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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個 案 描 述 與 分 析 

本研究個案廠商有下列五種類型： 

一、B2C ASP服務提供廠商而且願意接受訪談者。 

二、B2C ASP服務提供廠商無法連絡或者不願意接受訪談者。 

三、提供 B2C 網站系統建置軟體或代為規劃經營 B2C 網站系統廠商。 

四、提供 B2C 網站所需要的金流服務供應商。 

五、提供 B2C 網站所需要的物流服務供應商。 

分別屬於不同性質的服務廠商雖然不全部為本研究對象，但為了方便本

研究探討 B2C ASP之經營模式，因此分別說明如下，以方便研究。 

 

第一節 B2C ASP廠商個案訪談及個案說明 

 

 同意接受訪談的 B2C ASP服務提供廠商共有八家，分別描述如下： 

一、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anet〝網站 e經理〞)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台固)於 2000年 3月通過固定通信網路執照

評選，正式獲准成為國內三家民營電信業者之一，並開始積極建設全國

寬頻骨幹網路，採用先進交換技術與建置大容量傳輸骨幹網路，並採用

多樣接取介面之用戶迴路設備，以提供國際/長途/市話之語音，數據服

務與其他多媒體加值性服務。台固於 2002年 3月入主廣通科技公司(台灣

IBM與國產實業合資之 ISP) 取得 51%股權，正式踏入 ISP業務範圍。台

固並於 2002年 8月推出針對企業用戶所設計的 e化產品-〝企業 e總管〞

EIP@net正式誇入 ASP市場。 

據台固公司數據暨服務內容處長蕭美麗小姐表示，台固為服務全國

中小企業特成立專門部門及設立台灣寬頻網 www.anet.net.tw ，把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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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服務相關之產品服務納入 anet的服務範圍，其服務項目如下: 

1、網域名稱申請:針對特殊族群的網域名稱，club.tw及 ebiz.tw。 

2、企業 e化服務包括以下四種：A.企業 e總管:係以 IBM Lotus Notes

為基礎平台的企業資訊入口網站解決方案，可以讓中小企業快速

建立內部員工溝通平台，員工可在 web 介面的平台上搜尋及分享

資訊。B.網站 e經理:係採用 web66技術平台（際標資訊科技公司

開發 www.web66.com.tw）anet網路開店，提供一個具模組化、跨

平台、支援多國語網站建置解決方案。C.商務簡訊:提供行動商務

簡訊，可以大量快速的發送簡訊，可通用於保險業、金融業、直

銷業、旅遊業、航空業、醫療診所、百貨量販業、美容業、、、

等。可經由網頁及系統自動快速傳送。D.企業 e化超值餐:將企業

從申請網址，建置網站到設定郵件系統，透過簡單的申裝流程一

次完成所有的服務。 

台固公司數據暨服務內容處長蕭美麗小姐同時表示，台固公司為了服

務中小企業提供的 e化超值餐，提供企業用戶一次到位服務。不論是建置

企業形象網站或者是電子商務網路商店均可使用際標公司的 web66 平

台，因為際標公司在 2000年 6月即推出此項服務，己有不少現有客戶使

用其平台。台固公司與際標公司於2003年1月推出合作的網路開店服務”

網站 e經理”其收費方式，依服務項目不同收取 NT$ 5,040元/年到 NT$ 

42,000元/年不等，若為三合一方案電子商務型每年收費 NT$87,900元，

電子型錄型為 NT$45,700元。她認為電子商務網店如同公司企業網站是中

小企業行銷的工具之一，是 e 化的必備工具，因此她對此項針對中小企

業的服務深具信心。截至 2003年 4月底為止，網站 e經理有近 280個客

戶，其中有部份承接原際標公司 Web66 平台之客戶。她同時相信在 2003

年 12月將很容易達到 500個客戶。 

台灣固網公司開店網址:  http://www.anet.net.tw  

http://www.web66.com.tw
http://www.ane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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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商城網址: http://www.shopping.anet.net.tw  

圖 4-1台灣固網公司 Anet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二  際標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際標資訊股份有限公司(www.jetbean.com.tw)，由梅瑞南先生與

七位股東集資新臺幣 500 萬元於 1999 年 6 月成立，並於次年增資到新

臺幣 2,500 萬元，梅總經理在未創業之前，曾任職於燦坤 3C 公司負責

流通事業部，對流通作業有深入之了解，加上多位股東均是網路及軟體

高手，因此成立之初即以開發網際網路技術及提供中小企業電子商務服

務，並承接大型網站之專案開發業務，同時採用 Java語法及先進之 J2EE

及 XML 規格，研發出網站建置系統“Web66”提供中小企業或機關團體

網站建置服務，梅總經理表示 Web66 模組包括管理中心、公佈欄、線上

投票、討論區、Q & A、網頁編輯工具、會員管理、電子報、網路行銷

Anet網站 e經理網路開店

http://www.shopping.anet.net.tw
http://www.jetbea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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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件、商品搜尋引擎、電子型錄、採購單、線上刷卡、ATM…等 62項模

組，租賃費每年 42,000元，設定費用另計 12,000元/次。 

 為了拓展業務，際標公司與台灣固網公司共同於 2003 年 1 月推出

anet〝網站 e 經理〞提供網路開店服務，梅總經理同時表示，加入〝網

站 e 經理〞網路開店的店家，同時可以選擇加入“網路專櫃”服務，亦

即店家可另外支付“專櫃”費用 NT$18,800 元/年(20 項商品)、

NT$28,800元/年(50項商品)、NT$38,800元/年(200項商品)…等費用加

入“台灣 e 通路”聯合展售網路商城，其運作方式係將商城、商店、消

費者三者建立成為 B2B2C 營運模式的網路購物平台，消費者在“台灣 e

通路”電子商城瀏覽所有商品，每一商城都有獨立網址、商城名稱、獨

立購物車，每一個電子商城可以自行選擇商店和商品，網路商城接到訂

單後轉給店家出貨，店家(網路商店)在收到銷售金額後提撥固定銷售佣

金 ( 5% ~ 10% 依產品不同而異)給電子商城共同分享利潤。 

 因此店家(網路商店擁有者)只要提供最佳品質及價格的商品，準備

好商品資料電子檔，將商品訂價上架/上網，展示商品在“台灣 e通路”

電子商城前台供消費者點選訂購，俟接到訂單後負責開發票再將其商品包

裝好出貨即可，商城擁有者負責審核各店家之商品並作分類，製作促銷電

子報或看板或加選購優惠方案等等促銷動作，消費者使用其購物車(金流

則統一由〝台灣 e通路〞向金流公司議訂刷卡手續費) 可自由選擇任一商

城中任一商品訂購。負責此項商品之店家接到訂單後，則自〝台灣 e通路〞

議定之物流公司中挑選合適之物流公司配送商品到消費者，金流公司將收

到之消費金額全部轉到〝台灣 e通路〞之帳戶，待消費者收到商品經過 7

天鑑賞期無異議後，〝台灣 e通路〞再將扣除佣金及手續費之金額匯到店

家帳戶完成交易，此種商業模式的特質為 1.店家僅要負責輸入商品一

次，則可自動在不同之商城上架展示銷售 2.商城經營者則不必費心去找

尋合適之商品，只要專心針對其特殊族群，例如各大公司福委會、學校、

社團…等進行促銷活動 3.〝台灣 e 通路〞負責平台的建制及金流、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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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商業條款協商及系統整合，而店家所提供之 5%~10%利潤則由台灣 e

通路及商城依比例分享。梅總經理希望以〝台灣 e通路〞的行銷服務能為

網路開店客戶創造更多的商機。 

 際標公司網址: http://www.jetbean.com.tw  

台灣 e通路 : http://www.etaiwan.com.tw  

 

圖 4-2際標資訊公司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三. 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reenworld開店王) 

 

「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GreenWorld）」正式成立於 2000年，公司

地址及自建的機房位在台北市中心，是一家提供電子商務平台、電子商務

Web66網路開店 

http://www.jetbean.com.tw


 6

網路金流代收代付服務的電子商務服務公司。目前共有 35位員工及約 600

家客戶，在投入電子商務前「綠界科技」經過兩次的變動。「綠界科技」

的前身「冠輝科技」於 1993年由「綠界科技」現任負責人王建民先生成

立，主要提供網路撥接、虛擬主機及網頁設計等服務，是台灣最早的民營

ISP之一。但當時適逢網際網路（Internet）剛萌芽尚未普及至大眾，市

場需求有限，導致原本小規模的「冠輝科技」業務擴展更不易，因此王健

民在 1999年忍痛將公司轉手給「全球華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縱然遇到

大環境的逆境，王建民對於網際網路的發展仍具有信心，於是集結「冠輝

科技」部分原班人馬及人力、物力正式創立「綠界科技」，接收原先的工

程師及客戶並增資至新臺幣 1,400 萬元，開始從事電子商務平台服務

(ASP)、及電子商務金流代收代付服務。在此期間王建民先生全心投入「綠

界科技」，並積極開發電子商務平台，同時也與工研院合作，開發電子商

務付費機制平台(Payment Gateway)，但是因為諸多配合問題「綠界科技」

於 2000年 3月中止與工研院電通所在付費機制平台上的經營合作。經過

兩年多的努力經營「綠界科技」也不斷成長，員工人數由 2000年的大約

20位，增至 2001的 25位及 2002的 30位。 

「綠界科技」成立之初即擁有 300家虛擬主機客戶，為了跨足電子商

務領域投入 3至 4位工程師的人力全心開發網路開店應用軟体，以 LINUX

及 PHP軟體程式加上 mySQL開發電子商務平台，並於 2000年 10月發表第

一個電子商務平台「開店王」提供網路開店的服務。其中之金流部分採線

上刷卡付款，「綠界」與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並且於 2002年 6月共同推出採

用中信銀的 Payment Gateway的金流服務，此金流服務以中信銀為收單銀

行。物流部分則與宅配通合作，簽立物流配送合作機制，讓商品在運送過

程中得到保護，讓消費者更安心的享受網路購物的便利。「綠界」的開店

王網路開店業務推廣採用直銷的方式，由公司的業務代表直接銷售。王總

經理表示綠界公司的營收共有線上刷卡交易系統服務費、交易手續費、開

店王網路開店租賃費用及虛擬主機租賃費用四大部分。客戶若己有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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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系統的網站，可以採每年支付 1 萬至 1 萬 8 千元金流系統使用費的方

