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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全球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在萬物皆可連的物聯網生態鏈中，創造出

多元化的商務模式，網路商城如雨後春筍般不斷的興起。透過網路的即時

性與便利性，忙碌的現代人得以快速解決時間與空間的問題。食、衣、住、

行、育、樂基本需求開始透過網路得到滿足，眼球經濟成為二十一世代最

重要的行銷重點，如何在眾多的網路平台突圍勝出，廠商的美學涵養與商

品的高品質供應是關鍵。具 23 年藝術與商業策展經驗的 T 個案公司，希望

將豐富的線下情境經驗帶入線上平台，讓消費者在網路上透過科技的互動

模式就能達到如同蒞臨實體店所感受的情境氛圍，除了能享有系統虛擬顧

問的購買建議之外，同時還能購得適合自己、高品質且價格實惠的禮品。 

本研究探討美學經濟平台業之競爭策略，以 T 個案公司的新創網路平

台作為研究，從「送禮」的角度出發，結合線上策展模式引導，帶動台灣

網路美學生活的發展。根據統計，有超過 50%以上的人需要被引導，方能

瞭解最接近與最適合自己的生活美學形式，同時培養出具有美感的禮品挑

選眼光。本研究的 T 個案公司希望透過「美學經濟」的商務運作循環，讓

消費者持續性吸收到獨特、最適合、具美感的訊息以及學習並朝美學生活

的目標邁進，讓網路的便利帶領消費者進入美學經濟平台，透過平台互動、

展覽欣賞與購物等方式達到壓力的紓解。而在商務的運作部分: 新創事業如

何在現有的經濟規模狀態下透過產業的五力分析與 SOWT 分析找出個案公

司的優勢與劣勢，進而擬定發展策略，審視其核心能力是否能在市場上具

有競爭力均是本研究將探討的重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美學經濟: 詹偉雄 2005 出版《美學的經濟》一書主要說明一個國家社會對美的重視 
跟國內經濟息息相關，像是美國蘋果電腦、法國ＬＶ、等產品，在全球市場熱賣或搶手，
顯示美學所帶來的經濟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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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送禮的內涵:自古以來中國人被稱為禮儀之邦，「送禮」成為人與人之

間的語言交流。發展至現今社會，除了企業之間的三節送禮需求之外，消

費者也開始懂得在日常生活中選購禮品贈與親友(例如生日禮物、母親節、

聖誕禮物…等等)，送禮是為了表達感謝尊敬之意，亦是一種態度，透過外

在儀式與餽贈的物品，讓收禮者能衡量對方的用心，讓送禮達到最佳款待

的心意，然而，每到送禮時節，送禮者對於送禮內容開始傷腦筋，收禮者

更是對於收禮內容的一成不變感覺沒有新意，失去送禮的本意。 

物美價廉的定義:忙碌的現代人，透過網路來搜尋適合的禮品或生活用

品儼然已是一種習慣。消費者開始懂得在網路上比較商品，多數業者以包

裝過的商品，吸引消費者選購，但包裝精美的禮品常不等於高品質內容物，

面對與外包裝有落差的品質時，消費者不願意再次回購該商品，業者則無

法達到永續經營的願景。精美的禮品的確能刺激消費者購買的意願，但必

須物廉價美才能達到持續性的回購率，因此除了要有美學的包裝，還必須

具有好品質以及實惠價格，才能讓消費者覺得物超所值。 

   美學經濟:有鑑於台灣的送禮市場的需求，台灣業者開始意識到「商品」

需要包裝才能與進口品牌競爭，面臨外國品牌進駐威脅，食、衣、住、行

等業者紛紛搶攻禮品市場，因此台灣各類型商品業者開始重視「美」行銷，

國家社會對美的重視與國內經濟息息相關，全球市場熱賣或搶手的商品，

顯示美學所帶來的經濟效應 (例如美國蘋果電腦系列商品) 同時造就台灣

送禮市場規模，讓潛藏在美學底下的經濟逐漸升起，也就是俗稱的「美學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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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個案公司鎖定目標族群年收入百萬元以上，年齡層為 25-60 歲男女，

行業別為建築設計、科技業、金融業、醫療設備、媒體公關五大「具有經

濟能力」與「對生活品質要求」的族群，這五大族群具有共通特性: 有送禮

需求、工作量大、壓力大、對高品質渴望、期望未來的生活更美好、喜歡

冒險、願意嘗試新鮮事，部分工作性質甚至常面臨日夜顛倒。因此針對其

特性區隔出此目標市場作為行銷對象，展開獨特的線上線下行銷模式，透

過引導，進而感受到獨特的線上獨一無二的體驗，滿足其族群特性。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架構 

 

T 個案公司希望透過創造一個美學平台的交流，使各產業能重視美學內

涵帶給國人真正的美學經濟，同時履行企業的社會責任，為打開國家的美

學經濟的大門拋磚引玉，期望達到促進美學經濟活絡的願景。而透過本研

究更進一步了解美學經濟是否有其產業規模? T 個案以台灣做為平台的起

始點是否有機會帶動美學經濟的活絡?本身是否有足夠的競爭優勢能創造

出一個創新平台?這些都將在論文中獲得說明。 

儘管美學經濟刺激了各產業，積極地賦予商品擁有美麗的包裝。但台

灣人對於美學的養成教育並不特別重視，要達到美學生活的願景需要政府

與企業共同推動，引導民眾從生活中培養其美學涵養，台灣各地區政府機

構雖有部分地方單位爭取到經費進行美化城鎮推動，但整體供應鏈都不是

來自美學產業背景，帶來話題與新聞性卻無法真正帶動美學經濟活絡。 

本論文研究以系統性的分析,來評估 T 個案公司成立此新創事業的機會 

，先蒐集產業背景資料，以此來建立系統研究架構，再透過個案對於產業

的描述並與其深度訪談了解整個產業生態，作為本論文的個案資料分析，

進而擬定結論的說明，因此列出本研究的流程如圖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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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研究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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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美學經濟平台產業分析 

 

本章將探討全球網路購物平台以及美學經濟平台之間的關係與發展，

從全球、亞洲與台灣不同文化與區域性所衍生的各類型購物平台與其商務

模式進行分析，依此進一步說明美學經濟平台的市場性與商機。隨著網際

網路的蓬勃發展，網路的即時性與便利性，讓人類的生活型態逐漸改變，

忙碌的現代人得以快速解決時間與空間的問題，電子商務跨越了時區的限

制，手持裝置的普及與網路社群的興起，讓人們在網路上的時間增加，這

股趨勢帶動了台灣各類型業者紛紛從線下實體商店拓展到線上虛擬平台，

根據經濟部 2015 年度國內 B2C 網路商店經營調查報告中的 511 份抽樣調

查中指出只經營線上虛擬商店的比例為 56%、從線下實體店跨足到線上虛

擬商店的比例佔 39.5%、由虛擬店跨實體店佔 7.8%。這數據說明網路為商

家帶來更寬廣的線上平台通路，吸引各類型零售業者進入此戰場。 

在網路購物平台白熱化的現今，微型商家/企業 2 嗅到線上通路商機以

及無實體店成本的誘因，紛紛踏進網路市場，中大型零售商則因為既有實

體市場(實體店鋪)受到其他網路市場(網路商店)的低價競爭，在面臨營業額

下降的衝擊之下，紛紛將實體店舖經營拓展到線上虛擬商店，為了吸引更

多網站流量，也為了吸引消費者能停留在網站上更長的時間，購物平台不

斷的增加商品種類以及進行價格戰，然而，同類型的網站越來越多，如果

商品或服務沒有差異化，則恐形成蛋塔效應 3 。 

一般線上購物平台分為下列三種類型:企業對企業（Business to 

Business, B2B）、企業對顧客 (Business to Customer, B2C)、顧客對顧客

(Consumer to Consumer, C2C)。在此個案研究中將整合 B2B2C 類型說明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微型企業(micro-enterprises)，雇主與員工人數規模在 10 人以下。 

3. 蛋塔效應: 容易複製的美食，短期熱潮造成一窩蜂的仿效開店，市場供需失衡的狀況下，商家如骨牌效應

般的紛紛倒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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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全球市場經濟規模 

 

「全球零售電子商務產業規模在 2016 年達 22.049 兆美元，然而零售

電子商務銷售額將可達 1.915 兆美元，也就是說，零售電子商務佔總零售

售額達 8.7%，比起 2015 年 1.548 兆美元，年成長率高達 23.7%。」根據市

場調查機構 eMarketer 預估零售電子商務的銷售額到 2020 年時，將可成長

至 4.058 兆美元，約佔 14.6%的總零售銷售額。 

 

而亞太地區依舊是全球最大的零售電子商務銷售市場，根據市場調查

機構 eMarketer 資料統計: 2016 年的零售電子商務銷售額達 1 兆美元，預估

到 2020 年將可達 2.725 兆美元。這個的比例只是全球的一半比例以上。而

全球第二大零售電子商務市場的北美地區，預估 2016 年的零售電子商務銷

售額將成長 15.6%，經濟規模可達到 4233.4 億美元。 (圖 2-1) 

 

 

 

圖 2-1 全球零售店子商務經濟規模預估 

圖表資料來源:eMark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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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市地區的市場規模以 2016 年中國大陸的零售電子商務銷售額達

8990.9 億美元，為全球貢獻 47%的比例，在中國大陸在阿里巴巴、京東等

企業的帶動下，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零售電子商務市場、其次是日本(例如

樂天商城 Rakuten)。至於其他區域，因為市場發展趨勢的加溫，東南亞地

區雖然也正發展電子商務，但仍舊面臨許多挑戰，其零售電子商務銷售額

僅僅占總體零售額的一小部分，主要原因在於該地區的電子支付的硬體設

備發展不夠完善，物流基礎設施過於單薄，使得電子商務發展仍處於萌芽

期，因此其電子商務在未來硬體設備與物流機制健全後將可擴增未來發展

潛能。 

從台灣近幾年的電子商務市場發展，觀察到 B2C 類型的網路購物平台

眾多，不論大型或是中小型網路平台業者，無不絞盡腦汁推出五花八門的

商品組合與促銷活動，搶攻線上網路購物市場。2016 年 EZprice 公關室調查

報告指出:2016 年商品數年度報告台灣 10 大 B2C 網購平台線上商品數排行

榜前三名分別是 PC home 線上購物、Gohappy 快樂購物網、momo 購物網

占據。這些購物平台提供美妝、服飾、3C 科技等物品攻占各年齡層的客群，

也提供線上廣告板位讓商品能見度提升，使得消費者進到購物網站時，能

馬上看到商品，達到強迫行銷的功能。 

根據資策會(MIC)最新的統計資料預估:台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在 2017

年可望達 1 兆 2515 億元，比往年成長 11%左右。B2C 電商產值 6875 億元

約佔整體電商市場 60%，另一方面，電商的經營模式已從過去「理性」數

據逐漸轉向「感性」認同。線上購物平台在商品數的競爭上將愈趨白熱化，

業者期望藉由齊全商品觸及更多潛在客群，達到會員數的增加與其黏著度

的提升。全球網路市場的經濟規模如此之大，網路平台業者之多，如何以

差異化的商品或服務吸引消費者進行更多刺激消費的行為，則是台灣業者

面臨的最大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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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美學經濟平台定義 

 

網路購物平台的林立，讓商品能透過線上平台被全球的消費者看見，

目前網路市場上的購物平台清一色提供商品販售的線上商城，無其他額外

的服務，商品本身的品質、美感與內涵則因供應廠商對高品質的要求程度

而有所差異，消費者可以自由地挑選平台與其商品，但缺點是無實體店人

員的服務與推薦，必須自己摸索不同平台的網路商城服務與猜測商品製造

者(或企業)是否對高品質的商品供應有所堅持。 

目前網路平台市場上的商家大者恆大，微型商家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讓

各個平台不得不選擇各種外觀精美但品質參差不齊的商品，吸引消費者的

目光，消費者有了便利的線上購物通路，省了時間但也多了風險。當消費

者在眾多的購物平台之中，有了許多購買經驗後，也開始懂得選擇好品質

且具獨特性的商品，但可惜的是少數的購物平台雖然提供的高品質商品但

不是藝術性過高(相對的單價也更高)讓一般人難以入手，就是網站上的廣

告照片或字眼過度包裝，讓消費者收到商品時產生嚴重的落差。 

打破既有網路平台思維，平台供應的不應該只有商品，更應該是個教

育平台。如果說平台具有影響社會風氣與生活美學的教育意義，那麼平台

所提供的服務則是影響企業永續經營且獲利的重要指標。十幾年來美學經

濟崛起，讓消費者的潛在需求逐漸成形，消費者願意花更多的錢獲得高品

質的服務與商品的購買，當美學融入生活中除了可以幫助消費者達到身心

靈的滿足之外，更能幫助提供生活美學服務的企業創造源源不絕的商機。 

以目前網路市場上琳琅滿目的商品，雖然多數有精美的包裝，但精美

的程度與商品品質仍然參差不齊，網路平台讓「商品」有了更廣的通路與

應用，但也缺少了美學內涵與人性化的服務，因此本研究歸納出美學經濟

平台所必須具備的三個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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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具有藝術或美學涵養的人力資源  

