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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商務網站的發展也隨之興起，透

過網站來銷售商品，並加入行銷手法來爭取商機，是目前最常見的經

營趨勢。它突破了時間、空間、地點的限制，作為企業與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最方便、最直接的橋梁。 

本研究以嶺東科技大學為一封閉市場與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產

學合作，做保養品行銷之實體與虛擬商店經營之探討。藉以了解嶺東

師生對保養品之需求，提供嶺東師生一個優良的購買環境。 

本研究運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軟體規劃出一個 B2C網

站。導入電子商務的建置、產品上架及流程探討，而網站後台管理方

面的目錄管理、訂單管理也是經營最重要的項目。並結合群組作業系

統(Workplace Collaboration Service, WCS)做為購買者身分的確認，以歐

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所提供之產品作為我們銷售標的。本研究經由網

站模組的測試，希望能夠提供一個舒適、方便且適合嶺東市場所需要

的電子商務平台。 

除此之外，本研究學生利用下課課餘時間在校內經營 all漾實習商

店來服務嶺東師生購買保養品，除了實際了解購買流程與商品控管，

也提供許多商品的價格是一般實體商店所沒有的優惠價格，凡嶺東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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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還有打九折的福利。本研究更藉由問卷調查，了解嶺東學生對保

養品的需求作為商店進貨的調查，選擇適合嶺東師生購買的產品，並

提供最新的產品資訊，運用行銷推廣的手法增加產品的銷售量及商店

知名度，從中為系上賺取費用。本研究所得之結論如下： 

1. 本研究利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軟體便利的模組，架設網站

並上架商品，藉由網站購買流程的測試，期望建立一個更良好的購

買環境且提供完善的商品資訊。 

2. 本研究採封閉式市場行銷保養品，故電子商務網站的金流與物流部

份，可直接透過 all漾實習門市做購買及取貨的動作。 

3. 本研究藉由問卷了解到嶺東的學生平常購買保養品的資訊來源、嶺

東學生購買的保養品種類、嶺東學生購買保養品的金額、嶺東學生

對於 all漾門市的態度等等問項來輔助本研究之門市商品行銷及進

貨的依據。 

 
 
 
 
 
 
 
 

關鍵字: 保養品、電子商務、產學合作、實習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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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電子商務的興起改變了現代資訊的交流與產業結構的轉變，引起

各行各業的高度重視，紛紛思考於傳統的實體通路之外，投入網路虛

擬通路的經營。使得各種資訊與經濟活動不再受到空間距離影響，網

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形成一種新型態的交易模式，徹底顛覆原本傳統

的商業型態。 

本研究與歐漾國際貿易公司進行產學合作，除了利用系上提供的

空間開設產學合作實習商店，也會運用校內平台架設虛擬網站，提供

消費者能在同一時間內購買到比市價更優惠且產品種類更多元，也能

節省消費者在瀏覽不同網站之間所花費的時間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藉由校內平台、學生資訊，建立一個封閉式的市場並在系

上提供一間實習商店，讓校內師生可以更方便的取得活動資訊與商品

情報。  

本研究主要目標就是探討電子商務系統的經營模式，行銷推廣方

式以及相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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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 熟悉 IBM系統功能並加強後台訂單管理、型錄管理及消費者身

份識別。 

二、 了解電子商務之相關法律問題，作為保障網路商店的安全經營。 

三、 以封閉式的市場在嶺東校園提供商品，以提昇網站獲利。 

四、 針對嶺東學生對於保養品的需求做問卷，並做分析。 

五、 經營產學合作門市，藉以學習如何行銷與經營管理。 

1.3 研究架構 

本研究專題為電子商務網站建置，其研究架構以圖 1-1表示： 

 

圖 1-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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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其研究流程以圖 1-2表示： 

 

圖 1-2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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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預期效益 

運用校內網站架設平台和產學合作門市，以比市價更優惠的價格

提供校內師生購買所需要的商品，並藉由行銷與客戶做交流和提供最

新的資訊給客戶，帶動產品促銷活動。 

一、學校效益 

◆ 提昇學生電子商務網站架構的學習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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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在嶺東塑造一個有效率的購物

平台  

◆藉由設立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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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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網際網路發展為產業帶來嶄新動力，不僅是升級與進步的過程，

更是一場商業革命；面對電子商務潮流，傳統產業所遇到的除了商業

經營模式及交易習慣的改變，更面臨繼續生存的關鍵。 

2.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是指透過網際網路(Internet)所建立的商業行為機制，包含

物流、金流、資訊流及商流四種構面及 B2B(企業對企業)、B2C(企業

對個人)、C2B(個人對企業)、C2C(個人對個人)四種基本型態。電子商

務架構在網際網路之上，使得傳統的商務模式得以轉移到網際網路形

成「電子商務」的虛擬商業環境，在其中的企業模式(Business model)

可以比傳統商務環境更為有效、經濟、不受時空的限制。 

所謂的電子商務，係指利用網際網路進行購買、銷售、交易產品

與服務，電子商務的功能在降低成本、降低產品的生命週期、加速縮

短交易流程、增加經營效率與服務的品質，其中包括了企業對消費者

(B2C)及企業與企業(B2B)之間的交易。由不同的角度來看，企業對電

子商務的定義會有所不同。(Kalakota and Whinston，1997) 

整理如表 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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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不同角度的電子商務之定義 

從通訊的觀點 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或者任何其

它電子媒介進行傳遞信息、產品和服務以及支付的

過程。 

從企業流程的觀點 電子商務是將技術應用於企業交易過程和工

作流程以實現自動化的過程。 

從電子技術的觀點 電子商務是透過一組中間媒介，將數位的輸入

轉換成加值輸出的處理過程。 

從服務的觀點 電子商務是傳達公司、消費者和管理層的需

求，想要降低服務成本，提高產品品質和服務水平

的工具。  

從上網者的觀點 電子商務提供了通過網際網路購買和銷售產

品、資訊的能力，讓消費者有更多選擇。 

從合作的觀點 電子商務是組織內和組織間進行合作的框架。

2.1.1 電子商務的交易對象 

一、 企業對企業 (Business to Business, B2B)  

指將電子表格的每一個欄位，以一對一方式對應於商業交易書面

表格的每一部分，稱為電子資料交換(EDI)，至於交換的資料，包括企

業間商業交易資訊，如採購單等。如圖 2-1所示 [2] 

二、 企業對消費者 (Business to Customer ,B2C) 

 企業透過網路，提供客戶各種交易與服務。客戶利用電腦或其他

上網工具連上網際網路後可以取得各式各樣的線上及時服務，包括商

品型錄查詢、線上訂貨等等。如圖 2-2所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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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業對政府 (Business to Government ,B2G) 

企業與政府之間的各項事物都可以涵蓋在 B2G電子商務中。包括

所有政府採購案、稅收，承包商可在線上競標、發展及傳遞產品。 

四、 消費者對消費者 (Customer to Customer ,C2C)  

由提供服務的消費者與需求服務的消費者私下達成交易的方式，

典型代表是二手貨交易或跳蚤市場，提供個人消費者相互買賣的場

所，一般稱為「拍賣網站」，網站提供買賣雙方的交易服務。  

五、 消費者對企業 (Customer to Business, C2B) 

是傳統拍賣模式的一種有趣變形。例如這種網站是由商品或服務

的賣家標出願意賣出產品的價格。這種類型的拍賣有時稱為反拍賣，

因為買家作為出價人變成了賣家作為出價人。 

 

                    圖 2-1 B2B購物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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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B2C 購物流程 

2.1.2 電子商務的四流 

本研究整理出電子商務四流如下: 

一、 商流 

指商品在買、賣之間進行交易和資產所有權轉移的流動過程，亦

即商品由製造商、物流中心、零售商到消費者的所有權轉移過程，如：

商品企劃、採購、銷售管理、賣場管理、消費者服務等。 

二、 物流 

係指實體物品流動或運送傳遞，如由原料轉換成完成品，最終送

到消費者手中之實體物品流動的過程。包含：產品開發、製造、儲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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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供應商管理與物流管理等。 

三、 金流 

係指電子商務中錢或帳的流通過程，亦即因為資產所有權的移動

而造成的金錢或帳務的移動。包含：應收、應付、會計、財務、稅務

等。 

四、 資訊流 

係指資訊的交換，即為達上述三項流動而造成的資訊交換。包含：

各種資訊交換、經營決策與管理分析等。 

2.1.3 電子商務的好處 

本研究整理出電子商務好處六點如下:  

一、 降低成本 : 減少固定成本、流動成本、節省開發廣告費 

二、 增加效率：縮短交易流程、搜集情報容易、24小時開放 

三、 拓展市場：全球行銷、直接開發目標市場、增加產品通路。 

四、 以小博大：成本低廉、商機無限、網路之上人人平等。 

五、 免費資源：免費查詢全球貿易相關資訊、掌握資訊前線。 

六、 直接互動：直接聯繫客戶、提供線上售後服務、掌握客戶資訊。 

2.1.4 電子商務的特性 

電子商務特性分別列出以下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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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年全天無休：透過網路伺服器的運作，可提供全天二十四小

時的全年性、全時性服務，降低時間及空間因素的影響。 

二、 全球化市場：網際網路可跨越國界的限制，增加全球性行銷與

交易。 

三、 個人化需求：利用網路，企業可提供滿足使用者個人化需求的

資訊、產品及服務等，同時達到推式與拉式的行銷策略。 

四、 成本低廉具競爭力：透過網路的商品銷售可縮短銷售通路、降

低營運成本及 達成規模經濟，提供較具競爭性的價值給顧客。 

五、 創造性的商業機會與價值：可開發傳統形式之外的商品及服

務，如虛擬市場、個人新聞及網路認證服務等。 

六、 快速有效的互動：透過多媒體使用者介面可提供更具親和性的

互動式操作環境，方便使用者執行查詢、瀏覽、傳輸等作業及交易

支付功能。 

七、 多媒體資訊：透過多媒體技術，可使商品型錄、電子商品及交

易資訊等有更豐富的內容及展現格式。 

八、 使用方便且選擇性多：個人電腦及瀏覽器已成為共通的介面，

上網容易方便，且網路市場不斷擴大，消費者選擇的機會增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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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電子付款系統 

電子支付系統的發展可以回溯自 70年代早期所發展出來的電子資

金轉帳系統(Electronic Fund Transfer，簡稱 EFT)。EFT可以定義為「經

由電腦終端機、電腦儲存裝置或語音工具，進行下單、通知，或授權

金融機構去記錄借方、貸方帳戶的任何資金移轉的行為」。 

2.2.1 電子付款系統所扮演的角色 

電子付款系統共分為以下五種角色： 

一、 買方(Buyer) ： 

指在線上交易中，購買商品的一方，即是付款者(Payer)。他會使

用個人電腦、數據機等硬體上網，並以符合安全電子交易（SET）之軟

體向認證中心去申請電子證書，以使用電子證書上網購物或接受服

務，又稱為持卡人。  

二、 賣方(Seller)  

指在線上交易中，販賣商品的一方，也就是收款者(Payee)。他會

與電子交易技術提供者合作，發展出符合 SET規格之安全電子商業的

INTERNET購物網。並由認證中心來獲得電子證書，又稱為特約商店。  

三、 發行機構(Issuer)  

可以說就是信用卡發卡銀行。發行機構的目的是提供顧客線上支



 

