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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旨在以 IBM WebSphere Commerce 軟體為「流行點子」規

劃出一個 B2C 的網站，同時，嘗試以嶺東科技大學學生作為研究族群，

以了解學生族群的需求，作為網站規劃與建置之參考；並透過對「流

行點子」在 PC Home 以及 Yahoo 購物平台的比較，以顯現出 IBM 購物

平台的經營特點。 

本組針對流行點子目前在網路購物平台經營過程所遭遇的幾項問

題進行問題解決程序，包括目前來店消費族群以上班族居多，少有學

生族群、所售出商品以食品類居多、該店售價略高於其他購物網等。

為有效解決前述問題，故本研究希望透過一、對學生族群進行問卷調

查，以瞭解其需求，作為流行點子貨品規劃及網站建置之依據；二、

利用 IBM WebSphere Commerce 軟體為「流行點子」規劃出一個 B2C

的網站，透過平台的多元功能與經營費用的節省，助其能在較低的營

運成本下，可降低成本及售價，以吸引人氣與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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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流行點子於 2005 年成立，流行點子有限公司是純粹經營網路購

物的專業購物服務網站，秉持著網路購物也能有尊榮感受的理念，

從產品介紹、包裝、運送，皆以讓客戶達到最舒適的網購感受為出

發點。 

目前流行點子所採行的行銷策略是：「等顧客上門」。流行點

子所賣出的商品以包包居多，再來是食品，例如：白米、蜜餞等，

再者是 3C 產品，例如：數位相機、MP3。依流行點子的客源分析顯

示，如圖 1-1，大部份顧客為 30-34 歲的年齡層居多。雖然流行點子

目前的營業額一季約為 500~600 萬，但仍無法繼續增長。 

流行點子go物網客源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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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PCHome 客源分析（以流行點子為例） 

資料來源：流行點子提供(2005~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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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1-1的顯示比例看來，15-24 歲這個年齡層的人數分佈

明顯偏少，而這部份幾乎為學生族群，本組所接觸的族群剛好是這

階段的族群，利用這層關係作為探討的基礎並深入了解學生族群的

需求。 

1.2  研究動機 

網路購物的便利性、資訊完整多樣性等特性，改變了消費者購物

的習慣，提供了消費者另一個購物或資料搜尋的通路。資訊科技的進

步與電子商務市場日趨成熟，使得國內的網路購物市場擁有可觀的成

長潛力。 

開設一間實體店面所要負擔的成本很高，除了必須尋找合適的店

面位址外，也必須負擔承租以及裝潢的費用。相較之下，在網路平台

開店做生意，就不需要擔心上述的問題，也不需要考慮到店面所處的

位置是否擁有許多人潮，以及商品的滯銷所帶來的庫存問題。 

本組利用IBM WebSphere Commerce規劃出一個B2C的購物網

站。因此，本研究將建置一個符合學生族群（以嶺東科技大學學生

為例）的網站，進而探討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及行銷推廣方式，以

及所面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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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全球上網人口快速增加，上網消費成為一種時髦的行為，網際網

路也已經融入現代人的生活習慣中，現代人更凡事講求效率、便利。

本組於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系統建置網站後，可使消費者直接

透過網站看到流行點子產品的相關資訊，依此管道直接登入網站對產

品下單並購買。 

本組主要想了解學生市場的網路購物需求，為了能讓本組所探討

的網路購物公司「流行點子」能延伸到學生消費族群。本組將依問卷

結果作為流行點子行銷策略改變的參考資料，並希望能提供流行點子

做參考讓流行點子的購物網站能吸引學生消費族群的到訪並提高購

買率。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如下： 

一、探討流行點子的經營模式。 

二、提升流行點子的競爭力。 

三、探討流行點子的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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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如圖 1-2所示：

 

      圖 1-2  研究流程 
 

研究動機及目的 

文獻探討 

系統建置流程與操作 

問卷設計與分析結果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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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由於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電子商務也隨之盛行，越來越多的個

人和企業用網際網路來進行交易；電子商務這個通路會隨著越來越多

的商品和服務上線更加多樣化；傳統產業也藉著電子商務的發展紛紛

轉型投入電子商務的交易活動。本章節將探討電子商務、網路行銷。 

 

2.1  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是現今商業活動的主流，不

論是傳統產業或是新興產業，都難逃電子商務這股潮流的衝擊。 

2.1.1  電子商務的定義 

電子商務乃是「一種透過網際網路的方式，企業可將其產品、

服務、廣告及所要提供之資訊等訊息，透過網際網路，提供給消

費者或合作夥伴，而其也可以藉由企業所建置的網站伺服器得到

所需的資訊，並且也能直接在企業的網站上訂購商品或是從事相

關商務活動」。 

Kalakota & Whinston認為，所謂的電子商務，係指利用網際

網路進行購買、銷售或交換產品與服務。功能在降低成本、減低

產品的生命週期、加速得到顧客的反應，及增加服務的品質。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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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商務乃個人與企業管理線上金融交易的流程，其中包括了企業

對消費者(B2C)及企業與企業(B2B)之間的交易。同時Kalakota & 

Whinston，也認為由不同的角度來看，企業對電子商務的定義會

有所不同。整理如表2-1[1]： 

表 2-1 不同角度對電子商務之定義 

觀察角度 對電子商務之定義 

從通訊的角度來看 
電子商務是利用電話線、電腦網路來傳遞資訊、

產品及服務。 

從電子技術的角度

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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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企業流程的角度

來看 

電子商務是商業交易及工作流程自動化的技術

應用，即所謂 e-corporation。 

從上網者的角度來

看 

電子商務提供了網際網路上的購買與銷售產品

和資訊的能力，讓消費者有更多的選擇。 

從服務的角度來看 

電子商務是企業管理階層想要降低服務成本，

及想要提高產品的品質，且加速服務傳遞速度

的一種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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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電子商務的發展過程 

Kalakota & Whinston 認為，電子商務發展過程可區分為下列

四個階段，如表 2-2所示： 

A. 第一階段，電子資金轉換（EFT） 

電子商務的發展可回溯至 1970 年代的電子資金轉換。

電子資金轉換係經由銀行之間安全的私網路所提供的電

子支付體制，例如轉帳，ATM 等。 

B. 第二階段，電子資料交換（EDI） 

1970年代晚期至1980年代初期，由於電子資料交換以及

電子郵件等電子訊息交換技術的出現，在企業界大為流

行，也使得電子商務有了新的應用風貌。 

EDI與 E-mail等電子訊息交換技術以自動化與電子化取

代了企業間傳統繁瑣的文件交換程序，大大提升了企業

間的運作效率。 

C. 第三階段，線上服務與知識分享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聊天室、新聞群組（News Groups）

以及檔案傳輸協定（FTP）等新一代的互動方式，藉由全

球網路人們可以用較少的成本與地球另一端的人進行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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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資訊的存取和交換。 

D. 第四階段，網路發展與全球資訊網 

1990 年代初期，電腦網路技術有了突破性的發展，網際

網路（Internet）與全球資訊網（WWW）的出現，以及其

本身的易學易用，讓電子商務開始全面普及，網路虛擬

社會因而產生[2]。 

表 2-2 電子商務的發展過程 

發展階段 年代 代表技術 

第一階段 1970 年代 電子資金轉換（EFT） 

第二階段 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 電子資料交換（EDI）與電子

郵件（Email） 

第三階段 1980 年代中 線上服務與知識分享 

1.聊天室 

2.新聞群組（News Groups）

3.檔案傳輸協定（FTP） 

第四階段 1990 年代之後 網際網路（Internet）與全

球資訊網（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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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電子商務經營模式的類型 

現今的電子商務有︰ 

A. 企業對企業間(B to B)的電子商務模式 

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指的是企業對企

業間的電子商務模式。例如：上游廠商和下游廠商間

的交易。其優勢在於，可將原本支出在採購方面的人力

成本，透過網際網路的電子自動化模式而節省下來，還

能降低採購的費用。現今企業界因為知道電子商務的

好處，所以許多的產業也投入在 B to B 的模式中，在

越來越多的廠商投入電子化市場之後，也產生了更多的

新採購對象及顧客，這樣一來，無論是要找供應商的或

是要找顧客的都更加容易了。並且，買方也可因採購

效率的提高、賣方因為營業額的提升，形成雙方都獲

利的局面。B to B 的企業合作多為策略聯盟，以供應

鏈裡的原料、半成品、商品交流與資訊流通為主。 

B. 企業對消費者間(B to C)的電子商務模式 

B to C 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 的簡稱，也就

是企業對消費者之間的電子商務模式。例如：線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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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透過網路，連線到提供商品的網站下訂單、完成