    美學概念並非人人有，但追求美的物質與好的服務人人皆期待之，如

何幫助消費者進入美學生活，則需要政府與企業淺移默化的教育與引導，

因此美學經濟平台的企業經營除了基本人力組織，更重要的是必須聘用對

藝術或美學有基礎底蘊專家，因為美學經濟平台業包含: 道德美學、商品美

學、城市美學、品味美學、品牌美學、服裝美學、使用美學、設計美學等

等各種與美相關的商品連結才得以將美學與商務結合達到其經濟規模，因

此如何將美學的內涵融入美麗的包裝之下將所提供的商品與服務達到一定

程度的產業規模，關鍵在於具美學概念與經驗所組成企業團隊。 

二、商品特性：高品質藝術品，工藝品，日常商品為主要商品與服務 

每個人對於高品質的定義有所不同，老一輩的消費者重視物品的耐用

程度高於外觀的精緻度，反觀美學經濟平台對於高品質的定義則是兩者兼

具，高品質的藝術品與工藝品也可以是一般生活日常相關的實用物件，從

生活日常與消費者接觸，幫助每一個消費者啟發與發展其生活美學的養成，

舉凡線上展覽、藝術與工藝創作者所設計的各項生活食、衣、住、行、育、

樂相關的元素物件都在美學經濟平台之中得以全面滿足其所需，更重要的

是改變一般人對於網路平台只有「單向」提供商品的服務思維，如果網路

平台僅止於「單向」的供應線上商店的商品購物功能，業者終將面臨銷售

瓶頸，因此提供高品質的藝術品與工藝品的服務，將會是美學經濟新革命。 

三、企業營運結合社會公益  

美學經濟平台的功能除了提供好品質的物件與服務，還要能透過企業

的力量以各種形式幫助資源稀少的偏鄉，讓偏鄉各類型產物創作者透過美

學概念的養成與教化，幫助其文化的創作能符合市場價值進而達到經濟的

流通，同時透過與政府的合作拋磚引玉帶動社會邁向美學城市的願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美學經濟平台業需具備三要素:需具有藝術或美學涵養的人力資源、高品質藝術品與工藝品為主要商品與服務、

企業營運結合社會公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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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產業五力分析 

 

一、既有競爭者的威脅 

 (一) 台灣境內競爭者  

台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結束後，開始了光復後的經濟發

展，1960 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強調不進口國外商品，其用意為促進台灣

境內產業的蓬勃生產，台灣多數家庭在經歷過戰爭時期，過著只為求三

餐溫飽的日子，所以選擇日常用品皆以台灣製、便宜、耐用為優先考量，

美觀程度較不考究。1970 年代後期台灣政府開放各項外銷政策。1980 年

代後期，伴隨著知識經濟快速的興起，政府積極以設計服務產業鏈的概

念，訂定文化創意產業相關的發展計畫，1990 年國人開始意識到美學能

幫助經濟成長，「美學經濟密碼」作者施百俊（2009）曾經說過「如果說

美學經濟講究的是以美感創造產品（或服務）價值。而美學經濟事業就

是以美感創造產品（或服務）價值的商業模式」。 

政府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於 2003 年成立國家級設計中心「財

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並於 2004 年正式啟動營運。台灣創意設計

中心之定位為台灣創意設計發展的整合服務平台，其主要任務為提升設

計人才原創能力、促進國際設計交流、加強產業市場競爭力並奠定企業

發展自有品牌基礎，提高產業附加價值，並藉此向世界宣言，「Designed in 

Taiwan」的時代已經來臨。 

台灣創意設計中心擁有政府多項資源，除了扶植台灣設計產業，也

出版《 design 設計》雜誌，作為台灣引領最新設計資訊媒體及交流平台。

2006 年新版《design 設計》雜誌更是在原有工業設計訊息的基礎上，更

涵蓋了各設計領域 以「品牌、創意、生活美學」為主軸的新聞、產品信

息、品牌研究和市場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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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政府的努力推動，讓民眾與企業財團逐漸關注到這股美學經濟

的熱潮，設計者也開始往美學生活的創作的靈感發想，以下將列舉個人

設計(陳季敏、好漾) 與財團(誠品生活)，介紹在台灣境內美學經濟平台產

業既有競爭者與其營運模式: 

1. 個人-「JAMEI CHEN」:  

  陳季敏是台灣知名的服裝設計師，其設計的服裝品牌為 Jamei Chen，

服裝風格簡約、材質頂級、輕鬆舒適，客群為媒體主播以及金字塔頂端

的貴婦等等。由於購買客群具有高消費力、喜歡新的設計物件，更對於

舒適的購買體驗極其重視，因此陳季敏為了提供更多元化的服務給目標

客群，在 2003 年開始跨足複合式店舖經營，除了自創服裝品牌 Jamei Chen

之外，還代理法國新銳設計師 Vanessa Bruno 服裝品牌，為複合式商店注

入新能量，並且在台北天母地區建立 Dialogue 複合式空間，前半段為展

覽空間，不定期提供給藝術設計領域的朋友舉辦展覽進行交流，後半段

則為具有歐洲生活氛圍的輕食餐飲空間，讓具消費力的客群也能在購買

商品後，能有個輕鬆愉快的下午茶時光。 

2.個人- 「好樣 VVG」:  

   成立於 1999 年，以法式輕食料理與獨特的餐廳氛圍吸引對生活空

間、藝術、文創領域等民眾前往消費。其品牌靈魂人物是有生活美學教

母之稱的 VVG（Very Very Good）好樣集團執行長汪麗琴。歷經 18 年擴

展，從 1999 到 2017 跨足了餐廳、書店、選品店、住宿等多元化個性空

間，包含:VVG 好樣餐廳:提供法式手工風味料理、VVG Table 好樣餐桌:提

供傳統歐洲美食、VVG Something 好樣本事:提供生活雜物、家居用品、

VVG Thinking 好樣思維:提供設計、藝術相關展覽空間、VVG Pride 好樣自

慢: 被選為全球最美 20 家書店之一、VVG Action 好樣情事: 提供西班牙

料理，古老電影場景氛圍、VVG BB+B 好樣公寓…等等，每間店風格迥異，

共通點是分享著獨到的美感經驗。「生活美學改變了城市溫度」。 



 

11 

2. 誠品生活: 

    為誠品集團旗下事業體。誠品從實體書店起家(1989)，1999 年以 24

小時不打烊創新模式，2004 年獲《時代雜誌》選為亞洲最佳書店。2010

年成立誠品生活，以複合商場通路為經營主軸，結合文化動能與商場營

運。實體店內展示主要商品包括進口生活用品、台灣製造生活用品、以

及台灣文創手作商品，主要的銷售對象為誠品書店成立多年來累積的消

費族群， 誠品生活希望引領人們從生活的美好品味與細膩體驗中，累積

知識、經驗與智慧，在無限的生命旅程中閃閃發亮！透過喜愛誠品的品

牌形象與其營造的書香氛圍，進而接受其生活商品，而誠品近年開始多

元化拓展事業觸角，從實體書店、生活用品、飯店、藝廊、物流等等。 

 

 (二) 國外競爭者 

歐美歷史悠久的品牌與藝術一向受亞洲人的喜愛，尤其是名牌皮件、

服飾以及具歐式風格的各項藝術工藝，其原因為商品耐用與美觀的高品

質特性，在歐洲不論是亞洲人趨之若鶩的大品牌亦或是當地各種大小規

模之品牌，每一個商品設計的背後都蘊藏著深厚的歐洲古文明的文化底

蘊，每一位設計師在唯美藝術文化背景下，可從生活態度的追求、對創

作品質精緻度與細膩度的工藝，看出歐洲設計師對生活與工作的態度與

堅持，數百年如出一轍的精神傳承，造就了現今每一家商店(品牌)獨一無

二的高品質、特色風格之好口碑。近幾年歐洲幾個地區出現了一些非主

流設計的商品概念店在當地引起注意，有別於單類別的特色商店，單一

的品牌營運模式逐漸改變，在此列舉義大利、法國與美國的四個商店營

運模式分析說明:  

1. 義大利 10 CORSO COMO : 引領潮流複合式實體商店。 

    創立於 1990 年，以銷售服裝為主要商品項目，實體店內展示的商品

包括:服飾、精品、書店、唱片、美容、展覽、咖啡店、餐廳和酒店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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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最大的特色在於獨特的店鋪裝置藝術，以牆面上綠藤纏繞加上三個

房間的居家生活氛圍，結合展示高級時裝、潮流、文化的元素。店鋪所

營造的趣味與輕鬆氛圍，使得購物者可以一整天都樂在其中。曾經擔任

過時尚編輯和圖書發行人的 Carla Sozzani 構想出 10 Corso Como 這個講述

Lifestyle 的實體。她以畫廊和書店作為其核心部分，創建了一本『活的雜

誌』，在這裡有精選的食品，服裝時尚，音樂，藝術，生活方式及設計等。

對這些領域有興趣的顧客都會經常到訪並感受這裡的一切。藝術和時尚

圈的人士開始意識到這一理念不僅僅對零售業來說是十分新穎，甚至對

於同一個風格藝術品的展示也是激進的。店主 Carla Sozzani 是 Elle 和

Vogue 雜誌的編輯，而 Carla 的姐姐則是如今義大利版 Vogue 雜誌的主編

Franca Sozzani，這幾位靈魂人物主導時尚潮流的雜誌(VOGO)的角色，使

得店內能在雜誌出版的當期，店內上架的商品就會呈現她們倆的眼光和

閱歷，也因此定為了 10 Corso Como 店鋪的獨特之處。義大利社會學家

Francesco Morace 在 1991 年描述 10 Corso Como 為“概念店”，這個術語以

後成為一個標準的市場營銷概念。 10 Corso Como 多元化經營哲學呈現

出一個集世界各地藝術，音樂，設計，烹飪及文化於一身的獨特混搭，

而這正是結合文化和商業的最佳途徑。 

2. 美國 ANTHROPOLOGIE:非主流複合式實體店/線上購物網 

 創立於 1992 年，以銷售服裝為主要商品，為 Urban Outfitters 旗 

下品牌，ANTHROPOLOGIE 品牌定位為波希米亞與美式鄉村風格。有別於

定位在嘻哈(hip)和時尚(mod)風格的 Urban Outfitters，創建人 Richard 

Hayne 把 Anthropologie 從中分區隔開，以新的設計加上通路策略選擇以

實體店面及線上官網線上直購平台做為消費者溝通的入口，店面空間包

含工藝，藝術，裝置，時尚，生活風格，化妝保養品。目標對象設定在

家庭總收入在 20 萬美金以上，受過高等教育，有教養，追求獨一無二的

設計的職業女性。Anthropologie 鎖定 BOBO 這角色是品牌靈魂人物，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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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雙重人格：在表現波希米亞的一面時，他們選擇了極端、自由、特

