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您是否会掏钱买东西？

放置于道路边的新鲜蔬菜，四周却不见卖家的身影，这是多么粗心大意的情形啊！
即便如此，使用“无人蔬菜摊”的顾客，仍会如实地地将货款投进旁边的钱罐中。
这样的商法被称为“先用后利”，始于约 300 年前的富山地区，卖药的流动商人辗转全国经营生意开始。
在企业办公室设置零食销售箱的热门商法，也是日后再回收货款的一种方式。
这些虽是小买卖，却是基于信任素未相识的顾客才能运作的商业模式。您是否也能信任这些素不相识的顾客呢？
构成 /JQR 编辑部

信赖客户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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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散布于住宅区的田地，虽然播种面积狭小，
农户们却培育着许多品种的作物。（左图）没人看管
的无人蔬菜摊，对于日本人来说已经是司空见惯的景
象，现在想来的确有些不可思议。

人蔬菜摊”摆放着当日早

上现采摘的新鲜蔬菜，并

且还可知道供应来源，实在令人

安心。我们在采访中遇到的一位

老太太说道 ：“我偶尔还会告诉

菜农明天想吃的蔬菜种类，请他

们事先摆好。”笔者不知道竟然

还有订购的方式。但是，只是请

菜农事先把蔬菜摆好的话，难道

不会被先来的人拿走吗？笔者的

这个疑虑，却不敢对着笑嘻嘻的

老太太问出口。

　　这次采访来到的是位于东京

都世田谷区的农户。许多人对世

田谷区的印象是高级住宅区，但

其实这里也还留存着为数众多的

田地与树林。虽说如此，据说区

内 8 成以上的农户，都采取不到

50 公亩的小规模经营方式。因

此，他们以少量方式生产多种品

种的农作物，东京中央农业协同

组合（农会）砧地区生活中心的

金子理史先生告诉我们，这些农

作物主要在农民个人的直销处与

JA（全国农业协同组合中央会）

共同直销中心贩售，以“现地生

产，现地消费”为主流。

　　这种维持农民们生活的“蔬

菜摊”，即无人销售处，因为无

人看管这些摆放好的蔬菜，只能

相信买家会支付货款。如果不信

任未曾谋面的顾客，就无法展开

这个交易方式。据说实际货款回

收率为 80~90%，果然，似乎还

是无法回收 100%。最近为了防

盗，- 采用投币式置物柜的方式

也有所增加，如此一来虽然可以

确实回收货款，但其缺点是顾客

在购买前无法亲手拿起蔬菜看。

“无

卖方与买方互相信任

访问经营无人蔬菜摊的菜农们

将收获的蔬菜放置于无人销售处，
日后回收货款的“无人蔬菜摊”商法

当地顾客来买我的蔬菜，
证明他们对我的信任
石井良彦先生

希望顾客能品尝直到收获之前
一直沐浴在阳光下的美味蔬菜
齐藤道纪先生

（左图）齐藤道纪先生表示 ：“一旦在摊子
摆放好蔬菜，就不会再来查看。”

（右图）大家都会将货款投进没有标示任
何字样的钱罐。

（右图）自己计算货款并
投进小小的钱罐中。因为
没有准备零钱找钱，需
要自己准备零钱。（下图）
摆放在架上的均是当日早
上现采的新鲜蔬菜。色泽
极佳，卖完后不再补货。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蔬菜摊是可以便宜购买到新鲜蔬菜
的便利场所。蔬菜上架后立刻有人买走。

采访撰文 / 畑田麻理子 摄影 / 内藤 SATORU　笔译 / 阿部罗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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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良彦先生家从江户时代起

就代代为农。我们早上 9 点

左右来到蔬菜摊时，石井先生正

将刚收获的蔬菜摆放在摊架上。

发现新鲜蔬菜的过路人，立刻聚

集过来，刚摆放好，就马上就有

人买走。他所种植的蔬菜一年内

大约有 40 种，每天大概摆出 5~6

种蔬菜销售。石井先生表示 ：“如

果今天蔬菜卖得好，日后就会有

顾客跟我说那天的蔬菜味美。无

人蔬菜摊可谓是了解蔬菜品质优

劣的晴雨表呢 !”