交易和付費手續等的過程）因為沒有時間及地理上的限

制，所以廣受消費者的喜愛。知名網路購物網站

Amazon.com，其網站上除了販售書籍以外，也有 CD、軟

體等其他類的商品，不但商品種類豐富，在購買過程中

消費者也能很快速、便利的購買到所需的商品，造成了

一股網路購物的風潮。 

有鑑於 Amazon.com 的經驗，以及看好網路購物未

來的潛力，許多不同產業的公司也紛紛加入網路購物的

行列，企圖以低成本、高便利性的新商業模式，為公司

開創出另一番氣象。不過，要讓消費者掏出荷包裡的錢

並不容易，網站必須各出奇招才能吸引消費者來瀏覽網

站、提供低價而方便的商品供消費者選擇，才能讓消費

者下訂單。 

C. 消費者對消費者間(C to C)的電子商務模式 

C to C (Customer to Customer)指的是消費者對消

費者間的電子商務模式。例如：拍賣網站中，消費者

可將自己不需要的東西，公告在網站上，想要買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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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就可以透過競價過程買到想要的商品，例如：eBay

網站。 

電子化的拍賣方式較傳統的登報或託賣，成本都更

為低廉，效果也比較好，而且網友只要在網站中加入

會員（大多是免費的），就可以免費在網站買或賣東

西。隨著電子商務的迅速發展，瀏覽或是加入拍賣網站

的人口越來越多，能吸引到越多總量，對買方或賣方都

是大利多。 

以上三類或多或少會有功能重疊或整合，但基本上定位及運

作方式有所差別，B to B 重視的是交易夥伴關係的建立，例如：

電子訂單採購是要跟企業往來廠商、商業夥伴合作；而 B to C

及C to C因交易對象較廣且多，較重視服務品質及交易安全 [3] 。 

2.2  網路商店 
網路商店就是在網際網路上架設一個虛擬商店，提供商品或服務，

且消費者可直接線上訂購的網站。從瀏覽、訂購、付款、扣帳 ...等

所有交易流程都在 Internet 完成，消費者透過電腦網路，進入網路上

之電子商店，瀏覽商品並購買商品，所購買之商品，可為數位化產品(透

過網路)或實體商品(實體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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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資訊流、金流、物流 

電子商務首重資訊流、金流、物流的整合，缺一不可。 

A. 資訊流 

是任何一個網站都要必備的，因此一個網站的生命

力及活動力皆來自於資訊流的豐富。而電子商務網站的

資訊流當然就是產品介紹的內容為最主要的資訊，產品

資訊愈豐富、愈詳細，瀏覽的人就愈清楚產品的功能，

也就愈可能下單購買產品；如果能再加上一些產品的其

他相關資訊，例如：使用者的使用心得、名人的代言說

明、熱門產品排行榜等等。尤其在 B2C 電子商務模式中

愈是提供更多這類資訊，更可刺激消費者去消費。 

B. 金流 

是指在網路上透過安全的認證機制，為企業與企業

間、個人與企業間的資金轉移，或是各種支付方式。這

些方式可能包括信用卡、電子貨幣等，而線上資金的轉

移、交易安全認證機制等也是屬於金流的部分。電子商

務的「金流」處理應該使產品的價格在網路上實現與完

成轉移的過程，把價格變成了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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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物流 

是指產品從生產者移轉到經銷商、消費者的整個流

通過程。因此，從消費者或客戶在網路上訂購貨品後，

將產品遞送至客戶或消費者的處理過程，包括了對貨品

做裝卸、包裝、運輸，以及產品入庫、送貨等等過程的

處理，都是物流的範疇。電子商務的「物流」應該使產

品的通路變成更加靈活與機動性。 

2.2.2  付款方式 

網路購物常見的付款方式有： 

A. 線上刷卡(信用卡) 

是目前網路交易裡最為便利也最常被採用的一種付款方

式，使用線上刷卡可減少買家至銀行繳費或出門繳款之

不便。 

B. ATM 轉帳繳款 

消費者訂購後，取得商店付款資訊，依付款資訊繳款。

常見的ATM轉帳繳款有郵局或銀行的自動櫃員機ATM轉

帳及網路 A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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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郵政劃撥與銀行匯款 

消費者訂購商品後直接到郵局或銀行填寫劃撥單或匯款

單付款，但需支付較高手續費。 

D. 超商取貨付款 

訂購後，消費者先選擇取貨最方便的便利超商，只要在

約定的期限內，無論是清晨或半夜，都可以任選時間到

便利超商以現金付款取貨。 

E. 宅配代收 

訂購後商品直接宅配到指定地點，貨到同時支付款項。

在台灣的物流宅配業是非常發達的，大多有提供貨到付

款的服務，甚至提供消費者當場刷卡的服務。 

F. 手機帳單代收 

是一種利用行動電話支付網路消費的服務，也就是利用

每個月要繳的電話帳單，來做為網路交易的支付工具，

只要有行動電話和身份證字號，就可以輕鬆地支付網路

上的各種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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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取貨方式 

A. 郵寄 

以郵遞的方式將貨物送達收件人。在國內分為國內快

捷、包裹、掛號。 

B. 超商取貨 

訂購後，待商家通知貨已送達，在期限內到約定的超商

取貨並付款。 

C. 宅配 

由台灣各個貨運公司配送，他們提供商家出貨、配送、

收款等服務 [4] 。 

 

2.3  電子商務安全 

    Internet 等網際網路技術促使商務程序和用戶發生相互作用。而

對於一個缺少分級性、靈活性和安全性控制不甚嚴密的電子商務環境，

可能很快就會蛻變成一系列負面效應，給電子商務帶來不利影響，甚

至能毀掉一個難得的商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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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電子商務安全機制 

電子商務安全有六個主要機制。若任一機制無法達到，就存

在安全議題。 

A. 完整性：是指確保顯示在網站上、或在網際網路上收送 

      的資訊，不被未授權的第三者以任何方式修改。 

B. 不可否認性：確保電子商務中的參與者不會拒絕承認他 

      們的行為。 

C. 身份辨識性：辨別你在網路上進行交易的個人或企業的 

      身份。 

D. 機密性：只有被授權的人才能夠獲得訊息或資料。 

E. 私密性：能否運用客戶資訊的權利。 

F. 可取得性：保證電子商務能如預期般地持續運作。 

2.3.2  資訊保密技術 

A. 私密金鑰加密法 

私密金鑰加密法(secret key encryption)又可稱為

對稱金鑰加密法(symmetric key encryption)，要解開

加密後的資訊，接收者必須知道加密的金鑰為何。在對

稱金鑰加密法中，接收者與傳送者使用相同的金鑰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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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解密訊息。接收者與傳送者必須透過某些通訊媒介傳

遞或私下交換金鑰。網路上最被廣為使用的對稱金鑰加

密法為資料加密標準(Data Encryption Standard, DES)。 

B. 公開金鑰加密法 

公開金鑰加密法解決了交換金鑰的問題。在此法中，

使用二組數字金鑰：公開金鑰和秘密金鑰。秘密金鑰是

由擁有者收藏，而公開金鑰則是廣為散佈。這兩組金鑰

都能用來加密或解密，但一旦金鑰被用來加密訊息，則

無法使用同一支金鑰來解密。此法利用不可逆函數產生

金鑰，所謂不可逆是指無法由輸出結果演算出輸入值。 

C.數位簽章 

數位簽章是由電腦所產生的身份證明。使用 Hash 函

數運算以產生訊息摘要，此訊息摘要經過公開金鑰加密

法和發訊人的密鑰加以運算，即成為數位簽章。收件人

可經由網路資料庫或鑑別機構的公告得知發件人的公鑰，

藉由數位簽章的技術，驗證信上數位簽章的真實性與電

子文件原稿的完整性。當真實與完整性經確認後，發訊

人即無法否認電子文件的內容，數位簽章是無法偽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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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冒用者竊取了發訊者的密鑰，所以數位簽章具有不

