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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年來因為網際科技快速發展，使得藉由網際網路來從事商業活

動成為趨勢潮流。透過網站銷售產品，並且透過行銷手法來爭取網路

商機。而電子商務的興起，改變了商家與顧客傳統的互動模式。 

網路行銷是市場行銷的一種新興方式，在市場從實體走向虛擬化

的過程中，資訊溝通的管道、行銷理念和策略也悄悄地發生了變化。

網路行銷是一種互動的、直接的、即時交互的行銷模式，能在客戶參

與行銷的全部過程中，快速回應日益個性化和多樣性的客戶需求。 

本研究以台鹽生技產品為例，如：綠迷雅、NANA系列⋯等產品。

利用WCS(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平台來進行台鹽生技產

品行銷及推銷，我們主要傳遞產品訊息至校園內，讓校園內的年輕學

子以及師長方便購買產品；並使用組合銷售方式來增加校園消費族群

的購買意願。另外，還設計銷售活動，讓師生們能參與並融入網站行

銷的整體活動，使網路商店管理者透過網路來服務顧客，並獲得客戶

的意見回饋及掌握顧客需求，增進彼此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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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動機 

基於延續學長姐以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 系統做為專

題研究，經由本小組討論後，尚有許多部份仍不完善。而且網站並無

實際運作，因此本小組此次專題研究以台鹽產品為例，透過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 系統的設定，使網站正常營運。本小組

將對此網站做行銷策略之研究。 

電子商務網站較一般傳統商店，不單單節省了租金及成本；也讓

消費者擁有購物的便利性及省去上街購物的時間。而在電子商務的領

域中，如何突破傳統商務經營，而開發適合網路商務的經營模式，引

發本專題的研究動機。 

本專題研究利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系統設置以台

鹽產品為例的商務網站，整理相關文獻，進而探討電子商店的經營及

行銷推廣方式，以及所面臨的問題。 

1.2 研究目的 

全球及國內的上網人口快速增加，上網消費成為一種時髦的行

為，且網際網路已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中。凡事講求效率、便利更

是現代人追求的目標。本小組的網站建置後，不僅可使消費者直接透

過網站看到台鹽產品相關資訊，可依此管道直接登入網站對產品下



 10

單，節省時間且不受營業時間限制。 

本研究透過網路實習商店與實體企業(台鹽生技)相結合，網站建

置初期預估每週至少有 50 人會拜訪網站。為了使校園內的消費者能

夠在網站上方便搜尋到本小組的網路實習商店，本小組選擇在不需付

費的網站刊登網站廣告。另外，在各大入口搜尋網站，登錄網站名稱

及網址，以便消費者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後，快速登入網站。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A、在有限經費下，用最低成本使網站能夠讓嶺東師生眾所皆知。 

B、在封閉的嶺東校園環境中推銷特定產品。 

C、規劃促銷活動，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以提昇網站獲利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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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以圖 1-1 表示：

 

圖 1-1 研究流程 

 
 
 
 
 
 
 
 

文獻探討 

個案探討 

問卷設計與發放 

資料分析與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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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與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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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網路行銷的定義 

    網際網路行銷是一種互動式行銷，其透過網際網路之應用，提供

顧客相關產品與服務的資訊，甚至是讓顧客參與整個企劃流程，以維

持顧客並促進與顧客之間的關係，所進行的行銷活動之過程。因此可

以瞭解到網路行銷並非推銷傳統的行銷觀念，而是與傳統行銷相加相

乘的觀念。[1] 

2.2 目標行銷 

具有吸引力的目標市場對企業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它有兩個涵

義。其一為：整個市場是非常遼闊龐大的，企業很難通吃整個市場，

必須先尋找其目標對象，然後針對其需要，採取適當的行銷活動，此

即目標行銷（target marketing）的觀念。第二個涵義為：市場上每一

個消費者的特性皆有所不同，包括有不同的購買動機、偏好與購買行

為等，因此企業若僅採用一套的行銷活動，勢必無法滿足所有的消費

者。因此必須先找出一群具有相似的消費者特性之目標市場，然後迎

合其需要，如此才能行銷成功。 

2.2.1目標行銷的步驟 

目標行銷是現代行銷策略的核心，又可稱為 STP(Segmentation、

Targeting、Positioning)行銷，包含三個步驟參見圖 2-1 。第一步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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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區隔，是以消費者的需求為基楚，將市場區隔成為幾個具有不同產

品行銷需求的消費族群。第二步是目標市場選擇，將市場做好適當區

隔之後，公司可以選擇以其中的一個或多個市場區隔作為進入市場的

標的。第三步是市場定位，設計公司產品和形象的一系列活動，以期

能在目標顧客心中留下深刻與良好的印象。[2] 

 

圖 2-1 目標行銷之實施步驟 

（一）市場區隔： 

 行銷的觀念主要是以買者需求為發展任何產品的基礎，也就是

說，行銷人員必須以買者的需求為基礎，來發展適當的產品以滿足買

者需求。然而，因為在大部分的情形下，市場上買者的需求形形色色，

1.確認市場區隔的基礎。 

2.剖析各個區隔市場─有效區隔的條件。 

3.衡量各區隔市場的吸引力。 

4.目標市場之選擇─選擇目標市場之策略。 

5.為各目標市場發展產品定位。 

6.針對各目標市場分別研擬合適的行銷組合。 

市
場
區
隔 

目
標
市
場
選
擇 
市
場
定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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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只單純提供一項產品來滿足所有買者的需求，將會無法滿足所有需

求的風險。因此為了符合不同買者的需求及考慮公司本身的能力，便

必須對買者市場做『區隔』的行為，把市場區隔成數個讓彼此間的需

求不一致，但區隔內需求較一致的市場，提供不同的行銷組合。 

綜合來說，市場區隔的原理可以歸納如下：「各分層之間的差異

盡量擴大，各分層之內的差異盡量減小。」並藉由了解市場區隔做為

目標行銷的前提。各種市場區隔的標準如圖 2-2： 

 

圖 2-2 市場區隔變數的種類 

 
 

（二）目標市場： 

    所謂目標市場乃意指產品所要訴求或企業所要服務的一群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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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一般而言，企業在作目標市場的選擇時，有下列三種策略： 

A.無差異行銷：無差異行銷又稱大眾市場策略，指公司將整個

市場皆視為潛在顧客，並僅以一套行銷組合去滿足所有顧客的需求之

策略。無差異行銷的優點在於透過標準化的大量生產、儲存、運輸，

以及無差異的廣告方案等，可降低或節省生產、行銷及管理成本。然

而，在顧客需求日趨多樣化的今日，要以單一產品行銷策略去吸引市

場中所有的顧客，似乎極為困難，此乃其最的大的缺點。 

B.差異化行銷：差異化行銷是針對不同的市場區隔發展不同的

行銷組合，亦即公司推出多種產品，採取不同的行銷組合以吸引各種

不同的購買者。差異化行銷的優點在於推出不同的產品與行銷組合策

略以滿足不同市場區隔之個別需求，如此將可創造更高的銷售業績，

使得總銷售量提高。至於其缺點主要在於力量太過分散，因為公司採

用太多的行銷組合去服務太多的市場區，如此一來將使得公司必須負

擔較多的營運成本及各種費用。 

C.集中行銷：集中行銷乃指公司集中所有努力，專注於單一市

場區隔採取行銷方案。此時公司可針對某單一市場區隔的特殊需求，

發展出較適切的產品與行銷組合，以期能於此區隔市場擁有較專業化

的市場地位。採用集中行銷的公司由於對某特定區隔市場之需求情況

較能掌握，因此在其所專注的市場中，往往可以提高產品與公司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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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度。集中行銷的主要缺點是所承擔的風險較大，因為公司所投注的