立獨行的作風；而作為中產的一面，他們的特點是享受舒適與權利。銷

售的是一種生活態度，而不只是簡單的商品。ANTHROPOLOGIE 運用了獨

有的市場和品牌策略，成為女士服裝流行的先驅。 

3. 法國 Collette : 引領潮流複合式實體店 

創立於 1997 年，以時尚，設計，藝術，美食四個主題開業，主要商

品種類包含:文化、音樂、街頭、化妝品、3C 產品以服裝、鞋子包包。COLETTE 

是整合時尚與雜誌概念店(Select Shop/ Trend Magazine)，也是巴黎時尚界

與藝文界人士最常聚集之處，它是一本立體活動潮流的雜誌。掌握全球

最新時尚動向，Colette 團隊會到全世界挖掘新銳設計，它是時尚界的過

濾器。店中的每一樣商品都是當代最時尚精品，只要被選入店內的無不

熱賣。不僅如此在店鋪地下一樓，有個具特色的 WaterBar -礦泉水吧，提

供了來自世界各地數百種品牌的礦泉水，讓喝水比喝酒更有樂趣，除了

店內具備潮流及與跨界設計師推出的限量商品販售外，不定期的店內展

覽更是讓店鋪人潮不斷湧進，Colette 快，狠，準的跨界行銷策略之柔軟

性令人驚艷，獨特的營運風格更是跨界概念店的先驅。 

4. 法國 EMPREINTES : 法國製造實體概念店  

 EMPREINTES 於 2016 年開始成立。是法國第一個集所有精細工藝品

的概念店，在巴黎 Haut-Marais 街區的心臟地帶擁有 600 平方米的空間是

各個設計師的展覽空間也是商品上架的實體店面。四層建築裡展示有超

過 1000 種獨特的限量版藝術品。商店裡展示的形式多樣化且種類多元。

在 EMPREINTES 實體店內的功能包含生活日用品、藝術、工藝展覽空間、

咖啡館、圖書館；而日常用品包括：餐具，飾品，珠寶，家具，燈光，

櫥櫃等各種工藝家製造的東西高品質且平價，獨特的物件加上友善的價

位擄獲許多喜愛工藝與藝術品的消費者。 

EMPREINTES 的潮流引領者為 Elizabeth Leriche，她將每年參加 MOM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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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展裡的法國藝術家結合在此據點，並提出另一種不同的購物角度：銷售

只是短暫的交易，如果將創作者和消費者之間的距離透過平台拉近，這樣

對於有好奇心、有品味、喜好獨特商品的愛好者和創作者，提供了更直接

更廣泛的買賣平台。EMPREINTE 概念店邀請參觀者在此當成是一個放鬆參

觀的休息地，也可以在裡面喝杯咖啡，在圖書館和投影室裡與創作者交流，

創造一種沒有距離的永恆氣氛作為此購物平台最重要的支撐。 

 

二、替代品與服務的威脅 

商品購買源自於生活必需品與送禮的禮品，而展覽的類型更是廣泛，

消費者不知可從何選擇，然而消費會依據其習慣性、地緣性或是價格來選

擇購買通路，雖然目前台灣沒有結合藝術、人文、生活、線上空間裝置等

多項特色合而為一的複合式美學經濟平台，但消費者選購的管道，除了從

網路搜尋各種不同的購物平台購買禮品或自用生活用品之外，觀賞展覽還

是得親自跑一趟傳統的實體店與空間(百貨公司、大賣場，或是展覽館)，因

此實體通路則是消費者另一個選項。 

儘管在實體空間有琳瑯滿目的商品與展覽任君挑選，但業者在代理或

採購這些商品時，基於營運成本與庫存的考量，多數採購原則是以挑選熱

門商品(或品牌)以及台灣旅客境外旅遊時所搶購之商品類別，這些商品被選

入台灣後皆具有相同的特性:品牌精神與特色已被商品化變得無特色，價格

與庫存售量成為銷售重點，更重要的是業者只做代理與販售，無法精準的

詮釋禮品的內涵與其設計師的品牌精神，商品失去了品牌靈魂，淪為價格

競爭商品，無法將品牌永續經營，最常見的最後行銷手段為:結束代理特賣。 

根據東方線上 2015 年 12 月網路調查中發現，「從 2015-10 月～12 月，

3 個月增加至實體與虛擬通路消費的比率達 74.6%以上，40 歲以上的受訪者

也有 76.6%以上曾在虛實兩個通路消費的經驗」，從數據中顯示出 40 歲以上

的受訪者是屬於較有經濟能力、且有使用網路購物購物經驗的族群，這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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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著雖然網路購物的管道消費力成長，但短時間實體購物還是在會存在，

因此實體商店的商品與服務的替代性是屬於高威脅性。 

 

三、潛在競爭者進入能力 

目前在美學經濟平台市場上，沒有同時具備藝術、美學、世界趨勢、

人文、展覽、心理學等多項特點合而為一的網路平台。要進入此領域的業

者需要具備各種不同專業領域的專家資源整合，包含跨時代的思維、東西

方歷史文學、全球趨勢、藝術美學、創意策展與採購等實務經驗，且對此

具備熱情與研究精神加上對理想堅持，才能將理念完整的透過線上平台獨

特的互動展覽形式，呈現出商品價值與人文藝術兼具的創新平台上，讓商

品不再淪為只是價格競爭而更能賦予商品本身的靈魂特色，達到美學經濟

的綜體效益。 

 台灣目前沒有同類型的美學經濟平台，主要原因是進入此產業的業者

需具備長期掌握全球趨勢脈絡的能力以及高額的資金來源，所以潛在競爭

者進入的門檻極高，但是台灣境內有資金且經常性接觸歐美精品市場的廠

商，就屬大型企業財團例如 Breeze(微風廣場)、Bellavita(寶麗廣場)是潛在競

爭者，目前兩家主打精品百貨，以實體百貨店面與消費者進行溝通，沒有

線上購物平台的通路，由於兩家業者所主打的客群皆以金字塔頂端的顧客

作為主要銷售對象，微風的客群會為了特定的品牌來消費，加上客群購物

習慣仍是以逛實體店，感受其購物氛圍為主，所以目前並無線上購物平台，

倘若新增線上通路，恐與目前設定之目標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不同，且勢必

要同時維持線下實體百貨店，相對營運成本也高。 

 

四、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在此產業中，台灣設計師的創作費加上作品的製作費等於商品供應的

價格。台灣境內設計師的商品設計費跟國外設計師價格差距不大，由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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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原產地材料取得容易，加上原物料價格穩定、商品產出時間可控制等等

優勢使得製作成本容易管控，但是這不等同作品就一定能維持高品質，原

因是作品的製作價格會依據需求者的預算，來決定材料的好壞，因此若是

進口原物料進行創作則會提高成本，所以在成本考量的因素下，沒有絕對

的高品質，加上製造品質會因為製作廠商出貨的品質不同而會有所差異，

所以台灣供應商依據需求者的預算提供等值的商品供應，因此價格大多落

在幾個制式的級距中，較無彈性。 

 

反觀國外市場，因應不同的文化差異，國外重視藝術產業，對設計與

創作者具高度的尊重，原因是每位設計師與創作者會為了追求作品的高品

質而堅持其材料 (例如環境保護是國外創作者極其重視的議題，因此將此

融入生活與設計中)與製作時間，所以作品產出時間較長，對設計者或創作

者本身而言，有購買或代理的需求者，必須認同其產品精神與價值才能進

一步進行買賣，而台灣代理商往往為了商業利益而直接跳過與其進行更多

的精神價值傳遞，所以議價空間較小，當商品被代理進來台灣後加上運輸

成本與進口稅金，又沒能力教育客戶，就直接以三，四倍以上的價格販售，

商品進到台灣均淪為價格之戰。 

 

五、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網路的便利，使得消費者輕易地透過網路進行相同物件的比價，各家

平台業者的上架物品大多同類型或同品牌，所以業者透過商品組合或促銷

來吸引消費者，因此消費者只需比較同質性產品且價格較低，即可在網路

上立即下單，若價格不合意即可立刻離開此網站前往下一個購物平台，除

了網路平台主打的促銷活動之外，消費者也可以自行出國購買，雖然可以

直接取得產地價格，但是額外增加的是旅行與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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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探討之美學經濟平台之五力分析總結其競爭狀態，以既有競爭

者的威脅分析台灣境內雖有少數具美學概念的廠商已經開始進行美學概念

實體店的服務，但是尚且無法將實體店的服務複製到線上，消費者仍必須

跑一趟實體店才能購買或體驗其商品與服務，只發展線下實體店的業者輸

在線上起跑點，失去網路平台上的競爭力，同樣的在國外具有美學概念的

業者雖然比台灣多，但也著重實體店鋪的經營，而缺少了網路平台經營的

能力。台灣境內與國外的既有競爭者雖然同樣提供生活美學服務，但由於

缺乏線上平台策展運作，則短中期內威脅程度皆低；在替代品與服務的部

分，百貨零售業與賣場的商品類型大眾化，大型財團有充足的資金可供應

比較多元化的商品，提供給各種年齡層的消費者，部分實體店服務人員更

可給予消費者購買建議，因此消費者可以選擇至實體店購買感受其店鋪情

境氛圍，雖威脅程度高，但商品種類繁雜加上實體店服務人員的美學程度

參差不齊，消費者本身若無美學的涵養，就必須承擔其推薦的美學風格；

潛在競爭者進入能力低的原因在於目前市場上沒有同時具備藝術美學、創

意策展等網路平台業者，而雖然大型的精品百貨業者有鑑賞力也有財力資

源，但由於鎖定的目標客群的不同，業者會依據金字塔頂端的目標客群進

行行銷，因此在市場已事先區隔之下，潛在競爭者的進入程度則低；而與

上游的供應商議價能力則取決於台灣境內與國外廠商的文化素養，放眼台

灣供應商的型態是以客戶「預算」決定商品品質，而國外對於高品質「堅

持」下創作物件成本高，對美學經濟平台而言，高品質與美觀程度是平台

重視的要素，因此不論是台灣或是國外廠商，皆以高品質物件作為議價訴

求，而長期與各地區的合作關係讓議價程度彈性，因此議價能力適中。 

反觀消費者的議價能力低的原因是因為目前美學經濟平台並無相同業者與

同品牌、無同質性商品與服務因此消費者無從比較，議價能力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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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公司之核心能力與競爭優勢 

 

本章節將探討與說明 T 個案公司的營運方式以及其核心能力與競爭優

勢。有鑑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使其成為各產業業者的新戰場，除了既有的網

路平台業者須全力應戰之外，潛在競爭者的摩拳擦掌也不容忽視。綜觀整

個網路市場平台業者雖日益增多，但販售商品大同小異，行銷方式多以促

銷及價格競爭為主，反而忽略創新化的服務，更加忽略美學所能帶來的經

濟成長，而部分業者雖具有美學概念，但能做到的最大幅度就是美化實體

店或網路商城的視覺設計與產品外觀包裝，因此平台業者與其團隊以獲利

為主要目標，因此將重心放在商品折扣藉以刺激更高的銷售量，各家比價

的結果就是商品淪為價格戰，品牌失去其價值，加上平台業者沒有額外的

策展行銷能力與獨特性的營運模式，因此 T 個案公司的新創網路公司服務

的獨特性油然而生。 

T 個案公司為一個新創網路公司，是全球第一個美學經濟網路平台，更

是一個全新型態概念式互動平台，生活美學整合科技 2.0 再進化，獨一無二

的互動式平台，讓線上虛擬環境也能做到實體店的情境體驗與交流，除了

科技的技術讓線上成為雙向的交流平台，更置入美學生活元素，讓拜訪網

站的人能感受到平台的獨特性。其團隊透過長期觀察世界趨勢的動脈與展

覽，整理出一套獨特觀點與看法的營運模式，對於趨勢脈絡的了解得以幫

助每個企業或品牌重新定義其商品及創造商品更高的價值、將每個品牌(物

件)編寫一套劇本，找到其最獨特的核心靈魂，團隊成員透過將每個物件給

予新的角色，重新定義賦予品牌(物件)嶄新的面貌與各種無限的驚喜發想，

使有價值的舊物品能因它獨特的定義，重新賦予新生命並超越其商品原有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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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個案公司提倡的觀念是以人為本，從改變社會對美學態度的角度出發

希望人們透過平台的互動重新打開五感生活，物品的重複回收再利用，除

了為環保盡一份心力之外，也幫助打開美學循環經濟，透過平台的互動，

引領拜訪者創造無限的想像力。團隊成員透過數個專案導入品牌與空間裝

置的資深經歷，打造台灣與中國領先且獨特之生活美學平台的成功案例。

透過獨有的網站互動模式與線上策展能力來進行平台的營運，目前市場上

沒有提供相同服務的競爭者，因此在本章節中將完整介紹 T 個案公司企業

營運模式、競爭優勢及核心能耐，藉此詮釋全新概念與獨特的美學生活。 

 

第一節 公司介紹 

 

 T 個案公司是一個全新型態結合線上互動式美學經濟平台，網站功能

結合：藝術(心理學、歷史學、經濟學、科學、塔羅、時令、節慶)與科技(雲

端運算、第三方支付)等豐富內容的平台，透過專業、交叉配對等的系統數

據程式的串聯，以現代化科技讓生活藝術與科技結合，呈現在購物平台前

台的內涵是整合獨特性、生活藝術美學、價格實惠的線上交流平台，消費

者透過有趣的互動模式、線上看展覽以及五感體驗達到放鬆與購物的愉悅

感。整體網站視覺風格獨特雅緻、豐富強烈、詩境幻象、驚艷動感、精緻

細膩的獨特品味線上空間。 

T 個案公司的核心價值是希望從企業的角度去影響社會對美學生活涵

養的提升，運用企業的力量引導人們擁有正面的思維，進而影響環境為社

會帶來改變，同時也從資方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兼顧獲利、社會公益、顧客

權益等多方面的議題，不一味的追求利潤極大化，讓企業能永續經營的同

時，也為社會帶來正面的力量與精神的傳承。達到服務社會又可以滿足股

東獲利的企業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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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獨特氛圍的平台空間設計猶如實體店的情境打造，當拜訪者進到線

