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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企業經營最有趣的地方就是，明明景氣低迷、生意難做，卻還是有些人能找

到持續成長的方式，創造極高的利潤。這裡面牽涉到許多祕訣，但是我認為其中

一個原因可能在於，這些經營者正在「換個角度」看事情。 
    企業必須從顧客的觀點來界定顧客的需求，滿足顧客的需求。那些無視於顧

客需求的企業，將面臨被顧客捨棄的命運。 
    舉例來說，當年汽車消費者開始追求更多樣化的選擇時，亨利.福特（Henry 
Ford）卻持續生產黑色的 T 型福特汽車，無視於這項改變；但通用汽車公司

（General Motors）則能及時地反應環境的變化，以致取代了福特公司。後來，

顧客逐漸偏愛小型汽車，但通用汽車卻仍繼續生產大型車，以致被生產小型汽車

的福斯汽車（Woksvagen）和日本汽車公司所打敗。 
 

 
 

在大幅降低汽車成本的同時，亨利·福特還通過大幅提高工人工資來有意識

地培育汽車的消費者。1914 年，福特實行了日工資 5 美元的薪酬制度。這個報

酬是當時技術工人正常工資的兩倍。在這個報酬下，製造汽車的普通工人也能夠

成為汽車的擁有者了。 
面對福特汽車難以戰勝的價格優勢，競爭對手通用汽車公司轉而在汽車的舒

適化、個性化和多樣化等方面大做文章，以產品的特色化來對抗廉價的福特汽

車，推出了新式樣和顏色的雪佛蘭汽車 。雪佛蘭一上市就受到消費者的歡迎，

嚴重衝擊了福特 T 型車的市場份額。 
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zh-tw/car/85lrel.html 
 
 

https://kknews.cc/zh-tw/car/85lr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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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Market)的定義： 
    指一群人的集合，他們對某一產品有需要存在，並且有購買能力和意願去購

買此一產品，基本上，市場包括三個要件，缺一不可。少了其中任一要件，市場

便不存在。這三個要件可以用 MAN( Money, Attitude, Need)來代表。需要(Need) 、
購買力(Money)、購買意願(Attitude)。 
 

 
銷售 
    以出售、租賃或其他任何方式向第三方提供產品或服務的行為，包括為促進

該行為進行的有關輔助活動，例如廣告、促銷、展覽、服務等活動。或說是實現

企業生產成果的活動，是服務於客戶的一場活動。亦就是介紹商品提供的利益，

以滿足客戶特定需求的過程。 
 
                               商品、服務 
 
 
 
 
 
 
 
 
 

儲互社 社員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AE%A2%E6%88%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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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 
    為了創造可以滿足消費個體目標及企業組織目標的交易行為，所規劃並實施

針對創意、商品、服務相關的概念形成、價格設定、廣宣促銷及流通等一連申過

程。 
          
                             商品、服務 
 
 
 
 
                            社員需求及期望回饋 
 
 

 
 
 
 
 
 
 
 
 
 

行銷與銷售的差異 

項目 行銷 銷售 

目標實現 通過消費者滿意，實現長遠企業

利益 
單純及一次性的銷售行

為 

交易標的物 不只是商品與服務，還包含交易

流程的滿足及軟性感受 
商品、服務 

企業活動 以消費者滿意為目標，從創造商

品概念、價格設定、廣宣促銷至

通路流通等一連申整體過程 

重視交易及流通 

企業部門角色 企業各部門整合對應消費者需求 業務部門主導，其他部門

配合 

交易流程 強調物流(商品及服務)及資訊流

消費者需求及期望)雙向流動 
著重單向流動 

儲互社 
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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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理念的演進 
    

 
生產導向 
    市場供需情況呈現供不應求，假設消費者會接受任何買得到且買得起的產

品，廠商只要把產品製造的出來都不必怕產品會賣不去；行銷的主要任務是改善

生產(降低成本、提高產量)及分配的效率。 
 
 
 