式，透過「綠界」的付款機制，解決複雜的金流問題。而「綠界」對於每

筆交易向消費者收取 3.5%的信用卡手續費，但僅支付每筆交易的 2%至

2.5%作為信用卡手續費給中信銀，所以每筆交易有 1%至 1.5%的獲利，王

健民總經理表示信用卡交易額每個月大約 200萬到 300萬不等，因此此部

份每年大約有 500萬到 600萬的利潤。虛擬主機的部分也採年租的方式(1

萬 9千元/年的租金) ， 開店王網路開店服務租金為 6萬元/年。 

王建民同時表示電子商務要推行成功，支持的相關因素有很多，除了

大環境及使用者介面、物流等因素外，他也特別提到行銷活動的支持，及

與可靠收單銀行合作的重要。根據實際經營的經驗，他發現經營網路商店

其實與經營實體商店會遇到的問題類似，例如都需要靠大量行銷活動來建

立知名度、進一步吸引消費者購物，因此客戶對各類行銷活動的需求也很

大，為了滿足客戶的需求，「綠界」自行開發了電子郵件（EDM）發送系統

供客戶使用，增加客戶的品牌曝光率和刺激消費者購物、刷卡。另外，也

結合可靠的收單銀行，負責電子商務的金流部分，讓消費者購物時感到方

便及放心，也是一個重要的成功因素。在未來，「綠界」也希望能夠增加

更多元的付款方式，例如玉山銀行的小額付款服務(e-coin)、中華電信的

emome、甚至 i-Mode的行動付款等等。 

對於目前的業務狀況，「綠界科技」的負責人王建民表示還不夠滿

意，認為每個月的營業額還有成長空間。至於營業額偏低的原因，王建

民分析，因為網路上使用信用卡刷卡的風氣未盛行，消費者普遍仍擔心

資料外流或上當受騙，因此對於網路購物的態度趨於保守；此外，「綠

界科技」的品牌知名度不夠大，在爭取新客戶信任時較為辛苦，使得業

務拓展速度較緩慢。雖然如此，王建民對電子商務仍抱有高度信心，並

認為 2002年以後，整體電子商務產業必有爆炸性成長，因為 2003年 4

月起，VISA將在全球開放使用 VBV（VERIFIED BY VISA）制度，將要求

消費者在網路購物時，除了要輸入信用卡號碼外，必須再行輸入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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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發卡銀行認證的 3位密碼才能生效，此種保障雙方的刷卡機制，將使

網路購物更為安全，也更能吸引消費者使用網路購物的服務。 

Greenworld開店王: http://www.greenworld.com.tw  

購物商城網址: http://sale.sunup.net  

 

圖 4-3 綠界科技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四.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 HiNet 

中華電信公司是國內最大的電信公司為經營數據通信業務，於 1994

年設置數據通信分公司 HiNet。據 HiNet企業客戶處長馬宏燦先生表示:

中華電信數據通信分公司在數據通信相關業務上已有二十年之專業經

Greenworld開店王網路開店 

http://www.greenworld.com.tw
http://sale.sunup.net


 9

驗，具備網路相關之技術與電腦系統軟、硬體整合經驗及支援能力；

HiNet 具備在網際網路上之撥接門號數、網路主幹頻寬、全國機房數等

網路資源上最完整與雄厚之服務能力。為提供國內商用 Internet服務， 

HiNet於民國 1994年 3月提供客戶免費試用服務，且於 1995年 4月正

式提供收費服務。HiNet已在國內 16個話價區內建設 33個網路節點，

因此全國任何地區（包括外島）之客戶均可用市內電話連接 HiNet，可

供用戶撥接或 ADSL寬頻上網。另外在骨幹網路方面，HiNet是國內率先

採用 SDH之 ISP，國內頻寬非常充裕，總頻寬高達 7.0Gbps，國外頻寬亦

高達 7.17Gbps，此數值遠超過國內所有 ISP之國外頻寬總和。此外 HiNet

有直達電路與政府單位網路 GSN、教育單位網路 TANet直接互連，為國

內最暢通之網路環境，截至 2003年 4月 HiNet用戶總計已逾 340萬戶。

在基礎服務方面 HiNet 網路提供五大基礎服務如:1.網域名稱服務

(Domain Name Service, DNS)2.電子郵件服務(E-mail Service)3.檔案

傳送服務(FTP) 4.全球資訊網站服務 (Web Service) 5.提供全球資訊

網代理主機 (Web Proxy＆Cache Service) 。在應用服務方面 HiNet

提供四大應用服務如:1.Hichannel 2.Higame 3.Histock  4.HiB2B等服

務。其中對企業用戶提供的 HiB2B企業寬頻服務除提供標準之產品租用

型態外，更針對企業行業別提供量身訂做服務，其中包括了下列六大類

之全系列產品：1.應用軟體服務(Application Service Provider, ASP) 

2.HiNet 企業加值服務(Value Added Services) 3.EC 機制平台服務

(Platform) 4.主機代管服務(Data Center)5.企業上網服務(Internet) 

6.企業內互連網路(Intranet)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企業客戶處長馬宏燦先生強調，中華電信公司

除了積極擴充基礎建設外，對電子商務應用也投入許多行銷及建置經費

並積極尋找有關電子商務的合作伙伴，其中重要的里程碑有﹕中華電信

HiNet在 1998年建立 HiNet購物網並強調『安全性消費及交易』，積極

安全的電子商務，HiNet購物網係採用符合國際標準 SET的電子商務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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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架構國內安全電子商業的週邊環境及設備。HiNet 為了因應電信自

由化所面對的競爭，除了加強 ADSL 的基礎建設外，對於如何服務中小

企業的解決方案上，也積極的與在各領域的領導品牌廠商洽談合作，馬

處長表示 HiNet在 1998年 3月與網際威信公司共同創立 Cyper City安

全交易購物平台，提供消費者 Hitrust Pay安全付款金流平台，在網路

購物世界提供一個安全付款機制。在 2000年 3月與網景公司(後來改名

為翊摩網景科技公司)合作安全購物商城 Hipermall，提供網路商城購

物服務。在 2001年 4月與超網路公司合作在 HiNet入口網站置入 Hi178

網站開店平台，供中小企業主一個輕鬆方便而且結合資訊流/金流/物流

的網路開店 Hi178(嗨！一起發)平台。正式在 ISP 入口網站中提供網路

開店服務。 

HiNet 綱址: http://www.hinet.net  

 

五、超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Hi178網路開店) 

   超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9 年 12 月，由原大眾網路員工

集資新臺幣 500萬元成立，並於次年增資到新臺幣 5,000萬元，主要股

東有大眾電腦公司、大眾電信公司和國眾電腦公司，由於公司主要幹部

在網際網路方面的應用均有多年經驗，因此公司自成立以來即規劃了在

電子商務應用的長期計劃，致力於電子商務平台的研究開發與推廣，成

立之初除了承接國眾電腦公司的經銷商線上採購/銷售系統外，並積極

開發網路開店系統。據超網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湯惠剛先生表

示，由於公司成立不久即遇上 2000 年網路股票泡沫化，企業客戶對於

電子商務不是裹足不前，就是對於電子商務系統的功效保持懷疑的態

度，因此公司的業績當然不理想，但是那時候也讓工程師有充分的時間

在網路開店的系統功能上作詳細的規劃、開發及測試，就拿連結不同銀

行系統的金流為例，為了爭取某個客戶，而他往來的銀行不在超網路公

http://www.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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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現有的金流服務清單上，因此為了得到訂單又開發了多種介面以連結

不同銀行的金流，所以湯總經理相當自信的表示：超網路公司的網路開

店系統功能項目保証全國最多最齊全。 

超網路公司有了功能強大的網路開店系統，但公司的業績在 2000

年及 2001 年初仍不見起色，為了讓更多的中小企業了解網路開店的好

處，湯總經理於是在 2001 年初向 HiNet 提出在 HiB2B ASP 服務內容中

提供網路開店的建議案，在經過 HiNet企業客戶處的工程師一一測試每

項功能後，HiNet才與超網路於 2001年 4月簽訂合作協議書，於是超網

路科技公司的 Hi178 網路開店服務正式成為 HiNet 服務中小企業的

HiB2B網路家族中重要一環。湯總經理同時表示 Hi178係”嗨一起發”

的諧音，意思要與中小企業在網路開店上一起發財。超網路的 Hi178功

能共有六大主要模組，並且結合不同的金流及物流服務機制，提供全國

功能最多、功能最強的網路開店服務。Hi178 服務收費採年繳制，年費

NT$ 68,000 元到 NT$128,000元不等，依客戶不同的需求，提供物超所

值的加值服務。據湯總經理表示：Hi178 提供試用環境，讓使用者測試

Hi178 的各項功能，使客戶充分了解網路開店的過程及功能，而且開放

測試對公司爭取客戶訂單也有相當程度的幫助。 自從 2001年 4月上線

以來已有超過 2,000個使用者試用過 Hi178開店功能，目前共有將近 260

個正式用戶，25位員工中有近 10名為軟體開發/維護工程師。 

湯總經理同時強調超網路軟體開發能力有獨到之處，並以其開發成

功之 Hi178網頁模組化套件應用系統向經濟部申請鼓勵新興中小企業開

發新技術補助(SBIR)，並於 2002 年 7 月通過經濟部補助案，此為對超

網路公司之 Hi178網路開店的實質肯定，同時超網路公司也以此項特殊

功能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並於 2003 年 1 月獲得專利証書。

而且 Hi178同時也如同其他網路開店系統提供金流及物流資訊整合，但

Hi178 更進一步與國內最大全國性城市快遞公司超峰速件公司，共同合

作將物流資訊完全整合到 Hi178購物平台，讓消費者在購物後，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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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隨時隨地追蹤所訂購產品的運送流程，此項作業亦通過 2003 年

經濟部補助案。因此湯總經理自信的表示，超網路公司除了有台灣最大

ISP Hinet 頻寬及入口流量保証外，更有被肯定的網路開店應用軟體系

統服務，對中小企業的網路開店而言是最牢靠的選擇。 

網路開店網址: http://www.hi178.com    

購物商城網址: http://eshop.hi178.com  

 

圖 4-4  Hinet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Hi178嗨一起發網路開店 

http://www.hi178.com
http://eshop.hi17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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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翊摩網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ipermall網路開店) 

