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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印
惠
乳
業

雪
印
咖
啡

敲開咖啡的成功之門

度過企業及品牌重整

上市 1963 年
主導 雪印惠乳業研究開發部ﾠ商品企劃組
特色 將苦苦的咖啡變成任何人都能輕易入口、味道甘甜順口的

乳製飲料。在雪印乳業→ Nippon Milk Community →雪印
惠乳業的重整過程中，沒有改變品牌名稱，成功轉型

希望零售價格（未稅） 230日圓（10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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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的共通點

顏色

插圖
➡設計的變更點

➡設計的共通點

LOGO

1970 2002

1987

20122002

2008

2012

1987 2002 2012

基本顏色是咖啡的褐色，加上 LOGO周圍、比例適當的黃色，以及當作點
綴的紅色，這三種顏色的配色組合，一直沿用到現在

雖然改變了字體的細節部分，但是整體印象及「雪印」與「咖啡」的比
例，從 1987年開始，幾乎沒有太大變動

長期使用玻璃杯的插圖，在 2002年改成混合牛奶與咖啡的圖示。從此 
之後，開始配合強調重點來調整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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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統一該公司飲料
商品 1000ml系列的設
計，而更新包裝

顛倒上面 LOGO的
顏色

LOGO邊緣改成曲線，
詳細原因不明，推測應
該是為了符合商品味道
順口的感覺

推出雪印 Lacto Coffee 
1000ml。之後的商品名
稱更改成「雪印咖啡」，
但是確切時間不明（此
照片為 1986年的商品）

在京阪神推出四角紙盒包
裝「雪印 Lacto Coffee」
500ml，經過四年，銷售
範圍擴大至日本全國推出利樂包「雪印咖啡

牛乳」180ml

此時完成的設
計格式一直沿
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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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插圖變成牛奶與咖
啡，把玻璃杯當作徽
章，表現傳統風格

調整甜味，讓後韻
變得清爽無負擔。
包裝更俐落、具有
現代風格

降低甜度，改良成清
爽的口味。包裝也配
合這一點，變成乾淨
俐落的設計

調整牛奶與咖啡的比
例，並且用插圖呈現
出來。改變 LOGO 周
圍的圖形，以立體化
LOGO表現新鮮感

在上面加入咖啡豆插
圖，強調咖啡感。圓
形內只顯 示「since 
1963」，強調經典感

以咖啡豆插圖表現提高
了咖啡的濃醇度，利用
咖啡倒入玻璃杯中的動
態插圖，象徵滑順度

首度出現咖啡
豆照片

經歷過多個事件後
更新包裝。據說為
了拿捏保留部分與
變動部分的比例，
而傷透了腦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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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印乳業（當時）在 1963 年推出「雪印
咖啡牛乳」，當時該公司除了牛乳之外，還有
起司與鮮奶油等主力商品。這些是多數人都
會食用的商品，清一色都是料理用食材。當
時，因為推出即溶式咖啡，使得咖啡開始廣
泛滲透到一般家庭，為了讓更多人熟悉雪印
商品而推出的飲品，就是雪印咖啡牛乳。

當 初 的 包 裝 是 三 角 形 利 樂 包（180ml），
但是在 1970 年，推出了商品名稱為「雪印
Lacto Coffee」的 500ml 紙盒包裝。當時採
用「整體為褐色，LOGO 周圍是黃色，再點
綴上紅色」的配色組合，一直沿用至今。使
用這三種顏色的理由，至今已不可考，不過
原因應該是褐色為咖啡的顏色，所以選擇能
以適當色彩平衡，襯托、突顯該顏色的黃色
與紅色當作配色。

包裝正面放置了注入玻璃杯的咖啡插圖。
1978 年推出容量為 1000ml 的紙盒包裝，配

合這一點，插圖也變成高腳玻璃杯。即溶式
咖啡只要注入熱水即可，相形之下，需要花
費時間的冰咖啡，屬於在咖啡店裡飲用、較
為時髦的飲品。冰涼飲用的雪印咖啡仿效該
形象，採用了時尚的玻璃杯插圖。即使日後
改變包裝，依舊長期沿用此玻璃杯圖案。

在動盪中重新發現品牌

2000 年雪印集團面臨重大危機，發生了雪
印集團食物中毒事件，使得雪印集團各公司
的工廠全面停工。零售商店也將雪印集團的
商品下架，品牌形象急速崩壞。雪上加霜的
是，2002 年子公司雪印食品爆發了偽牛肉事
件，成為壓垮品牌形象的最後一根稻草。「為
了 2002 年的品牌更新，真是煞費苦心」負責
主導的研究開發部商品企劃組課長佐藤敬治
表示。希望不受原本形象的限制，以全新觀
點來看待商品，卻又得顧慮到這是長期為大
家熟悉的商品，仍有許多繼續支持的忠實消

從包裝上跳出來的「Yukikotan」

雪印惠乳業從 2013 年開始，利
用 擬 人 化 人 物「Yukikotan」，
進行行銷活動。2014 年由六位
「Yukikotan」 組 成 偶 像 團 體
「Yukikotans」。 透 過 下 載 App
的智慧型手機畫面，觀看設計了

