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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 研究動機
家少不了美感與品質，人們對生活上的要求不再只是單純的滿足，我們針對
生活工場作單一深入的研究，故本研究希望能以生活工場為例，在商店印象、生
活型態與消費者購買行為間建立一個觀念性架構，探討之間的相互關係。
二、 研究目的
（一）了解生活工場的發展起源及經營理念
（二）探討生活工場五力分析、SWOT 分析
（三）分析消費者對生活工場的滿意度
（四）提供生活工場有關研究分析之相關建議
三、 研究方法
（一）文獻分析法：參考相關書籍、報章雜誌及網路相關資訊。
（二）問卷調查法：以問卷調查法了解不同性別在不同年齡的消費行為。
（三）實地訪問法：本組前往生活工場門市觀察生活工場之行銷方式。
四、 研究對象
本組針對 18 歲以下、19~30 歲、31~50 歲及 50 歲以上四個年齡層的男性及
女性各發放 200 份問卷共 800 份，並回收進行統計分析，以了解不同性別在不同
年齡的消費行為。
五、 研究流程

確定專題
題目

文獻探討

個案研究
及訪問

設計問卷

圖一：研究流程表
貳●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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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生活工場的發展起源與理念
（一）發展起源
育冠企業成立初期以經營生活雜貨、禮品批發與進出口貿易為主，商品設計
及開發是當時公司的核心競爭力，而後公司規模與日俱增，商品開發更加多元而
豐富，為了更完整地將商品的設計理念與原創風格呈現給消費者，於 1993 年 10
月成立第一家生活工場專櫃。（生活工場官網，2014）
（二）經營理念
「生活」乃指生活中的人、事、物的集合，而「工場」二字意涵「空間」
、
「場
所」三維象限的概念。在這個空間裡，不論居家、工作、日常等，每一人都是「生
活態度的工作者」，每個人都擁有展現自己品味的生活方式及屬於自己的生活態
度，藉由 D.I.Y 加入獨具風格的美學品味，在空間裡面呈現自我的生活風格。
生活工場提供一種「美」的感覺、一種生活主張、生活態度與生活品味，從
賣場及商品的視覺、陳列、色彩的整體感覺，使消費者感受到生活工場逛街購物
是件美好的事，而這樣的感受可以被延伸至個人空間裡。（104 人力銀行，生活
工場)
二、 生活工場五力分析
策略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提出的「五力分析模型」，可能是全球
知名度最高的管理架構。利用「新加入者的威脅」
、
「替代性產品或勞務的威脅」、
「購買者的議價力量」
、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
「現有廠商的競爭強度」這五種架
構來分析自己、對手或研究對象的策略。（遠見，2014）
表一：五力分析
新進入者的威脅

替代品的威脅

一旦有新進廠商加入，消費者便可能因好奇而轉至其他
品牌消費。
由於生活工場堅持不打價格戰，強調產品的價值，宣傳
產品的美感而非價格便宜，因此只能夠吸引重視品質且
不著重於價格的消費者。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市場上與生活工場販售相似商品，且價格較低的品牌比
比皆是，據網路資料得知消費者選擇生活工場的原因不
是因為價格合理，而是受簡約自然的風格所吸引，故消
費者議價能力不高。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生活工場著重於商品設計與開發，大多數商品都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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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設計，因此在價格方面具有較大的優勢，供應商的
議價能力也較高。
現有的競爭者

無印良品除了販售家具之外也有販賣文具、衣服等商
品，因此較能貼近民眾生活所需，故品牌知名度較高。
而大創百貨則採取商品的價格一致，來吸引消費者。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彙整）

根據上表所示本組列出以下因應作為如下：
表二：五力分析因應作為
新進入者
因應作為

注意來自業者的政策轉變、提升品牌知名度、擴大產品
差異化、建立獨特的配銷通路。

替代品的威脅
因應作為

開發更有競爭力的產品、且不斷的創新與研發、產品需
維持一定的水準及品質

現有的競爭者

維持產品的品質、視產品的特性來做區隔、生產更能夠

因應作為

接近日常所需的商品

三、 生活工場 SWOT 分析
SWOT 分析，包括分析企業的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機會
（Opportunities）和威脅（Threats）。因此，SWOT 分析實際上是將對企業內外
部條件各方面內容進行綜合和概括，進而分析組織的優劣勢、面臨的機會和威脅
的一種方法。
（MBA 智庫百科，2016）
表三：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s)
商品多樣化具有質感
有會員制度可享折扣
定期出版刊物讓消費者了解當季商品
各縣市皆有據點具有接近性與便利性

劣勢(Weaknesses)
賣場空間狹窄
商品更新速度緩慢
網路、廣告宣傳不足
品牌知名度不高

機會(Opportunities)

威脅(Threats)

