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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摘    要  
 

本組以嶺東科技大學為一封閉市場，與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

司進行產學合作，研究的目的在封閉市場內嘗試不同的促銷方式

及行銷活動來提高美粧商店的知名度之可行性，提升來客數及營

業額。  

上學期問卷研究是設計跑班宣傳成效問卷。下學期設計上班

族與學生對保養品使用差異問卷。來了解兩者市場購買行為的狀

況。  

研究中本組提出上班族與學生族群對保養品的購買差異及實

體商店與網路商店的差異，也針對奇摩超級商城選出評價前三名

的賣場與歐漾美粧做商品銷售差異的比較。另外，在嶺東校內做

團購的活動，分成網路及傳統的方面進行，來探討封閉市場團購

行銷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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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現今彈指間即可輕鬆完成消費行為中，金流、物流電子商務

發達的年代，讓我們回過頭來仔細思考傳統的實體通路在沒有任何

開幕宣傳行為下應該使用何種經營模式或行銷手法來達到最大效益

和提升實體通路的知名度。以及在業者紛紛思考由實體通路轉向電

子商務發展的同時，為何實體通路仍然在業界屹立不搖。 

1.2 研究目的 

本次研究與歐漾國際貿易公司進行產學合作，利用課餘的時間

經營與管理產學合作實習商店，也在經營管理商店之間探討研究專

題內容，更替嶺東師生提供一個便利舒適的美粧購物據點。 

本次研究主要目的 

    ◆接續實習商店學習行銷與經營管理。 

    ◆實施各種宣傳活動並同步記錄觀察業績變化。 

    ◆人氣美粧銷售網站經營比較。 

◆問卷調查並分析。 

◆封閉市場內嘗試不同行銷模式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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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預期效果 

本次運用實體產學合作門市，以超低價最高品質的美粧保養

品，提供校內師生購買所需要的商品，並藉由即時通訊 MSN 系

統提供最新的美粧資訊與師生做交流，帶動產品促銷活動。 

 一、學校效益 

  ◆提供一個產學合作門市讓學校師生能更方便的選購。 

  ◆替校內師生爭取一個優惠的價格。 

 二、廠商效益 

  ◆藉由設立歐漾產學合作實習商店，幫助提升廠商知名

度。 

  ◆提供廠商了解嶺東師生購買保養品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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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架構 

本研究專題為實體通路經營管理，其研究流程架構以圖 1-1 表

示 

 

圖 1-1 研究流程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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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消費者行為模式 

消費者行為是指人們購買和使用產品或服務時，所相關的決策

行為。經由人們評估、取得及使用具有經濟性的商品或服務的決策

程序，也就是決定購買行動以現金或支票交換所需的財貨或勞務。

消費者為了滿足需求，所表現出對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

使用評價和處置等行為。由上述可知，現在消費者行為理論主要都

是為購買決策形成的過程的一種模式。 

人的需求和慾望在不斷發生變化，這使得市場變幻莫測。為了

贏得市場，就必須理解變幻莫測的市場活動中的基本參與構成。而

消費者是市場構成的一個主要角色，所有營銷針對的目標就是消費

者，廣告策劃就是尋找與目標消費者實現最佳營銷溝通的方法。在

對市場與消費者關係研究中，有關概念的權威解釋來自於美國市場

營銷協會，其對消費者行為的定義是：感知、認知、行為以及環境

因素的動態互 動過程，是人類履行生活中交易職能的行為基礎。 

消費者行為是動態的。這就意味著任何消費對像都在隨著時間

的推移而不斷的改變和發展。消費者行為包含了感知、認知、行為

以及環境因素的互動作用。消費者行為不是一種孤立的個人生理反

應，而是消費者個體對外在條件的一種反應，並且這種反應具有相



 

5 
 

互影響的互動性質。也就是說要想理解消費者，就必須了解他們在

想些什麼（認知）、感覺如何（感知），他們要做些什麼（行為），以

及與這一系列思想和行為活動相互影響的各種因素（環境和心理）。 

消費者行為涉及到交易行為。消費者做出購買決策可以看作是一種

行為結果，營銷和廣告所關注的就是這種轉化為購買決策和購買行

為的交易行為。它強調了消費者行為與市場營銷的一致性關係。 

2.1.1 消費者行為之 5W+1H 

◆為什麼買(Why)? 

探討消費者為什麼買，進而充分掌握消費者的購買動機，

然後將之轉換成適當的產品利益 ，以激發消費者採取購買的動

機。 

◆誰買（Who）？ 

 誰買包括兩個角度，誰是我們主要消費者及誰參與了購買

決策。 

◆何時買（When）？ 

 此一問題包括在什麼時侯購買、何時消費、多久買一次以

及一次買多少等。 

◆在何處買（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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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購買或消費地點，也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看

法，因為他會認定某項產品只在某些地方購買或消費。 

◆買什麼品牌（What）？ 

  在選擇過程中涉及到消費者用以判定品牌優劣的評估標

準，一般稱之為購買考慮因素 

◆如何買（How）？  

  當消費者決定要購買產品時，通常都希望以最簡單，最便

利的方法來取得產品。 

2.1.2 購買決策過程 

  消費者以解決問題的態度，來面對各項購買決策，因此稱為

購買決策過程（Buy decision process）。[1] 

消費者決策行為分為五個階段 

 A.問題認知  

   是何種動機引發購買的決策過程？ 

 B.尋找 

   何種情報來源對達到消費目的是最有用的？每一種來源的影

響力如何？  

C.方案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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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費者對不同產品的評估因素為何？每一因素對消費者的影

響力又如何？ 

D.選擇 

  消費者不能確知購買後的結果，因為行動多少有一些風險。

因此個人意願及情境因素進而影響購買方案的選擇。  

E.最後結果 

  行銷人員的任務並未隨著消費者購買產品而終止，還必須延

續到購買後的期間。 

  舉個例子來說，現在冬天到了，需要買一瓶乳液，然後開始

尋找目前有哪些品牌的乳液，接著評估自己的膚質以及價格是否

在自己的預算內，經過這些評估後，選擇了某一瓶的乳液去進行

購買，最後結果就是使用這瓶乳液的一個心得。以上的整個過程

就是購買決策過程。 

2.1.3 消費者決策型態 

消費者購買決策型態為消費者在逛街購物的心理情感與認知導

向，能一致的支配消費者的選擇，大部分消費者選擇產品或勞務會

受到一個或多個特別決策型態的影響，這些型態會根本控制消費者

的決策，且這些特質是存在的、可預測的，在本質上，它是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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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格，類似心理特徵的觀念。 

Sproles and Kendall (1986)研究消費者決策型態是指消費者

在接近市場時，使用特別的購買決策或是某些相關法則來引導消

費決策（例如：消費者可能顯出新奇崇尚流行、價格意識、品牌

意識等），並應用其所發展出消費者型態問卷（Consumer Styles 

Inventory）對美國高中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利用因素分析探討消

費者決策型態特徵，結果歸納出八種消費者決策型態[2] 

A.完美－高品質認知導向 

具此導向的消費者會仔細、有系統的尋找最佳品質的產品。 

B.品牌認知－價格等於品質 

消費者會傾向於購買國際性知名的品牌，賣得最好與高度廣

告的產品，且相信高價格代表高品質。 

C.新奇－流行認知導向 

消費者喜歡新奇或創新的產品，並且能由尋求新事物中獲得

樂趣，注意時尚、追趕潮流與尋求多樣化是其重要特徵。 

D.娛樂－快樂主義導向 

消費者視逛街購物為重要的休閒活動，且認為逛街有時只為

了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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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價格認知－價值等於品質 

消費者對於特價或低價產品有較高偏好，且認為尋找與金錢

等值的產品是一件重要的事，所以此類型消費者會仔細比較產品

價格。 

F.衝動－粗心型 

消費者會因一時衝動購買產品，且較不會在乎花費多少或是

否做了最好的購買。 

G.決策困擾型 

消費者會因過多品牌或商店等產品資訊供其選擇而感到困

擾。 

H.習慣－品牌忠誠型 

消費者習慣到其熟悉的商店購物，且一再購買其熟悉與喜歡

商品。 

2.2 產學合作廠商簡介 

2.2.1 歐漾簡介 

廠商名稱：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開店時間：96 年 8 月訖今 

資本額：1 百萬至目前 6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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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群：16 歲至 25 歲 