區隔市場可能由於某此因素而突然轉壞。 

（三）市場定位 

  產品定位係指企業建立一種滿足消費者心目中特定地位的產

品，並結合產品設計，產品製造，產品行銷包裝，廣告組合等之相關

活動，即是說所有的產品定位，來自市場消費者不同區隔之需求，並

由既定的定位來執行後續的所有相關活動的４Ｐ組合。 

產品定位是行銷策略中有關產品決策中的最重要課題，甚至是

整個產品策略的核心，而定位的意義是將本身品牌在比較競爭廠商更

易與顧客所偏好的部份市場區隔上。 

選擇產品定位的構面與型態很多，就學理而言可區分幾種方法： 

以產品的屬性特色、顧客追求的效益、價格與品質的高低、產品使用

者的身份區別、產品的用途、產品群的相對性、競爭廠商的相對性來

定位。 

產品定位是指目標市場中的消費者對產品所認知的市場地位。

行銷必須瞭解消費者對產品的印象如何，並發展有效的行銷策略，以

達成企業目標。因此產品定位的主要目的為協助完成市場區隔，找出

利基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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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小結 

本專題研究主要是針對校園內做台鹽產品行銷，鎖定的目標族

群為二十歲至三十歲及三十歲以上的女性消費者，各別對不同目標族

群做行銷方案。 

2.3 網路行銷組合 

2.3.1 產品策略 

（一）產品的定義 

產品（product）：係指市場上任何可供注意、購買、使用或消費

以滿足欲望或需求的東西，它包括實體物品、服務、人、地、組織和

理念。 

產品組合可用廣度（width）－指企業產品線的總數。長度（length）

－指企業產品組合裡之產品項目總數。深度（depth）－指企業產品

組合內各產品線之產品項目可供顧客選擇的種類。、一致性

（consistency）指不同產品在用途、生產技術、配銷通路、或其他方

面相似的程度。[3]  

（二）產品的層次 

     產品有三個不同的層次，如圖 2-3 所示： 

 A.核心產品：最基本的層次。此乃顧客購買產品真所要求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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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企業賣給顧客的是產品所代給他們的「利益」（benefits），而不

是產品的「功能特色」（features），核心產品是整個產品的中心。 

 B.有形產品：產品規劃人員必須把核心產品轉變成有形的東

西。有形產品有五種特徵：品質水準、功能特色、式樣、品牌名稱、

包裝。 

 C.引伸產品：最後，產品規劃人員必須決定隨著有形產品，要

提供那些附加的服務或利益給顧客？引伸產品會提醒企業注意購買

者的整個消費體系。消費體系是「購買者欲藉使用產品以達目的之一

套行事方式」。[3] 

      

圖 2-3 產品層次圖 

2.3.2 價格策略 

定價時應考慮的因素─價格決定了商品在競爭的實力。影響定價

決策的因素分為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1]如圖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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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影響定價決策的因素 

（一）價格調整策略 

 A.折扣與折讓定價 

                    a.現金折扣(cash discount)：對及時付現的顧客，公司通常

會給予現金折扣。 

 b.數量折扣(quantity discount)：係指顧客大量購買時，公司

通常會給予價格的減少。 

            c.功能折扣(function discount)：亦稱為中間商折扣，係指給

於執行行銷功能之配銷通路成員的折扣。 

            d.季節折扣(seasonal discount)：對在非旺季購買產品的顧 

客，公司通常會提供季節折扣。 

            e.折讓(allowance)：折讓亦是減價的一種形式。例如： 

                     (1)抵換折讓(trade-in allowance)：顧客在購買新型產品時， 

可用舊型產品抵換。抵換折讓多見於舊換新活動。 

(2)促銷折讓(promotional allowance)：係指給參與廣告或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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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活動之經銷商的一種報酬。 

B.差別定價 

                差別定價係以兩種以上的價格出售同一產品或勞務，而這價格

不一定完全反應成本上的差異。其有下列幾種方式：依顧客不同、產

品形式不同、地點不同和時間不同而有所不同。 

           當市場區隔明確時，可以針對各個市場分別訂價售價，定價問

題相對來說比較簡單。不過由於網路上的消費者可以全球化採購，網

路行銷人員在不同市場的差別定價空間更形縮小。 

C.心理定價 

個別顧客的付款意願是各不相同的。只有在認知價值(若以金錢

來衡量)高於定價的時候，顧客才會掏出腰包。面對多重選擇時，顧

客會選擇淨值(認知價值超出價格的部份)最高的產品。 

D.促銷定價 

               公司在某些季節舉辦「大特賣」或「週年慶」，以吸引消費者。 

E.地理性定價 

a.統一交運價格定價法(uniformed delivered pricing)：不論

位居何處，公司均收取一樣的價格和運費。 

b.分區價格定價法(zone pricing)：即公司劃定兩個以上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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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同一地區的價格統一，地區愈遠價格愈高。 

c.基準價格定價法(basing-point pricing)：係選定其所在城市

為基準點，向所有顧客收取自此至目的地的運費，不考慮

實際上由何處交運。距工廠愈近的顧客愈是多付了一些運

費，愈遠的則反之。 

d.不計運費定價法(freight absorption pricing)：有時公司為

了急於爭取某一位或某一地區顧客，可能會負擔一部分甚

至全部的運費，此乃認為銷售量增加所降低的成本，足以

彌補所負擔的運費。常見於市場滲透策略，或在競爭日趨

劇烈的市場中想維持佔有率的公司。[1] 

(四)價格的改變 

            所有產品的價格並非一成不變。但要如何改變，就變成非常重要

的課題。可惜，絕大多數的企業沒有做到這一點。許多企業拋棄了定

價的責任，讓「市場」決定價格，要不就是「競爭者同步」的態度，

或輕率行事，將成本以某個百分比加成就算數，這些企業正不經意地

讓一分一毫的小錢給溜走，聚沙成塔，有時候，流失的可能數以千萬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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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主動改變價格： 

              主動降低價格－當生產能量過剩時，或想利用降價以增加銷售

量，以增加市場佔有率，以降低成本，而爭取市場上的決對優勢。 

     B.主動提高價格 

      主要原因可能是通貨膨脹，而應付通貨膨脹策略－採取延後報 

價、載時伸縮條款、將產品與服務分開，分別定價、減少折扣或贈品、

取消低利潤的產品、訂單、顧客、降低產品品質、功能特色、服務。 

    C.購買者對價格改變的反應 

a.對價格下降顧客的看法－產品可能會被銷售後將出現的

某種新款樣式所取代；此貨品有瑕疵或銷路不好；該公司

遭遇財務困難，未來不再製造這類產品；以後維修可能困

難；價格可能會降得更低；品質可能變差。 

b.對價格上升顧客的看法－該貨品必定是熱門貨，該產品價

值非比尋常或商人貪心，趁著大家搶購，把價格抬高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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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通路策略 

 （一）行銷通路的基本概念 

   大多數生產者皆透過行銷中間機構將其產品移轉到消費者手

中，這些行銷中間機構(Intermediaries)即組成行銷通路(Marketing 

channel)，或可稱為經銷通路(Trade channel)、配銷通路(Distribution 

channel)。中間機構的存在可使產品或服務的流程順暢，並可消弭生

產者所生產之產品組合與顧客所需求之產品組合間之差異，此差異主

要是來自生產者大量少樣生產，而消費者往往是要少量且多樣之購

買。行銷通路為一個結合許多機構而具有組織性的網路系統，以執行

連結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所有活動來達成行銷任務。[1] 

   （二）影響通路發展的因素 

               研擬通路策略最好是從分析最終購買者的需求開始，這樣可以

使通路納入整體行銷方案的規劃。如圖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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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5 影響通路發展的因素 

（三）網路行銷通路 

             電子商務衝擊下行銷通路發生結構性的改變。行銷通路在於執行

將產品由生產者移轉到消費間的工作，必須克服存在於產品、服務與

使用者之間的時間、空間及所有權等障礙。在行銷通路中的成員執行

許多關鍵性的功能，並參與下列的流程： 

A.資訊(Information)：搜集有關行銷環境行為和因素的必要行

銷研究資訊，以供規劃與促成交易。 

B.促銷(Promotion)：發展與傳播產品的說服性溝通訊息。 

C.接觸(Contact)：尋找潛在購買者並與之接觸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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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配合(Matching)：使提供之產品能配合顧客之需求，包括製