可利用創意行銷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
愈來愈多人重視生活品質與美感

相似性質的品牌過多
較早進入市場的廠商有豐富經驗

現代人對於品牌忠誠度較高
民眾因代言人為喜愛藝人而支持品牌
資訊發達，讓更多民眾能夠得知訊息

經濟不景氣
物價上漲，成本的控制較不易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彙整）
根據上表所示本組列出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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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SWOT 分析 2
增長性戰略(SO)

防禦性戰略(WT)

保持現有的會員制度、商品質感，利用 為了克服弱點、避免威脅減少擺放店內
創意行銷與會員制度做結合，藉此提高 裡相似商品的種類，可與供應商進行成
品牌忠誠度。資訊發達，可直接在網路 本控制的掌控。保持原有的顧客群，在
上出版電子刊物。
經濟不景氣時減少成本預算。
多元化戰略(ST)

扭轉性戰略(WO)

利用機會改進內部弱點張貼產業訊息到
利用優勢避免威脅保持現有的會員制 社群、影音網站，彌補廣告、知名度的
度、商品質感。強打會員折扣，大量進 不足，加強商品品質代替降低商品更新
貨降低成本配送至最近市場。
速度，利用創意行銷方式改善目標顧客
族群。
四、 生活工場顧客滿意度與問卷調查分析
問卷調查主要以台北地區民眾為主，問卷樣本為 800 份。藉由發放問卷分析
現行消費者對生活工場的需求，提供給生活工場作為後續發展建議。
（一）基本資料

性別

受訪者中曾至生活工場消費的男
性占 30%，女性占 70%，生活工場的
顧客多以女性為主，原因是在生活工場
的商品多以居家用品、芳香劑為主，較
少會吸引男性購買的商品，銷售宣傳方
面因應多強調女性服飾。

男30%
女70%

男

女

圖二：受訪者性別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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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
受訪者中，服務業占 25%，學生占
10%，家庭主婦占 35%，工商業占 14%
軍公教占 15%，其他則占 1%。可見生
活工場的商品較吸引家庭主婦族群購
買。

1%

家庭主婦
學生
服務業
工商業
軍公教
其他

15%
25%
14%
10%

35%

圖三：受訪者職業比例圖
年齡

受訪者中，18 歲以下佔 5%，19~30
歲占 15%，31~50 歲占 50%，50 歲以
上則占 30%，可見購買生活工場的民眾
以中年為主。

5%
15%

30%

18歲以下
19歲~30歲
31歲~50歲

50%

50歲以上

圖四：受訪者年齡比例圖
月收入
20%

2萬以下

受訪者中，月收入於 2 萬元以下占
10%，2 萬~3 萬元占 40%，3 萬~4 萬占

10%

30%，4 萬以上則占 20%，由此可得知
生活工場的確符合中低價位的稱呼，適
合月薪 2 萬~3 萬元的民眾消費。

2萬~3萬
3萬~4萬
4萬以上

40%
30%

圖五：受訪者月收入比例圖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彙整）
（二）消費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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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得知生活工場？
親朋好友
報章雜誌

根據問卷得知，民眾能夠
知道生活工場品牌的原因，大
多為親朋好友的介紹，而電視
廣告行銷這方面相當的不足，
應多利用知名藝人代言並拍攝
廣告，以廣告提高知名度加深
消費者印象。

5%
15%
40%

電視廣告
網際網路

20%

其他
20%

圖六：如何得知生活工場比例圖

一次購買金額大約多少？
根據問卷得知，民眾一次
消 費 金 額 500 以 內 戰 5% ，

25%

500元以內

500~1000 元占 50%，1000~2000
元 占 25% ， 2000~3000 元 占
15%，3000 元以上則占 5%。可
知消費金額以 500~1000 元為最
多數，而消費 3000 元以上則非
常少數。

15%
500~1000元
5%

1000~2000元
2000~3000元

5%
50%

3000元以上

圖七：一次購買金額大約多少比例圖
選擇光臨生活工場原因？
商品設計感

根據問卷得知，們種選擇購
買生活工場商品的原因 36%因
商品設計具美感，24%因價格合
理，10%因商品品質好，30%因
信譽良好，可見生活工場吸引
民眾購買的原因主要為商品具
有設計感。

36%
30%

價格合理

24%

商品品質
信譽良好
10%

圖八：選擇光臨生活工場原因比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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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多久到生活工場消費？
1個月以內
2~3個月

3%

根據問卷得知，民眾至生
活工場消費的期間以 1 個月以
內占 15%，2~3 個月占 14%，3~6
個 月 占 46% ， 6 個 月 以 上 占
22%，1 年以上則占 3%。可見
平均而言不太可能每個月購買
生活工場的商品，平均以 3~6
個月購買一次為主。

15%
22%
14%

3~6個月
6個月以上
1年以上

46%

圖九：大約多久到生活工場消費比例圖
會在何種情況下到生活工場消費？
2%

3%
逛街購物
新品上市
折扣期間

31%
43%

其他
商品損換

根據問卷得知，民眾在季
節交替時購買占 2%哲，扣期間
購買占 43%，新品上市時購買
占 21%，逛街購物站 31%，其
他占 3%，可見民眾主要在商品
折扣期間會到生活工場消費。