目前客戶群：14 歲至 60 歲最高 75 歲 

總負責人：楊智斌 總監 

學經歷：中原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2.2.2 歐漾大事紀 

 2007.06 歐漾美粧成立。 

 2007.07 歐漾美粧郵購服務起跑。 

 2007.08 歐漾美粧購物網上線 www.allyoung.com.tw 

 2007.09 歐漾美粧企業 CIS 形象對外公開。 

 2007.10 歐漾美粧申請中華民國商標權註冊。 

 2007.11 歐漾美粧申請販賣業藥商許可執照核准，並加入台中

市醫療公會。 

 2007.12 歐漾美粧獲選為台北恩主公醫院年終贈品供應廠商。 

 2008.01 歐漾美粧為服務更多客戶規劃成立實體門市。 

 2008.02 歐漾美粧於台中市公益路成立第一家實體門市.歐漾

美粧公益門市。 

 2008.03 歐漾美粧與台中嶺東科技大學簽訂產學合作案。 

 2008.03 歐漾美粧與花蓮門諾機構舉辦愛心義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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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3 歐漾美粧加入 PC HOME 商店街服務大家。 

 2008.04 歐漾美粧與 payeasy 簽訂特約優惠店家。 

 2008.04 歐漾美粧首推五大購物安心保證。 

 2008.05 歐漾美粧舉辦母親節購物活動，並獲台中 NEED 雜誌

報導。 

 2008.05 歐漾美粧與國泰產險簽訂 2000 萬產品責任險，給消費

者多一層保障。 

 2008.06 歐漾美粧公益門市來客數突破 10000 人次。 

 2008.07 歐漾美粧輔導嶺東科技大學教學學生報到實習。 

 2008.08 歐漾美粧總經銷紐西蘭第一保養品牌 Linden Leaves。   

 2008.09 歐漾美粧獲蘋果日報報導台中人氣商店。 

 2008.10 歐漾美粧推出業界首創(伍佰幫我送)活動，並獲廣大迴

響。 

 2008.10 歐漾美粧與台塑，宏碁，友達等 28 家上市櫃公司簽定

福委會合作方案。 

 2008.10 歐漾美粧與好樂迪簽訂威力卡聯名卡優惠。 

 2008.11 歐漾美粧於嶺東科技大學成立第二家門市.歐漾美粧嶺

東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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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 歐漾美粧獲得第九屆國家品質保證金像獎殊榮。 

 2008.12 歐漾美粧於一中街商圈，中華路 2 段成立第三家門市.

歐漾美粧一中門市。 

 2008.12 歐漾美粧加入奇摩超級商城，提供給您更多元的服務。 

 2009.01 歐漾美粧貼心提供不二話退換貨服務及 NG 商品補償

服務。 

 2009.01 歐漾美粧獲東森電視台真心愛台灣節目專訪報導。 

 2009.01 歐漾美粧獲中央社新聞報導，於 yahoo 新聞及 5 大網

路新聞平台同播。 

 2009.02 歐漾美粧經 LANCASTER 總經銷授權於通路販售。 

 2009.03 歐漾美粧經 pdc 台灣總代理授權於通路販售日系 pdc

系列商品。 

 2009.05 歐漾美粧成功掀起 B12 亮顏喚膚霜狂銷熱潮 2 天銷售

4000 條。 

 2009.06 歐漾美粧總經理楊智斌受邀上中天電視台今晚哪裡有

問題節目專訪。 

 2009.08 歐漾美粧響應 88 水災將部份營業額捐出。 

 2009.09 choc 雜誌專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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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10 歐漾美粧在台中世貿參與「台中美容化粧品及婚紗珠

寶大展」。 

 2009.10 歐漾美粧嶺東門市在校園遊會設攤。 

 未完待續..... 

2.2.3 公司歷程 

A.開店動機 

當初楊總在尋找賣什麼東西，是可以持續購買且回訪率高的

商店，在生活館看到許多開架式商品，而女生總會在這一瓶一瓶

保養品之間比價尋找想要的商品，那如果開一家商店不只提供一

個品牌，而是提供複合式的品牌給女性消費者一個購買的環境，

而保養品又是女性必需品，如果這個環境吸引到她們，那是不是

會增加她們持續購買的機率。 

B.客源 

起初楊總只是在一間小小的辦公室經營，而客群是鎖定辦公

室員工為主，主要是因為辦公室女性員工閒瑕時會討論最近最夯

的時事、或是哪邊有便宜的東西，而初期發 DM 請工讀生分發到

各個辦公室，而每一份 DM 交到顧客手上，都會說一句”最夯的

美粧保養品資訊在裡面” 。最後發現回來詢問 DM 商品的人絡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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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絕，而營業空間並不足以容納這麼多的顧客，之後才會開立第

一家歐漾美粧門市-公益門市，當初尋找地點基於成本的考量開設

在一家小小的巷子內，而標題打著巷弄內的美麗，由於開立在巷

子內造成許多人在尋找店面時，必須花上一段才能夠找到這家

店，也會造成網路上想去的人的熱烈討論，因此客群也越增加越

多。第二間門市－一中門市的開幕也是設立在台中技術學院後巷

子主要也是因為話題性，如果有消費者想到歐漾購買會主動去尋

找店面，也會因為是想買東西而到店購買，而不是一時的宣傳效

果。 

C.未來目標 

a.網路 

網站首頁改版，新推出網路電視購物看板於首頁介紹使用方

式、產品效用。 

b.門市複合式加盟 

 Mini 歐漾於十月中旬參與台中美容化粧品及婚紗珠寶大展 

(a)加盟金：6 萬 8 仟元。 

(b)加盟目的：希望透過歐漾廣告的宣傳帶動各加盟主商店

的利益，也會因為各商店的知名度帶動歐漾專櫃的購買率造成”

雙品牌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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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加盟內容：須具備已經營他項營業項目之店舖，撥出 0.5

坪的營業面積，不需多花費人事成本及管銷費用，經評估合格

後，即可馬上加盟，讓消費者逛街購物時多個新選擇。 

2.3 真品平行輸入之定義 

所謂平行輸入，係指未經合法授權之第三人，在未經著作權人、

商標專用權人、或專利權人之同意下，自境外輸入合法製造並附有

著作權、商標權標記或專利技術之商品，凡以真品平行輸入方式進

口之商品通稱為平行輸入真品，此一輸入行為，有將之稱為「真品

平行輸入」。[3] 

A.商標法上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商標法與平行輸入依商標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附有商標

之商品由商標專用權人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者，商

標專用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專用權。但為防止商品變質、

受損或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 

B.真品平行輸入應符合以下三項原則 

  a.平行輸入的真品品質必須與我國商標使用權人銷售的同一

商品相若，如果輸入的商品品質顯然有所差異，自應加

以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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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平行輸入的真品與我國商標使用權人所銷售的同一商品必

須有所區隔(例如應加適當標示)，如有造成消費者混

同、誤認、矇騙之可能，亦應加以禁止。  

  c.平行輸入的真品應以原裝銷售，加工、改造或變更，而仍

表彰同一商標圖樣於該商品，或附加該商標圖樣於商品

之廣告等同類文書加以陳列或散布，足致消費者發生混

淆、誤認其為商標權人或其授權使用人、指定的代理商、

經銷商時，視為侵害商標權。 

2.3.1 平行輸入與歐漾 

  歐漾國際貿易公司採用平行輸入，原廠包裝仍經過正常海關

報稅。平行輸入是以還原當地售價，不再經過台灣代理商抽成，

以降低價格回饋消費者，也為了免除消費者有所顧忌，所以提出

五大安心購物保證；12 個月有效期限、7 天退換貨、Good 良品、

原廠真品、2000 萬責任險。 

2.4 實體商店與網路商店差異 

2.4.1 開設網路商店好處 

A.成本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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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商店因為不需要實體的商店，這可節省了商店的租金、

