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結論與命題發展 

本章將分成三節。第一節將以訪談結果為主、次級資料為輔進行三種不同經

營模式的分析比較。其中在「目標市場」、「產品線策略」、「與品牌商的關係」、「消

費者服務策略」、「展店地點與速度」、「媒體選擇」以及「未來發展」等部分，三

種不同經營模式有較明顯的差異。而在「通路品牌策略」、「直營與加盟策略」以

及「促銷方法」則沒有太大的差別。 

第二節為命題發展，依照各種經營模式的比較分析結果，本研究提出了八項

有關於各種經營模式要素的命題。第三節則為本研究在得到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後

所提出的建議。 

第一節 個案分析比較 

經過深度訪談之後，本研究將逐一的依照本文第二章所發展出之經營模式的

架構進行三家代表性公司的比較： 

1. 目標市場 

三種經營模式所選定的目標客群雖然難免衝突，但是嚴格來說，各自都選擇

了不同的消費群。其中宏圖三胞（3C 連鎖賣場代表廠商以下僅稱宏圖三胞）和

百腦滙（分租式電腦大賣場代表廠商以下僅稱百腦滙）所選擇的目標市場，相對

於國美電器（家電 3C 複合式代表廠商以下僅稱國美電器）連鎖賣場所選擇的目

標市場，兩者之間有著很大的不同。而這樣的差異主要取決於企業對於自己渠道

的定位，這三者同樣都是專業賣場，但是從不同的目標市場我們可以知道企業對

於自己的定位合在。 

以國美電器為代表的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所選擇的目標市場其實和一般

的家電賣場一樣，注重在想要購買家電的消費者，順便提供其購買電腦的通路。

這樣的消費者大部分是擁有家庭的上班族，並不針對一般電腦的主要消費者-學

生。本研究認為，國美電器的經營團隊試圖將銷售家電的方法重新複製到電腦，

並利用國美電器已經建立起的知名度和採購規模，降低成本來吸引顧客上門。但



是將電腦銷售藉由國美電器來銷售雖然有這些好處，但是卻忽略了目前電腦消費

者的消費習慣，而且在家電產品線和電腦產品線之間也無法取得平衡，最重要的

是本研究發現，國美電器目前也還是定位在專業的家電賣場，而非專業的電腦賣

場，這樣的定位大大的影響了國美電器在電腦類產品的銷售。 

而 3C 連鎖賣場的代表廠商-宏圖三胞所選擇的目標客群比較明確，就是想要

買電腦相關產品，但是並不具有或具有少部分電腦產品專業知識的消費者，但是

在年齡、性別上並沒有顯著的特徵。過去上海市電腦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主要以到

分租式電腦大賣場裡面進行消費，但是分租式電腦大賣場裡面每一個商家不僅販

賣的產品不同，每一家商家的素質也不同，更甚者可能買到水貨，若是商家不甚

倒閉消費者就要自行承擔這些風險。因此消費者具有的專業知識水準就成了重要

的市場區隔關鍵。 

呼應著上段所論，分租式電腦大賣場代表性廠商-百腦滙，所選擇的目標客

群就是擁有中度專業知識的消費者，如大學生或是年輕的上班族等，並且將具有

低度專業知識的消費者，如高中生等視為潛在顧客，對於玩家級的顧客並沒有特

別的重視。從宏圖三胞、百腦滙以及國美電器的目標市場的比較本研究發現，在

電腦市場裡消費者對於通路的選擇，多是基於「消費者本身所擁有的專業知識」

為主。 

消費者本身所擁有的專業知識，是消費者在選擇各種通路的主因。由於 3C

連鎖賣場以及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都有導購員（也就是店員），來對消費者

進行解說和推銷，店裡每一種商品都無法比價，而且由公司統一的承擔之後的維

修以及保固等服務，因此對於僅有低度專業知識的消費者而言，消費者沒有能力

判斷哪一些產品最符合自己的需要，也不具有使用以及維修方面的知識，這些連

鎖賣場提供的服務，恰好解決了消費者對於電腦產品的疑慮。再者，連鎖賣場提

供的另一個優點，就是購買物品時的方便性，由於賣場裡面的產品都統一售價，

消費者在選購的同時，不用再一一的比價也減少消費者選購的時間。 

若消費者本身就擁有足夠的專業知識，能夠清楚的了解哪一些產品符合自己



的需求，3C 連鎖賣場以及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所提供的優勢變的沒有必要，

反而分租式電腦大賣場所提供的低廉價格反而才是吸引力。而這些消費者也擁有

一定的維修知識，能夠發現電腦運行不順利時的肇因，準確的找出是哪一個硬體

或軟體發生異常，然後找該廠商進行維修。因此分租式電腦大賣場有沒有提供導

購員和維修服務，對於這些消費者來說並不是非常重要。 

至於擁有高度專業知識的專業玩家，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渠道將其視為目標

消費者，但由於分租式電腦大賣場所提供的產品線深度與廣度，遠遠超過了另外

兩種經營模式，因此本研究認為目前只有大型電腦賣場可以滿足這些專業玩家的

需求，而可能在其他兩種賣場提供的包銷產品符合需要的時候，專業玩家才會選

擇在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或 3C 連鎖賣場購買。 

三種經營模式的代表廠商，對於市場區隔的定義，經整理後表列如下： 

表 1 三種經營模式之目標市場選擇比較表 

經營模式 目標市場選擇 
國美電器  具低度電腦專業知識的消費者為潛在目標市場 
宏圖三胞  具低度電腦專業知識的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市場 

百腦滙 
 具中度電腦專業知識的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市場 
 具低度電腦專業知識的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市場 

