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無人看管的情況下，您是否會掏錢買東西？

置放於道路邊的新鮮蔬菜，周遭卻不見賣家的身影，這是多麼粗心大意的景況啊！
即便如此，使用「蔬菜攤」的顧客，仍會確實地將貨款投進旁邊的錢罐中。
這樣的商法稱為「先用後利」，始於約 300 年前的富山地區，賣藥的流動商人輾轉至全國經營生意開始。
於企業辦公室設置零食販賣盒的人氣商法，亦是日後再回收貨款的一種方式。
這些雖是極小的買賣，卻是藉由信任素未相識的顧客才能運作的商業模式，您是否也能信任這些素不相識的顧客呢？
構成 /JQR 編輯部

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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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散布於住宅區的田地，雖其播種面積極為狹小，
農民們卻培育著許多品種的作物。（左圖）沒人看管
的無人蔬菜攤，對於日本人來說已經是司空見慣的景
況，現在想來還是不可思議。

人蔬菜攤」擺放著當日早
上現採的新鮮蔬菜，並且

還可知道供應來源，實在令人安
心。我們在採訪中遇到的一位老
太太說道：「我偶爾會告知農民
隔天想吃的蔬菜種類，請他們事
先擺好！」筆者竟不知還有訂購
的方式。但是，只是請農夫事先
將蔬菜擺放的話，難道不會被先
來的人拿走嗎？筆者的這個疑慮，
卻不敢對著笑嘻嘻的老太太問出
口。
　　這次採訪來到的是位於東京

都世田谷區的農家；許多人對世
田谷區的印象是高級住宅區，但
其實此地尚留存為數眾多的田地
與樹林。雖說如此，據說區內 8
成以上的農家，皆採取未達 50
公畝的小規模經營方式；因此，
他們以少量方式生產多種品項的
農作物，東京中央農業協同組合

（農會）砧地區生活中心的金子
理史先生告訴我們，這些農作物
於農民個人的直銷處與 JA（全
國農業協同組合中央會）共同直
銷中心販售，以「在地生產、在

地消費」為主流。
　　這種維持農民們生活的「蔬
菜攤」，亦即無人販賣所，因為無
人看管這些擺放的蔬菜，只能相
信買家會支付貨款，若沒有對未
曾謀面的顧客抱持信任感，是無
法展開這個交易方式的。據說實
際貨款回收率高達 80~90%，果
然，似乎還是無法回收 100%。
最近為防止失竊，越來越多的是
投幣式置物櫃的方式，這麼一來
雖然可以確實回收貨款，但其缺
點是顧客無法親手拿到蔬菜看。

「無

賣方與買方互相信任

訪問經營無人蔬菜攤的農民們

將收穫後的蔬菜放置於無人販賣所，
再回收貨款的「蔬菜攤」

當地客戶們來買我的蔬菜，
代表他們的信任
石井良彥先生

希望顧客品嘗在收割之前，
沐浴在陽光下的美味蔬菜
齊藤道紀先生

（左圖）齊藤道紀先生表示：一旦在攤子
擺放好蔬菜後，就不會再來看。

（右圖）大家都會將貨款投進沒有標示任
何字樣的錢罐。

（右圖）自己計算貨款投
進小錢罐中，因為沒有準
備零錢找錢，必須自行準
備零錢。（下圖）擺放在
架上的均是當日早上現採
的蔬菜，色澤極佳，賣完
後不再補貨。

對於當地居民來說，蔬菜攤是可以便宜購買到新鮮蔬菜
的方便地方。蔬菜上架後立刻有人買走。

採訪撰文 / 畑田麻理子 攝影 / 內藤 SATORU　翻譯 / 王薏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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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良彥先生老家從江戶時期
開始代代皆是農民，我們大

約早上 9 點來到蔬菜攤，石井先
生剛好將剛採集的蔬菜擺放在架
上。發現到蔬菜的過路人開始聚
集在一起，擺放好之後，馬上就有
人買走。他所栽植的蔬菜一年內
大約有 40 種，每天大概擺出 5~6
種蔬菜販賣。石井先生表示：「有
時候自己覺得今天擺的蔬菜品質
還不錯，日後就有顧客和我反映說
那一天買的蔬菜很好吃，無人蔬
菜攤可謂是了解蔬菜優劣的風向
計呢 !」