翊摩網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2003 年 2 月，是由翊摩科技公

司(原係為系統整合公司)與網景資訊公司(原係 HiNet 公司 Hipermall

購物網站平台提供廠商)兩家公司合併後所成立的網路開店平台提供專

業公司，登記資本額為新台幣 5,000萬元，由原翊摩公司的董事長龐宗

璧先生擔任合併後公司之執行長。 

原網景資訊公司於 1999年中開發 Hisafe網站安全購物機制，並於

2000 年 3 月與台灣最大 ISP HiNet 簽訂合作協議，在 HiNet 的

http://shopping.hinet.net 購物頻道上提供 Hisafe 服務(HiNet 安全

購物機制)，此安全購物機制強調提供履約保証，在七天的鑑賞期間消

費者可以有退、換貨的權利，但必須是 HiNet 的使用者(即在中華電信

有登錄客戶資料檔案)，消費者透過 SSL 128  Bit 加密處理的付款機

制，經由中華電信合作之信用卡收單銀行(土地銀行)及信用卡組織 VISA

或 Master，於每筆交易收取交易金額之 3.5%手續費(包含買方信用卡刷

卡銀行清算費用)，同時所有加入 Hipermall安全購物的加盟供應商(租

用 Hipermall 平台的網站)務必與 Hipermall 安全購物服務簽定加盟契

約，以保障買賣雙方之權利義務。翊摩網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龐

宗璧先生表示這也是台灣強調並提供保証交易安全之購物網站，將金

流、物流、商流、資訊流之交易風險降至最低並盡可能防止交易糾紛產

生，讓買賣雙方都能安心的在網路上交易。 

 原翊摩科技公司係提供專業資訊整合服務系統公司，舉凡個人電

腦銷售、網路設備聯網架設及系統整合均為其服務範圍，早在 2001 年

中即注意電子商務在台灣發展之趨勢並相中網景資訊公司在安全交易

上之獨特應用，經雙方負責人努力之下，2001年 11月即開始合作銷售，

由網景公司提供技術平台，翊摩公司提供行銷通路，並於 2003 年 2 月

正式合併為翊摩網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員工大約 30 人，技術人

http://shopping.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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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 7人，採用 NT架構自行開發網店開店平台，並廣招近 30家經銷商提

供銷售通路，創造目前 200 餘家進駐商店，並提供上萬種商品在

Hipermall 銷售，據翊摩網景公司總經理李峻德先生表示其主要收入為

網路開店 ASP 服務，Hipermall 雖也提供網路購物並收取交易服務費

用，惟此部份營收低於全年營業額 5%。翊摩網景公司總經理李峻德先生

原係方程式科技公司總經理，轉換跑道後對網路開店服務仍深具信心，

他表示 hipermall的入口網站不但可借由 hinet帶來人潮，更是一個綜

合性的網路商城不但為翊摩網景公司帶來收益，更可為客戶帶來商機。 

Hipermall網路開站網址  http://www.hipermall.com 

購物商城網址   http://shopping.hinet.net  

翊摩網景公司網址: http://www.imost.com  

圖 4-5翊摩網景科技 Hipermall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Hipermall網路開店 

http://www.hipermall.com
http://shopping.hinet.net
http://www.imo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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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百萬網數位國際公司 (Mega888好買樂網路蓋店專家) 

百萬網數位國際公司，由創辦人曲家林先生及陳冠如先生集資新臺

幣 7,000萬元於 2000年 4月成立。主要股東有泰山企業、愛之味企業、

亞特列士科技及台灣網易科技公司，總經理陳冠如先生表示百萬網採用

IBM 系統希望以先進的電子商務平台機制，以及愛之味公司暢行全台的

物流宅配系統，能夠為中小企業提供更好的全方位電子商務解決方案，

同時百萬網公司可以為中小企業主代建代管各式網站，及幫助中小企業

執行網路整合行銷活動。 

百萬網公司成立初期以經營當時最熱門之網路廣告業務，以收看網

路廣告積紅利為主要業務，據陳冠如總經理表示但好景不長，自從

NASDAQ股票 2000年 4月大跌後，網站廣告則一厥不振，不過由於公司

某一股東與網咖有其他合作機會，因此經由介紹百萬網公司立即轉向為

連鎖網咖開發電子商務系統，進而再引進 IBM 主機及先進之 IBM 

Webshere軟體。並針對網咖專用之電子商務系統作更進一步的研發，使

其更適合中小企業使用。因此百萬網公司於 2002 年 5 月正式踏入提供

電子商務系統建置及服務行列，並開始為其股東建置電子商務網站，如

愛之味、劍湖山、泰山企業、、、、等等，同時也建立好買樂電子商城

www.mega888.com經銷台糖健康食品及其他商品。陳總經理表示，在 2002

年民眾流行喝蕃茄汁高峰期，好買樂網站曾有單月接到至少 3,000箱訂

單的記錄，目前也有每月近 100箱的銷售量，對此成績，陳總經理似乎

頗為自豪，對網路商店的成效充滿信心。陳冠如總經理也談到百萬網公

司於 2003 年 1 月正式正式推出”網路蓋店專家”即網路開店系統，金

流採用藍新科技的技術平台，物流採用股東之一的愛之味企業提供之物

流配送系統，並採年繳 NT$38,880元方式服務中小企業。但是他對此類

之開店服務有他不同的考量:百萬網公司本身目前尚無法應付如此大量

的客服，來教育消費者上網開店，反而對為中型企業代為建置及代為管

理全套電子商務系統表現極大興趣及信心，因此百萬網公司也未傾全力

http://www.mega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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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銷推廣其網路開店服務”網路蓋店專家”。 

對電子商務經營，陳冠如有其獨特之見解，他認為在無法大量讓

SOHO族深入了解網路開店的情況下，與其投入開發 SOHO族小商家顧客

戶群，倒不如專心致力幫中型企業建置及代管電子商務系統來得容易。

尤其股東之一的網易科技公司為 ISP，可提供完善的網際網路空間及頻

寬，讓他可以專心致力開發此方面業務，截至 2003 年 4 月止，百萬網

己接受近 20 個中型客戶的委託代為建置及管理其企業及電子商務網

站，據陳總表示，每個網站建置費從 20 萬到 100 萬不等，委託代管則

視產品項多寡而有不同收費用，大約為每月 20,000元~50,000元，再加

上產品銷售的佣金 1.5~2%不等，因此只要網上購物比率上升，他認為百

萬網公司獲利則是指日可待。 

Mega888蓋店王開店網址: http://www.mega888.com  

購物商城網址: http://club.mega888.com  

圖 4-6 百萬王數位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Mega88蓋店王網路開店 

http://www.mega888.com
http://club.mega8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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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雅虎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Yahoo 網路開店) 

Yahoo入口網站於 2000年 4月開始提供 Yahoo store的網路開店服

務業務，但剛開始時招募到 Yahoo Store開店的家數不多，據雅虎公司

負責購物服務事業開發部經理朱本傑先生表示 Yahoo Store經過一年的

推廣後，發現使用 Yahoo  Store 網路開店服務廠商不多的原因是國外

開店服務之習性與國內購物習慣與環境不同，所以決定與國內提供類似

服務之網勁公司合作，共同提供以 ec168 為平台之 Yahoo 網路開店服

務，以適應國內網友的網路購物習慣，台灣雅虎公司於是在 2002 年 3

月與網勁公司簽約，採用網勁公司之 ec168網路開店機制，在網路上推

出 Yahoo 開店服務。Yahoo及網勁公司經過一年的推廣後共有近 250家

商店上線，同時 Yahoo也建立了購物商城，網友可由 www.yahoo.com.tw

上選取〝購物〞頻道即可上 Yahoo shopping 網頁，此頻道之機制係由

Yahoo/USA原廠技術提供平台，讓 Yahoo開店及付費上架客戶(客戶亦可

不經由開店，僅提供商品資料)上架其商品，提供線上購物服務，此項

服務稱為 RMI(Remote Merchant Integration)。該購物商城在 2003 年

2 月情人節促銷當月業績曾高達 4,000 萬元營業額。Yahoo 在此項服務

中可有四項收入: 1.網路開店平台租賃費。 2.商品上架服務費。3.轉

單服務費(依不同項目之商品營業額抽取佣金)。4.頻道廣告費。 

Yahoo 網路開店所採用的平台係由網勁公司開發之 ec168 系統，網

勁公司是由原〝資訊人〞創辦之一及技術工程人員於 1999 年創立的，

目前員工約 25人，創業之初決定採用 Linux OS及 PHP及 MYSQL開發電

子商務應用軟體，供客戶將商品上/下架，並提供完整之金流及物流服

務。 

據朱本傑經理表示 Yahoo Shopping於 2002年 2月引進美國 Yahoo

商城 RMI服務後，已有累計超過 50家的網路商店所提供的數千項商品

採用此項服務，例如博客來網路書店、BGO美容保養品、Monday購物網、

思網購物商城…等，而且客戶很滿意此項服務，他分析其中重要的因素

http://ww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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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 1.Yahoo供應大量的流量 ，2.商店本身對商品很了解， 3.商店了解

不同商品在網路上有不同的操作方式 ，4.而且最好有實体的通路可以

配合網路行銷，因為朱經理負責此項業務已超過 3年之久，對國內網路

開店業務有多年經驗，所以從 Yahoo開店目前客戶數全國最多來看，他

覺得 Yahoo的流量應該有很大的助益，而且 Yahoo的行銷協助(收費項

目)也同時提高網路商店相當大的知名度。 

雅虎奇摩公司網址: http://www.yahoo.com.tw  

購物商城網址: http://tw.shopping.yahoo.com  

網勁公司網址: http://www.ec168.com.tw 

 

圖 4-7 雅虎國際資訊公司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雅虎國際資訊網路開店 

http://www.yahoo.com.tw
http://tw.shopping.yahoo.com
http://www.ec16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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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其他 B2C ASP廠商個案說明 

 

B2C ASP服務提供廠商無法連絡上或者不願意接受訪談者共有四家，

本研究以次級資料收集方式補其不足，個案描述如下： 

一.  阿爾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sponline 網路開店) 

阿爾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2年，以 Asponline為服務核心

並且自己在板橋架設機房及提供頻寬，提供客戶完善的線上軟體服務

(e-mall開店服務為其主要服務)，並於 2003年 1月開始提供網路開店 ASP

服務，其收費方式係依上架商品筆數多寡而不同，(年繳)年費如下: 

$32,300元/200筆、 $51,500元/ 500筆、 $75,500元/800筆、 $118,700

元/1500筆 。該公司主要採用 Microsoft .NET Frame Work 的架構，並

使用.NET、XML、 WebSerice…等專業技術來開發網路開店 ASP 應用軟

體，是Microsoft公司驗証合作夥伴之一。ASPonline網路開店服務於2002

年 12月推出，同時為了服務網路開店的商家，阿爾比科技公司也建立了

emall 商城幫助商店做促銷活動，emall 購物商城採單店獨立的展售方

式，讓各商店有更彈性的商品優惠及降價空間，消費者可隨意在不同的商

店購買商品再一齊進行結帳動作。 

金流服務採用華錂科的 O.K. Payment機制,華錂公司成立於 2000年

6 月由凌航科技及世華銀行共同投資的 O.K. Payment 機制，供公司資本

額兩百萬元以上之企業與網路商店、商城申請使用，物流配合廠商為宅配

通公司。 

阿爾比科技公司開店網址: http://www.asponeline.com.tw 

購物商城網址: http://www.emall.asponline.com.tw  

http://www.asponeline.com.tw
http://www.emall.asponlin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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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阿爾比科技公司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二. 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Best Shop 網路開店) 