 12

付工具及服務，建立持卡人身份認證及授與證書的各項過程，並提供

安全電子商業的運作規範。而目前最常見的線上支付工具即是信用

卡，因此，目前有代理顧客信用卡發卡業務的銀行即是發行機構。  

四、 收單機構(Acquirer)  

即是提供商店收款金融服務的銀行，它負責代理商店進行應收帳

款的清算、管理商店帳戶等。並建立特約商店認證、註冊的各項過程，

提供了安全電子商業的運作規範。運用付款轉接站(Payment 

Gateway)，即是將來自 Internet的交易和清算，轉換成現行的信用卡授

權和清算訊息。發行機構和收單機構可以是相同的金融機構，也可以

是不同的金融機，只要買方與賣方選擇同一家銀行即可。 

五、 公正第三者(Trusted Third Party)  

公正第三者，其目的在於調解 Internet上交易所發生的問題及爭

執。他可能具有判決爭議的權力或是從事強制性控制機制的核發。例

如，強制賣方必須在交易完成後將收據傳回給買方。公正第三者的地

位是超然的，必須獨立於交易的雙方，也必須具有相當的公信力。  

六、 電子證書認證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ies)  

Internet 上交易雙方無法面對面的進行交易，因此如何確認交易者

身份的正確性與合法性，是相當重要的問題。藉由電子證書認證中心



 

 13

核發的電子證書 (Certificate)可以用來確認交易者的身份。認證中心接

受持卡人和特約商店的申請，他會向發卡銀行及收單銀行核對申請者

的資料是否一致，而對外發出、管理、和取消電子證書並存證。電子

證書認證中心多是由各國政府或經國際公認的具公信力的機構擔任，

它負責對交易參與者進行身份調查，然後發給證書，證書上則記載了

交易參與者的身份以及驗證此證書簽發訊息的公開金鑰。收單機構可

以經由驗證電子證書來確認交易者的身份。[5] 

2.3 電子商務中的法律 

網路法律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顯著特微之一，其主要表現在近

年來國際組織會議、國際條約、協定，以及各國依循國際修約而在國

內立法，所採取符合國際規約的最低限度法律。目的在使各國不致因

為網際空間的跨國性，導致網路法制的歧異而衍生跨國保護的差異及

爭端。在國際公約、協定與歐盟指令，可舉其要者如下： 

一、 數位網路與智慧財產權法 

如 1994年WTO《與貿易有關的智慧財產權協定》(TRIPS)、1996

年《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著作權條約》(WCT)、1996年《世界智慧財

產權組織表演與錄音》(WPPT)、2001年歐盟《資訊社會中之著作權及

其相關權利協調指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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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網域名稱管理機構與網域名稱爭議處理政策 

如 1999年網際網路名稱與號碼分配組織(Internet Corporation for 

Assigned Names and Numbers, ICANN )之《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政

策》(UDRP)，以及 ICANN《統一網域名稱爭議解決政策規則》(Rules for 

UDRP)。 

三、 網路犯罪、隱私權與個人資料的法律保護 

如 2001歐洲理事會《網路犯罪公約》1998年 OECD《全球網路隱

私權宣言》、2002年歐盟《隱私權與電子通訊指令》 

四、 電子商務法與線上消費者的法律保護 

如 2001年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電子簽章模範法》、2000年歐盟

《內部市場電子商務資訊社會服務法律觀點指令》(歐盟《電子商務指

令》)等等。 

除了上揭國際條約、指令外，各國立法實踐也是促成網路法律全

球化的重要因素。如 2003年英國通過《隱私權與電子通訊條例》(The 

Privacy and 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EC Directive) Regulations, 

U.K. )、2000年美國通過《國際暨國內商務電子簽章法》(Electronic 

Signatures in Global and National Commerce Act, ESIGN)，2002年通過

《垃圾郵件管制法》(Controlling the Assault of Non-Solicited 

Pornography and Market Act of 2003, Can-Spam Act of 2003)等。這些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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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科技發達國家的網路立法對於其他國家具有指引作用。 

 至今，有關規範電腦與網際網路社會事實，適用相關法律予以

規範的法整體，即稱為「網際網路法」（我國），其內容大致都涵蓋了

網路資源的管理（如網域名稱管理、電信網路系統的建構）、網路內容

資訊服務（如網路服務提供者、主機服務、網上資訊、網路智慧財產

侵權、網路犯罪），電子商務及相關規定（如電子簽章、電子契約、電

子憑證機構、交易安全、個人資料隱私等）。在我國一般稱為網際網路

法者，乃廣泛包括上述網際空間事實及相關法律，如有關資訊自由、

電腦及網路犯罪、電子商務、智慧財產權等。基本上即是分別適用《憲

法》、《刑法》、《民法》、《民事訴訟法》、《電子簽章法》等現有法律的

規定。[4] 

2.3.1 電子商務交易中存在的法律問題 

一、智慧財產權保護之問題 

網際網路上的商業活動最特殊之處，就是無法脫離智慧財產權的

糾纏，故與商標、專利、著作權、營業秘密，以及此等權利之授權悠

關。例如：網路傳輸的內容方面，包括各種文字、圖形、聲音、影像、

電腦軟體等著作物。網站上與網頁內則不時出現各種的商標或標章，

所運用於傳輸資訊的技術，則可能有專利與營業秘密的問題，而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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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電子商務悠關的網域名稱（domain name）則與商標及不公平競爭相

關，因此網路利用乃不可避免的和智慧財產權有密切的關係。 

(一) 網路與著作權 

首先，於網路商業化與著作權的保護方面，在世界智慧財產權組

織（ＷＩＰＯ）的主導下，國際間已經針對著作權與著作鄰接權（包

括錄音錄影等著作）在網路上之保護問題，達成二個國際協定，分別

為ＷＩＰＯ著作權條約與ＷＩＰＯ表演與錄音條約（ＷＰＰＴ）對於

網路上著作之利用，產生重大的影響，例如：賦予著作權人、表演人

等特別的專屬經濟權能，包括散佈權、出租權、與向公眾溝通權、與

接觸權等，使得著作權法亦可以明確的規範涉及著作利用的電子商務

態樣。 

(二) 網路與商標及網域名稱（Domain Name） 

    由於各方看好網路電子商務的商機，亦使得易懂易記的網域名稱

身價暴漲，例如康柏（Compaq）電腦公司就以三百萬美元向 AltaVista

公司買下 www.altavista.com的網域名稱，另外 www.rock.com的網域名

稱也以一百萬美元的代價脫手，造成好的網域名稱逐步成為稀有的商

品。如此一來，也造就了電子商務悠關的網域名稱問題。 

   不過，過去網際網路架構的問題，使得所有商業性質的網站，都必



 

 17

須登記在代表商業的.com網域之下，也因此引發了網域名稱與商標間

的複雜關係。由於美國專利商標局也在一九九八年一月開放網域名稱

亦可註冊商標，我國中央標準局亦隨之跟進，准許將網域名稱註冊商

標，不但使得網域名稱的重要性更形增加，也會在搶註他人商標為網

域名稱等問題之外，衍生出商標與網域名稱競合之新課題。 

(三) 專利與營業秘密 

除了著作權與商標之外，其他的智慧財產權，例如專利與營業秘

密亦與網路電子商務有密切的關係。例如：除與網路設備硬體方面的

專利外，軟體專利以及與 Internet有關的軟體專利之申請與核准案件都

不斷的增加，因此廠商在利用網路過程中，專利侵害問題可能會因為

網路發展而不斷增加。 

而在營業秘密的保護方面，許多網路業者都利用拆封授權合約所

衍生的按鍵授權合約來規範網路使用人，以保護其營業秘密。另外，

根據美國經濟間諜法（Economic Espionage Act, EEA），利用網際網路

侵害美國廠商營業秘密之行為，美國法院亦有權管轄。因此，網路與

營業秘密亦有密切之關係。 

由於電子商務無法脫離智慧財產權的保護，再加上與網路有關的

智慧財產權法規仍在不斷變化中，因此，發展電子商務之際，亦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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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智慧財產權法規之演變。[6] 

二、網路犯罪類型 

與網路相關的犯罪依網路在犯罪中所演的角色，可以簡單分為三

類，分別是 

(一) 以網路作為犯罪工具 

根據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條：「以文字、圖畫、演說或他法，公然為

左列行為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已提高十倍

為銀元一萬元，折合新台幣為三萬元)以下罰金：一、煽惑他人犯罪

者。 

1. 煽惑他人違背法令，或抗拒合法之命令。」 

2. 以網路作為犯罪場所 

如在網路上公然誹謗侮辱他人，或設立網路賭場，供人簽賭下注，

皆是以網路為犯罪場所的網路犯罪。 

3. 以網路及連結在網路上的電腦系統作為犯罪的攻擊目標 

如以網路及連結在網路上的電系統為攻擊目標，非法的對他人的

電腦做窺視、蒐集、刺探、竊取、毀損等等的行為，皆屬於網路犯

罪。[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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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簽章法立法原則 

為配合國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之推展，國內首於八十六年由經濟部

委託資策會科技法律中心進行數位簽章法之研究，並建議政府應儘速

制訂數位簽章法，以律定電子簽章及電子文件之法律地位，建立電子

憑證機構之管理制度，界定憑證機構（Certif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CSP）與使用者之權責，建立跨國認證之機制，以解決現有法令規 

範不足或不確定之處。為建立安全及可信賴之電子交易環境，裨益電

子商務之發展，爰參酌各國立法體例及聯合國及歐盟等國際組織 

訂定之電子簽章立法原則，擬具「電子簽章法」。 

謹將本法重要立法原則略述如下： 

(一) 中立原則 

任何可確保資料在傳輸或儲存過程中之完整性及鑑別使用者身分

之技術，皆可用來製作電子簽章，並不以「非對稱型」加密技術為基

礎之「數位簽章」為限，以免阻礙其他技術之應用發展。本法爰採聯

合國及歐盟等國際組織倡議的「電子簽章」（electronic signature）為立

法基礎，而不以「數位簽章」（digital signature）為限，以因應今後諸

如生物科技等電子鑑別技術之創新發展。利用任何電子技術製作之電

子簽章及電子文件，只要功能與書面文件及簽名、蓋章相當，皆可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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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二) 契約自由原則 

對於民間之電子交易行為，宜在契約自由原則下，由交易雙方當事

人自行約定採行何種適當之安全技術、程序及方法作成之電子簽章或

電子文件，作為雙方共同信賴及遵守之依據，並作為事後相關法律責

任之基礎；是以，不宜以政府公權力介入交易雙方之契約原則；交易

雙方應可自行約定共同信守之技術作成電子簽章或電子文件。另憑證

機構與其使用者之間，亦可以契約方式規範雙方之權利及義務。 

(三) 市場導向原則 

政府對於憑證機構之管理及電子認證市場之發展，宜以最低必要

之規範為限。今後電子認證機制之建立及電子認證市場之發展，宜由

民間主導發展各項電子交易所需之電子認證服務及相關標準。[8] 

2.4 消費者行為模式  

消費者行為乃「消費者為滿足其需求，對產品、服務和構想之尋找、

購買、使用、評價和處置的行為表現」(Schiffman & Lesile,1993)。 

一、經濟論－馬歇爾模式(Marshallian Model) 

消費者購買產品時大部分是基於「理性」的評估標準，會刻意考

慮「成本／效用」關係，求能以最低的成本追求最高的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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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習反應論－巴夫洛夫模式(Pavlovian Model) 