2. 產品線與自有通路品牌策略 

在產品的構面，本研究將針對「賣場中所販賣之產品線」以及「自有品牌策

略」來探討。其中賣場中所販賣的產品線，包含所販賣的產品品類、品牌、規格

等，自有品牌策略則是注重在該通路有沒有推出自有品牌。以下將就三種不同的

經營模式進行比較與分析。 

（1） 賣場中所販賣之產品線 

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國美電器所販賣產品種類非常多，包括電視、冷氣

機、冰箱、廚房家電、小家電、手機、辦公用品等。但是在電腦這個品類裡，總

共只有四種產品：分別是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滑鼠以及鍵盤。由於國美電

器定位在專業的家電賣場，整個賣場的營業面積僅有 15%用來擺放電腦相關產



品，能夠擺放的品牌種類並不多。國美電器的賣場裡亦提供電腦周邊的設備，如

印表機、隨身碟等等，提供企業型用戶購買，手機和數位相機也在賣場裡進行販

賣。另外國美電器也提供了包銷機種的販售，即由電腦品牌商提出規格，再讓國

美電器進行獨賣。國美電器在電腦方面的產品線屬於這三種經營模式裡面最少的

一種。 

而產品線次廣的屬於 3C 連鎖賣場-宏圖三胞，宏圖三胞將產品線分為七大

類：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手機、數位相機與攝影機、DIY 零組件、mp3

與 mp4 播放器、辦公設備。與國美電器最大的差別在於 DIY 零組件的販售，以

及並未販售家電產品，並且產品線的深度更深，販賣比國美電器更新穎的產品。 

產品線最廣且最深的是分租式電腦大賣場-百腦滙，除了宏圖三胞所販賣的

七大產品線之外，也包括各式軟體、線材、耗材、遊戲主機、液晶電視的販售，

在電腦相關產品線方面擁有最廣的產品線。另外在產品線的深度上，所販賣的品

牌、機種等都屬於三種經營模式裡面最深的一種，比較特別的一點則是電腦品牌

商常常選擇在分租式電腦大賣場販售最新機種，因此在最新產品的發售上，往往

佔有優勢。 

經過三種經營模式的產品線策略比較之後，本研究發現，專業產品產品線的

廣度與深度，與賣場專業定位成正相關。產品線最廣的分租式電腦大賣場和產品

線次廣的 3C 連鎖賣場都將自己定位在「專業」的電腦通路，比起同時販售家電

的國美電器而言，消費者感受到的專業性有很大的關係。消費者感受到的專業

性，也和消費者的消費習慣相關。而在宏圖三胞以及國美電器中提到的包銷產

品，從訪談中可以得知，包銷產品的銷售量不見得比一般產品來的好，可能是電

腦品牌商為了滿足所有的通路所製作。 



表 2 三種通路模式產品線深度與廣度之比較表 

經營模式 產品線種類（廣度） 產品線深度 

國美電器 

 各類家電（非電腦產品）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滑鼠、鍵盤、辦公

用品等 
 產品線廣度窄 

 銷售較舊型產品 
 銷售包銷機種 
 產品線深度淺 

宏圖三胞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手機、數位相機與

攝影機、DIY 零組件、

mp3 與 mp4 播放器、辦

公設備 
 產品線廣度廣 

 品牌種類多、規格較齊

全 
 銷售包銷機種 
 產品線深度深 

百腦滙 

 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

腦、手機、數位相機與

攝影機、DIY 零組件、

mp3 與 mp4 播放器、辦

公設備、遊戲主機、線

材與耗材 
 日用品、咖啡店、美食

區 
 產品線廣度最廣 

 品牌種類多、規格最齊

全 
 新產品的發售通路 
 產品線深度最深 

（2） 自有通路品牌策略 

國美電器本身具有一小部分的自有品牌產品，但主要是包括吹風機、熨斗等

小型家電，並沒有電腦類的相關產品，未來也沒有打算將電腦當作自有產品的策

略。而在宏圖三胞部分，宏圖三胞的前身：宏圖高科，本身就有在製造宏圖電腦，

但由於主要是銷售給中小企業，而且市場佔有率太小，小到幾乎可以忽略，近期

也沒有打算將宏圖電腦作為主力銷售的重點。而百腦滙的母公司：藍天電腦，目

前在中國雖有販賣，但是並沒有以百腦滙為品牌名稱進行販售，因此百腦滙目前

也沒有自有品牌的產品，未來也沒有打算將藍天電腦作為百腦滙的自有品牌進行

販售。 



3. 與品牌商的關係 

國美電器與供應商（此處注重在電腦品牌商）之間，目前是電腦品牌商提供

了部分的銷售功能，品牌商會派駐產品解說人員至國美電器賣場，以解決國美電

器的導購員在電腦專業知識的不足。另一方面，經過品牌商直接掌控產品銷售人

員，也確保了品牌權益不會被國美電器的銷售人員轉換到國美電器上。因此國美

電器僅僅提供了一個銷售的通路，但是銷售以及品牌的建立，目前還是掌握在電

腦品牌商的手上。 

宏圖三胞銷售人員的專業知識比國美電器的銷售人員充足，品牌商的銷售人

員也無須進入宏圖三胞作產品解說，宏圖三胞與品牌廠商的關係呈現在顧客消費

行為資料的回饋或共享上。宏圖三胞著名的 WDM 經營模式，實際上是經由一套

完整的企業內網路資料庫，以及許多的分析功能來掌握宏圖三胞的經營現況。除

了各式各樣的銷售記錄，存貨的控管，宏圖三胞也試圖了解更多的消費者行為，

在發現潛在的需求之後，會把這些消息跟品牌商共同開發出宏圖三胞的包銷機

種。 

百腦滙與電腦品牌廠商的關係比起前兩種，更呈現合作的情況。第一、百腦

滙在選擇進駐的廠商時，過去並沒有一個篩選的標準，任何人有足夠的資金，在

限定的期間之內，先排到隊的先佔位。這樣的模式一直到 2006 年廣州店的開幕

才有所轉變，百腦滙與電腦品牌商合作，請電腦品牌商挑選或推薦當地優良的經

銷售或零售商再請這些商家進駐，此舉不止保證了百腦滙之內商家的素質，也讓

各品牌的銷售量比較有保障。第二、百腦滙等分租式電腦大賣場提供了品牌商所

謂的「體驗區」，這是宏圖三胞和國美電器目前尚未提供的。體驗區通常展示著

品牌商的最新產品與技術，也提供實物讓消費者可以試用，各家品牌商也可以在

該品牌的體驗區舉辦活動以吸引人潮，這個與品牌商之間的合作關係，是其他兩

種經營模式尚未開始的。 

經過本研究整理，目前中國的電腦通路商與電腦品牌商在「銷售能力」以及

「品牌權益」上有極大的不同。在銷售能力上我們可以發現，百腦滙等傳統的經



銷體系之中，品牌商可以藉由對經銷商的獎勵加強經銷商在促銷產品時候的力