造、分級、裝配及包裝等活動。 

E.協商(Negotiation)：在價格及其他條件上作成最後協定，以

推動產品所有權之移轉。 

F.實體配送(Physical distribution)：運送及儲存產品。 

G.財務融通(Financing)：資金的取得及週轉，以供通路工作的

各項成本。 

H.承擔風險(Risk taking)：承擔完成通路工作所帶來的風險。 

2.3.4 推廣策略 

（一）網路行銷溝通組合 

行銷推廣組合又稱為行銷溝通組合(Marketing Communication 

Mix)，是一種包括廣告(advertising)、人員推銷(personal selling)、銷

售推廣(sales promotion)、公共關係(sales promotion)、直銷行銷(direct 

marketing)組成的特殊組合，用來追求其行銷目標。五種主要的行銷

溝通組合工具的定義如下： 

                 A.廣告(advertising)：任何由特定提供者給付代價，以非人員的

方式表達及推廣各種觀念、商品及服務者。任何來自組織、產品、服

務或明確贊助商的構想，所支持的非個人化溝通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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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人員推銷(personal selling)：由公司的銷售人員對顧客做個別

報告，其目的在促成交易與建立顧客關係。任何來自直接傳送訊息給

一目標市場，配合立即性的預期或短期間回應的傳播方式。 

  C.銷售推廣(sales promotion)：屬短期的激勵措施，以刺激商品

及服務的購買或銷售。提供額外的動機給消費者，以刺激達成短期銷

售目標。 

                 D.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藉由獲得有利的報導、塑造良好

的公司形象、避開不實的謠言、故事和事件，與各種群體建立良好的

關係。藉由獲得有利的報導、塑造良好的公司形象、避開不實的謠言、

故事和事件，與各種群體建立良好的關係。 

   E.直銷行銷(direct marketing)：與謹慎選定的目標個別消費者做

直接溝通，期能獲得立即的回應─即使用郵件、電話、傳真、電子郵

件及其他非人身接觸的工具，直接與特定的消費者溝通，或懇求獲得

直接的回應。應用銷售人員與消費者面對面的溝通方式，以期立即傳

送訊息給消費者，或是藉由人員間的互動，立即回應顧客的問題。[3] 

 

（二）網路廣告(Online Advertising) 

   A.網路廣告的涵意與特質 

所謂網路廣告，我們可以從字面上瞭解，網路廣告就是以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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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媒體，在網路上播放廣告。而在網路廣告中包含網路廣告(Web Ads

或稱網頁廣告)、電子郵件廣告⋯等類型，但由於網站廣告是網頁廣

告最為流行的形式，因此在本文稍後所談到的網路廣告所指的即為網

頁廣告。  

   B.網路廣告的類型 

a.橫幅廣告 

當我們瀏覽網頁時會看見長方形的廣告，當我們點選

它時就會進入另一個網頁，從而得知更多有關的資訊，此廣

告我們稱之為 Banner 廣告。 

圖 2-6 PChome 下載首頁之橫幅廣告 

b.按鈕廣告 

按鈕廣告其實是縮小版的橫幅廣告，雖然也可以動態輪

替播放，但目前多是以固定式版位(Hardwired)的方式呈現。 

橫
幅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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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7 奇摩首頁之按鈕廣告 

c.電子郵件廣告 

電子報有純文字和 HTML 格式，前者廣告只能採文字形

式；後者則可以刊登可點選的 banner 或 button 廣告。 

 

圖 2-8  奇摩電子郵件廣告 

d.純文字廣告 

純文字廣告又稱為插入式廣告。它一般是配合著電子報

寄送的電子郵件。在電子報裏一般會有多則新聞，而純文字

按鈕廣告 

動
態
廣
告

純文字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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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就是穿插在某兩則新聞之間的一些廣告。 

 

圖 2-9  奇摩新聞首頁之純文字廣告 

e.大幅尺寸廣告 

大幅尺寸廣告有摩天大樓式(120*600 及 160*600 像

素)、方型(250*250 像素)、長方型等具有高度品牌知覺效

益的大型尺寸的網路標準。 

 

圖 2-10  奇摩購物通首頁之大幅尺寸廣告 

大
幅
尺
寸
廣
告 

純
文
字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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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浮水印廣告 

這是一種新興的網路廣告形式，浮水印廣告沒有固定的

形式和尺寸，可能出現在網頁的任何位置，不管網頁如何移

動，廣告都會停留在固定的位置，網友不想看見它也難。 

 

圖 2-11  PChome 首頁之浮水印廣告 

g.捲軸廣告 

捲軸廣告可以說是按鈕廣告和浮水印廣告的綜合體。其

設計理念基本上與浮水印廣告相同，是希望達到如影隨形。

它的形狀則類似按鈕廣告，面積很小，可以點選進入觀看詳

細廣告內容。它的位置，會隨著捲軸而不斷上下移動，所以

無論網友捲到網頁的任何地方，都一定還是可以看到捲軸廣

告。 

 

浮
水
印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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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Payeasy 首頁之捲軸廣告 

 

C.網路促銷(SALES PROMOTION) 

      a.網路促銷的定義與特質 

                       促銷能直接的給予促銷對象誘因，刺激立即的購買行

為。因此對於網路促銷可定義為：「在一個全球性的資訊傳

播網路上，利用各式各樣、尤其是短期性質的誘因工具，

刺激目標顧客對特定產品或服務，產生立即或熱烈的購買

反應。」根據學者對促銷之定義，可歸納出促銷具有以下

特質：促銷基本上是一種短期、暫時性的活動，目的在刺

激促銷對象的立即購買行為。針對特定對象的活動，而依

照促銷對象的不同，可分為消費者、零售商及經銷商三類。 

      b.促銷之分類 

捲軸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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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銷有促銷方法、促銷時間、促銷期間、促銷對象等

四個構面將加以分類： 

              (1)依促銷方法分類－特價、贈品、產品接觸、服務。 

              (2)依促銷時間分類－定期與不定期舉辦促銷活動。 

              (3)依促銷期間分類－季節促銷、年度促銷、月間促銷、

旬間促銷、週期促銷、特定日促銷、特定時間促銷、

聯合促銷。 

              (4)依促銷對象分類－企業內部、經銷商、消費者。 

      c.促銷工具 

                 網路促銷常見的促銷工具，包含折價促銷、折價券、

試用、贈品、抽獎與競賽等。 

(1)折價促銷：折價促銷是讓消費者直接獲得經濟誘因，以

刺激銷售的促銷方式。然而，折價促銷並非適用所有產

品種類，需搭配特定產品特性方可使用，調查指出在降

幅相同的情況下，知名度高、佔有率高的產品與佔有率

低的產品相比，回收效果更好。 

(2)折價券促銷：折價券(Coupons)可說是極為普遍的一種

促銷方式，折價券促銷與降價有截然不同效果，通常折



 33

價券所提高之購買量會是降價的數倍，兩者差異在於降

價促銷是臨時性購買，折價券促銷則是計劃性購買。 

(3)試用：此促銷方式是將商品給目標消費群試用，期望消

費者在試用過後，引起對該產品購買意願。 

(4)贈品促銷：贈品促銷即是以贈送產品以外商品或提供其

他額外好處吸引消費者，與試用不同之處在於，贈品贈

送之物並非商品本身，不像試用品可以免費取得。 

(5)抽獎：抽獎活動與贈品促銷最大不同在於獲取抽獎促銷

之利益具有機率性，並非所有購買產品消費者均能獲得

產品，正因無法預期最終結果，增添抽獎活動刺激感與

趣味性。 

(6)競賽：此種促銷活動是邀請消費者參與競賽活動，如徵

文、猜謎、建議等，在由評審決定得獎者，予以實質獎

勵。通常，競賽式促銷可將產品相關訊息納入，使消費

者透過活動增加對商品瞭解，甚至可藉由競賽活動建立

品牌形象，讓產品定位更為鮮明。[1] 

(三)網站登錄 

網站做好後，要如何增加網站的曝光率，不外乎上各大入口網站

登入資訊。然而網站於搜尋引擎的登錄，大致可區分為：「免費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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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登錄」、「排序優先」及「贊助廠商」這幾種方式，以下也簡單

