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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衣」印象---水柔乾洗 VS 衣博士
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古人云：「人要衣裝，佛要金裝」，衣服造就一個人，外衣穿著無妨是給人最直
接的「第一印象」，不僅可將一個人從宅男變型男，還可將乞丐變老闆。現今，
人們都活於匆忙、刻不容緩的緊張時刻，天天需與工作、應酬鏖戰至深夜，沒有
暇時洗衣，卻又想給予他人整齊清新的好型象，因此，專業的洗衣人士即是他們
的最佳救星，而人們又該如何選擇呢？是自營乾洗店還是連鎖自助洗店？然而也
非每間的洗衣店都能滿足顧客的需求，故此我們想以此為題，協助人們做最好的
選擇，要藉此來探討消費者的消費型態。
二、研究目的
藉由以上的研究動機，引導出下列幾項我們想更深入探討的目的。
（一）研究連鎖洗衣和自營乾洗的行銷差異。
（二）調查兩家洗衣店的服務品質。
（三）藉由問卷調查，提供店家應改善之處，使人們能獲得更好的服務品質。
三、研究範圍和限制
本研究以台中市南屯區的居民為主，將以水柔乾衣店與衣博士連鎖自助洗衣店的
消費者為基準，行問卷調查之方式，而加以探討。
四、研究方法
（一）文獻研究：本研究透過書報雜誌、網頁及資料進行瀏覽及整理。
（二）問卷調查：本研究透過問卷，探討消費者偏好哪種洗衣方式和服務品質。
（三）人員訪問法：直接到店面訪問店家。
五、研究流程圖

