25.19 33.47 22.08 
營業利益 3.23 2.24 -0.45 
營益率（%） 10.42 10.10 -8.31 
稅前淨利 3.10 2.00 -0.60 
股東權益 20.42 22.97 2.98 
EPS（元） 2.30 0.83 -1.77 
存貨週轉率 8.87 5.27 6.66 
應收帳款週轉率 7.47 4.16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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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與個案公司提供 

 

四、潛在競爭對手分析 

由於近年來台灣婦女生育率已降低，嬰兒除千禧潮以外，

多呈現減少趨勢，台灣市場趨於飽和，整體產能供過於求的現象

漸顯，業界競爭也加劇，預計近期內應不至於有新產能加入，而

漸有廠商遭到淘汰，如樂芙爽等品牌。所以對於新進入的專業生

產廠商應無動機加入。而來自上游不織布製造業者向下整合的部

分，應該也以具規模的大型業者較有可能。但基於不織布應用在

更高附加價值的用途眾多，近年來國內廠商康那香也積極轉向朝

潛力更高的工業用不織布發展，旗下紙尿褲事業線在產品線並不

突出之下也略顯單薄。因此來自上游整合的威脅不大。倒是國外

競爭廠商（如 P&G,Kao …）挾豐沛的行銷資源介入對個案公司

產生較大的競爭壓力。部分國人仍存在迷信國外品牌的迷思，根

據個案公司表示，其實本土廠商的製造研發能力不遜於外國廠

牌，甚至根據實驗結果個案公司的吸收尿量及摩擦係數都是業界

最佳的標竿，惜功能性的差異往往不一定為消費者所認知。紙尿

褲製造業者在進入大陸市場或其他可能的海外市場時，將可能會

遇到不同的國際級競爭對手。我們有必要將國外大廠納入考慮，

而這個討論在兩岸加入 WTO後將更為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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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台灣進入 WTO後，貿易自由開放的程度逐年提高，屆

時台灣的紙尿褲業者必然面臨與國外大型紙尿褲業在市場的強

大競爭。十年前個案公司決定轉戰東南亞海外市場時，事實上便

已面臨世界級大廠在當地市場的強力競爭。市場導入初期紙尿褲

某種程度仍被視為一種高級的奢侈消費品，個案公司由於生產規

模在東亞名列前茅，在生產成本有利之下與當地通路業者合作披

荊斬棘開拓市場，將高級的產品平價化普及予大眾使用。應把握

的是結合材料供應與當地通路，從研發、生產、製造加工、品管、

運送、市場商情的調查以及推廣，發掘並差異化整體價值鏈上富

有特色的活動，以與歐美舶來品牌區隔市場有所不同，發揮「高

品質/超值價格」的差異特色，才能在未來海外市場進一步深耕

時，立於不敗之地。 

     

五、替代品分析 

紙尿布業者的就是為了取代傳統布尿布而來，隨著國民所得越

高，都市化程度上升，接受並使用紙尿褲的購買者便會增加。目前對

於紙尿褲的替代品尚無有效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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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關鍵成功因素 

 

 前節外在環境與產業結構的分析，提供我們對於個案公司

所處環境的瞭解，也看出未來產業變化的趨勢。本節將根據這些

對產業結構分析的結果，找出在這產業中的關鍵成功因素。 

 

已如前述，過去數年來紙尿褲產業中經營較為成功的公司的

策略型態不外乎是：與上游關鍵材料供應商保持密切的準整合

型，或是成功區隔市場（無論從市場的地理移動到通路型態的選

擇）避開國外品牌的利基型廠商。所以我們在個案公司的策略型

態與其所服務的目標市場間顯然發覺到策略的一致性極高。 

 