做個介紹：  

A.免費登錄：目前已經更改為「推薦登錄」，不保證登錄排名，

登錄時間約為 30天至 60天不等，視搜尋引擎而定，只能夠登錄網址，

無法登錄關鍵字，由於沒有辦法針對主要的關鍵字作登錄，效果不佳。  

B.優先登錄：不保證登錄排名，但可在七天內完成登錄，並可

輸入重要的關鍵字串，以 Yahoo 來說，登錄費用為 3,000元。  

C.排序優先：有點類似拍賣的方式針對關鍵字做出價，例如今

天對「網頁設計」出價為 3元，可能排名在第一位，但是今日內被點

選 100 次，則必須付費給搜尋引擎廠商 300 元，目前只有 Yahoo 與

Google有這一類的服務。  

D.贊助廠商：在搜尋結果的最上面，會列出贊助廠商，每一關

鍵字的費用不一定，費用約為 3,000~12,000 元/月，每一關鍵字限定

十家贊助廠商，例如在 Yahoo 鍵入關鍵字「網頁設計」，列在搜尋結

果頁面上方的即為贊助廠商，此一關鍵字每月贊助費用為 12,000元。 

以下對各入口網站的登錄做一個簡單說明： 

a. Yahoo：台灣佔有率最高的入口網站，據說佔了八成以上，

登錄要費用 3,000元，付費後一個禮拜內完成連結。 

b. Hinet：中華電信的入口網站，免費登錄要二個月後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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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連結，付費登錄 1,500元，一個禮拜內完成連結。 

c.蕃薯藤：它和中華電信的 Hinet 是同一個搜尋引擎，換句

話說，二邊只要登錄一個就可以了。 

d. PChome：這是登錄效率最佳的入口網站，免費登錄，24

小時內完成連結。 

e.台灣新浪網：免費登錄，二個月後才會完整連結。 

f. Google：免費登錄，不知多久會完整連結。因為資料過多，

就算連結好了，也不一定會在前 100筆出現。 

 

2.3.5小結 

     本專題研究主要針對校園內的女性消費者，在實習商店內所販賣

的產品為台鹽生技相關系列產品。在產品價格及促銷期間價格的制定

考量台鹽給予的成本價來決定產品販賣與促銷的價格。促銷推廣的策

略主要是針對校園內做行銷策略。另外在取貨付款的方式皆在商務科

技管理系系辦交貨付款。 

2.4 化妝品定義 

 化妝品其英文名稱為 Cosmetics，來自希臘文 kosmetikos 即「裝

飾的技巧」。我國衛生署頒佈之化妝品衛生管理條例第一章第三條對

「化妝品」之定義及化妝品係指施於人體外部，以潤澤髮膚、刺激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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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掩飾體臭或修飾容貌之物品。 

一般化妝品業者將化妝品依性質、使用目的及功用分為六大類： 

（一）保養用化妝品(Skin care products)： 

維持皮膚柔軟、潤澤，減緩外界惡劣環境對皮膚的傷害，如：

乳液、面霜或面膜等。 

（二）清潔用化妝品(Cleansing products)： 

用於清潔用途的產品，如：清潔霜、卸妝油或潔顏油等。 

（三）彩妝用化妝品(Make up cosmetics)： 

又稱色彩化妝品，其功能在於變更或賦予肌膚更多樣的色彩，

或隱藏肌膚的缺陷，達到美化臉部色彩的要求，口紅、腮紅、

粉餅及眉筆等皆屬此類。 

（四）頭髮用化妝品(Hair care products)： 

施用於頭髮的產品，具備清潔、保養、塑型等作用，如：護髮

乳、潤髮乳、髮雕、髮膠及髮膜等。 

（五）特殊目的用化妝品(Medicine cosmetics)： 

以特殊美療為主要效能，如：能抗老、防皺、除斑、美白、去

油、除痘、抗過敏等。[4] 

    （六）芳香用化妝品(Frangranced products) 

 依其成分及濃度的差異大致上可分為五種，分別為香精、淡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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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香水、古龍水及淡香水等五種。 

2.4.2 小結 

   本小組的網路實習商店主要以考量大部份女性消費者都會使用

保養用化妝品(俗稱保養品)，在後續本小組也主要針對保養品做促

銷推廣，故本專題研究由一般的化妝品縮減為保養品，較不易造成

受訪者的混淆與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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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產品屬性  

產品屬性之定義  

Kotlery在1996年提出產品屬性為產品所有外顯與內含之各種特

徵性質的組合，而能被消費者所覺察者；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即會

將其偏好反映在對不同產品的選擇上，以產品屬性為評估標準作成購

買決策。而廠商亦須根據目標市場需求進行分析後，根據目標顧客的

偏好創造新產品，並透過將相關產品屬性資訊對消費者的傳遞，達到

說服其購買產品的目的。 [9] 

2.6 購買意願 

根據 Fishbein(1975)的定義，意願(intention)是指個人從事特定行

為的主觀機率；相同的概念延伸，購物意願( purchase intention)即消

費者願意採用特定購買行為的機率高低。根據 Dodds, Monroe and 

Grewal(1991)的定義，購買意願( purchase intention)乃是指消費者企

圖購買的可能性。[10] 

2.7 顧客忠誠度 

顧客忠誠度(Customer Loyalty)的重要性近來為許多行銷學之學

者陸續提出。在現今競爭激烈環境下，廠商已紛紛做到使顧客滿意，

卻仍留不住顧客，主要原因是顧客缺乏忠誠度，畢竟忠誠的顧客才是

企業長期獲利的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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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顧客忠誠度之意義 

忠誠度指除了本身再購買意願外，包含願意向他人推薦並給予正

面評價的行為，如： 

(一) 向他人稱讚此公司 

(二) 向詢問的人推薦此公司 

(三) 鼓勵親友到此公司消費 

(四) 消費時會優先考慮選擇此公司 

(五) 常到此公司消費 

Jones & Sasser認為顧客忠誠度可分兩種，一為長期忠誠度，

是真正的忠誠；一為短期忠誠度。長期忠誠表示顧客不會輕易轉

換既有業者，短期忠誠表示顧客容易因為其他業者提供更好的同

質性服務而改變其消費對象。短期忠誠的造成原因包括限制競爭

的政府法規、限制替代品的專利、高移轉成本等等。Jones & Sasser

並且提出衡量顧客忠誠度之三大指標，如下所述： 

1. 再購買意願(intent to repurchase)：顧客未來再度購買該公

司產品或服務的意願。 

2. 基本行為(primary behavior)：包括顧客最近購買的次數、

購買頻率、購買金額、購買數量以及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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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衍生行為(secondary behavior)：包括公開推薦業者、建立

口碑、介紹新顧客等行為。 

Griffin認為顧客忠誠度關係到消費者購買行為，滿意度卻只是一

種態度而已，忠誠度的重要內容如下： 

1. 經常性重覆購買。 

2. 願意惠顧公司所提供的各種產品或服務。 

3. 願意為公司建立口碑。 

4. 對其他業者的促銷活動具有免疫力。[12] 

 Chaudhuri & Holbrook 將忠誠度的定義為可以將品牌忠誠度分為

兩部分，分別為態度忠誠度與行為忠誠度，態度忠誠是屬於消費者心

理層面，即是消費者對品牌認同的程度；行為忠誠是屬於消費者實際

購買行為面，即是消費者再次購買相同品牌的意願。其研究結果顯示

品牌信任度與品牌情感(brand affect)對於態度忠誠與行為忠誠都有

影響，購買行為忠誠會增加公司市場佔有率，而態度忠誠則會增加市

場價格。[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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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設計與結果 

本章節在探討嶺東校園內之女性消費者對於台鹽產品的購買意

願以及對網站期望和忠誠度之研究。本章共分為五節，第一節為本研

究之研究架構；第二節提出研究假說；第三節為抽樣方法；第四節研

究流程 第五節問卷分析與結果。 

3.1 研究架構 

本專題研究依據相關文獻探討嶺東校園內之女性消費者對於台

鹽產品的購買意願以及對網站期望和忠誠度之研究，研究重點著重於

屬性重要性、產品促銷、廣告表現、購買意願、網站期望與忠誠度等

分析。  

 