產品導向 
    假設消費者會選擇品質、功能和特色最佳的產品；行銷的主要任務是致力於

研究開發獨特的新產品。  
 
 
 
銷售導向 
    假設企業必須從事大量的推廣及促銷活動，消費者才會購買產品；行銷的主

要任務是採用各種銷售及促銷手段，以剌激對象市場對產品的需求且行銷行為首

在建構銷售通路。  
 
 
 
行銷導向(消費者導向) 
    假設企業必須確認目標市場的需求與欲望，然後採取比競爭者更具效率及效

能的方式，去滿足目標市場的需求與欲望，以吸引消費者購買；行銷的主要任務

是從事市場調查，把握市場的現況與動態，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就是一切以【顧

客的需求】為重點。 
 
 
 
 
 

生產優先的思考邏輯：如何提高【生產力】？ 

產品優先的思考邏輯：如何生產【價廉物美的產品】？ 

銷售優先的思考邏輯：如何【銷售】大量產品？ 

 

消費者利益優先的思考邏輯：如何提供【符合消費者需求】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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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導向 
     主張企業除了要重視消費者的需求與企業的利潤之外，也須重視社會利

益，負起社會責任，因此企業要在公司利潤、消費者需求、社會長期利益之間作

整體平衡考慮，例如：飲料業者要回收寶特瓶、產品不要包裝過度…..等等。  
 
 
 
 
案例分享：保險套的行銷手法演進。 
    保險套最早的訴求是『避孕』；隨著性觀念的開放，轉變成『男歡女愛的快

樂用具』；但隨著愛滋病的蔓延，又變成『健康的捍衛者』、『健康的提醒者』。同

樣的商品隨著不同的社會現象，變換成不同的訴求，這正是行銷的多變形所在。 
     

產品導向 VS 行銷導向 
公司 產品導向 

(企業觀點) 
行銷導向 

(消費者觀點) 
你發現哪些機會？ 

全錄(Xerox) 我們製造影印設備 我們協助辦公室
生產力提升 

 

捷安特(Giant) 我們製造、銷售高品
質自行車 

我們提供健康的
交通工具 

 

柯達(Kodak) 我們製造照相機膠
捲 

我們提供影像服
務 

 

儲蓄互助社    

 
 
 
 
 
 
 
 
 
 
 
 
 
 
 
 
 

社會全體利益優先的思考邏輯： 
如何提高【企業形象】？ 
如何站在長期觀點，提高【社會及消費者福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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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生命週期與購買行為 
    消費者在不同人生階段，會有不同的行為型態和購買傾向。行銷人員必須了

解『家庭生命週期與購買行為』的各階段趨勢及消費者反應，才能在適當的時機

推出適當的商品或服務給適當的消費者。 
    家庭生命週期與購買行為隨著國家地區、人種、社會文化、經濟環境會有不

同的消費趨勢與購買行為，請參照下表，制訂一張屬於你所在當地的家庭生命週

期與購買行為表，相信對貴社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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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種類與行銷 
   『需求』根據消費者態度不同可以劃分為以下各種，所有需求不見得都是正

面的，行銷人員必須根據行銷任務的不同，採取不同的行銷作為，才能對應： 
1.負需求： 

市場上大部分的消費者都不喜愛該產品，甚至願意付費去避開該產品。 

行銷方式 扭轉性 行銷 

行銷任務 
矯正 需求，即分析消費者不喜愛該產品的原因，經由產品的重新
設計及各種行銷策略運用，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觀感，將負需求矯
正為正需求。 