量。但是在國美電器裡就必須跟國美電器本身的銷售人員作競爭，因為每一個品

牌商都希望銷售人員販賣自己所屬的品牌，但是國美電器卻只重視毛利率，這在

銷售的功能上是有衝突的。最後品牌商掌握宏圖三胞銷售的能力或許更低，因為

宏圖三胞目前在華東地區已經初步做出了規模，對於產品的銷售一定是推銷賣場

內利潤最高的產品。因此在銷售功能的掌握上，宏圖三胞是最低的，而相對國美

電器與百腦滙等則較能掌握銷售。 

另外在品牌權益的建立與控制方面，百腦滙應是品牌商最樂見通路模式，不

僅提供場地（體驗區）、吸引人潮並可以派駐公司人員現場與消費者進行解說與

互動，正式品牌形象與權益建立的最好時機。但是在宏圖三胞、國美電器等沒有

提供體驗區的通路就只能靠平時廣告的播放以及其他方法來建立起品牌權益，因

此在品牌權益的考量之上，品牌商與分租式電腦大賣場關係最為緊密。 

表 3 品牌商在三種經營模式掌握銷售與品牌權益程度比較表 

 掌握銷售功能的程度 建立品牌權益的方法 

國美電器 
 品牌商提供銷售員 
 直接掌握銷售 

 透過銷售員建立品牌權

益 

宏圖三胞 
 銷售員由賣場掌握 
 品牌商無法控制 

 無法經由通路建立品牌

權益 

百腦滙 
 品牌商經由傳統經銷體系

控制 
 直接掌握銷售 

 藉由「體驗區」的設施

與人員建立品牌權益 

4. 展店地點與展店速度 

國美電器的選址策略注重在「成本」以及「就近服務社區民眾」的考量上，

國美電器一直以來都將自己定位在專業的家電賣場，因此在所有展店地點考量還

是依照電器賣場就近服務社區民眾的策略上選擇進入社區，在提供家電產品的同

時也提供電腦產品。另外則是成本考量，由於家電和電腦目前都是屬於微利的產

業，因此儘管有部分賣場開設在商圈周圍，但是國美電器卻從不直接進入商圈。 

宏圖三胞的選點策略與國美電器相似，宏圖三胞分成郊區店、社區店以及商



圈店。郊區店、社區店也以走進社區服務為重點，讓購買電腦產品變的跟購買一

般日用品一樣，賣場中的產品也會比較低階。而商圈店就開設在商圈的中心或周

圍，但因成本的緣故仍以開在商圈周圍的店面為主，商圈內的賣場則肩負起宏圖

三胞品牌的知名度以及品牌形象，對於商圈特性的選擇也並未多加考量。 

相較於其他兩種經營模式，百腦滙則採取了完全不同的選址策略。百腦滙選

定上海已經形成電腦 IT 商圈的徐家匯地區作為展店的地點，附近除了電腦賣

場，百貨公司、便利商店、餐廳、電影院等休閒場所一硬俱全，一方面這些休閒

場所也會替百腦滙帶來人潮。另一方面給予在賣場裡逛街的消費者一個休憩場

所。跟隨著各地的消費習慣，百腦滙在每一個都市裡面都採取一樣的策略。而在

未來才有可能較小型的社區型賣場，就近的服務社區民眾。 

經過比較後可以發現，除了成本這個共通的考量之外，各種通路商選擇展店

地點的策略思考上，緊跟著通路商所選擇的目標消費者。在選擇較低度產品專業

知識消費者的宏圖三胞和國美電器，由於這些消費者沒有足夠的專業知識判斷各

種商品，所以也不需要太多的產品線。在選擇通路商的時候，便往往取決於通路

商的規模以及企業形象，使得連鎖並無須比價的宏圖三胞與國美電器成為首選。

於是通路覆蓋的程度對於宏圖三胞和國美電器而言便相當重要。但是對具有中高

度專業知識的消費者而言，有眾多商家聚集的地方，才有辦法運用專業知識來選

擇最有利的購買方案。而這些中高度知識消費者大部分都是學生或年輕的上班

族，商圈所提供的其他休閒設施也一併解決了這些消費者的休閒需求。 



表 4 三種通路模式的展店地點策略比較表 

 郊區店 社區店 商圈店 

國美電器 - 

 在具有消費者

能力的社區 
 當地競爭者績

效不佳 

 以不進入商圈

為主 
 交通方便 
 停車方便 

宏圖三胞 

 選擇在郊縣的

商業中心展店 
 在具有消費者

能力的社區 
 以不進入商圈

為主 
 為建立知名度

而進入商圈 

百腦滙 - - 

 在已經形成的

IT 商圈展店 
 商圈具有多種

休閒功能 

5. 直營與加盟策略 

在直營與加盟策略方面，三種通路商的選擇相當一致，皆不採取加盟的方式

來進行擴張，而理由也相當單純，因為這三個通路商皆想建立起穩固的品牌權

益，但是在每一個企業的成長期許多經營方法、行銷策略等都在摸索，企業內部

的能力並沒有辦法完整的外化給加盟業者。此外加盟業者的行為難以掌控也是這

些通路商寧願採用直營的方式經營。唯一在未來可能採取加盟策略的是宏圖三

胞，在完成全國佈局之後，面對一些次要地區，宏圖三胞將可能採取加盟的策略，

但僅限於直營店無法覆蓋的次要地區。 

6. 消費者服務政策 

若是以家電賣場而言，國美電器所提供的服務可說是非常完善，從網路訂

購、到府安裝、A 地購物 B 地取貨、保證低價等等，確實滿足了許多家電消費

者的服務需求。但是這些消費者服務政策並沒有延伸到電腦相關產品上，除了依

照政府給予退費以及換貨的保證之外，僅提供「送貨到府」及「到府安裝」的服

務。對於軟體的使用、日後的保修國美電器並不參與。 

而宏圖三胞所提供的電腦產品服務就相當多元，從產品維修、故障檢冊、掃

毒、軟硬體安裝等，宏圖三胞都能提供。宏圖三胞面對的是一群沒有專業知識的



消費者，因此這些服務更可以使消費者安心消費，也一站化的解決了消費者日後

的維修問題。近日宏圖三胞也在上海開設了一個專門提供維修服務的賣場，任何

電腦的問題都可以送到維修專門店進行維修，加強服務的策略非常明顯，而這樣

的服務政策也替宏圖三胞帶來近 1/3 的回流顧客或推薦顧客。 

藉由提供更多的服務來使消費者安心且順利的購買是百腦滙提供服務的主

要思考，以往百腦滙最為人詬病的就是旗下商家良莠不齊的情況，也是一般具低

度電腦專業知識消費者之所以駐足不前的重要原因，因此百腦滙推出了包括購物

前、中、後的各式服務。從需求的訂定到產品的規劃，一直到產品使用和保修，

百腦滙提供的服務與宏圖三胞相似，但是多了購物前幫消費者所做的需求訂定，

對於消費者的幫助相當大。 

相對於宏圖三胞和百腦滙，國美電器在電腦產品所提供的服務相當少，甚至

在同一個賣場裡面還沒有辦法享受家電產品的服務，對於消費者而言是相當不公

平的，尤其這些消費者並不具有相關的使用或維修知識，國美電器不提供這些服

務其實在在顯示著國美電器並沒有將自己定位在專業的電腦通路商。而在專業的

電腦通路商方面，提供的服務其實也大同小異，除了百腦滙所提供的售前需求制

訂以外幾乎沒有差別，雖然這個部分是企業都非常注重的政策之一，但目前還沒

有企業有特殊的作法成為業界領導。 

 