簡單的說，個案公司早年進軍國際市場之初，在接澳洲通路

廠商的代工訂單多年達成練兵取糧的目的後，培養了生產技術純

熟與海外市場的知識，對日後進軍東南亞有極大的助益，而這一

方面避開當時國內量販店崛起的通路混亂，二方面將市場尚有待

開發，而通路型態仍屬傳統的東南亞市場全力衝刺，與進口品牌

各擅勝場。等到國內通路遊戲規則確定後，個案公司再挾豐富的

財務資源轉戰國內，但也不與進口品牌硬拼，而是選擇作本土業

者的龍頭，以市場追隨者的方式，緊咬住進口領導品牌，卻又時

時刻刻注意技術與市場的發展，決定新產品問世的時間，以維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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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單價與毛利。若是在早期未能決定遠走海外而留在國內奮

戰，恐怕將錯失國際經營的經驗與海外通路的立地條件以致於失

去競爭先機，在沒有技術及品牌的優勢條件下，接踵而來的嚴酷

的競爭考驗將是可以預期的。 

   

  以下便是吾人從個案公司的經驗重新思考紙尿褲業應該具

備的關鍵成功因素： 

 

1.規模經濟 

通路客戶最在乎的就是產品的售價，因為這會直接影響到他

們在市場上銷售的競爭力。日用消費品的生產廠商除了直接訴諸

消費者的拉銷以外，最重要的還有對通路客戶的推銷。一個售價

具競爭力的品牌，無論對吸引消費者選購或勸說通路客戶進貨都

有幫助。個案公司生產規模居東亞（日本地區以外）名列前茅，

並有專線生產主流規格的紙尿褲，不僅生產效率提升而且可以推

出不同的包裝規格因應不同的通路促銷，滿足通路客戶的需求。

不僅生產由於尺寸不同必須具備一定的生產規模才能發揮經濟

效益，在廣告促銷上也是如此，且廣告屬於沈沒成本，對於產銷

量不大的中型廠商將是一筆昂貴的開銷，每單位分擔的廣告與促

銷成本若是居高不下，將使售價無法降低，如此對於通路客戶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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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意願就會大打折扣，國內業者受到進口產品擠壓時，唯一致勝

的武器就是提供實惠價格的高品質產品。因此紙尿褲業者必須以

量來帶動成本的下降，而將規模經濟的效益傳遞與通路業者與消

費者來分享。 

 

2.整合或與供應商密切配合互動的優勢 

  過去國外品牌多以旗下材料實驗室支援材料的研發製造，往

往以具突破性的新產品問世。最近以來業界卻發現以材料研發為

主流的國外品牌開始將訴求的重點轉向回歸到剪裁甚至印刷的

顏色上。可知材料科學的發展有一定的極限瓶頸，而這便是必須

於短期內推出新產品刺激市場避免價格下滑所不得已的手段。可

見自行整合上游基礎材料研究發展有其限制之處，何況投入資金

異常龐大。台灣專業產製紙尿褲的廠商往往便與國外先進的材料

研究室有合作的協定，隨時提供廠商有關心材料研發的趨勢與成

本資訊，讓國內廠商評估何時才是引進的最適時機。個案公司表

示，並不是領導品牌的每個動作都值得國內廠商抄襲，以先前「男

女寶寶有別」的口號所推出的性別變數來區隔產品，曾引發康那

香的跟進，結果市場因反映不佳鍛羽而歸，當初推出的 P&G也

早就鳴金收兵。盲目跟進的廠商只好賠本殺出收場。可惜國內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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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不像國外廠商有雄厚的財務資源，經不起幾次的嘗試錯誤。而

個案公司與材料供應商深談並參考消費者後並未跟進，所以得以

保留行銷實力。 

 

此外，合身剪裁成形與機器的改良製造有關，個案公司早期

引進日本技術所生產的紙尿褲質感較細，並經過本身不斷研究改

良，目前已經有改良生產機械的實力，這也是個案公司所具備的

優勢。 

 