　　以常客居多，我们猜想货款

齐藤道纪先生栽种的蔬菜，

7 成出货，剩余部份放在无

人蔬菜摊销售。上摊架的比例有

3 成之高，风险似乎有些高。起

初他将摊子摆放在面向道路的地

方，但因为容易遭到开车路人顺

手牵羊，因此将蔬菜摊移到稍微

靠近菜田的位置后，货款回收率

回收率应该也不错，他回答说大

概可回收 8 成左右。但这并不代

表有 2 成的人未付款，估计是有

开车路过的人偷偷将蔬菜都拿走。

这让人非常遗憾。即使偶尔会发

生这种事，但大部分的人为何都

会在无人蔬菜摊付钱买东西呢？

石井先生回答 ：“这应该是因为日

上升至 9 成之多。

　　笔者再次询问之前问过石井

先生的相同问题 ：“为何大家在无

人蔬菜摊会付钱买蔬菜呢 ?”齐藤

先生告诉我们一个小故事 ：“之前

有位顾客曾留给我一张纸条，上

面写着 ：“因为没带零钱，下次来

的时候再付款。”而第二天，我发

本人诚实的秉性。可能也是因为

看到我每天尽心尽力地种植蔬菜

的身影吧。”

　　石井先生说附近农地越来越

少，但我们还是希望石井先生能

一直继续将这些美味的蔬菜摆上

蔬菜摊。

现钱罐中确实有这笔钱。”和种植

蔬菜的劳力不同，无人销售方式

有时也会使人操心劳神。而齐藤

先生坚持经营下来的理由，在于

相信顾客之后还会不断光顾。

　　齐藤先生说道 ：“如果顾客了

解到我所种植的蔬菜的美味，他

下次就还会再购买。因此我也满

怀信心地栽培这些蔬菜。曾收到

一封顾客寄来的信，信中提到之

前他买到的毛豆味道很浓厚，很

好吃。让大家吃到我全心全力栽

种的蔬菜，是我最高兴的事了。”

听到这番话后，笔者也感受到了

农家的心意。

石

由

（右图）贩售于无人摊子的蔬菜，与批
发给农会的蔬菜，两者的卖相是一样的。

（左图）最小限度地使用农药，坚持用
有机肥料培育蔬菜的石井良彦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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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赖客户的商业模式