圖 3-1 研究架構圖 

 

 

廣告表現 產品促銷 屬性重要性

購買意願 

H1 H2 H3 

網站期望 

忠誠度 

H4 

H6 
H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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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說 

本專題研究探討嶺東校園內之女性消費者對於台鹽產品的購買

意願以及對網站期望和忠誠度之研究。根據研究架構提出研究假說，

說明如下： 

H1：屬性重要性會影響購買意願。 

H2：產品促銷會影響購買意願。 

H3：廣告表現會影響購買意願。 

H4：網站期望會影響購買意願。 

H5：網站期望會影響忠誠度。 

H6：購買意願會影響忠誠度。 

3.3 抽樣方法 

本專題研究所要探討的是女性消費者對於台鹽產品購買意願之

調查。採抽樣的方式，選定的對象為嶺東校園內的女性消費者，預計

發放 200 份問卷。 

3.4 問卷設計流程 

首先，蒐集與本專題研究相關文獻，加以整理彙總，作為問卷

內容之依據。經由相關文獻整理出的資料，編製為本研究之問卷。問

卷編製完成後，請學者專家審核校閱針對問卷內容提供建議。根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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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學者提供之建議以進行修正。經由上述程序，完成本研究的正式問

卷。(附錄二) 

 

圖 3-2 問卷設計流程圖 

 

 

 

 

 

 

相關文獻蒐集 

問卷編製 

學者專家審核 

問卷修正 

問卷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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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問卷分析與結果 

 3.5.1 樣本描述 

 本小組發放200份的問卷，也回收200份問卷。回收問卷進行過濾

時，必須檢查問卷填答內容。因此回收問卷無漏答之問題。另外，針

對各筆填答資料，檢查是否有矛盾之處，判定該筆資料是否有效。在

去除無效問卷後，得到有效問卷187份。 

表 3-1   受訪者基本資料 

年齡 人數 台鹽產品吸引人之原因 人數 
20歲以下 54 產品品質 62 
21-25歲 114 品牌口碑 92 
26-30歲 9 產品實用 20 

31歲以上 10 價格公道 15 
從何得知台鹽產品 人數 平均多久購買一次保養品 人數 

電視 74 一個月以下 18 
報章雜誌 39 一至三個月 88 
廣告 44 四至六個月 52 
友人推薦 24 六個月以上 29 
其它 6   

每月可支配零用金 人數 一年花多少錢購買保養品 人數 
1000元以下 25 1000元以下 37 

1001~2000元 36 1001~2000元 39 
2001~3000元 30 2001~3000元 43 
3001~4000元 17 3001~4000元 21 
4001~5000元 29 4001~5000元 19 
5000元以上 50 5000元以上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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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敘述統計與信度 

問卷分析之敘述型統計結果如表3-2。問卷六個構面共計34個變

數，分別計算出其平均數及標準差，每一構面並單獨計算信度，除了

屬性重要性以外皆在0.7以上，顯示構面之信度良好。 

各研究變數之平均數皆在3以上，表示問卷受訪者對保養品之屬

性重要性、產品促銷、廣告表現、購買意願、網站期望及忠誠度，皆

抱持正面的看法。 

表 3-2 敘述型統計 

構面 衡量變數 平均數 標準差 信度 

01.保養品的價格合理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4.09 0.73 

02.保養品的包裝精美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3.51 0.79 

03.保養品的品質優良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4.27 0.72 

04.保養品的知名度高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3.75 0.77 

屬 

性 

重 

要 

性 

05.保養品的售後服務(退貨、換貨)會提高您的購買

意願。 
4.16 2.34 

0.5435

06.保養品若有折扣或降價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4.22 0.70 

07.保養品若有附帶贈品會吸引您購買。 4.01 0.73 

08.保養品若有搭售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3.88 0.79 

09.舊瓶換新瓶享有折扣會吸引您購買。 3.76 0.80 

產 

品 

促 

銷 

10.特定節日有優惠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3.98 0.72 

0.7692

廣 

告 

11.您會受到海報的宣傳促銷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

意願。 
3.46 0.78 0.7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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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您會受到試用品發放的活動而提高購買保養品

的意願。 
3.70 0.76 

14.您會因為校園內舉辦的各項活動(如：選美活動)

的宣傳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意願。 
3.11 0.78 

表 

現 

15.您會因為舉辦座談會介紹產品而提高購買保養

品的意願。 
3.47 3.82 

24.您會因為朋友的推薦，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的意

願。 
4.15 0.66 

25.您會因為台鹽的知名度，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的

意願。 
4.07 0.70 

26.當您想購買保養品時，您會考慮購買台鹽產品。 4.05 0.72 

27.您會因為試用過台鹽產品，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

的意願 。 
3.83 0.74 

購 

買 

意 

願 

28.您會因為接收到台鹽產品相關資訊，而提高購買

台鹽產品的意願。 
3.86 0.76 

0.8753

19.若網站提供的服務符合您的需求，您會願意繼續

使用此網站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3.87 0.70 

20.若網站持續提供優惠方案，您會願意使用此網站

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3.35 0.94 

21.若網站值得您信賴，您會願意使用此網站提供的

產品與服務。 
4.27 0.83 

22.若網站提供刷卡或分期付款會使您提高購買意

願。 
3.50 0.79 

網 

站 

期 

望 

23.您重視專櫃小姐專業與服務態度。 3.35 0.82 

0.7189

16.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會再次購買 3.16 0.81 

17.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將會注意相關產品優惠促

銷方案。 
3.47 0.85 

忠 

誠 

度 
18.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願意推薦給我的親朋好友 3.27 0.83 

0.7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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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相關性檢定 

 本專題問卷分析之迴歸分析結果如表3-3。屬性重要性、產品促

銷、廣告表現、網站期望對購買意願做迴歸分析；網站期望、購買意

願對忠誠度做迴歸分析。迴歸檢定部份，p-ralue<0.05為顯著、

p-ralue<0.01為非常顯著、p-ralue<0.001為極顯著，亦十分良好。  

表 3-3 假說 H1 至 H6 迴歸檢定之統計摘要 

應變數 F 值 p-value Adj-R2 自變數 係數 t 值 p-value TOL

截距 2.403 5.649 0.000  

屬性重要性 -0.039 -0.501 0.617 0.759

產品促銷 -0.108 -1.352 0.178 0.713

廣告表現 0.370 5.055 0.000 0.850

購買 

意願 
9.531 0.000 0.155

網站期望 0.169 2.314 0.022 0.849

截距 1.674 6.091 0.000  

網站期望 0.583 9.469 0.000 0.944忠誠度 47.693 0.000 0.334

購買意願 0.005 0.083 0.934 0.944

 

本小組將迴歸檢定之結果，以圖 3-3 表示之。其中箭頭為實線者

表關係顯著，在旁邊之係數代表迴歸係數；箭頭為虛線者表關係不顯

著，不予標示迴歸係數。而構面內之 adj-R2 為判定係數，代表自變

數對應變數的解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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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  研究架構分析結果 

＊
表示 p<0.05，

＊*
表示 p<0.01，

＊＊＊
表示 p<0.001 

 

3.5.4 研究結果 

經由問卷回收分析後，得知產品屬性和產品促銷皆不會影響購

買意願，而購買意願亦不會影響忠誠度。故假說 H1:屬性重要性會影

響購買意願、H2:產品促銷會影響購買意願、H6：購買意願會影響忠

誠度，驗證結果不成立。 

廣告表現與網站期望會影響購買意願，網站期望會影響忠誠

度。故假說 H3：廣告表現會影響購買意願、H4：網站期望會影響購

買意願、H5：網站期望會影響忠誠度，驗證結果為成立。 

  研究結果發現六個研究假說中，有 H1、 H2、 H6 不顯著。此

份問卷不盡理想的原因可能在於問卷樣本數太少，在受訪者年齡的比

例上不平均，也影響到此份問卷分析後的結果。問卷中屬性重要性、

廣告表現 產品促銷 屬性重要性 

購買意願 

Adj-R2=0.155 

-0.039 
-0.108 0.37 *** 

網站期望 

忠誠度 

Adj-R2=0.334 

0.169* 

0.005 
0.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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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促銷兩個構面的問題不夠明確，此外問卷的設計，本小組未考慮