學習理論認為消費者是懶惰的，在從事購買行為時並不會用心，

他們透過「刺激─反應」的學習而形成習慣，依照習慣來購買。這種

習慣一旦建立後，購買程序就變成自發性且非理性，形成例行性機械

式的重複購買行為。  

三、心理論－佛洛依德模式(Freudian Model) 

消費者會購買產品是因受制於非意識性的想法或間接的情緒強制

的結果。心理論解釋消費行為是消費者自我關心的行為，為了伸張或

保護人格所致。這種行為是不可預期的，無意且隱藏性的，消費者在

選擇產品時對產品的內心態度比實質的功能性利益更為重要，即所謂

的「潛在說服者」(hidden persuader)。  

四、社會論－維布蘭的社會心理模式(Veblenian Model) 

消費者會購買產品是因為滿足其追求符合社會與團體需求的一

致。社會理論認為消費者喜歡模仿他人，看到別人購買什麼產品後，

就會模仿或改變自己的行為以順從大眾，使自己不異於常態。  

2.4.1 消費者行為之 5W+1H 

可以利用 5W+1H來描繪出消費者行為學，首先探討為什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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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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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適當的產品立意，以激發消費者採取購買的動機。接著探討誰買

(who)?誰買包括兩個角度，誰是我們主要消費者及誰參予了購買決策。

何時買(when)?此一問題包括在什麼時候購買、何時消費、多久買一次

以及一次買多少等。在何處買(w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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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 購買決策過程 

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可分為五個階段:問題認知(需求確認)、尋找資料

(資訊蒐集)、方案的評估(評估可行方案)、購買決策、購買/使用結果(購

後評估)。如表 2-2所示 

一、 問題認知：是何種動機引發購買的決策過程，當購買者確認某

問題或感覺有某些需求；其購買過程即開始，購買者之需求由其內部

刺激或外部刺激所發。 

二、 尋找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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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在接受刺激之後，不一定會去蒐集資訊，假

設消費者決定蒐集資訊，在其程度上亦可區分為兩種層次:即加強注意



 

 23

及積極蒐集資訊。 

三、 方案的評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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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評估過程概念包括:消費者視產品為諸

多屬性之組合，決定利益傳送及需求滿足之程度。對於不同產品屬性，

均給予不同之重要性程度的評價。認定某一種品牌有些產品屬性，這

種對某品牌之信念。消費者對每一產品屬性都有一致效用函數。消費

者經由評估程序，了解各種品牌的各種屬性。 

四、 購買決策：在眾多可行方案中，消費者真正選擇何項產品，是

受到知覺風險的影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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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購買結果：這些選擇若導致滿意，而作為以後選擇的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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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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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消費者決策支援系統 

決策過程 CDSS功能 網際網路及全球資訊網 

需求確認 代理及事件通知 在訂購網頁上的橫幅廣告 
實體產品的網址 
新聞群體的討論 

資訊蒐集 虛擬型錄 
在網站上進行內部搜尋 
結構性互動及問題/回答功能
連結到外部來源 

網站所提供的目錄及分類 
外部搜尋引擎 
特定的目錄及資訊掮客 

評估可行方案 常見問題集及其他匯總資料
樣品和試用 
提供評估模式 
引導到現有的顧客或提供現

有顧客資料 

新聞群體的討論 
網站間的比較 
提供基本模式 

 

購買 產品或服務訂購 
支付方法 
交貨安排 

電子現金及虛擬銀行 
後勤支援及貨品追蹤 

購後評估 透過電子郵件及新聞群體

來支援顧客 
電子郵件通訊及反應 

新聞群體的討論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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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消費者的人格，

類似心理特徵的觀念（Sproles,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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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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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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完美－高品質認知導向（perfectionistic and high-quality 

conscious） 

具此導向的消費者會仔細、有系統的尋找最佳品質的產品。 

二、 品牌認知－價格等於品質（brand conscious and 

priceequals-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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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新奇－流行認知導向（novelty-and-fashion cons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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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娛樂－快樂主義導向（recreational and hedon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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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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價格認知－價值等於品質（price conscious andvalue-for-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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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衝動－粗心型（impulsive and ca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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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決策困擾型（confused by over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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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習慣－品牌忠誠型（habitual and brand-loy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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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有許多學者利用Sproles and Kendall (1986)所發展出CSI 問卷進行消

費者決策型態相關研究，主要是探討消費者決策型態與其他影響消費

者行為變數之相關研究（Sproles and Sproles, 1990; Shim, 1996）。2.4.6

購買決策影響行為 

2.4.4 小結 

消費者會因為個人的生活型態不同而採用不同的購買決策。由於

生活型態深受社會環境及個人成長環境之影響，所以，當消費者從事

消費行為時，會根據個人的生活型態，也就是其支配時間及金錢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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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再加上個人人格特質及價值觀，而決定其欲選擇的產品及其所追

求的效益，甚至也就成為其個人特定的消費方式。 

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不只是受到過去經驗、口碑、購買需要的影響，

也因為生活型態之差異而使其消費行為產生變化。[9] 

2.5 群組作業系統 

提供網頁式的應用程式系統，讓使用者可以利用網際網路的便利

性，在任何時間、地點只要透過網際網路瀏覽器即可方便瀏覽產品、

進行線上購買及討論；平台亦提供產品管理功能，用來作歐漾美粧產

品的管理及網頁內容的管理。 

一、協同作業功能 

將企業的重要通訊工具整合至商務流程，幫助消費者達到更快、

更方便的協同作業，進而提高更好的服務。 

二、知識管理功能 

主要功能如下： 

(一) 提供基本的功能來協助消費者逛平台。 

(二) 透過多功能的使用者端程式，使用者可在高安全性環境下購

買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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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頁內容管理平台功能  

(一) 提供功能完整，browser-based的使用者介面，管理者毋需額

外工具，即可完成網頁內容的建立、審核、公佈與網頁內容管理模組

的管理工作。 

(二) 提供客製化的網頁讓消費者能使用的方便。 

(三) 以動態、即時的方式產生網頁，可依據內容的分類，與其他

參數條件，在網頁上呈現客製化。 

四、IBM WebSphere Commerce的身分驗證 

身份驗證於登陸遠端主機時輸入帳號、密碼之動作，是驗明正身

的方式，而虛擬私有網路(Virtual Private Network, VPN)針對該點之檢驗

更是嚴格。VPN身份驗證之機制是建立在 shared key的基礎上，由傳

輸雙方擁有共同一把 key，而 key不能直接赤裸裸的於網路上傳遞，因

此需要一套「雜湊演算法」(hash algorithm)處理過再傳遞之，使即便該

key於網路上被有心攻擊者攔截，也很難或不可能並解出雜湊值。因此

透過共享之該把 key傳輸雙方可以有效驗證雙方之身分，以達到身份

驗證之動作。而常用之身分驗證檢查法，如：通關檢驗協定(Challenge 

Handshake Authentication protocol, CHAP)、PAP、MSCHAP、X.509等

都是常見身分驗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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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輕量級目錄存取協定(Lightweight Directory Access Protocol, 

LDAP)中，單一簽入的功能應用，驗證動作確認使用者身份（如員工

公司、工作證編號及姓名等），並給予權限，在網路登入帳號後，可設

定功能權限，使用群組作業系統模組功能、購買美粧產品等功能，使

線上交易資料得以確認，訊息傳遞更有效率。[10] 

2.6 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歐漾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本研究以歐漾做為簡稱)成立於 2007年 8

月，主要經營項目為美粧保養品進口買賣，並以專櫃商品、開架享受

為市場切入點，有效控管公司營運成本，並將最終利潤回饋給消費者。 

2.6.1 歐漾簡介 

廠商名稱：歐漾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開店時間：96.8月訖今 

資本額：1百萬至目前 65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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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大學土木工程系 台中技術學院 資訊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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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歐漾大事紀 

2007.06 all漾美粧成立 
2007.07 all漾美粧郵購服務起跑 
2007.08 all漾美粧購物網上線 www.allyoung.com.tw 

2007.09 all漾美粧企業 CIS形象對外公開 

2007.10 all漾美粧申請中華民國商標權註冊 

2007.11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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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11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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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獲選為台北恩主公醫院年終贈品供應廠商 

2008.01 all漾美粧為服務更多客戶規劃成立實體門市 

2008.02 all漾美粧於台中市公益路成立第一家實體門市.all漾美粧公益門市 

2008.03 all漾美粧與台中嶺東科技大學簽訂產學合作案 

2008.03 all漾美粧與花蓮門諾機構舉辦愛心義賣 

2008.03 all漾美粧加入 PC HOME商店街服務大家 

2008.04 all漾美粧與 payeasy簽訂特約優惠店家 

2008.04 all漾美粧首推五大購物安心保證 

2008.05 all漾美粧舉辦母親節購物活動,並獲台中 NEED雜誌報導 

2008.05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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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公益門市來客數突破 10000人次 

2008.07 all漾美粧輔導嶺東科技大學教學學生報到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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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09 all漾美粧獲蘋果日報報導台中人氣商店 

2008.10 all漾美粧推出業界首創(伍佰幫我送)活動,並獲廣大迴響 

2008.10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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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與好樂迪簽訂威力卡聯名卡優惠 

2008.11 all漾美粧於嶺東科技大學成立第二家門市.all漾美粧嶺東門市 

2008.12 all漾美粧獲得第九屆國家品質保證金像獎殊榮 

2008.12 all漾美粧於一中街商圈,中華路 2段成立第三家門市.all漾美粧一中門市

2008.12 all漾美粧加入奇摩超級商城,提供給您更多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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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01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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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獲東森電視台真心愛台灣節目專訪報導 

2009.01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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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經 LANCASTER總經銷授權於通路販售 

2009.03 all漾美粧經 pdc台灣總代理授權於通路販售日系 pdc系列商品 

2.6.3 公司歷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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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客源 

一開始經營時，楊總只經營一家小小的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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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漾美粧門市-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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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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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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未來目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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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門市複合式加盟  

All漾 beauty shop 於五月中旬舉辦加盟展、加盟說明會 

1. 加 盟 金:  6萬 

2. 加盟目的:  希望透過 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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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l專櫃的購買率造成”雙品牌效應”。 

3. 加盟內容:  於各加盟主的商店設置一個小型的 all漾產品專

櫃，不限任何型態的服務業，提供 50樣主打商品，利用小型電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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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和使用方法，讓加盟者無須再另請專員介紹。在顧客購買各類商

品時同時會注意到小小的 all漾 beauty shop專櫃，讓注重保養的女性消

費者也可能會進行購買 

2.7 真品平行輸入之定義 

所謂平行輸入（Parallel Importati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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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國內關於商標權相關問題之文獻 

本研究根據董浩雲，論平行輸入在美國法之規範，資訊法務透析

文章中所提。黃茂榮、謝銘洋於 1993年，所共同執行公平交易委員會

委託之「國際(價格、品質)歧視與真品平行輸入」計畫，其中提到，授

與智慧財產權人專用權，原則上為國家主權之行使，因此智慧財產權

之成立、移轉及可享有的權利內容，均依賦與權利之國家的法律規定。

因此是否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似乎應視各國國內法之規定而論，單純由

屬地主義應無法得出應禁止真品平行輸入之結論。 

歐錫峰於 1996年所著之「商標法關於真品平行輸入合法性之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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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案例研究」，以商標法之觀點，從理論探討，並與德國、日本、瑞士、

