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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 究 方 法 

本研究為一探索性研究，依據楊國樞等人(1989)提到常見的探索性研

究方法有:文獻調查、經驗調查、激發頓悟之個例分析…等等。B2C 網路

開店廠商所提供的服務為所有 ASP 服務模式中提供比較能夠標準化的服

務，因此常理判斷 B2C ASP所提供比較標準化的服務，更可以吸引較多客

戶上來使用其網路開店的服務，所以應該有足夠相關業者的經營模式可供

研究，但自 2000年以來包括網勁、網客隆、方程式、漢龍、超網路…等

業者所推出的 ASP開店租賃服務，到 2003年雖有其他業者陸續加入，但

也有許多業者逐漸退出市場，整體在規模與經驗上還無法進行屬於量性的

研究，然而文獻調查、個案訪談二者亦較能符合經營模式性質的研究，故

本研究以 B2C ASP廠商資料收集及個案訪談為主，主要採取個案研究法、

並以次級資料補充不足；最後進行歸納分析，故本研究之主要研究法包含

上述文獻調查、個案訪談兩類。 

 

第一節 個案研究法 

本研究針對 B2C ASP 服務廠商採用個案研究法 (case study 

research)，經由對個案公司進行資料及文獻探討，同時根據研究主題，

訪問對於經營策略有重大影響力之人員，如公司負責人或高階經理人，在

了解個案對象在本研究主題上的作法與發展後，再將所得到結果加以歸納

整理。 

 

一.個案研究法的意義 

 個案研究法一般屬於敘述性研究(descriptive study),為關係研究

(interrelationship study) (楊國樞，1989)之一。主要作法是描述某些

特殊事物和特徵的研究設計，並將注意力集中在幾個互為關係的變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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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藉以了解與研究主題有關的現象。更精確地說，個案研究法是研究者

以一個社會單位(人、家庭、社團、組織、社區)做為研究對象，由多重方

法蒐集資料，探討與研究與主題有關的現況、過去經驗和環境因素，並特

別專注於有限數目事件和情況，經過深入分析相關因素以後，建構此一社

會單位藍圖。由於對少數樣本經過全盤性地、仔細地討論，故可以作為決

策和判斷相類似事物的主要參考。個案研究法的特性有: 

(一)  個案研究法比較適合知識形成過程中的探索、分類或形成假說

的階段，研究者必須有接受探索研究的態度。 

(二)   研究者可能無法事先指出那些是自變數，那些是因變數。 

(三)   所檢視的形象是在自然背景下。 

(四)   一或少數幾個個體接受研究。 

(五)   由多種方法蒐集資料。 

(六)   廣泛而深入地探索個體複雜性。 

(七)   沒有實驗操作或控制。 

(八)   研究結果的產生極依賴研究者整合能力。 

(九)   個案研究法對於研究「為什麼」「如何」的問題十分有用。 

(十)   時間的焦點放在當時的事件。 

(十一) 當研究者發展出新的假設說後，可能會改變其個案選擇，或

蒐集資料的方法。 

 

二.個案研究的應用 

 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個案研究法可應用於以下的六個目的:(1)可

供研究的事體數目是稀少的、複雜的或不定形的 (2)該研究所想要解釋的

觀念難以用唯一的理論表達(3)證實一種技術方法的使用性 (4)為未來的

應用而建立資料 (5)藉個案來挑戰現存的假說(6)藉個案研究的資料來支

持或實證現存的理論或假設(謝安田，民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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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份的動機研究(motivation study)是屬於個案研究，一些較小樣

本被抽樣作為深度研究的對象，而假說便由這些深度的結果導引而來。 

 

三.個案研究的設計 

類推法是個案研究法中最常用的一種方法(謝安田，民 82)，所研究

的個案一般是為了要發現下列三種因素: 

(一)   在普通共同群體中可以發現的一般現象。 

(二)   在某些特定的部門或群體中可以發現的現象而非為全體所

共有。 

(三)   某些特別的情況下才能發現的特殊現象。 

 