上平台之中，猶如置身在實體店的氛圍，在美學藝術團隊的打造之下，拜

訪者在這個美學經濟平台上能享受如臨現場的虛擬空間設計，消費者不用

到實體店也能感受到虛擬空間的獨特氛圍(例如呈現在此空間的氛圍是綠

色與環保，空間的視覺元素將包含數種與其相關的綠，像是深山霧海的綠

樹梯田、深海的天然綠海藻、帶來能量與營養的綠色蔬菜、能源、健康等

等)，更能從中體驗生活美學的購物樂趣，同時更能輕鬆無負擔的投入公益

活動，為偏鄉的美學教育打造盡一份心力。 

因此 T 個案公司依據美學經濟所需具備的三個要素 4 設計出五個平台

上的功能,分別是: 時間: 時光機制、空間: 生活銀河系、時空: 好物皆可換、 

五感: 百感交集 (視覺、嗅覺、味覺、聽覺、觸覺)、驚喜: 許願池塘。以 

友善、趣味的問題互動模式，導入五種不同的主題分類，系統在與拜訪者

進行互動時，會自動導入對應的功能情境中(例如展覽或購物)，其問題與情

境的串聯將依據時間、空間、時空、五感、驚喜五種不同定義，讓拜訪者

有更多的樂趣與驚喜，除了願意在網站上駐留更久的時間之外也能激起購

買動機，更因為獲得獨一無二美好的體驗願意再次拜訪。 

五種功能設計以趣味性問題的設計讓拜訪者與系統進行交流達到精神

層次的滿足感(例如:系統配對進入當季線上主題策展觀賞或是當消費者選

擇購物時，系統會同時給予商品購買後的各項使用建議與使用情境營造，

像是創作者的作品是藝術品也是餐桌上的生活器具，在商品選購時給予最

佳建議，商品有了更多元化的運用，達到設計師品牌精神的傳承與銷售的

目的)，互動式問題的訂定除了讓參訪者達到互動的趣味性。  

以下將分別介紹美學經濟平台上五種不同的功能所對應到的網頁呈現

內容與拜訪者在此頁面中所得到的虛擬服務與體驗。 

 

一、 時間：Time Mechanism 時光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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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是一種尺度，在古代中國和西方都有著同樣的定義，天文學在

定義與測量時間的元素是從日的長短、四季的變化到制定曆法。因此

「TMRLOCI」將曆法融入創意，將環保元素、美學的生活態度加入，重新定

義商品(品牌)的使用方式，給予最佳的建議。 

    在「時間:Time Mechanism 時光機智」的空間中，當拜訪者進入此空間，

網頁上將呈現農名曆的相關訊息例如顯示當天的農民曆資訊，並透過系統

連結轉換至下一個網頁，其呈現訊息為推薦當天適合做什麼？飲什麼？看

什麼？ 如果天氣晴朗則推薦去哪裡旅遊(例如點選 2017 年 6 月 21 日，螢

幕跳出『小暑』，後台系統將進行配對給予建議:今日適合到山上吃一口有青

苔的空氣，增加體內含氧量，使身體不會因應室內外溫度差異突然上升而

感到暈眩。)或野餐(以時令資料庫系統連結至當季盛產蔬果例如柳丁，配對

給予建議為:一道柳丁創意野餐料理食譜)，讓拜訪者除了瀏覽賞心悅目線上

空間之外，還能得到最佳的生活美學建議，因為生活是一種態度，美好生

活體驗將會讓人心情愉悅，心靈洗滌與壓力的抒發，幫助忙碌的現代人可

以喘口氣，休息一下迎接下一個挑戰。 

二、 空間：Living Galaxy 生活銀河系 

 伽利略曾說：「上帝必定是一個幾何學家」，在幾何學的定義中，「位

置 (location) 」是空間的基本概念之中最為原始者。空間本身其實就是宇

宙之中所有可能的位置的總體 (註 2) 。浩瀚的宇宙、人類生活的地球、網

際網路、三次元空間(註 3)..各種形式的空間存在讓人類擁有無限想像與創

造力，帶領我們探討與進入多層次的空間領域中，因此空間則有了無限的

可能與存在的形式。在生活銀河系空間裡，包含了數種探討日常生活中我

們經意與不經意的小事物，美學是一種生活的態度，而態度成就了生活的

品味，一系列改變與反思的生活展示，將生活看似平常的事物融入此空間

中，意想不到的觀點，透過策展精彩呈現。 

    在「空間:Living Galaxy 生活銀河系」的空間裡，T 平台呈現各種線上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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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空間，就像銀河系裡銀河中的星星各自閃耀著彷彿各種獨具特色的藝術

品，想摘下銀河中的星星不再遙不可及，品味藝術將垂手可得，透過策展

團隊獨到觀察將生活美學結合藝文創作，透過線上獨特的空間導引模式，

改變消費者的思維，並進而想像更美好的品味，例如在這個空間裡，透過

點、線的串聯形成數個展覽選項，當拜訪者點選一個主題為「頸」的展覽

後，進入下一個網頁呈現在眼前的，是藝術家創作的作品、攝影、詩詞等

各種形式，作品呈現跨越年紀、性別、年代甚至是動畫，以及與頸上相關

聯的藝術創作配件/商品，當消費者選擇購買一樣商品，系統平台會主動給

予購買者一個整體搭配的建議，使其工藝和藝術品擁有多樣化功能及珍藏

的形式呈現。 

三、 時空：Interspace 好物皆可換 

日常生活中做環保還能享受生活美學，一切從「交換好物」開始做起。

許多人都有過這樣的經驗:曾經購買一個很喜歡物品，隨著時間的流逝放置

了一段時間後忘了它的存在，於是又買了新的物件或是因為搬了家，物品

的尺寸不適合新家只好再購買新的物件(例如花瓶大小尺寸、復古邊桌長寬)

舊物件則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儲藏室室友，在環保意識抬頭的現今，

微不足道的舊物件都有再被重複使用的新價值，以循環經濟的概念為出發

點，賦予舊物件新生命，從隙縫中再被看見，將交換取代丟棄，讓自己換

得一個新物品點綴家中陳設，為美學生活注入一股新氛圍，這也有別一般

的交換平台萬物皆可換的概念，交換物品的類型設定在「生活用品」及「高

品質好物」。 

T 平台不只賣高品質的物件，更是注重環保的企業，透過「時空：

Interspace 好物皆可換」平台，回饋社會、引領台灣如何從交換好物提升美

學生活素養，進而為地球盡一份心力，因為 T 個案公司的願景就是將美學

能與環保結合，在這個平台上，物品將跨越時空與年齡，任何物品都有其

故事時空與來源(物件的產地、購買時空背景等)，每個物件在提交至平台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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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舊物品將被賦予新的生命，並擁有一張身分證。「時空：Interspace 好

物皆可換」每個月透過不同的交換主題(如 3 月份展示餐桌瓷器、4 月份展

示桌燈發光照明類、5 月份展示桌椅)，這些舊物品以展覽形式讓拜訪者看

見每件物品的故事，提交者還可以在上傳這些物品資料時，選擇希望交換

的品項，讓系統進行該品項展示月份提醒或進行交叉配對，讓交換物件也

能滿足交換者的驚喜感與趣味感。 

    「時空：Interspace 好物皆可換」平台是一個 C2C 的交流空間，透過好

物與其資料的提交，顧問團隊將進行好物資格審核後，才能呈現在拜訪者

著眼前，由於這是一個創新的公益服務，所以第一階段會以拋磚引玉的方

式，從熟識的藝術家與創作家朋友群中發起一個私人聚會或活動將家裡想

汰換的『好物』，帶到活動現場互換或買賣，讓舊的物品能重復被使用，同

時再賦予新使命使該物品的生命與故事得以持續。第二階段則開放給所有

有興趣的人前來交流與互動，期望「物品生命再延續」的循環經濟將帶動

環保美學議題，透過平台的交流，傳遞環保概念的教育跟執行的創新平台

服務。 

四、 五感：Mixed Senses 百感交集 

    從心理學角度來研究人類對於看到購物環境被設計與創造出來的情境

氛圍，可以誘導消費者產生愉悅感，以及鼓勵更多的購買行為與慾望，Isen 

(1987)發現積極的情感使消費者可以處理更複雜的資訊，並且更加樂觀預期

可能的結果，也更願意進而試驗或尋求風險。Menon andKahn (1995)。現代

人停留在網路的時間比外出逛街的時間還多，在網路平台盛行的現今，如

何讓消費者在網路上也能透過五感體驗與學習如何開始美學生活，達到心

靈上的滿足進而放鬆心情、紓解壓力是重要的關鍵也是「TMRLOCI」的目標

之一，透過科技的呈現，將實體的情境氛圍帶入虛擬平台，讓拜訪者進入

五感的新奇體驗。 

「五感：Mixed Senses 百感交集」是一個結合生活美學與科技的交流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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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五感裡販賣的是百感商品，將帶領拜訪者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新奇體

驗，進入此平台，呈現在眼前是一個運用 Live 2D 技術的臉型視覺，臉部五

官以視覺、嗅覺、味覺、聽覺加上觸覺，讓拜訪者透過滑鼠的點選與平台

進行交流，進入五感的購物空間，以下將說明五感的呈現方式與情境氛圍: 

(一) 視覺: 

    全球逐漸進入高齡化與少子化社會，不論是現處於青年、中年或是

上了年紀的父母，任何年齡層都有機會享有獨一無二的品味風格，團隊

將透過多元化的視野，將藝術、文化、潮流整合，變身拜訪者的專屬造

型顧問，帶你變年輕、變成熟、變有型，透過商品與物件搭配建議，成

就獨一無二的品味風格。 

     視覺的互動模式為當拜訪者透過滑鼠點選臉部五官中的「眼睛」，

系統預先設定的閉眼就會張開，提醒你選張自拍照，下一步則跳出來一

副時尚眼鏡，系統將依據你的年紀與臉型，給予二~三種搭配建議(例如

戴上這副眼鏡適合搭配的帽子、項鍊、耳環等等，不論你的職業或年紀， 

都能給予最具風格的搭配建議。 

(二) 嗅覺: 

 英國牛津大學的研究顯示，人會把氣味與特定的經驗或物品聯想

在一起，在人的一生中，每個人接觸與感受氣味的層次不同，在亞洲，

芳香用品很多，但都是化學物品除了環遊世界收集的香味之外，許多人

更嚮往的是線上就能聞到世界各地的氣味。 

    嗅覺的互動模式為當拜訪者透過滑鼠點選臉部五官中的「鼻子」，

系統預先設定的鼻子會呈現呼吸的狀態，當拜訪者點選到鼻子，呈現在

眼前的將是一幅世界地圖，請你用鼻子聞一聞法國的味道、古巴的味道、

雅馬遜河的味道、台灣的味道(網頁上將呈現空間的視覺環境與味道的

形容，帶拜訪者進入氣味的想像空間)。當感受完世界各地的味道，畫

面將引導進入嗅覺商品頁面(例如法國進口線香、精油等等)，讓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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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購物與視覺饗宴的情境。 

(三) 味覺: 

    自古以來，人類對於吃的態度從求溫飽到送禮的各種目的中呈現各

種愛與心意，亞洲人對於送禮的內涵包含著感謝與心意，不論是年節送

禮、生日送禮或是情人節送禮，每個人總想送個獨一無二的禮物，將送

禮者的心意以送禮送到心坎裡的使命創造獨特的禮物。如創造出一本能

吃的書，除了將酸甜苦澀辣鹹介紹詳盡之外，並將餐桌上物品的擺設與

食物的整體概念帶入，食物與餐桌上器具的關係不再各自唱獨角戲，透

過重新定義食物及創造餐桌上更高的價值，激盪出獨特生活美學態度。

以下將透過「能吃的書」與「餐桌上的饗宴」作為說明: 

