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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發展歷史 

全家便利商店於 1988 年由日本引進台灣，8 月 18 日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

立，資本額 2 億元。同年底，第一家店『館前店』於台北火車站商圈開幕。歷經 6

年的努力，於 1994 年損益平衡。 

 

至 1997 年為期十年的創業期間，全家便利商店共計在台灣島內開設 500 家門市。

爾後，進入快速成長期，公司全力加速展店的速度，以每 3 年 500 家店擴展規模。 

2002 年全家便利商店決定將經營成果與社會共享，成為股票上櫃企業，資本額 17

億。 

 

歷經多年競競業業的努力，全家便利商店不僅完成島內環島連線，朝向一鄉鎮一店

目標前進，並且正式於 2004 年 7 月進軍中國大陸上海，成為國內便利商店系統第

一家登陸企業。 

結合日本全家專業的經營know-how 並透過本土化的過程，全家便利 

商店致力於提供消費者及加盟者全方位的服務，多年來，始終秉持「共同 

成長，顧客滿意」的經營理念，務使加盟者能得到最好的後勤支援與指導； 

讓消費者購物之餘能夠獲得更多的附加價值，不斷創新求變，以達到顧 

客、股東、公司三贏的目標 

 

企業視覺辨識系統 

Ⅰ.VI 色調概念 

(1)藍色與綠色的基本色調：表達人類理 

想的生活環境，優雅、親切、具有舒適 

及信賴感的生活空間。 

(2)微笑太陽、星星：代表全年無休、親 

切服務、微笑永不打烊的服務精神。 

Ⅱ.基本色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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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藍︰都會、知性、希望、自由。 

(2)綠︰環保意識、新鮮感、青春、清潔 

感。 

整體店內的Image 是爽朗、明亮、具都會感的全新企業形象。 

 

全家發展沿革 

日期(年.月) 大事紀 

1988.08 『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立 

1988.12 

 

第一家店台北『館前店』開幕，業界最先使用EOS 

訂購系統 

1989.05 『全台物流』中心成立，建立自有商品配送體系 

1990.09 FC 加盟系統正式展開 

1991.03 業界首創內部商品展示會，提供加盟主當季最新商品情報 

 

1991.12 第100 家店--台北『豐禾店』開幕 

1992.09 首次販賣演唱會門票，打造便利商店流行發射站角色 

1996.06 辦理『公開發行』 

1997.12 第500 家店--台中『漢口店』開幕，年營業額突破75 億 

 

1998.01 

 

業界首創代收服務業務，正式代收台北市停車費 

1998.07 

 

與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建教合作--開啟業界產學合 

作的先端 

1998.09 POS 系統全面導入完成 

1998.12 年營業額突破百億 

1999.02 POS 第二階段導入完成--增加EOB、CRT 訂購及 

分析、代收、廢棄管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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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03 推出『網路訂貨，店舖取貨』服務--領先同業正式 

展開電子商務。 

1999.06 全家官方網站：www.family.com.tw 正式上網 

1999.11 全家林口鮮食工廠開幕 

2000.10 

 

萊爾富、OK 便利商店、福客多共同成立「便利達 

康」，開啟虛實整合的電子商務市場 

2000.12 

 

店數突破1000 店--台北漢口街『仟囍店』隆重開幕 

2000.12 台中烏日物流中心啟用，完整獨立之區域物流體系 

建構完成 

2001.03 

 

林口麵包廠正式啟用，強化鮮食競爭力 

2002.01 

 

首度推出年菜預購，創新商品服務，開創便利商店 

新商機 

2002.02 

 

2 月25 日正式掛牌上櫃 

2002.12 

 

1300 店--新莊『首富店』開幕--使用全新STORE 

IMAGE 概念 

2003.01 

 

投入3.5 億資金，導入第二代POS 系統，提昇消 

費情報，蒐集戰力 

2003.02 

 

與家扶基金會首創便利商店代收捐款的公益服務 

2003.06 

 

與東森購物頻道合作電視預購店頭取貨，首創虛擬 

通路與實體通路結合 

2003.06 

 

與台糖公司締結策略聯盟契約，由公司承接43 家 

蜜鄰超商門市 

2003.10 

 

全家企業大學開學，以培養員工成為流通專業人才 

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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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2 15 週年慶，第1500 店-『富陽店』開幕，並協辦 

CHANNEL 【V】10 週年華語榜中榜演唱會 

2003.12 

 

榮獲經濟部商業司92 年度GSP 認證授證--全國唯 

一連續七年榮獲授證，並為授證店數最多的連鎖店 

2004.03 

 

成功進駐花東地區 

2004.04 

 

北部第二鮮食廠屏榮大溪鮮食廠新廠稼動 

2004.06 

 

日翊文化行銷公司成立，同年度遷廠至大溪，形成 

台灣首見且僅見的完善綜合物流中心 

2004.07 

 

進駐上海市場，中國第一家全家便利商店於七月開店 

2004.10 

 

成立TFF 事務TEAM，負責全家鮮食原物料採購、 

品管與鮮食廠製造管理，整合鮮食上中游，建立完 

善的鮮食開發體制 

2004.11 

 