可否認性。數位簽章的主要功能除了驗證使用者身份外，

還可避免攻擊者在傳輸時偷加入一段假訊息，造成通訊

雙方的困擾。 

D.數位憑證 

數位憑證(digital certificate)是由具有公信力第

三者憑證管理中心(certificate authority, CA)所發。

憑證管理中心擁有用戶名稱、用戶的公開金鑰、數位憑

證序號、到期日、發出日、憑證管理中心的數位簽章、

和其他身份資訊。要產生一個憑證，用戶自己產生一組

公開和私密金鑰，並將此需求和公開金鑰傳送給 CA 認

證。CA 進行認證，接著 CA 會發出一個憑證，內含用戶

的公開金鑰和其他相關資訊。最後，CA 使用憑證產生一

訊息摘要並用 CA 的私密金鑰加以簽署。這個已簽署的摘

要即稱為受簽憑證，一個獨一無二的加密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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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安全電子交易標準(SET) 

安全電子交易標準(SET)是一個用來保護在網際網路上付款

交易的開放式規範，由Visa、MasterCard、IBM、Microsoft、HP

等公司，於1996年2月共同製定的交易標準。SET規範包含交易雙

方身份確認、個人和金融資訊隱密性、傳輸資料完整性的保護。

如圖2-1為SET付款程序。 

 

圖 2-1  SET 付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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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安全付款協定 

線上安全編碼傳輸(Secure Sockets Layer，簡稱SSL)，是由

網景所發展出來的基本加密系統。此系統架構於TCP/IP層上，使

得應用程式可以很容易的啟動此系統，確保資料是以加密的格式

在網路上傳輸。透過SSL，資料在傳送出去之前就自動加密了，並

會在合法的接收端被解密。對於沒有解密金鑰的人來說，所收到

的資料只是一堆沒有意義的0和1而已 [5] 。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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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傳統行銷模式與網際網路行銷模式 

網際網路在企業策略上的運用，可以改變企業與顧客的互動

關係、使產品與服務更符合顧客的需求、可縮短新產品與服務推

出的時間、使付款系統更有效率、可以降低企業的廣告成本、可

幫助企業提供多項的行銷功能。網路行銷並非推翻傳統行銷的觀

念，其最基本之特點仍在於行銷概念、行銷策略之網路化或數位

化之思考，是一種與傳統行銷相加相乘之概念[6] 如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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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3 傳統行銷與網路行銷的比較 

比較項目 傳統行銷 網路行銷 

Products 

產品 

消費性產品為市場主

流 

1. 增加軟體購，如資料性、軟體
性、服務性、媒體性、非實體

性產品之銷售機會。 

2. 規格化、不變質之產品為理想
之網路產品。 

3. 國內網路廣告以服務性產品為
最大宗廣告來源。金融商品不

容忽視，資訊產品將成為明日

之星。 

Price 

定價 

價格受到中間商及關

稅相當影響 

無關稅、降低中間商成本、降低

行銷成本、價格彈性化 

Place 

配銷 

空間成本高，包括租

金、通路空間費用 

虛擬化、無空間、無租金、低成

本、全球化虛擬通路、無倉儲、

無庫存 

Promotion 

推廣 

偏重單向行銷傳播成

本極高 

可提高充份的銷售資訊、兼顧迅

速及資訊完整性、24 小時多向互

動行銷，成本低全球化及跨國活

動成本低 

Segmentation 

市場區隔 
區隔複雜 網路族群區隔明確 

Targeting 

選擇目標市場 
目標複雜 

對利基市場強化其互動性及社群

性有助於一對一行銷的理念 

Positioning 

市場定位 
定位複雜 

產品定位更清楚，回饋也更明確

有助發展大量顧客化產品適合個

人化服務性產品 

Branding 

品牌 

品牌價值已普遍受到

重視，但仍因產品種

類而有差別 

1. 虛擬世界非實體特性，強化了
品牌價值的重要性 

2. 網站介面設計水準與品牌形象
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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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網路行銷的特點 

網路行銷和傳統行銷都是企業經營活動的一部分，所有的行

銷活動都是為了滿足消費者現實和潛在的需求作為一切活動的出

發點，並且都需要經由行銷組合來發揮作用。但是，網路行銷還

是有別於傳統單向式、間接性、多階層的行銷方式。由網際網路

所形成的網路市場與傳統意義上的市場截然不同，使網路環境生

產者和消費者之間資訊溝通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推動了網路行

銷獨有的特性。 

A. 不受時空限制的虛擬市場 

B. 溝通的互動性和即時性 

C. 降低企業和消費者獲取資訊的成本 

D. 有利於企業實現低成本擴張 

E. 促進商品流通 

F. 實現以客戶為導向的行銷目標 

2.4.3  網路行銷的價格策略 

傳統行銷的商品價格是建立在產品生產成本、銷售成本以及

產銷合理利潤基礎上的一種靜態價格，它仍是以生產為核心的行

銷觀念的表現，價格的制定是一種事前行為。網路行銷中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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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和傳統行銷中的價格制定既有相同點也有區別之處。網路行

銷的定價策略主要有以下幾種。 

A. 按需求定價策略 

網路的互動性使企業可以即時獲得消費者的需求資訊，

企業可以根據客戶對產品和服務的不同需求彈性地為每

個消費者提供有差別化的產品，並索取不同的價格。這

種方式對於企業來說是非常有利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

的消費者剩餘價值，對客戶而言，客戶也可以獲得更高

的滿意度。 

B. 低價格政策 

    價格是企業競爭的重要工具。低價格依然對消費者

有很大的影響力，為吸引消費者的關注，採用低價格是

十分必要的。網上行銷採用直接銷售方式，不需要店鋪，

也有利於低價格銷售。但需考慮低價格會給人低品質的

印象。 

C. 線上拍賣法 

    網路上拍賣是網路帶來的最具價值的創新之一。網

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無形的、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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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場所，它可以在最短時間內使大量的購買者聚集在

一起，使交易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內進行，提高了拍賣的

成功率和拍賣的價格。 

D. 即時定價策略 

Internet 的大規模普及使交易成本大幅降低，幾乎所有

的商品都可以實行採購公開招標。由於網路增加了各種

產品的價格透明度，有利於客戶方便地進行比較和選

擇，迫使企業只能採取即時的報價。 

E. 自動調價、議價策略 

    根據季節變動、市場供求狀況、競爭狀況及其它因

素在計算收益的基礎上，設立自動調價系統，自動進行

價格調整。同時，建立與消費者直接在網上協商價格的

集體價系統，使價格具有靈活性和多樣性，進而形成創

新的價格體系。 

F. 品牌定價策略 

    消費者掌握產品資訊的程度直接影響了他對產品的

認知。名牌商品採用「優質高價」策略，既可以增加盈

利，又可以讓消費者在心理上感到滿足。對於具有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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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應的產品，由於得到人們的認可，在網路產品的定價

中，完全可以對品牌效應進行擴充如和延伸，利用網路

宣傳與傳統銷售的結合，產生整合效應。 

G. 聲譽定價策略 

    企業的形象和聲譽，是網路行銷發展初期影響價格

的重要因素。消費者對網上購物和訂貨往往會存在著許

多疑慮，例如在網上所訂購的商品，品質能否得到保證，

貨物能否及時送到等。如果企業在消費者心中有比較好

的形象和聲望，則它出售的網路商品價格可比一般企業

高些。反之價格則低一些。 

H. 滲透市場的定價策略 

    在產品剛進入市場時，採用低價位策略，以求迅速

開拓市場，抑制競爭者的滲透，稱為滲透定價。在網路

行銷中，往往為了宣傳網站，佔領市場，採用低價銷售

略。另外不同類別的產品應採取不同的定價策略。如日

常生活用品，對於這種購買率高、周轉快的產品，適合

採用薄利多銷、佔領市場的定價策略。而對於周轉慢、

銷售與儲運成本較高的特殊商品、耐用品，網路價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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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高些，以確保盈利。 