齊藤道紀先生所栽植的蔬
菜，7 成出貨，剩餘部份於

無人蔬菜攤販售，上架的有 3 成
之高，風險是否似乎還是有些高；
起初將攤子擺放於面向道路的地
方，但卻遭到開車的路人順手牽羊，
因此一將蔬菜攤移到稍偏靠近田
地的地方後，貨款回收率則升至 9

　　以常客居多，因此我們以為
貨款回收率應該也不錯，他回答
說僅可回收 8 成左右；但這不代
表有 2 成的人未付款，而似乎是
開車路過的人偷偷將很多蔬菜取
走了。這實在非常遺憾！即使偶爾
會發生這種事，但大部分的人為
何都會在無人蔬菜攤付錢買東西

成之多。
　　筆者再次詢問問過石井先生
的相同問題：「為何大家在無人蔬
菜攤會付錢買蔬菜呢 ?」於是，齊
藤先生回答道：「之前遇到一個小
插曲，有位顧客曾留給我一張紙條，
上面寫著：『因為沒帶零錢，下次
來的時候再付款』，翌日，我發現

呢？石井先生回答：「這當然是由於
日本人凡事誠實！可能也是因為看
到我每天竭盡心力地種植蔬菜的
身影！」
　　石井先生表示附近農地越來
越少，但我們還是希望石井先生
持續地販賣這些美味的蔬菜。

錢罐中確實有這筆錢。」和栽植蔬
菜的勞力不同，無人販賣方式有時
也會使人操心勞神。而齊藤先生
堅持經營下來的理由，在於為了
確保顧客之後還會不斷光顧。
　　齊藤先生表示：「若顧客了解
到我所種植蔬菜的美味，他下次
就還會再購買；因此我也滿懷信心
栽培這些蔬菜。曾收到一封顧客
寄來的信，信中提到之前他買到
的毛豆味道很濃厚，很好吃。讓
他們吃到我全心全力栽植的蔬菜，
是我最高興的事了。」聽到這番話
後，筆者也感受到農民的心意了。

石

由

（右圖）販售於無人攤子的蔬菜，與批
發給農會的蔬菜，兩者的賣相是一樣的。

（左圖）最小限度地使用農藥，堅持以
有機肥料培植蔬菜的石井良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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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家庭配置藥的模式，係