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93年 5月，成立之初即投入專業商

用軟體設計領域，可針對不同的行業設計其適用之商用軟體，例如各行業

間的進銷存系統、貿易管理系統、會計管理系統、人事薪資管理系統…等

等。 

隨著網際網路環境的蓬勃發展，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也如同其他

網路公司在 1997年~1998年間投入網際網路事業，提供如虛擬主機之租

用(自己提供機房和頻寬)、網站規劃、網頁設計、網路開店…等等服務。

該公司所推出的 Best Shop網路開店服務，收費依上架商品筆數多寡而

不同，$16,000元/50項、$27,000元/100項、$36,000元/300項、$45,000

元/500 項，其中配合的金流部份採協志科技公司的〝網錢 GO！〞金流

ASPonline網路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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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機制，〝網錢 GO!〞提供 ATM轉帳、銀行匯款及線上刷卡等三種，年

費為 $15,000元，設定費為 $3,000元，且需支付每筆交易 3% 手續費。

物流服務採統一速達公司之宅急便物流服務，除了提供一般 ASP的租賃

服務外，還提供稱為廠商產品的“託賣服務”，其主要目的在於提供暫

時不想自己建置購物網站的公司或個人，同時又希望產品能在網路上銷

售，或者已有購物網站的公司或個人，但又希望產品能多一個銷售機會

的電子商務服務，消費者申請成為〝託賣廠商〞後，可利用一組帳號密

碼將託賣的產品文字及圖片自行上傳到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

的“大商圈購物網”上，託賣廠商僅需支付產品上架之設定費(600 元/

年~1800 元/年)及產品銷售金額的 5% 服務費，但是無需支付開店平台

的年租費。 

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另一特色的服務即是提供〝線上訂房服

務〞，中小旅館業主可自行設計美侖美奐的網站來連結藝正資訊公司具

有資料庫功能的〝線上訂房〞功能，藝正資訊公司並提供後台管理系統，

可隨時設定客房種類、客房間數、客房介紹、訂房規定、客房圖片上傳、

假日/平日/旺季/淡季房價的設定、空房/訂房查詢、跨房/跨日訂房、

線上刷卡…等等功能，可使中小旅館業主隨時掌握空房數量及觀看訂房

情況。 

Best Shop 的線上訂房功能所連結的線上刷卡服務，也採用協志公

司 TIS Net所提供之〝網錢 GO〞線上刷卡機制。 

Bestshop開店網址: http://www.bestshop.com.tw  

購物商城網址: http://www.big.bestshop.com.tw 

藝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網址: http://www.bestshop.com.tw 

http://www.bestshop.com.tw
http://www.big.bestshop.com.tw
http://www.best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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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藝正資訊公司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三. 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ndiva網路魔法師) 

  “智邦生活館”網站係由智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1997年 7月成立，

該網站擁有完整的網際網路交流平台機制，而且智邦科技非常積極經營智

邦生活館，並希望朝“台灣 e-mail 專業網站”的目標邁進，截至 2003

年 3月止已有 200萬電子郵件用戶。該公司於 2002年 2月採用美國 endiva

公司開發之網站建置軟體同時在台推出 endiva網路魔法師，提供智邦生

活館的網友建置專業網站及建立智邦 e-shop生活商圈電子商城。 

智邦公司號稱平民化軟體的 endiva有 4種套餐價格:1.經濟套餐擁有

10,000 位會員容量，100 項商品上架，年費 50,000元。2.VIP套餐擁有

50,000位會員容量，300項商品上架，年費 80,000元。3.商務套餐擁有

100,000位會員容量，600項商品上架，年費 120,000元。4.頂級套餐擁

Bestshop網路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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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00,000 位會員容量，1200項商品上架，年費 160,000元。 

    智邦生活商圈電子商城強調可以結合 1. 智邦生活館 170 萬核心會

員。2.提供 230萬電子報訂戶的行銷對象。3.結合藍新科技公司之付款機

制。4.配合台灣宅配通提供商店整套協助服務(東源物流)之物流服務。 5.

同時結合數位台灣村里 (鄰里整合服務網)http://etaiwan.twweb.org。

該網站幫助台北縣市 500個村里單位完成上網服務，整合鄰里商圈經濟模

式，發行鄰里電子報，推行政令等以上共五種不同服務來進行宣傳促銷活

動，使店家很容易接觸到消費者，成功案例有冠德建設、席格麗特時尚名

店…等等。智邦公司的服務有二大特色：一、進駐智邦生活館店的客戶若

尚無營利事業登記証，只要銷售的商品不違反政府相關法令且不違背善良

風俗亦可申請，對個體戶之商店而言也是一大方便；二、同時亦可將建站

的工作委由智邦生活館來服務。此二大特色對個體戶或無網頁製作經驗的

商店而言的確相當方便。 

Endiva 網路開店網址: http://www.shop.url.com.tw   

購物商城網址:  http://www.ec.url.com.tw   

美國 endiva 公司網址: http://www.endiva.com  

 

 

 

 

 

 

 

http://etaiwan.twweb.org
http://www.shop.url.com.tw
http://www.ec.url.com.tw
http://www.endiv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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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智邦生活館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四. 八足資訊網路公司 (Tacocity章魚網網路開店) 

   Tacocity由八足資訊網路公司於 1996年成立，當時即以免費空間及

免費 E-mail提供網友上網建立社群、討論區，經過六年努力經營己建立

五個章魚頻道，包括章魚網、章魚社團、章魚社區、章魚賀卡及章魚電子

報，免費服務 200萬章魚會員，免費社群又分為同學會校友會，各學校社

團，社會團體，提供的服務很類似旭聯科技公司的網路同學會社群服務

(www.cityfamily.com.tw)。在 1999年電子商正興盛立時，八足資訊公司

並成立 TACOASP章魚網路應用科技中心(http://tacoasp.tacomart.com).

同時陸續推出虛擬主機租用、商業網站租用、網路廣告、網站架構規劃、

套裝化程式平台租用、寬頻影音機制平台、簡訊發送平台及網路開店等

ASP服務。 

2003年初，針對章魚網會員免費提供”mysale”章魚網店舖商品銷

售平台機制，網友只要將商品資料自行上架到 tacomart.com 並且自行

Endiva網路魔法師網路開店 

http://www.cityfamily.com.tw
http://tacoasp.tacom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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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商品(20 項商品資料以內免使用費，20 項商品以上增加 50 項商品

以內，每項商品收費 100元)，tacomart接到消費者訂單時僅以 e-mail

通知商店，而且付款方式僅有郵政劃撥、ATM 轉帳、銀行匯款及貨到付

款等方式，但是無法提供信用卡刷卡。八足資訊針對公司行號則提供年

費 NT$ 5,888~NT$16,888元之網路開店收費服務，並且提供信用卡刷卡

服務。據觀察及了解八足資訊網路公司在 1996 年建立免費社群平台之

時，即開發了許多程式化網頁系統，例如:目錄式型錄程式、主題式型

錄程式、詢價系列程式、會員名單資料庫搜集、聯絡表單系列、留言板、

討論區、購物車機制..等等許多子系統，因此在 1999 年電子商務興盛

的時候，即將這些子系統連結並建構一個購物網站供章魚網友免費使

用，同時八足資訊公司在 2003 年初並將此系統增加功能及提供各種展

示項目，並訂為豪華版專供中小企業主付費使用。 

Taco章魚網路開店，金流服務採用聯合信用卡中心金流服務，八足

資訊公司並不洽收年租金，但收取每筆交易金額 2%~3%服務費。物流服

務與新竹貨運、宅急便與宅配通配合。 

Tacocity開店網址 http://tacoasp.tacomart.com  

購物商城網路:  http://tacomart.com   

八足資訊網路公司網址 http://www.tacocity.com.tw 

 

 
 
 
 
 
 
 
 
 

http://tacoasp.tacomart.com
http://tacomart.com
http://www.tacocit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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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八足資訊網路公司網路開店網站首頁 

 
 

 

TACO章魚開店網路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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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B2C 購物網站系統建置廠商個案訪談及個案說明 

 

B2C ASP網路開店平台，若僅為一家商店或一家商城服務，指其系統

由 B2C網際網路廠商建置在一台伺服器上，僅有該客戶可以上下架商品建

置一個或數個網路商店，伺服器機器及頻寬可由客戶提供或由供應商提

供，(即將伺服器置於 IDC/ISP或客戶公司機房內均可)。此種服務並不屬

於 ASP範圍，但在網路開店中仍屬重要的供應商，本研究同時訪談其中三

家廠商並描述其所提供的服務內容及公司概況，提供 B2C 網站系統建置

廠商或代為規劃 B2C 網站系統廠商並且願意接受訪談之廠商有下列三

家: 

 

一. 漢龍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88年成立於台南的「漢龍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於台南、

高雄及台北皆有設立辦公室。是一家 Web系統開發的專業軟體公司，早年

尤其致力於電子商務軟體的開發。由吳思賢先生創立的「漢龍資訊」成立

之初是一家軟體開發公司，也是微軟授權的 MCSP Partner之一，致力於

政府機關公文管理系統，及大專院校校務行政系統的建立與推廣。隨著網

際網路的興起和普及，「漢龍資訊」帶著專業的軟體開發經驗，在 1998

年加入提供電子商務（Economic Commerce）服務的行列，1999年起陸續

完成 Yamii系列電子商務應用軟體、及電子公文管理系統等產品的開發，

提供 B2B及 B2C網路開店的電子商務應用軟體服務，並於 1999年 12月增

資至新臺幣 2,500萬。當時「漢龍資訊」在台北、台中、台南、高雄、香

港、大陸、美國矽谷及加拿大皆有設點，約有 70位員工。 

2000年 5月，「漢龍資訊」二次增資至新臺幣 9,000萬元，但隨後即

受到網路股價下滑、網路產業泡沫化的衝擊。大環境對於網路產業的不看

好，讓「漢龍資訊」的客戶量不斷下滑，由 2000年的 70至 80家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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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ASP客戶，減少至 2003年的約 10家客戶。對此「漢龍資訊」台北分公