种家庭药箱的模式，是由

卖药商人拜访日本各地的

家庭，将放有药品的药箱存放在

客户家中，日后再度巡回各个家

庭，回收货款，并填补药箱内使

用了的药品。它起源于 1683 年，

富山藩第二代藩主前田正甫服用

的药品─―由备前地区（现今的

冈山县）医师万代常闲所继承的

“反魂丹”，因为此药颇具疗效，

此后，前田正甫总是随身携带。

　　1690 年，三春藩（现今的

为取得信任需礼仪周全

　　例如，如果到访人家中设置

有佛龛，卖药郎必定双手合掌向

客户祖先表示敬意等，他们极为

重视这种“礼仪作法”。看到卖

药郎的这些所作所为与言语措

词，一家之主就会欢迎他们，并

且倾听他们所说。接着，卖药郎

将药箱存放在顾客家中，不收钱

就离开。之后时隔数月或一年后，

福岛县）藩主秋田河内守，在江

户城腹痛发作时，服用了前田正

甫所携带的“反魂丹”后，腹痛

立刻就治愈了。据说通过这个“江

户城腹痛事件”，诸国大名（诸侯）

惊讶于反魂丹的药效，都纷至沓

来求取此药。

　　反魂丹的主要效用类似于今

天的综合肠胃药。前田正甫命富

山城下的药商松井屋源右卫门调

制此药，以对应求药而来的藩主

与藩士们的需求。虽然关于前田

再次巡访至此，回收药品的货款。

　　在江户时代，一般民众并没

有充裕的金钱来购买多种药品以

供紧急之需。再加上他们也不知

道什么时候身体健康状况会有变

化。因此仅在必要时使用药品，

并且只要支付使用药品费用的家

庭药箱，这种“先用后利”的商

法，对消费者来说是个很受欢迎

的模式。一旦知道药品有效，顾

客当然会将此事告知左邻右舍，

通过口头互传，再增加新客户。

正甫传说的真伪尚无法确定，但

他确实奖励过药草的栽种，并进

行调制药品的研究。其后，前田

正甫致力于推进此药品销售至国

内各地，此后，“富山商人的家

庭药箱”商业模式得到了普及，

并持续了 300 年以上的历史。

　　如果素未谋面的商人突然到

访，可能会惊吓到许多人。因此，

走访陌生家庭，并踏足民众生活

场所行商的卖药商人，必须时刻

谨慎小心。

卖药郎一边巡访日本全国各地，

一边斟酌着药品即将用完的时间

点，再回去拜访客户。这样一来，

“先用后利”成为持续不断的商

业模式，并可以从中获取顾客用

药的种类与数量，特定的某些药

品的疗效等数据信息，以此作为

药品进货的参考依据，务求能更

加提升顾客服务质量。

起源于江户时代的富山地区

“富山的家庭药箱”是由卖药者在客户家庭设置药箱，日后再就使用

的药品部分收取费用的一种形式。也被称为“先用后利”的商业模式。

此商法自诞生于日本以来已历经 300 年，该商业模式现在也被世界

各国所采用。以下介绍其历史与时代背景。
撰文 / 本间扬文，JQR 编辑部 插画 / 沟口 ITARU　笔译 / 阿部罗洁

※ 现今市面上仍有销售“反魂丹”，但其成分已与江户时代不同。

   家庭药箱的历史与
“先用后利”思想

这

富山的卖药商人

卖药郎背的“柳行李”（大药箱）

药品

悬场帐（管理顾客的账本）

江户时代的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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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场帐」相当於
现今的数据库