釋例 牙醫診所在治療椅前播放音樂片或卡通，以緩和病患情緒。 

2.無需求： 

消費者對該產品不感興趣或不在意。 

行銷方式 刺激性 行銷 

行銷任務 
創造 需求，即設法將產品的功能與消費者的需求結合，藉由改變

者對產品的觀念與評價來提昇其購買意願 

釋例 

1. 人們一般認為無價值的廢舊物資，如：大多數人們對垃圾是沒有
需求的。 

2. 人們一般認為有價值，但在特定市場無價值的東西，如：洗衣機、
冰箱、電視等大家電在家庭中已經處於飽和狀態時，家庭對這些
產品就沒有需求。 

3. 新產品或消費者平常不熟悉的物品等，如：農場主對一件新式農
具可能無動於衷。 

3.潛在需求： 

消費者對某些產品在心理以上雖有購買的欲望，卻未付諸行動購買。 

行銷方式 開發性 行銷 

行銷任務 
開發 需求，即評估前在市場的大小後，發展出能滿足該項需求的

產品與勞務，並運用各種行銷組合，以開發消費者的需求 

類型 

1. 購買力不足型的潛在需求。這是指市場上某種商品已現實存
在，消費者有 購買欲望 但因購買一時受到限制而不能實現，使
得 購買行為 處於潛在狀態。這種類型的商品多是 高檔耐用消
費品，如住宅、汽車等。 

2. 適銷商品短缺型的潛在需求。這是指由於市場上現有 商品 並不
符合 消費者需要，消費者處於待購狀態，一旦有了適銷商品，
購買行為隨之發生。 

3. 對商品不熟悉型的潛在需求。這是指由於消費者對某一商品不
瞭解、甚至根本不知道，而使 消費需求 處於潛伏狀態。 

4. 市場競爭傾向型的潛在需求。這是指由於生產廠家很多，同類
商品市場競爭激烈，消費者選擇性強，在未選定之前，對某一
個企業的產品而言，這種需求處於潛伏狀態。 

釋例 
愛美的女性對 SKII 化妝品的可望因價位過高而無法獲得滿足，因
此業者推出較少容量的低價商品組合，讓消費者在有限的預算下也
能購買此商品。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6%B0%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6%9C%E5%9C%BA%E4%B8%B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D%E4%B9%B0%E6%AC%B2%E6%9C%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D%E4%B9%B0%E8%A1%8C%E4%B8%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B%98%E6%A1%A3%E8%80%90%E7%94%A8%E6%B6%88%E8%B4%B9%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AB%98%E6%A1%A3%E8%80%90%E7%94%A8%E6%B6%88%E8%B4%B9%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5%95%86%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9%9C%80%E6%B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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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降需求： 