設備與人事費用，進而可降低成本。 

B.時間的限制 

網路商店沒有營業時間限制，可一天 24 小時，一週 7 天，全

年無休的提供服務，進行交易。 

C.空間的使用 

由於網路商店沒有實體空間的限制，可以靈活運用版面擺放

商品，擴充性也較大。 

D.顧客來源 

因網路觸角可無限延伸，因此也就沒有地域限制，顧客可由

四面八方湧入，來源增加，銷售機會也會增大許多。 

E.商品展示 

網路商品雖然無法實際觸摸或仔細端詳產品外觀，但可多利

用照片輔以文字來敘述商品，以求讓消費者有真實感。 

F.人員配置 

網路商店雖然不需要店員在商店裡服務，但是仍然需要一些

維持網路商店正常運作的系統網路設計維護與管理人員，還需要一

些客服人員提供線上諮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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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開設實體商店的好處 

A.讓「品牌」更適恰的展現 

現在網路拍賣非常的方便，同一商品在拍賣上可以搜尋到

非常多筆資料，但是仿冒品也越來越多，所以如果能提供試穿、

適用，對消費者來說是非常的有保障，不怕買到不適合的東西，

也不用經常退煥貨，省下許多困擾。有些品牌設計師，也比較

傾向希望將商品放在實體店面，若有實體店面，談什麼都比較

容易些！ 

B.有一個「聚會場所」 

虛擬網路商店就是缺一個地方讓人們「過來」，增設了實體

商店至少可以拿來辦一些活動及促銷，讓更多的消費者參與及

凝聚，也增進了試用及討論的熱度。 

C.與客戶回歸「人面接觸」 

消費者需要這一個實體店面，理由是因為太喜歡這個網

站，因此想看看這些「幕後的人」是誰？這感覺就是給這個網

店「另一張臉孔」，以及「另一度空間」。這種面對面接觸的好

處是，讓商店老闆可以真正的透過和客戶直接的交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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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小結 

雖然實體商店好像「有些好處」，就論「效益」來說，店家

的營收目前依然以線上為主，實體店面並沒有為店家帶來太多

業績。或許實體商店的效益是比較不直接、看不到的，但是消

費者可經由實體商店的管道，而進階成為了網路上的忠實客

戶。由此可知實體商店與網路商店是相輔相成的。 

歐樣美粧亦是如此，此公司由一開始的郵購服務，後來發

展成線上的網路購物，而後也陸續開設了實體商店，雙管齊下

的方式讓歐樣美粧成功的發展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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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奇摩網路商城人氣美粧商店比較 

依據歐漾在網路賣場是屬於奇摩超級商城的類型，所以本組從

奇摩超級商城中選取前四大評價及人氣較高的商店來一起做比較。 

3.1.1 美粧商城簡介 

A.「BQ Power美學力」 

BQ是智慧的美麗商數 Beauty Quotient，綜合腦力(Brain)、美

麗(Beauty)、行為力(Behavior)，也是做自己的 Beauty Queen，寵

愛自己，自信帶來無限的快樂。我們提供千百種各類美粧品、保養

品讓愛美的您有多樣化的選擇經濟實惠的價格享受購物的樂趣。[6] 

B.「Buy Easy」 

Buy Easy為營運多年的保養品進口貿易公司，主要網羅了美、

法、日韓等國的優質與人氣保養品，因應網路型態的轉變，Buy Easy

轉型直接提供零售服務，將中間利潤回饋給顧客。我們追求嚴選優

質商品與平實價格，保證有效期至少 12個月以上，並不定期提供各

項商品購物折扣、贈品贈送，讓您的網路購物生活容易付、開心買。

[7] 

C.「哈囉妮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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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門為愛漂亮的水水們，購入各國保養彩粧商品，沒有真正醜

女人，但是有真正的懶女人喲!!趕快為我們美美臉蛋打點氣吧!! [8] 

D.「歐漾美粧」 

以平行輸入方式進各大品牌的產品，除了價格以最優惠的方式

給顧客，還給了消費者五大安心保證，包括 12個月有效期、7天退

換貨、GOOD良品、原廠真品、2000萬責任險，提醒買家除了比價格，

其他問題也很重要，中文標示、有效期、仿冒品、瑕疵品、售後服

務等等，這些歐漾都幫你顧好好。[9] 

3.1.2 各家美粧商城大評比 

表 3-1 大評比 

 
BQ power 

美學力 BuyEasy 哈囉妮妮 歐漾美粧 

網路平台 奇摩超級商城 奇摩超級商城 奇摩超級商城 奇摩超級商城 

評價/滿意度 4.4 4.5 4.4 4.5 

一年的評分數 669 833 423 354 

開店時間 2008.11.15 2008.11.27 2008.07.11 2008.12.22 

實體商店 無 無 無 有 

商品貨數 1,598 1,783 802 650 

付款與交貨 參考下列表格 參考下列表格 參考下列表格 參考下列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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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四家的網路平台都是屬於奇摩商城的類型，而開店時間最久的是

哈囉妮妮，四家商城中只有歐漾美粧有開設實體商店，在商品貨數

方面是 Buy Easy最多。四家商城中只有 Buy Easy有超商付款及取

貨的服務。 

表 3-2 付款及送貨方式

  

BQ power 

美學力 BuyEasy 哈囉妮妮 歐漾美粧 

付款方式 

線 上 刷 卡 ˇ ˇ ˇ ˇ 

A T M 轉 帳 ˇ ˇ ˇ ˇ 

超 商 付 款  ˇ   

送貨方式 

郵 局 寄 送 ˇ ˇ ˇ ˇ 

宅 配 寄 送 ˇ ˇ ˇ ˇ 

超 商 取 貨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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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運費說明 

免運費門檻最低的是歐漾美粧，滿 999 元免運費，而 Buy Easy

的超商取貨方面是滿 1000 元則免運費。 

 

  
BQ power 

美學力 Buy Easy 哈囉妮妮 歐漾美粧 

運費說明 

郵局

寄送 

未滿 2000，

收 50 運費，

滿 2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2000，

收 50 運費，

滿 2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3000，

收 50 運費，

滿 3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999，收

50 運費，滿

999 元，免運

費。 

貨運

宅配 

未滿 2000，

收 50 運費，

滿 2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2000，

收 50 運費，

滿 2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3000，

收 50 運費，

滿 3000 元，

免運費。 

未滿 999，收

50 運費，滿

999 元，免運

費。 

超商

取貨 
無此服務 

未滿 1000，

收 50 運費滿

1000 元，免

運費。 

無此服務 無此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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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每週營業額 

這部分本組是隨機抽取一個禮拜來做比較，Buy Easy的週營業

額明顯高出其他家許多，最主要的原因是商品數量最多、提供超商

付款及取貨的服務以及提供加價購的服務。 

3.1.3 各家美粧商城優缺點 

表 3-5 商城優缺點 

 優點 缺點 

BQ Power 

美學力 

1.另外有設奇摩拍賣商店，可

以增加更多買家來購買。 

1.買家反應缺貨的情況較

嚴重。 

Buy Easy 

1.四家中只有 Buy Easy 有提

供超商取貨付款的服務。 

2.商品數量最多。 

1.商品品質滿意度較其他

賣家差。 

 11/30(一)~12/6(日) 

BQ Power 美學力 NT 3,177 

Buy Easy NT 20,889 

哈囉妮妮 NT 2,298 

歐漾美粧 NT 1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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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囉妮妮 

1.有提供完整的信用卡分期付

款包含 3、6、12 期。 

1.開店時間較久，但是商

品數、滿意度卻比其他

賣加差。 

歐漾美粧 

1.開設三家實體商店，讓歐漾

美粧多了不少商機且讓消

費者可以看到真實的商品。 

2.積極參與大型美粧活動，例:

世貿展。 

3.因為有開設實體商店，所以

商品的單價比其他美粧店

高一點，獲利較高。 

1.商品數量較其他賣家

少。 

 

3.1.4 銷售第一名商品差異原因比較 

BQ Power 美學力: BIODERMA 高效潔膚液 500ML 舒/淨研。 

 

售價金額:420 元。 

購買人次:42 人。 

銷售數量:82 件。 

原因:比其他商城價格更低。 

歐漾此商品金額 49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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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y Easy: 韓國 SkinBB 霜 40g。 

 

售價金額:320 元。 

購買人次:5,258 人。 

銷售數量:7,517 件。(詳細如下) 