21%

圖十：會在何種情況下到生活工場消費比例圖
最常購買生活工場商品的類別？
衛浴空間
6%

工作空間

14%

15%
10%

客廳空間
餐廳空間
17%

16%

廚房空間
園藝空間

9%

13%

圖十一：最常購買生活工場商品的類別比例圖
（資料來源：由本小組彙整）
（三）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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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問卷得知，生活工場
購買工作空間商品占 10%，客
廳空間商品占 16%，餐廳空間
商品占 13%，廚房用具占 9%，
園藝用具占 17%，季節主題商
品占 15%服務休閒品占 6%，可
見民眾購買商品種類的比例沒
有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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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滿意生活工場內部的擺設？
非常滿意

8%

19%
滿意

13%

普通
無意見

8%
24%

根據問卷得知，對生活工
場的內部擺設 8%的民眾不滿
意，13%非常不滿意，8%非常
滿意，28%滿意，24%普通，19%
則無意見，可見生活工場的內
部擺設無太大的問題。

不滿意
28%

圖十二：是否滿意生活工場內部的擺設比例圖

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定價？
3%
非常滿意

根據問卷得知，對生活工場
的商品定價方式，3%非常不滿

11%

15%

滿意
普通

12%

26%

無意見

意，15%不滿意，12%無意見，
33%普通，26%滿意，11%非常
滿意，可見生活工場在民眾心
中仍是屬於中、低價位。

不滿意
非常不滿意

33%

圖十三：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定價比例圖
是否滿意員工的服務態度？
非常滿意
滿意

6%

6%

17%

10%

普通
無意見
不滿意

25%

36%

非常不滿意

圖十四：是否滿意員工的服務態度比例圖

8

根據問卷得知，對生活工場
的服務態度 6%非常不滿意，6%
不滿意，10%無意見，25%普
通，36%滿意，17%非常滿意，
可見由於生活工場相當重視員
工訓練因此民眾對服務人員的
服務態度評價相當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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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品質?
根據問卷得知，對生活工
場商品的品質有 7%不滿意，2%
非常不滿意，25%非常滿意，
26%滿意，23%普通，17%無意
見，可見生活工場的產品品質
頗高。

2%
7%

非常滿意

25%
滿意

17%

普通
無意見
不滿意

23%

26%

圖十五：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品質比例圖
您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品質？
9%

非常滿意
27%

8%

滿意
11%

普通

根據問卷得知，對生活工場商
品的品質有 7%不滿意，2%非常
不滿意，25%非常滿意，26%滿
意，23%普通，17%無意見，可
見生活工場的產品品質頗高。

無意見
15%
不滿意

30%

圖十六：是否滿意生活工場的商品品質比例圖
參●結論
本小組於板橋火車站發放此問卷，根據問卷結果可得知，在 800 份問卷中，
較多消費者認為生活工場舉辦的活動太少了，因此本小組建議利用活動有效提高
會員人數，讓消費者知道生活工場除了有好品質外，也有具有特色的活動。
一、 建議
另外從 SWOT 分析中可得知生活工場在於活動及廣告推廣方面較不足，因
此本小組提出了四項活動，希望藉由活動達到宣傳的效果。
（一）工場大「初」租
將生活工場的家具出租，消費者可以花極少的錢租到所需用具，並搭配宅配
到府的服務或是直接到門市選租。由於大家家中都有許多物品為一時所需而非經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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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使用的家具，因一時所需而花錢購買的商品往往使用的次數相當的少，這種購
買方式十分浪費且占空間，此活動不但可以減少資源、金錢浪費還可減少擺放空
間。
（二）工場夜生活
晚上我們將門市清空，讓事先預約的會員們住進生活工場，999 元(畸零定價
法)有吃有玩又舒適。舉辦聯誼交友活動，讓更多年輕人想參加，藉此認識生活
工場。由於此活動為會員限定，沒有會員的消費者若想參加此活動就會去辦會員，
藉此我們達成了提高會員人數之目的。
（三）生活「首」推車
手推車將商品推出門市販售，主打商品組合(組合比買單一商品划算)推車販
售地點主要為板橋火車站，將商品推出門市，不但可以吸引其他平時不會至生活
工場購物的民眾，且以人員銷售的方式，更能親近消費者。
（四）生活要裝潢
在生活工場店內舉辦裝潢比賽，本員店提供生活工場店內的商品，讓事先預
約的會員在 2 個小時之內利用生活工場內的商品可自由擺設出喜歡的樣貌、風格
，最後再由民眾投票表決，票數最多的隊伍即可，以 1 折的優惠將商品帶回家。
此活動的用意在於，希望民眾受 1 折優惠所吸引，進而加入會員，以 1 折將商品
帶走的消費者也會因物品好用而再次來生活工場購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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