市場對產品或服務的需求呈下降趨勢的一種需求狀況。 

行銷方式 再行銷 

行銷任務 
恢復需求，即分析市場衰退的因素，並藉由開發新市場、轉變產

品特色、或改變行銷策略，刺激消費者恢復其需求。 

類型 

1. 處於衰退期的產品，其市場需求已經飽和，消費者 不再購買。 
2. 被另一種更為先進的同類產品替代的產品，其市場購買力轉
移到進入市場的新產品。 

3. 質次價高的商品，消費者信不過，不願意購買。 
4. 分銷渠道、促銷措施不合理的商品，消費者或不瞭解，或想
買而買不到。 

釋例 
消費者對腳踏車的需求大不如前，因此廠商開發多功能腳踏車以
吸引消費者。 

5.不規則需求： 
由於產品受到季節性或不規則變動的影響，因此消費者的需求在淡、旺季的波
動很大。 

行銷方式 調和性行銷，又稱同步行銷 

行銷任務 
平衡需求，即利用彈性定價、促銷或其他誘因，以平衡消費者
的需求，達到生產與銷售同步的目標 

釋例 
消費者在冬天對冰淇淋的需求減少，因此業者在冬天推出特惠
價方案，以增加消費者的需求。 

6.飽和需求： 
市場需求已達飽和，企業的銷售量處於高峰狀態，市場的需求水準與企業欲其
數量相符 

行銷方式 維護型行銷 

行銷任務 
維持需求，即企業硬確保產品或勞務的品質，保持合理的價格
水平，以維持消費者的需求水準，同時隨時注意消費者的反應，
防範競爭者介入 

釋例 
目前台灣的便利商店已達飽和狀態，因此各家便利商店在商品
種類的開發上不斷推陳出新，並提供更多的服務，以維持消費
者的需求 

7.過度需求： 
市場的實際需求水準遠超過企業所能或所願意生產水準 

行銷方式 低行銷 

行銷任務 
降低需求，即採取漲價、減少促銷活動或服務等方式，以降
低消費者的需求 

釋例 
逢年過節高速公路總是大塞車，因此政府提出「限時高乘載
政策」，以降低尖峰時段的車流量 

8.有害需求(病態需求)： 
某些需求對消費者或社會福利，不但無益反而有害，又稱病態需求 

行銷方式 反行銷 

行銷任務 消滅需求，即設法消滅消費者對此產品或勞務的需求 

釋例 
由於香菸、毒品等對身體有害，因此政府推出宣導廣告，以
減少或消滅消費者的需求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9%9C%80%E6%B1%82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D%E4%B9%B0%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A8%E6%AC%A1%E4%BB%B7%E9%AB%98%E7%9A%84%E5%95%86%E5%93%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5%88%86%E9%94%80%E6%B8%A0%E9%81%93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E6%B0%B4%E5%B9%B3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E6%B0%B4%E5%B9%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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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運作流程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選擇價值 創造價值 傳送價值 

1.
市
場
區
隔 

2.
目
標
市
場
選
擇 

3.
價
值
定
位 

4.
產
品
開
發 

5.
服
務
發
展 

6.
訂
價 

7.
生
產
製
造 

8.
物
流
配
送 

9.
銷
售
活
動 

10.
促
銷
推
廣 

11.
廣
告
公
關 

戰略性行銷 戰術性行銷 

 
 
第一階段：選擇價值 
    在商品開發之前，企業利用適當的變數區隔市場，選擇適合的目標市場，並

發展商品有利的定位，這一系列活動：『市場區隔(Segmentation)、選擇目標市場

(Targeting）、市場定位(Positioning），STP』，正是戰略性行銷的本質：有所為有所

不為。 
一、 市場區隔（Segmentation） 

  為了有效將全市場劃分為幾個區隔市場，以利針對不同特性的顧客群，發展

不同而有效的行銷組合與行銷訴求，增進銷售數量及顧客滿意度。由同質性的全

市場劃分為幾個異質性區隔市場或利基市場的過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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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市場區隔變數 
(1). 地理變數 

變數 市場區隔 

地理區域(北部、中部、南部、東部) 在不同地區，消費者的需求顯然

存在較大差異 

都市化程度(都市、城鎮、鄉村) 城鎮規模越大，通常帶來規模經

濟。 

地區人口數或人口密度 台北縣市→公寓大樓；中南部→
透天別墅。 

氣候(多雨、乾燥、潮濕) 熱帶輕便透氣的服飾；寒帶夏天

也要中厚布料的外衣。 

(2). 人口變數 

變數 市場區隔 
年齡(嬰兒、少年、青年、壯年、老年) 電影 
性別(男、女) 店家為了吸引女性顧客而設計

的活動 
家庭生命週期(單身、新婚、親子、空巢、

獨居) 
與家庭規模、成員的年齡結構等

相關。房屋、汽車、家庭用品 
所得 汽車、旅游、房地產等行業 
教育程度 藝術、高科技、學識等有關產品 
職業 公教人員 
宗教 餐飲業 

(3). 心理變數 

變數 市場區隔 
人格特質(合群、衝動、野心、專斷……) 個性化商品(VOLVO-注重汽車的

安全性→人格特質較保守、穩

健) 
價值觀(金錢價值、獨特價值、紀念價值、

體驗價值) 
手錶(收藏、搭配、新奇……) 