　　每个卖药郎所负责的业务范

围被称为“悬场”，而用于管理

顾客的账本――“悬场帐”，就

相当于今天的数据库，里面记载

了药品使用的种类与份量，家族

结构，健康状况，收款记录等资

料。透过“悬场帐”，资金周转

状况与各地区消费药品等信息一

目了然，由此也可得知，家庭药

改良与稻作技术得以发展。

　　如此看来，巡访全国卖药的

卖药郎扮演的角色，似乎不仅仅

是一介药商而已。

扩展至世界各地的
“先用后利”模式

　　现今，家庭药箱产业应各国

政府之邀，发展到国外。在蒙古

草原地带生活的游牧民族，约占

该国总人口的 35%，除了他们

箱的商业模式极为合理且先进。

此外，卖药郎还在里面加上信用

调查这一项目，因此悬场帐拥有

比应收帐款还要更高的价值。如

果使用老账本，就可立刻获得利

润，因此，据说卖药郎会用卖掉

悬场帐的钱来作为自己的退休

金。

　　不仅仅是作为信息库的悬场

帐是个先进的手法，家庭药箱模

式中不可或缺的还有赠送给客户

的礼物。这些礼物是现今所谓推

的居住地离城市相当遥远之外，

有收入的时期，也仅限于一年数

次。因此“先用后利”商业模式

受到欢迎，从 2012 年开始，家

庭药箱产业已成为蒙古政府的事

业。同样，泰国，缅甸等国家也

引进了家庭药箱模式，曾是日本

独特商业模式的家庭药箱开始扩

展至世界各地。

　　而近年来，日本国内在办公

室放置零食，蔬菜或化妆品等产

品，日后再回收货款的新式“先

销用的馈赠礼品，除了纸汽球之

外，还有针，漆筷，九谷烧酒壶，

酒杯，茶壶，以及艺能演员的绘

图，日历等，为提高顾客满意度，

准备了多种种类。

　　比起这些礼物，顾客更喜爱

的实际上是来自卖药郎山南海北

的话。因为巡访全国各地的卖药

郎，携带着从各地听来的最新消

息来访。其中有最先进的稻作技

术信息，有时卖药郎也会带着稻

壳回访。据说因此，稻子的品种

用后利”模式陆续登场。使用者

想利用时，不用踏出办公室就可

使用，而管理公司也在压低货款

回收成本的同时，亦可独占办公

楼这个市场。家庭药箱商法虽然

古老，但依然丝毫不褪色，是一

个划时代的商业模式。

参考文献 ：
《先用后利 普及版 富山药品之起源》，北日本新闻社编，北日本新闻社

桐谷惠介，宫崎友之，大桥久直《“先用后利”的商业模式》，中央经济社

参考网站 ：
北日本新闻社官方网站  http://www.kitanippon.co.jp/contents/appear/1/17.html

赠送给顾客的礼品

大受孩童欢迎的纸汽球

与顾客交谈也是重要的工作

现代的药商
复古包装也
很受欢迎

发展至世界各地
的家庭药箱模式

信赖客户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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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Glico”是由日本固力果公司推出的独特服务，免费提供“Refresh Box”（如图）
或冰箱设备放置在办公室，并在里面装满零食，冰淇淋和饮料。

使用者只要“自发性”地将自己拿走的零食的费用投入储钱罐就可以。这种独特服务是否为日本独有呢？
撰文 /JQR 编辑部 摄影 / 丰田和志　笔译 / 阿部罗洁

何谓「Office Glico 零食箱」
服务？

2000 年开始负责 Office Glico 事业的川瑞先

生。他说在东京最初开展业务时就开始负责，

当时手里拿着商品，东奔西走进行业务拜访。

江崎固力果公司

川端弘太郎先生
Office Glico 推进部

“Office Glico” 的“Refresh 
Box”零食箱，里面的零食
全都只卖 100 日元 !

“Office Glico”是办公楼员工在想吃零食
时，可以自由拿出商品，并将货款投进设有
的储蓄罐的服务系统。设置零食箱与冰箱的
费用，全由固力果公司负担，而且设备等在
被盗或遗失时，也不要求赔偿。此项目于
1997 年开始，1999 年在大阪设立了第一
个贩售中心。2002 年开始在东京正式开展
业务。此零食箱服务已取得商业模式专利。
在东京都周边，横滨，川崎，千叶，埼玉，
爱知，大阪，兵库，广岛，以及福冈的部分
地区，提供此项服务。

在数百种商品中，最抢手的是可使人们
容易获得适当的满腹感的这些零食─
如“Bisco”乳酸饼除了常规口味之外，
还应要求放有发酵黄油口味和搭配小麦
胚芽的种类。另外，份量足且美味的

“Friend Bakery”饼干的可可巧克力
豆口味，因为数量有限，而吸引了许多
粉丝。

“Office Glico”的热门商品

只要投进
自己该付的

费用！ 既
不
上
锁
也
没
有
计
数
器
！

信赖客户的商业模式

般来说，制造商通常通过批

发商，将商品批发给超市或

便利店等零售商，不会直接将商品卖

给消费者。而日本糖果点心制造大厂

江崎固力果曾经也是如此。但固力果

公司为摆脱这个既有商业模式，深思

如何直接将商品销售给消费者，成为

推出这个“零食箱”服务的契机。

　　川端先生表示 ：“办公桌的抽屉

里，通常会放上一些零食，但是很少

有人会在上班时间中外出买零食。因

此我们想到办公室可能是一个蕴藏新

商机的市场。”

　　为具体实现这个想法，公司组成

了专门的项目组。项目的主题是如何

与消费者直接面对面，使其能够就近

体验商品，并且购买。最初想到的销

售方法是“火车便当模式”，也就是

由业务人员带着零食直接拜访各办公

室销售的方式。

　　川端先生说道 ：“实际试了之后，

才发现在工作时间的办公室里，扯开

嗓门喊“要不要买零食？”只会造

成对客户的困扰。结果，设定为午休

时间和下午 6 点以后的限时销售。

再加上对于直接销售手法而言，商品

的单价低，使得效率极差。因此我们

立刻打消这个念头。接着，我们想到

是不是可以将零食放在办公室内。”