3.進入時機 

    紙尿褲的製造機械與技術或許不難取得，但市場行銷通路的

卡位卻需要時間的配合。隨著國民所得的不同，各地零售市場成

熟的進程或有快慢，個案公司避開國內量販店的通路而早期進入

通路型態尚稱傳統的東南亞市場，並與當地的通路商接觸，而本

身又因長年幫澳洲客戶代工因而生產技術純熟，品質及成本極具

競爭力下，開始自有品牌的行銷。並以「高品質/超值價格」的

訴求很快地獲得當地消費者的認同，吸納廣大中產階級的市場，

可謂時機正確。同時，早進入市場還有另一項優點就是能夠及早

建立與重要客戶的關係。紙尿褲廠商外銷要借助當地通路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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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進入的廠商可以及早選擇有潛力的通路客戶（不一定是最有力

的通路客戶）並建立良好的關係，由於個案公司國際化的經驗可

以協助通路廠商成長，並因應通路競爭上可能發生的情況而預作

準備。如此更加深了先佔優勢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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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機會威脅認定 

 

 經以上對整體環境與產業結構之分析，對於個案公司所處

之外在環境已有通盤性瞭解，其中隱含了許多重要的機會與威

脅。以下就將外在環境的機會與威脅做一番整理分析，讓個案公

司檢視自身具備的條件能否掌握機會、破除威脅，並說明各項因

子的策略涵義與重要性，做為下一章擬定策略的依據。 

 

（一）機會及其策略涵義 

1. 紙尿褲屬於民生必須用品，較不受經濟景氣的影響加上是提

供一般消費者清潔、舒適、便利的使用，產品的替代性較低。

受景氣的榮枯影響較小。 

 

2. 隨著國民所得、生活品質的提升和衛生習慣改變，              

產品的需求潛力大，根據先進國家的經驗以及國內市場的發

展過程，強調「用後即丟」的不織布製的衛生用品，將隨著

國民所得的增加、生活品質的提升以及衛生習慣的改變逐漸

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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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全球紙尿褲的市場在公元 200I年以前每年至少會維持五%的

成長。而國內的的紙尿褲需求量也和世界同步成長，估計市

場普及率將可從 85年的七成上升至 88年約九成，整個市場

的潛在商機將高達八十億元左右。 

 

4. 東南亞經濟雖然開發較我國落後，但近年來購買力已在提升

中，以我國的產品品質、價格定位，進軍東南亞市場十分合

宜。像菲律賓、馬來西亞都是已經開發的市場，而大陸則是

業者鎖定的目標，準備加強進攻的市場，商機無限。故業者

可以調整行銷策略，加強海外市場的拓展，甚至可以利用多

年來累積的製造經驗，進行整廠輸出。 

 

5. 受到低價的刺激，顧客層往下擴張，加上我國的平均使用片

數約在 5片，距離先進國家的 5.5片，仍有少許的成長空間。 

 

6. 新型市場如量販店、便利商店和購物中心不斷的開辦，使得

市場更加活絡，有了更廣大的通路，提供了更多的行銷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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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威脅及其策略涵義 

 

1. 國內市場開放程度高，同業競爭激烈，尤其是國外大廠早期

即透過子公司或是合資公司將其產品以進口或是在台設廠的

生產方式在國內銷售，在市場上佔有更重要的地位，使得同

業問的競爭更為激烈。嬰兒紙尿褲更形同削價競爭，例如台

灣第一大品牌的幫寶適為了打擊花王妙而舒，特別引進韓國

貨來打低價牌，導致市場價格下降，利潤因而下降。 

 

2. 嬰兒出生人數雖然持續成長，但是由於頂客族以及單身貴族

的增加，使得出生率有下降的趨勢，市場的成長日趨緩慢。 

3. 環保意識的抬頭，環保人士鼓吹改用布尿布或減量使用紙尿

褲，以減少垃圾量。 

 

4. 紙尿褲的功能越來越好，加上一片用到天亮，造成使用量降

低。 

 

1. 紙尿褲的設計以及品質上，國內的廠商雖然足以和歐美和日本相

抗衡，但是目前國人仍有迷戀進口品牌的消費習慣。進口品牌如

幫寶適、妙而舒就佔了國內近六成的比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