獲選遠見雜誌六大服務業服務力大調查「便利商店 

第一名」的殊榮 

2005.01 

 

1700 店- 彰化『線西店』為第一家「郊區型概念 

店」店舖 

2005.04 

 

創新導入日本VDC (虛擬物流)銷售模式，以資訊 

流代替物流 

2005.04 

 

實施二訂三配，建立商品的鮮度差異化 

2005.10 

 

連續二年蟬聯遠見雜誌十大服務業服務力大調查「便利商

店組第一名」殊榮 

2005.11 

 

1800店--新竹五府店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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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12 

 

『msn心情號召令』行銷案入圍Winner雜誌舉辦之『年度

十大行銷事件』  

2005.12 

 

榮獲經濟部『健全連鎖加盟總部機制計畫總部評鑑』特優 

2005.12 

 

全家數位學習網獲經濟部工業局評定為『學習網最佳案例

優良獎』 

2006.2 

 

協同資訊供應廠商，為全國 43 所育幼院建立數位學習環

境，共計捐贈 400 部電腦及軟硬體 

2006.5 1900 店--龜山忠義店開幕 

2006.7 簽署經濟部能源局自願性節約能源合作意向書，全力落實

三年內節約用電5%~10%的節電目標，爲節能盡一份心力 

2006.8 

 

通過SGS國際服務驗證(Qualicert)，是亞洲第一家通過此

驗證的連鎖零售企業 

2006.12 

 

2000店--台北瑞湖店開幕，首度導入多重複合式專門店概

念，為新型態店舖(New Format)策略跨出第一步 

2007.1 

 

首創四大節慶預購（年菜、母親節蛋糕、粽子、月餅）「他

店取貨」服務。 

2007.2 

 

首創「走動式便利商店」，並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組

合式商店」專利申請（2007年1月），揭開便利商店“多

元展店＂新競爭時代。兆豐農場之兆豐極簡店為第一家此

型態便利商店。 

2007.3 

 

導入悠遊聯名卡「悠遊錢包」功能，為便利商店業的先驅。

  

2007.4 

 

花東綜合物流中心啟用，全島物流網絡建構完成。 全家

便利商店綠島店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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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整體概況 

 

2006 年商品群構成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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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年~2006 年 Q3 營業淨利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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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組織架構分析 

 公司組織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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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團隊 

董事長              潘進丁           學歷：日本國立筑波大學經營政策研究所 

                                     經歷：全家便利商店總經理 

 
總經理兼任營運長    張仁敦           學歷:國立政治大學公共行政研究所 

                                     經歷：全家便利商店執行副總經理 

 
執行副總經理        葉榮廷           學歷: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理

研究所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副總經理 

 
副總經理            吳勝福           學歷: 私立逢甲大學經濟系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商品本部協理 

 
營業開發本部協理    吳勝宏           學歷: 私立淡江工商專科企管科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營業本部協

理 

 

資訊本部協理        蘇世芳           學歷: 國立政治大學資訊研究所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資訊部經理 

 
商品本部協理        高銘賢           學歷: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行銷與流通管

理研究所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營業開發本部協理 

 

管理本部協理 

兼任財會部經理      李建興           學歷: 私立淡江大學數理統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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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歷: 全家便利商店財會部經理 

 

 董事 

董事              潘進丁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張仁敦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浦元康彥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原田實介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平田幸雄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葉榮廷              日商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蔡坤河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施泰安              泰山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董事             葉豐榮              三洋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 

 

監察人           井上章三            日商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 代表人 

監察人           劉志鵬 

監察人           詹岳霖 

 

 12



四、經營理念、使命、願景 

 經營理念 

◎顧客滿意 

抱持認真、負責、誠懇的態度，作為消費者、店舖與廠

商之間的橋樑；徹底貫徹 S&Q.C. （Service, Quality and 

Cleanliness）的經營方針，提供消費者親切的購物環

境、優質的商品、多元便利的服務與生活情報資訊。 

◎ 共同成長 

結合顧客、加盟者、協力廠商、公司、全體員工及社

區居 

民等全體利益關係，不斷創新突破、共同互助成長。 

 

 使命 

  為提供消費者良好的購物環境，從企業識別系統的設計、店內外觀的清潔、燈光、

走道的寬度、貨架的高度，以及商品的陳列上，皆以為消費者的舒適為考量。其中

在商品的陳列上以使消費者易看、易找、易取為原則。相搭配的是明亮的燈光、寬

敞的走道（貨架至少九十公分以上）、以及較低矮的貨架高度（135 至150 公分之

間），上消費者入店之後能夠在此環境下，快速的找尋到欲購買商品品類的陳列位

置，加上商品陳列品類的集中性、相關性、以及最大陳列面展示的方式陳列於貨架，

消費者很容易就找到欲購買商品，更貼心的陳列是將重量、體積大的商品擺置家於

最下層，讓消費易於拿取並兼顧安全的量。 

  另外在提供消費者便利性的考量下，服務性商品如代客影印、沖洗照片、登廣告

等也是另一訴求。 

  而商品開發及店舖營業指導人員更精確的判讀店舖銷售數據，開發更好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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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動流行趨勢，以便貼近消費者、掌握消費者真正的需要。 