表 5 三種通路模式的服務政策比較表 

 購物前 購物中 購物後 

國美電器 

 網站產品資訊  產品解說  依照政府三保

法提供退費與

換貨服務 
 送貨到府 
 到府安裝 

宏圖三胞 

 網站產品資訊  產品解說  依照政府三保

法提供退費與

換貨服務 
 電腦故障檢測 
 軟、硬體安裝 
 DIY 產品三年

保固 
 資料恢復 
 掃毒 
 快速維修 

百腦滙 

 網站產品資訊 
 提供需求確認 
 建議購買產品

清單 

 產品解說（由各

商家提供） 
 依照政府三保

法提供退費與

換貨服務 
 電腦故障檢測 
 軟、硬體安裝 
 資料恢復 
 掃毒 
 快速維修 

7. 促銷與宣傳方式 

目前中國三種 IT 通路所採行的促銷與宣傳方式皆大同小異，從「一元搶標

活動」、「打破行情驚爆價」到「來電送禮」或是「加價購」等促銷方式，在百腦

滙、宏圖三胞以及國美電器的門市都可以看到。比較不同的在於百腦滙等分租式

電腦大賣場因為單店的營業面積較大，通常都有預留給電腦品牌商可以舉辦活動

的空間，例如新產品發表會。這些新產品發表會通常都由品牌商派遣員工到各個

分租式電腦大賣場門前的廣場，或是門市內部的預留空間利用直接與現場觀眾互

動的方式來吸引人潮，互動的方式通常為設置小遊戲區來讓現場觀眾可以親身參



與，並有通常有品牌商的產品作為活動的贈品，而這些活動在宏圖三胞以及國美

電器通常不容易舉辦，因為宏圖三胞與國美電器的單店營業面積都在 2000 到

3000 平方米左右，但是百腦滙的營業面積動輒 15000 平方米以上，在先天上就

已經佔有優勢。另外也跟百腦滙的展店地點有關，這些分租式電腦大賣場幾乎都

在商圈裡開設，已經有的人潮和這些活動相輔相成，已經有的流動人潮是這些活

動的收視率保證，而駐足觀看的民眾又更增加活動的可看性。若以宏圖三胞以及

國美電器等社區店，不但活動的效益不佳，更可能為社區居民帶來困擾，也都是

品牌商選擇百腦滙的主因。 

除了促銷活動的選擇不同之外，三種經營模式對於傳播媒體的選擇上也有孰

輕孰重之分。本研究發現，每一種經營模式所選擇的媒體種類大致相似，皆以電

視、報紙、雜誌以及網路、DM 等為多，但是國美電器最主要選擇在電視與報紙

上進行溝通，其次才是網站。本研究推測，其選擇電視為主的原因仍為國美電器

定位於專業的家電賣場，目標市場的選擇還是在於對家電有需求的消費者，而這

些消費者可能多以從電視上接受資訊居多，加上購買家電所需要的專業知識並不

高，消費者通常不會專程的蒐集相關資訊再做購買，因此國美電器的責任便是時

時刻刻提醒消費者：又有新產品和促銷活動要展開。 

宏圖三胞主要選擇的媒體為報紙和雜誌，其次是網站和電視。電視廣告的時

間短，無法詳細的說明各種產品的優缺點以及各種促銷活動，因此宏圖三胞將其

定義為提升知名度、宣傳理念的管道。報紙和雜誌的廣告與電視正好相反，可以

放置有用的資訊在上面，如產品規格等，宏圖三胞也因此將平面媒體作為溝通的

重點。 

最後在百腦滙方面，過去百腦滙和宏圖三胞一樣，選擇平面媒體為主要的溝

通管道，但近年來將媒體的發展重心從平面媒體轉為網路媒體，例如企業網站、

知名入口網站以及 BLOG 等。百腦滙認為，其所面對的目標消費者都具有主動

在網路搜尋產品資訊的消費行為，百腦滙也從對於消費者的研究當中發現了這個

事實，因此將逐漸的加重對於網路媒體的投資，特別是在企業網站方面。 



以下將三種經營模式所選擇的促銷方式以及媒體選擇表列如下： 

表 6 三種通路模式的促銷活動與媒體選擇比較表 

 促銷活動 主要媒體選擇 
國美電器  驚爆價 

 一元搶標 
 電視媒體：地區性電視頻

道、公車電視媒體 
宏圖三胞  驚爆價 

 一元搶標 
 平面媒體：報紙、雜誌 

百腦滙  驚爆價 
 一元搶標 
 新產品發表會 

 網路媒體：入口網站、企業

網站、BLOG、專業論壇 

8. 企業未來發展 

國美電器在 1996 年、1998 年先後兩次進入到 IT 通路領域，但是很快的就

歃羽而歸。2002 年國美電器再一次進入到 IT 通路領域，並大張旗鼓的開設了國

美數碼專賣店，但是目前仍不算成功，雖然具有穩定的銷售額，國美電器要跨足

IT 通路仍受限於本身「專業的家電賣場形象」與 IT 通路所需要的「專業 IT 賣場

形象」相衝突。另外也受限於已有的賣場面積不足以讓品牌、規格眾多的 IT 相

關產品全部擺放在賣場裡面，不但限制了消費者的選擇，也間接降低了 IT 的專

業賣場形象。這些都已經影響了國美電器對於 IT 通路的發展，而目前國美電器

也暫緩了國美數碼的展店，代表國美電器未來仍會主要以專業的家電賣場自居，

在短期內對於 IT 產品的銷售不會有新的策略。 

而宏圖三胞從 2001 年崛起於南京，憑藉著目前已經在華東地區建立起相當

規模，及將要擴展到華北以及華南地區，而配合著這個擴張策略，宏圖三胞未來

的重點便是在人才的培育上以及資金來源的確保。人才的量與質是宏圖三胞亟欲