司經理毛隆慶表示，Yamii在當時沒有建立起廣為人知的品牌知名度，再

加上 2000年起網際網路產業大環境狀況不佳，網路股票股價持續滑落，

網路急速泡沫化，客戶漸漸對於網路產業失去信心，對於電子商務的需求

也遽減，所以造成電子商務這塊業務推展困難重重的情況。面對網路產業

的衰退，漢龍資訊經過評估後，於 2000年年底進行大轉型並調整各項業

務比例，改以校務行政軟體的業務為主，以因應大環境轉變。隨後 2001

年 8月由大田精密的李孔文董事長接任董事長，帶領「漢龍資訊」繼續前

進。 

取名自”You and Me in Internet”的”Yamii” 系列電子商務應用

軟體是「漢龍資訊」2000 年的主要產品，其他營業項目包括 Yamii B2C

電子商務網站專業建置系統、Yamii B2B 電子商務伺服管理系統、Yamii 

Mall購物中心管理系統、Yamii School學校網站建置系統、電子公文管

理及製作系統(產品名稱 GD2000)、大學大專校務行政系統、Web Work Flow 

Engine 流程控管系統開發等，並使用 NT Server 及 My SQL Database自

行開發，全盛時期有 20至 30系統人員在進行開發工作。在 2000年初「漢

龍資訊」即以應用程式提供者的角色，結合了電子商務的基礎建設 ISP（如

中華電信）、提供電子商務內容的 ICP（如 2b3c Mall、藝術 Mall、教育

Mall等）、及提供應用程式的 ASP（如 CA組合國際等）等策略夥伴，共同

提供電子商務市場的服務，當時也造成客戶極佳的回應，許多有意在網路

購物上佔一席之地的商家均使用其服務。成功案例有台糖購物商城、桃園

縣工業會、友旺科技、湯姆熊世界、、、等。毛經理表示當時「漢龍資訊」

的業務以直銷和經銷兩種方式進行，服務方式有 ASP系統月租及網路商店

專案建置兩種，ASP系統月租使用的費用約為每個月 3,000至 4,000元，

而專案式建置的費用每件約在新臺幣 15萬至百萬不等。但因小額月租款

項的收款較麻繁而且困難，因此近來月租型業務大量萎縮，目前以專案建

置型業務為主。「漢龍資訊」看好電子商務的未來，他認為網路商店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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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普及而且便利的新通路，買賣雙方可以透過網際網路，藉由圖文及多媒

體方式，並且結合金流物流服務完成交易。基於對電子商務的信心，「漢

龍資訊」台北分公司經理毛隆慶表示，期待電子商務產業景氣較復甦時，

「漢龍資訊」能在電子商務領域能有更大的發揮。 

由以上訪談得知，漢龍公司的 Yamii網路開店服務在 2000年為該公

司主力產品，但因時空變化，公司已將經營重心轉到其他產品，目前開店

服務僅以單機版本銷售，為 B2C網路開店中另一種類型的服務公司，特別

列入本研究範圍。 

 

二.  思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思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瑞昱半導體公司、德宏創投、一些醫師

群及公司員工共同集資 1.2億元，於 2000年 2月正式成立，初期以經

營醫療、學生(校園)社群為主要營運項目，18個月後思網公司於 2001

年 6月與中誌郵購(由中租企業與德商歐圖公司策略聯盟的合資公司)合

作成立 shop24網站 www.shop24.com.tw購物網站，提供德商歐圖郵購

公司將商品上/下架之電子商務平台，正式成為電子商務平台供應商。

但 shop24 網站並不提供商家在網路開店的服務，而是由思網公司提供

全套之電子商務服務，負責商品上/下架、行銷資料庫之規劃及建置，

中誌郵購公司則只針對其近百萬份之會員進行分析及促銷，並負責後端

之出貨(物流)及產品售後服務，由於此項合作極為成功，於是思網公司

積極開發更符合購物流程之電子商務平台。 

  該公司董事長葉佳紋表示思網於 2002年 6月所推出之 skyshopping

電子購物網站，係由思網公司自行經營上網開店，並在網站上推出上千

種促銷商品，商品的挑選由思網公司的行銷人員負責，其中小件商品通

常由思網公司大量進貨，因為不但可以由統倉併件交寄，而且利潤高，

缺點是要自行負責倉儲作業而且呆滯商品容易造成損失，大件貨品則由

http://www.shop2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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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商家自行負責交運，思網只負責行銷、進行促銷活動、金流及開

立發票，思網則在此類交易中賺取差價。由於思網的行銷人員不斷開發

新商品，不到 6個月的時間 skyshopping購物網已開闢下列不同獨立商

品專櫃銷售不同屬性之商品。 

http://sogistore.skyshopping.com.tw   手機專賣店

http://iselite.skyshopping.com.tw     飾品精品專賣店

http://hbshop.skyshopping.com.tw      健康美容保養品專賣店

http://unishop.skyshopping.com.tw     3C產品專賣店 

同時思網於 2002年 9月加入 Yahoo Shopping RMI提供之服務，讓

思網的商品可以在 Yahoo shopping 入口網站大量曝光增加銷售機會。

而且於 2003年 3月與國內前五大 ISP之一的入口網站 APOL共同成立購

物網站 http://shopping.apol.com.tw服務 APOL的客戶，並由 APOL負

責流量及發行電子報，中華銀行負責金流。2003年 4月與玉山銀行成立

購物網站 http://esun.skyshopping.com.tw 服務玉山銀行之信用卡卡

友，讓其卡友可以將使用信用卡所累積之點數在此網站輕鬆的兌換卡友

所喜愛的商品，同時也提供卡友一個安全的購物環境。 

由以上的訪談及觀察得知，思網公司並不是一個在網路上提供“開

店”之 ASP，並不在本研究範圍內，但其在 B2C網站的經營模式:1.建立

B2C購物網站平台。2.整合資訊流、金流、物流的服務。3.配合不同合作

廠商所需提供全套網路購物服務。4.對提供商品之商家提供一次輸入，可

以經由促銷活動出現在所有合作廠商之購物網站。5.針對所挑選之商品，

製作精美之電子檔、促銷文案同時置入於思網合作之各個網站以增加曝光

機會，並且為促銷商品發行電子報。因此葉佳紋董事長表示思網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不但是一個專業電子購物平台的供應商，也是一個專業的網路購

物行銷夥伴，提供大型購物網站之行銷服務及專業諮詢服務。也是為 B2C

網路開店中另一種類型的服務公司，特別列入本研究範圍。 

http://sogistore.skyshopping.com.tw
http://iselite.skyshopping.com.tw
http://hbshop.skyshopping.com.tw
http://unishop.skyshopping.com.tw
http://shopping.apol.com.tw
http://esun.skyshoppin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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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網公司網址: http://www.mythink.com.tw 

三.正暉股份有限公司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係於 1992年由總經理黃培輝邀父執輩的朋友們集

資新臺幣 600萬成立，以進口食品的代理銷售為主要營運範疇，當時進口

食品利潤頗豐，但主修資訊管理的黃總經理總覺得為人作嫁，很沒有安全

感，銷售量大業績好的時候，擔心原廠收回代理權自行出口到台灣，業績

差銷售額少的時候，則又害怕代理權一夕變天，被競爭者搶走，因此在網

際網路興起之時，促使他考慮以網路的特性來建立自己的行銷通路，於是

黃總經理在 1996年借唸台大 EMBA課程的機會，結識了一些台大專攻資訊

及電子商務的學生，在他們畢業後即網羅有志在電子商務一同共創商機的

資訊高手，成立正暉公司電子商務部門，首先針對無需物流服務的商品―

旅遊產品建立旅遊網站 www.taiwango.com.tw，在網路上提供一個機票票

價資料庫的比價引擎，讓消費者可以上網比較各航空公司及各旅遊網站產

品的價格，因為人機界面設計流暢及比價機制完善，因此廣受消費者歡

迎，正暉公司也因這個比價引擎爭取到許多旅遊網站的廣告，也創造了不

錯的進帳，黃總經理表示正暉公司比價機制為全球第一個提供在旅遊方面

的比價服務，也同時取得台灣智慧財產局在 1998年核准的專利，2002年

公司更因多年盈餘轉增資，並將資本額擴增到新臺幣 2億元。 

    由於正暉公司另一主要生意為進口食品的銷售，黃總經理對於在網路

上建立自己的食品銷售通路仍有迫切需要，因此該公司的電子商務部門特

別針對自己的需求，於 2001年間開發一套電子商店平台供自家的進口食

品在網路上銷售，並在統一超商的 shopping 7 (www.shopping7.com.tw) 

網站上架銷售，2002年 2月統一超商擬在 shopping 7的大型電子商城中

成立食品的專賣店的時候，正暉公司因為網路開店平台功能齊全受到統一

超商的青睞，於是統一超商的 shopping 7電子商城中的”名店名物網”

當時即委由正暉公司來負責經營，並且由正暉公司負責資訊流，金流及物

流的整合，因為此項合作相當成功愉快，統一超商在 2003 年 1 月再

將”shopping 7直營館”也委由正暉經營，產品由統一超商挑選及訂價，

http://www.mythink.com.tw
http://www.taiwango.com.tw
http://www.shopping7.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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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流及物流同樣也委由正暉公司整合，因此正暉公司借此機會整合與統一

超商配合的大智通、凱耀及捷盟等三家物流公司的物流作業到他的開店平

台，讓消費者除了可以到全台近 3,500家統一便利商店取貨外，也可以上

網追蹤所訂購商品的運送狀況。 

    黃總經理表示當年只是一個想在網路上建立行銷通路的念頭，卻也無

心插柳成立電子商務事業部，經營統一超商在網路商城中二個重要的網路

商店，而且經營績效還算不錯，他認為正暉公司的網路開店平台之所以成

功，除了統一超商擁有超過 30萬會員提供了流量的幫助外，正暉公司還

提供了網路商店經營者一個客戶關係管理的工具(CRM)，除了讓消費者很

方便的在最短的時間選購他所需要的商品外，還能使他成為一個忠誠的重

複購買客戶，這也是統一超商選擇正暉公司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由以上訪談得知正暉公司並不是在網路上提供網路開店的 ASP，但

是該公司所為統一超商所建立及負責經營的網路商店街，同時整合金流、

物流，為 B2C網路開店中另一種類型的服務公司，特別列入本研究範圍。 

 

正暉股份有限公司網址: www.falken.com.tw  

 

http://www.falken.com.tw


 33

第四節 B2C金流服務廠商個案說明 

目前在台灣提供 B2C 金流服務的廠商有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

心，財金公司、網際威信公司、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金錂科技公司、

綠界科技公司、台灣里科技公司、台灣網路認証公司、資通資訊公司……

等。由於金流服務 ASP並不在本研究範圍，但其所提供的服務為網路購物

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對部分金流服務公司及其所提供的服務也作簡單

的描述以利本研究之進行。 

金流服務廠商可成下列三種不同型態，第一類為金融機構﹕如信用

卡處理中心、財金公司，第二類為資訊公司 :如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金錂科技公司、綠界科技公司、台灣里科技公司、台灣網路認証公

司、資通資訊公司…等，第三類為 ISP 公司 :如協志 TisNet，SeedNet…

等。 

同時我們也發現消費者利用便利商店付款取貨的比例從 2001 年的

22%上升到 2002年的 52%，正表示便利商店代收的方式受到消費者的喜

愛，因此便利商店的服務同時兼備金流及物流的角色，從資策會 ECRC

在 2002 年 11 月所作的調查如圖 4-12 可以清楚的看出其變動之概況，

因此本研究將便利商店提供之金物流服務在本章第五節中作說明。 

圖 4-12  2001-2002年電子商店接受消費者付款方式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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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畫，資