到嶺東校園內女性消費者的網路使用行為、是否曾上網購物以及校園

內如何獲得產品情報等問題，以致於問卷分析後某些構面產生不顯著

的結果。因此，此份問卷在屬性重要性與產品促銷兩個構面所分析出

來的結果僅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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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探討 

本章節是針對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所做的個案探討。以下將會

探討到網站內所販賣的產品與價格部份，以及本小組所做的產品促銷

活動和推廣行銷內容。 

4.1 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 

    4.1.1 網站系統 

本組網站的系統是以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系統來設

置，網站主要販售台鹽生技產品。 

4.1.2 網站名稱及網址 

本組的網路商店名稱為「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而本網站的

網址為：http://commerce.ctm.ltu.edu.tw 。 

4.1.3 網站簡介 

  在進入實習商店的購物頁面之前，有一個首頁在左邊框頁部份

有最新消息─提供消費者本網站產品的促銷活動資訊；購物說明─告

知消費者如何在進入購物頁面後順利購物；留言板與我們聯絡─讓消

費者有任何問題都可以與我們做互動。如圖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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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網路商店 首頁 

 在點選上圖中的WELCOME TO後，會進到購物頁面。在此購物

網頁的上方有我們網路商店的名稱，左邊有產品的各項種類讓消費者

可以方便尋找產品，還可以選擇網頁所要顯示的語言(繁體中文、英

文)，供消費者輸入 SKU碼(產品代號)快速搜尋到產品，右邊有登入

提供消費者加入網站成為會員，購物車讓消費者可以看到自己所購買

的產品明細。另外，網頁中間部份為各種類產品縮圖及折扣說明。如

圖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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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的購物頁面 

4.2 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之目標行銷 

目標行銷包含了市場區隔(Segmentation)、目標市場(Targeting)

與產品定位(Positioning)，簡稱 STP。 

(一)市場區隔 

 依人口特性依年齡及性別藉以區分市場，分別針對 20 至 30

歲間及 31 歲以上的女性消費者市場。 

(二)目標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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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市場主要是針對嶺東校園內的女性消費者。 

(三)產品定位 

在產品定位方面，NANA系列產品針對二十幾歲女性消費者，運

用生化技術將抗老化因子 CoQ10 帶入肌膚讓皮膚迅速吸收，讓您擁

有白皙水嫩的膚質。綠迷雅系列產品是針對三十歲以上女性消費者，

內含膠原蛋白同時添加天然複合果酸，能去除老化角質撫平肌膚細

紋。 

4.3 產品 

 本網站所販賣的產品是以台鹽生技相關系列產品為主。網站內所

販賣的 NANA系列產品主要針對二十幾歲的女性消費者。綠迷雅系

列是針對三十歲以上的女性消費者。另外網站內還有水系列、清潔保

養類、生活保健類、彩妝系列以及鹽品及調味品類產品供消費者選擇。 

4.4 價格與促銷 

 台鹽生技直營店所提供給我們的產品成本價為定價的七折。因此

在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開幕的促銷期間為期兩個星期，全部產品一

律七折優惠。為了避免擾亂市場上產品價格，本小組參考台鹽直營店

與加盟店的產品價格，在開幕期間的促銷活動結束後，NANA 系列產

品價格為九折，水系列維持原價不給予折扣，其他種類產品一律為八

五折。 



 54

4.5 通路 

 台鹽嶺東實習商店為了使校內的消費者方便取貨付款，當有消費

者在網路商店下單後，本小組將會以電話或 mail 通知台鹽直營店訂

單數量，請台鹽生技送貨到商科系辦，並於每個星期五向台鹽取貨與

付款。 

4.6 推廣行銷 

為了讓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在校園內眾所皆知，除在校園中利

用傳統行銷手法（如：發送美容試用品、宣傳單、張貼海報外等）做

廣告宣傳，也在系上網站刊登實習商店網址以便學生參觀，更利用網

路搜尋引擎策略刊登免費廣告（如：Yahoo、PChome、Google、yam.....

等），藉此來提升網站的點閱率。並且不定期舉辦優惠促銷策略（如：

開幕期間的優惠活動、母親節促銷方案.......等）都讓網站有效的

在校園中曝光。 

     4.3.1 推廣網站方法 

 本小組系以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為考量，分析推廣網站方法採

用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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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推廣網站採用與否分析表 

 

廣告類型 
已採用 未採用 備註 

橫幅廣告   
雖然收費最昂貴，但廣告位置最明

顯，不具擾人性，因此點閱最高。

友站連結   
與別人的網頁做友站連結，除了免

費之外，並可提高曝光率。 

豐富媒體廣告   
吸引力強大富有創意，發揮空間

大，但收費過於昂貴。 

電子郵件廣告   
可透過 e-mail 的發送，來達到廣

告宣傳的效果。 

任逍遙網站免費空間   
藉由任逍遙的免費空間來登錄，以

提高知名度 

插入式廣告   
又稱跳出式廣告，擾人性過高，容

易引起網友的反彈。 

按鈕廣告   面積過小，只適合品牌行銷。 

Google 登錄   
網站完成收錄後，將可Google被
搜尋到。 

純文字廣告   
穿插於電子報中，有字數限制，易

被網友忽略。 

浮水印廣告   
曝覺不夠高!阻礙閱讀，易造成視

覺上的不舒服。 

關鍵字廣告   

有保證排名服務，而且費用是有點

選才支付，價格合理，又能達到廣

告的效果。 

奇摩推薦您的網站   
網站完成登錄後，將可在奇摩網頁

被搜尋到。 

PChome 登錄   
網站完成登錄後，將可在PChome
網頁被搜尋到。 

明日網際聯盟   免付費網站 

Kijij   免付費網站 

分  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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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蕃薯   
網站完成登錄後，將可在小蕃薯網

頁被搜尋到。 

其它   免付費網站 

   4.3.2 網站推廣實做 

一、友站連結 

[明日網際網路聯盟] 

明日網際網路聯盟為一個論壇，並提供友站連結的功能，只需填

妥資料，將網址登錄上去，便能使消費者按下圖標後，輕易連結到台

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的網站。如圖 4-3 所示： 

 

圖 4-3 明日網際網路聯盟登錄後畫面 

 



 57

[Kijiji免費個人廣告] 

網站提供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之登錄及廣告，使消費者輕易的

查詢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之相關資料。如圖 4-4 所示： 

 

圖 4-4 Kijiji 網站登錄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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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站登錄 

[Yahoo!奇摩網站推薦連結] 

透過 Yahoo!奇摩網站推薦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使得瀏覽者能

經由 Yahoo!奇摩搜尋引擎搜尋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 

 

圖 4-5 Yahoo!奇摩網站推薦連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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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home網站登錄] 

透過 PChome網站登錄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使得瀏覽者能經

由 PChome搜尋引擎搜尋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 

 

圖 4-6 PChome 網站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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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gle網站登錄] 

透過 Google網站登錄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使得瀏覽者能經由

Google搜尋引擎搜尋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 

 

圖 4-7 Google 網站登錄 

 [小蕃薯網站登錄] 

透過小蕃薯網站登錄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使得瀏覽者能經由

小蕃薯搜尋引擎搜尋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 

 

圖 4-8 小蕃薯網站登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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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站刊登免付費廣告 

[任逍遙網站免費空間] 

任逍遙網站系提供北、中、南商店訊息查詢之網站，台鹽生技嶺

東實習商店網站登錄後，消費者便可查詢到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相

關資料，並讓網友評價及留言。 

 

圖 4-9 任逍遙網站免費空間登錄 

 

 

 

 



 62

4.3.3 校園內的宣傳  

一、海報 

  在商務科技管理系的佈告欄如圖 4-10 與圖 4-11 所示；走道如圖

4-12 及 IS206 旁的資源中心張貼海報。海報上的內容有實習商店名

稱、網址及產品介紹便吸引消費者目光。 

 

圖 4-10 商務科技管理系公佈欄(一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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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商務科技管理系公佈欄(二樓) 