I. 競爭定價策略 

    在大多數的購物網站上，經常會將網站的服務體系

和價格等資訊公開申明，這就成為瞭解競爭對手價格策

略的一種途徑。企業可經由網路隨時掌握競爭者的價格

動，以此來調整自己的競爭策略，時刻保持相對於同類

產品的價格優勢 [7] 。 

2.4.4  線上促銷的技巧 

A. 搜尋引擎行銷 

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SEO）

可以提高搜尋引擎結果頁自然清單上的排序，而搜尋

引擎點擊付費行銷則會將公司列在贊助廣告連結上。 

B. 線上公關 

包括如建立連結、部落格、簡易供稿機制（RSS 資訊服

務）以及線上聲譽管理。 

C. 線上夥伴 

包括聯盟行銷、共同品牌與線上贊助。 

D. 線上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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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不同形式的廣告，例如橫幅廣告、摩天大廣告，與

多元媒體廣告（如超插播式廣告）等。 

E. 電子郵件行銷 

使用租賃名單的電子郵件行銷方法包括陌生拜訪的電子

郵件行銷活動、共同品牌的電子郵件廣告與第三者的電

子通訊，而公司也會使用自有名單來進行電子郵件行銷

與發佈電子通訊。 

F. 病毒行銷 

開發特殊的行銷創意，然後透過線上的口碑效應傳播出

去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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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不同的行銷傳播工具在促銷網站上的優勢和弱點 

.促銷技巧 主要優勢 主要弱點 

a.搜尋引擎最佳
化(SEO) 

可清楚定位瞄準、和點
擊付費行銷比起來成
本較低、若有成效的話
可以大量提高流量。 

競爭激烈、可能影響網
站的外觀、搜尋引擎的
排序演算法時常改變。

b.點擊付費行銷
(PPC) 

目標定位清楚、可以控
制每一顧客取得成本。

在較競爭的市場區隔中
比 SEO 昂貴。 

1 

c.可信賴提要 
可以不斷改變以反應
產品與價格的變化。 

相對昂貴，主要與電子
零售業較有關。 

2 線上公關 
相對較低的成本、目標
定位清楚、可以控制向
內的連結。 

可能需耗費不少時間來
建立連結、隨時監控第
三者網站上的顧客意見。

聯盟行銷 

透過結果來付費(例如
百分之 10 的銷售佣金
撥予引介的網站)。 

所支付的設定與管理費
用，若排序的演算法改
變的話可能會影響從聯
盟引介過來的顧客。 

3 

線上贊助 

若可壓低成本的話將
是最有效的、可進行長
期的共同品牌行銷而
得到加乘效果。 

可以增加品牌意識，但
是不一定直接導致銷
售。 

4 互動式廣告 
主要目的在提高訪客
人數、在品牌建立上也
扮演重要角色 

回應比率已經大幅下
降。 

5 電子郵件行銷 
推式媒介－用戶無法
完全忽略、可以將回應
導向網站。 

需要客戶同意加入、在
建立顧客忠誠度的效力
大於取得顧客的效力、
在收信箱內直接穿透－
訊息被其他郵件稀釋、
在遞送能力上的限制。



 29

6 病毒式行銷 
若是有效的創作則可
能以低成本觸及大量
的觀眾。 

不易建立強而有力的病
毒式概念以及瞄準目標
客群且有損傷品牌形
象的風險。 

7 
傳統離線的廣告
(電視、印刷等) 

和線上技巧相比可觸
及的範圍更大、高度的
創意較大的影響。 

不容易瞄準目標客群、
高成本。 

 

2.5  競爭力 

競爭力是對象在競爭中顯示的能力。因此它是一種隨著競爭變化

著的有通過競爭而體現的能力。競爭力包含在對象的現在，但它是對

象未來可以展示的能力。要測定競爭力需要確定一個測定目標時間。

要評價競爭力，需要確定一個比較競爭力的群體，根據目標時間在競

爭群體中的表現評價它。測定和評價競爭力可以採用未來研究方法，

但競爭力測定的是對象「現在」中包含的「未來」。 

2.5.1  五力分析 

Porter 認為產業的結構會影響產業之間的競爭強度，便提出

一套產業分析架構，用來了解產業結構與競爭的因素，並建構整

體的競爭策略。影響競爭及決定獨占強度的因素歸納五種力量。

此五種力量由密切影響公司服務客戶及獲利的構面組成，任何力

量的改變都可能吸引公司退出或進入市場。如下表 2-5 所示。 

 

表 2-5  網際網路對產業五力分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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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際網路的影響 ＋（正向影響） －（負向影響） 

潛在進入者的障礙 區隔複雜 

1. 任何應用在銷售、通路進入、或是
實質的資產，只要網際網路可以簡

化或是取代他的功能的，將會降低

進入障礙。 

2. 網際網路的應用對於新進入者而
言，易於複製。 

3. 新進入者來自很多不同的產業。 

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1. 降低差異化程度，不容易有專利、
專賣的情形 

2. 轉移成價格戰 
3. 地理上的市場變寬，增加許多競爭
者 

4. 跟固定成本比較起來有較低的變
動成本，因此，有降價的壓力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1. 終端顧客有更強的議價能力 

2. 降低轉換成本 

替代者的威脅 

促使整個產業更

有效率，並開拓市

場規模。 

網際網路的易親近性，造成許多新的

替代品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透過網際網路採

購，可以提高企業

對供應商的議價

能力，不過供應商

也可藉此接觸更

多顧客 

1. 網際網路提供供應商直接接觸終
端使用者的機會，減少中間商的層

級 

2. 網路採購及電子市集的使用，讓所
有公司有均等的機會接近供應

商，且導致標準化產品的採購降低

差異性 

3. 降低進入障礙，眾多的競爭者會提
高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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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S.W.O.T 分析 

SWOT 分析即強弱機危綜合分析法，是一種企業競爭態勢分析方法，

是市場營銷的基礎分析方法之一，通過評價企業的優勢(Strengths)、

劣勢(Weaknesses)、競爭市場上的機會(Opportunities)和威脅

(Threats)，用以在制定企業的發展戰略前對企業進行深入全面的分析

以及競爭優勢的定位。如下表 2-6 所示[9]。 

表 2-6  SWOT 分析中常見的項目 

優勢 劣勢 

核心技能 

適度的財務條件 

良好的消費者印象 

高市場佔有率 

高品質的產品服務 

低生產成本 

可接觸到通路 

其他 

缺乏策略方向 

資訊系統不良 

缺乏財務支援 

缺乏管理技能 

行銷技巧不佳 

缺乏通路 

產品品質不佳 

其他 

機會 威脅 

可以進入新市場／區隔 

多角化進入相關活動 

垂直整合 

高成長的市場前景 

競爭者太弱 

自由化 

其他 

新出現的低成本競爭者 

新出現的法律要求 

消費者／供應商的高議價力 

不利的人口結構改變 

消費者需求處於改變之中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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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系統 
本研究所使用的軟體為 IBM WebSphere Commerce Suite（以下簡

稱 WCS）的電子商務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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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可以任何方式進行適配和擴展，以支援新特點、業務和商業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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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2-7列出其功能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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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7 IBM WebSphere Commerce功能特色 

IBM WebSphere Commerce功能特色 
職務管理 
產品型錄管理 
行銷管理 
產品推銷管理 
拍賣功能 
產品顧問功能 
客戶關懷功能 

訂單管理 
稅金管理 
貨運費管理 
庫存與供貨管理 
退貨與退款管理 
報表管理 
多國語言支援 

2.6.1  管理者工作與職務 

WC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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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網站管理者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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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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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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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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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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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購物者資訊：停留已在網站上登錄的購物者之記錄。 

您甚至可以收集並且儲存個人背景資訊。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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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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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設定傳訊系統：以通知訂單及錯誤訊息傳遞。 

B. 商店管理者 

1.商店資訊：將商店的產品加以分類，協助購物者瀏覽 

商店內的商品。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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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產品資訊：輸入產品相關資訊，如產品號碼、說明以 

及售價。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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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代款配置：新增及配置收單銀行和信用卡，以啟用 SET 