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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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中國信託投資公司、國泰信託投資公司、中國國際商業銀行、中央信

託局、台北市銀行、亞洲信託投資公司、華僑信託投資公司等金融機構捐

助基金於 1983年成立財團法人聯合簽帳卡處理中心，並於 1988年將中心

名稱更名為"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從此單位的名稱即可瞭解聯合信用

卡處理中心伴演的角色，目前中心有三十六個銀行體系會員，在整個信用

卡交易流程中，同時扮演收單銀行及區域清算中心之身份。我們從圖 4-13

可以很清楚了解聯信中心在信用卡發卡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圖 4-13 財團法人聯合信用卡中心交易流程 

 
（圖 4-13 資料來源，聯合信用卡中心） 

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同時也提供網路購物的交易服務，網路購物雖有

以前 VISA提供的 SET安全機制，但 SET使用方式使用方式，必須由消費

者親自辦理類似 CA的認証手續，因此使用 SET機制門檻稍高，所以使用

SET的消費者不多，由圖 4-12可知目前僅有 5%消費者使用。因此金流機

構進而使用 non SET及 SSL加密方式來處理消費者在網路上所鍵入的信用

卡號碼，保証其在網路購物的安全，同時為了防止消費者信用卡號碼在網

路上被盜刷的情形，可以採取聯合信用卡中心於 2002 年 12 月正式推出



 35

Visa驗證服務 (Verified by Visa)VBV驗証的安全防範機制，因為根據

國際 VISA組織發現網路交易已是趨勢，持卡人對消費安全、便利性的需

求越來越高，發卡銀行可利用密碼、數位證書或生物辨識等方法來核證持

卡人的身份，持卡人僅需在交易時花幾分鐘的時間輸入密碼，其資料在傳

送過程中便將受到完整的保密，預計將可減低百分之五十網路交易的糾

紛，強化消費者網路購物的信心。 

 Visa驗證服務係採用全球互通付款的「3D安全技術」，持卡人需先完

成簡單的註冊手續，取得個人密碼；在註冊後，凡在有參與 Visa驗證服

務之網路特約商店中購物，電腦系統便主動要求輸入該持卡人密碼，如核

對密碼無誤後，發卡銀行才會授權進行線上交易，過程僅需幾分鐘；除此

之外，持卡人資料於傳輸過程中亦將受到嚴密的保護，以維護其傳輸的完

整性；如此一來，可有效遏止信用卡在網路被盜刷的風險，對持卡人、特

約商店及發卡銀行來說均有保障。    

     聯合信用卡中心網址: http://www.nccc.org.tw   

 

二、 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984 年財政部為促進金融業之資源共享、資訊互通、並提昇整體金

融自動化層面，經報奉行政院核定設立金融資訊服務中心（簡稱金資中

心）。並於 1988年變更為民營公司組織型態，由財政部及公民營金融機構

共同出資籌設「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概括承受「金資中心」原有之

資產、負債、員工及業務，金融機構跨行資訊系統之營運。其營運範圍為

下列 5 項業務:1 金融機構間跨行業務之帳務清算 2 辦理與金融機構間

業務相關之各類資訊傳輸、交換 。3 金融機構間資訊系統災變備援之服

務。4 金融機構間業務自動化之規劃、諮詢及顧問業務。5其他經財政部

指定或核准辦理之有關業務。財金公司所提供的網路商店金流服務其流程

http://www.ncc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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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構如圖 4-14所示﹕ 

圖 4-14金資中心網路購物交易流程 

 流程架構 

 

(資料來源:財金公司) 

其中所需要的網路認証由灣網路認證公司提供，消費者及網路商店必

需先向發卡銀行提出申請，取得使用憑證，才能以信用卡進行網路購物付

款交易。配合作業的收單銀行為台灣土地銀行及華南商業銀行。  

財金資訊公司也提供萬事達卡 3 碼信用卡檢查碼(Master Card 

3-digit Card Validation Code CVC2 值)來增加網路購物的安全性，

相較於 Visa 卡，萬事達卡也提供類似的驗証手續，在一張實体信用卡

後面均印有此卡的卡號再加上一組 3位數的檢查碼，若為虛擬信用卡，

則 Master Card 發卡銀行將在核卡後另行指定參位阿拉伯數字為 CVC2

值，因此消費者在網路上消費後，電腦系統亦主動要求 Master Card的

持卡人在輸入卡號後，再輸入此 3位數之檢查碼，經系統核對後無誤，

再進行授權及線上交易，避免任何人只要有卡號，即可能被盜刷之風

險。驗證服務對消費者可提高其對網路購物的信心，並降低信用卡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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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盜用的疑慮；對特約商店方面，可減少網路付款爭議的個案、增加營

收能力。 

財金中心網址 http://www.fisc.com.tw 

 

三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於 2000 年 5 月由一批 IBM 資深員工出資近

3,000萬元，邀請建邦創投公司及裕隆創投公司共同集資新台幣 1億元成

立。2000 年初正是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正風行的年代，詹聖生、徐之偉和

劉雲輝等三位年青人原是台灣 IBM 公司的工程師或業務代表，他們早在

1996 年已成功的為台灣的金資中心(現財金公司)及網際威信公司各建立

一套以 IBM主機為伺服器之網路付款機制(Payment Gateway)，並為聯合

信用卡公司建立 EC merchant Wallet SET系統，因此累積了深厚電子商

務金流服務的經驗，於是有了今天的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藍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員工 40人，近 7成為技術人員，自成立以來即致力開發在電

子商務金流多元化的產品及服務，其中以網路繳費服務 EBPP(Electronic 

Bill Presentment Payment)及網路商家金流解決方案為包括 ebay、Yahoo

購物、Hi178購物、ez travel遊戲橘子…等 300多家電子商務網站提供

金流服務。 

據藍新公司創辦人之一劉雲輝副總經理表示，由於技術團隊有建置

IBM付款匣道(Payment Gateway)及 LINUX系統之經驗並提供 IBM RS/600 

F80 雙主機之備援機制讓交易不中斷，承租網路金流服務年費為 30,000

元及保証金 30,000 元，交易手續費 3 %。除了提供涵蓋 VISA、 Master 

Card 、JCB、UCard 及 Amex 卡外並提供虛擬帳號 ATM轉帳交易的功能，

讓網上交易除了可以信用卡付帳外，亦可利用此服務由系統自動產生一組

交易帳號給消費者，消費者只需到任何一台 ATM或是任何轉帳方式，將交

http://www.fisc.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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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款項轉入此組帳號，即可完成交易。 

藍新科技公司 網址 http://www.neweb.com.tw 

四、 華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00年 6月由凌航科技及世華銀行共

同投資，華錂公司主要研發線上付款機制 O.K. Payment，供公司資本額

兩百萬元以上之企業與網路商店、商城申請使用。O.K！Payment 保障付

款中心其運作模式為消費者在網路上付款時，除了可以使用一般的付款方

式(例如信用卡線上付款、銀行轉帳、郵局劃撥…等等)之外，華錂科技公

司另外提供了電子郵購系統、線上 ATM 轉帳及現金專戶付款方式。OK！

Payment個人專戶在網路上購物時，個人信用資料及消費款並非直接進入

商家帳戶，而是存放在由世華銀行背書的華錂科技 OK！Payment保障付款

中心，若保證期間無爭議，期滿後再由華錂保障付款中心將付款金額撥入

商家帳戶，若保證期間有爭議，消費者可提出中止付款請求要求退款。華

錂科技同時採用安全 SSL安全資料傳輸協定、3DES加解密技術、IP鎖定

辨認商家身份，消費者所有的付款訊息及交易款項均由具有銀行團背書的

華錂科技處理，商家無從取得消費者信用卡或其他個信用往來資料，可保

障消費者上網購物時的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糾紛，對商家而言，華錂則提

供商家完整單一的銷帳服務，減少商家偽冒的交易風險，以及降低商家進

入電子商務的障礙。 

華錂公司網址: http://www.molink.com.tw  

金流服務網址: http://www.okpayment.com.tw 

 

 

http://www.neweb.com.tw
http://www.molink.com.tw
http://www.okpaymen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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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協志聯合科技公司 

協志聯合科技公司係因其母公司大同公司有鑑於網際網路之趨勢，於

1996年策略性投資新台幣 1億元成立，並合併大同公司之開放系統中心，

目前員工近 100 名為國內前 5 大 ISP，提供 ADSL 寬頻專線，固接

Frame-Relay，虛擬主機、郵件主機、伺服主機 IDC…等服務。2000年更

投入 EC電子商務系統整合服務，並於 2001年 6月推出“錢網 GO！”網

路收銀機服務，為一般中小企業電子商務網站提供了無資本額限制，只要

是合法正式的公司行號皆可申請的電子商務金流解決方案。 

“網錢 GO！”採 SSL加密技術，使用者的瀏覽器將交易資料透過 SSL

加密技術傳送到 TisNet的 SSL主機，而主機再將收到的信用卡資料，經

由一對一的壓密數據專線傳到聯合信用卡中心，比交易流程不經由商家之

人手儘量避免被盜刷之可能性。由於此項服務對中小企業之電子商務網站

而言，不必自行建置及管理專業付款機制平台，成本較低，僅需支付 

NT$5,000元之設定費，每年 20,000元系統使用費及支付每筆刷交易金額 

3% 的手續費，此費用包括聯合信用卡所收取之刷卡手續費及 TisNet的資

料處理費。 

協志公司目前並無推出供中小企業租用之網路開店服務，因此“網錢

GO！”服務並不提供金流開始前之購物車系統服務，所以每項交易均由購

物清單為開頭，再進行金流服務，因此已有購物車之購物網站可以經由介

面連結到“網錢 GO”的金流服務。 

協志聯合科技公司網址: http://www.tisent.net.tw   

 

六、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tisent.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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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net 數位聯合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係資策會與經濟部、統一超商、