 

 願景：擴展大陸舞台  

  當年指導教授陪著潘進丁挑燈夜戰，潘進丁點滴感恩在心頭。傳承一直是他

最在乎的事，「我認為最佳的領導，就是展現在提供更大的舞台給員工發揮上。」

他說道。  

而全家所架起的舞台，延伸至對岸，台灣全家、日本全家、頂新集團以及伊藤

忠株式會社四方合資，打算搶下上海的便利商店市場，要 2006 年達到 300 家。

進軍大陸本來就在潘進丁的計畫內，原因就是為內部中階幹部創造發展空間，

畢竟台灣市場已達飽和，企業有責任為員工找舞台、建立成就感，他期許年輕

幹部把連鎖加盟業的 know-how 帶進大陸，另闢一片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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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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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才招募與員工福利 

 工作文化 

「加入全家，讓你成為人生的贏家」。 

台灣全家便利商店移植日本的管理風格，以內部暢通晉升管道的方式，建構儲備幹

部優質的培訓過程，並透過內部輪調制度，增加個人多元化的職能學習機會，提升

個人價值。 

隨著全家事業規模不斷擴大，個人學習成長空間更為廣泛，個人的升遷路徑更加

遼闊， 全家願意讓有能力的儲備幹部，有更佳的揮灑空間， 

「加入全家，讓你成為人生的贏家」。 

 

 薪資福利 

 

「以顧客的第一信念，提供最完善的服務」 

◎公司新酬制度 

除任職本薪外，另有年節獎金、績效獎金、考績獎金、久任獎金等， 

並視企業獲利給予員工分紅配股。 

◎完善福利制度 

員工享有勞、健保、勞退金提撥、公司團保、生日假、生日禮券、久任獎金、 

托兒服務(吉的堡,何嘉仁美語)、年度聚餐、國內旅遊、出國旅遊補助、社團活動 

與年度年終尾牙、摸彩活動、年節禮券、年節獎金等福利。 

◎獎勵制度 

為了嘉許辛勤的工作者，全家提供員工優厚的績效獎金 與考績獎金。 

◎貼心津貼制度 

公司對員工出國旅遊、婚喪喜慶、子女教育、人文學習等皆有津貼補助。 

◎充沛的教育資源 

全家內部設有企業大學制度，鼓勵員工進修並給予薪資鼓勵， 

此外全家圖書館則提供員工吸取新知、自我充實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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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涯規劃 

透過多元化的學習，為人生加值 

◎個人學習發展計劃 

全家尊重每一位員工的基本特質， 

讓員工掌握自我學習發展目標及規劃。 

員工可與直屬主管共同討論 

並訂定個人發展計劃， 

以達到持續發展與終身學習的目標。 

◎集團輪 

全家便利商店員工可透過公司內部 

的輪調機制，進行多元化以及不同 

單位的學習歷練，透過不斷的充電 

過程，為個人的職場能力再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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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關係企業 

上海福滿家 

由頂新(開曼島)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稱頂新)、台灣全家便利商店股份有 

限公司、日本FamilyMart 株式會社、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以及大陸北京 

內資企業中信信托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五家公司共同為在上海展開連鎖 

便利商店事業，向大陸當局提出申請設立新公司『上海福滿家便利有限公 

司』，日前已經獲得正式批准；在上海市以全家便利商店的品牌(FamilyMart) 

迅速展店，第一家店已於今年夏天開張，計畫2006 年開設到300 家店舖 

規模。 

台灣全家潘進丁董事長表示，全家便利商店在台灣深耕經營了17 年， 

一直以專業加盟連鎖企業自許，並以顧客滿意共同成長的理念在台灣穩健 

經營，每年均以穩定的成長速度快速展店，年營業額也都呈現平穩成長， 

由於在台灣成功經營的成果，獲得各股東的肯定，並期許台灣全家將此成 

功經營的模式完全移植至大陸地區，台灣全家對於上海市場的發展深具信 

心。 

全台物流股份有限公司 

全台物流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1989 年5 月，本著「物盡其用，貨暢其 

流」的經營理念，透以最低的成本達到最高的配送效率。並以「全方位的 

物流中心」自許，目前共設有四處物流中心，負責商品的訂購資訊處理、 

採購、理貨、配送、庫存管理、流通加工等項目，是台灣唯一集合常溫、 

冷藏、冷凍、恆溫四大溫帶別的綜合物流中心。 

便利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便利達康股份有限公司於2000 年10 月17 日正式立，由全家便利商店 

等四家通路業者共同成立便利達康公司以Cost Center（成本管理中心）概 

念運作，負責建構四大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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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12 月與中誌歐圖股份有限公司、思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立Shopping24，直接跨足經營虛擬社群，以有效結合實體通路與虛擬通 