結論

資料彙集與統整

問卷調查及分析

訪問店家

蒐集洗衣店的資料

擬定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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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正文
一般的家庭洗衣，可能只會侷限於依顏色、內外衣、還有簡單的區分水洗、手洗
和乾洗的衣服，甚至全部直接丟進洗衣機等！現今，因為人們習慣的改變，生活
步調緊湊，時間受壓縮，多數人也缺乏洗衣常識與技巧，因此，為了避免洗壞喜
愛的衣服與處理上的麻煩，故有些家庭都會把較昂貴或需要乾洗的衣服，交付至
洗衣店的專業人士來處理，而專業的洗衣店還擁有較特殊、效果較佳的洗衣粉，
與自己研發的專業處理方式和高效能的機器設備，並具備專業的技巧，讓您送至
洗衣店的衣物，皆能獲得鑽石般的呵護與照料，讓您隨時隨地皆能煥然『衣』新，
享受好心情。
一、 衣博士連鎖洗衣
（一）簡介
衣博士企業（股）有限公司創立於 1999 年，目前以「衣博士洗衣連鎖」在中部
地區獨占鰲頭-更於 2004 年成為中部最大的洗衣連鎖公司，不僅快速的打開知名
度，也是中部地區一家成長最快速的公司！
衣博士所標榜的口號是「洗衣的博士，品質的專家」
，這也是他們的企業家精神。
衣博士設有 400 坪之大型中央洗衣廠，有足夠的空間來處理衣物，也均有設置
專業殺菌處理機處理（包含蒸氣殺菌及大型烘乾殺菌等），能夠提供所有客戶衛
生、潔淨的洗衣服務。而門市裝潢也著重於明亮、潔淨、動線流暢，擁有全電腦
化的店務管理系統，還提供消費者乾洗、水洗及自助洗全方位的洗衣服務，多樣
化的選擇，也積極發展「客戶關係管理系統」
，運用高科
技，能分析客戶所需，隨時掌握客戶動態，提供最貼切
與即時服務。此外，還有 60 天的品質滿意保證提供無
條件的免費回洗服務，一連貫的洗衣服務，將使消費者
獲得最完整、一致性的服務，使顧客均能得到最高品質！
這些也是他們未何能成功的關鍵吧？！因此，衣博士能
迅速於中部競爭激烈的洗衣市場中竄起，於各佼佼中斬
露頭角，在市場佔了一席之地！
（二）衣博士的獨特洗衣特色
1、分洗：依適合衣物的洗滌方式分成-乾洗、水洗、手洗、特殊處理等情形
來處理。
2、分色：次要將衣物依顏色各別分類出深色、淺色、白色、雜色、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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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等，顏色相近可一起洗，而差異較大之顏色則應避免，否則易照成相互染色
的情形。
3、分類：分色後，還須按照衣物的材質，分成天然纖維（棉、麻、毛）及
化學纖維（尼龍、聚脂纖維、醋酸纖維）兩種類，此作法是為了要讓不同材質之
衣物，皆能各自使用做適合之洗滌方法。
4、點檢：檢查衣物之外觀、內部及污點，且察意口袋是否有未取出的物品，
並留意衣物之送洗前的瑕疵，並將這些情況紀錄，且以書面的方式事先告知客
戶，以確保雙方之權益，避免日後爭議。
5、前處理：若衣物檢查無誤，專業的洗衣師會先檢查每件衣物的污點，依
情況而先做部分是前處理或刷洗，可使衣物達到更加的洗淨效果，而達到事半功
倍的情形。
6、洗滌：衣博士會先依照之前衣物的分洗作業，採用最佳的洗滌方式（乾
洗、水洗、手洗或特殊處理），並且衣博士會採用專業的微電腦滾筒式洗衣機，
較一般的洗滌方式乾淨，且衣物在洗衣機內還含有拍打、搓揉的作用，讓整件衣
物充滿洗劑，故洗淨效果一定會優於手洗或家用直立式洗衣機。（衣博士水洗衣
物均有蒸汽殺菌，乾淨衛生，但超過 90％以上的傳統洗衣店並無使用蒸汽殺菌
洗衣！因此，衣博士擁有最佳的設備以提供顧客享受最佳的品質。
7、晾乾：衣博士將所有衣物洗滌完成後，並不馬上做烘乾處理，而是先採
用傳統的「自然晾乾」方式，先將衣物吊掛或平鋪起來，再待衣物洗後形狀固定，
並且達成至六、七成的乾後再進行專業的整燙或烘乾處理。除此之外，衣博士還
擁有 200 坪之大之室內曬衣場，有別於傳統洗衣店將洗好衣物晾掛在騎樓會有
被污染的狀況，也無須擔心天氣狀況等其他意外事件。
8、整燙：乾燥完成後的衣物會進入整燙作業，衣博士會聘請專業且資深的
整燙師傅，平均整燙經驗皆高達 8 年以上，讓故可擁有較高的整燙品質。
9、品管：在整燙的過程中，同時衣博士也會實行衣物的品管，若發現有未
洗淨的狀況，衣博士會將衣物檢出重新洗滌，直到潔淨，才能安心的將衣物送至
下個流程。
10、包裝：整燙完成的衣物，將逐一掃瞄條碼，並在外包裝張貼標籤，註
明各項衣物資訊及洗衣價格（促使達成價格透明化），不僅能方便作業，還能讓
客戶逐一核對是否正確。
11、品管：包裝時，衣博士會再次做品管動作，確認衣物洗燙品質，以減
少缺失狀況等，無誤後便立即將衣物分類至各門市待出貨區，等待翌日出貨。
12、出貨：逐一掃瞄每一件衣物，透過衣博士獨家開發的語音管理系統，
讓每一件出廠衣物均以語音唸出，透過再次的確認並逐一比對是否有誤，達到
100％的精確率。
（三）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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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Strengths 優勢）