生活型態(平實型、時尚型、名仕型) 外向和喜愛野外活動的消費者

是吉普車和休旅車的主要顧客 
(4). 行為變數 

變數 市場區隔 

 品牌忠誠度(忠誠者、游離者) 航空公司的飛航里程累積計畫 

使用率(高度使用者、中度使用者、輕度使

用者) 

80/20 法則 
可提供誘因來提升使用率。 
例：電信業者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8%BF%E5%9C%B0%E4%BA%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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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的利益(品質、服務、經濟) 自行車：  
1.經濟：省加油費、停車費 
2.基本功能：短程代步方便 
3.自我發展：健身、放鬆 
4.人際關係：與親友互動、同樂 
5.自我實現：環保、展現個人品味 

購買時機(特殊場合、平常場合) 感冒時的不同症狀 VS 感冒成藥 

2. 區隔市場 
  一個區隔市場是由一群擁有相同欲求、購買能力、地理位置、消費態度 

或購買習慣的人所組成。 
  由於每個人的需求不同，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應該具有彈性，包含「基本

解決方案」及「任意選擇項目」兩個部分：前者提供的要素能夠滿足區隔內

的所有成員，後者則要能滿足某些人的特殊偏好。例如飛機經濟艙的旅客皆

可享用免費汽水，但想喝酒的旅客則需另外付費。 
  汽車公司可將目標市場分成「只想用低成本購買運輸工具」「尋求舒適

駕駛經驗」「尋求刺激與高性能駕駛經驗」這 3 種消費者，不宜將目標市場

定位成「年輕、中產階級」的消費者，因為這群人想要的車子可能完全不同。 
 

3. 利基市場（niche marketing） 
  利基市場是一群具有相似的興趣和需要的人們組成，而且是一群尚未被

滿足的潛在消費者。一般來說，市場規模也來得較小。 
  利基市場的競爭者較少，所以業者可透過「專精」來獲取利潤和成長，

因為這個市場的顧客通常也願意支付較高的金額，來滿足自己的特殊需求。 
  想像一下，一個小池塘裡擠滿了飢餓的特殊魚種，如果您有特定的誘餌

可以供應它們的需求，賴以存活，它們將會愛上你所提供的魚餌，甚者，瘋

狂地愛上你。在本質上，這就是一個利基。 
  儘管利基市場有限制的客戶群，但是有針對性的目標會讓你創建一個活

躍的市場。 
  汽車保險業者銷售特殊保單給有意外事故記錄的駕駛人，藉以索取較高

額的保費來獲取利潤。 
4. 有效的區隔化條件 
(1). 可衡量性：指市場區隔的大小、購買力及特質是否可被衡量。例如年齡、

收入、地理劃分。 
(2). 足量性：該市場區隔必須具備一定的規模，是否夠大或足夠支撐獲利的程

度。例如：俄羅斯餐廳就有可能因為市場需求太小，而無法支撐營運。 
(3). 可區別（differentiable）：市場區隔對不同的行銷組合會有不同的反應。例

如已婚與未婚女性對香水的銷售呈現類似反應時，則表示她們的市場並不

是獨立的市場區隔。 
(4). 可接近性（accessible）：市場區隔能有效地接近並服務該區隔。例如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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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大學曾經在台中開設 EMBA 學分班，但因距離遙遠、往返不便，無法

有效地接近與 提供服務，因而取消該學分班。 
(5). 可行動性（actionable）：能針對該市場區隔的特性規畫有效的行銷活動。 
(6). 穩定性（stable）：在固定時段內，該區隔的特質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依季