路，除了方便消費者，對便利商店的經營模式及電子商務的發展亦具有深 

遠的影響，現今便利達康已經成功開發品牌商品供各便利商店販售。 

全網行銷股份有限公司（FamilyNet Co., Ltd）於2005 年三月份正式成 

立並運作，主要負責全家便利商店各類商品密碼的管理與VDC 系統建置 

與維護。 

全網行銷由台灣全家便利商店投資85﹪、日本Famima.com 投資15 

﹪，董事長由全家便利商店張仁敦執行副總兼任、E-Retail 事業部簡維國 

經理任全網總經理任全網總經理，下分負責財會、資訊的管理課與負責商品

導入的行銷課。 

日翊文化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日翊文化行銷股份有限公司於2004 年6 月成立，於11 月遷廠至大溪， 

與全台物流、屏榮食品為鄰，形成台灣首見且僅見的完善綜合物流中心。 

為全家便利商店100％投資之子公司，所以較過去全家書報社更能提供切 

合母公司全家需求的服務，作上下游的整合，與出版社和全家採購作更密 

切的結合，並導入完善文化商品配量系統，極大化出版品方面營業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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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便利達康「網路便利通」系統說明 

 

商業說明 

便利達康股份有限公司於2000 年10 月17 日正式立，由全家便利商店 

等四家通路業者共同成立便利達康公司以Cost Center（成本管理中心）概 

念運作，負責建構四大超商 

2002 年12 月與中誌歐圖股份有限公司、思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 

立Shopping24，直接跨足經營虛擬社群，以有效結合實體通路與虛擬通 

路，除了方便消費者，對便利商店的經營模式及電子商務的發展亦具有深 

遠的影響，現今便利達康已經成功開發品牌商品供各便利商店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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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達康物流作業流程與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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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大物流、小物流及作業流程 

Ⅰ.便利達康「網路便利通」大物流作業規範 

(1)「網路便利通」商業運作流程 

A.貨物流程 

(1)貨物由電子商務網站送出至大物流公司 

(2)大物流中心依照領取貨物地點將貨物分配至各小物流公司 

(3)小物流公司將貨物運送至各取貨便利店 

B.資訊流程 

(1)電子商務網站傳送XML 至便利達康資訊平台. 

(2)便利達康資訊平台轉換XML 資料並傳送訂單資料至大物流中心 

(3)便利達康資訊平台轉換大物流驗收資料並傳送訂單資料至小物流 

中心 

(4)接收各單位（通路、大物流、小物流）回傳的資訊檔案 

(5)提供即時的訂單狀態查詢服務 

 

C.說明： 

消費者

於EC

網站訂

購 

 EC網站

處理訂單

並於中午

12點將貨

送至大物

流 

 

大物流

將貨送

至送到

小物流

 
小物流

將貨到

全省所

指定的

店鋪 

 

消費者

於指定

的店鋪

取貨 

D  D+1  D+1  D+2  
D+2～

9 

便利達康整體商業流程 

(a)便利通大物流已於5/16 由全家書報社正式移轉到汐止的中緻物流，未 

來網路便利通將規劃有四家大物流，分別是中緻物流、凱耀物流、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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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流以及鏮瑞物流（金石堂物流將規劃專屬金石堂網路書店出貨）。 

(b)送貨時間：每日中午十二時前（週一至週六），若延遲到貨則會順延 

一天到店，但檔案不用重出。 

(c)便利達康的出貨材積規定在一材以內（長+寬+高合計不得超過90 公 

分），且出貨時必須列印含有三段式條碼的出貨單保護套（此出貨單需有 

透明塑膠套保護） 

(d)由於「網路便利通」的出貨作業方式較為特殊，因此限定合作的廠商 

必須委託便利達康所認可的第三方物流來協助貴公司進行出貨相關作業 

除了特殊情況達康將同意由貴公司進行出貨作業外，廠商必須自行聯繫 

上述廠商擇一委託進行出貨作業，另外，若有任何包材上的需求，可以 

委託包材廠商。 

 

 

網路便利通完整商業流程示意圖 

Ⅱ.便利達康「逆物流」作業流程說明 

(1)商業利基：提供給網路購物、郵購、電視購物等消費者便利的退貨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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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一 

★消費者根據廠商提供的退貨單，或是自行上網列印退貨單、將要退 

的貨物包裝好，貼上出貨單到門店辦退貨。 

步驟二 

★店舖收到退貨後，收取物流費並刷讀退貨單的三段式條碼。  

★在店舖收退聯中蓋店銷章後交由消費者留存。 

步驟三 

★通路上傳取貨檔給新誼科技。 

★新植科技產收預檔給小物流收退。 

★後續流程如網路便利通退貨作業。 

步驟四 

★大物流傳退貨檔給新誼科技。 

★新誼科技產收貨完成資訊給ＥＣ廠商，由ＥＣ廠商派車前往收貨， 

或由ＥＣ廠商直接與人物聯繫，經由宅配通運送退貨，費用由ＥＣ廠商與大物流結

帳。 

 

 

 24



 

 

 

退貨人：黃昱凱 

 

退貨注意事項： 

店鋪不負擔商品

確認及商品退費

之責任 

 