原因:比其他商城價格更低。 

BQ 此商品金額 380 元。 

「Buy Easy」在商城販賣的”韓國 SkinBB 霜”賣到上千瓶的原因

除了它的價格比較便宜之外，如購買此商品還可以用優惠價加購商

店的其他產品，大大增加買家購買的意願度，。 

哈囉妮妮: Vaseline 凡士林 高效鎖水保濕乳液。 

 

售價金額:190 元。 

購買人次:43 人。 

銷售數量:67 件。 

原因:比其他商城價格更低。 

歐漾此商品金額 22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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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漾美粧: 瑞士薇佳 B12 喚膚精華霜 50g。 

 

售價金額:980 元。 

購買人次:4,757 人。 

銷售數量:6,476 件。(詳細如下) 

原因:四家商城中唯一獨賣商品，由日

韓明星大力推薦。 

「歐漾美粧」在商城販賣的” 瑞士薇佳 B12 喚膚精華霜”是屬

於日本藝人大力推薦的商品的第二代，由於第一代 B12 喚膚精華霜

就銷售的不錯，外加第二代商品有經過改良更適合亞洲人使用更重

要的一點買家也是有利用網路資源，現在大家普遍都把奇摩當成首

頁，所以歐漾向奇摩買了首頁的廣告(參見附錄 2 至附錄 5)，讓大家

更容易發現到這項商品，所以就會去了解並且購買。 

3.2 購買差異 

3.2.1 上班族及學生對保養品的購買能力及心理比較 

在接手經營實體商店的過程中，本組想了解學生族群跟一般的

上班族群的購買差異在哪？於是直接向歐漾總公司做詢問，經過整

理討論後得到以下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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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班族群 

以公益門市來說，那邊因為商業大樓居多，所以來店消費

的客群以上班族為主。大部分的上班族都有穩定的收入，所以

產品價格的高低對他們來說並不重要，重點是產品要好用而且

效果要好，偏高價位的商品是可以接受的。只要有來店面基本

上一定會消費，而且客群相當穩定，老客戶較多，回流率也比

較高，對於缺貨需要訂購的商品她們也比較願意花時間等，但

還是要定期寄送通知或型錄告知目前的產品動向資訊。 

B.學生族群 

以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來說，大部分學生的經濟來源還是

依靠家庭或是打工，所以產品價格的高低對她們來說是很重要

的。舉例來說：如果現在有兩罐不同品牌的乳液，在知名度差

不多的前提之下，價格較便宜的一定會優先列入考量。也就是

說價格幾乎決定一切，而且來店一定會先比價，不一定會馬上

做決定。對學生來說，便宜又好用才是決定勝負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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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上班族群與學生族群消費習慣比較 

 上班族群 學生族群 

購買因素 
1. 功能強、效果好。 

2. 價格不是問題。 

1. 容量多、效果好。 

2. 越超值越好。 

消費能力 強 弱 

穩定度 
相當穩定且回流度

高，老客戶居多。 

不太穩定，但不斷有

新客上門。 

維繫方式 定期寄送 DM。 
定期做宣傳以增加曝

光度。 

  不論是上班族群還是學生族群，客源都是要靠不斷的提醒跟宣

傳才能源源不絕，我們也會更加強宣傳活動，提高來客數及購買率。 

3.2.2 上班族及學生購買美粧商品調查 

A.學生最重視的購買重點 

根據網路上的調查，最能吸引學生購買的場所分別是 

a.網路商店 

現今網路購物非常的便利，百貨公司專櫃的產品通常

學生買不起，但是網路商店一家一家的開，產品種類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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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多花點時間做比較，就能一次購足所需的商品，便宜

又方便。 

b.開架式賣場 

很多保養品都很貴，但現在的保養品大廠考量了學生族群

的市場，紛紛推出了副廠牌的產品，通常在屈臣氏或康是美

都可以看的到蹤影，從保養到彩粧一應俱全，甚至有些商品

還有提供試用，例如：SHISEIDO 資生堂的 ZA、戀愛魔鏡、

INTEGRATE，KOSE高絲的 FASIO、及 KANEBO佳麗寶的 KATE、

TIFFA 等等。對於經濟能力不強又想把自己打扮的美美的學

生來說是一大福音。[10] 

B.學生最重視的保養重點 

a.卸粧前五名 

(a)蜜妮(Biore) －深層卸粧油 150ml-219 元 

(b)旁氏(Pond's) －深層淨顏卸粧油 175ml-295 元 

(c)露得清(Netrogena) －深層卸粧乳 200ml-353 元 

(d)蜜妮(Biore) －卸粧凝露 120g-200 元 

(e)Perfect－超微米卸粧蜜 120g-150 元 

b.清潔前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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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曼秀雷敦 ACNES藥用抗痘洗面乳 100g-165 元 

(b)露得清(Netrogena)深層淨化洗面乳 100g -110 元 

(c)露得清(Netrogena)抗痘清痘洗面乳 100g -149 元 

(d)蜜妮(Biore)洗面乳(柔珠深層) 100g -110 元 

(e)多芬(Dove)乳霜洗面乳(潤澤柔嫩) 100g-79 元 

c.防曬前五名 

(a)露得清(Netrogena)細白隔離乳液 SPF30 100ml-399 元 

(b)Heme蘋果靚白水乳液 100ml-299 元 

(c)歐蕾(Olay)淨白 UV隔離修復乳液 SPF30 PA++ 

(d)巴黎萊雅(L'Oreal Paris)UV 超效防護隔離乳液(紫) 

30ml-450 元 

(e)歐蕾(Olay)滋潤保濕乳液 150ml-279 元 

d.美白前五名 

(a)曼秀雷敦 ACNES藥用抗痘美白洗面乳 100g-140 元 

(b)露得清細白修護面膜 5 片-760 元 

(c)卡尼爾晶亮 SOS美白淡斑筆 10ml-369 元 

(d)歐蕾草本淨白保濕霜 50ml-399 元 

(e)旁氏雙重嫩白精華乳（新）30ml-59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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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上班族女性最重視的購買重點 

根據網路上的調查，最能吸引上班族購買的場所分別是 

a.百貨公司 

基本上一般上班族女性具有強大的消費能力，通常都會

到知名度較高的國際大廠做購買，價格不是問題。但近年來

也有越來越多的女性會趁百貨公司週年慶做促銷時購買，精

打細算。 

b.網路商店 

上班族女性大部分的時間都花在工作上面，近年網路商

家眾多，也會利用空檔在網路商城選購，省時又便利。 

B.上班族女性最重視的保養重點 

根據 9999汎亞人力銀行與 33Beauty女性網站合作的最

新調查顯示，「清潔」、「防曬」、「美白」、「抗老化」等是女性

保養的重點項目。[11] 

a.清潔卸粧品牌前五名 

(a)植村秀－卸粧用的潔顏油 

(b)DHC－卸粧油、潔面皂 

(c)露得清－抗痘、洗顏效果受到皮膚科醫師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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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高絲 

(e)倩碧 

b.防曬品牌前五名 

(a)Shiseido 資生堂－「安耐曬」 

(b)SK2 

(c)佳麗寶 

(d)高絲 

(e)克蘭詩 

c.美白品牌前五名 

(a)資生堂－「優白系列」 

(b)Kose－「雪肌精」 

(c)SK2 

(d)嬌蘭 

(e)CD 

d.抗老化品牌前五名： 

(a)SK2 

(b)台鹽 

(c)海洋拉娜 La Mer 

(d)雅詩蘭黛 

(e)資生堂 [11] 

  本組會將市面上的調查結果告知總公司並做討論，是否能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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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銷售排名較高的產品纳入販售考量，增加商品數量，讓大家都能

以更便利、更優惠的價格購買新目中的理想產品，並藉機提高商店

知名度、營業額及來客數。 

3.2.3 職場女性心中最想擁有的「夢幻保養品」 

A. La Mer 海洋拉娜乳霜-500ml 要價 50000 元。 

B. SK2 的青春露-150 ml 要價 3100 元。 

C.英國女王也愛用的 sisley 全能乳液-125ml 要價 4200 元。 

  D. LA PRAIRIE 的魚子醬系列，其「魚子美顏豐潤保濕霜」

-50ml 要價 11500 元。 

E. albion 滲透乳-200g 要價 4200 元。 

SK2 以強勢的廣告方式，讓職場女性印象深刻，於是「晶瑩剔

透」的肌膚成為女性期望的目標。albion 滲透乳，是在網路上很受

到歡迎的暢銷品牌。LA PRAIRIE 魚子醬系列，雖然價格高昂，但

因為口碑傳承的緣故，仍就是女性心中的夢幻商品。 

這樣的價位對於一般年輕上班族而言實在是不小的負擔，但年

輕女性愛美，卻也願意咬著牙掏出自己辛苦所得。以往刻板印象中，

會認為業務工作或從事廣告、行銷、公關的女性會比較偏重保養，

但事實上，以目前所接觸的企業而言，幾乎多數女性上班族不分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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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外務都或多或少會使用保養品，尤其新一代七、八年級進入職場