安全電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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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訂單處理：使用 SET 來處理授權、取款以及帳款交易 

與沖銷。 

7.客戶資訊：檢視購物者登錄時提供的資訊。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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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檢視關於購物者的資訊。 

10.拍賣資訊設定。 

11.設定產品顧問，以便產品的搜尋。 

12.設定訂單通知訊息。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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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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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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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結果 
 

本章節以問卷結果作為此次專題市場分析（以嶺東科大為例）

的參考資料，本問卷發放份數共 150 份，以不具名方式進行，請嶺

東科大的學生填寫。實際回收 116 份，回收率為 77%，故本專題使用了

116 個樣本。 

 

3.1  問卷設計 

    本專題以嶺東科技大學學生為研究對象，藉由問卷想要了解學

生使用購物網站(非拍賣網)的因素及對 3C 產品的品牌認知，是否影

響網路購物平台(非拍賣網)的使用意願及對 3C 產品的消費能力。 

問卷內容主要以流行點子在 3C 產品方面所販賣的產品及現況作

為問卷內容的依據，得知流行點子在 3C 產品方面，所售出商品以相

機居多，但上班族是主要的消費族群，學生族群則占少數。問卷編

製完成後，請學者專家審核校閱針對問卷內容提出建議。根據專家學

者提供之建議進行修正。經由上述程序，完成本研究的正式問卷。(附

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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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問卷設計流程 

以下為問卷的設計流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問卷設計流程圖 

相關文獻蒐集 

問卷編製 

問卷修正 

學者專家審核 

問卷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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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分析 

依據問卷結果做描述性統計及交叉分析，得出以下相關資料： 

3.3.1  描述性統計 

A. 目前個人擁有的 3C 產品 

根據問卷結果，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目前個人擁有的

3C 產品，最多是手機，其次是隨身碟，再來是相機、MP3、

液晶螢幕，如圖 3-2 所示。 

圖 3-2  嶺東學生目前擁有的 3C 商品 

目前個人擁有的3C商品

手機, 111

相機, 67

DV攝影機, 2

數位相框, 4

筆記型電腦, 27

MP3, 64電視, 12

隨身碟, 88

液晶螢幕, 50

印表機, 27

手機

相機

DV攝影機

數位相框

筆記型電腦

MP3

電視

隨身碟

液晶螢幕

印表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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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目前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及預算 

根據問卷回收結果，以目前可支配的零用金為考量，最

想添購的 3C 商品及預算，預算則以每類預算之平均作為預

算之依據。（1）相機，預算平均為＄6,263。（2）手機，預

算平均為$4,500。（3）筆記型電腦，預算平均為＄16,595，

如表 3-1 所示。 

表 3-1  嶺東學生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及預算 

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人數 預算 

相機 38 ＄6,263 

手機 22 ＄4,500 

筆記型電腦 21 ＄16,595

MP3 10 ＄2,850 

DV 攝影機 7 ＄11,857

隨身碟 6 ＄1,050 

數位相框 3 ＄5,667 

電視 3 ＄6,333 

液晶螢幕 3 ＄6,500 

印表機 3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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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不上購物網（非拍賣網）之原因 

嶺東的學生族群不上購物網站的主要原因，依平均值的

分佈，為下表 3-2 所示，因素一、商品圖片易與實品不符、

因素二、無法與賣家直接互動是嶺東學生不上購物網的主

要因素。由表 3-2 顯示，學生喜歡在拍賣網站購買商品的因

素三、為可低價競標，對於學生來說，價錢仍是購買商品的

最主要因素。 

表 3-2  嶺東學生不上購物網（非拍賣網）之原因 

不上購物網之原因 平均值

一、商品圖片易與實品不符 3.75 

二、無法與賣家直接互動 3.72 

三、拍賣網可低價競標 3.4 

四、付款方式不便 3.25 

五、預算不足 3.15 

六、購物網的商品較貴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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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在網路上購物的最主要因素 

如下表 3-3 所示，因素一、購物方便和因素二、價格便

宜是影響學生在網路上購物的主要因素。因素三、容易比較

商品對於學生來說，可以迅速的在網路上搜尋較低價的主商

品和符合個人需求的附屬品。 

表 3-3 嶺東學生網購的主因 

在網路上購物的最主要因素 平均值 

一、購物方便 3.72 

二、價格便宜 3.66 

三、容易比較商品 3.65 

四、喜歡就買 3.39 

五、有積點折扣 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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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交叉分析 

A.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與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之分析 

目前個人擁有的最多的 3C 商品為，1.手機 2.隨身碟 3.

相機。依上述排名與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做交叉分析 

表 3-4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手機 

計數的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手機 

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無 有 總計 

手機  22 22 

相機 2 36 38 

DV 攝影機  7 7 

數位相框  3 3 

筆記型電腦 1 20 21 

MP3 1 9 10 

電視 1 2 3 

隨身碟  6 6 

液晶螢幕  3 3 

印表機  3 3 

總計 5 111 116 

表 3-5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隨身碟 

計數的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隨身碟 

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無 有 總計 

手機 6 16 22 

相機 7 31 38 

DV 攝影機 2 5 7 

數位相框 1 2 3 

筆記型電腦 6 15 21 

MP3 1 9 10 

電視  3 3 

隨身碟 5 1 6 

液晶螢幕  3 3 

印表機  3 3 

總計 28 88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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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相機 

計數的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相機 

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 無 有 總計 

手機 6 16 22 

相機 26 12 38 

DV 攝影機 2 5 7 

數位相框 1 2 3 

筆記型電腦 9 12 21 

MP3 2 8 10 

電視 1 2 3 

隨身碟 1 5 6 

液晶螢幕 1 2 3 

印表機  3 3 

總計 49 67 116 

依表 3-4、3-5 以及 3-6 顯示，最想添購的 3C商品為相

機最多，其次為手機，再者為筆記型電腦。由此可知，相機

為嶺東學生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顯示嶺東學生在購買相機

的需求是較高的。 

目前擁有手機的學生，雖然以相機為最想添購的 3C 商

品，但依舊最想添購手機的學生佔 20%，顯示學生在購買手

機的需求是較喜歡常更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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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與最有可能購買的 3C 商品之分析 

依問卷結果製作下表 3-7，個人擁有最多的 3C商品前

三名（一、手機，二、隨身碟，三、相機），最有可能購買

的 3C 商品前三名（一、數位相機，二、筆記型電腦，三、

隨身碟）。(來源附錄二、三、四) 

表 3-7  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與最有可能購買的 3C 商品 

1.手機 2.隨身碟 3.相機 

1.數位相機 39 31 13 

2.筆記型電腦 16 11 11 

3.隨身碟 17 12 11 

最可能買 

人數 
個人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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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最有可能購買的相機品牌、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與預

算上限之分析 

表 3-8  最有可能購買的相機品牌與預算上限 

計數的相機預算上限 相機預算上限(元) 

相機品牌 
2000 

以下 

2001~ 

4000 

4001~ 

6000 

6001~ 

8000 

8001~ 

10000 

10000 以

上 
總計 

SONY 1 8 16 13 18 14 70 

CANON  2 2 4 10 7 25 

NIKON  1 1  3 3 8 

CASIO  2 1 2 2  7 

Panasonic   1 1  1 3 

Samsung      1 1 

Fujifilm   1 1   2 

總計 1 13 22 21 33 26 116 

由表 3-8 顯示，嶺東學生購買相機的預算上限落在

8001~10000 元的人數約佔 28%，在此範圍內想購買的相機

品牌是 SONY 的人數有 18 人。從下表得知嶺東學生每月可

支配零用金與相機預算上限不成比例， 

顯示嶺東學生受到可支配零用金的限制，無法將購買

相機的預算提高，將預算低於10000元以下的人則佔大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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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9  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與相機預算上限 

計數的相機預算上限 可支配的零用金(元) 

相機預算上限(元) 
1000 

以下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4000 

4000~ 

5000 

5000 

以上 
總計

2000 以下 1      1 

2001~4000 3 7 1 1  1 13 

4001~6000 3 1 7 4 5 2 22 

6001~8000 2 6 3 6 2 2 21 

8001~10000 4 7 7 5 6 4 33 

10000 以上 1 2 3 6 6 8 26 

總計 14 23 21 22 19 17 116 

 由表 3-9 得知，嶺東學生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範圍落

在 1001~2000 元的人數佔了 20%，而在此範圍內，願意花

費 10000 元以上的人數只有 2人，8001~10000 元、

2001~4000 元的人數各只有 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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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最有可能購買的 MP3 品牌、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與預