退貨廠商：

Pchome 

退貨品名：收音機 

退貨價值：500元 

客服專線：

0800-23456 

店鋪注意事項： 

1.此為退貨商品，刷讀條碼

並收取退貨費用50元 

2.請撕下右聯並蓋上店鋪章

後交由消費者留存 

3.若條碼無法讀取，請撥打

0809-071-168(或

0203-06-006)，並輸入下面

的數字即可 

1-005-000-000-018-7360-0

180-6 

 

消費者簽名   店鋪人員簽

名 

                             

Pchome逆物流消費者存根

聯 

1.茲收到消費者 黃昱凱 在 

Pchome的退貨，請消費者

妥善保管此聯以供備查 

2.相關退貨後續作業請消費

者與退貨廠商聯繫 

*1E120000010053084* 

店鋪簽收人： 

                         

店鋪店章 

 

 

 

 

請蓋店章後撕下此聯交由消

費者留存 

 

(2)其他相關作業注意事項 

A.EC 交貨給大物流，大物流驗收後發現短少，短缺貨物由EC 公司負 

責，同理，當小物流反應收貨短少時，理應由大物流負責。 

B.每日小物流驗收後，會將無法配送的貨物以傳真（或EMAIL）給大 

物流，由大物流連同當日大物流無法驗收資料彙整後傳真通知EC廠商。 

協助EC 廠商來電詢問貨物狀況之相關服務 

便利達康的服務方式 

便利達康公司提供給各合作網站最方便的送貨服務，分別是取貨付 

款、取貨不付款以及付款不取貨（電子帳單）等三種服務，各合作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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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經由簡單的資訊傳遞，經由便利達康的電子商務網站管理，就可以 

享受資訊與實體通路的整合性服務。 

 

物流方面 

寄貨付款、寄貨不付款作業模式 

 
店到店寄件作業模式 

消費者方面 

從今天起，便利達康提供全國3200 家的便利商店（全家、萊爾富、富 

群、福客多），提供三種「網路便利通」的EC 物流、金流服務方式，讓 

您上網購物買的安心，取貨更便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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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便利達康「取貨付款」 

步驟: 

(1)消費者至有提供便利達康「網路便利通」的網站選購商品 

(2)選擇便利商店取貨付款方式 

(3)透過便利達康提供的電子地圖選擇店鋪並確認訂購單 

(4)電子商務網站將商品運送至便利達康物流中心 

(5)便利達康物流中心於24 小時內將商品配送至消費者指定店鋪 

(6)消費者於接到電子商務廠商的取貨通知後至店鋪取貨並付款。 

Ⅱ.便利達康「取貨」 

步驟: 

(1)消費者至有提供便利達康「網路便利通」的網站選購商品 

(2)請先依據該網站提供的付費機制進行付費的動作 

(3)透過便利達康提供的電子地圖選擇取貨的店鋪 

(4)合作網站將商品出貨至便利達康物流中心 

(5)便利達康物流中心將商品配送至消費者指定的店鋪 

(6)消費者至店鋪取貨。 

Ⅲ.便利達康「電子帳單」 

步驟: 

(1)消費者至有提供便利達康「網路便利通」的網站選購商品（包括點數卡 

等服務） 

(2)自行從電子商務網站上印出便利達康「電子帳單」專屬繳費單（請記得 

盡量以雷射印表機列印喔） 

(3)持便利達康「電子帳單」專屬繳費單至全國任一家便利商店付款（全家、 

萊爾富、富群、福客多） 

(4)便利達康通知電子商務網站確認消費者已經付款 

(5)電子商務網站出貨至消費者指定送貨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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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經營績效 

全家便利商店自成立以來，經過初期基礎架構的建置及店舖規模的擴大，至 1994

年達到規模經濟開始獲利；店舖數於 1997 年第一個十年的創業期達 500 店，爾後

進入營收及獲利的高速成長期，並以每三年開 500 店的穩定速度成長。2006 年店

數正式突破 2000 店。 

 歷年店數走勢圖 

 

 營收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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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稅前利益 

 

 

 

 

 

 

 

 

 

 

 每股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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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S.W.O.T分析 
1. 優勢（strength） 