美國之案例比較關於真品平行輸入之合法性，期待能找出一個兼顧消

費者、商標權人、水貨商各方利益的結論，以維持公平之交易秩序。 

慈道中於 2000年所撰之「由司法實務探討真品平行輸入問題」，

其認為每年都有許多關於真品平行輸入的貿易糾紛，以至於關於真品

平行輸入的法院判例非常豐富，顯示貿易商對於真品平行輸入的觀念

不清楚，而司法實務對真品平行輸入的看法，貿易商了解的必然更為

有限。要減少貿易糾紛，擺脫官司纏身，就必須研究清楚與真品平行

輸入有關的最新司法實務。 

二、 針對化妝品業之平行輸入探討者 

林孟仙於 1987 年所撰寫之「真正商品平行輸入法規之實證研究─

以台灣進口化妝品業為例」，對於台灣進口化妝品業所產生的真品平行

輸入問題之實證案例加以研究，包括形成原因、類型、業界因應之道

與產業現況。其認為，從智慧財產權為一國所賦予，使權利人於一定

期間內得以專屬的利用該智慧結晶，並禁止他人對其加以商業上的利

用觀之，此種權利應只有在該國領域內的某一種行為始會被用盡，而

不能適用在跨越國境之商品，因為每一個智慧財產權在不同國家是獨

立存在的。況且，即使同屬一個智慧財產權人，國際用盡原則亦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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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為何商品在外國流通之事實，可以用盡國內智慧財產權人之獨占銷

售權。更甚者，若智慧財產權在二國分屬不同人享有時，更讓人覺得

不盡合理，因此主張應採取國內用盡原則。 

三、 商標法上真品平行輸入之規範 

在商標法的部分，真品平行輸入是否會侵害商標權，主要爭點在

於是否會使商標表彰來源、品質保證、維護消費者利益、確保公平競

爭等功能有所減損。我國商標法對真品平行輸入採取完全合法之政

策，商標法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附有註冊商標之商品，由商標權人

或經其同意之人於市場上交易流通，或經有關機關依法拍賣或處置

者，商標權人不得就該商品主張商標權。但為防止商品變質、受損或

有其他正當事由者，不在此限」，且依據最高法院八十一年度台上字第

二四四四號民事判決，只要：一、輸入者為真品，並且與商標權人或

經其授權之人所販賣之商品，品質相若；二、無使消費者誤認商品為

商標權人所銷售，該平行輸入即為合法，呼應前述商標之功能在於表

彰來源、品質保證、維護消費者利益、以及確保公平競爭。[11] 

2.8 保養品需求之相關研究 

本組根據台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黃鈺瑜研究『消費者對實體及網路

服務重視之比較-以「保養品」為例』之結論，進行研究分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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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透過此研究的結果證實，保養品廠商的確可透過不同的服務特

色來互補實體通路與網路的功能，對業界之建議分為對「實體通路」、

「網路」與「總體建議」三個部分；其中對「實體通路」與「網路」

的建議各再分為「需維持的優勢」及「需強化的弱勢」二個層次分析，

如表2-3 所示： 

表2-3 實體通路與網路的優勢與弱勢 

 需維持的優勢 需強化的弱勢 

實體通路 1.客製化的諮詢服務 

2.人員服務的專業與   

熱誠度 

3.提供便利的取貨方

式 

1.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2.即時解決顧客的問 

題與抱怨 

3.不使顧客產生壓力 

網路 1.訂購的方便性 

2.方便的付款與取貨 

方式 

3.即時提供價格資訊 

1.商品資訊的完整性 

  與透明度 

2.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3.有品質的物流運送 

  服務 

4.退換貨與客訴服務 

5.保障顧客的交易資 

料及隱私 

2.8.1 小結 

網路的便利性是實體通路所不能相比的，過去研究也都證實網路

購物有其特定的區隔市場，而透過網路的媒介，也能增加產品的知名

度與消費者熟悉度，所以，透過網站介紹產品與推廣經銷點都是不可

或缺的行銷方式。可透過網路多介紹、宣傳實體通路商，如販售地點、



 

 37

折扣訊息、活動舉辦訊息，如此實體通路商也會多替網路宣傳，因為

透過網站的詳細資訊介紹，能節省實體通路服務人員的解說時間，讓

服務更有效率。所以，實體通路與網路其實是可以並存且發揮互補之

綜效。 



 

 38

第三章  問卷研究 

3.1 問卷設計 

本組研究對象為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本問卷在正式發放前先進

行問卷的預期結果，藉由問卷想要得知學生對購買保養品上的消費能

力狀態、保養品的使用，是否影響購買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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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題，包括性別、目前就讀學院、可支配所

得、每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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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題，本研究將它分為 1~5題、6~21題，

第 1、2，此兩題是購買時，地點與商品種類的優先順序，為順序填答；

第 3到 5購買保養品的相關問題，為單選題；6到 21為對購買保養品

需求的認知，為複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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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問卷流程 

本研究其問卷流程以圖 3-1 表示： 

 

圖 3-1 問卷流程圖 

3.2 嶺東科大問卷之交叉分析 

本研究問卷共發放 200份問卷，採不具名方式進行，在嶺東校園請

大學生填寫，利用 2個星期的時間將它完成，實際回收 150份，回收

率為 75%，故本研究使用了 150個樣本。 

本問卷的研究，其中以女性佔 73%，男性佔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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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叉分析 

(一) 年級與每月購買保養品金額 

表 3-1 每月購買金額及年級別 

 

 

由表 3-1可知，每個年級的學生圖 3-3 每月購買保養品金額在每

月購買保養品時，都佔有一半的人數花費只在 500元以內，其次為

501~1000元，這項研究看出大多數的學生花費在保養品上的金額並不

多，但由於本研究受限於以四年級所填寫的問卷最多，而四年級的學

生每月購買保養品的金額花費在 500元以內也是佔大多數，但仍有四

年級的學生比較會花費上千元購買保養品。(來源詳見附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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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每月可支配所得與每月購買保養品金額之分析 

表 3-2 每月可支配所得與每月購買保養品金額 

 

由表 3-2 可知，嶺東學生的每月可支配所得範圍落在 3001~5000 元

的人數佔了三分之一，而在此範圍內，願意花費 500 以內在購買保養

品上的人數只有 28 個人，顯示嶺東學生對保養品的需求並不高，只願

花費 500 元以內在保養品上，由結果可知，受可支配所得的影響，嶺

東學生購買保養品的金額維持在 1000 元以下的人數佔多數。(來源詳

見附錄六) 

(三) 平時使用的保養品與購買金額之分析 

 

圖 3-2使用之保養品與購買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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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使用之保養品與購買金額 

    

圖 3-4使用之保養品與購買金額 

    

 圖 3-5使用之保養品與購買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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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購買金額來看，嶺東學生願意花費 500以內購買的保養品為洗

面乳最高，501~3000元購買最高的為乳液和化妝水，此時對於洗面乳

的需求，反而降低，由此顯示嶺東學生願意花費較高的金額選購化妝

水和乳液，對於洗面乳的需求，反而只願意花費較低的金額購買，購

買保養品的金額超過 3001元時，嶺東學生反而不想花費這麼多錢在保

養品上，購買人數明顯降低。 

(四) 平時使用的保養品與支配所得之分析 

     

圖 3-6使用之保養與可支配所得 

   

圖 3-7使用之保養與可支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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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使用之保養與可支配所得 

    

圖 3-9 使用之保養與可支配所得 

    

圖 3-10 使用之保養與可支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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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每月可支配所得看出，嶺東學生最常購買的保養品為洗面乳、其

次是化妝水、乳液等。從 1000元以內到 5000元，每個階段金額的可

支配所得，顯示嶺東學生對購買保養品的需求有提高的趨勢，當高於

5001元以上時，嶺東學生對於購買保養品的人數反而降低，所以嶺東

學生的可支配所得越高，花費金額在購買保養品上的人數反而會減少。 

二、 保養品需求的認知 

(一) 願意嘗試新推出的保養品之分析 

 

可支配所得3001~5000元 (願意嘗試
新推出保養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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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可支配所得與嘗試新保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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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所得1000元以內 (願意嘗試新推
出保養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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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3-12 可支配所得與嘗試新保養品 

本研究發現填寫問卷的嶺東學生願意嘗試新推出的保養品主要為

口碑、價格吸引，其次為品牌，但口碑的票數遠遠超過價格吸引和品

牌，可見大多數的人在使用保養品時都相當謹慎。如果有人在使用當

中，有負面的效果，會使學生對該保養品產生不信任，同時也影響了

該保養品的口碑。 

(二) 最常購買保養品的品牌之分析 

 

可支配所得3001~5000元(最常購
買品牌)

8

13

32

14

7

17

0

5

10

15

20

25

30

35

(品牌)

(

人

數

)

Fasio

Kose

CANUS

資生堂

Rosebud玫瑰花蕾膏

維多利亞的秘密

 

圖 3-13 可支配所得與常購買之品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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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保養品金額500元以內(最常購
買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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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購買金額與常購買之品牌 

台灣氣候為夏濕冬乾，許多女性都容易在冬天時皮膚乾燥且脫皮，

因此，乳液是許多女性用來滋潤的保養品。而在問卷的調查中，發問

的 13項品牌中，其中以肯拿士和維多利亞的秘密為選擇的保養品居

多，而這兩項品牌都是以乳液為主要商品，看來女性在對皮膚上的保

護程度還是相當重視。 

(三) 平常購買保養品的資訊來源之分析 

可支配所得3001~5000元(購買保
養品之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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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5可支配所得與資訊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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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支配所得1000元以內(購買保養
品之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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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可支配所得與資訊來源 

本問卷問出嶺東的學生平常購買保養品的資訊來源，主要是以親朋

好友居多，嶺東學校師生多，以口耳相傳的方式宣傳也能達到效果，

就算不是在校的學生，也可以透過嶺東的朋友得知 all漾門市的資訊，

了解 all漾裡所販賣的商品，對於想要購買的商品，也可以請嶺東學生

代為購買，同時 all漾也有提供網站購物，這樣的話不論是嶺東的學生

還是校外生，上網也可以輕鬆的購買自己想要的商品。 

(四) 影響在美粧商店繼續購物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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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影響消費者繼續購買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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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看出嶺東學生大多數會繼續逛美粧店的因素，主要是商品品

質，其次是價格便宜，再來則是舒適的購物環境，顯示嶺東學生購買

東西時，對於商品品質的保障和產品價格便宜之因素，作為繼續購買

為參考。 

(五) 是否會推薦 all漾給其他同學/朋友 

是否會推薦all漾給其他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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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是否會推薦 all漾給同學 

從圖 3-18可看出，嶺東學生對於 all漾門市的態度，如果同學/朋

友有需要，推薦的人數為 95人，學生們彼此談論，引起好奇，顯示嶺

東學生對 all漾美粧的認識，還會持續增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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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購買保養品時，會優先考量的地點 

購買保養品時，優先考量的地點
量販店

 13%
拍賣

 10%

網路商店

 15%

生活館 21%

專櫃或百貨

 19%

美粧店22%

 

圖3-19 嶺東學生購買保養優先考量地點 

由圖 3-19可看出嶺東學生對於購買保養品，優先考量的地點，主

要是美粧店、接著是生活館等，顯示嶺東學生購買保養品，主要集中

在以提供美粧的商店為主要考量，學生們逐漸重視保養的這件事。隨

著網路的興起，網路商店成為購買保養品的比例，也超越了一般的實

際店面-量販店，顯示網路商店被學生族群接受的程度逐漸提高及這塊

網路市場的潛力不容忽視。 

3.3分析結果 

由問卷分析得之，嶺東學生每月可支配所得在 3001~5000元，每

月對保養品的需求，卻只花費在 500元以內的人數最多，顯示嶺東學

生對保養品的消費能力是不高的，但還有加強的空間。 

嶺東學生購買的保養品，主要是洗面乳，接著是化妝水、乳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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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保養品的使用來看，學生花費較低的金額購買洗面乳，當購買金額