提升的重點，賣場人員的專業知識最能凸顯宏圖三胞的專業定位，目前賣場人員

的知識必須再加強。另外宏圖三胞一方面積極的改版 WDM 資訊系統，另一方面

也想要加深產品線的深度，企圖讓資訊系統和產品線能有更好的連結。 

百腦滙認為，目前中國個人電腦市場的潛力非常大，個人擁有電腦的數量遠

低於世界先進國家，在市場一直擴大的前提之下擴大規模是現在最重要的事情，



因此百腦滙推出了 1+1 擴張計畫的修正版。過去的 1+1 是採用加盟的政策，欲

加盟者提供建物以及管理人才，百腦滙僅僅提供管理的知識卻不參與經營。新一

代的 1+1 則以直營為主要的方式，採用租賃店面的方式進行擴張。所以百腦滙同

時和宏圖三胞一樣，遇到了人才培育的問題，因此在 2005 年以來，百腦滙都會

積極提供實習機會給台灣各大企管所，希望藉由提供實習機會來增加知名度，藉

以吸引更好的人才。而未來百腦滙將加速建立各一、二級城市的賣場來增加知名

度以及對於品牌商的談判力。 

本研究認為，由於國美電器這樣的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專業性不足，加

上現有的家電產品線佔據了電腦產品線的展示空間，使得國美電器在發展 IT 通

路的時候就處於比較不利的地位。而最大的問題則出在國美電器本身，國美電器

目前仍將自己定位在專業家電賣場，並非專業的 IT 通路，造成 IT 通路最需要的

專業形象、賣場員工專業知識等皆落後其他兩種通路型態，也因此未來國美電器

的 IT 通路業發展相當有限。宏圖三胞與百腦滙將會是下一個階段主要的競爭對

象，儘管目前雙方並沒有把對方視為最大的競爭者，但是本研究認為，只要購買

電腦所需要的專業知識仍然相當高，這兩種通路模式在未來將是主要的 IT 通路

型態。但是這兩種通路型態因為目標市場的選擇不同，卻未必會互相直接衝突。 

以下將表列三種通路型態的未來發展： 

表 7 三種通路型態的未來發展比較表 

代表公司 未來發展策略 
國美電器  專注於家電賣場經營 

 暫停 IT 通路擴張 
宏圖三胞  加強賣場的專業性國美電器、蘇寧電器 

 加速擴張，完成全中國佈局 
百腦滙  在各大電腦城之中贏得市場佔有率 

 加速擴張，完成全中國佈局 
 



第二節 命題發展 

本節將提出八個命題，主要依據本研究的訪談結果，以及次級資料蒐集，加

上筆者的邏輯思考而提出。對於目標市場的區隔變數、電腦賣場專業形象的構成

要素、電腦賣場所必須重視的商店屬性、各種目標市場所應該選擇的溝通媒體、

通路品牌的策略以及加盟直營策略的選擇都提出各項命題，以工日後的學者作為

延伸研究的參考。 

命題1、 電腦通路商在區隔目標市場時，「消費者所具有的產品知識水準」是主

要的區隔變數。 

從宏圖三胞與百腦滙的訪談當中可以知道，這兩種通路型態對於目標市場的

劃分都是由消費者所擁有的產品知識程度來區隔消費者。宏圖三胞徐匯店店長張

紅民：「這個方面（目標市場的選擇）的話，比較不具電腦知識的人，其實上班

族以及學生族群都有」，百腦滙營運企畫部總監吳錦宗：「百腦滙主要瞄準的就是

具有中度電腦產品知識的消費者…並且將擁有低度電腦產品知識的消費者為潛

在市場」，可以說明目前專業的電腦通路商區隔市場的方式。 

而本研究認為，消費者所擁有的產品知識水準影響了該消費者「吸收產品或

購買資訊的速度」以及「判斷需求的能力」。由於電腦產品目前的產品線非常廣

且深，每一種品類之內的價差以及功能差距甚大，消費者在購買電腦的需求產生

時，還必須擁有去哪裡購買的知識，以及哪一種產品最符合自己的需要。加上分

租式電腦大賣場相對於 3C 連鎖賣場以及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的購物環境不

同，一般來說分租式電腦大賣場當中充滿了各種小型的經銷零售店面，消費者必

須先一家家的詢問有沒有所需要的產品，並一一比價。購買過程中還會因為零售

商的遊說而增加購買時的困難，因此對於只擁有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而言，選

擇到分租式電腦大賣場購買的可能性就降低了。而 3C 連鎖賣場以及家電 3C 複

合式連鎖賣場的購物環境就相當不同，門市裡由賣場本身提供所有的服務，消費

者減少了產品是否符合需求以及比價上的麻煩，對於擁有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



自然比較具有吸引力。Deborah, Jonathan, Elizabeth, Purinton(1998)也提到，在高

科技市場當中，慎選目標市場是格外重要的，而產品知識往往能區隔出最實用的

目標市場。此外，一般在實務中，市場區隔並不會單一要素來區隔，通常都由多

個變數同時區隔市場。本研究認為消費者所擁有的專業知識為主要的區隔要素，

但非唯一的區隔要素。 