 

圖 4-12 校園內的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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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宣傳單 

  在校園內專業教室、教學大樓的電梯、校園內的走道、女生宿舍

及聖益樓的教室張貼宣傳單。宣傳單上的內容有實習商店名稱、網址

及產品介紹吸引消費者目光。如圖 4-13 所示： 

 

圖 4-13 專業教室內張貼的宣傳單 

三、看板 

  在 IS206 旁的資源中心，以紅色底黑色字的長條型看板，吸引消

費者目光。如圖 4-14 所示： 

 

圖 4-14 IS206 旁的資源中心所張貼的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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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系辦網頁 Logo 

 設計一個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的 Logo，在商務科技管理系的系

網站上，以供校園內全校師生容易連結。如圖 4-15 所示： 

 

圖 4-15 商務科技管理系系網頁的 LOGO連結 

 

五、架上試用品 

  在商務科技管理系辦內的架上，放置免費試用品 NANA基礎保

養禮盒(化妝水、精華露、乳霜)及 NANA美白禮盒(美白精華液、美

白霜)和台鹽生技產品 DM 提供給嶺東全校師生試用及參考。圖 4-16

及圖 4-17 為所擺放的試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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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商科系辦所擺放的 NANA 基礎保養禮盒試用品 

 

圖 4-17 商科系辦所擺放的 NANA 美白禮盒試用品 

 
 



 67

4.6 母親節促銷活動 

 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母親節促銷活動期間為 5/1 至 5/15，本小

組主要的促銷活動方案分為三大主題系列。 

一、 太陽媽媽禮盒系列 

極致抗老化禮盒、淨白如雪禮盒、芙蓉禮盒、及時雨保濕修

復禮盒、眼部保養組禮盒、藻健康禮盒、無瑕禮盒。 

二、 綠迷雅禮盒系列 

全新綠迷雅靚透禮盒、綠迷雅彩妝組合。 

三、 NANA 禮盒系列 

NANA 美白組禮盒、NANA 基礎保養系列禮盒、NANA 卸

妝禮盒。 

在價格上給予七五折優惠之外，另外對於不同的禮盒也有不同的

附帶贈品。所搭贈的產品如：潔淨有酵控油洗面乳、NANA眼膜，蓓

舒美沐浴乳，蓓舒美鹽皂⋯等等。搭贈的產品主要選擇單價較低且日

常生活實用性較高的產品。除了禮盒系列，網站內其他類產品也有八

折或七五折的優惠價。各項禮盒的內容物、定價、優惠價及搭售產品

的細節於附錄三說明。另外，本小組針對母親節優惠促銷活動有製作

宣傳海報並張貼在商科系公佈欄，宣傳單也將於 5/1-5/15 發放(附錄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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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小結 

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促銷期間（3/23 至 4/4）賣出的產品如表

4-2。本小組的實習網路商店是針對女性消費者行銷販賣台鹽保養

品，但依然有販賣台鹽其他系列產品，例如：清潔用品、水系列⋯等。

在促銷期間所提供的限量台鹽鹼性離子水共 200 瓶全部銷售一空。在

非主要促銷的產品中，蓓舒美洗面乳及蓓舒美洗髮乳也有非女性消費

者購買。因此本小組發現，價格平價且為生活必需品的產品消費者願

意嘗試購買。 

表 4-2 促銷期間賣出的產品 

產品 數量 金額 

台鹽鹼性離子水 200 瓶 $4,400 

蓓舒美洗面乳清爽型 2瓶 $168 

蓓舒美洗髮乳清爽型 19 瓶 $2,527 

蓓舒美洗髮乳滋潤型 2瓶 $266 

NANA 基礎保養系列 1 組 $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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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開幕促銷期間結束後，除了 NANA系列九折價以外，其他類產

品一律八五折，而台鹽鹼性離子水原價為$29/瓶。而下表為開幕促銷

期結束後至 4/26，消費者購買的產品數量與金額。 

表 4-3 4/5 至 4/26 銷售明細 

產品 數量 金額 

台鹽鹼性離子水 50 瓶 $1,450 

蓓舒美洗面乳清爽型 1瓶 $102 

蓓舒美洗髮乳清爽型 4瓶 $644 

蓓舒美洗髮乳滋潤型 2瓶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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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在此專題研究期間，所設置的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因經費有

限，因此本小組利用免付費網站及各大入口搜尋網站登錄實習商店的

網址、名稱及網站相關資訊，以及在免費交換連結網站與其他網站做

連結。以便於消費者在搜尋引擎輸入關鍵字後，能夠快速找到與台鹽

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相關資訊。另外，本小組也在商科系網頁放上實習

商店的 LOGO以便校內師生方便連結。 

 在開幕期間及促銷期間，本小組製作海報張貼在商科系佈告欄及

校園內走道，在專業教室、女生宿舍及教室張貼宣傳單，皆以最低的

成本來宣傳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的開幕及促銷活動，讓校內師生眾

所皆知。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的購物頁面裡有設置計數器，至五月

十日為止大約有五百八十人次。 

 本小組是針對嶺東校園內的女性消費者做促銷宣傳，利用海報張

貼及宣傳單發放的方式，也提供 NANA基礎保養系列及 NANA美白

系列試用品擺放於商科系辦供消費者試用，有不少消費者前往試用。

另外，台鹽所提供的 NANA 基礎保養系列試用包，吸引校內消費者

紛紛索取試用。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內所販賣的產品無論在保養品

系列或是彩妝系列、清潔保養系列、生活保健系列⋯等產品，價格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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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台鹽之直營店及加盟店還要更優惠，使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比台

鹽直營店與加盟店更具有競爭力。 

 在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正式營運以來，規劃兩次促銷活動。其

一是為期兩個星期的開幕促銷活動，全面以七折優惠價來達到網站宣

傳的效果與產品促銷推廣。其二是母親節促銷活動於五月一日至五月

十五日正式展開，主要以保養禮盒系列做促銷活動，並且以搭送贈品

方式來吸引消費者。 

母親節促銷活動期間，產品銷售情況如下表 

產品名稱 數量 金額 

太陽媽媽禮盒系列(七折價) 

眼部保養組禮盒 1 組 $2100 

芙蓉禮盒 1 組 $2595 

NANA 系列(單瓶八折價) 

NANA 化妝水 1 瓶 $560 

NANA精華露 1 瓶 $680 

清潔保養品(七五折價) 

藻皂 1 個 $45 

蓓舒美洗髮精清爽型 2 瓶 $266 

蓓舒美洗髮精滋潤型 4 瓶 $532 

水系列 

台鹽鹼性離子水 27 $594 

銷售總金額  $7372

在經費有限下，自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成立以來，在兩次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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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方案宣傳以及產品銷售成果亦都十分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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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在此次的專題研究分析後，本小組針對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之

網路行銷策略及後續相關研究提出如下建議。 

1.增加網站服務性及服務品質，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有些消費者

不習慣在網路下單，因此可以增加代客下單的服務或與提供產品面

交服務。 

2.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時常更新網頁及後台產品上架的部份。促銷活動

要不定期的舉辦才能吸引消費者的注意進而使他們購買產品。 

3.在網站上增加動態廣告吸引消費者，不定期的舉辦促銷活動。因時

間關係，實習商店的網站上並未有動態廣告，假如後續研究者能在

網站上加上動態廣告及促銷活動資訊，更能吸引消費者上網購物。 

4.目標市場可以擴大至校外的消費者，加強實習商店金流及物流部

份。本小組此次所販賣的產品只針對校內消費者，在金流與物流部

份仍不完善，台鹽生技嶺東實習商店擴大至校外消費者時，可加強

物流與金流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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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附錄一 問卷 

您好： 

首先，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此份問卷。這是一份學術問卷，主要是希望探

討嶺東校園女性消費者對於保養品(如：化妝水、乳液⋯等)的使用習慣、對於

台鹽產品的購買意願、網站期望及忠誠度之調查。 

本問卷的所有資料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不單獨對外公開，請安心作答。

再次感謝您的熱心協助與賜教，謹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敬祝您 

      美麗愉快、學業進步 

嶺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教授：陳志明教授

學生：林淑茹、黃雅慧

      林宜芝、詹侑珊

中華民國九十六年三月

 