提高時，開始願意花費較高的金額選購化妝水和乳液，顯示嶺東學生

對保養品的使用，會影響購買保養品的金額。 

一、 行銷方向 

(一) 由於 all漾美粧的商品屬於平行輸入，價格比一般開架式商店

低，與嶺東學生購買保養品在 500元以內的需求，是可行的，同時可

針對洗面乳、化妝水、乳液作為進貨方向。 

(二) 在嶺東封閉市場中，透過同學/朋友的口耳相傳、加強 DM的

宣傳，打起知名度。 

(三) 能提供平價的商品，並且實施折扣優惠，滿足對保養品有需

求的人。 

二、 改善結果 

(一) 與廠商協調，可針對嶺東需求較多的保養品作為進貨方向。 

(二) 由於嶺東學生大多數不太清楚 all漾門市設立的地點，因此，

宣傳 DM時，加以說明 all漾的介紹，並且明確的指示嶺東 all漾門市

的地點。 

(三) 在行銷方面，希望能得到廠商的許可，設計更多的優惠，而

環境上，更要注重整潔與整齊度，提供舒適的購物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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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IBM系統架構 

本研究採用的軟體為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以下簡稱

WCS）的電子商務平台規劃出一個 B2C網站，結合群組作業系統WCS

做確認購買者身分，建置出一個 all漾美粧網路商店，來服務嶺東師生。 

4.1系統介紹 IBM WebSphere Commerce 

本研究利用WCS電子商務平台，透過 WebSphere Application 

Server 負載平衡與容錯機制，大幅提升系統執行效能與安全，其整體

架構是以 Java 為基礎來開發，並提供完整而強大之開發工具：Hot 

Media、Visual for Java、Commerce Studio，更適合用來建置電子商務應

用系統。此系統的加密方法為 128位元的 SSL安全保護，利用簽章演

算法 RSA及公開金鑰 RSA1024位元。 

WCS是一個高度可靠、標準化和保密性強的 e - business 軟件平

台，適合於內容管理、營銷、訂貨和付賬管理的使用。並且軟體權限

細分詳細，只要權限分明，就可提供各類賣家建立多個商店或站點，

而使之形成一個綜合商店。此軟體最主要的特色為： 

先進的現成功能－WCS是一個有豐富特點的平台，它利用了創

新、專利技術，如：交換、複雜的擴充搜索、全面的 RFI/RFP/RFQ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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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即時合同。這些能力都是機內具有的，市場創造者不需要花費

寶貴的時間和資源來專門特製這些功能。 

高度的靈活性－除了提供機內、預配置功能外，WCS商業版也有

很強的可配置性和客戶特製能力，以支援業界和市場的發展動向。幾

乎可以以任何方式進行適配和擴展，以支援新特點、業務和商業模型。 

4.1.1系統功能特色 

WCS系統後台細分為三個：產品管理、管理主控台、組織管理主

控台，產品管理為商店相關設定功能，管理主控台為建構商店及付款

系統等管理功能，組織管理主控台為設定職務權限組織等相關功能。 

一、 本系統所提供的特性如下： 

(一) 它可以建立單一商店或多個商店的購物中心。商店資料庫的

存取權僅限於擁有通行碼的管理者。而在購物者方面，則是藉由登錄

時使用他們的登入 ID與通行碼，來保護他們的資訊。 

(二) 提供不同建立商店的方法：使用「商店建立程式」快速建立

基本商店、使用網站與商店管理程式，來建立自訂商店或以所提供的

樣本為基礎建立商店。 

(三) 有「產品顧問」可以提供工具來建立互動式型錄，方便購物

者尋找符合需求的產品，即使購物者對產品幾乎一無所知也無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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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擁有完整的付款解決方案：除 SSL的加密方式及 SET的安全

付款機制外，IBM 系統包括了電子錢包、交易系統以及付款閘道，所

有交易的安全性是以實施 SET安全電子交易及 IBM Payment Manager

加以確保。 

二、 管理者工作與職務 

系統管理者的工作及任務各有不同，且所使用的管理程式也不相

同，可分以下四大類： 

(一) 網站管理者 

 購物中心資訊：指定購物中心首頁、建立購物中心內的商店目

錄，並且定義購物中心的課程比率。 

 存取控制：管理使用者存取購物中心和商店資訊。使用的安

全功能特性包括通行碼和深入的問題。 

 商店記錄：保留購物中心內的商店記錄。新增商店使其加入

生意行列，並且在其關閉時將其除去。 

 作業管理：定義購物作業函數在網站上的運作方式，或容許

個別的商店控制部份購物作業。 

 購物者資訊：保留已在網站上登錄的購物者之記錄。使用者

亦可以收集並且儲存個人背景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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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令安全：藉由將資料加密，或確定使用者必須先登入才可

以執行作業的方式，來保護敏感資料。 

 新增修改或刪除購物者的資料，也可變更資料庫中的購物者

資訊。 

 設定傳訊系統，以通知訂單及錯誤訊息傳遞。 

(二) 商店管理者 

 商店資訊：提供商店的相關資訊，並且指定商店的首頁。 

 產品種類：將商店的產品加以分類，協助購物者瀏覽商店內

的商品。 

 產品資訊：輸入產品相關資訊，如產品號碼、說明以及售價。 

 出貨服務：建立和貨運服務業者連結的代碼，然後對每一個

產品指派一個代碼，以指定產品的出貨方式。 

 付款配置：新增及配置收單銀行和信用卡，以啟用 SET 安全

電子交易。 

 訂單處理：使用 SET 來處理授權、取款以及帳款交易與沖銷。 

 客戶資訊：檢視購物者登錄時提供的資訊。 

 訂單資訊：檢視有關您的訂單的資訊。也可以更新訂單的狀

態或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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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視關於購物者的資訊。 

 拍賣資訊設定。 

 設定產品顧問，以便產品的搜尋。 

 設定訂單通知訊息。 

(三) 商店建立者 

此職務可讓使用者使用，「商店建立程式」建立商店。 

(四) 付款管理者 

此職務可授權使用者執行指令，處理特定商店或整個購物中心的付

款活動。 

4.1.2系統架構 

一、 圖 4-1為 IBM WCS之系統架構圖： 

 

圖 4-1 系統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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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管理者的管理主控台分別由產品管理主控台、組織管理主控

台、管理主控台組成。 

(一) 產品管理主控台

產品管理主控台

商店管理 行銷 產品推銷 拍賣 營運管理

修改設定

開啟

關閉

銷售活動

促銷

活動

型錄管理

產品顧問

設定

管理

客戶管理

付款

訂單管理

庫存

退貨

 

圖 4-2產品管理主控台架構圖 

如圖 4-2所示，以下為產品管理主控台功能說明：  

 商店管理：開啟與關閉商店、變更商店的外觀、維護稅金、

運費、付款與供貨中心設定。 

 行銷：管理客戶區段、使用銷售活動、e-行銷點、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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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廣告。 

 產品推銷：維護型錄、庫存與供應商資料、透過拍賣、高級

品推薦或交叉銷售、折扣或「產品顧問」，提供產品推銷功能。 

 營運管理：維護客戶的登錄資料、管理端對端的訂單程序、

檢視您商店中的可用拍賣、經由即時聊天，提供即時的客戶支援、監

視訂單管理與營運報告，以追蹤商店銷售情況。 

(二) 組織管理主控台 

 

圖 4-3組織管理主控台架構圖 

如圖 4-3所示，以下為組織管理主控台功能特色： 

 存取管理：管理整個組織、建立組織的使用者、指定職務、

存取群組、存取原則與資源群組給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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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管理主控台 

 

圖 4-4 管理主控台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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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 4-4所示，管理主控台可分為二部份(商店及網站)，本研究所

架設之 all漾美粧網是以網站部分來建置，以下為各功能說明。 

 監視作業：用來檢視尚未傳送的訊息、檢視保存的訊息、重

送訊息。 

 配置：設定訊息傳輸與類型，像是電子郵件或純文字、為目

前的階段作業啟用或停用系統元件、排定系統在特定的時間間隔內，

應執行的一般工作、更新登錄元件、檢視我們所用的版本。 

 付款機制：all 漾美粧網利用這項功能來管理商家設定網站。 

 安全：all 漾美粧網利用這項功能來設定帳戶的相關密碼與帳

戶鎖定原則、啟動安全檢查程式。 

 商店紀錄：all 漾美粧網利用這項功能來公佈商店，並以範例

為基礎建立商店、配置各項商店特性。 

 

 

 

 

 

 



 

 61

二、 後台管理架構 

 

圖 4-5後台管理架構圖 

如圖 4-5所示，後台管理可大致分為商品、訂單管理、會員、行銷、

及修改管理者資料五個部份。 

訂單管理中客戶的訂單就像是管理者的流動資金，而訂單的管理

也是能夠看清一家廠商的機制，以下是本組在訂單管理中的分析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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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尋找訂單 

在訂單中，尋找訂單是一種產品管理系統，連結了顧客的 ID以及

訂單編號，在系統中可以使用 ID尋找訂單編號，也可以使用訂單編號

去尋找 ID，確定消費者所購買的商品以便出貨。 

(二) 代客下單 

在非登錄會員中，想購買商品，可以聯絡商店從後台來建立新的

訂單服務，而代客下單中就是管理者對客戶的服務代表，這就是所謂

的代客下單服務。 

(三) 商店前端運用 

可以利用商店前端做查詢，如下 

 訂單總數：已建立、已出貨、已取消的訂單總數，此項可以了

解消費者的傾向。 

 銷售總額：可以了解商店的銷售成績。 

 總點閱頁數：顯示在首頁，可以讓消費者知道頁面的點閱次

數。 

 訪客的總數：顯示在首頁，可以讓消費者知道曾經造訪網站的

人數。 

 種類總數：商店型錄中、網站上檢視過的產品種類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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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管理者職務 

以下針對 I|BM系統管理者職務權限做介紹 

4.2.1 管理者職務權限  

「組織管理主控台」首頁是執行各項買方相關管理作業的起點與

「起始位置」。可以從這個頁面來管理各項商業作業，可用來管理成

員群組、組織、使用者、職務以及存取控制。包括： 

 管理整個組織  

 建立組織的使用者  

 指定職務、存取群組、存取原則與資源群組給使用者  

在管理成員權限的分類下，可由「組織」及「職務」來細分使用

者的權限。 

組織－該使用者所屬的組織或組織單位名稱。  

系統內建的組織有：B2B組織、B2C組織、根組織、賣方組織

及預設組織。每個組織底下，又細分各項職務，而預設組織可自行設

定職務內容。 

職務－指定給該使用者的使用者職務，像是「買方管理者」或「買

方核准者」。  

系統內建的職務有 15項：1.已登錄的客戶 2.行銷經理 3.客戶服

務主管 4.客戶服務代表 5.封裝者 6.流通經理 7.退貨管理者 8.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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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 9.帳戶代表 10.接單者 11.採購買方 12.採購買方管理者 13.