命題2、 電腦相關產品通路的專業形象，由「產品線的廣度與深度」、「賣場內消

費者的產品知識程度」與「銷售人員的專業知識水準」所構成。 

比較過三種不同通路型態之後，本研究發現，國美電器這類的家電 3C 複合

式連鎖賣場在產品線的廣度與深度上，不及其他兩種通路型態，讓國美電器的專

業形象相當薄弱。國美電器宜山店店長汪超：「我們（國美電器）以常規的家電

為主，電腦呢則是附帶的，肯定是沒有專業賣場（宏圖三胞、百腦滙）賣的好」、

「買 3C 這個產品的消費者，他還是比較喜歡到大的賣場，比如太平洋（另一分

租式電腦大賣場）啊。為什麼呢？因為那邊呢，就是選擇的面比較廣一點，產品

都比較齊全」。而當問及如何提高賣場的專業形象時，宏圖三胞張店長也提到：「第

一就是我們的人員、第二就是產品的豐富性要再加強」。可以發現在電腦賣場當

中，產品線的廣度與深度都會影響到賣場的專業形象。 

而本研究進一步推論，根據消費者的消費行為，現在消費者再購買許多產品

都會經由網路的論壇來搜尋產品的相關購買知識，當然也會蒐集到產品的購買地

點知識，而這些論壇通常都由幾個具有高度產品知識的使用者專門回答各類問

題。而這些使用者的回答往往也因為在網路論壇中所累積的知名度與專業素養而

被視為極具參考性的意見，因此當問題電腦相關產品的購買地點時，這些使用者

的回答也增加了該賣場的專業形象。 

此外在購買 3C 產品的同時，若消費者的專業知識較少，則銷售人員的專業

知識將成為消費決策時的重要考量。本研究認為，或銷售人員所提供建議能夠被

消費者所採納，或是讓消費者從中學習到相關的產品知識，消費者將可能認為此

零售商的專業性較高。 



命題3、 選擇具較高產品知識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市場的企業應以網路媒體為主

要的溝通媒體。選擇具較低產品知識消費者為主要目標市場的企業應以

電視、報紙等大眾媒體為主要的溝通媒體。 

從三種不同通路型態的訪談之中本研究發現，瞄準不同消費者的企業所選擇

的溝通媒體是相當不同的，宏圖三胞瞄準的是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並選擇用

大眾媒體如電視、報紙等來與這些消費者溝通。宏圖三胞徐匯店店長張紅民：「這

個宣傳是不間斷的，在報紙、活動、電視的廣告都不會間斷」。而另外同樣瞄準

低度產品知識消費者的國美電器，也多以電視廣告以及報紙作為溝通媒體。 

而瞄準高度產品知識消費者的百腦滙則選擇了網路媒體，百腦滙營運企畫部

總監吳錦宗：「百腦滙也逐漸的從選擇平面媒體轉為網路媒體，在中國各大的入

口網站，以及點閱率極高的 BLOG、相簿、專業討論論壇，都開始投入廣告」。

本研究認為這與每一種消費者的消費習慣迥異有關，擁有高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

對於資訊的蒐集可能比較主動，網路的使用也可能比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來的

多，因此在溝通媒體的選擇上多以網路為主。 

命題4、 在「電腦零售市場尚未飽和」以及「電腦通路商的專業形象不如品牌商」

的情形下，中國電腦市場不適合出現通路品牌電腦。 

所有的通路型態在私有品牌的策略上不約而同的都不打算推出通路品牌電

腦。國美電器宜山店店長汪超：「空調和電腦沒有推出過（自有品牌），小家電是

推出過的，就是電熱水器啊，電吹風啊，飲水機啊，這方面」、宏圖三胞徐匯店

店長張紅民：「其實沒有的，DIY 的部分我們也沒有用自己的品牌」、百腦滙營運

企畫部總監吳錦宗：「目前沒有把藍天電腦（百腦滙台灣母公司）變成百腦滙自

有品牌銷售，未來也還沒有」。可以發現三種通路型態都沒有打算推出通路品牌

的電腦。 

本研究認為，目前各大通路商還沒有發展通路品牌的原因可能有三：第一、

目前整個市場的成長仍然非常快速，通路商不需要利用自有品牌的產品來得到收

益上的成長。第二、中國大陸的電腦品牌眾多，在低、中、高價位與形象的電腦



品牌都非常多，無論進入哪一種市場都將面臨許多競爭者。第三、電腦品牌的專

業性非常重要，通路商提供的產品專業性必定無法勝過品牌商，未必能有效吸引

消費者。 

命題5、 在「無法控制加盟商的進貨來源」以及「加盟商對於品牌經營的執行力

不彰」的情況下，中國 IT 通路不適合採用加盟方式擴張。 

儘管三種不同的通路型態都不打算採取加盟方式進行擴張，但是不採取加盟

方式擴張的理由卻各不相同。國美電器過去曾經短暫的採取加盟的方式，但是這

些加盟的店長在利用到國美電器的知名度之後，配合總部的意願就下降，因此國

美電器近年來已經停加盟。此外，部分加盟業者已和地區型物流業者合作，使得

直營店的運輸無法與加盟店的運輸功能產生規模，也是國美電器放棄加盟方式的

主因。國美電器宜山店店長汪超：「在已經有比較大規模的地方，我們已經有物