由賣藥郎拜訪日本各地的

家庭，將藥品寄放在客戶家中的

藥箱後，再度巡迴各個家庭回收

貨款，並更換藥箱內已使用完的

藥品。它起源於 1683 年，富山

藩第二代藩主前田正甫所服用的

藥品─―由備前地區（現今的岡

山縣）的醫師萬代常閑所繼承的

「反魂丹」，因此藥頗具療效，從

此以後，前田正甫就經常隨身攜

帶。

必須經常謹慎小心。

為取得信任需端正禮儀

　　例如，若到訪的家庭中設置

有佛壇，賣藥郎必定雙手合掌向

客戶祖先表示敬意等，他們極為

重視這種「禮儀作法」。看到賣

藥郎的這些所作所為與措詞，一

家之主就會歡迎他們，並且傾聽

其話語。於是，賣藥郎將藥箱寄

放在家中，不收錢就離開，之後

　　而於 1690 年三春藩（現今

的福島縣）藩主秋田河內守，在

江戶城腹痛時服用了前田正甫所

攜帶的「反魂丹」後，病痛在不

久後就治癒了。據說透過「江戶

城腹痛事件」，驚訝於反魂丹藥

效的各國大名（諸侯），皆紛至

沓來求取此藥。

　　反魂丹的主要效用如同現今

的綜合腸胃藥，前田正甫命富山

城下的藥商松井屋源右衛門調製

此藥，以因應求藥的藩主與藩士

每隔一段時日，約莫數月或 1 年

後又再次巡訪至此家庭，取回應

收藥品的貨款。

　　在江戶時代，一般民眾並沒

有充裕的金錢來購買多種藥品供

緊急時使用，再加上他們也無法

掌握身體健康狀況的好壞。而僅

在必要時使用藥品，並且只要支

付使用藥品費用的家庭配置藥，

這種「先用後利」做法，對於消

費者來說是令人相對安心的模

式。一旦知道藥品有效，顧客當

的需求。即使關於前田正甫傳說

的真偽尚無法確定，但他確實有

獎勵藥草的栽培，以及進行調製

藥品的研究。其後，前田正甫致

力於將這項藥品普及至國內各

地，開展了至今已有 300 年以

上歷史的「富山商人的家庭配置

藥」商業模式。

　　若素未謀面過的商人突然到

訪，可能會嚇到許多人，因此，

到訪陌生的家庭，以踏進民眾生

活場所為商機源頭的賣藥業者，

然會將此事告知左鄰右舍，藉由

口耳相傳，再度增加新客戶。

賣藥郎邊巡訪日本全國，斟酌藥

品即將用完的時間點，再回去拜

訪客戶。這樣一來，「先用後利」

成為持續不間斷的商業模式，在

這樣的關係中，尚可取得顧客用

藥的種類與數量、某些藥品的療

效等資料，以此為藥品進貨的參

考依據，務求能更加提升顧客服

務。

起源於江戶時代的富山地區

「富山的家庭配置藥」乃由賣藥業者在客戶家庭設置藥箱，日後再就

用掉的部分收取費用，亦稱為「先用後利」的商業模式。此商法自誕

生於日本以來已歷經 300 年，該模式也為世界各國所採用，以下介

紹其歷史與時代背景。
撰文 / 本間揚文、JQR 編輯部 插畫 / 溝口 ITARU　翻譯 / 王薏婷

※ 現今市面上仍有銷售「反魂丹」，但其成分已與江戶時代相異。

  家庭配置藥的歷史與
「先用後利」思想

這

富山的賣藥商人

賣藥郎所背的「柳行季」（大藥箱）

藥品

懸場帳（顧客管理用資料冊）

江戶時代的藥行

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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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場帳」相當於
現今的資料庫