Ｗ（Weaknesses 劣勢）

完整的系統
價格較低廉
知名度較高
設備自動化
專業的洗衣技術

 無法精細處理髒污
 分店服務態度不一

Ｏ（Opportunities 機會）

Ｔ（Threats 威脅）

人們生活緊湊，故衣服需送洗
增加全台分店據點

 洗衣店大量設立，競爭激烈。
 經濟衰退，洗衣需求下降

（四）4P 分析
1、產品（Product）：乾洗、手洗、水洗、自助洗
2、價格（Price）
衣物分類

牌

價

水洗（單價）

乾洗（單價）

長褲、短褲

50
50、45

80
90、80

長裙

90

120

羽毛外套
外套

220
120、140

260
150、170

枕頭套

15

30

被單

180

240

單人毛毯（薄）

180

240

T 恤、背心、襯衫

3、通路（Place）
所屬的加盟門市和直營門市共 32 家，而店數正陸續成長中，是目前中部地區最
大的專業洗衣連鎖公司。
4、推廣（Promotion）：若加入會員，即可享八折優惠。
（五）相關報導
1、「衣物含有螢光劑人體受遭殃」
消基會曾對市面上嬰兒服飾做過調查，發現多數的樣品都含有螢光劑，螢光劑可
能會危害到人體的健康，對於皮膚較敏感的小嬰兒，也會引起皮膚病等等疾病。
一般家長可能只會注意家裡的洗衣劑是否含螢光增白劑等，卻忽略衣服本身早已
是毒害的所在地，而讓正在長牙的嬰兒不經意的將螢光劑吃進體內。因此，家長
需要特別注意，為了您家寶貝的健康，衣博士建議：貼身衣物仍先洗淨後再穿著。
2、「羽絨製品的洗衣方式」
去年在各家洗衣店皆出現了不少羽絨衣洗壞的例子，例如：縐縮成童裝尺寸的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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絨大衣、發黃的白色羽絨外套等，面對暴怒的消費者，洗衣業者雖然極力澄清，
他們也只是依著衣服上的洗標操作，很難分清是誰該負責任。所以衣博士公開洗
滌訣竅，讓消費者能正確的處理衣物，羽绒製品要水洗，而曬或烘得透乾才是真
正的關鍵，否則收藏一季後，未透乾的羽绒仍可能會發霉，也請切記清洗時絕不
可用力扭乾，以免破壞羽絨間隔的車縫線，造成更大的損害。
二、 水柔乾洗店
（一）簡介
水柔乾洗店初成立於 2002 年，起初是為了生活，憑著一股傻勁與衝動，想以創
新的想法於傳統行業中能脫穎而出，殺出一條血路！因太多老店、老師傅，僅運
用傳統老方法在洗衣，也沒有太多年輕人願意從事洗衣業，而老闆也是創業後才
發現洗衣業是個吃力不討好的工作，這看似平凡無奇的洗衣；其實也隱含著各種
專業技術，非我們想像的如此簡易！因水柔是自營商，不是加盟者，全都要自己
做、自己摸索，在創業的過程中不斷學習，即使是深陷挫折，也越挫越勇，求新
求進，竭盡所能的克服它，不斷的探討何能洗出乾淨的衣服，達到客戶的滿意？
老闆深信只要做出好的品質，讓客戶滿意，客戶便會為他們做出最好的活招牌、
最直接的宣傳。為了最好，老闆所使用的洗劑和原物料也是精心挑選，親自調配
較天然、優異的洗劑，成本較高，故收費也略高些，但因為品質的堅持他們也從
不削價競爭、或使用噱頭來吸引客戶，而以穩紮穩打的方式來經營，最終，他們
亦找到了最適合的管理運作模式，讓他們的創新也得以融入傳統行業。
（二）經營理念
精進--衣物材質日新月異需不斷學習注意，才不會有所疏失。
呵護--將客戶的衣物當作是自己最喜愛的衣物一樣來處理它。
溝通--事前未說明，事後發生狀況， 容易造成誤解所以我們常會與客戶溝通。
（三）SWOT 分析
Ｓ（Strengths 優勢）