產品經理 14.通路經理 15.買方（對買方而言）。 

除了這兩項之外，另有一個「存取群組」，存取群組是由一群基

於存取控制目的而明確定義出的成員組成。系統內建的群組有商店管

理者群組；在組織中帳戶的使用者群組下，又細分為管理、處理及行

政 3項群組；拍賣的群組分為管理拍賣群組及組織拍賣管理群組，「存

取群組」內的細分高達 156項。 

4.2.2  WebSphere Commerce Payments職務權限 

WebSphere Commerce Payments 使用付款卡匣來支援多種付款

通信協定，Payments 中的管理工作主要是管理使用者、卡匣與事件

接收程式。 

Payments 組織架構中有四項職務，而這些職務分別相對應至 

WCS中的相對職務。在 WCS管理主控台中建立使用者時，要先為

這些使用者指定職務，以便管理指定職務的。下表 4-1是 Payments 使

用者職務和相對 WCS職務間的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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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Payments 職務對映 

職務對映 

Payments 職務 WebSphere Commerce 職務 

Payments 管理
者 網站管理者 

商家管理者 商店管理者 

監督者 營運經理 

辦事員 營運經理 

 

Payments 管理者與商家管理者皆可管理 WebSphere Commerce 

Payments。監督者與辦事員屬於金融職務。他們不負責管理 

WebSphere Commerce Payments，而是管理付款處理程序的各項功

能。下表 4-2說明各 Payments 職務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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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Payments 職務 

職務定義 

職務 任務 

Payments 管理者 • 定義商家管理者、監督者與辦事員 
• 配置商家與其卡匣 
• 識別 Payments 主機名稱與狀態 
• 配置任何已安裝的卡匣 
• 新增、刪除與更新事件接收程式 
• 結清付款 
• 核准或銷售訂單 
• 發出退款與沖銷退款 
• 請款訂單 
• 搜尋訂單與批次 
• 檢視每日的批次總額 

商家管理者 • 定義商家管理者、監督者與辦事員 
• 配置付款卡匣設定 
• 新增、刪除與更新事件接收程式 

監督者 • 結清付款 
• 核准或銷售訂單 
• 發出退款與沖銷退款 
• 請款訂單 
• 搜尋訂單與批次 
• 檢視每日的批次總額 

辦事員 • 結清付款 
• 核准或銷售訂單 
• 請款訂單 
• 搜尋訂單與批次 
• 檢視每日的批次總額 

4.3 商店公布 

本組由 IBM系統管理者公布商店以供產品上架，本組在商店公

布的權限僅限於開啟及關閉商店功能 



 

 67

 

4.4 網站設定 

此為在「產品管理」主控台之動作。 

一、 在變更設定檔下，輸入商店相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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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變更頁面下，使用文字或 HTML語法，改變商店介面 

 

三、 在變更樣式下，選擇所要的版面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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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變更樣式下，選擇商店版面顏色 

 
  

五、 在變更樣式下，上載版面的廣告旗幟，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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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在變更流程下，可選擇商店的顯示語言或貨幣，及收集客

戶資訊 

 

七、 在訂單下，選取商店中與訂單相關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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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結帳下，選取商店中與結帳相關的特性 

 
 

九、 選擇是否要使用WCS內鍵的付款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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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在訂單狀態下，選取商店中與訂單狀態相關的特性 

 

4.5 後台產品上架 

在「產品管理」主控台新建種類 

一、 進入後台後選擇產品推銷    型錄管理    新建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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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立種類代碼及種類名稱 

 

三、 選擇母項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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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輸入種類影像圖片的位置，按完成 

 

五、 新建細項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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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輸入種類代碼及名稱 

 
 
 

七、 選擇母項種類後，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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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在細項種類中，新建產品 

 
 
 

九、 輸入產品代碼及名稱，選擇公告日期及下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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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產品說明 

 
 
 

十一、 選擇產品細項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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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輸入產品影像位置後，按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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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購物概況與營運分析 

5.1 前台實際購物流程 

一、 登入會員 

 

二、 顯示我的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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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購買商品-1 

 

四、 購買商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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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增至購物車 

 

六、 繼續購物-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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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繼續購物-2 

 

八、 新增至購物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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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購物車清單 結帳 

 

十、 建立新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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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選取帳單地址 

 

十二、 選取出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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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選取出貨方式 

 

十四、 訂單摘要-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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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訂單摘要-2 

 

十六、 完成交易(訂單單號=17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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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目前營運概況 

為了提供顧好良好的購物平台，本組尚在測試系統各項模組的功

能，實際運作過各項模組後，藉由行銷活動及宣傳購物平台並正式啟

用。 

 

圖 5-1商店前端運用報告 

 

圖 5-2訂單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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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產品銷售狀態 

5.2.1 出貨狀況  

目前網站提供的出貨方式採用到店取貨的服務，消費者在網站上

購買商品，網站經營者會統一向產品供應商下訂單，在一併出貨包裝

通知消費者到店取貨，減少消費者到門市購買時缺貨產生的等待時

間，消費者也可以選擇利用宅配通的方式，產品送達門市後網站管理

者包裝後再交由物流業者送達客戶手中，物流業者在送出貨物會以簡

訊通知消費者到貨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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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付款狀況 

若是到店取貨的消費者即在門市取貨付款即可，若是由物流業者

宅配貨到付款，物流業者將貨物送達客戶手中一併收取費用，在經由

彙總加予網站經營者，扣除所需的運費及手續費等。 

5.3 目前市場規模 

由於網際網路保養品購物平台已趨於成熟狀態，目前市面上的購

物平台尚欠缺的是安全性的不足，本系統的安全機制及資源整合正好

符好一般社會大眾的需要，本組期望能更創新的行銷手法及提供更多

的產品資訊給消費者來提升網站的購買率，若反應良好，將預計推多

更多產品優惠及更多元的產品以提供消費者做選擇。 

5.4 系統平台分析 

網路購物已成為消費管道的主流，面對各大購物平台的威脅與各

大知名購物網站，本組以表 5-1做出 swot分析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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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網路平台之 SWOT分析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系統安全機制的完善 

2.各大模組功能完善，支援各部門的需
求 

3.支援多國語言 

4.固定的模組:如版面的介面、產品上
架、付款的設定、行銷的策略方案等 

5.專業人才的技術服務 

1.使用者人數不多 

2.金流技術尚待整合 

3.平台介面的生動性不足 

4.模組固定限制了設計者許多的創意
構思 

5.技術與研發落後 

機會(Oppotrunity) 威脅(Threat) 
1.市場成交量大，可因應產品做變更 

2.服務導向：強化全球服務，軟體服務
公司異於軟體產品公司，客戶的信賴是

獲得專案的策略 

3.創新與整合：由於網路的開放，為有
創新與整合才能滿足客戶 

1.同質性平台競爭性高 

2.技術授權、維護、建置成本高 

3.網際網路興起，運算環境趨向複雜 

4.人才培育的困難 

 

5.5 營運目標 

 針對消費者不定期做出促銷活動，以加強網路的整體效益，目

標成長業績為每年增加 5%。 

一、 電子商務網站的規劃，以及和金流、物流間的運作測試。 

二、 在版面部分，可使用 Java等語法做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介面。 

三、 在後台系統可以更加善用職權與組織的分層管理，來提高整

體網站營運的效率。 

四、 運用系統內的拍賣功能，提升網站購買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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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庫存及退貨處理 

提供購物安心保証，收到商品有問題可於 7日內聯絡 all漾美粧

客服，但是若非商品本身的問題也可以接受退換貨的需求，惟商品本

身必須是未經開封使用之全新品，否則無法接受換貨，須在收到商品

3日內提出退換貨申請，單筆訂單只接受一次退換貨服務，且退換貨

所產生的運費必須由消費者負擔，並提供五大購物保証： 

一、 保證商品為原廠真品 

二、 保證商品為正常品 

三、 保證商品保存期尚餘 12個月以上 

四、 商品已投保國泰產物 2000萬產品責任險 

五、 商品提供退換貨服務 

5.7 營運分析 

5.7.1 物流業者分析比較 

提供宅配服務之公司整理彙整如下表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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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各宅配公司經營概況 

企業名稱 統一速達 台灣宅配通 大榮貨運 新竹貨運 

宅配品牌 宅急便 宅配通 全方位配送 速配達 

成立日期 
(營運) 

營運 2000.10  營運 2000.7 
大榮 1954.6 
營業部 2003.6 

1938年 

技術來源 
日本 
YAMATO運輸 

日本通運 日本西濃 日本佐川急便 

主要股東 
統一集團 
統一超商 

東元電機 
富邦集團 
新光保全 
光泉牧場 
伊藤忠商社 

上市公司 仰德集團 

資本額(NT$億
元) 10 5.6 49.7 24.7 

員工人數 2,000 1,200 4135 3,400 
車輛數 900 520 3051 2,200 

營業據點 100 34 161 88 
代收店數 15,000 15,000 1500 275 

2004 年處理件
數(萬件) 1,700 1,300 800(宅配) 

7,500( 全 公
司) 

1,500(宅配) 

營業額 2004年
(NT$億元) 20 14 8.4(宅配) 

48(全公司) 
15(宅配) 

受理溫層 常低溫 常低溫 常低溫 常溫 

營運項目 C2C/80% B2C/70% 
B2C/60% 
C2C/10% 

B2C/15% 
C2C/5% 

代 收 金 / 年
(NT$億元) 20 — 3 40 

註：上述之數據，由各公司提供，有些公司是混合計算，並未獨立，因此會有差界，

數字僅供參考 

 



 

 93

由表 5-2得知，新竹貨運在 2004年年底，朝輕薄短小的貨物，

積極爭取，總貨物件數 7,500萬件(宅配以 20%估計則為 1,500萬件)，

總營收也達 48億元(宅配以 1,500萬件計，約為 15億元)，較前一年

成長了 10%。 

大榮貨運，也穩健的成長著，尤其低溫宅配的成長，更為迅速，

媲美統一速達，大榮貨運的營運雖然保守，但也不致出現失誤，靠著

集內相互的支援，管理成本是所有宅配企業中最低的，雖然總貨量不

如統一速達或宅配通，但 2004 年也達 800 萬件，營收約為 8.4 億，

成長 23%。 

對於消費者而言，配送時效可能是選擇宅配業者的重要考量因素

之一，而配送的時效主要會受到配送範圍為同縣市互寄、跟縣市互寄

或寄送到離島而有所差異。此外，寄件時間也會影響配送的時效，因

為包裏需要轉運，而轉運班車的時間固定，若來不及在宅配車將包裏

拿回營業所轉運前寄送的話，則配送的時間將會延後，因此必須注意

到每家宅配業者當日或隔日配送的包裏收件截止時間。四家宅配公司

之送達時間彙整如下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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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宅配公司包裏送達時間比較表 

收件地區 
寄件時間 宅配公公司 

同縣市 跨縣市 離島地區 
(澎湖、金門) 