    味覺的互動模式為當拜訪者透過滑鼠點選臉部五官中的「嘴巴」時，

會跳出兩個選擇，一是「打開嘴巴」、二是「餐桌上的展覽」，若是選擇

「打開嘴巴」，系統會將畫面跳到預先設定的閉嘴將打開，嘴巴張開時

就會跳出一本以食物製成「能吃的書」從打開精緻的壓克力盒子後，印

入眼簾的書皮是以硬薄餅皮製成，翻到第一頁的酸，則是一片輕薄可食

用的檸檬紙，上面將介紹情感裡酸的詩詞，翻至第二頁的甜，則是好幾

小塊構成的不同的紙片，像是令人陶醉的甜、溺愛的甜、清新的甜等，

第三頁的苦，則像是 100%巧克力的苦、75%的苦。 

    拜訪者可選擇預購此本「能吃的書」，此書將採限量預購。若拜訪

者選擇「餐桌上的饗宴」，系統就會將畫面跳到預先設定的閉嘴將打開，

邀請拜訪這進入餐桌上的展覽空間，透過日本浮世繪 5意象或是歐洲十

八、十九世紀宮廷餐宴法國的餐桌用具及裝飾品(瓷器、銀器及水晶)， 

透過展示，讓食物與餐桌擺設變一幅畫，更是品味一個故事的開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浮世繪: 日本的一種繪畫藝術形式，起源於 17 世紀，主要描繪人們日常生活、風景、和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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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聽覺與觸覺 

    聽覺與觸覺是人類在胎兒時期首先發展的兩項官能，當離開母體後

的嬰兒開始啟動視覺與觸覺，同時也分散了對聲音的敏銳度，你對聲音

的敏銳度高嗎?如果只靠聽覺來想像這個世界，你認為這個世界應該是

甚麼樣子? T 個案公司希望拜訪者透過觸覺與聽覺來感受或想像重新定

義這個世界，包含對空間的想像力，喚起聲音最原始的記憶。 

    人們習慣用視覺與電腦互動，如果今天電腦用聲音跟我們互動時，

我們當下的感受是甚麼? 當拜訪者超越自我的想像力，透過觸碰與各種

聲音的互動，感受到生活物品的各種聲音、織品的紋路、瓷器的光滑度

與原始度，透過聲音與觸覺的互動讓拜訪者的聽覺與觸覺在被網路綁架

的狀態下重新被打開，讓拜訪者彷彿回到胎兒無視覺時期，重新打開拜

訪者的觸覺與聽覺感官。 

    觸覺與聽覺的互動模式為當拜訪者進到此頁面時，螢幕顯示將會是

一片漆黑，此時將會有四種正在進行中的聲音陸續出現讓拜訪者與之互

動，例如，倒水的聲音、火柴的聲音、椅子的聲音，當每種聲音出現後，

會透過語言引導拜訪者使用滑鼠點出剛才所發出的聲音應該是在螢幕

中的哪個位置，例如剛剛出現椅子移動的聲音，此時拜訪者自行想像螢

幕上任一位置並使用滑鼠點一下螢幕，椅子就出現在滑鼠所點的位置，

接下來第二個聲音是倒水的水聲，透過滑鼠點出水杯的位置，透過步驟

完成與系統之間的互動。 

   當陸續完成四個聲音的互動後，各種發聲中的物件將成為一幅畫在

呈現在該展覽空間，可能是餐桌上的裝置陳設，也可能是戶外野餐時所

呈現的物品，每一次進入到此空間，系統將自動配對各種室內或室外的

聲音，因此，最後出現的將是不同景色的一幅畫，此幅畫也將透過 T

個案公司的線上展示陳列達到令人讚嘆的視覺的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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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驚喜：Surprise Pond 許願池塘 

   「驚喜：Surprise Pond 許願池塘」是個販賣與製造驚喜的空間，希望帶

給拜訪者美好且驚喜的購物體驗，商品來源主要是將知名品牌下架後的過

季商品全數購入後，透過重新定義商品屬性與功能、重新分類、重新定位

讓拜訪者透過冒險的購物旅程獲得一份超越驚喜的買賣，這個物品例如是

某知名品牌的皮夾、一把設計師椅子、一個手工門把，提供真正物超所值

意想不到的驚喜禮物。 

    在進入驚喜池塘空間裡，拜訪者將進入一段冒險旅程，進入平台後，

拜訪者必須輸入參與冒險遊戲(願意購物)的金額，當線上付費完成後，拜訪

者填入送貨相關資訊(包含送貨地點、年齡，性別，喜好）冒險旅程就此展

開，接著系統將依據訂貨人的相關資訊(性別、年齡和喜好)提供一份非食物

的無菜單料理，也就是說，購物者並不知道自己買了甚麼，只知道自己輸

入的購物金額，並等待收到物品後，所得到的驚喜，為甚麼是驚喜的呢? 舉

例說，當拜訪者輸入金額 1000元，收到的物件是一個市售價 5000的商品 大

約是 2 折的價格，參與此冒險旅程的拜訪者可以選擇送給自己或給送給朋

友的禮物，T 平台創造驚喜的概念就是要讓拜訪者有一次好的購物體驗後，

願意不斷與期待再回來冒險，為自己獲得購物的滿足感與超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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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個案公司競爭優勢 

 

T 個案公司透過長期在世界各地觀察，從旅行與藝術品的鑑賞、各地資

訊蒐集、到多年策展實務經驗中建立產業內外的人脈經營建構出獨特的美

學觀點，從 1994 年到 2017 年累積 23 年各地的趨勢觀察及參與展覽經歷，

將每個國家與地區的展覽收納至各種不同專案運用，從 20 幾年來全球各類

型展覽的趨勢與脈動看到一條獨特的市場缺口進而創造出獨特的競爭優勢

展覽類型橫跨生活、藝術、科技，例如:英國: 2008-2009National gallery 設

計雙連展、義大利:1999-2016 Salone del mobile/威尼斯藝術建築雙聯展、德

國: 1994 -2007 科隆/杜塞道夫/法蘭克福 mbiente、法國: 2007-2017 Maison et 

objet、瑞士: 2006 年巴賽爾藝術展、美國: 2001-2008 紐約 Icff/International 

home、比利時: 1997 biennale interieur、西班牙:2007-2009 塞爾維亞藝術雙

年展/馬德里藝術博覽會、土耳其:2012 伊斯坦堡 Pack Pakistan、中國: 2016

上海 MWC 世界移動大會等。 

於 23 年的經歷中，透過展覽與專案合作接觸到各領域的專家並且透過

長期與各地區的供應商互動與交流，幫助當地藝術家與創作者的作品創造

更高的價值，因此長久的合作建立起彼此互信與朋友的關係，也造就了 T

個案公司獨特的競爭優勢。在此節中，將以三個方面來探討:  

一、 媲美實體店的服務 

    許多頂級的服務來自於各個知名品牌依據 VIP 客群的會員資料，規劃

各式主題活動或是情境體驗，透過邀請高消費力的客群前來體驗並進而刺

激購買高價商品(例如知名服裝品牌高級訂製服或保養品)然而隨著網路平

台的興起，多數的知名品牌掌握會員的資料並透過電子邀請卡提醒 VIP 跑

一趟實體活動現場，因此多數頂級的服務來自品牌業者在實體店所提供的

量身打造服務，因此 T 個案公司將實體店的服務搬到了網路平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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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上設計了許多趣味性的互動式問題，每一個問題都代表著一個心

理狀態，系統變身為一個虛擬化服務人員，讓每一位進到平台的拜訪者透

過互動，來帶出其心中真正想要的服務(例如今天心情不佳，只想看看展覽

透透氣)因此系統不會強迫提供商品購物的資訊，而是透過主題展覽讓拜訪

者達到放鬆的情緒，倘若透過展覽引起購物的念頭，系統會引導消費者進

到購物的流程。除此之外，透過科技的便利性，VIP 客群也能在線上參加活

動或觀賞展覽，平台將提供 VIP 客群更便利的服務，在美學經濟平台上，

被邀請的對象只需將限量的代碼作為進入平台觀賞的密碼，即可觀賞或參

加為頂級客戶量身打造的 VIP 展覽與活動，透過線上舒適而不被打擾的體

驗達到愉快及放鬆的功用能。 

二、 跨產業趨勢整合服務 

    隨著時代潮流的變遷，各產業廠商無不絞盡腦汁尋求創新化服務，以

刺激商品銷售或增加品牌知名度，想跨界合作又不知從何開始，跨界人脈

缺乏的狀態下，只能聘請顧問諮詢以改善其品牌行銷的解決方案以期創造

新的行銷話題；跨產業合作對美學經濟產業來說是個一加一大於二的行銷

手段對國際知名服裝或皮件而言，流行與藝術的跨界整合，為每一年每一

季帶來創新的關鍵元素，跨界整合的商品讓品牌迷趨之若鶩，瘋狂搶購。 

    T 個案公司團隊成員長期關注全球趨勢，透過全球各大事件勾勒出各領

域美學經濟相關商品的趨勢指標(例如美國 911 恐攻勢事件影響了開放式廚

具與高級鍋具的銷售量、SARS 事件帶動了網路購物平台的崛起，也幫助口

罩與耳溫槍等醫療器具的熱銷)，同時不間斷與各領域的專家進行專案合作

與交流，產出不同跨界的成功案例，因此不論是跨產業的資訊獲得，或是

各領域的顧問團隊不斷的增加，經營團隊的成員領域跨足了趨勢觀察家、

品牌建構顧問、視覺設計、藝術鑑賞顧問、歷史學家、心理學家、哲學家、

塔羅師、網路系統顧問、遊戲設計師、程式設計師以及金流規劃師，全方

位的跨界顧問的服務整合一起攜手帶動美學經濟網路平台的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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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亞洲區總代理權 

   T 個案公司團隊擅長協助設計師或品牌創造與超越其價值，透過長期在

全球各地的供應商接觸，將透過平台幫助各國藝術家與品牌打開亞洲市場，

透過亞洲總代理的方向，以跨文化的語言與展覽型態呈現品牌獨一無二的

稀有性與價值，其代理種類以貼近人人都買得起的高品質日常生活物品，

包含六大類：食、衣、住、行、育、樂，並融入美學與五感(視覺、嗅覺、

味覺、聽覺和觸覺)體驗，讓送禮成為一個令人愉悅的過程與結果。 

 T 平台以六大類加上五感結合美學作為出發點，以此方向來尋找及洽

談符合欲傳遞之精神的商品，並以亞洲區總代理為目標，讓商品呈現最佳

的獨特性與市場區隔以食的部分舉例說明 :法國最好吃的巧克力品牌

「Patrick Roger」。好吃的巧克力不稀奇，但是能突破巧克力制式規範、讓

巧克力成為令人讚歎的雕塑藝術品的人就是同品牌名的法國最佳工藝師

Patrick Roger。他也是法國近年來新崛起巧克力師傅，在 2000 年便榮獲法

國M.O.F獎(Meilleurs Ouvriers de France)，堪稱是法國餐飲界最高榮譽象徵。

Patrick Roger 讓巧克力不再只是單純的食物，它更是藝術品，到訪過位在巴

黎 Patrick Roger 店鋪的人，絕對留下難忘的視覺饗宴與味覺記憶，在

「TMRLOCI」的空間裡所販售的「食」，是讓購買者品味加分的商品，就像

一種身份的象徵。食可以是食用品也可以是藝術品，團隊以獨特的行銷方

式，使其品牌在亞洲拓展知名度，創造更高的價值，達到永續經營的理念。 

    而其他部分像是「衣」在 T 平台空間裡，賣的是「形象」透過線上互

動幫助拜訪者形象的建立與改造功能，所謂佛要金裝人要衣裝，「形象」代

表著別人對你的記憶，舉凡國外藝術家設計的眼鏡、帽子、香水、耳環都

是能改變形象的工藝品，古人曾說一輩子一定要擁有一雙好走的鞋，因為

它將帶你看見這世界，那麼只要進到奇幻的 T 平台，絕對讓拜訪者物超所

值；其他類別代表的商品像是「住」與家飾，植栽、香氛有關；「行」的部

分則是以移動為概念，讓拜訪者走出戶外，推薦一個好的展覽、一個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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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點；「育」是具有傳遞生活的態度與公益觀點的意涵；「樂」則是心靈饗