（1）具備完備組織：對於企業內部有新的動作、新產品、新創意以預估方案，有專

業人員可加以分析、預測、改變策略，以減少行銷風險。 

（2）慎選加盟者與加盟地點：全家便利商店對於即加盟者的條件、加盟地點相當謹

慎，這樣可以降低開店失敗的可能性，並保持公司聲譽。 

（3）店內擺設一致：全家便利商店對於加盟店有一套商品擺設制度，會定期變更擺

設，保持熱賣商品的，也會將銷售不佳的產品下架，以提高商品的流通性。 

（4）具有風潮敏感度：台灣近兩年來有一股哈日風潮，而全家便利商店內部組織敏

銳地察覺到，並在風潮開端即推出日式商品，廣告也走日本風。 

（5）店舖管理流程穩定度高：無論是成本管理或人員管理，全家便利商店內部都已

制定一套固定的管理流程，此套流程可提供管理人員，依循流程完成工作。 

（6）配合行動力足夠：一年內有許多節日，全家便利商店都會依節日的到來堆出應

節商品。 

（7）食品鮮度高：食品全程保鮮，店中設置 18 度保鮮櫃，這些做法都是為了食品

保鮮。 

（8）品質要求嚴格：會定期從總公司派人巡視，如有問題會監督改善，以維持全家

便利商店的服務品質。 

（9）加盟者無現金週轉壓力：一般零售業者都會有現金週轉壓力，但全家便利商店

訂貨貨款是由總公司交付供應廠商，加盟者無定貨貨款的週轉壓力。 

2. 弱勢（weakness） 

（1）商品價格略高：全家便利商店商品如：麵包、御飯團…等，比麵包店及早餐店

中的食物價格高上許多。 

（2）店數接近飽和狀態：台灣是全世界便利商店展店密度最高的國家，可能一個小

巷子就有數家便利商店。 

（3）地區分配不均：有些比較熱鬧的地方全家便利商店有許多家，如：台北，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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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偏僻的地方，卻沒有全家便利商店，如：金門。這種現象可能合配送不便

有關。 

（4）員工安全無法顧及：便利商店所標榜的就是 24 小時服務，而晚上店員只有一

人，常會成為歹徒犯罪的對象。另外，不可否認這是所有便利超商的缺點。 

（5）決策皆是由高層決定：各家分店並不會參與決策制定過程，有一些基層的聲音

無法影響決策過程。 

（6）有業績壓力：預購市場競爭激烈，總公司會給各分店業績壓力，達成有獎金，

未達成會有懲罰。 

（7）鮮食損失自行負擔：鮮食部份若有過期需自行負擔損失，但如果是長時間保鮮

產品過期，可以退回總公司，由公司回收負擔。 

（8）分店有訂貨壓力：有時因為產品銷售狀況不佳，分店會傾向於不訂購此商品，

但總公司會要求分店訂購此產品，有時會造成分店的損失。 

3. 機會（opportunity） 

（1）品牌優勢：『全家，就是你家』的鮮明印象深植人心，具有品牌優勢。 

（2）國民所得提高：雖然全家便利商店的產品訂價略高，但是隨著國民所得的提高，

一般民眾寧願選擇鄰近的便利商店。 

（3）多元的服務項目：在講求便利與效率的現代生活中，全家便利商店始終秉持著

提供消費者一個 24 小時、體貼入微的便利環境為最高使命。目前全家便利商

店在各社區中有極高的密度及滲透度，已成為消費者生活中不可或缺的據

點，因此全家積極地發展各項生活便利服務，包括：代收各種公共事業費用、

宅配通、UPS 國際快遞、照片沖洗、影印傳真等服務，透過眾多的服務，順

勢吸引許多顧客來店消費。 

4. 威脅（threat） 

（1）同業競爭：其他同性質便利商店的出現，也就是主要威脅，消費者在沒有比較

下，哪家便利商店對他而言都是一樣的。 

（2）供應商的議價：由於各便利商店的產品都是來自供應商的供應，所以供應商在

議價的時，都會向商店提出要求，如果不能達成共識，供應商可能會提高所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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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商品價格，甚至停止供應商品給便利商店，造成貨源不足，銷售量可能因

而會下降，導致營業利潤下降。 

（3）顧客群的關係：雖然便利商店賣的都是必需品，但是也是要經過精挑細選，人

們才會常去，印象不好或是狀況不好的店家自然會被淘汰，倘若失去了與顧客

群之間的良好關係，那麼市場將會被其他商店所占去。 

（4）潛在威脅：便利商店最大的隱憂大概就是新型商店代替它，就好像它取代了雜

貨店，隨時都有可能會被替代掉，例如超商，量販店…等，雖然條件還不足

替代便利商店，難保消費型態一改變，便利商店消失的速度可能會比雜貨店

還要快。 

（5）市場飽和度高：便利商店市場已經呈現出一條街上同時有好幾家不同品牌的便

利商店的情形，會導致大者恆大，小者恆小的現象。所有的業者都會面臨利

潤下滑的狀況，業者必須走出自己的路，與其他品牌有差異，這樣顧客才會

上門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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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與同業競爭比較(全家vs7-11) 

 

 商品種類 

全家 

 

在經營上面偏向於純日系風格 

多數的自家商品都是以日本所販賣商品為主 

例如:手工甜點、鮮食 

商品在總類上面比只賣自家商品的 7-ELEVEN 多樣 

全家最大缺點就是"自己製造的商品"總類非常少 

多數傾向於販賣其他公司的產品來賺取中間利潤 

而多被製造商賺了一手 就代表利潤的降低 

7-11 

 

全台灣最大的連鎖超商企業 

而在經營方面比較有自己的想法 

因為她們只是跟美國總公司購買 7-ELEVEN 的形象 

店舖的形象比較偏向於台灣本土化 

且因為統一麵包先行打下基礎  

以及後續 7-ELEVEN 的成功 

並且同時將 7-ELEVEN 的形象品牌深深植入國人心中 

造就了 7-ELEVEN 在台灣的霸業 

而因為製造、物流、零售上面統一全包了 

所以在商品利潤上面相當的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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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行銷手法 