　　每個賣藥郎所負責的業務範

圍稱為「懸場」，而用於管理顧

客的資料冊――「懸場帳」，相

當於現今的資料庫，裡面記載藥

品使用的種類與份量、家族結構、

健康狀況、收款記錄等資料。透

過「懸場帳」，可一目瞭然資金

周轉的狀況與各地區售出的藥品

如此，稻子的品種改良與稻作技

術才得以發展。

如此看來，巡訪全國賣藥的賣藥

郎扮演的角色，似乎不僅僅是藥

商而已。

擴展至世界各地的「先
用後利」模式

　　現今，配置藥產業受到各國

政府的委託來到國外發展。在蒙

古的草原地帶生活的遊牧民族約

等資訊，由此可得知，家庭配置

藥的商業模式具備有極為合理與

先進的觀念。再者，藉由賣藥過

程中加上信用調查這一項目，因

此懸場帳擁有比應收帳款還要高

的價值。若能利用以前的資料冊，

就可立刻獲得利潤，因此，據說

賣藥郎用賣掉懸場帳的錢作為自

己的退休金。

　　而不僅僅是作為資料庫的懸

場帳是賣藥手法先進的觀念，家

庭配置藥模式中不可或缺的還有

占該國總人口的 35%，除了他

們的居住地離都市相當遙遠之

外，有收入的時期也僅限於一年

數次，因此一導入「先用後利」

商業模式之後，自 2012 年開始

配置藥產業已成為蒙古政府的公

共服務。同樣地，泰國、緬甸等

國家也引進配置藥模式，曾是日

本獨特商業模式的家庭配置藥開

始擴展至世界各地。

　　而近年來日本國內亦在辦公

室放置零食、蔬菜或化粧品等產

贈送客戶的禮物。這些禮物是現

今所謂推銷用的餽贈禮品，除了

紙汽球之外，還有針、彩繪筷子、

九谷燒酒壺、酒杯、茶壺，以及

藝能演員繪紙、日曆等，為提升

顧客滿意度而準備多種品項。

　　比起這些禮物，顧客更喜愛

的實際上是來自賣藥郎天南地北

的情報。巡訪全國各地的賣藥郎，

帶著從各地聽來的最新情報來

訪 ；其中有全新的稻作技術，有

時也會帶著稻殼回來，據說因為

品，日後再回收貨款的全新「先

用後利」模式登場了。使用者心

血來潮時，可不用踏出辦公室就

使用這些設施，運作公司在壓低

貨款回收成本的同時，亦可獨占

辦公室這個市場。家庭配置藥雖

是古老的生意方式，但卻不褪流

行，是一個具有劃時代性的商業

模式。

參考文獻 ：
《先用後利 普及版 富山藥品之起源》，北日本新聞社編，北日本新聞社

桐谷惠介、宮崎友之、大橋久直《「先用後利」的商業模式》，中央經濟社

參考網站 ：
北日本新聞社官方網站  http://www.kitanippon.co.jp/contents/appear/1/17.html

贈送給顧客的禮品

大受小孩歡迎的紙汽球

與顧客的溝通亦是重要工作

現今的藥商
復古包裝亦
極有人氣

擴展至世界各地
的家庭配置藥模
式

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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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Glico」是由固力果公司推出的獨特服務，免費提供放置於辦公室，
並且裝滿零食、冰淇淋、飲料的「Refresh Box」（如圖）與冰箱設備。

只要「自發性」地將自己拿走的零食費用投入存錢筒就可以了。這種獨特服務是否為日本獨有呢？
撰文 /JQR 編輯部 攝影 / 豐田和志　翻譯 / 王薏婷

何謂「Office Glico零食箱」
服務？

2000 年開始負責 Office Glico 事業的川瑞

先生表示，起初在東京開展此事業時，就拿

著商品，東奔西走進行業務拜訪。

江崎固力果公司

川端弘太郎先生
Office Glico 推進部

「Office Glico」的「Refresh 
Box」零食箱，裡面的零食
全都只賣 100 日圓 !

「Office Glico」是各個員工在想吃零食時
拿出商品，並將貨款投進現場設置的存錢筒
之服務系統，而設置零食盒與冰箱的費用皆
由固力果公司負擔，而且設備在遭小偷或遺
失時，也不會要求賠償。專案於 1997 年開
始規劃，1999 年在大阪設立第一個販售中
心，並於 2002 年開始正式於東京展開業務
活動。此零食箱服務已取得商業模式專利，
提供這項服務的包括，東京都會區、橫濱、
川崎、千葉、埼玉、愛知、大阪、兵庫、廣
島，以及福岡部份地區。

在數百種的商品中，最有人氣的是可
使人們容易獲得飽足感的這些零食─
如「Bisco」乳酸餅除了招牌口味之外，
發酵奶油與小麥胚芽口味的需求也不
少；另外，兼具份量與美味的「Friend 
Bakery」餅乾的可可巧克力豆口味，
因為數量有限而吸引許多粉絲。