節性變化所產生的市場區隔，不值得投資太多資源，例如合歡山上的雪鍊

業者。 
二、 目標市場(市場涵蓋選擇) 
      企業以區隔變數為基準將市場區分為數個區隔市場及利基市場，並深入剖

劃各個次市場的特徵與需求後，企業面臨「市場涵蓋」的抉擇，這個抉擇的過

程牽涉以下諸多因素： 
 企業的文化與經營者理想 
 企業成長的野心與規劃 
 企業的商品特性及發展方向 
 消費者掌握能力與通路狀況 
 企業的競爭策略 

1. 市場涵蓋選擇型態： 
(1). 單一市場集中化：在特定產品市場裡集中行銷，企業必須對該區隔市場有

深入的了解與專業經營。例如麥當勞在速食市場中的經營、保時捷將經

營焦點集中在跑車市場。這種專業性考量的選擇卻有風險集中的缺點，

若萬一跑車突然不再流行，將嚴重威脅保時捷的生存。 

市場1 市場2 市場3

產品1

產品2

產品3

優點

缺點

單一市場集中化

1.專業

2.行銷資源節省，利潤高

1.競爭少

2.市場風險高  
(2). 選擇性專業化：這是一個以不同商品組合對應不同市場需求的做法，配合

企業優勢選擇，成功機率較高。各個區隔市場間或許沒有太多綜效產生，

但是多重異質區隔選擇，具有分散風險的好處。例如王品集團產品眾多，

彼此間卻又都能各自獲利。 

市場1 市場2 市場3

選擇性專業化

產品1

產品2

產品3

優點

缺點

1.配合公司資源及優勢

2.分散市場風險

1.行銷資源高

2.難形成經營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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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專業化：企業專注於製造某種產品，然後將產品銷售給各種不同的市

場區隔。例如服裝廠商向青年、中年和老年消費者銷售高檔服裝，企業

為不同的顧客提供不同種類的高檔服裝產品和服務，而不生產消費者需

要的其他檔次的服裝。這樣，企業在高檔服裝產品方面樹立很高的聲譽，

但一旦出現其它品牌的替代品或消費者流行的偏好轉移，企業將面臨巨

大的威脅。 

市場1

1.單一產品供應各市場

2.開發及生產成本低

風險集中

優點

缺點

產品專業化

產品1

產品2

產品3

市場3市場2

 
(4). 市場專業化：企業專注於服務某特定顧客的需求。例如醫院化驗室供應公

司，它供應各種醫院化驗室的各種器具、藥品及消耗品，有時為了提供

良好服務，也提供極罕見疾病的化驗器材或藥品。這種以服務客戶群為

導向的企業，其經營重點在於『維持或提高服務品質』及『防禦客戶流

失』。  

市場1 市場2 市場3

產品1

產品2

產品3

優點

缺點

1.專業服務、客戶集中、產品多樣

2.行銷資源節省，利潤高

1.競爭少

2.市場風險高

市場專業化

 
(5). 全市場涵蓋：用所有產品滿足所有顧客的需求，通常只有規模相當龐大的

企業才做得到，例如可口可樂之於飲料市場。 

市場1

全市場涵蓋

產品1

優點

缺點

1.市場極大化

2.市場互補，風險分散

1.行銷資源高

2.行銷能力不足，無法掌握市場

產品2

產品3

市場2 市場3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B6%88%E8%B4%B9%E8%80%85%E9%9C%80%E8%A6%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6%9B%BF%E4%BB%A3%E5%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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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標市場策略 
企業在區隔市場後，管理階層應該從中選定一或多個做為目標市場。

而在目標市場策略中，我們可以選用以下四種行銷方法：  

目標市場策略 

策略類型 說  明 例  子 

無差異行銷 

視整個市場為同質性市場，提供

單一產品或服務及行銷方案。強

調消費者共同需求。 

早期可口可樂公司僅推出單

一口味與包裝飲料。 

差異行銷 
在兩個或以上之區隔市場中營

運。 

巨大機械擁有捷安特和斯伯

丁兩個品牌市場。 

集中行銷 
只選單一市場，達成強有力的市

場定位，建立聲譽。 
LV 專攻高價市場。 

利基行銷 

擅用本身專長，而通常會專注於

某特定顧客群體身上，而可能是

為開拓新市場。 

哈雷機車專注於經營復古且

重型的市場。 

三、  差異化策略 
 在選定『目標市場』後，接著就要為個別商品在各個目標市場中發展

定位。但在定位前，行銷人員必須在現有各區隔市場中針對本企業的商品
與競爭商品予以『差異化』，塑造有別於競爭者之獨特性，從而在消費者
心中占有一個預期的位置(定位)，獲致銷售成果。 