算上限之分析 

表 3-10  最有可能購買的 MP3 品牌與預算上限 

計數的 MP3 預算上限 MP3 預算上限(元) 

MP3 品牌 
1000 

以下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4000 

4001~ 

5000 

5000 

以上 
總計 

Creative 1 1 2    4 

UBEST  3 1   1 5 

Samsung 2 5 2 2  2 13 

iRiver    1  1 2 

Sony 8 30 26 11 4 4 83 

T.sonic 1 3  3   7 

FunTwist   2    2 

總計 12 42 33 17 4 8 116 

 

表 3-10 顯示，在問卷調查發問的 7項品牌中，其中以

SONY 品牌為最想購買的 MP3 品牌，約佔 72%，顯示嶺東學

生對於 SONY 的希望購買程度較高。 由下表得知，嶺東學

生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範圍落在 1001~2000 元的人數佔了

20%，在此範圍內願意將預算設在 1001~2000 元的人數為 8

人，預算為 2001~3000 元的人數則有 7人，在每月可支配

的零用金的限制下，學生們只願意將購買 MP3 的預算設在

100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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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與 MP3 預算上限 

計數的 MP3 預算上限 可支配的零用金(元) 

MP3 預算上限(元) 
1000 

以下

1001~ 

2000

2001~ 

3000

3001~ 

4000

4000~ 

5000

5000 

以上 
總計

1000 以下 5 3 1 1 1 1 12 

1001~2000 6 8 8 9 7 4 42 

2001~3000 1 7 10 6 6 3 33 

3001~4000  3 2 4 5 3 17 

4001~5000  2    2 4 

5000 以上 2   2  4 8 

總計 14 23 21 22 19 17 116 

 

3.4  分析結果 

由問卷分析得出，嶺東學生每月可支配零用金在1001~3000

元，願意花費8001元以上購買相機、2001~3000元購買MP3的人數

是較多的，受到可支配零用金的限制，購買3C商品的預算也跟著

降低。由此可知，嶺東學生在3C商品的購買行為，因每月可支配

零用金的限制間接影響其購買能力，但還有加強的空間。 

嶺東學生目前個人擁有最多的3C商品，主要是手機，接著是

隨身碟、相機，以目前可支配的零用金為考量，學生最想添購的

3C商品是相機，雖然受到可支配零用金的限制，但學生們仍願意

將預算提高，顯示嶺東學生對3C商品的購買能力，不因可支配零

用金的限制，而降低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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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策略： 

一、 由於本專題研究的個案公司：流行點子，是屬於個  

                 人經營式的網路商店，商品通路來源均是透過個人 

                 人脈所取得，所以商品的品牌及種類較少，可以請 

                 老闆再多增加一些通路，像是學生偏好的 SONY 相 

                 關商品。 

二、 嶺東學生希望以便宜的價格購買高價位的3C商品， 

                  但 3C商品可做的優惠較低，可以贈品或積點折扣等 

                 方式在 IBM 系統中做測試，送一些學生較感興趣的 

                 商品來吸引學生，例如：買相機送記憶卡、螢幕保  

                  護貼或清潔組等贈品，吸引學生族群的購買。 

三、 商店首頁的行銷廣告可以再活潑、花俏一點，吸引 

                 消費者注意，讓消費者一進到首頁就可以在第一時  

                 間掌握最新資訊。例如：將熱門商品、優惠商品在 

                 首頁用跑馬燈、關鍵字廣告、捲軸廣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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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平台比較及建議 

此章節主要為：一、介紹流行點子目前在 Yahoo、PCHome 的經營

狀態（目前商品種類、平台收費情形⋯⋯ )，二、並結合問卷的結果

將產品放置於 IBM，然後再將平台所呈現的內容建議給流行點子。 

4.1  流行點子放置商品的現況 

由第三章的問卷結果得知，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族群最有可

能購買的3C商品是數位相機，而且最有可能購買的品牌以Sony居

多。由圖4-1、圖4-2所顯示，流行點子在Sony這個品牌的數位相

機所放置的商品不多，這可能降低學生族群在流行點子購買相機

的意願。 

 

圖 4-1  流行點子在 PCHome 的網路商店(數位相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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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流行點子在 Yahoo 的網路商店(數位相機) 

由問卷結果得知，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族群最有可能購買的

3C商品其次是筆記型電腦，由圖4-3、圖4-4所顯示，流行點子在

筆記型電腦這個項目，放置的商品不多，這可能降低學生族群在

流行點子購買筆記型電腦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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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  流行點子在 PCHome 的網路商店(筆記型電腦) 

 

圖 4-4  流行點子在 Yahoo 的網路商店(筆記型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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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問卷結果得知，嶺東科技大學的學生族群最有可能購買的

3C商品再者是隨身碟，由圖4-5、圖4-6所顯示，流行點子在隨身

碟這個項目，放置的商品雖然不少，但根據問卷調查結果，學生

最喜愛的品牌是Sony，但流行點子卻未放置此品牌的隨身碟，只

以廣穎為主打品牌，這可能降低學生族群在流行點子購買隨身碟

的意願。 

 

 

圖 4-5  流行點子在 PCHome 的網路商店(隨身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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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6  流行點子在 Yahoo 的網路商店(隨身碟) 

4.1.1  價格對照 

本專題以「dosbo數位王」與流行點子做對照，因「dosbo數

位王」的背景及放置商品類型極為相似，故本專題以「dosbo數位

王」為比較平台的對象。依問卷結果得知，嶺東學生最可能購買

的前三名商品，以及流行點子最熱門商品做價格比較。 

下表4-1為流行點子與「dosbo數位王」熱賣商品的價格比較

表，由表4-1可知流行點子在價格上比數位王便宜一些，但在贈品

方面，數位王所提供的贈品比較多，購買人次也是數位王多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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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點子。由此推論，在價格相差不大的情況下，消費者會選擇提

供豐富贈品內容的商店，而不一定是價格便宜。 

 dosbo 數位王 流行點子 

產品名稱 BenQ E1050 BenQ E1050 

上架時間 2009-06-11 2009-06-10 

價格 4,690 4,680 

贈品 SD 4G+副廠鋰電+原廠皮套+

五好禮(讀卡碟/小腳架/頸

鍊/清潔組/螢幕貼) 

SD 4GB+鋰電 

購買人次 4 人 0 人 

表 4-1  流行點子與「dosbo 數位王」熱賣商品的價格比較 

由下表4-2可知流行點子的價位明顯比數位王高，因此在沒有

其他因素(例如：贈品等)的情況下，消費者則會以價格為主要考量。 

 dosbo 數位王 流行點子 

產品名稱 宇博 UBMP E1 4G MP3 宇博 UBMP E1 4G MP3 

上架時間 2009-06-10 2009-06-10 

價格 999 1,100 

購買人次 3 人 0 人 

表 4-2  流行點子與「dosbo 數位王」熱賣商品的價格比較



 56

4.1.2  小結 

依上述內容，流行點子所放置的商品幾乎與學生族群的需求

不符，本專題建議，根據學生需求：一、多增加Sony相關商品(數

位相機、隨身碟)，二、放置筆記型電腦，並贈送贈品(例：隨身

碟等)。 

依問卷結果，以嶺東學生最想購買的商品(數位相機及MP3)，

搜尋流行點子熱賣商品與「dosbo數位王」的相同商品做價格比

較，得知，流行點子在價格上有明顯的劣勢，優惠方面較少，且

贈品不多，建議在價格上或贈品方面擇一進行優惠。 

4.2  流行點子的五力分析 

五力分析是用來了解產業結構與競爭的因素，此五種力量由密切

影響公司服務客戶及獲利的構面組成，任何力量的改變都可能吸引公

司退出或進入市場。以下是流行點子的五力分析： 

A.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網路上開店成本較低，又可讓遠距離的顧客上門，不論

是否有實體店面，都可從事電子商務，越來越多人對這個市

場躍躍欲試，所以威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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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現有競爭者的威脅 