彈 奏 樂 器 的 Yukikotan 包 裝，
Yukikotan就會從包裝上跳出來，
配合出道歌曲來唱跳或說話。2015
年開始執行原創推理虛擬遊戲的開

發專案，並且持續進行。

colum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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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

主要的問題在於，如何妥善拿捏調整部分
及沿用部分的比例。最後，將關鍵圖示改成
牛奶與咖啡混合的插圖，顛覆過去的印象。
另一方面，使用小圓形包圍持續沿用的玻璃
杯插圖，並在邊緣加上「since 1963」，變成
徽章，兼具變化與傳統。

因為一連串的事件，使得雪印集團的經營
狀態陷入嚴重惡化的地步，最後整個集團被
迫重整。把雪印乳業製造銷售的飲料與甜點
事業，移交給 2003 年成立的新公司 Nippon 

Milk Community，希望利用新品牌「惠乳
業」重新出發。其中，雪印咖啡維持原本的
商品名稱「雪印咖啡」繼續銷售。「此時，我
們重新瞭解了這個品牌」佐藤課長表示。咖
啡並非純粹只是一項商品。事實上，雪印也
曾推出同類商品「惠牛奶咖啡」，但是幾乎
賣不動，而且有許多消費者希望雪印咖啡能

繼續銷售，因此我們重新認識到「雪印」與
「咖啡」其實是一個品牌。

Nippon Milk Community 與製造奶油及
起司的雪印乳業是不同公司，因此雪印乳業
支付授權費用，繼續使用該名稱。

雪印咖啡是進入咖啡世界的敲門磚。含有
大量牛奶，甘甜順口的味道，成為因咖啡太
苦而不敢入口的消費者，瞭解咖啡美味的契
機。包裝也呈現出一貫的品牌價值。

Nippon Milk Community 在 2009 年 與
雪 印 乳 業 合 併，2011 年 完 全 整 合 成 雪 印 惠
乳業。現在該公司大部分的飲料、甜點都冠
上雪印惠乳業品牌，唯有這項商品，在企業
及品牌重整的巨變中，受到消費者的強力支
持，以「雪印咖啡」這個品牌，安然渡過難
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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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二
家

M
ilky

回歸「大型紅色盒子」

的原點

上市 1951年
主導 不二家零食事業部行銷企劃本部市場開發部

糖果及餅乾課
特色 從上市開始銷售超過 60 年的軟糖，是不二家的招牌商

品，也是代表日本零食的長銷商品
價格 210日圓（120g）

©FUJIYA CO., L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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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器的型態
➡設計的變更點

➡設計的共通點

英文 LOGO

手提紙盒加上讓 Peko眼睛會動的機關，並且
附上玩偶贈品等讓兒童開心的玩具元素，變成
特別的零食。但是，隨著超市的普及，大量銷
售大包裝的商品之後，主力逐漸轉成袋裝。手
提紙盒最終消失在 1991年，只有七顆的小盒
裝保留到現在。偶爾也會以限量商品的方式，
推出復刻版紙盒

Peko

1951 1973 2013

➡設計的變更點

從使用煉乳這一點，將商品名稱命名為「Milky」，讓人聯想到牛奶味道。1951年在不二家銀座店銷售，當時的
LOGO是金色。1952年開始批發給零售商店，銷售至日本全國後，將 LOGO變成白色，直到現在都沒有變化

1971

不二家在 1934年推出的「法國焦糖」包裝上，使用了寫實的外
國少女插圖。考量到購買牛奶糖的年齡層比「法國焦糖」還低，
所以希望使用更單純且容易瞭解的圖案。另外，在戰前開始之前，
迪士尼及貝蒂等漫畫人物早已廣為人知。在這種背景下，創造出
臉頰飽滿、吐出舌頭的「Peko」。在 1982年制定設計手冊之前，
已有各種隨著商品而改變臉部及表情的 Peko存在

1982

1960

1972

1951

1967

1971

1971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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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
敦
製
藥

樂
敦
眼
藥
水
系
列

上市 1964年

主導 樂敦製藥ﾠ行銷企劃部

特色 可緩解眼睛疲勞、眼睛癢、視線模糊、充血及眼睛不適等
問題，是一瓶多功用的家庭常備眼藥水

希望零售價格（未稅） 750日圓（New V ROHTO 13ml）

一瓶多功用的常備藥

用多面體瓶身表現商品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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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頭
➡設計的變更點

➡設計的共通點

➡設計的變更點

綠色 V字

綠色 V字

採用「全角度滴頭設計」，不論
哪種角度，都能輕鬆滴入眼藥
水。瓶子不用朝著正下方，滴頭
前端就會累積適量眼藥水，不擅
長點眼藥水的人，也可以輕鬆完
成

品牌顏色綠色是能讓人感
受到信賴感及效果的療癒
顏色，自上市以來，就一
直維持用此種顏色繪製大
型「V」字的設計

起初「New V ROHTO」將標籤設計成符合瓶身形狀的正方形，並把「V」字旋轉了 45°。後來為了讓瓶身呈現出用
途多元的概念，將形狀改成「Cocktail Crystal Cut」

2011

1979 2012

1979 1991 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