流了，所以加盟的方式是比較不考慮的」。 

而宏圖三胞則因為無法限制加盟業者的進貨管道，將造成宏圖三胞的進銷存

系統無法確實掌握存貨數量，影響整個採購以及定價策略。宏圖三胞徐匯店店長

張紅民：「數字類產品的進貨渠道比較複雜，如果採用加盟的話，我們無法掌握

加盟店的進貨渠道」。 

百腦滙在 2007 年也將原本預定的 1+1 加盟計畫作了修正，從加盟方式改成

直營方式。百腦滙認為，採用加盟方式就無法限定加盟業者篩選入駐商家的標

準，長久以後必定影響到百腦滙的品牌經營，因此百腦滙也把擴張的策略由加盟

改為直營。百腦滙營運企畫部總監吳錦宗：「對於加盟店的掌握不完全，將會嚴

重的影響到百腦滙對於品牌經營的一致性，以及對於入駐商家的篩選能力，因此

百腦滙亦不打算利用加盟店進行擴張」。 

本研究認為，雖然中國大陸的市場在快速的成長當中，但是許多法律制度並

未建立完全，合約效力也不夠完備。因此可以發現三種通路型態對於加盟業者的

掌握其實非常不樂觀，也直接影響到這些通路型態選擇加盟方式的意願。另外宏

圖三胞和百腦滙兩個專業的電腦賣場目前還在處於積極擴張的階段，企業內部的



管理制度，賣場之間管理的制度，行銷策略等都在逐步的摸索，正如百腦滙不斷

的修改其擴張策略，宏圖三胞不斷的修改其 EIP 系統一般，在內部的管理知能尚

未確立，外部的環境又無法掌控的情況之下，目前中國大陸還不適宜用加盟方式

進行擴張。 

命題6、 IT 通路最重要的商店屬性為「賣場專業性」、「安心購物」以及「重視

服務」。 

宏圖三胞認為，最重要的賣場形象就是對於電腦相關產品的專業性以及必須

讓消費者在購買產品的同時感到安心。宏圖三胞徐匯店店長張紅民：「你要說什

麼什麼感覺，那可能就是「專業」，可能包括了服務的專業，銷售的專業，專業

這個詞是廣義的」、「反正就是朋友以前在這邊買，買的很安心他就介紹過來了」。

都凸顯宏圖三胞認為專業與安心是宏圖三胞最想要傳達的商店形象。同時從前面

命題當中也可以發現，國美電器認為賣場的專業性影響了消費者的消費行為，而

國美電器因為定位於專業家電賣場，在電腦賣場的專業性上，落後另外兩種通路

模式許多。 

百腦滙也認同宏圖三胞所重視的專業性、安心等商店印象。百腦滙營運企畫

部總監吳錦宗：「他們（宏圖三胞）強調安心是對的，安心也是我們賣場目前最

需加強的地方」。除此之外，由百腦滙、宏圖三胞近年來不斷的在售前、售中、

售後推出各項服務可以推論，賣場若具有重視服務的形象是非常重要的。 

本研究認為，每一個獨立消費者對於電腦產品的需求可能各不相同，加上電

腦產品的產品知識廣博，造成消費者在購買電腦產品的時候，將花費比較多的心

力在產品資訊與知識的蒐集上，因此在購買地點的選擇上，往往也會聽從擁有產

品知識的消費者之意見，而這些消費者所推薦的場所也會因為擁有較多高度電腦

知識消費者而被定位成專業通路。另外電腦相關產品的產品線既廣且深，為了吸

引每一種不同需求的消費者，賣場通常會不斷的擴充產品線來增加賣場的專業形

象，進而吸引消費者。 

另外在安心的商店印象方面，本研究認為，目前除了高度電腦知識的消費者



能夠在眾多產品當中選擇出符合自己需要，而不被賣場人員過度推銷以外，其他

消費者可能都害怕在購買到不符合自己需要的產品。另外，由於中國大陸仿冒品

和水貨充斥，賣場如能給予消費者安心購物的商店印象也將吸引更多具有中、低

度電腦知識的消費者。 

最後在持續服務的商店印象方面，由於電腦相關產品必須要軟硬體的配合才

可以順利運作，但是一般消費者並沒有辦法順利的分辨出當電腦出現問題時，到

底是軟體或是硬體發生毀損。因此，電腦賣場若可以把提供服務的時間一直延伸

到購買電腦之後的使用期間，並把持續服務的形象深植在消費者心中，將是掌握

忠實消費者關鍵。 

由於 3C 產品的產品知識較一般日用品為高，且 3C 產品的使用方法會嚴重

影響到 3C 產品的效能表現，軟硬體的配合也會影響 3C 產品的效能表現，一般

消費者並沒有能力自行判斷當產品無法正確運作時的問題。這些因素都是使得專

業性、安心、持續服務等商店印象對於 3C 通路的重要性，比一般便利商店或是

大型購物中心要高。 

命題7、 未來 IT 通路將由「分租式電腦大賣場」、「3C 連鎖賣場」為主要的通路

類型，「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將只能擁有少部分的市場佔有率。 

本研究認為，在電腦產品產品線相當豐富的狀況之下，賣場有沒有足夠的產

品線變成消費者重要的考量之一，而產品線的廣度與深度正式賣場專業性的指標

之一，因此在分租式電腦大賣場以及 3C 連鎖賣場本身擁有的產品線深度與廣度

都較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來的豐富之下，未來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將很