宴與生活美學的傳遞，包含生活上各項工藝品、畫作等等，讓藝術不再遙

不可及，讓人人都能碰觸與欣賞並使用於日常生活當中。 

四、 源源不絕的獨特創造力 

    「策展」是一個開放性的行銷模式，透過各種主題特展吸引不同客層

的民眾前往觀展，其附加價值除了可以增加創作者知名度，更能帶來周邊

商品的銷售效益，由於策展大多運用在藝術品或工藝品的產業，所以策展

單位必須具有美學涵養並將其融入策展中，才得以吸引對藝術有興趣的客

層前往觀賞，因此策展的形式必須不斷推陳出新，才能讓展覽豐富且吸引

人，更考驗著策展單位的創造力。 

     T 個案公司的團隊在過去的專案經歷中，不論業主的預算為何，總能

以作品價值最大化甚至超越價值的策展方式，來協助每個專案都能各自具

有獨特性以及創造其經濟效應，「策展」在美學經濟平台是一個重要的行銷

關鍵，除了讓每個設計師的作品能夠在線上/線下策展空間顯示其特色，更

為其帶來更多的附加價值，細膩的觀察與趨勢的結合創造新的品牌價值與

空間價值，這也是 T 個案公司的團隊源源不絕的能力展現，在過去的案例

中更成為業界競相模仿的目標，下列將列舉兩個成功案例說明之: 

(一) Armani Casa 亞曼尼家飾集團-台灣旗艦店開幕酒會:  

    Armani Casa 為亞曼尼集團旗下的家飾品牌，在 2004 年由專營高級

精品家飾的晴山美學代理進入台灣， 2007 年晴山擴大經營，以品牌造

勢與媒體效益為目的，舉辦台灣旗艦店開幕酒會，整個活動企劃由現在

「T 個案公司」的創辦人一手打造與呈現，以獨特且不可能的戶外空間

(空間裝置藝術是以建築物外的停車場與街道為場景打造成國外街景，

有別於一般的開幕酒會是在室內場地舉行) 將 Armani Casa 的平面

LOGO 立體化與空間化、以超現實感的方式呈現 (如圖 3-1)，將品牌的

精神透過空間的裝置藝術呈現，提升品牌能見度外更創造爾後非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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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跨品牌合作效益，創造出 Armani Casa 高於其他高價家飾品在台灣的

銷售奇蹟。 

(二) 老屋新生命社群策展: 

    坐落在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的獨棟老屋原為都更預定地，

草雜環生，機車亂停影響人行步道，垃圾堆積使人不願靠近。偶然機

遇與房東達成共識，希望為市容注入美學，也讓老房子保留其歷史價

值，並讓民眾感受到文化與區域連結性，成功接洽以整棟樓作為工作

室。在 2010 年 1 月由動靜生活發展事業的執行長 (也是 T 個案公司的

創辦人)策畫一系列的社群展覽，主題為:生活的力量是甚麼?策展方式

由一張 2 圓的明信片開始，透過團隊成員在旅行時發給隨機遇到的

2000 位民眾(範圍包含導演、金融、幼稚園小朋友、老師、學生、藝術

家)透過回收的 1600 張明信片以老屋為展覽空間，傳遞社群藝術生活

的動力與觀點(如圖 3-2)。 

    建築的二三樓是工作室提供企業形象改造與行銷策展服務，一樓

展覽空間規劃做為階段性主題展覽，以 demo Room 的概念，向客戶證

明其策展行銷的實力與形象品牌塑造能力，綿綿不絕的創意與設計達

到實質的營收貢獻，讓一樓的策展空間能幫助活化社區達到公益目的。

以概念場所為出發點，讓老屋延續新生命，漸進成為文化聚集，及輕

旅行新觀光景點，舉辦展覽，文化導覽活動、系列講座讓民眾在此輕

鬆自在漫步巷弄，也成功贏得客戶的信賴，爭取案源。 

       

左圖 3-1: Armani Casa 亞曼尼家飾集團-台灣旗艦店開幕酒會實景 
右圖 3-2 老屋新生命社群策展實景 

資料來源: 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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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個案公司核心能耐 

 

   T 個案公司顧問團隊具備獨特的趨勢觀察觀點，源自於長期關注國內

外政治、人文、生活、藝術、科學等相關事件，透過事件去連結生活中各

項事物，從點到線的串聯形成面，這個面就是市場的缺口，從多年的貿易

合作互動中，發覺全球趨勢的走向的源頭，起因多來自於世界上的各項重

大事件，包含政治變遷、人類新發明、恐怖攻擊、傳染病等等，各項事件

的發生對於商業發展與人類生活都足以有重大的影響。舉例近十幾年來最

著名的兩個大事件:2001 年美國 911 雙子星大樓恐怖攻擊事件以及 2002 年

亞洲地區的 Sars 傳染病，這兩個事件的發生，使得原本已放緩的經濟雪上

加霜，人類的生活型態也隨之改變，以下將各別說明兩個案例對人類生活

與思維的影響層面。 

    案例一: 911 恐怖攻擊事件對全球趨勢的影響: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紐

約雙子星大樓的恐怖攻擊事件，造成了美國與相關經濟體巨大的經濟災難，

廣播與電視媒體美國之音就曾報導該地的餐館、零售、旅遊業的經濟規模

下降了六十到一百個百分比。 商人的營收銳減、消費者降低了消費意願，

這個事件不單單影響了美國，更是造成全球各地人們的恐懼與的生活型態

改變，突然的驟變讓家人瞬間天人永離的傷痛，讓人們也開始反思與家人

的關係，更珍惜跟家人相處的時間，因此，人們開始將時間留給家人與朋

友，在家聚會與休息的時間變多，開放式廚房所營造的大空間，也逐漸受

到人們的大膽嘗試與青睞，根據金屬系統廚具產業研發聯盟結案報告中指

出:「國內廚具產值從 2001 年到 2009 年，產業規模從 98 億成長到 152 億

新台幣，足足成長約 1.5 倍。」這事件對台灣地區的影響範圍從室內設計建

構到開放式廚房的需求，再從無油煙的健康料理到高品質鍋具的需求。早

期的廚房空間為封閉式，因為中國人習慣大火快炒，因此油煙大，當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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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打開，烹調的習慣也必須改變，高級的鍋具更是料理健康食材的大幫手，

高級進口廚具與鍋具的銷量增加，更是帶動國際貿易的經濟成長。911 的恐

怖攻擊事件對生活方式與產業成長帶來了巨大的轉變，這也是 T 個案公司

團隊在生活美學領域多年的觀察以及在各類型專案的執行過程中感受到的

經濟的波動，所得到的實例驗證，依據多年的趨勢觀察與產業內外的整合，

為生活美學種下一個願景種子。 

 

    案例二: SARS 傳染病事件對台灣趨勢的影響: 2003 年 3 月 14 日台灣台

北市發現第一個 SARS 病例，到 2003 年 7 月 5 日世界衛生組織宣布將台灣

從 SARS 感染區除名，近 4 個月期間，造成和平醫院及周圍街道、鄰近大樓

管制封鎖、其它醫療院所院外發燒篩檢的首見景況。遠見雜誌在 2003 年 6

月號針對 SARS 的事件提到: 「SARS 對台灣經濟的衝擊是由於 SARS 主要透

過人類的飛沫傳染，避免到人多的地方是預防感染 SARS 的方法。因此，百

貨公司、娛樂場所、公共運輸工具、旅遊，以及商展等場所的生意最近一

落千丈。航空、旅遊、餐飲、零售和娛樂等服務業受到很大的衝擊。航空

公司的飛行架次取消 50％以上，損失高達新台幣百億元；旅行業則有三萬

人因業務停頓而失業。」 

 

臺灣 SARS 疫情使得民眾減少出入公共場合的頻率，而臺灣入口網站的

流量及電子商務交易金額卻相對提昇，2003 年 5 月，iThome 網路平台新聞

報導指出:各入口網站因 SARS關鍵字流量與電子商務分別成長 10%、20%」。

SASA 對電子商務產生的影響最大的是受網路泡沬化拖累的電子商務業者，

但卻也是這一波 SARS 疫情的受惠者。由於全民都在抗疫總動員，電子商務

業者也趁機推出防疫相關系列產品，像是耳溫槍、口罩，進而帶動一些抗

SARS 商品熱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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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的消費習慣逐漸改變，以前到實體店才買的到的生活必需品或禮

品，為了避免接觸人群，也願意改由線上購買，事件帶動了各產業業者搶

攻線上市場。部分擁有實體店的商家，也開始規劃 O2O 商務模式 6，(例如 

: 燦坤 3C、誠品書店、愛買量販店…等等)，不論是線下串連到線上，或是

線上商家與線下店家合作串聯，(例如 2011 年成立的 GOMAJI 夠麻吉線上票

卷平台，透過與各地區實體餐廳合作，在線上販售促銷餐券，吸引消費者

前往餐廳消費增加行銷的廣度，同時在 2013 年，T 個案公司團隊成員在台

灣行動支付萌芽期進入此市場，從 2013 到 2016 年行動支付 TSM 系統平台

7的發展，進行市場分析與商務發展策略訂定，透過兩岸與國際的科技發展

趨勢的觀察，訂定 T 線上平台的科技技術發展方向也讓 T 個案公司萌生透

過國際趨勢觀察與經濟連結作為成立美學經濟平台新創公司的念頭。 

 

一、 獨創性產業差異化 

    全球交易市場的產業眾多，大多數的企業是以產業內的競爭為主，不

間斷的進行紅海策略 8，透過現有市場削價競爭廝殺，在紅海中載浮載沉中，

無創新能力又減少利潤的企業失去競爭力，面臨必須退出市場的窘境；部

分企業有自覺，開始找尋跨產業的異業結盟，希望透過合作激盪出差異化，

並透過跨產業商務合作了解跨產業領域的生態，將日漸消退的營收再創高

峰，然而，兩個企業的合作的案例逐漸增多，企業還是繼續是在紅海中，

提供服務或產品給消費者，異業的合作可看到短期的績效，若無法為創造

出市場差異化，長期下來就只能以資金的多寡，來決定能在一片價格廝殺

的戰爭中生存多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O2O 商務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線上商城與線下實體店產品或服務串聯。 

7. TSM 系統平台: Trusted Service Manager, TSM 信託服務管理平台 

8. 紅海策略: 企業以惡性競爭、削價策略的商場廝殺，讓競爭雙方承受獲利縮減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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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個案公司是以差異化策略定義其營運方向，透過創造新市場與創造新

價值來產生或激發消費者潛在需求，同時透過獨特的網路平台串聯技術，

將虛實整合的氛圍呈現在互動平台上，以下將透過兩項特性的描述來說明

與區隔出 T 個案公司美學經濟平台的產業差異化與獨特性。 

 

(一) 產業的獨特性 

    不論是線上虛擬通路或線下實體通路，各產業業者透過不同的行銷手

段來吸引消費者購買其產品與服務，這也形成同性質商家越來越多，然而

多數業者大多來自產業內，極少有跨多元產業的產品與服務提供，這有別

於 T 平台提供的商品與服務橫跨多元產業，從藝術、文化、設計、科技、

食品、出版..等等，透過將各領域的產品與服務重新洗牌、重新定義，從不

同的角度去探索現代人最欠缺的心靈層次的需求，整合跨產業的商品定位，

將全球的趨勢帶入營運模式，創造獨一無二的產業獨特性。  

 

(二) 跨領域的專家團隊: 

    T 個案公司的成員年紀在 30 歲到 60 歲的區間，來自各種不同的專業領

域，並具備有各產業的深厚資歷與經驗，以長期觀察全球趨勢動態與國際

性的人脈加上具備高彈性的調整機制，因應國際間的環境變化，進而隨時

修正與調整運作方向，不同年齡層與跨產業的視野與思維，除了各領域觀

點交流能激盪出獨特的創新模式之外，團隊成員更是擁有相同的理念，希

望藉由自己與團隊的力量改變環境、願意冒險嘗試，有承受失敗的勇氣，

因此將相同理念的各產業的專家集合而成的團隊，將以同樣的信念與態度，

藉由多年的實戰經驗，幫助世界走向更美好的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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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T 個案公司核心價值 