 有效且明顯的『差異化』是『定位』的基礎，但不是每一個『差異點』
都對『定位』有幫助，端視『目標市場』的需求與特性。 

 例如：某豪華房車的差異化是『0-100km/h 加速時間只要 6 秒』和『最
舒適的駕駛座』。表面上『差異點』都極為誘人，但豪華房車注重的是舒
適和安全，一般都由司機駕駛，重點在於後座乘坐感，因此以上兩『差異
點』豪華房之行銷都沒有效益。 

1. 差異化的變數 
可以產生差異化的變數可以歸納為產品、服務、人員、形象四類，每類

都有一些細變數，企業可參考這些變數，衡量自身在區隔市場內的優劣勢，
來創造『差異化』。 

                    

    產品差異   服務差異   人員差異   形象差異   

    特性   交貨時間   產品說明   事件行銷力   

    性能   交貨重視度   銷售意願   廣告內容   

    價值感   安裝服務   禮貌度   使用媒體   

    耐用性   顧客訓練   信賴感   商標符號   

    安全性   諮詢服務   可靠性   店面內外觀   

    可修復性   維修服務   敏銳性   內部擺設   

    最小零件性   抱怨服務   溝通力   整體氣氛   

    產品造型   
 

  說服力   清潔度   

    顏色組合   
 

  制服       

    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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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差異化的策略方向 