後，使用保養品的狀況更是愈趨明顯，甚至也有不少男性上班族也

開始懂得怎麼「保養自己」。 

3.3 宣傳及行銷方法 

 3.3.1 宣傳活動 

本組商店的位置並不醒目，如果沒有大量的宣傳，幾

乎是不會有人潮過來的。為了改善先前的狀況，本組用以下方式

增加曝光度。 

各

班

宣

傳 

從九月開學後本組就積極的到各個班級宣傳，因

為實習商店的位置不明顯，所以製作一幅海報路線

圖，清楚告訴同學們實習商店確切的位置，也同時宣

傳實習商店熱賣商品種類，並發出最新的宣傳傳單，

加深同學的印象及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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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

店

小

禮

物 

本組為了能吸引更多同學來店光顧，也向歐漾公

司爭取到 100 份的來店禮，只要來到嶺東歐漾門市填

一份問卷就送精美小禮物。 

 

即

時

通

訊 

本組有新增一個 MSN 即時溝通的平台，讓學生(顧

客)不用出門，可以先詢問商品有無現貨，不用多跑一

趟省下寶貴的時間，有新活動或新商品推出時，也可

立即發出活動訊息。 

另外店內有學校的分機(3925)，也可以直接來電洽詢

喔。 

3.3.2 行銷方式 

行銷可以簡單定義為優良的商品以合理的價格，經由最適當的

銷售管道提供給消費者的各項活動，所以目前本組也利用了以下的

行銷方式來增加消費者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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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品組合優惠價販售 

活泉水+溫泉舒緩噴液+含氧細胞露任搭三瓶 899元。 

此商品用於舒緩鎮定肌膚的不適感，能維持

水份平衡及長效保濕，亦可當化粧水使用。 

例如:原本買 3瓶需 957元， 

配合促銷活動可省 58元喔! 

B.購買特定商品送贈品 

CORSICA單筆消費滿 500元，即贈保養旅行組乙份。 

此商品屬於法系品牌與台灣廠商合

作，主打有機概念，產品訴求天然粹取

植物零污染的精華，引領現代人回歸自

然健康的生活。以下系列商品有:沐浴

乳、洗髮乳、身體乳等等。 

C.超人氣商品特價 

B12亮顏喚膚精華霜 

第一代的 B12亮顏喚膚精華霜由日本超

人氣藝人藤原紀香代言，在歐漾及市場上的

銷售成績亮眼，顧客反應極佳，所以歐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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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第二代 B12亮顏喚膚精華霜，以市價 2980元特價 980元優惠

給喜愛此商品的消費者。 

D.教師享 95折優惠 

香芬包及特價商品除外在與廠商積極爭取下，廠商認為教師

較具購買力，特給予此優惠。 

E.園遊會刺激行銷 

a.園遊會前準備工作 

首先攤位租金 1000 元討論後由歐漾公司負擔。再來和學生會接

洽當兩個攤位，規定當天需使用園遊卷購買，由於商品價位較高，

為了避免消費者麻煩所以經溝通協調後，本組的攤位也可使用現金

購買。若當天園遊卷金額超過 2000元就必須讓學生會抽取營收 10%。 

這次園遊會歐漾公司提供一些沒有在門市出現過的新商品，而

此活動全館歐漾價再打 95 折，香芬包特價品除外。 

平時進貨量約 5~20 個商品不等，這次應映園遊會的需求，進

貨量高達 144 個商品。 

b.園遊會當日 

本組集合準備時間：早上八點 

園遊會活動時間：早上九點至下午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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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遊會當天將店舖內全數商品搬至園遊會的攤位上，直接將商

品呈現在顧客面前，也有提供商品試用，而在攤位前準備了大幅的

海報，告訴師生(顧客)實習商店的確切位置。 

歐漾公司推出新的 DM，由於攤位擺設空間有限制，無法將 DM

上全數商品擺至攤位，當天另有提供預購 DM 上商品全額付款再打

95 折，事後電話通知顧客到嶺東門市取貨，增加其他商品的曝光度

及提高營業額。故當日營業額加上 DM商品訂購，總金額達 8000 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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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小結 

對實體商店而言，若沒有適當的行銷手法及宣傳活動，就算商

品價格再優惠也沒辦法達到實質效果。園遊會活動的目的是告知營

業時間及位置，增加實習商店的知名度，藉此提升營業額和帶動來

店光顧人數，並且讓在歐漾網路商店想買保養品的師生，能以短時

間近距離的地點迅速購買。本組預期來客數將會比以往更多，績效

也會比以前更好，這是本組希望達到的目的。經過以上的行銷及宣

傳活動後，不管是物流管理、顧客關係管理、金流管理，讓組員們

更了解所有營業流程。 

3.4 實習商店經營內容 

本組藉由暑假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實習，直到嶺東科技大學

歐漾門市產學合作接手經營，從產品的認知、擺設、調撥貨、每週

的營業報表記錄回傳歐漾公司，實際經營操作之下才了解到困難所

在。也藉此分析在嶺東開設商店的實際營運概況做研究。 

本組經營門市的營業時間是每週一和週五早上 9 點到下午 3

點，每週二、三、四是早上 9 點到下午 1 點，配合上課時間做調整。 

3.4.1 門市營運概況 

A.確實實施每日工作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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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班人員必須確實填寫工作紀錄，以便次日的當班人員跟

上進度。 

B.每日確實盤點店內貨物 

    進貨調貨及代購事項必須確實填寫，銷貨及總庫存量也必

須詳細盤點。 

C.交接班確實 

    每天的營業額要確實回報歐漾公司，並連同店內鑰匙一起

移交給隔日的當班人員。 

D.每週提交銷售報表 

將一週的營業紀錄登入在銷售報表上(電子檔)，詳細記錄

新增商品及調進貨數量，結算總營業額核對後將報表回傳歐漾

公司及繳回營業額。 

E.訂貨流程 

    確認歐漾公司庫存→告知顧客目前有無存貨→確認訂貨→

支付三分之一訂金→填寫顧客聯絡資料→到貨後電話通知門市

取貨。 

3.4.2 門市營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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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營業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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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 門市總營收圖 

 嶺東歐漾門市從 98 年 9 月 15 日開始營業，由於天數較短，因

此由圖 5-1 得知在九月份的營業額最差，銷售營業額最好的是在十

月份，除了當月有新產品特價上市外，最主要是因為 10 月 28 日校

慶園遊會推出全面商品九五折優惠。利用人潮多時做販售，增加實

習商店知名度、提升營業額，達到了宣傳效果。故十月份的營收最

高。 

 

 

 

 

 

圖 3-2 九月營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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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營業額統計

1378

576
227 259 79

4793

1555

643

2940

476
0 0

308 515 671

5733

0

922

4003

2119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1 2 5 6 7 8 9 12 13 14 15 16 19 20 21 26 27 28 29 30
日期

金

額

每日營業額

十一月營業額統計

97 79 236

1539
2082

1051
527

1300

376

1384

3361

1752

458

2416

11021026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4000
4500
5000
5500
6000

2 3 4 5 6 16 17 18 19 20 23 24 25 26 27 30
日期

金

額

每日營業額

 

 

 

圖 3-3 十月營收統計圖 

 

 

 
 

圖 3-4 十一月營收統計圖 

圖 3-2、3-3、3-4 表示出，在這三個月份中，每週一和每週五營

業額都是比較高的，主要是因為營業時間為六小時，較其他三天營

業時間來的長，由此可得知營業時間長，得到的利益也就跟著提高。 

3.4.3 商品銷售排行 

表 3-7 商品銷售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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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商品從九、十、十一月銷售數量做統計，前十名商品都