「Office Glico」人氣商品

只要投進
自己該付的

  費用！ 沒
有
任
何
上
鎖
功
能
或
計
數
器
！

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般來說，製造商通常透過批

發商，將商品賣給超市或便

利商店等零售商，因此不會直接將商

品賣給消費者，而日本零食製造大廠

江崎固力果曾經也是如此。固力果公

司為擺脫這個既有商業模式，抱持著

直接將商品販賣給消費者的這個想

法，成為推出零食箱服務的契機。

　　川端先生表示 ：「辦公桌的抽屜

中，有時會放一些零食，但是在上班

時間中外出採買零食的人則是少數 ；

因此我們認為辦公室可能是一個蘊藏

新商機的市場。」為具體實現這個想

法，公司組成了專案團隊。專案主題

是與消費者直接面對面，就近體驗商

品，並使他們購買。最初浮現的販賣

方法是「火車便當模式」，也就是由

業務人員帶著零食直接拜訪各辦公室

的方式。

　　川端先生說道 ：「實際做了之後，

才發現在工作時間的辦公室中，扯開

嗓門喊叫『要不要買零食？』只會造

成客戶的困擾。結果，由於受到午休

與下午 6 點以後才能販賣的限制，

再加上這些直接販賣的商品單價較

低，使得達成的效率極差，因此我們

立刻打消這個念頭。然而，此時卻產

生一個將零食放置於辦公室內的發

想。」　

發來自於無人蔬菜攤

  　在開始推廣零食箱之際，固力果

公司絕對不讓步的是此服務並非向公

司收費，而是向購買商品的每個人收

費 ；亦即並非一次彙整收費，而是採

取個人消費者付費的方式。如此一來，

固力果想到是日本國內常見的無人蔬

菜攤方式。

　　川端先生表示 ：「老實說，剛開

始時我們還是很擔心僅放置一個存錢

筒，無法確實回收貨款。因此，事先

進行研究調查，遍訪經營無人蔬菜攤

的農家，詢問他們貨款回收率，而後

發現幾乎有高達 90% 以上的款項回

收至存錢筒內。試想，在日本，裡面

放置商品與金錢的自動販賣機極為普

遍。我個人認為，日本人從小時候就

懷有對人的感恩，即使是無人販賣，

他們仍對於辛勞栽種蔬菜的農民懷有

關懷，並且下意識地覺得必須確實支

付相對的酬勞。因此，零食箱亦基於，

若人們對於配送零食的工作人員心懷

感謝，即使是透過一個不可靠的存錢

筒仍可以回收這些貨款。」

　　當初開始零食箱服務時，在選擇

販售盒上雖然試過藤製竹籠、用於放

置雜糧點心的壺型容器，不但無法放

進許多商品，外表也不甚美觀。為了

讓零食盒更加融入辦公室氛圍，公司

決定選用現下所使用，即使放入文具

等小物件也沒有違和感的 B5 尺寸 3

層抽屜盒 ；1 個抽屜盒可放置約 10

種，共 24 個零食，而投錢的青蛙存

錢筒，原本就於市面上販售，現在卻

成為 Office Glico 的吉祥物。

Office Glico 服務介紹網頁
（http://www.ezaki-glico.net/officegli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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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川端先生說道 ：「幾乎所有的存