(1). 產品差異化：以商品本身做差異化切入點，由於客戶購買或使用的對象

是商品，因此在商品領導上突出是對銷售最直接的正面影響。例如：

台灣啤酒「有青才敢大聲」塑造「上青」的產品定位；華碩的皮革精

裝筆記型電腦；任天堂的 Wii 將遊戲變成運動, 將年輕人的 Game 變成

老少咸宜。 

(2).  概念差異化 : 獨特的產品概念、感覺。例如：七喜汽水透明的清涼飲

料，區別可口可樂、百事可樂塑造「非可樂」的產品定位； 合成清潔

劑賦以非肥皂、皂粉、洗衣粉等新定位；LG「Life’s Good」。  

(3). 作業差異化：改變傳統的作業流程，創造出作業性差異的優勢。例如：

美國 聯邦快遞公司的差異化是『二十四小時送抵歐洲』。   

(4). 形象差異化：企業形象與品牌形象也是差異化的重要原因。特別是在廣

告中，雖然展示了產品的機能，但訴求形象的時候也很多。企業用這

個方式來確保在顧客心中的獨特定位。例如：Lexus 汽車傳達「追求完

美，近乎苛求」的定位。 

(5). 服務差異化：提供產品以外之附加價值，提供競爭對手所沒有的特殊服

務，產生顧客關係的差異。例如：台灣三荾汽車提供車子本人或子女

六輛免費『結婚禮車』；達美樂披薩「達美樂，打了沒」率先提供外

送的服務；全國電子「足感心ㄟ」標榜一天之內到府安裝。 

(6).  人員差異化 : 透過服務人員之專業建立差異。例如：SOGO 百貨電梯服

務小姐的服務表現與櫃台人員的專業。王品旗下的餐廳，在標準化作

業規範之下，服務生必須在客人「入座一分鐘內，送上冰水和菜單」

「點餐後三分鐘，就要送上熱麵包」「水杯的水少於一半時，一分鐘

內要加水」 

四、 市場定位（positioning） 
企業為產品、品牌、公司或服務，在目標市場上發展獨特銷售主張（USP, 

Unique Sales Point）的方法。定位可從產品或服務之使用者年齡 身份 用途

等之不同¸設定將給顧客之獨特價值。 

就像說到「敏感性牙齒」，我們都會聯想到「高露潔牙膏」，他們當

初就是發現這塊領域的市場定位沒有競爭者，所以強力主打這一品牌形

象，以此建立起具有高度辨識性的定位。 

當你在貨架上看到十幾種同類商品時，誰能在消費者腦中留下印象，

就能奪得先機。市場定位是通過為自己的產品創立鮮明的個性，從而塑造

出獨特的市場形象，贏得顧客的認同。 

1. 定位原則 

並非所有的商品差異化都是有意義的或者是有價值的。也非每一種差異

都是一個差異化手段。每一種差異都可能增加公司成本,當然也可能增加顧

客利益。所以，公司必須謹慎選擇能使其與競爭者相區別的途徑。有效的差

http://wiki.mbalib.com/zh-tw/%E5%B7%AE%E5%BC%82%E5%8C%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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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化應滿足下列各原則: 

(1). 重要性：該差異能給目標顧客帶來高價值的利益。 

(2). 獨特性：該差異競爭者短期無法提供。 

(3). 優越性：該差異優越於其他可使顧客獲得同樣利益的辦法。 

(4). 可傳達性：該差異容易傳播並瞭解。 

(5). 不易模仿性：該差異競爭對手不能夠輕易地複製出此差異 

(6). 可支付性：購買者有能力支付這一差異性。 

(7). 獲利性：企業能從此差異中獲利 

2. 定位策略 

行銷大師菲利浦．科特勒（Philip Kotler）將定位策略歸納為以下八種： 

(1). 屬性定位：依據產品鮮明的屬性特徵定位。例如：百事可樂【七喜，非

可樂】，強調它是不含咖啡因的飲料，與可樂類飲料不同。 

(2). 利益定位：明確舉出利益點，增加目標市場的購買慾。例如：聲寶冷氣

【殺菌光冷氣，細菌殺光光】。 

(3). 價格定位：明確指出價格，使消費者了解價格，爭取銷售。例如：美國

零售巨頭沃爾瑪【天天平價、始終如一】。 

(4). 功能定位：明確舉出使用的功能，強化對該區隔市場的吸引力。例如：

三荾汽車【King of off-road，PAJERO】 

(5). 使用者定位：明確指出使用者的特質，爭取認同。例如：美國米勒啤酒

公司其品牌『高生』啤酒定位於【啤酒中的香檳】，吸引了許多不常飲

用啤酒的高收入婦女。 

(6). 產品類別定位：凸顯商品的類別及特殊性，吸引消費者注意。例如：全

家便利商店【全家就是你家】。 

(7). 競爭者定位：賦予競爭者新的定位，展現優越性。例如：普騰電器【Sorry！

Sony】。 

(8). 品質定位：描述品質優越或對品質的態度，爭取消費者的信心。例如：

LEXUS 汽車【追求完美，近乎苛求】。 

3. 定位失敗的原因與警惕 

『區隔、目標、定位』是整個行銷的核心，也是成功的關鍵。而【定位』

又是 STP 的最後結果，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行銷人員在發展定位後，應該回頭審視一下『定位失敗原因』，確認在

區隔、目標、定位等作業過程中，是否掉進扳術性陷井內而不自知。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4%BD%BF%E7%94%A8%E8%80%85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E7%B1%B3%E5%8B%92%E5%95%A4%E9%85%92%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7%BE%8E%E5%9B%BD%E7%B1%B3%E5%8B%92%E5%95%A4%E9%85%92%E5%85%AC%E5%8F%B8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7%E5%93%81%E7%B1%BB%E5%88%AB
http://wiki.mbalib.com/zh-tw/%E7%AB%9E%E4%BA%89%E8%8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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