是比較有知名度的商品，而且也因為進入冬天的關係，護唇膏、護

手霜、乳液都在排行裡。其中銷售第一名的日系小物為魔法氈，因

為價格比市面商家都還要來的便宜，故學生下手較不猶豫。 

3.5 團購定義 

所謂團購就是團體購買和集體採購的統稱。原本只有你自己一個

人買，數量少價錢又高，而結合大家的力量一起購買，以量制價，可

以壓低價錢又能節省運費，使所有參加的人均可以超低的價格購買到

自己喜歡的商品。 

團購商品行銷觀念是由外而內，界定清楚的市場、專注於顧客的

需要、協調影響顧客的行為，透過顧客滿足來創造利潤。[12] 

3.5.1 團購經營內容 

本組在經營團購前，先執行 25 份一對一的訪談問卷，訪談目的

為找尋各班團購負責人。經由訪談後得知下列結果： 

A.多數同學團購的經驗都是食物居多。(25 位只有 1 位有團購過

彩粧類商品。) 

B. 團購資訊來源調查結果第一名為網路資訊，第二名則為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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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通常願意團購的最大誘因為商品折扣其次則為免運費所

以團購最大的影響力是比市面上價格還要低。 

D. 此次調查等待工作天數結果，約五成為一星期，另五成約為

二星期所以團購理想的等待工作天為 7~14 天。 

E. 此次調查 25 位同學都願意揪其他同學或朋友一起團購。 

F. 假設團購負責人有福利，半數同學會有意願參與，則另半數

同學不願意參與的理由為怕麻煩。 

訪談完成後，本組與歐漾有限公司進行研討團購流程，在實際運

行上負責人回饋機制這部分是有難度的，假設以現金回饋，單純的學

生市場是否牽涉利益衝突、以禮卷回饋對負責人未必有吸引力...等。

於是決定由五位組員自行宣傳本次團購研究。本次團購活動內容為下 

活動主旨 

〝嶺東歐漾揪團 GO〞 

活動內容 

◆市價   

3ml*2 瑞士薇佳 B12 $300 元+ Carmex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89 元

=$389。 

◆超值好康價 

3ml*2瑞士薇佳 B12 +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120→團購數量達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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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以上 。 

3ml*2 瑞士薇佳 B12 +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100→團購數量達

100 組以上。 

活動期間 

 99/4/26~99/4/30  

活動目的 

觀察與比較團購與零售之差異 

行銷規劃 

一 、99/4/26~99/4/30 發放團購 DM 500 張。(A4 大小) 

二、 張貼活動 DM 50 張 

團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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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嶺東歐漾網路社群團購 

將商品圖片與資訊製作成影音檔，讓圖片不只是圖片。初期想

法是由五位組員共同在 FaceBook 上發布團購資訊，再藉由分享功

能請朋友轉貼連結，一位組員好友至少達 100 人以上，因此分享轉

貼效率快、數量多，發佈團購時間由 99/4/21~99/4/25 共 5 天。但結

果不如預期，網路預購數量只達 5 組，因此我們延伸探討此次利用

網路社群在封閉市場作團購的優缺點比較 

◆網路社群團購優點 

(a)網際網路發達的時代資訊散佈非常容易。 

(b)影音配合更生動，提升購物慾。 

(c)短時間即可完成團購流程。 

◆網路社群團購缺點 

(a)看到團購資訊的未必是嶺東學生。 

(b)轉貼分享對轉貼者沒利益，沒有轉貼的動機。 

(c)一篇由個人發布的團購資訊缺乏可信度。 

(d)團購商品品牌知名度不夠高。 

(e)組員朋友重複，資訊無法大幅擴散。 

3.5.3 網路社群團購發佈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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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99/4/21 下午 18:00 在組員的 facebook 上第一次發佈 

 

  ◆組員在 facebook 的特賣會情報站發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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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在 facebook 上與回應者互動 

 

  FaceBook 是一個無遠弗屆的社群網站，將資訊放上網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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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朋友在傳送給朋友，已達成事半功倍的效果，但由於上述所列

之缺點，也因為組員們都沒有隔一段時間一直去更新或是換新的文

字去吸引人，重複的轉載，導致大家都沒有興趣去觀看，更增加了

本組團購的困難度，以至於訂單數不如預期，所以本組再嘗試不同

的行銷模式，以最傳統的團購模式去運作。 

3.5.4 傳統團購過程與成效 

團購過程以下圖 3-5 表示 

 

 

 

 

 

 

 

 

 

 

圖 3-5 團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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侷限於封閉市場內的嶺東歐漾門市，除了安排各種不同促銷活

動外也嘗試不同的行銷模式，從一開始團購的構想形成本組就先進

行事前訪談，經研討後本組直接至歐漾公益旗艦總店與廠商接洽，

開會過程中與歐漾負責人楊總熱烈的提出假設性問題，例如：夏天

適合賣什麼?學生喜愛品牌是?商品價位要定在哪個範圍?我們要賣

幾組商品才能達到優惠價格…等。最終決定直接至賣場挑商品搭配

組合價格在$100 元內，於是商品組合就此構成。 

3.5.5 在封閉市場團購與零售的差異 

一、 業績統計 

本組直接採用實體門市週平均營業額與團購檔期營收額做比

較，時間相同皆為一週，業績即可直接反應出行銷成果。嶺東歐漾

產學合作實習門市由 98 年 9 月營業額為$8,040、10 月營業額為

$27,197、11 月營業額$18,786，以週為單位統計平均額為$4,501。相

較之下，本次團購研究時間從 99/04/26~99/4/30 共 5 天，團購一週

時間接到的訂單達到 45 組，金額統計為$5,400，在相同的執行時間

內營業額就能夠顯示出在封閉市場內，團購行銷方式的可性。 

 二、執行時間 

實體商店是提供一個場所讓顧客自己上門來挑選商品。經統計

後歐漾產學門市每週經營時間達 22 小時，開立時間內嘗試不同行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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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以觀察業績變化。本組實際運作研究出，從團購的想法形成至

團購 DM的設計與發放，一天平均宣傳時數為 4 小時，只需三個工作

天共 12小時就能夠完成在封閉式場內的團購行銷動作，其餘時間只

需組員保持手機待機狀態良好即可接洽訂單。若以執行時間來比

較，團購的行銷方式顯得較有效率。 

三、 庫存管理 

實體商店需要每天盤點庫存、帳務管理、每週回傳公司庫存報

表、商品管理…等，所需注意的事務繁多。團購的庫存管理部份只

需在團購期間內備齊預購數量、現場付款的帳務管理，綜觀以上幾

點內容能夠得知團購的優勢。 

3.5.6 在封閉市場開設美粧之 SWOT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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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問卷研究 

4.1 問卷設計 

本組研究對象為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本次問卷研究將分成兩

次發放；第一份為開幕期間形式較簡單的小問卷，第一份問卷在實

習商店跑班宣傳期間發放填寫，共 100 份，來店填寫問卷即贈送小

禮物，其目的為觀察跑班宣傳活動的成效而設計此問卷。1~4 題為

基本資料，5~7 題則是對嶺東歐漾的相關認知問題，為複選題。 

第二份研究對象為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及一般上班族，藉由問

卷想要得知學生和一般上班族對購買保養品上的消費能力狀態、購

買保養品的動機、保養品購買地點、保養品的資訊來源以及了解保

養品需求的認知，而設計此問卷。本研究將問卷分為以下兩部分: 

第一部分: 基本資料共 6 題，包括職業類別、性別、年齡、平

均每月薪資(零用錢)、平均多久購買保養品、單次花在保養品上的

購買金額，等個人相關基本資料。 

第二部分: 購買因素共 14 題，第 1 題將六大類保養品依最常使

用的程度依序給分。第 3 題是購買保養品時最注重的產品特色，此

題為順序填答；其他購買保養品的相關問題，為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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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問卷流程 

本研究其問卷流程以圖 4-1 表示 

問卷設計 

 

問卷發放 

 

問卷回收 

 

結果與分析 

圖 4-1 問卷流程圖 

4.2.1 跑班宣傳成效問卷內容統整 

一、「本次來店是否購買商品」統計圖為下圖 4-2 所示

本次來店是否消費
是

26%

逛逛

74%

是

逛逛

 