此部分是想暸解您對保養產品的使用習慣、網站期望及忠誠度的問題，答案無所

謂「對」或「錯」，請您依照個人的主觀意見或實際經驗，勾選最適當的選項(分

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通、不同意、非常不同意)，謝謝。 

 

                                    非  同  普  不  非 

                                                  常              常 

                                                              同  不 

                                                  同              同 

                                                  意  意  通  意  意 

01.保養品的價格合理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  □  □  □ 

02.保養品的包裝精美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  □  □  □ 

03.保養品的品質優良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  □  □  □ 

04.保養品的知名度高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  □  □  □ 

05.保養品的售後服務(退貨、換貨)會提高您的購買 

意願。-----------------------------------------□  □  □  □  □ 

06.保養品若有折扣或降價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  □  □  □ 

07.保養品若有附帶贈品會吸引您購買。---------------□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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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保養品若有搭售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  □  □  □ 

09.舊瓶換新瓶享有折扣會吸引您購買。---------------□  □  □  □  □ 

10.特定節日有優惠活動會吸引您購買。---------------□  □  □  □  □ 

11.您會受到海報的宣傳促銷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意願。-□  □  □  □  □ 

12.您會受到傳單的宣傳促銷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意願。-□  □  □  □  □ 

13.您會受到試用品發放的活動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意願-□  □  □  □  □ 

14.您會因為校園內舉辦的各項活動(如：選美活動)的 

宣傳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意願。-------------------□  □  □  □  □ 

15.您會因為舉辦座談會介紹產品而提高購買保養品的 

意願。-----------------------------------------□  □  □  □  □ 

16.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會再次購買。---------------□  □  □  □  □ 

17.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將會注意相關產品優惠 

促銷方案。-------------------------------------□  □  □  □  □ 

18.若產品使用滿意後，您願意推薦給我的親朋好友。---□  □  □  □  □ 

19.若網站提供的服務符合您的需求，您會願意繼續 

使用此網站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  □  □  □ 

20.若網站持續提供優惠方案，您會願意使用此網站 

提供的產品與服務。-----------------------------□  □  □  □  □ 

21.若網站值得您信賴，您會願意使用此網站提供的 

產品與服務。-----------------------------------□  □  □  □  □ 

22.若網站提供刷卡或分期付款會使您提高購買意願。---□  □  □  □  □ 

23.您重視專櫃小姐專業與服務態度。-----------------□  □  □  □  □ 

 

此部分是想暸解您對台鹽產品的購買意願，答案無所謂「對」或「錯」，請您依

照個人的主觀意見或實際經驗，勾選最適當的選項(分別為非常同意、同意、普

通、不同意、非常不同意)，謝謝。 

24.您會因為朋友的推薦，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的意願。-□  □  □  □  □ 

25.您會因為台鹽的知名度，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的意願-□  □  □  □  □ 

26.當您想購買保養品時，您會考慮購買台鹽產品。-----□  □  □  □  □ 

27.您會因為試用過台鹽產品，而提高購買台鹽產品的 

意願。 ----------------------------------------□  □  □  □  □ 

28.您會因為接收到台鹽產品相關資訊，而提高購買 

台鹽產品的意願。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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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料： 

29.年齡： 

□20 歲以下  □21-25 歲   □26-30 歲   □31 歲以上 

30.您認為台鹽最吸引人的原因為何：(單選)  

□產品品質  □品牌口碑  □產品實用  □價格公道 

31.您從何得知台鹽產品資訊：（單選） 

□電視  □報章雜誌  □廣告 □友人推薦  □其它 

32.您平均多久購買一次保養品： 

□一個月以下   □一至三個月   □四至六個月  □六個月以上 

33.您平均每個月可支配的的零用金為多少： 

□1000 元以下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 □5000 元以上 

34.您平均一年撥多少金額在購買保養品上： 

   □1000 元以下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 □5000 元以上 

 

 

 

 

 

 

 

 

 

 

 

 

 

 

 

 

本問卷到此全部結束，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漏之處， 

並將問卷調查表交予調查人員，再次的感謝您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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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 開幕促銷期間宣傳單─樣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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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促銷期間宣傳單─樣式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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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三 母親節促銷優惠禮盒組 

圖  片 產品名稱(內容) 
原 

價 

75 

折 

7 

折 

太陽媽媽禮盒系列 

 

極致抗老化禮盒 

全新細緻霜*2 

NANA化妝水*1 
贈：潔淨有酵控油洗面乳*1 

5100 3825 3570

 

淨白如雪禮盒 

全新潤色隔離霜*1 

NANA美白精華露*1 

蜜粉膚色 5ml*2 

贈：蓓舒美海藻防晒乳液*1 

4750 3563 3325

 

芙蓉禮盒 

柔漾蜜粉(珠色) *1 

柔漾蜜粉(膚色)*1 

魅采眼線筆*1(黑) 

魅采眉筆*1(黑)、 

Nu PUPU蜜粉殼*2 
贈：蓓舒美洗髮乳*1 

3460 2595 2422

 

及時雨保濕修復禮盒 

保濕凝膠*2 瓶 

蜜迪膚色 5ml*2 瓶 

贈：蓓舒美藻皂*2 

3600 2700 2520

 

眼部保養組禮盒 

NANA眼膠*1 瓶 
NANA眼膜*2 盒 
贈：蓓舒美沐浴乳*1 

2800 2100 1960

 

藻健康禮盒 

高濃度藍藻錠*1 瓶 

藻元氣*6 罐 

贈：鹼性超效牙膏*1 

1480 1110 1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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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瑕禮盒 

修容隔離霜*1 

嫩白色粉底液*1 

珠光色蜜粉*1 

贈：蓓舒美洗面乳*1 

3800 2850 2660

綠迷雅禮盒系列 

全新綠迷雅靚透禮盒 

全新活膚露*1 

全新細緻霜*1 

贈：藻皂*2 

3850 2888 2695

綠迷雅彩妝組合 

粉底液*1、粉餅*1、蜜粉*1 

贈：膠原蛋白潤絲精*1 

3330 2498 2331

NANA 禮盒系列 

 

NANA美白組禮盒 

美白霜*1、美白精華露*1 

贈：蓓舒美沐浴乳 

2680 2010 1876

 

NANA基礎保養系列禮盒 

化妝水*1、精華露*1、乳霜*1 

贈：蓓舒美洗髮乳*1 

3350 2513 2345

 

NANA卸妝禮盒 

卸妝油 200ml 單瓶、 

台灣搖滾鬼王 10年全紀錄書*1 

閃靈十年經典 CD*1 

贈：蓓舒美鹽皂*1 

2000 15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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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 母親節促銷活動宣傳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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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促銷活動宣傳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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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促銷活動宣傳單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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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五 

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           

 題目：商務網站行銷策略 -以台鹽生化產品為例  
工作預定進度表：  

2006 年 2007 年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資料蒐集          

平台建置- 

   型錄、影像上載 

         

平台建置-推銷          

平台建置-行銷          

初審          

平台測試          

問卷設計分析          

正式營運          

推廣行銷          

個案探討          

複審          

目標進度：           實際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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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六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林宜芝 

 資料蒐集、書面資料撰寫、系統功能設定、 
開幕促銷海報及看板製作、問卷發放 key-in與分析、 
網站登錄、專題簡報、母親節促銷海報製作。  

詹侑珊 

 資料蒐集、書面資料撰寫、系統功能設定、網站登錄、 
開幕促銷宣傳單、問卷發放 key-in、開幕促銷海報及看 
板製作。 

林淑茹 
資料蒐集、書面資料撰寫、系統功能設定、促銷宣傳單、

問卷發放 key-in、促銷海報及看板製作、網站 LOGO(大)、

網站登錄、簡報及海報製作、製作看板。 

黃雅慧 

 資料蒐集、書面資料撰寫、系統功能設定、網站 LOGO(小)
促銷海報及看板製作、問卷發放 key-in與分析、製作看板、

促銷宣傳單、網站登錄、簡報及海報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