流行點子與其他公司相較之下，3C 商品種類不多，無法

滿足各個不同需求的顧客。 

C. 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流行點子購買數量多才可議價，由於顧客群多為上班

族，都是零星購買，所以消費者的議價能力不高。 

D. 替代者的威脅 

流行點子是零售各品牌的商品，其他購物網也可能有賣

相同的商品，顧客忠誠度並不高，有被替代的威脅。 

E. 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流行點子的商品都是零庫存的，有顧客下訂單，公司才

向廠商訂貨，所以一次訂購的數量並不多，無法用「以量制

價」來壓低成本，因此議價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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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流行點子 SWOT 分析 

SWOT 分析主要是分析公司內部的優缺點及增加外部競爭力以便在

市場上和對手競爭。以下是本研究針對流行點子所做的 SWOT 分析： 

A. 優勢(Strength)  

 交貨時間短 

一般購物網的送貨時間通常在付款後七天內送達，雖然

流行點子也是在完成交易確認的七天內交貨，不過平均

交貨天數，則在付款後兩天內送達，比起一般購物網顯

得較有效率。 

 紅利積點及加購價 

紅利積點在多家購物網幾乎都有此項活動，但加購價這

方面，就不是每家購物網都有提供，例：購買數位相機

加 199 元，可買到相機三腳架。 

B.劣勢(Weakness) 

 極少人知道流行點子的網站 

因為流行點子是一家新成立的虛擬購物網，沒有打廣告，

要打開知名度需要時間。一般人想買相機或查詢相機資訊

時，大多會上各廠牌或各大賣場的網站查詢，即使在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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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Yahoo的拍賣及商城也是以相機為關鍵字搜尋，尋找

所喜歡的款式，間接得知商店的資訊。相較之下，流行點

子的曝光率不比同業競爭者，例如：玉山及相機王，在Yahoo

的商城以相機搜尋，這兩家的商品就出現很多，且評價都

頗高，而流行點子的商品卻很少。 

 產品不夠多樣化 

由於流行點子的規模不大，3C 商品來源不多，例如：

隨身碟只有一個廠牌、價格偏高，且商品款式不多無法

吸引學生族群購物。 

 行銷技巧不佳 

流行點子幾乎沒有自己的行銷策略，大多是配合廠商的

贈品促銷，偶爾會發 DM 給(光顧過的)顧客，因此，在

行銷的技巧上是比較缺乏的。 

 缺乏通路 

流行點子的貨源大多由熟識的供應商所提供，而這些廠

牌都是學生比較不熟悉的，且種類不多，因此在品牌的

選擇上較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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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機會(Opportunities)  

 進入樂天市場 

雖然樂天仍處於導入期，未來發展將能為流行點子帶來

廣大的客源及商機。 

D. 威脅(Threat)  

 替代性高 

同樣的商品在同業或相關業者均有販售，導致消費者選

擇多，不一定要在流行點子購買。 

 競爭者多 

由於網路商店的開店人數愈來愈多，若無法做更具吸引

力的行銷手法，可能造成營收減少或經營不善，面臨被

淘汰的命運。 

 相關業者低價競爭 

網路購物普及，各相關業者也投入網購世界，例如：

燦坤是全台眾所皆知的 3C 大賣場，像這樣一個專業的

大賣場在消費者心中必然有一定的接受度；而燦坤賣

的相機廠牌較多、款式也較多樣，相同款式的價格也

多比流行點子便宜，這對流行點子是一項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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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符消費者需求 

由於流行點子的經營理念是以平價的方式經營，但大

多數人對於 SONY、CANON⋯等知名廠牌的認知是比較

高的，而這些知名廠牌的價位又偏高，所以流行點子

對這些知名廠牌的商品上架較少(僅找幾台價位較低

的上架)，都是上一些較便宜，但學生較不熟悉的廠牌。 

4.4  平台的經營特點 

每一種購物平台的收費標準、網頁設計及功能都各有不同。表

4-3 是系上購買之平台 IBM WebSphere Commerce 與流行點子所開設

的各個平台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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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Yahoo、PCHome、IBM購物平台的經營特點(以流行點子為例) 

 
Yahoo 超級商城 

(原購物通) 
PCHome 商店街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系統 

定

位 

提供眾多商品比價為

前提，囊括網路創業

者、實體店舖 E 化、

購物網站、企業官網等

四種不同背景的網站。 

適合各種產業的小額創

業者進入。 

以校園學生族群

為主要販售對象。

經

營

理

念 

流行點子有限公司營業項目包括資訊、通訊、

家電等 3C 商品代理及銷售業務，旗下購物網站

以流行、平價、快捷配送及完善的服務樹立起

良好的企業形象。 

平台項目以 3C 商

品為主，同時依學

生 需 求 刊 登 商

品，並將平台的結

果，建議給流行點

子。 

收

費 

商店月租費 36000

元，可刊登 5000 件商

品，成交手續費 2.5

％或 5.0％(依成交商

品類型的不同)。 

平台系統開通設定費

30,000 元，每次依成交

金額收取 2%服務費(不

分類別及種類，有交易

才產生費用)。 

與系上合作成立

實習網路商店。 

金

流 

由廠商自行決定提供

哪些付款工具，欲線

上刷卡需自行申請。 

平台代收，廠商需針對

使用信用卡付款之交易

付手續費，但協助提供

分期付款與紅利抵扣。 

由 賣 家 自 行 決

定，但以面交為

主。 

物

流 

由廠商自行決定出貨方式。例如:流行點子在完

成付款後 3~5 個工作天內送達(不含週六日及

原廠缺貨商品)，送貨方式：透過宅配/快遞或

是郵局包裹掛號送達。 

以面交為主，但也

可請流行點子寄

送。 

行

銷 

平台業者會不定期推出行銷活動，由開店廠商

自行決定是否參與。雖然流行點子，很少有行

銷技巧，但是偶爾會參與平台推出的行銷活動。

會不定期推出行

銷活動。 

圖

片 

商品簡介內容圖片

上載使用不易，且系

統複雜。 

商品簡介內容圖片上載

無限制，系統簡單且上架

容易。 

只可上載全圖與

縮圖，無法在商品

簡介內容上載圖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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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平台比較 

本研究使用 IBM 平台的目的是為了瞭解學生需求，其中並結合問

卷的結果將產品放置於 IBM 並與 dosbo 數位王、流行點子的平台做比

較。下表 4-4，為 dosbo 數位王、流行點子與系上購買之平台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的比較表。 

表 4-4  dosbo 數位王、流行點子、IBM 購物平台的經營特點 

 dosbo 數位王 流行點子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系統 

商

店

介

紹 

dosbo 數位王提供更

高品質(原廠保固給您

無憂的售後服務)、更

經濟(所有商品怎麼看

就是市場最低優惠)、

更便利，所銷售的商品

皆為世界知名品牌商

品，保證皆為原廠公司

最佳貨品，絕無提供仿

冒品或次級品。 

流行點子有限公司營

業項目包括資訊、通

訊、家電等 3C 商品代

理及銷售業務，旗下購

物網站以流行、平價、

快捷配送及完善的服

務樹立起良好的企業

形象。 

以校園學生族群為

主要販售對象。 

收

費 

平台系統開通設定費 30,000 元，每次依成交金

額收取 2%服務費(不分類別及種類，有交易才產

生費用)。 

與系上合作成立實

習網路商店。 

金

流 

ATM 轉帳 

只要將購買款項直接匯入系統指定帳號即可完

成付款。每個指定帳號只能用在該筆訂單。  

信用卡線上刷卡 

您可以安心使用信用卡（VISA、MASTER、JCB）

即時線上刷卡，馬上就可以付款完成。  

信用卡分期付款 

目前可接受 23 家銀行。 

由賣家自行決定，

但以面交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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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付款後 5 個工作