中鋼…等公司集資 20億元於 1998年 11月由資策會之網路事業群衍生獨

立之國內最大民營網路服務業者，產品除了針對個人的網路服務 ADSL、

撥接、影音寬頻、國際漫遊、網路硬碟、VOIP、存轉傳真…等等之外，還

針對企業提供固接專線、主機代管、網站代管、郵件代管、企業網路管理

服務、資訊安全服務、ASP應用服務…等等。1999年電子商務興盛時期特

別引進德國著名網站開店軟體 Intershop,於2000年1月推出〝萬商雲集〞

網路開店服務，據當時負責此項服務的專案人員表示：Seednet推出萬商

雲集是希望主機代管的客戶有更大的忠誠度，而且可以讓有意在網路開店

客戶很容易的利用 Intershop的開店功能，建立自己的網路商店，但是推

出之後，使用 Intershop的客戶始終無法大幅增加，2000年 4月 NASDAQ

股價大跌，對 dot com公司的影響更大，因此 Seednet的〝萬商雲集〞在

不到一年期間，即匆匆煙消雲散，但是 Seednet仍擁有強大的軟體應用開

發部門，對於電子商務應用的前景仍有極大信心，尤其 Seednet本身客戶

不但多而且多樣，為了應付多種不同的網路線上付款方式，Seednet開發

了一套供電子商務應用的 SeedPOS信用卡付款機制，提供網路開店所需要

的金流服務。 

    SeednetPOS 結合國內最大信用卡收單機構-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

NCCC 授權供自備有網路商務平台(網路購物車)的商店(500 萬資本額以

上)，使用 SeedPOS 應用軟體(授權費 NT$50,000 元)，並採年租金

(NT$43,200元)及支付交易手續費(聯合信用卡中心收 2.5 %，Seednet收

0.8 %)方式來服務網路開店業者，主要客戶有僑品電腦購物網站、

ezTravel、ezHotel網路訂房系統…等。 

 聯合數位公司公司網址: http://www.digitalunited.com  

 金流服務網址: http://www.Seed.net.tw  

 

http://www.digitalunited.com
http://www.Seed.ne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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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B2C 物流服務廠商個案說明 

我們可以從資策會於 2002 年 11 月所作的調查(如圖 4-15)發現，電

子商店的配送方式中便利商店取貨的比率，從 2001年的 22% 躍昇到 2002

年的 45%，利用貨運公司及快遞公司配送的比率分別由 2001的 38% 及 46%

躍昇到 2002年的 55%及 48%，因此本研究特將台灣二大便利商店系統統一

超商股份有限公司及便利達康股份有限公司和台灣貨運及快遞公司所提

供之物流及逐漸為消費者接受的貨到付款的代收服務作一概要之描述及

說明。 

 

圖 4-15  2002年電子商店商品配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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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 38% 46% 22% 54% 26% 16%

2002年 55% 48% 45% 42% 32% 40% 8%

貨運公司 快遞 便利商店 郵局 公司專人 宅配 其他

( 資料來源：經濟部商業司  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企業對個人電子商務推動計畫，

資策會 ECRC，2002年 11月) 

一、統一超商股份有限公司(Shopping 7網路購物城) 

   統一超商 7-Eleven 將實體通路與虛擬網路結合成〝網路購物便〞，即

〝shopping 7 網路購物城〞之購物網站，而且運用遍佈全台之門市通路，

建購 24小時均可付款、取貨的電子商務機制，當消費者在交易確認後，

即可在網路上所提供之電子地圖(E-Map)選擇自己最方便的取貨及付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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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並可透過購物查詢系統(E-Tracking)了解貨物的送達情形，此網路購

物便提供三種服務方式:1.到 7-Eleven付款取貨。2.到 7-Eleven取貨。

3.到 7-Eleven付款。 

 統一超商的 shopping 7 雖不提供網路開店服務，但提供網路商城

不可或缺之金物流服務，其條件為 1.網路購物商店經營者登記資本額需

在 100 萬元。2.運送商品大小需在 30cm*30cm*30cm 以內 3.需依照

shopping 7 之要求進行購物系統修改及資料流傳輸測試。4.支付系統輔

導修改設定費每店 10萬元。5.商店需自行將商品送到 shopping 7的物流

中心，每件收費 70元，消費者在 7天內沒領取，則將自行退回物流中心，

並酌收處理費用。 

統一超商 Shopping7網址 http://www.shopping7.com.tw  

二、便利達康股份有限公司 Shopping24  

便利達康 http://www.cvs.com.tw 由台灣四家連鎖超商：全家便利

商店、萊爾富超商、富群超商(O.K便利商店)及福客多等四家公司集資 4

千萬元於 2000年成立，董事長由四家法人代表輪流擔任之，總經理由專

業經理人梁哲誠先生出任，據梁總經理表示，便利達康提供 EC電子商務

的公共平台，讓網路商店、商城及同業可以擴增取貨點，便利達康目前提

供至少 3,200 個通路點可供消費者選擇，並提供 1.到四大超商店面付款

取貨。2.到四大超商取貨(網路上付款)。 3.到四大超商付款(物流直接送

到府)。為了服務網路消費者，目前此項服務，對商店並不收取系統建置

費用，僅收取物流費用，其運作方式如下:商家自行將貨品(尺寸大小為 

30cm*30cm*30cm以內)送到便利達康住於新莊的物流中心，便利達康負責

於次日送到商家指定的便利商店，消費者若於貨到一星期內沒來領取，則

將該件商品退回物流中心，則其間所發生的運送費用(每件 30元)將由商

家支付。便利達康也於 2003年與網思公司 Skyshopping推出 shopping 24

購物網路，商品由思網公司及中誌歐圖郵購公司提供，物流除了可採用到

http://www.shopping7.com.tw
http://www.cv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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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達康便利商店取貨外，亦可透過中誌郵購的物流配送到家。 

便利達康公司網址: http://www.cvs.com.tw  

購物網站 http://www.shopping24.com.tw   

 

三、貨運和快遞物流及代收貨款服務現況 

(一) 貨運業服務網路商店物流現況 

日前台灣前三大貨運公司新竹貨運、大榮貨運和中連貨運均有與其

配合連線的線上購物公司，因此網路購物中的物流服務已不是問

題，但是除了網路購物的配送服務外，日益風行的型錄購物及電視

購物的配送服務也一樣提供代收貨款服務，因此貨運物流服務同時

也提供代收貨款服務，為線上購物的物流服務中消費者選擇貨運配

送日益增加的主要原因。據了解貨運配送並且代收貨款服務的收費

大約為貨款的 0.6%到 1%之間。 

(二) 快遞業服務網路商店物流現況 

  根據台灣省汽車路線貨運營運概況月報表整理，民國 91年相關同
業營運狀況如下： 

由表 4-1 可知：超峰、大榮-快遞部門、加達為國內三大快遞業者

而台灣宅配通及統一速達主要為貨運業 

表 4-1  2001年汽車路線貨運營運概況 

公司別 營運收入 市場佔有率 營業項目 

超峰速件 415,886,016 約 34％ 快遞 

加達 205,193,796 約 15％ 快遞 

台灣宅配通 333,478,500 約 27％ 貨運 

統一速達 265,560,000 約 20％ 貨運 
資料來源 :台灣省汽車路線貨運營運概況(2002月報表) 

http://www.cvs.com.tw
http://www.shopping24.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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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市場佔有率之計算主要為前三大快遞業者（超峰、大榮-快遞部門、加達）
為計算範圍，但大榮貨運公司並無快遞部門之營收。台灣宅配通及統一速

達主要為貨運業，資料列於此表供比較參考用。 

 

根據資策會 ECRC 所作的調查選擇快遞物流服務佔 48%，在前三大快

遞業服務業者中據了解僅加達公司尚無配合之網路商店採用其物流

服務。在快遞作業流程中，其資訊狀態計有接件、自送、發送、到站、

自取與送達等六個狀態，在物流服務公司與 B2C ASP 整合資訊作業

後，消費者可以有效掌握交寄後的物件行蹤，資訊的整合可以提高效

率。  

第六節 結果分析 

一、B2C ASP網路開店功能一覽表 

綜合以上個案訪談及個案說明、配合的金流、物流服務廠商個案說

明，本研究將每個經過訪談的個案及前述經收集次級資料得到之個案資

料，擷取相關功能如推出時間、開店網址、提供此項服務之配合廠商、網

路商城行銷服務之連結網址、配合入口網站之連結網址、開店功能收費、

配合金流、物流廠商及年費…等等資料表列，如表 4-2,4-3,表 4-4,表

4-5，及表 4-7一覽表供本研究歸納分析之用。 

表 4-2 B2C ASP提供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1) 

表 4-3 B2C ASP提供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2) 

表 4-4 B2C ASP提供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3) 

表 4-5 B2C ASP提供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4) 

表 4-7 B2C ASP提供廠商功能價格比較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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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B2C ASP服務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1) 

    A B C 

anet 
1 網路開店服務名稱 

網站 e經理 
ASPonline網路開店 Bestshop網路開店 

2 網路開店服務提供廠商 台灣固網公司 阿爾比科技公司 藝正資訊公司 

3 網路開站網址 http:// www.anet.net.tw www.asponline.com.tw  www.bestshop.com.tw  

shopping.anet.net.tw 
4 商城網址 http:// 

台灣固網購物城 
emall.asponline.com.tw big.bestshop.com.tw 

5 網路開店配合入口網站 台固 anet emall購物商城 大商圈購物網 

16,000(50項) ~ 
6 網路開店平台租金($元/年) 5,040~42,000 32,000~118,700 

45,000(500項) 

際標資訊公司 
7 網路開店平台提供廠商 

web66 
阿爾比科技公司 藝正資訊公司 

8 服務推出時間(西元年.月) 2000.6(2003.1合作) 2003.1 2002.1 

信用卡、ATM 信用卡、ATM轉帳 
9 金流服務項目 信用卡、ATM 

銀行轉帳、郵局劃撥 銀行匯款、貨到付現 

10 
金流服務建置費用及年租

金 
無 無 年費$15,000 

11 金流服務保証金($元/次) 無 $15,000 無 

12 
金流服務手續費(每筆交

易) 
5% 3.5% 3% 

13 金流平台提供廠商 土銀、財金中心 華錂科技 協志科技 

14 物流配合廠商 新竹貨運 宅配通 統一(宅急便) 

資料來源：各相關網站、本研究整理 

 

http://www.anet.net.tw
http://www.asponline.com.tw
http://www.bestshop.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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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B2C ASP服務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2) 

    D E F 

1 網路開店服務名稱 endiva網路魔法師 Greenworld開店王 hi178嗨一起發 

2 網路開店服務提供廠商 endiva/USA 綠界科技公司 Hinet中華電信公司 

3 網路開站網址 http:// shop.url.com.tw www.greenworld.com.tw www.hinet.net 

4 商城網址 http:// ec.url.com.tw sale.sunup.net eshop.hi178.com 

購摩市大販店 
5 網路開店配合入口網站 智邦生活館 

gomos.sunup.net 
www.hinet.net 

50,000(100項) ~ 
6 網路開店平台租金($元/年) 