Ｗ（Weaknesses 劣勢）

 衣服人工熨燙
 洗衣粉純手工調配
 即時處理客戶問題

無法承接大量的訂單
服務區域受限

Ｏ（Opportunities 機會）

Ｔ（Threats 威脅）

 與美容店或按摩店合作
 同業代工

 洗衣店大量設立，競爭激烈。
 經濟衰退，洗衣需求下降
5

第「衣」印象---水柔乾洗 VS 衣博士

（四）4P 分析
1、產品（Product）：乾洗、水洗、生化洗、手洗、熨燙
2、價格（Price）
衣物分類

牌

價

水洗（單價）

乾洗（單價）

上衣類

60

100

褲子類

70

110

西裝外套

250

250

薄外套

130

150

厚外套

150

180

圍巾

80

80

娃娃
被單

150~350
150（薄）180（厚）

150~350
150（薄）180（厚）

毛毯

300（中）380（大）

300（中）380（大）

羽毛被、羊毛被
寢具整組

900
900
300（單薄）350（鋪棉） 300（單薄）350（鋪棉）

3、通路（Place）：目前有兩家分店，因人手不足，暫時沒有擴展的想法，
但未來若有機會，我們仍想試試。
4、推廣（Promotion）：水柔採行會員制，（而會員的加入，並沒有門檻
的限定，只要客戶信賴他們，就可即時的加入會員），凡預付 2000 即打九折。
（五）相關報導
1、「飄香洗衣劑，烘乾恐釋致癌物」
現今，有些不肖商人，為了壓低成本，謀取更高額的利潤，會使用較低廉或添加
化學香味的洗衣劑和衣物柔軟精，當衣物在烘乾時將散發多種化合物，甚至是包
含致癌的乙醛和苯。而水柔洗衣店老闆，顧慮到市面上的洗衣劑，多數皆是參雜
著化學物的洗劑。因此，老闆擔心顧客會使用到讓身體會過敏或是對健康有傷害
的洗衣粉，老闆便著力研究，自己研發出較天然的洗劑，也依顧客的需求，調配
出適合每位顧客的洗衣劑，所以，水柔洗衣店的洗衣劑，絕不會危害人體的健康，
能始消費者安心使用。而水柔洗衣店也將以保障每位顧客的安全為首要準則。
2、「衣物標示完全合法者不到 1/4，洗標錯誤，影響消費者權益！」
根據消費者文教基金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台灣很多販賣的衣服都標示不完整或
不清楚，符合規定的標示竟然佔不到 25％，而且製造商不註明正確的洗衣方式，
很容易造成消費者的衣服洗出問題來，使消費者受到困擾。洗衣店也常常會發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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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標示不明，而用錯洗衣的方式，水柔的師傅僅將衣服的標示作為參考，主要仍
以自己深厚與專業的經驗和所學的知識來判斷這衣服的處理方式，以減少衣物褪
色、變形、破損及移染等等多種糾紛問題，使顧客能更安心的把衣服交給水柔。
三、

問卷分析
此問卷主要是針對南屯區的顧客，對於「自營乾洗店」與「連鎖自助洗衣店」
的洗衣習慣、消費行為，加以探討。故此問卷發放區域僅限於台中市南屯區，並
發出 100 份問卷，而有效問卷為 100％，我們藉此作為依據，並研究與分析。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會將
衣物送洗的男女比例
(54%vs.46%)其實並未如起初，所
想像的會有很大的差異，僅存在
些微的差距，因此，此市場無論
是男性或者女性顧客都相當重
要。

男生
女生
46%
54%

圖（一）消費者性別比例

18%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從事的職業比例為商(38％)、
工(22％)、學生(18％)、家管(12
％)、其他(10％)。只有從商者比
例較高，而其各比例間的差異盡
不大，故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其他
家管
工
商
學生

10%
12%

22%
38%

圖（二）消費者從事的職業比例

自營乾洗店
連鎖自助洗衣店
42%
58%
圖（三）消費者較常使用的洗衣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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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較常選擇的洗衣店種類自營
乾洗店為(58％)、連鎖自助洗衣
店為(42％)，由此可知消費者較
信任自營乾洗衣店來幫忙處理
自身的衣物，所以自營洗衣店取
得較高的比例。