圖 4-2 來店者本次是否消費 

由圖 4-2 可看出 100 個來店者只有三成左右會購買商品，有七

成以上的來店者幾乎是參觀逛逛而已。可得知購買率還是很低，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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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繼續加強與改進。本組在同學都得知填寫問卷就贈送小禮物的情

況下發放此問卷，其主要目的是帶動同學的來店率及商店位址知名

度，也因此導致購買率不佳，所以問卷的設計更需本組細心的研究

與探討。 

二、「如何得知嶺東歐漾門市」統計圖為下圖 4-3 所示 

如何得知嶺東門市

同學介紹

32%

宣傳單

59%
網際網路

3%

之前就知道

2%

路過

4% 同學介紹

網際網路

宣傳單

路過

之前就知道

 

圖 4-3 來店者如何得知嶺東門市 

圖 4-3 中宣傳單的部分，為本組組員到校內各班級宣傳嶺東實

習商店位址所發放的宣傳單。藉由宣傳單而得知嶺東門市的來店者

很明顯的高出其他條件配比，可見在傳統的實體通路還是用最傳統

的單一拜訪宣傳方式效果最為顯著。但是其中 32%是藉由同學介紹

而得知嶺東門市位址，所以口耳相傳也是在傳統通路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良好與敗壞的聲譽自然影響了業績的成敗，所以在封閉市場

中「人的力量」仍然不可小覷。 

三、「來店吸引原因」統計圖表為下圖 4-4 所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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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市吸引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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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來店者對嶺東歐漾印象最深刻為何 

分析顧客會到嶺東實習門市的主要原因 

A.由於歐漾一直主打的就是「全年超低價、天天週年慶」標語，

所以顧客在踏進門市前就已經有預期心理，買到的都會是最

優惠的價格，比例為 44 人。 

B.商品擺設的部分門市以乾淨、清新、井然有序為主，顧客進

門就會聞到香香的味道，讓每位顧客都能感到很舒服，比例

為 42 人。 

C.消費者進門的第ㄧ句歡迎光臨與商品介紹的專業態度，影響

了顧客對歐漾的印象。而第一線銷售人員最首重的也就是對

顧客的態度，比例為 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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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跑班宣傳成效問卷分析結果 

由問卷分析得之，在封閉市場使用最傳統的面對面宣傳與消費

者的口耳相傳，是影響力最大也最快速的宣傳方法之一。問卷中嶺

東師生進入實習商店的購買率結果顯示只有 26%，顯示出仍然有加

強的空間。本組應該將再提供更好的優惠活動，並期待能與廠商爭

取優惠折扣，以提升嶺東師生的購買率。 

4.2.3 上班族與學生對保養品使用差異問卷內容統整 

一、「平均多久購買保養品」統計圖為下圖 4-5、4-6 所示 

 

圖 4-5 嶺東學生平均多久購買保養品 

 

圖 4-6 上班族平均多久購買保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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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生部分，由於學生經濟能力有限，以至於購買保養品的時

間沒有固定，而且學生會到各個賣場去比價，或者等到他需要的商

品有特價時，才會有興趣或能力去消費；上班族的薪資固定，購買

能力較堅強，買的保養品通常會使用一系列或一組的產品，等到差

不多三個月後會直接去購買他們所需要的商品，不會刻意去等待特

價或是去各賣場比價。 

二、「單次購買保養品金額」統計圖為下圖 4-7、4-8 所示 

 

圖 4-7 嶺東學生單次購買保養品的金額 

 

圖 4-8 上班族單次購買保養品的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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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學生經濟能力有限，在單次購買保養品的金額並不高，大

約都在 500元以內及 500~1000元上下;上班族則是單次購買金額約

是學生的兩~三倍左右。 

三、「新興保養品的購買意願」統計圖為下圖 4-9、4-10 所示 

 

圖

嶺東學4-9 

生對 新興保

養品 的購買

意願 

 

圖

上班族4-10 

對新 興保養

品的 購買意

願 

經過調查，學生如果是有朋友同學推薦或是電視廣告不錯的會

去嘗試用看看，比較勇於嘗試；而一般上班族對於沒用過的保養品

都不太敢嘗試，習慣用固定的廠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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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購買保養品的資訊來源」統計圖為下圖 4-11、4-12 所示 

 

圖 4-11 嶺東學生保養品資訊來源 

 

圖 4-12 上班族保養品資訊來源 

學生下課後主要的休閒活動幾乎都是上網，也因網路上的資訊

發達，常常可以在網頁上看到許多商品的廣告，所以學生對於保養

品的資訊來源偏向網路;在上班族方面，電視廣告比較是上班族資訊

的來源，也因為廣告的可信度較高又加上名人代言，所以上班族較

容易被電視廣告所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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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優先購買保養品地點」統計圖為下圖 4-13、4-14 所示 

 

圖 4-13 嶺東學生優先購買保養品地點 

 

圖 4-14 上班族購買保養品地點 

 

此兩圖可以很明顯的看出來，學生因為經濟有限，所以通常購

買保養品的地點是在單價較低的美粧店或是生活館;而上班族薪資

固定，大部分比較有能力到高單價美粧產品的百貨公司。 

六、「保養品何時購買」統計圖為下圖 4-15、4-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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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5 嶺東學生保養品使用習慣 

 

圖 4-16 上班族保養品使用習慣 

學生大部分有預算的壓力，所以會等到完全用盡了才會決定去

購買保養品;而上班族比較不會考量預算問題，所以保養品快用完時

會馬上購買。 

 

4.2.4 上班族與學生每月薪資/零用錢單次購買保養品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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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交叉分析結果 

一、「嶺東學生每月零用錢與單次購買保養品平均金額」之分析為下

表 4-1 所示 

表 4-1 嶺東學生每月零用錢與單次購買保養品平均金額 

由表 4-1 可知，嶺東學生的每月零用錢範圍落在 1000~5000 元

以內的人數佔了將近一半，而在此範圍內，願意單次花費 500 以內

在購買保養品上的人數有 31 個人，顯示嶺東學生對保養品的購買能

力不高，由結果可知，受每月零用錢的影響，嶺東學生單次平均購

買保養品的金額維持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數佔多數。 

 

二、「上班族每月薪支所得與單次購買保養品平均金額」之分析為下

表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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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上班族每月薪支所得與單次購買保養品平均金額 

由表 4-2 可知，上班族每月薪支範圍分別落在 20001~30000 元及

30001 元以上人數各佔三分之一以上，兩範圍內單次購買保養品金

額都顯示在 1001~3000 元，顯示上班族對保養品的購買能力偏高，

由結果可知，受每月薪資的影響，上班族平均單次購買保養品的金

額在 3000 元以下的人數佔多數。 

4.2.5 上班族與學生對保養品使用差異問卷分析結果 

由本次問卷研究顯示，學生與上班族最重視的皆為清潔用化粧

品，其次是保養用化粧品。在購買保養品方面，學生與上班族都只

會尋找有特定需求的商品購買，上班族與學生最重視保養品的效

果，其次才是價格及品牌。所以由此可知，不分職業或是年齡大家

對購買保養品的心態是差不多的。比較不同的是，學生除了尋找需

要購買的保養品外，還會考慮是否有折扣優惠活動，才會下手購買。  

在認知上學生與上班族都認為網路與百貨公司所販賣的產品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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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不一定會相同，因為在網路上購買商品要注意許多事項，像是賣

家的評價、商品來源及整個行銷通路的風險，雖然產品整個外觀都

是跟百貨公司一模一樣，由於上述原因還是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網路

上購買商品的安全性。 

  在消費習慣來說，學生與上班族在網路購物時最常使用的付款

方式是超商付款，既便利又安全。再來學生傾向於貨到付款，此優

點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如果訂購的商品看到實體不喜歡，可以馬

上退貨，而缺點則是運費較高。另外上班族較無網路購物經驗居多，

比較偏向去實體商店購買。普遍上班族都有信用卡，所以對上班族

來說信用卡分期機制也是很方便的付款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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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論 

