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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沒有多餘的裝飾和過度的包裝，以本身商品的顏色與形狀為重點，用最簡單
的貼紙標籤表明產品特性和價格，讓顧客能夠一目了然的看清楚商品，省略過多
的包裝不僅能夠保護地球資源還能減少垃圾量，同時為環保盡一份心力。
二、研究目的
(一)了解無印良品到企業背景
(二)研究無印良品的行銷策略
(三)探討無印良品的經營理念
(四)了解青少年對無印良品產品的接受度為何
(五)調查環保趨勢的來臨對無印良品消費者購買喜好之影響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探討法：本組除了從無印良品官方網站中找尋相關資料外，也利用
商業雜誌來搜尋相關文獻、資訊，了解無印良品的企業歷
史及經營理念。
(二) 問卷調查法：本研究問卷發放對象為卓蘭實驗高中學生對無印良品選購
喜好，調查其消費者行為及顧客滿意度。
貳●正文
一、無印良品公司介紹
(一)公司簡介
台灣無印良品自 2004 年 4 月成立第 1 家微風門市至今，以生活提案專門店
為主軸， 致力於提倡簡約、自然、富質感的 MUJI 式現代生活哲學，提供機能實
用、價格合理、品質優良的商品， 滿足生活所需。(註一)讓無印良品「No Brand」
的精神且加以延續， 並貫徹對材質、流程檢視、簡單化包裝的堅持，以持續不
斷提供消費者具有生活質感的好商品為職志，讓台灣的消費者也能享受到「無印
良品」具高度文化素養及世界各國藝術工作者，跨文化、跨領域合作所創作的各
式生活商品(註二)。

無印良品行銷策略及消費者產品選購喜好之探討

表一 無印良品的發展歷程
年代與時期

說明

1980‐1988 年
創業時期

原本只是西友株式會社自有品牌的「無印良品」，從 40 項商
品開始至今，已經成長為有近 6000 項商品的知名獨立品牌。

1989‐2003 年
茁壯時期

從西友株式會社獨立出來的良品計畫株式會社，以零售製造
業者之姿，從「無印良品」各種商品的企劃開發、製造到流
通、銷售的所有業務都一手包辦，商品種類也從衣著開始，
拓展至家庭用品、食品等所有日常生活相關用品。

2004‐2005 年
初期來台

台灣無印良品自 2004 年 4 月成立第 1 家微風門市，進入台灣
市場,年營業額及淨利皆有亮麗表現。

2006 年‐至今
全台發展

提供全面服務及資訊，無印良品官網正式上線，目前有 33 家
實體門市與 3 家網路店鋪經營中,近年營業額及淨利逐年均有
大幅的成長率，中期目標將持續與消費者作深度溝通,希望成
為 Life style store 第一品牌,並擴大市場佔有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 經營理念
「合理就便宜」一直以來，正是由於遵守了這一理念，使得無印良品開始了
對傳統商品進行改良計劃，其產品追求自然的風格、簡樸的設計並結合了生活的
實用性。創業 25 年以來，
「合理就便宜」這一理念已被證實符合時代發展，這種
價廉物美、高品質、不化哨的產品及其倡導的生活方式受到消費者的廣泛支持(註
三)。
表二 無印良品經營理念
經營理念

說明

材料的選擇

無印良品皆在開發好吃又利於健康的食品、穿著舒適的服
裝、以及讓生活變得更加便利的小物件，將生活中不起眼的
東西經改良後成為實用而獨特的優質產品，並且採用大量從
世界各地採購原材料的方式使得商品製作成本大大降低，從
而保證能生產出高質低價的優良產品。

工藝的檢測

無印良品對每件有關產品本質的商品都有相當嚴格的檢測的
程式，通過多重檢測的產品才能得以銷售，但同時為保證原
材料的充分利用，不產生浪費，經過科學鑒定，對不影響商
品本質的多餘檢測程式予以省略，力求消減成本、真正做到
產品的品質才是根本所在。