統一速達 當日 (僅限台北縣市
互寄) 隔日 隔日 

台灣宅配通 隔日 隔日 隔二日 

大榮貨運 當日(12點前寄) 隔日 隔二日 
當日 11點前 

新竹貨運 隔日 隔日 三至五日 

統一速達 隔日 隔日 隔日 

台灣宅配通 隔日 隔日 隔二日 

大榮貨運 隔日 隔日 隔二日 
當日 17點前 

新竹貨運 隔日 隔日 三至五日 

由表 5-3可知，目前僅有大榮貨運提供中午以前寄送，全省同縣

市互寄當日即可送達的服務，統一速達僅提供台北縣市上午 11時以

前互寄當日送達的服務。另外兩家業者目前則尚無當日配送的服務。

跨縣市互寄的部分，不論哪家業者皆是隔日配達。至於離島地區的部

分，統一速達隔日即可配達，台灣宅配通與大榮貨運要隔兩日，新竹

貨運由於使用一個禮拜只有兩次船期的海運來運送離島的包裏，所以

大約要三至五日才可送達。 

相較於貨運業的計費標準複雜難懂，宅配公司訂定簡化且清楚的

計費標準，依照包裏大小及配送範圍為同縣市、跨縣市或外島來計算

運算。由於常溫包裏為目前宅配市場的主流，因此本研究僅根據宅配

公司常溫包裏的運費來做比較，其運費比較表如下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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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宅配公司常溫包裏運費比較表 

將四家宅配公司於 60公分以下到 121至 150公分中四種包裏規

格運費加以比較，可知道在同縣市互寄的部分，台灣宅配通最便宜，

大榮貨運與統一速達其次，新竹貨運之收費則最高。跨縣市互寄的部

分，也是台灣宅配通最便宜，再來是大榮貨運西部地區的運費較便

宜，其次是統一速達、新竹貨運，最貴的是大榮貨運東部地區的部分。

在澎湖地區乃是大榮貨運最便宜，其次是台灣宅配通與統一速達，新

竹貨運則需視貨運計費標準來判斷。金門地區則是台灣宅配通較便

宜，大榮貨運其次，新竹貨運需視貨運計費標準來判斷。 

至於 151到 180公分的部分，僅有新竹貨運與大榮貨運有提供宅

配的服務，而其運費以新竹貨運較便宜，大榮貨運較貴。由上述的比

同縣市 跨縣市 澎湖 金門 

大
榮
貨
運 

規
格
限
制(

公
分) 

統
一
速
達 

台
灣
宅
配
通 

大
榮
貨
運 

新
竹
貨
運 

統
一
速
達 

台
灣
宅
配
通 

西
部 

東
部 

新
竹
貨
運 

統
一
速
達 

台
灣
宅
配
通 

大
榮
貨
運 

新
竹
貨
運 

統
一
速
達 

台
灣
宅
配
通 

大
榮
貨
運 

新
竹
貨
運 

60 110 88 110 140 120 99 120 160 150 220 199 220 220 199 270
61-90 150 125 130 160 160 135 150 190 190 280 259 250 280 259 300
91-120 190 165 160 190 200 175 180 220 210 320 299 280 320 299 330
121-150 230 215 220 230 240 225 240 280 250 360 359 340 360 359 390
151-180   310 290   330 370 320    

依
貨
運
計
費
標

準

   

依
貨
運
計
費
標

準

註 1：規格是指包裏外箱之(長*寬*高) 註 2：所列示的乃是寄件人請宅配司機到府取件的運費價格，若
消費者自行前往營業所、代收點寄送，則統一速達、台灣宅配通以及新竹貨運會給予 20元的運費折扣；
至於大榮貨運則會給予 10元的運費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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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可以知道，台灣宅配通的運費普遍而言是最便宜的，大榮貨運次

之，統一速達第三，新竹貨運的運費則最貴。但不同規格大小的包裏

與配送地區還是會有些許的差距，應該照不同的需求來選擇不同的宅

配業者。[13] 

5.7.2 目前最常使用付款方式 

目前網路金流工具概述，介紹消費者最常使用之付款方式：  

一、 銀行轉帳： 

對消費者而言，轉帳匯款可以降低消費者對於線上刷卡的安全疑

慮。消費者在轉帳的同時，商家通常能在第一時間收到款項，而消費

者一般僅須負擔跨行手續費之支出。 

(一) 網路銀行線上轉帳 

目前為了匯款人安全，網路轉帳限制不得轉帳到非約定帳號。因

此，消費者必須另外約定商家帳號。 

(二) 虛擬帳號 ATM轉帳 

當消費者選擇以此種方式付款時，系統會自動產生一組交易帳號

給消費者，消費者只需到任何一台 ATM，或是採用任何轉帳方式，

將交易款項轉入此組帳號，即可完成繳費動作，銀行可依虛擬帳號設

定的銷帳 ID，將資料回予商家而憑以自動銷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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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際帳號 ATM轉帳 

網路商家可提供實際銀行帳號，消費者只需到任何一台 ATM或

是採用任何轉帳方式，將交易款項轉入此組帳號，即可完成繳費動

作。款項可直接入帳，但是必須以人工處理，無法自動銷帳如表 5-5。 

表 5-5 虛擬帳號與實際帳號之 ATM 轉帳成本比較表 

二、 郵局劃撥 

網路商家在郵局開立劃撥帳戶，消費者下單購物之後，可使用郵

局劃撥單將款項劃撥至指定的帳戶。此方式受制於郵局的營業時間，

對消費者及商家而言便利性較不足。 

三、 貨到付款或便利商店取貨付款 

「貨到付款」是由物流業者在配送商品時，向消費者收取款項的

方式。目前，提供貨到付款服務的廠商以宅配業者及郵局為主，消費

者亦可自行至便利商店取貨付款，但此部分對商家除有延遲收款銷帳

之不便外，還需考量可能產生之逆物流成本。 

       成 本

類別 
 

轉帳類型 

商家成本 消費者成本 

虛擬帳號ATM轉帳 依往來銀行或代

收代付業者規定。 

實際帳號ATM轉帳 0 元 

須支付轉帳費用： 

同家銀行互轉0元 

郵局轉郵局5元 

跨行轉帳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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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信用卡刷卡 

信用卡線上刷卡已成為 B2C電子商務付款主流，在信用卡交易

流程中會牽涉到的角色包括： 

(一) 商家的銀行（Merchant Bank）：網店商家帳戶（Merchant 

Account）所在地銀行，也就是讓商店得以接受信用卡付款之銀行帳

戶的所在地銀行。 

(二) 處理機構（Processor）：為商店處理刷卡交易相關業務者，

可能是銀行，稱之為收單銀行（Acquiring Bank），也可能是承包這

類業務的經紀公司，稱之為獨立銷售團體（Independent Sales 

Organizations, ISO），或商家服務供應商（Merchant Service Provider, 

MSP）。 

(三) 信用卡交易網路（Credit Card Processing Networks）：由威

士卡（VISA）和萬事達卡（MasterCard）建立，連結商家銀行與收單

銀行的網路。 

(四) 發卡銀行（Issuing Bank）：向一般消費者發行信用卡的機

構。信用卡交易從過去強調安全的 SET模式，在考量商家及消費者

之使用便利性後，逐漸以導入 SSL模式居多。 

因 SSL交易欠缺身分認證及不可否認性，導致網路上的盜刷及

持卡人否認交易之情況頻傳，不僅造成消費者付款疑慮，而且依收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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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規定，通常商家須承擔持卡人否認交易的風險。[14] 

五、 小結 

本組依訂單量進貨再出貨為物流作業模式。運作上消費者向網路

商店下訂後，網路商店管理員會集結訂單再下訂單給產品供應商（即

歐漾公司），產品供應商出貨到本實習商店門市後，網路商店管理員

再進行揀貨包裝與出貨，故在服務品質以及庫存成本控制上具有優

勢，但出貨速度上則相對劣勢，當然網路商店可採取付款查核與再下

訂單同步進行的方式來縮短可能的時間，並且在大量且單一訂單多品

項的情況下取得服務的優勢。 

 

圖 5-4  依訂單量進貨再出貨物流作業模式 

畢竟網路商店既沒有面對面的服務，也沒有電話般聽到任何人的

聲音，要想獲得消費者的青睞，就必須藉由更充足而且正確的資訊來

達成。在物流作業模式的選擇與規劃上，出貨速度固然重要，但穩定

的服務品質卻是更大的關鍵，如到貨的天數必須維持一定的水準，不

能突然很快或很慢，反而不能給予消費者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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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3 交易成本與獲利 

假設商品進貨成本價格為售價之50%，在all漾網站上以售價之九

折優惠販賣，從中賺取了40%的利潤。網站付款方式上提供了貨到 

付款及ATM轉帳；以信用卡付款來說，一般與銀行簽約，交易上銀

行每筆抽2.5％～3.0％的實際付款費用，而以ATM轉帳，跨行轉帳的

手續費為消費者自行負擔。舉例：若商品原價1000元，進貨價格為500

元，在本網站售價為900元，消費者以ATM轉帳或跨行轉帳，須自行

負擔手續費，再加上請台灣宅配通送貨到府之運費為88元(同縣市)、

出貨方式選擇為當天送達，則網站實際收益為312元。若消費者以貨

到付款，假設手續費為3%，則網站須另付27元手續費，加上請台灣

宅配通送貨到府之運費為88元(同縣市)、出貨方式選擇為當天送達，

則網站實際收益為285元。 

5.8  研究建議 

本組專題建構出一個 all 漾美粧網，但由於經費問題及現有電子

商務網站的整體架構、相關法律問題，無法與金流及物流業者簽約與

合作。除了產品上架的動作、促銷方案、模擬購物流程及後台系統的

相關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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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提出一些未來可行的研究議題或研究方向： 

一、 電子商務網站的規劃，以及和金流、物流間的運作測試。 

二、 在後台系統可以更加善用職權與組織的分層管理，來提高整

體網站營運的效率。 

三、 運用 Java語法使系統更加人性化。 

四、 與其它企業、學校機關聯盟，促銷產品。 

5.9  網路永續經營 

經過本組對網站後台管理的研究，針對網站及未來方向做出以下

幾點建議： 

一、 加強金、物流部份的技術，導入相關技術提供網路購物付款 

二、 加強網店行銷，吸引多消費者的購買增加網站經營效益 

三、 顧客資料維護，並了解消費者購買後滿意度之調查 

四、 加強網站後台技術不足的部份，藉由更專業的程式設計師與

數位媒體設計師來改善不足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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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成果 

本組藉由門市的經營實際的了解到整個產品行銷的過程，從一開

始的商店設立、產品的認知、行銷的手法並利用問卷更了解嶺東市場

對於保養品的需求，實際操作下才了解經營的難度。也藉此分析在嶺

東開設商店的實際營運概況做研究及建議。 

6.1.1 門市營收分析-總營收 

總營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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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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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
金

額
) 總營收

 

               圖 6-1  門市總營收圖 

本組經營門市的營業時間是每個星期一到星期五，配合上課時

間，故每個禮拜的營業時間和時數都有差異。從門市總營收圖(圖 6.1)

來看。銷售營業額最好的是在 11月份，除了有商品全面九折的優惠

外，最主要是因為 10月份有校慶，本組利用校慶人潮較多時發放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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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達到了宣傳效果。故 11月份的營收最高。而最差的月份在 2月，

因為 2月是春節假期剛結束，除了營業日數比較短，本組並未在當月

做宣傳，故營收降到最低。而 3月份推出「第二件八折」的行銷活動

並在校園張貼 DM，目的是為了增加實習商店的知名度、提升營業額、

帶動來店人數、告知營業時間、商店地點，成果很快呈現在營收表上，

和 4月份推出「特殺商品」行銷活動，故營業額都有達到 3萬元左右。 

 

6.1.2 門市營收分析-11月份 

11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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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11月營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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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門市營收分析-12月份 

12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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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3   12月營收統計圖 

從每月的營收統計圖來看，在十一、十二月營業額最好的日期大

多分佈在禮拜三和禮拜四，平均營業額也比較高。 

6.1.4 門市營收分析-2月份 

2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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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2月營收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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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門市營收分析-3月份 