便利商店的消費行為大都一致所追求的是"便利"，因此這兩大都在追求店數的增加

使消費者更容易接觸到門市。也同時致力於服務性商品的開發，如:代收學費。 

至於行銷手法， 7-11 遠優於全家。這一點從 7-11 的 hello kitty 活動可見端倪。

因為它們這幾年來的行銷活動日益精進，從早期的單品促銷推演到品類促銷一直到

全店行銷。這一點經常走在全家的前面，而全家自從四年前推出一句口號＂第二件

六折＂之後因產品銷售成功，自此沉迷於此相關的促銷活動一直都以第幾件幾折的

方式溝通。就行銷原創性而言，是不如 7-11 的。因此全家這年才會以比較親切的顧

客服務切入市場。至於為什麼全家的活動一般都比不上 7-11，一般認為，全家是市

場老二，＂跟隨策略＂是一般行銷手法裏常見的。 

 員工素質 

全家:只能看錄取的公素質如何,有沒有服務的熱誠! 

7-11:要當正職員工得通過優質人員的考試,對消費者多一成保障! 

顧客的滿意程度 

查了許多資料,發現許多人喜歡的都是 7-11,最常見的原因是: 

(1)7-11 商品種類繁多            

(2)配合各種節日早早就有活動出來  

(3)廣告多 宣傳多                 

(4)服務態度比較好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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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靈魂人物的影響 

◎起步：勇敢賭一把  

當初全家便利商店比統一超商晚了 10 年進入市場，接連虧損 6 年，想要在流通業

裡站穩腳步，旁人都覺得潘進丁在賭博，賭一個很難贏得的大獎。 ◎ 

但冒險的個性其來有自，潘進丁連個人生涯都賭過。他 32 歲那年，由於嚮往經濟

強國日本，他毅然放棄警界 8 年的資歷、及二線三星的穩定俸祿（相當於外縣市分

局長的薪水），赴日求學。過去當警官，潘進丁手下管理幾十個部屬，再度變成學

生，加上從沒唸過商科，他一切重頭開始，求學過程倍感艱辛。  

回國後任職國產汽車，1988 年，國產與日本 Family Mart 欲跨進流通產業，潘進丁

接下台灣全家的專案負責人。要追上統一超商的腳步何其難，但他知道這一步不能

退，這是個人生涯的機會；而他也相信，由於當時零售流通業都以家族式管理經營，

美日的連鎖化企業經營模式才是台灣流通業應該步向的未來。  

 ◎關鍵：說服股東支持  

1988 是解嚴後第二年，也是外資產業進入台灣非常關鍵的一年，與全家同時進入市

場的許多外資產業眾多，例如溫蒂漢堡（Wendys）、哈蒂漢堡（Hardees）、儂特

利、荷商萬客隆，之後都因不堪虧損敗下陣來。全家的虧損也不見起色，當時是副

總經理的潘進丁常常在董事會上挨轟。  

董事會對他耗費億萬建立自有物流系統、以及傳遞 know-how 的「委託加盟」法等

等許多首創作法感到不安，不願意再投資。他挺直腰桿，拾起日本學者嚴謹考究的

專長，舉出日本 Family Mart 在 1988 年初上市，股價就飆到日幣 1 萬 200 圓的盛

況；以及委託加盟法在美、日兩國實行成功的實例，說明在經濟進程較美日慢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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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台灣，流通業將會大發利市。他說服股東們掏出 1 個億萬、再 1 個億萬，才能

讓全家支撐到 1994 年開始獲利。  

◎固本：喝咖啡留人  

「在虧損那幾年，我最常做的事就是請幹部在福華喝咖啡。」潘進丁話中似乎另有

玄機。原來喝咖啡是「留人」的代號，全家草創期間，員工薪水不高、沒有分紅及

獎金制，一些跟他從國產汽車跳槽到全家的年輕同事，總覺得這產業不像賣車利潤

高，似乎看不到未來，紛紛萌生辭意。  

那時全家總公司在復興南路上，離福華飯店很近，潘進丁將他們一個個約到福華，

開導這些比他小 10 歲的年輕小伙子：「選擇工作時，首先應該判斷企業有沒有發

展性？再決定該如何經營自己？而不單單只是考慮短期內薪水及福利等方面，學習

過程絕對比收入更重要！」他認為美式經營強調短期獲利，還不如日本企業做長期

事業規劃來得穩當。頻繁的喝咖啡行動並沒有留下全部的人，但留下來與他打拚的

伙伴，如副總經理葉榮廷、張仁敦今日都升上了應得的位置，品嚐成功的果實。  

◎ 衝刺：積極展店期  

鞏固核心同志外，潘進丁也勤跑加盟店，直接到第一現場解決問題。他認為加盟者

是總部的客戶，為了讓客戶信服總部的理念，必須不斷溝通，「人家為什麼跟你買

車、買保險？就是因為信任。」潘進丁用汽車業務員的精神持續與加盟者接觸。  

初期全家的台北店數不過 30 到 50 家，每逢周五傍晚，潘進丁親自帶著總部高階幹

部一起巡店，經理們都帶著抹布去幫店長擦貨架、溝通經營理念，他以身作則，讓

「Family」的感覺就在幹部的勤奮中累積。  

2004 年 6 月全家的展店數已達到 1600 家，潘進丁思考如何將「以勤奮為本」的服

務精神深植第一線人員心中。他吆喝大家動起來，舉辦「店鋪優質人員選拔活動」，

結果讓服務效率提升，獲得 2004 年《遠見》服務品質大調查便利商店類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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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擴展大陸舞台  