160,000(1,200項) 
60,000 68,000~128,000 

7 網路開店平台提供廠商 智邦科技 綠界科技公司 超網路科技公司 

8 服務推出時間(西元年.月) 2002.2 2000.6 2001.4 

信用卡、ATM轉帳 信用卡、ATM 信用卡、ATM轉帳 
9 金流服務項目 

銀行匯款、貨到付現 銀行轉帳、郵局劃撥 銀行匯款、貨到付現 

建置費$15,000無年費 
10 
金流服務建置費用及年租

金 
年費$20,000 年費$10,000 

($20,000 藍新) 

11 金流服務保証金($元/次) $30,000 $30,000 無 

12 
金流服務手續費(每筆交

易) 
3% 3.5% 2.25%~3% 

聯信中心、財金公司 
13 金流平台提供廠商 藍新科技 中國信託 

藍新科技 

大榮、新竹貨運、超峰 
14 物流配合廠商 宅配通 宅配通 

便利達康(便利商店) 

 

資料來源：各相關網站、本研究整理 

http://www.hinet.net
http://www.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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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B2C ASP服務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3) 

    G H I 

1 網路開店服務名稱 hipermall網路開店 Mega888蓋店王 TACO章魚開店 

2 網路開店服務提供廠商 翊摩網景科技公司 百萬王數位國際公司 八足資訊網路公司 

3 網路開站網址 http:// www.hipermall.com.tw www.mega888.com tacoasp.tacomart.com  

4 商城網址 http:// www.hipermall.com.tw  club.mega888.com  tacomart.com  

5 網路開店配合入口網站 Hipermall網路商城 好買樂購物網 TACO章魚網 

6 網路開店平台租金($元/年) 36,000~120,000 38,888元 5,888~16,888(20項) 

7 網路開店平台提供廠商 翊摩網景科技公司 百萬王數位國際公司 八足資訊 

8 服務推出時間(西元年.月) 2000.3 2003.1 2002.8 

信用卡、ATM轉帳 信用卡、ATM轉帳 
9 金流服務項目 

銀行匯款、貨到付現 
信用卡、ATM轉帳 

銀行匯款 

10 
金流服務建置費用及年租

金 
無 年費$20,000 無(設定費 1,000元) 

11 金流服務保証金($元/次) 無 $30,000 無 

12 
金流服務手續費(每筆交

易) 
3.5% 3% 2.5%~3% 

13 金流平台提供廠商 土地銀行 藍新科技公司 財金公司 

新竹貨運、宅急便 
14 物流配合廠商 新竹貨運 愛之味物流 

宅配通 

 

資料來源：各相關網站、本研究整理 

http://www.hipermall.com.tw
http://www.mega888.com
http://www.hipermall.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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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B2C ASP服務廠商功能價格比較表(4) 

    J  

1 網路開店服務名稱 yahoo開店 

2 網路開店服務提供廠商 雅虎國際資訊公司 

3 網路開站網址 http:// www.yahoo.com.tw 

4 商城網址 http:// tw.shopping.yahoo.com 

5 網路開店配合入口網站 Yahoo奇摩 

6 網路開店平台租金($元/年) 56,000~169,000 

網勁科技公司 
7 網路開店平台提供廠商 

ec168 

8 服務推出時間(西元年.月) 2000.1(2002.3) 

9 金流服務項目 信用卡、ATM轉帳 

10 金流服務建置費用及年租金 年費$20,000 

11 金流服務保証金($元/次) $30,000 

12 金流服務手續費(每筆交易) 3.% 

13 金流平台提供廠商 藍新科技公司 

14 物流配合廠商 統一(宅急便) 

                    資料來源：各相關網站、本研究整理 

 
 

 

http://www.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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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B2C ASP經營模式分析 

(一) B2C ASP經營模式 

從以上個案訪談及說明的結果來分析，我們可以將B2C ASP及相關業

者在技術(軟體應用和IDC建置)，行銷(行銷自己的B2C服務和幫助客

戶的產品作行銷)等二個構面來看，並且可以歸納下列六種經營模式: 

1.技術構面 

(1)自給自足型 

綠界科技為主要代表，此類型公司在ASP機房建置、管理及ASP

服務上有多年經驗，再加上對電子商務應用軟體有深入了解，因

此自行開發B2C網路商店的開店應用軟體，並將建置ASP需要的機

房設備，介接Internet頻寬，及機房管理等工作全一手包辦，另

外八足資訊(TACO ASP)、阿爾比科技(ASPonline)及藝正科技

(Bestshop)亦屬於此類型公司，ASP的成本費用較低為其主要特

色。 

 

(2)策略合作型 

超網路科技為主要代表，此類型公司對電子商務的流程及系

統建置有充份了解，而且擁有軟體開發人員，先行建置B2C 的應

用軟體系統，再洽尋有意願與其合作之ASP廠商，此ASP廠商可以

是ISP、 IDC或者是入口網站進行策略合作，所得之營收則採取不

同比例分配，此類廠商還有網勁、翊摩網景、際標科技公司…等，

由於此類廠商擁有軟體開發人員，所以對客戶要求功能之修改和

增加反應較快，而且不必處理ASP機房作業之各種日常或突發問

題，可以全力幫助客戶進行行銷規劃及活動為此類型態廠商主要



 50

特色。 

(3)代理經銷型 

智邦科技公司為此類型代表，此類型公司本身無B2C應用軟體

開發能力，但擁有廣大的使用戶(可能是ISP用戶，也可能是ICP會

員)，為了服務社群用戶增加收入，自己提供機房和頻寬與B2C軟

體公司合作，共同擁有網路開店服務，例如智邦採用美國endiva

開店軟體，Hinet 與超網路合作Hi178網路開店，台灣固網採用際

標公司的Web66…等都屬於此類，本研究發現入口網站或ICP本身

大多無意投入開發電子商務軟軟方面的技術，所以大都為此類型

廠商。 

 

2. 行銷構面 

 

在銷售自家B2C的服務，大多數的廠家均有自己的經銷團隊及

經銷商，並且懂得善用網路的特性，採用網路行銷方式，例如發行

電子報，甚至有廠商提供短期的試用測試(如超網路)，但是在為其

客戶的商品作行銷服務時，則有以下三種不同模式 

 

(1)入口網站聯合行銷型 

雅虎台灣為此類型代表，挾大流量為其客戶帶來人潮，達到促

銷的目的，Yahoo購物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模式，為Yahoo開店創造

人潮，HiNet購物為Hi178帶來人潮亦有相同之效果。 

 

(2)電子商城聯合行銷型 

際標科技公司的〝台灣e通路〞為此類型代表，此類型公司並

無類似Yahoo或Yam 入口網站配合行銷，但可結合同類型的電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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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街(例如手機、美容用品)，成為一個電子商城再結合不同的電子

商城成為一個購物入口網站來進行聯合行銷，共同創造流量，吸引

人潮並且增加購買率，如此一來更能吸引客戶在此網站開店，綠界

公司的購物商城、超網路的hi178一起發商城，均為此類型模式。

商家若僅有少數商品，甚至不必採取網路開店方式，只要採用〝網

路寄賣〞的方式，在〝聯合商城〞上架產品，等接到訂單後，聯合

商城將會以e-mail方式通知商家出貨，但此類服務則需由商家先行

支付聯合商城押金以保証出貨，以免造成糾紛。 

 

(3)委託經營 

思網科技公司為此類型代表，此類公司已有完善且快速建立B2C

商店商城的軟體及團隊(包括系統維護、美工設計及行銷人員)和配

合之ASP或者IDC主機代管公司，針對有些客戶無暇、或無多餘人力

來建立自己的B2C商店時，但他們又擁有基本消費客戶群(例如ISP

客戶、信用卡積點客戶…等)時，大多會採取此類行銷模式，將自己

的B2C網站委託類似思網公司來經營，為自己的客戶作加值服務，

以思網公司為玉山銀行、亞太線上(APOL)所建立之購物商城，百萬

網科技為愛之味、台糖建立之購物商城，正暉公司為統一超商建立 

shopping7 購物網中的名店名物城及 shopping 7直營館，並負責整

合金流及物流服務，均屬於此類型委託經營模式，其中權利及義務

可由客戶(業主)與B2C系統建制廠商事先議定，通常僅支付少許之建

置費用，並約定在某個期限之內(通常為1年到2年)所成交之消費金

額的某個比例由雙方抽成，同時達到三贏的目的。 

 

同時本研究發現類似綠界科技、八足科技、阿爾比資訊及藝正

科技等自給自足型公司是以本身是ISV的角色，有自行開發軟體能力

的競爭優勢進入市場，同時此類公司自建ASP機房提供網路開店所需

的頻寬需求，但是同類型的翊摩網景科技則採取主機代管模式將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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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器Co-location 在HiNet機房內，公司則專注在應用軟體的開發

上，我們亦可以將其歸類於自給自足型。相對於自給自足型的策略

合作型，如超網路科技開發的Hi178則結合hinet龐大的流量，在

Hinet入口網站中即可進入網路開店服務，網勁科技研發的ec168則

配合台灣第一大入口網站Yahoo提供yahoo網路開店服務，際標公司

開發的web66則可從台固ISP的anet入口網站找到web66的網路開店

服務，因此ISV與ISP/ICP形成了一加一大於二的策略聯盟綜效，各

自互蒙其利。然而採取代理經銷模式的智邦生活館則因為取得美國

知名網路開店軟体代理權，進一步提供了為數眾多的智邦生活館會

員另一項加值服務。我們可以從圖4-16 B2C ASP經營模式分析圖中

清楚了解各廠商相關合作及態勢。 

 

 

 

 

 

 

 

 

 

 

 

 

 

 

 

(圖4-16 B2C ASP經營模式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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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B2C ASP配合其他服務模式之趨勢 

 

1. B2C ASP 配合金流服務模式 

B2C ASP提供資訊服務需配合可靠的金流服務才能使交易順暢，

目前提供金流服務廠商均能提供線上交易，而且有VISA VBV 和Master 

Card的CV2的防止線上盜刷機制，但是對於自行創業或資本小的中小

企業而言，金融機構及某些金流服務公司所設立的加入門檻則顯得高

不可攀，例如資本額需要500萬元以上，每個月的往來金額或者存款

需要50萬元以上的廠商才能申請線上刷卡服務，如此一來小型公司、

新創公司或個體戶往往通不過線上交易的資格審核，因此類似藍新科

技，金錂科技及綠界科技提供的代收代付機制，對他們而言則是線上

交易的通行証，因此隨著電子商務的興盛，中小企業對此類代收代付

的金流服務需求將日益增加。 

 

2、 B2C ASP配合物流服務模式 

B2C ASP除了有金流配合外，對於實体商品的運送則有勞物流服

務廠商的配合，然而在台灣便利商店密度全世界最高地方，全台灣超

過6,000家便利商店同時也巧妙的伴演B2C金流及物流的角色，我們可

以從資策會ECRC的調查結果中(如圖4-15)，預測便利商店的物流服務

模式將佔B2C ASP物流服務相當重要的比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