5.1 研究結論 

從暑假到歐漾國際貿易公司實習後才發現，原來要經營一家公司

是那麼的不容易。相對的，在嶺東校園內開設實習商店對我們來說也

是一大挑戰，為了要有買氣，我們在行銷上面花了許多功夫。上學期

是做全校的跑班宣傳，讓各科系、各班級都知道歐漾嶺東店的開設，

接下來就是園遊會設攤，刺激買氣也提高知名度。如何提供消費者更

優惠的促銷價格及多元化商品不同組合的購物消費行為，進而產生興

趣使消費者大幅接受。到了下學期，本組採取校園團購的模式進行，

分為網路團購及校園傳單團購，最主要是想知道，在封閉市場內團購

的可能性大不大。雖然現今網路非常發達，但這部分我們還涉世未

深，而最主要原因是知名度及可信度不高。在校園內發傳單這部分，

我們積極發放與張貼，實際訂購的數量達到了我們的預期，顯示在封

閉市場內使用最傳統的方式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在封閉市場內團購花費時間少、效率高、營業額高，卻也不盡

然完全沒有缺點。團購只針對單一商品做銷售，有特定需求、對商

品有興趣的消費者才會購買。實體商店提供多樣性選擇，顧客能夠

挑選適合自己的美粧商品並藉由逛美粧商店時吸收美粧資訊。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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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品牌知名度是團購的關鍵，當品牌有一定程度的知名度，團購

訂單就跑得快，假設商品不是大眾所熟悉的品牌很有可能損失部份

客群，因此團購行銷策略的訂定方向是很重要的，好的行銷策略可

提高顧客購買意願，進而增加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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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1 甘特圖 

 

附錄 2 跑班宣傳成效問卷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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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學生與上班族保養品使用差異問卷內容 

嶺東科技大學學生與一般上班族保養品使用差異調查 

親愛的受訪者您好，我們是嶺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的學生，製作此問卷
的目的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嶺東科大學生及上班族群對保養品需求的認知及購買差
異，設計此問卷。希望藉著您的回答，提供本組寶貴的資料以供研究與統計，非常
謝謝您的合作！！ 

本組敬祝 

                  平安喜樂   萬事如意 

                                嶺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研 究 生:  簡敏婷 陳潔儀 林宜亭 

                                           黃文馨 謝佳燕 

                                專題老師:  陳志明  老師 

保養品的定義： 

化粧品業界通常將化粧品依性質、使用目的及功用分為六大類分別為: 

1.清潔用化粧品 (ex: 清潔霜、卸粧油) 

2.保養用化粧品 (ex: 面霜、乳液或面膜) 

3.彩粧用化粧品 (ex: 口紅、腮紅、粉餅及眉筆) 

4.芳香用化粧品 (ex: 香精、淡香精、香水、古龍水及淡香水) 

5.頭髮用化粧品 (ex: 護髮乳、潤髮乳、髮雕) 

6.特殊目的用化粧品 (美療效能如: 防皺、除斑、美白、除痘) 

第一部份  基本資料：   全為單選題，請在 □ 內打勾 

1. 職業類別 

□ 服務業 □ 軍公教職員 □ 金融業 □ 工商業 □ 嶺東學生 □ 其他
________ 

2. 性別 

□ 男生  □ 女生 

3. 年齡 

□ 20歲以下 □ 21~25歲 □ 26~30歲 □ 31~35歲 □ 36~40歲 □ 41歲以上 

4. 平均每月薪資(零用錢)所得大約? 

□ 1000~5000元以內 □ 5001~10000元 □ 10001~20000元 □ 20001~30000元 
□ 30001元以上 

5. 您平均每隔多久購買保養品? 

□ 一個月 □ 三個月 □ 半年 □ 一年以上 □ 不定期 

6. 單次購買在保養品的購買金額大約? 

□ 500以內  □ 501~1000元  □ 1001~3000元 □ 3001~5000元  □ 5001以上 

 
第二部份  購買因素  (填選題：排序由第1名~第6名，依序填寫) 

1. 下列六大類保養品，請依您最常使用的程度依序給分。(排序由第1名~第6名) 

  □ 清潔用化粧品 □ 保養用化粧品 □ 彩粧用化粧品 □ 芳香用化粧品  

□ 頭髮用化粧品 □ 特殊目的用化粧品  

 

2. 以您的購買經驗認為同一件保養品在網路上或百貨公司所販賣的品質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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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嗎？單選題 

□ 會相同 □ 不會相同 □ 不一定(ex：看網路評價…等) 

 

3. 您購買保養品時最注意的產品特色為何? (排序由第1名~第6名) 

   □ 價格 □ 品牌 □ 效果 □ 外型美觀 □ 時尚流行 □ 輕便小巧 

4. 假設某知名廠商引進國外新興保養品，在沒接觸過的情況下您會想購買
嗎？ 

單選題 

□ 沒聽過不敢用 □ 朋友推薦用用看 □ 廣告評價推薦不錯會用用看 

 

5. 請問平常購買保養品的資訊最主要來源為何? 單選題 

□ 網路 □ 電視廣告 □ DM □ 報紙雜誌 □ 親朋好友 □ E-mail  

□ 口耳相傳 

 

6. 您購買保養品時，會最優先考量的地點? 單選題 

 □ 美粧店  □ 專櫃(或百貨)  □ 生活館  □ 網路商店  □ 拍賣  □ 量販
店 

 

7. 您會因為什麼情境購買美粧店的保養品? 單選題 

□ 跟朋友一起逛街時 □ 有特惠活動時 □ 只尋找特定需求的美粧品 

 

8. 當您某一保養品快用完時，您會決定何時購買？單選題 

□ 馬上購買 □ 完全用盡再購買 □ 等特價才買  

 

9. 您在網路購物時常使用哪些付款方式呢？單選題 

□ 超商付款及取貨 □ 信用卡分期機制 □ 現金轉帳 □ 貨到付款  

□ 無經驗 

 

10. 當您走進美粧商店時，您喜歡服務人員的服務態度是? 單選題 

□ 以客氣的態度對待我 (有禮貌且誠懇 但不會閒話家常)  

□ 以朋友的方式對待我 (會跟我哈啦 ex:稱讚我的衣服 跟我閒話家常) 

□ 不用在意我，我喜歡自己逛逛 (有問題時可隨時詢問) 

 

11. 假設您已經有意願要購買某保養品時，店家提供哪些活動最會提高您的購買意
願?  單選題 

   □ 特價品 □ 滿額送禮券 □ 提供贈品 □ 提供試用品 □ 免費護膚體
驗 □ 來店禮 

 

12. 假設您對保養品無確切需求，店家提供哪些促銷活動會吸引您購買？單選
題 

□ 加價購 □ 滿額送禮券 □ 折扣 □ 買一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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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果您知道學校有歐漾美粧商店，您是否會推薦給其他同學/朋友? 單選
題 

□ 會 □ 如果同學/朋友有需要就會 □ 不會 

 

14. 您去過歐漾美粧的門市嗎? 單選題 

 □ 曾去過 □ 只有瀏覽過歐漾的網頁 □ 都還沒有  

 

 

 

      感謝你抽空填答問卷，也謝謝你寶貴的意見。     敬祝萬事順心 

附錄 4  2009/08/25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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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2009/09/02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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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2009/10/13 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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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團購宣傳單 

 〝嶺東歐漾揪團 GO〞 

   2     

                              只要$100 
 

歐漾嶺東門市為了回饋嶺東科大校內師生，向廠商極力爭取超優惠的美粧

組合，限時搶購 5 天。(4/26~4/30)。僅此一檔。 

 “全校數量若未達 50 組，此活動即取消。”  
市價 :  

   3ml*2 瑞士薇佳 B12 $300 元+ Carmex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89 元=$389  

超值好康價: 
3ml*2 瑞士薇佳 B12 +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120→全校團購數量達 50 組以上

3ml*2 瑞士薇佳 B12 + 小蜜提軟管護脣膏=$100→全校團購數量達 100 組以上  

我要如何訂購?  

 電話訂購:0980-656092 林宜亭、0980-410955 陳潔儀、0980-505598 簡敏婷 

          0982-113391 謝佳燕、0980-797824 黃文馨 

 E-mail 訂購: ltallyoung@hotmail.com (填寫資料: 班級、姓名、電話、數量。)  

我要如何拿貨? 

5/3 禮拜一,中午 12:30 在厚德樓 1F，現場取貨與付款。 

 下殺 26 折 

+ 

mailto:ltallyoung@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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