第「衣」印象---水柔乾洗 VS 衣博士
親友介紹
路過
廣告宣傳
網路
其他
46%

16%
2%
6%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得知洗衣店位置親友介紹(46
％)、路過(30％)、其他(16％)、
廣告宣傳(6％)、網路(2％)，由此
可知親友介紹可為最佳的宣傳
方式，而我們仍可增添網路行銷
等多元方式，增加曝光率。

30%

圖（四）消費者如何得知洗衣店位置

8%
18%

36%

熨燙
自助洗
乾洗
水洗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常使用的洗衣方式乾洗(38
％)、水洗(36％)、自助洗(18
％)、熨燙(8％)，由此可知乾洗
為消費者常使用的洗衣方式，消
費者也常使用水洗的方式，因此
乾洗和水洗比例相近。

38%

圖（五）消費者常用的洗衣方式

4%
32%

自己難以清洗
工作需要
沒時間
較方便
其他

38%

12%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送洗的原因較方便(38％)、自
己難以清洗(32％)、工作需要(14
％)、沒時間(12％)、其他(4％)，
由此可知方便性是消費者選擇
送洗的主要原因。

14%

圖（六）消費者送洗原因

4%
5% 4%

27%

21%

17%

上衣
褲子
西裝
大衣
被套
包包
鞋子

22%

圖（七）消費者常送洗的衣物種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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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消費
者最常送洗的衣物是上衣類
(27%)和褲子類(22%)，其次是大
衣(21%)和西裝(17%)，被套
(5%)、包包(4%)以及鞋子(4%)
則佔少數。

第「衣」印象---水柔乾洗 VS 衣博士

自營乾洗店
連鎖自助洗衣店
36%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洗衣
品質-自營為(64％)，連鎖則為
(36％)，故自營乾洗店的洗衣品
質較為良好，能給予顧客較乾
淨、舒適的衣物。

64%
圖（八）兩種洗衣店洗衣品質何者較高
自營乾洗店
連鎖自助洗衣店
40%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售後
服務-自營為(60%)，連鎖為(40
％)，由此可知，顧客對自營的
售後服務較為滿意，連鎖則有加
強的空間。

60%

圖（九）兩種洗衣店售後服務何者較佳
自營乾洗店
連鎖自助洗衣店
36%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服務
態度-自營為(64％)，連鎖則為
(36％)自營乾洗店的服務態度
良好，使顧客感受到「以客為尊
｣的最高品質，而連鎖則有改善
的空間加強顧客的印象。

64%

圖（十）兩種洗衣店服務態度何者較優質
自營乾洗店
連鎖自助洗衣店
42%
58%

圖（十一）兩種洗衣店價格制定何者較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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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價格
制定較為合宜者為自營乾洗店
(58%)，連鎖自助洗衣店(42%)，
我們仍可推論出，自營乾洗店的
訂價模式較合乎市場期待。

第「衣」印象---水柔乾洗 VS 衣博士
不會
會
42%

58%

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多數
消費者並不會因為有優惠活動就
任意改變消費店家，即可推論
出，多數消費者仍視洗衣品質為
主要重點!!故此經營者仍須以品
質、服務，為主要銷售重點，在
有效的搭配促銷活動，吸引其他
想法的顧客，必能璔進銷售！！

圖（十二）如果有其他洗衣店做促銷活動，
消費者是否會改變習慣前往此店消費
参●結論
根據本小組的調查與探究，其無論是連鎖洗衣店或者自營乾洗店等，都有其
存在的價值與致勝的關鍵。
連鎖洗衣著重於高科技的大型、新型設備，與一連貫的售後服務，也無區域
性的限制等，並秉持著「洗衣的博士，品質的專家」為最高信念，使客戶能享受
到最安心的消費，與最高品質的禮遇。
自營乾洗以滿足顧客的需求為最高準則，凡是「以客為尊」，事務的處理上
也較有彈性，服務也較有一致性，能及時掌握所有的事物等。
其任何一方，都各有利弊，僅將「優點再提升，缺點再改進」，讓顧客能有好
在更好的禮遇，那就是最成功的關鍵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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