灵感来自于无人售货蔬菜摊

　  在开始推广“零食箱”之际，固

力果公司绝对不让步的是此服务并非

向公司收费，而是向购买商品的个人

收费，也就是说，不是一次性汇总收

款，而是采取个人消费者付费的方式。

这时，固力果想到的是日本国内常见

的无人售货蔬菜摊方式。

　　川端先生表示 ：“说实话，刚开

始时我们还是很担心仅放置一个储钱

罐，将无法确实回收商品货款。因此，

我们做了事先的参考调查，遍访多家

设置了无人售货蔬菜摊的农户，询问

他们货款回收率。我们发现几乎都是

高达 90% 以上的货款回收到了储钱

罐。想想看，在日本，里面放置商品

与货款的自动售货机极为普遍。我个

人认为，日本人从小时候学会要对人

感恩，即使是无人售货，想到辛劳栽

种蔬菜农户的身影，会下意识地觉得

必须如实地支付相应报酬。所以，“零

食箱”也是如此，看到将零食送货

上门的工作人员，即使是这么一个不

牢靠的储钱罐，仍可以确实地回收这

些货款。”

　　最初开始“零食箱”服务时，

在选择销售箱时，曾试过藤制篓或用

于放粗点心的罐子等，但不仅无法放

进许多商品，外表也不甚美观。为了

让零食箱更加融入办公室氛围，最后

决定采用现在仍使用的，即使放入文

具等小物件也没有不协调感的 B5 尺

寸 3 层抽屉箱。1 个抽屉可放置约

10 种，共 24 个零食。而投钱的青

蛙储钱罐，原本是当时市面上一般销

Office Glico 服务介绍网页
（http://www.ezaki-glico.net/officeg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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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的产品，现在却几乎成为 Office 

Glico 的吉祥物了。

　　川端先生说道 ：“几乎所有的储

钱罐的投币口都是在背面。我们认为

投币口最好设置在正面，而且是个可

以舒缓客户情绪的东西。那时，我们

发现某家银行在开设新帐户时，送给

客户作为纪念品的这个青蛙储钱罐。

而它的大小也刚刚好（笑）。”

　　虽说如此，“零食箱”服务并非

立刻就获得大家的认同。刚开始跑业

务时，不用说交换名片了，有些客户

连话都不愿意听，很多时候在前台就

被赶走。尤其是在 2001 年纽约世贸

中心 911 事件过后，每家公司警备

更为森严，进入公司拜访也变得更加

困难了。即便如此，固力果仍踏实地

继续业务活动，而知名度也渐渐提高，

另外因为经营 IT 产业等行业的年轻

老板增加，职场的氛围也有所变化，

逐步地获得了大家的支持。

也可用于作为灾害储备

　　“Office Glico 零食箱”服务推

出至今已 14 年，现在约达 10 万家

公司使用他们的服务，光是零食箱就

设置了约 12 万台。起初仅提供 1 个

100 日元硬币就能买到的零食，但由

于收到许多“想要更能缓解饥饿感

的食物”，“也需要饮料”等消费者

反馈，现在除了 100 日元零食以外，

还提供冰淇淋，面类以及饮料等商品。

为了满足客户需求，在自家商品无法

应付需求的情况下，也使用其他公司

商品。

　　固力果公司表示，特别是在 311

东日本大地震以后，企业对于灾害储

备的意识提高，将零食箱做为储备替

代的例子也不断增加。

川端先生说 ：“在东京都《归宅难民

对策条例》中，规定企业必须储备员

工三天所需的饮用水及食物，但要公

司准备这些不知道何时会有需求的东

西，对他们来说是极大的负担。但是，

只要利用我们的服务，企业客户就不

需负担这些成本，就可以将这些零食

做为储备替代品的一部分放在办公室

内。此外，我们的工作人员在定期访

问时提供更换零食的服务，以进行商

品有效期限的管理。客户除了日常使

用之外，即使遭遇灾害，也可使用这

些受到管理的商品。将其当作可循环

型的储备品去思考的话，就很容易理

解。换而言之，除了理所当然的商品

管理之外，在品质管理的层面上，对

于办公室的使用者来说也是无风险

的。”

　　川端先生还说，在办公楼吃零食

的方式也有所改变。“有些企业将平

常放在办公室一角的零食箱带到会议

室，大家一边吃零食，一边交换意见。

轻松随意的零食，或许可使人转换心

情，成为下属和上司相谈甚欢的契

机。”