天內送達(不含週六

日) 。 

完成付款後 3~5 個工

作天內送達(不含週六

日及原廠缺貨商品)。 物

流 
送貨方式：透過宅配/快遞或是郵局包裹掛號送

達。 

以面交為主，但也

可請流行點子寄

送。 

行

銷 

平台業者會不定期推出行銷活動，由開店廠商

自行決定是否參與。 

會不定期推出行銷

活動。例如:88 節促

銷方案。 

定

位 

dosbo 數位王主要的

商品都是以3C類為主

且商品分類齊全項目

也眾多。 

流行點子同樣也賣3C類

商品但商品項目不多大

體上商品分類不太明

確。 

依問卷結果放置學

生所喜愛的3C商品

為主。 

廣

告 

dosbo 數位王以簡單

的頁面呈現熱賣的商

品，並無特別促銷。 

流行點子會在平台頁面

上主打商品促銷方案，

吸引消費者。 

平台使用上不易。 

價

位 

dosbo 數位王以中高

價位為主。 

流行點子的商品價格以

中低價位為主。 

與流行點子價格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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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平台優缺點比較 

表4-5是針對台灣兩大購物平台及IBM平台所做的優缺點比較。 

表 4-5  Yahoo、PCHome、IBM 購物平台比較 

 優點 缺點 

Yahoo 

超級商城

(原購物通) 

1.專業的網站設計，不必忍受單

  調、簡陋的制式版型，也不用

擔心您的網站與別人相同，

Yahoo 平台提供專業個人化的

頁面設計，為您量身打造自己

的網站風格。 

1.服務費較高，依成

交商品類型的不

同，比其他平台多

0.5~2% 服務費。 

2.只可刊登 5000 件

商品。 

PCHome 

商店街 

1.PChome Online 電子商務經營

基礎，例如由平台統一擔保提

供信用卡刷卡付款機制。 

2.不定期集體行銷活動。 

3.免店租免上架費，商品售出才

支付服務費用 2%。 

4.商品可無限刊登。 

5.不收取續約費用。 

1.單一簡單頁面，無

法打造自己的網站

風格。 

 

IBM 

WebSphere 

Commerce  

系統 

1.組織權限分層管理，安全機制

高。 

2.支援多國語言，可國際化運用。

3.平台功能強大，支援各部門常

用功能。 

1.曝光率不高。 

2.表面不夠生動，難

以有視覺享受。 

3.平台使用上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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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網站模擬頁面 
依照問卷結果，在 IBM 平台放置相關商品，使其平台為流行點子

的模擬網站，由於時間關係，本專題在平台方面並沒有實際運作，只

放置商品，作為流行點子的參考資料。以下圖 4-7 為 IBM 網站的模擬

頁面。 

 

圖 4-7  IBM 網站模擬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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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專題利用問卷作為研究的參考資料，並將問卷回收數據統計，

得知以下幾項結果： 

A. 嶺東學生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為 1001~2000 元居多。 

B. 目前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1.手機，2.隨身碟，3.相機。 

C. 目前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1.相機，2.手機，3.筆記型 

      電腦。 

D. 嶺東學生不上購物網的原因： 

1.商品圖片易與實品不符。 

2.無法與賣家直接互動。 

3.拍賣網可低價競標。 

E. 嶺東學生在網路上購物的原因： 

1.購物方便。 

2.購物便宜。 

3.容易比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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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最有可能購買的數位相機品牌是 SONY，預算上限為 

       8001~10000 元。 

G. 最有可能購買的 MP3 品牌是 SONY，預算上限為 

       1001~2000 元。 

 根據以上結果，嶺東學生每月可支配的零用金並不高，最想添購

的 3C 商品是相機，由以上結果顯示，相機預算的上限在 8001~10000

元是最多人勾選的，顯示嶺東學生在最想購買相機的需求是足夠的，

但卻沒有太大的消費能力。其最有可能購買的相機品牌為SONY，但SONY

相機的價格較為偏高，由此可知，若要在嶺東販售 3C 商品，且必須符

合學生需求，首要條件是將價錢降低。 

流行點子購物網的 3C 商品品牌，以相機來說，SONY 這個品牌在流

行點子並沒有放置多項商品，僅放置一、兩樣較熱門的商品；在品牌

方面，流行點子的定位可能需要改變，若將品牌重點放在消費者最希

望購買的品牌，就有希望能增加流行點子的瀏覽人次並留住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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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建議 

本專題依調查分析的結果，在 IBM 平台作調整： 

一、 放至較多 SONY 品牌的 3C 商品。 

二、 以優惠方式來吸引學生族群的購買，例如：買相機送螢

幕保護貼、清潔組等。 

三、 以加購價購買符合消費者的需求。 

四、 配合節慶活動，不時推出符合學生需求的低價優惠。 

因此本專題認為若要打入學生市場，就必須了解學生的需求。本

專題利用問卷結果得知學生需求，並將資料提供給流行點子公司的老

闆作為參考資料，藉此得知流行點子在學生族群的競爭力為何。希望

流行點子公司能透過此資訊對行銷策略做改變，並能成功的擴大到學

生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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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此問卷是想了解您對網路購物平台的使用方式及購買意願，而非拍賣網

站。（以下選項之商品均以流行點子目前所販賣的商品為主） 

一、基本資料： 

1. 學    院：□資訊學院 □管理學院 □設計學院 □財經學院 

2. 您平均每個月可支配的零用金為多少： 
   □1000 元以下    □1001~2000 元   □2001~3000 元   □3001~4000 元 

□4001~5000 元   □5001 元以上 

3. 您目前個人擁有的 3C 商品有哪些？（複選題） 
   □手機 □相機 □DV 攝影機 □數位相框 □筆記型電腦 

   □MP3  □電視 □隨身碟    □液晶螢幕 □印表機 

4. 以您目前可支配的零用金為考量，最想添購的 3C 商品是：（單選題） 
   □手機 □相機 □DV 攝影機 □數位相框 □筆記型電腦 

   □MP3  □電視 □隨身碟    □液晶螢幕 □印表機 

 預算為何          

您好： 

 非常感謝您撥冗填寫此問卷。這是一份學術問卷，主要是希望探討嶺東學生

對於校園建置購物網站的使用意願及對於網路購物的忠誠度之調查。 

 本問卷的所有資料僅供學術研究之用，絕不對外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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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事如意、學業進步 
                                          嶺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指導老師：陳志明、張善斌教授

                                              學生：劉姿鈴、王雅麗 

                                                    林韋伶、莊靜汝 

                                                    鄭文菁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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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購買因素： 

1. 流行點子客源資料顯示上班族群多於學生族群，就您個人，不上購物網（非拍
賣網）之原因 

 

 

 

預算不足 

付款方式不便 

拍賣網可低價競標 

購物網的商品較貴 

商品圖片易與實品不符 

無法與賣家直接互動 

2. 使您在網路上購物的最主要因素為？ 
   價格便宜 

購物方便  

喜歡就買  

有積點抵扣 

容易比較商品 

3. 下列3C 商品，就您個人最有可能購買的商品，就下列選項排序（最有可能購買
填1，依序2、3，依此類推。） 

   □液晶電視 □數位相框  □電子辭典 □DV 攝影機 □DVD 錄放影機 

□液晶螢幕 □Wii 遊戲機 □隨身碟   □印表機    □筆記型電腦 

   □數位相機 □MP3       

4. 您最有可能購買的數位相機品牌為何？（單選題） 
□SONY    □CANON □NIKON   □CASIO   □Panasonic □LG  

□Samsung □BenQ  □Primier □Olympus □Fujifilm  □Ricoh 

5. 您購買數位相機的預算上限是多少？ 

   □2000元以下   □2001~4000元 □4001~6000元 □6001~8000元 

   □8001~10000元 □10000元以上  

6. 您最有可能購買的 MP3/MP4品牌為何？（單選題） 

  □DeeJay □Creative □UBEST    □Samsung □iRiver  

□Sony   □T.sonic  □FunTwist 

7. 您購買的 MP3/MP4的預算上限是多少？（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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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1~5000元 □5000元以上 

非

常

不

同

意

不

同

意 

無

意

見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感謝您抽空填答問卷，也謝謝您寶貴的意見。     敬祝萬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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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個人擁有手機與最有可能購買的 3C 商品 

   

附錄三  個人擁有隨身碟與最有可能購買的 3C 商品 

   

附錄四  個人擁有相機與最有可能購買的 3C 商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