結論是由這些相似和相異之比較所導引而得，在某些情況下，研究者

僅對前兩組因素感到興趣---那些在群體中常發現的或為部分群體中共通

的現象。但部份群體所具有的共通因素和少數個體所擁有的特殊因素，則

在其他情形下顯得比較重要。假如研究的主題影響經營績效的因素，研究

人員可能會企圖找出那些利潤高的企業所具有的共同因素，和那些不賺錢

的企業所具有的共同因素，相互分析比較，以類推出影響經營績效的因

素。而研究的結論則是由這些相似和相異處的分析與比較所導引出來的。 

 

四、個案研究法的優點與缺點 

若想使個案研究得到好的結果，必須要有判斷及選擇適用案例的能

力，以及瞭解其涵義和正確解釋其結果的能力，如果處理不好，則個案研

究要比快速收集大量的資料方式進行研究所獲得的結論更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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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案研究法的優點(Williams,1990) 

1.  推論是由對整個情況、整個個體的研究分析得來，並非任意

由挑過的單一方面或少數情形而來。 

2.  整個案研究是對真實的狀況或事件加以描述，而統計研究僅

對真象的簡述。例如：平均值可能為廣大樣本群中的典型形

象，但是卻不能對群體中的單一樣本有所描述。 

3.  可以得到更正確的資料，其原因可能為研究者和被調查者有

較長時間、較親密的接觸，使得彼此十分熟稔，因而減低對

格式話問卷的依賴。 

 (二) 個案研究最主要的缺點是缺乏客觀性(objectivity)，它的原因可

以說是內生的，另外的原因則為抽樣的不當。因為選取的個案對象

有限，可能不足以代表母體的一般行為，而僅是一個特例，因此一

般化的作法可能失之偏頗。 

 

第二節 個案研究程序 

 

一.資料收集    

針對國內提供 B2C網路開店服務業者的資料收集，有線上資料收集、

出版品說明書收集二種。線上資料收集主要來自業者網站的資料，以及所

連結的金流、物流公司網站的觀察與了解，並選擇進入業者所宣稱的成功

案例網站查証…等等。出版品說明書收集主要了解業者所提供之功能說

明，價格資料…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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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訪談 

個案的訪談在了解網路開店業者何時成立、何時提供網路商店服務、

提供多少功能及其收費情形，進而了解業者以何種競爭優勢進入此市場，

並訪談業者整合金流、物流服務廠商的配合概況。 

 

三、個案分析 

   以實地訪談方式作詳實了解與記錄，並將以上資料製作彙總表，方便

比較各業者之服務項目並對此訪談資料作跨個案的分析比較。 

 

第三節 訪談對象及訪談問題 

 

 一.訪談對象:  

先在著名搜尋引擎 Google Chinese 及 Yahoo Taiwan 輸入〝網路開

店〞，列出此二個搜尋引擎所搜尋到的前二十個提供此類服務的業者網

站，並逐一檢視其網站內容，若其內容無維護更新之跡象(例如展示過時

很久的節慶促銷廣告、網站連結大都無法進入)，則不入考慮對象，另外

並與坊間報章雜誌報導過的相關業者比對，最後逐一以電話聯絡徵求其是

否願意接受訪談，再約期一一拜訪，每次訪談至少一個小時以上。本研究

訪談對象已包括在台灣主要 B2C 網路商店 ASP 經營者，而且受訪者皆為

公司經營者或者為高階主管，訪談對象與時間如表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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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本研究訪談對象及時間 

受訪公司 產品名稱 受訪者 訪談日期 

超網路科技(股)公司 
hi178 

一起發網路開店 
總經理湯惠剛先生 

2003年 

2月 17日 

綠界科技(股)公司 
Greenworld 

開店王 
總經理王健民先生 

2003年 

2月 27日 

漢龍資訊(股)公司 
yamii 

購物網 

台北分公司經理 

毛慶隆先生 

2003年 

3月 3日 

翔摩網景科技 
(股)公司 

hipermall 

網路開店 
總經理李峻德先生 

2003年 

3月 5日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HiNet B2B 
企業客戶處處長 

 馬宏燦先生 

2003年 

3月 11日 

思網科技(股)公司 
skyshopping 

購物網 
   董事長葉佳紋先生 

2003年 

4月 8日 

正暉公司 
Taiwan go 

名店名物網 
   總經理黃培輝先生 

2003年 

4月 18日 

購物服務事業開發經理 台灣雅虎奇摩 
(股)公司 

yahoo開店 
朱本傑先生 

2003年 

4月 25日 

Maga888 百萬王數位國際 

(股)公司 蓋店王 
總經理陳冠如先生 

2003年 

5月 6日 

anet 數據暨服務內容處處長 
台灣固網(股)公司 

網站 e經理 蕭美麗小姐 

2003年 

5月 7日 

Web66 
際標資訊(股)公司 

台灣 e通路 
總經理梅瑞南先生 

2003年 

5月 9日 

藍新科技(股)公司 網路繳款中心 副總經理劉雲輝先生 
2003年 

5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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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訪談問題 