包裝的簡潔

無印良品不講究外包裝，強調以商品本色示人，不做過分的
包裝修飾，多採用有統一性的，簡潔的打包出售方式，既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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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商品又節省地球資源，真正做到價廉物美、簡潔環保、品
質至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無印良品公司的行銷策略
(一)4P 分析
「行銷組合」的四個因素通常稱為 4P，即為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
通路（Place）、推廣（Promotion）等(註四)，這四種行銷策略最被廣為運用，以
下是本組利用 4P 分析的四大要素組合對無印良品所做的行銷策略研究。
1、產品(Product):
堅持環保材質不過度包裝以簡單明瞭的標示表示，提倡簡約，產品品質不僅
佳還涵蓋許多日常用品與必需品。
2、價格(Price):
無印良品的顧客群多為學生以及年輕人，這些中間層顧客不會瘋狂追求名牌，
但也不喜歡過於低價的產品，而剛好無印良品以合理的價格提供了兼具品質與品
味的生活日常用品。
3、通路(Place)
在台灣大部分設點於百貨公司，還提供網路購物服務及網路宅配，由於良好
的網站資訊及清楚簡易的商品目錄所以更能吸引消費者，其他地區(如:日本.美國.
香港等)都有獨立門市可供消費者參考。
4、促銷(Promotion):
無印良品每年都會有年度主題，藉此給消費者不一樣的視覺感受及印象。員
工對產品有相當程度的了解，非第一線的銷售人員碰到客人突然的詢問時，也可
以不慌不忙地應對，不會造成一問三不知的窘境。
(二)SWOT 分析
透過評價組織或者是個人內部的優、劣勢，以及外部環境的機會及威脅，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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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分析後再選擇有利的行銷策略。應用在企業未來的發展策略、分析競爭對手、
產品市場定位，或是個人的生涯規劃方面，SWOT 都是很管用的工具(註四
)，以下是本組對於無印良品所做的 SWOT 分析。
表三 無印良品 SWOT 分析
內部優勢(S)
1.
2.
3.
4.

內部劣勢(W)

材質強調環保
1.
商品陳列較有主題性，展現本質
店員服務態度良好
商品多樣化且具質感，定期有服裝
走秀廣告宣傳
2.
3.
4.
外部機會(O)

1.
2.
3.
4.

環保意識抬頭
1.
企業趨向國際化
2.
消費者所得日漸提高，相對的對物
質需求日漸提升
對某些消費者來講想要買些兼具
質感與設計感的日常用品

產品大多經由大陸製造，日本包
裝，再運輸來台灣，在運費加關稅
後，價格變得較貴，食品類容易變
質或過期
商品更新速度緩慢
衣服也以上班族為主要客群，層面
不夠廣闊
產品過度包裝，使用超過成本，不
是供不應求，就是供過於求
外部威脅(T)
原物料成本上漲
相似性質得「生活工場」及「大創
商品」價位比較低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五、問卷調查分析
(一)問卷說明
本研究以自行發展之問卷「無印良品行銷策略及消費者產品選購喜好之探討」
為研究工具，對消費者進行實地調查。問卷共發出 110 份，有效問卷 107 份，
無效問卷 3 份，有效問卷回收率 97%。
(二)樣本資料分析
1. 基本資料分析
基本資料分析是根據回收的資料做統整與分析，藉此了解本樣本的分布，作
為後續分析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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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受訪者基本資料
項目

分布情形

性別

男性

27%

女性

73%

年級

高一

52%

高二

34%

高三

14%

0~300 元

93%

301~500 元

4%

501~800 元

3%

800 元以上

0%

花費支出

2. 問卷內容分析
(1)每月去無印良品的消費次數
一次到三次
四次到六次

28%

(2)對於無印良品的印象

3%

來自日本

36%

六次以上

68%

簡約

7% 3% 4%

商品保持原色

50%

環保

偶爾

其他

1%

(圖一)每月去的消費次數

(圖二)對於無印良品的主要印象

如圖一由於調查部分都是學生
所以沒有固定的時間前往消費，但
是還來是有 28%學生每月會去一到
三次，由此可見對學生還是有一定
的吸引力。

如圖二由於商品標籤都是用日
文寫的，所以普遍還是對商品的印
象是來自日本。

(3)商品帶給你的意象(複選)
80
60
40

品質良好
樸素
低調

8%

7%

6%
49%

精緻
環保

20

(4)購買無印良品商品原因

昂貴

30%

品質實用
品牌形象
使用習慣
環保
其他

平價
0

(圖三)商品帶給消費者的意象

(圖四)購買無印良品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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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三大部分學生還是覺得它
品質良好，也喜歡企業推崇的樸素
路線，但由於都是學生所以可能還
是覺得價格稍微昂貴了點。