3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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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5  3月營收統計圖 

6.1.6 門市營收分析-4月份 

4月統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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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4月營收統計圖 

在二、三、四月時星期五的營業額都有達到比較顛峰的收入，主

要是因為營業時間為 6小時，較其他天數營業時間長。顯示，營業時

間越長，得到的利益相對就越大，因此，建議後續研究者可以加強營

業時間固定且時間加長，適時推出促銷商品，才能達到良好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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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門市營運概況 

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因為產品是平行輸入，不需透過中間
商，所以產品價格比一般實體店面價格更

優惠。 

2.透過學生族群傳播資訊給親朋好友，減
少行銷產品廣告支出。 

3. all漾門市商品的價格比一般美粧店的價
格來的優惠許多。 
4.供應試用品，讓顧客能在不同品牌中選
出最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5.門市內部裝潢讓顧客感受到舒適。 
6.學生經營可增加親切感。 

 

1.市場受到限制，只有針對嶺東學生。 

2.商品偏向女性使用者，男性使用者則較
少。 

3.學校商店空間有限，商品擺設受到限制，

4.產品直接從國外進貨，產品來源受到質
疑，且進貨時間較不固定，容易流失顧

客。 

5. 商品應補充足夠的庫存量，避免調貨所
花費的時間。 

6. 門市人員對商品的成份與效用的了解。

7. 門市人員的內部管理。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All漾開店時間可延長。 

2.以問卷的結果得知學生購買保養品資訊
來源，以同學或朋友宣傳效果最好，所以

可以多加宣傳。 

3.嶺東科技大學裡有流行設計學院，且偏
女性學生較多，可以在這塊市場上多加發

揮。 

1.市場競爭者眾多，如何吸引顧客注意，
以及如何抓住消費者的心。 

2.如果流行設計學院的學生在學校開美粧
店，他們或許會略勝一籌，因為他們比較

懂得市場上女性較適合他們的保養品。 

 

6.2.1 行銷方式 

由於封閉市場流動率較高本組針對封閉市場做以下的行銷方式 

一、 教職員工優惠，不僅針對校內學生的行銷，教職員工更享九

折的優惠 

二、 與 all漾美粧實習商店一同進行商品促銷，並加強網站的設計

文案及圖片，吸收更多的網路消費者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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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門市行銷活動 

活動主旨 

嶺東的學生開學啦，all漾實習商店也開始要為各位同學服務囉。 

活動標題 

全館商品第二件八折(特價商品除外) 

活動期間 

98年 3/2~3/31 (三月底) 

活動目的 

一、 增加實習商店的知名度 

二、 提升營業額 

三、 帶動來店人數 

四、 告知營業時間、商店地點。 

行銷規劃 

一 、3/2~3/6發放商店 DM 200張。(A4大小) 

二、 張貼海報 10張 

三、 電視牆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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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商品銷售排行榜  

 

6.2.4  門市分析研究建議 

一、 改善門市經營時間的穩定性及人員的控管 

二、 門市人員針對產品專業知識的加強 

三、 擴展銷售族群（例如：工業區），並加強對進修部學生、假日

進修班學生、教職員工之行銷。 

6.3  結論 

本次專題研究，可以對目前所盛行的網路購物模式，有了最基

本的概念。從暑期在歐漾國際貿易股份有限公司實習期間，對於電子

商務網站的實際運作流程以及市場的趨勢有了初步了解，我們除了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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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一間實體商店學習經營方式和行銷手法，還將實體市場的營運模式

放入網路上，從資訊設計、產品的流通及產品的行銷模式。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是功能豐富強大的軟體，實際上

卻限制了規劃者許多創意。我們也發現到，其實建構出一個具有如同

目前網路上已有的多功能購物網站，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然而

最困難的是在網站能夠實際運作之前，其外部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因為我們的重點不是放在撰寫程式上，而是著重在本科系所主要探討

的「商務科技管理」上，所以從一開始建站初期的整體規劃到最後的

產品行銷手法等等，莫不是需要長時間及許多人力的配合才能完成

的，在一個完整且具規模的電子商務網站，像我們熟知的 Pchome、

酷必得⋯等，其內部的組織分工，以及在對與廠商、消費者的策略上，

都是十分嚴謹的。本組也只能透過此次的實習成果及對於本軟體的實

際操作應用，來做為踏入未來市場的一個基本概念。 

在本組實際操作過程中，因為系統的複雜性遇到些許錯誤和阻

礙。許多設定需要利用 java 程式在主機上做程式的修改，並需具有

足夠權限才能進行。所以，這套軟體雖然提供了便利的模組，但若需

要成為更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網站，便要藉由更專業的程式設計師與數

位媒體設計師來做整體環境的變更，且需要與網站規劃者及經營者，

做全盤溝通與協調，才能表達出網站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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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內容 

嶺東科技大學保養品使用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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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專題的目

的是為了進一步了解嶺東科大學生對保養品需求的認知以及保養品使用，設計此問
卷，希望藉著您的回答，提供本組寶貴的資料以供參考暨統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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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慧雯 陳盈君 李浥辰 
                                           劉雯芬 高宛伶 
                                專題老師:  陳志明  張善斌  老師 

保養品的定義： 

一般化粧品業界將化粧品依性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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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妝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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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您是? 

□ 男生  □ 女生 

2.  目前就讀 

部    別：  □ 日間部 □ 進修部(在職) 

技職體系： □ 四技 □ 二技 □ 研究所 

年    級： □ 一 □ 二 □ 三 □ 四 

學    院： □ 資訊學院 □ 管理學院 □ 設計學院 □ 財經學院 

3.  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大約? 

□ 1000以內 □ 1001~3000元 □ 3001~5000元 □ 5001~10000元 □ 10001元以上 

4.  每個月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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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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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不一定(有特價就買) 

第二部份  購買因素：   請在 □ 內打勾 

1. 您購買保養品時，會優先考量的地點? (請依您最有可能購買的順序1~6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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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您在上網購物時，較常購買何種商品種類? (請依您最常購買的順序1~9填答) 

美食      服飾      美粧      圖書     旅遊     居家     手機通訊  

時尚精品      3C 商品 

3. 您覺得上網路商店(非拍賣)購買保養品的價格通常? 單選題 

□ 比一般商店賣的還貴 □ 跟一般商店賣的差不多 □ 比一般商店賣的便宜 □ 我沒有注意過 

4. 您對網路商店(非拍賣)購買保養品的信賴程度為何? 單選題 

□ 我很信任網路購物 □ 網路購物多多少少還是會被騙 □ 我不相信網路購物的安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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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尊敬的態度對待我 (有禮貌且誠懇 但不會閒話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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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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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您會因為什麼情境購買一般商店的保養品? 可複選 

□ 跟朋友一起逛街時 □ 有特惠活動時 □ 列下清單只尋找想要的物品  

7. 您會因為什麼情境購買網路商店(非拍賣)的保養品? 可複選 

□ 商店寄發 E-mail □ 網頁廣告促銷 □ 網友推薦 □ 特地上網搜尋 

8. 您平時使用的保養品有哪些? 可複選 

□ 化妝水 □ 乳液 □ 隔離霜 □ 粉底液 □ 蜜粉 □ 面膜 □ 精華液 □ 卸粧油  

□ 洗面乳 □ 臉部去角質 □ 身體去角質 

9. 您購買保養品時最注意的產品特色為何?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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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您購買保養品時最注重的產品效用為何? 可複選 

□ 美白 □ 淡斑 □ 控油 □ 保溼 □ 天然成份 □ 抗痘 □ 修護 □ 改善暗沉 □ 除皺 

11. 下列品牌那個是您最常購買的? 可複選 

□ Fasio 菲希歐 □ Bath & Body Works (BBW) □ Kose 高絲 □ POLA □ PALMER＇S 帕瑪氏  

□ 瑰柏翠 □ 加州淨香草 □ CANUS 肯拿士 □ 資生堂 □ 小蜜蜂爺爺 □ Rosebud 玫瑰花蕾膏  

□ Greenleaf 香氛包 □ 維多利亞的秘密 □ 其它______ 

12. 請問您曾因為什麼理由，願意嘗試購買新推出的保養品? 可複選 

□ 價格吸引 □ 品牌 □ 有效性 □ 廣告介紹 □ 包裝吸引人 □ 購買方便性 

□ 口碑(同學、親友或網友推薦)       

13. 請問平常購買保養品的資訊來源為何? 可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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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您購買保養品前通常會想了解哪些資訊? 可複選 

□ 網路民調  □ 先前使用者感想 □ 專家產品證言 □ 產品官方網站 □ 新品上市資訊 

15. 您認為美粧店提供哪些服務會提高您的購買意願? 可複選 

   □ 特價品 □ 短期促銷活動 □ 提供贈品 □ 試用品的提供 □ 免費體驗  

16. 請問您購買保養品後，最希望可以獲得那些附加贈品? 可複選 

□ 禮卷 □ 抽獎活動卷 □ 會員卡 □ 試用品兌換卷 □ 滿額折價卷 

17. 何種因素是影響您在美粧商店繼續購物的主要原因? 可複選 

   □ 服務態度 □ 價格便宜 □ 舒適的購物環境 □ 商品品質 □ 種類齊全  

18. 針對保養品促銷資訊何種取得方式您比較能接受? 可複選 

□ 發放 DM □ 公布在校園各角落 □ E-mail □ 簡訊通知 □ 網路廣告 □ 電視廣告 

19. 您是否去過 all 漾美粧的門市呢? 可複選  

□ 有去過公益門市 □ 有去過一中門市 □ 有去過嶺東門市 □ 只有瀏覽過 all 漾的網頁 □ 都還沒有 

20. 您對 all 漾美粧門市有什麼感覺呢? 可複選 (如19題填『都還沒有』可省略此題) 

□ 商品種類多 □ 環境乾淨整齊 □ 服務人員親切 □ 總是有我想購買的商品 □ 價格便宜公道 

21. 如果您知道學校有這麼一間美粧商店，您是否會推薦 all 漾給其他同學/朋友? 單選題 

□ 會 □ 如果同學/朋友有需要就會 □ 不會 

★您希望 all 漾提供怎樣的商品服務給您呢?請將您對我們的任何意見填寫於下方 

EX: 想購買的品牌、購物資訊 

 

      感謝你抽空填答問卷，也謝謝你寶貴的意見。     敬祝萬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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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甘特圖  

2008 2009 類別 工作名稱 

9 10 11 12 1 2 3 4 5 

1 題目討論  

 

2 文獻蒐集  

 

3 研究討論  

 

4 資料撰寫  

 

5 第一次報告修改與繳交  

 

6 實習商店設立  

7 問卷擬定  

 

8 問卷發放  

 

9 問卷彙整與分析  

 

10 網站設立與公佈  

 

11 網站建置  

 

12 產品上架  

 

13 購物平台實際運作  

14 網站購物概況與營運分析  

15 門市營運分析  

16 第二次報告修改與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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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陳盈君 網站架設與評估;商店經營;資料收集;問卷擬定;書面總彙總; 

徐慧雯 網站架設與評估;商店經營;資料收集;問卷擬定; 

李浥辰 商店經營;資料收集;問卷結果分析 

劉雯芬 商店經營;資料收集;問卷結果分析  

高宛伶 商店經營;資料收集;問卷結果分析;問卷書面彙總;營收統計 

附錄四 IBM網站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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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附錄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