货款回收率超过 95%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大家所好奇的

货款回收率。零食箱的回收率结果比

无 人 售 货 蔬 菜 摊 更 高， 超 过 了

95% ！

　　“例如，有商品少了 9 个，而储

蓄罐中却只有 800 日元的情况 ；但

是工作人员下次前往时，也常发现商

品只减少 8 个，但在储蓄罐中却有

900 日元。大概是员工们想买零食时

发现没有零钱，之后才将钱投进储蓄

罐的吧！这个将付款交给客户处理的

模式获得了成功，现在一年的销售额

约达到 50 亿日元。如今也有客户在

招聘新人时的自我宣传栏中，写有

“办公楼设有 Office Glico 福利”等

话语，实在是令人高兴。”

　　即使是小额交易，由于相互信赖

关系使它成为一大业务的“零食箱”

服务。可见即使是在当今社会，我们

还是不能忘却这种与客户直接交流的

商业模式。

推车上的盒子中装满了补货用的零食。
有时也会放置饮料与食品等商品。

运送商品的是“Office 
Glico”专用推车。采用
连小电梯都可以进入的设
计，距离如果在 2 公里内，
就由工作人员推着此车徒
步至客户处补货。

推车内井然有序地
装着满满的零食。
通过移动式便携装
置查看受到管理的
商品信息，并将这
些零食送至客户处。

出门补充
货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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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Glico”的某处服务中

心内有 10 名左右员工，采用区域责

任制，由同一个员工在 1~2 周内定

期拜访客户一次。固力果公司的企业

颜色―大红色的制服与推车是他们的

标志。

　　小宫小姐说 ：“拜访每个客户的

时间大约是 5~10 分钟。除了商品

替换与补充货物外，还会在此期间回

收客户需求卡，或直接听取客户意见｡”
不论是雨天还是刮风天，固力果员工

都不会改变行程取消拜访，因此，经

常会有客户主动和他们说“这样的

天气，看到固力果员工还如此努力送

货，也使我们感受到活力”等话语。

固力果公司提供的不仅仅是商品，更

令人切身感受到与客户的交流，才是

经商的根本。

取出商品后，
将 100 日元投入储蓄

罐内。看到这只娇憨可
爱的青蛙，心情也会舒

缓下来。

有时客户会询问补货人员
是否有推荐商品。

小宫小姐表示 ：“所有商
品都通过电子装置统一管
理。我们也通过客户需求

卡来掌握客户的喜好。”

定期补货并更换商品。
即使同样是巧克力，

其味道和口感也大有不同。
光是零食类，

一年就提供大
约 150 种产品。

为激活水产行业，活用 IT 技术，构筑水产流
通的全新平台。该公司从事于开发链接生产
者，餐饮界，店铺，一般消费者的流通系统等。

长川先生说 ：““Office Glico”的服务大约是 2 个月前引进的。在休息时

间与傍晚肚子有点饿的时候经常使用。因为办公室在 9 楼，比起特地跑

到外面买零食，觉得要方便很多，而且商品的更换频率也高，不容易吃腻。

我实在很感谢这个想吃的时候就可以立刻吃到的服务呢！”

Foodison 公司

长川和弘先生
UO-POCHI 事业部

和商品一起，将活力也带给消费者
只要一枚硬币就能买到手，

十分方便！

信赖客户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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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由
我负责！

这是最近推出
的热门商品！

我们定期
更换商品

我们正在使用 Office Glico!

冰箱内装满各种饮料。有咖啡，蔬菜果汁，茶，
矿泉水，营养饮品等产品，种类非常丰富。

Foodison 公司设置有 2 个“Refresh Box”和冰箱。许
多员工都会在补货后，不由自主地去看看里面放了哪些商
品。

在该公司的人气商品是冰淇
淋。长川先生说：“尤其在
夏天的炎热天气，刚跑完业
务回到办公室时，很多人会
吃一些沁凉的冰淇淋来喘口
气。”

小宫凉子小姐
Office Glico 业务员

补货人员必须手推推车，
因此在腰际上配戴专用腰
包，手里不拿任何东西。
无论是放用于管理商品的
便携式装置专用包，或是
放记事本等物品的腰包，
都是固力果公司专门设计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