(5)你會繼續購買無印良品商品原因

(6)於實體店面消費時最注重的(複選)
80

11%
9%

根據調查有將近半數以上的學
生覺得品質實用而購買無印良品，
而 30%的人是喜歡它的品牌形象，
由此可見消費者在選購商品時最注
重的還是品質是否優良且實用。

5%
48%
27%

對品牌的信任
習慣使用
環保
價格合理
其他

店內選購時的感受
服務態度
商品種類多寡
店內擺設
有無優惠活動
其他

60
40
20
0

(圖五)會繼續購買商品的主因

(圖六)對實體店面消費時最注重的

如圖五會繼續購買無印良品的消
費者根據調查顯示大部分是因為對商
品和品牌的信任，但只有少數人是因
為商品的環保性，由此可見環保商品
這部分還需要做加強宣傳。

如圖六消費者於實體店面選購
時最注重的是選購商品時的感受不
會被拘束，可以盡情選購多樣化的
商品，而服務人員的態度也要親切
才得以更優化消費者選購商品時的感
受。

(7)對於商標設計帶給你的感受

(8)對無印良品的商品品質滿意度
0% 2%

8% 1% 4%
19%
68%

簡潔明瞭
很切實
十分美觀
搶眼的
很差勁

(圖七)對商標設計的主要感受
如圖七根據調查，百分之六十的
顧客對無印良品的商標設計感受是簡潔
明瞭，上排為MUJL下排為無印良品的簡
單設計也達到環保與樸實的效果。

18%
50%

30%

優良
尚可
普通
不好
極差

(圖八)對無印良品的商品品質滿意表
如圖八一半的顧客對無印良品
的品質滿意度是尚可，可見無印良
品的品質在顧客心中是佔有一席之
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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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有哪些地方需要優先加強或改進

4%

10%

16%
14%

56%

商品的多樣性
店員服務態度
商品動線擺設
選購環境的整潔
其他

(圖九) 需要優先加強或改進的地方
如圖九根據調查顯示，顧客希望無印
良品可以增加商品的多樣性，但實際上無
印良品的商品頗廣泛的，包括文具、家具
、零食、生活用品等，由此可見，顧客對
無印良品的資訊不完全。
參●結論
一、結論
透過研究，我們發現無印良品能佔有一席之地，經營成功的原因主要可分為
三個方面，以下逐一說明，有下列幾點
(一) 使用簡約的素材以及品牌來自日本具有高品質的印象，以簡約的風格保
持商品本身原色增加競爭力。
(二) 無印良品帶給消費者品質良好的形象，以品牌樸素簡單的形象贏得顧客
的好評。
(三) 根據問卷調查大部分的學生注重的是品牌的實用性，而品牌形象則是其
次，無印良品兩者兼具，才能深的消費者信任。
(四) 無印良品在各地設的門市都帶給消費者不被拘束的採購環境以及良好
的服務態度得以讓消費者買的舒適用的安心。
(五) 無印良品帶給學生大部分都是簡單明瞭的文具商品，建議多做家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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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品以及零食的宣傳。
二、建議
(一) 由此調查本小組建議，無印良品可以把價格稍微降低至學生族群的經濟
範圍，尤其是文具以及乾糧類的商品，如此一來可以再增加客源，利用
薄力多銷來創造雙贏的局面。
(二) 無印良品如果能在電視上多做宣傳，更加強調產品環保的概念，還能嘗
試在雜誌或期刊等刊登廣告，順帶能加一些促銷優惠活動，一定能讓消
費者對無印良品有更深一層的認識，消費者也會因廣告效應而增加前去
參觀或消費的意願。
(三) 由此調查本小組建議，無印良品可以多開發男性用品，例如:刮鬍刀或
是登山用品等等，都可以提高男性顧客光臨的機會及次數，服裝的部分，
則可以請藝人代言增加曝光率以及知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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