錢筒的投錢口都是在背面，我們認為

投錢口最好設置在正面，這樣一來客

戶的情緒或許也可以在購買零食時緩

和下來。而在那時，我們發現某家銀

行在開設新帳戶時，送給客戶的紀念

品就是這個青蛙存錢筒，而它的大小

也剛好（笑）。」

　　雖說如此，零食箱服務並非立刻

就獲得大家的認同。即使開始跑業務，

不用說交換名片了，有些客戶連話都

不願意聽，很多時候在櫃台就被趕走

了，尤其是在 2001 年紐約世貿中心

911 事件後，由於每家公司警備更為

森嚴，進入公司的拜訪變得更加困難

了。即便如此，固力果仍踏實地持續

業務活動而知名度亦漸漸提高，另外

因為經營 IT 產業等行業的年輕老闆

增加，職場的氛圍產生變化，才能獲

得大家的支持。

也可用於災害儲備糧食

　　「Office Glico」零食箱服務推

出至今已 14 年，現在約達 10 萬間

公司使用他們的服務，光是零食盒就

設置了約 12 萬台。起初僅提供 1 個

100 日圓硬幣就能買到的零食，但由

於接收到許多「想要更有飽足感的食

物」、「也要喝飲料」的消費者心聲，

現在除了 100 日圓零食外，尚提供

冰淇淋、麵類以及飲料等商品。為了

滿足客戶需求，在自家商品無法應付

的範圍，亦使用其他公司商品。固力

果公司表示，特別是在 311 大地震

以後，企業對於災害儲備的意識提高，

因此將此零食盒做為儲備替代品的客

戶也在增加中。

　　川端先生表示 ：「在東京都《歸

宅難民處理條例》中，規定企業必須

儲備員工三天份的飲用水及糧食，但

要公司準備這些不知道何時會有需求

的東西，對他們來說是極大的負擔。

但是，只要利用我們的服務，企業客

戶就不需負擔這些成本，而是將這些

零食做為儲備替代品放置於辦公室

內。此外，我們的工作人員在定期訪

問時提供更換零食的服務，以進行商

品有效期限的管理。客戶除了在平常

使用之外，即使遭遇災害，還是可使

用這些受到管理的商品。若能以循環

型的儲備品去思考是相當容易理解

的，換言之，除了理所當然的商品管

理之外，我們也可做到身在職場的各

位所要求的無風險品質管理。」

　　川端先生說，職場的吃零食風格

也逐漸產生變化。「有些企業將平常

融入辦公室一景的零食盒帶到會議

室，大家在會議室一邊吃零食，一邊

交換意見。似乎是輕鬆入口的零食，

可使人轉換心情，也可成為部屬和上

司相談甚歡的契機。」

貨款回收率高達 95% 以上

　　接下來的問題就是大家很好奇的

貨款回收率。川端先生表示零食盒的

回收率比無人蔬菜攤更高，超過

95% ！「例如，有商品減少 9 個，

而存錢筒中卻只有 800 日圓的情況 ；

但是工作人員下次前往時，也常發現

商品只減少 8 個，但在存錢筒中卻

有 900 日圓的情形 ；大概是員工們

想買零食時發現沒有零錢，之後才將

錢投進存錢筒的吧！這個將付款交給

客戶的模式獲得成功，現今一年的銷

售額約達到 50 億日圓。現下也有客

戶在招聘新人時的吸引應徵的賣點

中，寫下『Office Glico 系統極為完

善』等話語，實在是令人高興」。

　　在小額交易中，藉由相互信賴使

它成為一個大生意的零食箱服務，可

見現階段尚無法捨棄珍惜這種與客戶

相互交流的商業模式。

推車上的盒子中裝滿了補貨用的零食，
有時也會放置飲料與食品等商品。

運送商品的是「Office 
Glico」專用推車，採用
連小電梯都可以進入的設
計，距離若於 2 公里內，
就由工作人員推著此車徒
步至客戶處補貨。

推車內井然有序地
裝著滿滿的零食。
使用手持裝置可查
看在公司管理下的
商品資訊，以便將
這些零食送至客戶
處。

出門
   補貨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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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Glico」的一處服務中

心內有 10 名左右員工，採分區責任

制，由同一個員工定期在 1~2 週固

定拜訪客戶一次。固力果公司的企業

顏色─―大紅色的制服與推車是他

們的記號。

　　小宮小姐表示 ：「拜訪每個客戶

的時間大約是 5~10 分鐘，除了商

品替換與補貨外，期間也會回收客戶

需求表，或直接聽取客戶意見」。不

論風吹或雨打，固力果員工也不會變

更行程取消拜訪，因此，經常也會聽

到「在這樣的天氣，看到固力果員工

如此拼命送貨，也使我們感到精神充

沛」等話語，其實固力果公司所提供

的不僅是商品，更令人感受到與客戶

的交流才是經商的根基。

在拿出商品後，
將 100 日圓投入存錢筒內。
一旦看到這隻可愛的青蛙，

心情也會緩和下來。

有時客戶會詢問補貨人員
是否有推薦商品。

小宮小姐表示 ：「所有商
品皆藉由電子裝置管理，

並使用客戶需求表來掌握
客戶的喜好。」

定期補貨並更換商品 ；
即使同樣是巧克力口味，

其味道和口感也大相逕庭。
光是零食商品一年就提供大

約 150 種產品。

Foodison 公司為活化水產業界而應用 IT 設
備，建立水產流通的全新平台。該公司從事
開發結合生產者、餐廳、店家、一般消費者
的流通系統等。

長川先生表示 ：「『Office Glico』服務大約是於 2 個月前引進，於休息時

間與傍晚肚子有點餓的時候使用。因辦公室在 9 樓，想到要特地去外面

買零食就覺得它非常方便，而且商品的更換頻率也極高，不容易使人吃膩，

我實在很感謝這個想吃的時候就可以立刻吃到的服務呢！」

Foodison 公司

長川和弘先生
UO-POCHI 事業部

連同商品，將活力朝氣帶給消費者
只要一枚硬幣就能簡單到手，

很方便！

信任客戶的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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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
我負責的！

這是最近
推出的

 人氣商品喔！

我們會定期
更換商品！

我們正在使用 Office Glico!

冰箱內裝滿許多飲料，有咖啡、蔬菜
果汁、茶、礦泉水、營養飲品等產品，
種類非常豐富。

Foodison 公司設置有 2 個「Refresh Box」與
冰箱。許多員工會好奇在補貨後裡面會放哪些商品，
而不由自主地去看。

在該公司受到人氣的商
品是冰淇淋，長川先生
表示 ：「尤其在夏天的炎
熱天氣下，剛跑完業務
回到辦公室時，很多人
會吃一些沁涼的冰淇淋
以緩和心情。」

小宮涼子小姐
Office Glico 補貨人員

補貨人員必須手推推車，
因此在腰際上配戴專用霹
靂包，手上沒有拿任何東
西。不管是用於管理商
品的手持裝置之專用霹靂
包，或是放置便條紙等物
品的霹靂包，兩者都為公
司專門設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