為了達到本研究的目的，本研究設計以下問題並對每項問題作一概要

說明 

1.  請問貴公司何時成立？資本額多少？何時提供 B2C ASP服務？有

多少員工與 ASP工作有關(部門員工數)？相關年營業額多少？   

【說明】1999-2002 之間，電子商務由盛極而衰，至 2003 年初

又漸復甦，業者經營的方式如何?收費如何?主要獲利來源為何?  

2001年到 2002年二年裡可謂電子商務的慘澹經營期，業者如何

突變?如何尋找利潤的來源? 

2.  請問貴公司是否為新創公司專門提供 B2C ASP服務？若不是那原

本經營項目為何？又為何提供 B2C ASP服務？貴公司自認的競爭

優勢為何？ 

【說明】業者若為新創公司，則以何種競爭優勢進入此市場?若

業者為成立五年以上公司，他們如何評估此市場之利基，為何要

進入此市場經營此項業務? 

3.  請問貴公司 B2C ASP服務內容為何？收費情形如何？目前使用客

戶有多少？ 

    【說明】在 B2C ASP的價值鏈中，自 IDC建置、系統架設、應用

軟體開發、行銷/架站服務、客服等價值活動中，B2C 網路開店

業者是否提供所有功能項目？採何種方式收費？ 

4.  請問 貴公司 B2C ASP 服務中配合的金流、物流服務廠商為何？

其間的整合程度又為何？各項收費為何？ 

【說明】網路開店業者提供僅是資訊流服務，對於網路商店所需

要另外二種重要的服務金流及物流服務其配合廠商又是誰?收費

情形如何?整合程度又是如何? 

5.  請問 貴公司是否有幫您的客戶所設立的網站商店做行銷服務？

若有，則其服務內容為何？收費情形又為何？ 

【說明】網路開店主要的是在網路上賣東西，店家如何在網路上

吸引人潮?網路開店業者如何幫助店家吸引人潮創造業績?網路

開店業者若為其客戶所建立的網路商店家建立商城模式，並以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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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銷方式來創造流量幫助店家銷售產品，則此商城經營模式又

是為何?是採取買斷後在商城銷售或只幫忙轉單?或者僅提供行

銷幫助?以代發廣告或熱門促銷商品頻道來幫助店家? 

 

第四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可歸納為下列五點: 

 

一、本研究係採取個案研究法，由於人力及時間的不足，僅列出前 10個

B2C ASP業者進行訪談及資料收集。 

二、本研究進行過程中，從決定個案對象，訪談，次級資料收集，到分析

個案…等工作，可能由於加入個人知識與見解而產生偏差或不夠深

入。 

三、B2C ASP業者與所策略合作的 IDC或入口網站之間的拆帳比率係屬於

雙方之業務機密，因此無法從 B2C ASP收費結構來精確計算其實際營

運成本及營運狀況。 

四、雖然本研究之受訪者皆為公司的經營者或高級主管，對於公司經營模

式的瞭解相當充分，因此在回答此類問題上正確性頗高，因此訪談效

度甚高。但是國內 B2C網路開店業者經過 2000/2001年網路股泡沫化

及經濟不景氣影響，有的業者因而退出市場，有的則轉移營運重心不

再提供此類服務。因此接受訪談的業者，相對於揭露營業額及客戶數

也因此多幾分保留。 

五、目前提供 B2C 網路開店服務之業者不是規模都很小(資本額大都在

5,000萬元以下)，則是大企業(例如固網公司，大型入口網站)提供客

戶服務項目之一，對本研究所欲了解的財務報表及此部份之營收則不

易取得實際數目，因此在蒐集資料上有其困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