當年指導教授陪著潘進丁挑燈夜戰，潘進丁點滴感恩在心頭。傳承一直是他最在乎

的事，「我認為最佳的領導，就是展現在提供更大的舞台給員工發揮上。」他說道。  

而全家所架起的舞台，延伸至對岸，台灣全家、日本全家、頂新集團以及伊藤忠株

式會社四方合資，打算搶下上海的便利商店市場，要 2006 年達到 300 家。進軍大

陸本來就在潘進丁的計畫內，原因就是為內部中階幹部創造發展空間，畢竟台灣市

場已達飽和，企業有責任為員工找舞台、建立成就感，他期許年輕幹部把連鎖加盟

業的 know-how 帶進大陸，另闢一片天。  

◎ 傳承：人才自己培養  

有舞台，也要鍛鍊紮實基本功。全家的在職訓練要求專業到位，從店舖人員到高階

主管，都依其職位所需的知識、技能，給予訓練。針對有心向上的菁英，2003 年更

創設體制內的「全家企業大學」，延聘學術界、企業界知名講師，分 6 階段訓練課

程，讓員工可以循序漸進吸收管理實務課程。還有「全家數位學習網」，讓公司同

仁可以隨時隨地自行學習不受時空限制。  

「全家的人才，我們自己培養！我相信透過公司完備的人員培訓，大家都會做得很

出色。」潘進丁很驕傲地說。基於此原則，全家在招募人才時並不限科系，但特別

重視是否具備主動、熱情的本質。因為在零售流通業，懂得書本上的經營理論沒有

用，真誠與人互動、服務人群才是最重要的，潘進丁認為時下很多年輕人都符合這

個標準。  

應採訪要求，潘進丁套上全家制服，在總公司樓下的自家超商拍照。拍照之餘，還

不忘檢視冷藏架上的商品是否新鮮，當場便流露出日本學者專注的神情。陪伴全家

走過 16 年，進入「第二個創業期」，這個 CEO 就有如治學認真的教授，樸實、無

華，卻擁有強大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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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心得與啟示 

一開始看到全家的歷史，董事長潘進丁是真的具備的創業家的精神，剛進入市場時

連虧６年，還是不放棄終於轉虧為盈。不畏艱難的要與７－１１抗衡、競爭， 

他用日本嚴謹治學的態度來規劃零售流通業版圖，全家便利商店帶到台灣第二大的

境界。我姊姊在 7-11 工作過，所以７－１１的經營模式我並不陌生， 

所以在跟全家做比較時，我的感觸很多，７－１１感覺已是便利商店的龍頭嚕！ 

全家很難在拚過他，除非像他們所計畫的買下ＯＫ、萊爾富。。等等。 

這樣才能增加市場佔有率，多接近７－１１一點！我的感覺是，要跟上７－１１，

很難！！全家缺乏創新，雖然說採跟隨策略是很常見的一種方法！ 

現在人，喜歡的就是創新的東西，要給人家一看到某樣東西就知道這是哪個店家發

明出來的！！全家很少這些，除了他一開始廣告的：全家就是你家，這句真的是深

入人心，只是後來似乎沒有再有更特別的想法，只是一直跟在７－１１後面走，雖

然這樣可以減少策略失敗的機率，卻缺乏了自己的特色！我認為要在這市場能夠存

回下去，創新、自我特色、服務態度、行銷方式。。。等；全家還有很多地方需要

努力的，便利商店，講求便利、重視利潤、業績，也有同業間的比較和競爭； 

只要還有利潤，還會有越來越多的加盟者加入，甚至是新的超商，所以，要在這市

場上存活下來，不斷不斷的創新，充分明白顧客需要的是什麼、想要的是什麼？ 

最後，做完這份關於全家的報告，老實說我反而比較佩服７－１１， 

講真的查了那麼多資料，每個的經營模式都差不多，但就７－１１可以獨大，原因

差在哪呢？我想大概是在於給人的感覺和行銷的手段了！只要全家肯去創新，不採

用跟隨策略，或許會有許多人對全家改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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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資料來源 

1.便利達康http://web.cvs.com.tw/cvs/ 

2.全家便利商店http://www.family.com.tw/www/enterprise/index.asp 

3.全家便利商店MIS 研究www.im.usc.edu.tw/chianson/a2/a2-04.doc 

4.http://ind.ntou.edu.tw/~ericting/download/94(2)%20LM%20term%20paper/9421

1.pdf 

5.http://www.shs.edu.tw/works/essay/2006/10/2006103021370942.pdf 

6. http://www.bookzone.com.tw/event/cb348/index.asp 

7.奇摩知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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