 近幾年來，全球面臨幾個重大事件，影響了整個零售市場的消費習慣，

例如「地溝油食安風暴 」9、「塑化劑事件」10、「時尚界皮草及鱷魚皮包的

動物保護議題」11、「公平交易咖啡豆事件」12 等等，讓生活在地球上的民

眾逐漸了解並改變購物的思維模式，願意花多一點的費用來保障吃進肚子

的食物或是響應環保以及支持世界人權公平交易下所販售的商品，消費者

的轉變迫使得企業重新自我審視，並朝良心企業的方向邁進，這不單單是

幫助企業的銷售額攀升，更是善盡企業的社會責任，幫助企業達到永續經

營的願景。 

    「良心企業」具有一股無形且強大的力量，透過這股力量甚至可以改

變社會風氣或環境。T 個案公司成立的出發點就是希望透過獨特創新的商務

模式，從生活中出發，讓美學融入生活，為亞洲美學斷層、食安與環境改

造等問題提供美學生活範本，以環保的概念為出發點，透過交換好物平台

讓舊物重新被使用，商品有了新生命，將可循還再使用、讓美學生活的引

導為社會帶來環境改造，透過線上展覽幫助民眾，降低工作或生活上所帶

來的各種壓力，藝術是心靈的一環，當結束一天辛苦的工作，來到互動平

台，可以純粹看個展覽，不一定要購物，沒有廣告會跳出來打擾你，讓奇

幻有趣的視覺效果與互動觸動拜訪者內心深處的悸動，進而達到壓力的釋

放，平台上販售的是透過團隊嚴選的商品，希望民眾能使用合理的價格購

買到具藝術價值的生活用品，達到生活品質雙向的提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地溝油食安風暴: 2014 年台灣發現的食用油諸多廠商各式違法事件，引起社會輿論對食品安全問題普遍關注。 

10.塑化劑事件: 2011 年臺灣發生食品安全問題又稱為塑化劑事件，市面上部分食品遭檢出含有塑化劑，發現 

              部分上游原料供應商使用廉價的工業用塑化劑（非食用添加物）在影響範圍亦擴及糕點、麵包 

              和藥品等，影響的範圍擴及到一般常食用的食物。 

11.時尚界皮草及鱷魚皮包的動物保護議題: 奢華皮草，向來是時尚產業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不過隨著「動物 

              保育」的聲浪高漲，讓業者開始開始重視其企業的社會責任，以其他材質取代動物皮草。 

12.公平交易咖啡豆事件: 公平貿易是一種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倡議消費者以一個「合理價格」直接向貧窮國家     

              的生產者購買貼有公平貿易標籤與相關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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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發展策略與商務模式 

 

本章節將探討與說明T個案公司在網路市場的發展策略與其商務模式，

第一節將說明個案如何透過 SWOT 分析內部的優劣勢以及外部的機會跟威

脅交叉分析後所擬定市場發展策略，並於第二節說明網站平台運營與應用

程式串聯的行銷模式。 

 

第一節 發展策略 

 

網路市場商機被開啟後，一直是各個產業想投入的一個線上通路，由

於多數的購物平台以販售主流商品為主，商品無獨特性的狀況下容易被取

代，因此成為價格戰的犧牲品，T 線上平台是以獨特的禮品與虛擬顧問的客

製化服務供應為出發點，不論是深入了解目標客群的潛在需求、社會公益

的角度或是國際交流等等，團隊成員都將其全數納入思考企業的運營，延

伸商務運作的廣度，讓網站互動不再只有買賣，不但全球的創作者與設計

者都能參與其中，更能讓民眾體驗生活美學為生活帶來的美好的記憶與感

受，更為全球商務發展埋下基礎，以下將透過 SWOT 分析中的 SO、ST、WO、

WT 策略分析說明之(圖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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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部 

   

 

 

 

   外部 

內部優勢(S) 

*對全球趨勢脈絡訊息掌。 

*具策展、重新定義商品等   

 多元整合能力。 

*媲美實體通路的服務。 

內部劣勢(W) 

*資金少。 

*知名度低 

*國外廠商交期較無法控制。 

外部機會(O) 

 *網路的蓬勃發展。 

 *歐洲網路市場競爭弱。 

 SO 策略 

 *取得亞洲區總代理。  

 *鎖定金字塔中端客群。 

   

 

 WO 策略 

*尋求資金進注。 

*開發自有品牌。 

*協助歐洲新銳品牌開拓亞洲市場。 

外部威脅(T) 

*網路商家競爭激烈。 

*財團資金高。 

 ST 策略 

*高複雜性的商務脈絡 

 模式。 

*供應獨特性商品 

*獨特策展式行銷包裝。 

 WT 策略 

*與大集團策略聯盟。 

*商務模式智慧財產註冊。 

 

 

表 4-1：SWOT 策略分析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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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O 策略  

    亞洲地區網路平台業者的競爭已呈現白熱化的狀態，反觀歐洲的網

路市場發展的緩慢，原因來自於不同的民族性與文化背景，歐洲許多品

牌非常重視高品質商品的供應，因此許多設計師與創作者將時間花在工

藝品與藝術品的創作上，近百分之四十的品牌設計師或創作者沒有自己

的店舖，而是選擇參加實體展覽提高作品(商品)的能見度，另外百分之六

十品牌則選擇將商品提供給不同地區的實體店鋪來販售。透過店鋪的情

境氛圍包裝，吸引更多當地人與外國旅客前往購買，當地的設計師與創

作者將時間花在創作上，因此缺少時間與精力再開發新的商務模式，少

了網路市場的通路拓展，失去跨境的競爭力。 

    團隊透過了解歐洲的設計師與創作者所面臨的困境後，發現亞洲的

設計師與創作者的作品銷售量少的原因，除了外觀包裝，商品缺少物超

所值的感動，造成市場上回購意願低，因此團隊在平台上線初期將進口

歐洲新銳設計師與創作者的作品，先以取得亞洲總代理為目標，透過獨

特的行銷模式加上媲美實體通路的虛擬客製化服務，讓歐洲設計師與創

作者了解團隊的行銷能耐，進而取得亞洲總代理權，同時區隔出目標市

場族群，鎖定金字塔中端客群中五大「具有經濟能力」與「對生活品質

要求」的目標客群: 建築設計、科技業、金融業、醫療設備、媒體公關。

依族群喜好高品質且喜歡冒險的特性，供應高品質商品進而建立好口碑

與知名度，爾後將評估與接洽亞洲地區新銳設計師與創作者，透過跨境

的交流與獨特的策展包裝讓設計作品的能見度提升，中長期的目標則是

拓展全球性的據點，讓全球的目標客群享有獨特且趣味的線上與線下串

聯美學生活體驗並有機會購買到物美價廉的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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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ST 策略 

    面對網路商家競爭激烈的現況，雖然 T 個案有獨特的商務模式與行

銷包裝能力，但面對大型企業財團豐富的財力資源威脅，使得雙方可達

到同等的競爭程度。大型企業財團是一個外部環境的威脅要素，透過百

貨零售業的多元禮品供應吸引不同層級的消費者，為了企業的營運選擇

以主流商品販售，並將實體通路拓展到網路通路，線上與線下的行銷模

式相互串聯進行商品的促銷推廣，以達到企業低庫存且穩定的獲利目標，

而清楚的營銷模式，也容易被其他大型企業財團輕易複製。 

    因此擬定 ST 策略，以高複雜性的商務脈絡模式的網站架構為主軸，

透過平台高複雜性的系統設計(結合心理、藝術、科技等多種元素)以數據

串聯系統功能，讓現代化科技與生活藝術整合為多層次互動式平台，把

實體店的氛圍情境搬到線上完整呈現，消費者進入網站時，也等同看了

一場豐富的線上展覽，觀展後所收到的購買物品，更能使消費者因為購

得高品質的禮品或生活用品而獲得物超所值的優質體驗。 

    除了高複雜性的商務脈絡，T 個案公司以供應獨特性商品進行市場

區隔，加上獨特策展式的行銷包裝，團隊成員以豐富的策展與行銷企劃

能力，透過階段性的展覽計畫，以線下公益展覽串聯線上獨特性主題展

覽，以獨特的策展形式顛覆網路市場，創造屬於自己的藍海。 

三、 WO 策略 

     新創事業資源有限，資金少以及低知名度是 T 平台上線時會面臨到

的考驗，因此創業初期，會依此研究整理成一份投資報告書，對外尋求

資金進注，讓投資者(或團隊)了解其獲利能力與其市場性，才能將商務模

式充分發揮達到綜效。而在知名度推廣部分，在開台前，會規劃一系列

的展覽與行銷活動，透過行銷活動增加網站的能見度，由於鎖定目標為

金字塔中端客群，因此第一階段會透過實體展覽邀請意見領袖參與，使

其獲得美好的體驗與感受，達到口碑行銷的目的，而接續的行銷活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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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前後串聯，使其知名度在目標族群中擴散。 

   跨境採購，有可能面臨商品交期延遲的風險(例如部分創作者為了達

到作品的完美性，有可能會延遲交貨)，為了解決國外廠商交期較無法控

制的劣勢， T 團隊的運作策略首先是協助歐洲新銳品牌開拓亞洲市場，

透過團隊獨特的行銷包裝，將好品質的創作商品拓展至亞洲市場，T 平

台上線時商品的特殊性是主要的賣點，為了與市場上其他商品有所區隔，

第一階段商品來源取得會選擇歐洲地區的品牌。以未來中長期的商品來

源，也將開發自有品牌，並且與亞洲創作者合作，以確保產地商品來源

的穩定性。 

     自有品牌說明:除了是複合式平台之外，也是刊物名稱，更是設計

物件品牌。T 個案公司將依據特定的展覽推出不同主題的刊物，刊物名

稱是與 T 平台同名的「T 作品書冊」。團隊成員由於長期性對各國際趨勢

的觀察，因此也擅於因應市場狀況而設計出與美學生活相關的物件，因

此自有品牌作品也將會是T複合式平台上的展覽作品與商品。另一方面，

團隊成員的長期目標是建立一個可以讓全球的新銳設計師或創作者有個

符合國際水準且有品質的平台進行國際交流，為了打開平台的知名度，

在上線初期，團隊會先引進歐洲的新銳品牌，除了吸引金字塔中端消費

族群之外，更是亞洲新銳創作者的朝聖平台，幫助其開啟創作眼界，並

設計出更好的作品，同時也希望透過平台的獨特優勢，整合多年在全球

各地所體驗與觀察的趨勢，建立一套系統化的商務模式，幫助亞洲的新

銳設計師透過平台將視野拓展至國際市場，並成為全球複合式網站的先

驅顧問。 

四、 WT 策略 

    由於網路市場的競爭白熱化，台灣大企業財團也開始思考將實體店

面拓展至網路市場，希望透過創新的行銷模式與新通路來因應百貨零售

市場的競爭，以台灣日系百貨集團為例，例如 SOGO、新光三越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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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類型遍及各年齡層，因此大小通吃，近 10 年來，台灣大企業財團

的年輕二代開始接手家族企業，以年輕人的思維與國外留學的視野，透

過家族的資源，更有機會能發展自己的想法，例如精品百貨-微風與有貴

婦百貨之稱的 Bellavita，有別於日系百貨，這兩家百貨公司以高價商品

區隔出客層，因此進入兩家頂級的百貨公司，會看到新的國外品牌，走

年輕時尚的高檔路線，目標客群則是金字塔頂端有消費實力的年輕人。 

    面對如此嚴峻的市場狀態，T 個案公司團隊也注意到，台灣大企業

財團的年輕二代有想法，善於運用集團資源進行發展或轉型精品類或時

尚類的新事業，不過對於創新策展行銷模式則是年輕二代較為陌生的領

域，因此 WT 的策略是運用競合的方式與大財團策略聯盟，發揮 T 個案

公司團隊優勢以文化性與藝術性的展覽企劃洽談合作，讓百貨業者參與

公益展覽，由百貨業者提供櫥窗或空間，T 個案公司團隊執行策展，除

了可以幫助百貨創造新話題吸引更多人流之外，還能為百貨業者的企業

形象加分達到雙贏的新格局。而為了避免讓資金充足的財團複製其創新

的商務模式，團隊成員也將進行商務模式智慧財產註冊，以維持其獨特

性。 

 

第二節 商務模式 

「T 美學經濟平台」是全球第一個結合主題展覽、趣味互動、交換好

物、購物、文化公益等多元服務的複合式線上展覽空間。透過 B2B2C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ustomers) 營運模式，將 20 多年的線下策展經

驗搬到線上，透過網路讓拜訪者跳脫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隨時享有獨特的

線上互動體驗，達到高品質商品與精神上的雙重喜悅。 

在商務模式的規劃上，從整合國內外新銳設計師與工藝品創作者作品，

透過 T 美學經濟平台團隊的包裝呈現，讓消費者得以欣賞展覽作品，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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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購具藝術性與實用性的生活用品，讓消費者真正獲得「物超所值」的購

物體驗，同時 T 個案公司團隊與政府合作，透過交換好物平台的捐贈服務，

帶領消費者輕鬆做公益，本個案研究之商務模式流程圖如圖 4-1 

 

 

圖 4-1：商務模式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 T 美學經濟平台網站架構:  

    目前網路市場上購物平台商家眾多，各業者以商品的廣度與折扣作

為主要競爭項目，以多樣化商品與具吸引力的折扣為主要行銷手段，吸

引一般消費者購買，因此線上購物平台業者為了吸引一般消費者購買更

多的商品，均深陷商品與價格競爭的紅海之中。然而，T 個案公司鎖定

金字塔中端客群，分析具有經濟能力的目標族群以及其特質，開發其潛

在需求，讓有趣新奇的互動體驗吸引目標客群，達到高回購率，平台的

高度變異性與高品質的商品特性是「T 美學經濟平台」獨有的商務模式

與運作方向，透過階段性的行銷手段，帶領目標客群進入各種線上策展



 

45 

空間或購物等服務，以虛擬美學生活顧問的角度推薦適合的商品或是另

類的生活體驗，網路購物將不再單調，實體店的服務，在線上一樣能感

受到。「T 美學經濟平台」團隊成員策畫每一期不同的展覽主題以重新定

義與包裝商品樣貌，讓消費者在接觸商品之前，能對美學生活有更多的

期待且不同的觀點與獨特的體驗，讓目標客群每天都期待登入 T 複合式

美學經濟平台。 

    消費者來到此平台，除了能與系統進行有趣的互動、觀賞線上展覽

或是購得高品質商品等媲美實體店的服務之外，還能因為獲得美好線上

體驗進而釋放工作與各種生活上的壓力，透過好品質商品與好服務的知

名度使其願意再訪並推薦給朋友。下列將以平台的運作模式、問題設計、

來說明網站規劃: 

(一) 運作模式 

    當消費者進入 T 美學經濟平台後，不會直接看到商品，所有的商

品皆由團隊重新包裝與定義後，以展覽形式呈現在消費者眼前，透過新

奇有趣的互動模式，讓系統自動配對導入訊息、展覽、商品等資訊，因

此當消費者進入 T 美學經濟平台後，系統會隨機出現一個互動式問題，

依據消費者的答案去連結適合的功能項目(例如: 五感、時間、空間、

驚喜、交換)，在功能項目內包含各種展覽、節慶、購物等多元化的豐

富資訊，系統進行資料分析之後，會主動給予互動對象最佳服務與建議

(例如自動導入當期主題展覽空間，如果消費者對展示的商品有興趣，

則可自行選擇進入交易流程)。T 個案公司希望主動提供適合的服務給

消費者，而非被動式的讓消費者自行找尋商品與服務(其他購物平台皆

是提供被動式商品供應服務)，因此消費者在 T 團隊設計的各項問題與

互動過程中，皆能享有量身打造的虛擬化線上服務。 

   「T 美學經濟平台」的網站架構(4-2-1 網站架構圖)共分為四層，第

一層融合節慶、科學、歷史、心理、時令所設計的互動式問題，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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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設計，評估消費者當下的心情、心理、性格、腦跡狀態 1，產出

系統預設連結至資料庫進行第二層的功能串聯。第二層功能分類包含:

時間、驚喜、時空、五感、交換五項功能，其中，當系統連結到「時

空、五感、交換」三項功能時，系統會各別導入不同的主題展覽，讓

消費者享受線上觀展的體驗，當消費者對展覽中所展示的物品有興趣

時，則可自行選擇繼續進入第四層商品購買流程。當系統導入第四項

「驚喜」功能時，消費者即進入購物體驗流程，以消費者設定的購物

金額讓系統自動串聯購物商品，消費者將會在收到商品時，才會知道

自己買到的物件價值是超越購物金額的高品質商品。當消費者被連結

到第五項「時間」功能時，則表示目前的互動者需要一些生活的建議

而非購物推薦，因此系統將依據互動者的心理狀態給予最佳的紓壓訊

息。 

 
4-2 網站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 1: 腦跡: 依據人類腦力心智發展以”字跡”測知潛意識中的性格與性向、 “圖跡”測知潛意識中的

認知與感受紀錄、以”彩跡”測知潛意識中的人生劇本的各種優缺點紀錄與傾向，是一套經過科學驗

證的評量方式。 

(二) 問題設計 

    消費者進入平台的第一個頁面時所跳出互動式問題是融合了心理、

節慶、科學、時令、歷史等五大類(4-2 平台互動式問題分類表)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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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顯示出互動者當下心理狀況的問題設計，當進入網站的第一層頁面時 

系統會隨機跳出一個互動式問題與拜訪者進行互動，其問題設計目的有

二個，第一個是為了要篩選目標客群，區隔純粹來比價的一般消費者，

留下對新奇事物有興趣且願意互動的族群，第二個則是為了分析消費者

的特性，以利於系統能有足夠的資訊了解以及主動提供最適合的服務，

達到最佳虛擬客製化服務的提供，透過問題類型的設定連結到功能層與

其展示類型，其所推薦的商品或展覽才能貼近消費者的潛在需求。 

    問題的設計基礎是引進美國哈佛大學的心理測驗，透過 T 個案公司

獨特的視覺設計，讓拜訪者透過圖形化的答案互動，完成有趣的互動體

驗，例如:當問題出現「你今天的心情是甚麼顏色?」 此時畫面會跳出

一個調色盤共有 120個顏色，讓拜訪者自己點選今天心情的顏色，如果

拜訪者選擇灰咖黑色，則表示今天的心情不佳，此時，系統則會倒入網

頁的第二層「時間」功能，讓拜訪者觀賞一個線上展覽，轉換心情達到

另一種紓壓的目的。所有問題的設計都期望能幫助每一個來訪的消費者

擁有賞心悅目的視覺體驗以及購物體驗，將主動的關懷融入網站的互動

模式中，達到最佳的線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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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平台互動式問題分類表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二、 行銷模式 

     「策展」是 T 個案公司獨特的競爭能力，除了將實體店的情境搬到

線上之外，同時透過 O2O 線下結合上宣傳行銷模式串聯，創造出獨一

無二的行銷模式:  

 

(一)、線下行銷: Offline marketing 

    上線初期將分為三階段進行接力式的行銷推廣:第一階段:舉辦線

下主題展覽，策展主題為「國內外生活瓷器特展」，展覽將邀請具藝術

底蘊以及具有分享特質的高階主管前來觀展，透過其影響力，傳遞給

建築設計與科技產業的目標族群。第二階段的策展主題是「氣味」，以

建築設計領域的教授以及時尚、科技線的媒體公關族群為主，透過體

驗各國不同的氣味，以獨特的嗅覺與視覺體驗，開發對氣味的想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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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親身體驗進而達到最佳的宣傳效果。第三階段活動主題為「交換好

物」，透過拋磚引玉的方式，邀請第一、二階段參與活動的對象提供交

換物品項目，再透過邀請卡的形式吸引並邀請金融領域及生活線的公

關媒體參與活動遊戲，進而全面性的推廣。 

 

 

4-3 行銷推廣階段性規畫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線上行銷: Online marketing: 

除了實體展覽活動吸引消費者前往平台互動之外，消費者除了透過

社群工具( Line、FB 等) 收到美學經濟平台本季展覽通知之外，還能接收

到趣味的訊息發布通知(例如:交換好物、捐贈好品質的舊物品活動資訊、

最新國際文化節慶與生活展覽資訊…等等)，幫助消費者能夠即時參與並

了解全球美學生活的脈動，為自己打開全新的生活視野。目標客群隨時

可以透過手持裝置或桌上型電腦進入平台互動與觀賞展覽來隨時降低工

作或生活上所帶來的各種壓力，T 個案公司期望從企業的角度去影響社

會對美學生活涵養的提升，以達到企業對社會責任與公益，其交換好物

方式與新國際文化節慶與生活展覽資訊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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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交換好物 

 T 個案公司團隊將於每季設定交換好物主題，如果消費者家

裡有符合主題的舊物，可以選擇「交換」或「捐贈」，第一步驟為:

拍下欲交換的物品照片，填寫這個物品的產地、年份、價格與購買

背景，上傳至交換好物平台即可完成交換物品的資料繳交，第二步

驟則依選擇「交換」與「捐贈」的項目而有所不同 (4-3 流程圖) 

 

4-3 交換好物平台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當消費者選擇與其他人「交換」好物時，系統會請交換者勾選想交

換的物品類別(例如餐具、茶壺或是飾品)，如果消費者選擇的類別

為該季主題，則系統將自動配對其他有同樣想交換的消費者所提交

的好物，如果配對成功，兩個消費者彼此則相互聯繫物品寄送等相

關事宜；然而，當消費者選擇「捐贈」好物時，則系統後端將通知

團隊進行物件審核，如果物件符合主題(例如 1950 年代到 1980 年

代有握把的酒杯)，則團隊成員會先進行物件年代的研究，再上系

統上審核通知捐贈者取得物品相關事宜(例如捐贈者可選擇親送或

是由團隊成員前往取貨)。當物品被規劃進入主題策展後，捐贈者

將會收到觀展邀請跟一本由策展單位出刊的展覽書冊。讓捐贈者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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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策展，同時給予物品新生命，讓物品參與公益超越物品本身的價

值達到公益目的。 

     T 團隊透過捐贈所收集的物品，將依此規劃一系列的線下主

題展覽，以推動偏鄉地區美學教育、活絡偏鄉地區經濟為目的，由

團隊透過策展企劃與各地文化單位提案，進行全省各地偏鄉聯合策

展由當地政府機關提供場地，除了讓資源不足的偏鄉民眾也能透過

展覽，打開國際視野之外，也讓偏鄉學童參與展覽創作，透過交換

好物的捐贈項目，提供學童加入創意賦予舊物品新生命，再由 T

團隊負責其創作作品展覽，由當地出發，再將進行巡迴展覽讓作品

能見度提升，最後經由交換好物平台販售創作後，全數捐贈給創作

的鄉鎮，幫助台灣建立生活美學的基礎底蘊，也看到另一種不同的

生活樣貌。 

2. 國際文化節慶與生活展覽資訊 

    T 個案公司整理各國的生活文化與節慶的相關活動訊息(例如

義大利面具節、比利時啤酒節、蒙地卡羅賽車節)，讓亞洲地區的

民眾輕鬆擁有這些跟生活樂趣息息相關的資訊。由於 T 個案公司

團隊成員長期參與全球各地的節慶與文化洗禮，深深了解到每個

國家的文化底蘊造就了該國的生活美學養成，T 個案公司創辦人

希望將這個文化底蘊養成的方式傳遞到台灣甚至是整個亞洲地區，

希望運用企業的力量引導人們擁有美好的生活體驗，進而為社會

帶來文化創新的改變而達到 T 個案公司企業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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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美學經濟平台產業依據網路市場的蓬勃發展、電子商務的交易數據以

及全球美學商品熱銷(例如蘋果公司系列商品)顯示其市場得確有其產業規

模。台灣文創法在民國 99 年通過後，政府開始重視美學帶來的經濟效應，

從各節慶的公共藝術與文創商品的興起可見一二，因此 T 個案公司以台灣

作為平台的起始點是有機會結合政府與民眾的思維創造美學經濟的活絡

與商機。 

 T 個案公司的美學經濟平台作為全球第一個結合線上展覽、獨特稀有

商品與工藝的平台，其「媲美實體店的服務、20 年跨產業趨勢整合服務與

經驗、亞洲區總代理權、 源源不絕的獨特創造力」等優勢，透過跨產業

組織成員豐富美學涵養與科技的結合，此新創事業將領先業界 2~3 年的時

間，成為業界先驅。 

   

第二節 建議 

 

要進入美學經濟平台業的新創公司資源短缺，需要找尋認同 T 公司理

念之金主共同參與實現其願景。遠期以 B2B 「製化服務」為目標，拓展其

銷售規模。高品質的商品供應預計將吸引目標客群的消費者與公關商務客

群大量的禮贈品需求，透過高品質的物件與包裝，提供媒體公關業者更多

高品質商品的選擇機會。 

  



 

53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1. 詹偉雄(2008)《美學的經濟》風格者出版 。 

2. 施百俊(2009) 《美學經濟密碼》商周出版 

3.  EZprice 公關室調查報告: 2016 台灣 10 大 B2C 網購平台線上商品數 

排行榜。 

 4.台灣 E-ICP 年度消費與生活型態趨勢研究發表 

 5.資策會(MIC)預估 2017 台灣電子商務市場規模 

 6.財團法人台灣創意設計中心 

 

 

三、 英文文獻 

1. 市場調查機構 eMarketer 2016 ,“Worldwide Retail Ecommerce Sales:   

The eMarketer Forecast for 2016 

 

 

四、 附註: 

1. JAMEI CHEN 陳季敏官網  http://www.jamei-ch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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