難與其他通路模式在電腦的銷售上競爭。 

另外在國美電器本身的定位上也有發展困難，由於國美電器仍定位在專業的

家電賣場，賣場的推銷人員所擁有的產品知識不足，不但無法提供消費者完整的

導購服務，對於產品本身的了解也不足，也限制了國美電器這類家電 3C 複合式

連鎖賣場對於電腦的銷售能力。最後國美電器未來的發展方向仍是往家電賣場發

展，對於電腦銷售的專業性將會距離其他兩種通路型態越來越遠，這也是未來國



美電器在電腦銷售上未能成為主要通路的原因。 

而宏圖三胞與百腦滙則擁有了賣場的專業形象，以及豐富的產品線。又各自

瞄準了不同的目標市場，而品牌的訴求、行銷方法、溝通媒體都沒有直接的衝突，

因此本研究認為短時間之內並不會有某種通路型態取代對方的現象發生。加上目

前中國大陸的電腦相關產品市場仍在急遽的成長當中，在未達到飽和之前，這兩

種通路型態直接相互競爭的情形也較不會發生，雙方應該都會專注在如何擴大自

己市場，而不是互相爭奪對方的市場佔有率。因此本研究認為，未來的中國電腦

通路商將是分租式電腦大賣場以及 3C 連鎖賣場為主要通路型態。 

命題8、 「品牌體驗區」的合作，將成為 3C 通路商與電腦品牌商競爭關係的緩

衝。 

近年來由於通路扁平化的趨勢，造成零售業都逐漸呈現寡佔的趨勢，也常常

造成通路商與製造傷的利益衝突。如本研究中提及國美電器屢次以低於成本價進

行產品促銷所以引起的衝突，許多品牌商現在都盡量避免讓某一通路商的規模過

度擴大。 

而本研究目前在中國 3C 通路當中盛行的品牌體驗區，將同時滿足兩方的利

益，並和緩之間的競爭關係。對於通路商來說，品牌體驗區固然會佔據部分賣場

面積，但是品牌體驗區往往都是呈現該品牌商最重要的科技，以及各種新產品的

試用以及品牌形象、企業文化、理念的宣傳。對於 3C 賣場所需要的專業形象將

有相當大的提升。對於品牌商最在意的品牌權益，也可以經由品牌體驗區來掌

握，如此便可以滿足雙方的利益，進而減少因為利益分配、品牌權益所發生的問

題。 



第三節 建議 

在深入的探討各種通路型態的經營模式之後，本研究歸納所有的發現並提出

以下幾點建議： 

一、分租式電腦大賣場應該利用具有高度電腦知識的專業玩家維持賣場在

專業性商店印象的領先。 

本研究認為，在網路資訊發達的時代中，具有高度電腦知識的專業玩

家，將是影響 3C 消費者消費決策的最重要因素。這些玩家不僅扮演著新科

技的先期適用者，其專業性在網路時代裡甚至超過專業賣場。也由於同樣此

於消費者的角色，其意見對於其他消費者更具有說服力。 

而目前只有分租式電腦大賣場可以滿足這些專業玩家的需求，因此本

研究建議，應該利用專業玩家對於其他消費者的影響力，來加強賣場的專業

形象。例如請專業玩家成為約聘作家，在企業網站不定期的以第三方的角色

提出各種產品的使用建議，以及各種產品的效能測試。加上目前電腦的消費

者都習慣以網路作為資訊搜尋的來源，因此想要提升賣場的專業性，擴大與

競爭對手的差距，掌握這些專業玩家將是企業建立消費者 3C 消費行為的關

鍵。 

二、3C 連鎖賣場應該主動的提升消費者的專業知識。 

本研究認為，電腦與一般產品最大的差別在於產品知識豐富，價格也

較一般日用品為高，產品生命週期短。因此消費者在購買電腦相關產品的時

候往往願意花較多的時間進行資訊蒐集以及比價，而這正是 3C 連鎖賣場目

前並沒有辦法與分租式大型賣場直接抗衡的原因。 

然而 3C 連鎖賣場欲建立的消費者消費行為是讓「買電腦跟買日常產

品」，但是在 3C 產品的生命週期仍然這麼短，而且新科技的應用也不斷快速

的推陳出新的環境之下，短時間無法改變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因此與其瞄準

擁有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不如主動的教育消費者，提升消費者的產品知



識水準。本研究認為儘管低度產品知識的消費者雖然安心，但是其消費決策

非常容易受到其他消費者的影響，特別是專業玩家。因此欲達到「買電腦產

品跟買日常用品」的策略目的，必須更積極主動的教育消費者。 

三、家電 3C 複合式連鎖賣場應以購併方式，進入電腦銷售市場。 

受限於賣場的專業形象，以及家電產品的擺放空間，若以現有的賣場

無法容納日漸多元的 3C 產品。此外，目前中國家電賣場已經由幾家大型企

業所整合，雖然在家電賣場已經建立起足夠的品牌知名度，但是卻也被專業

家電賣場的品牌形象所累，在 3C 通路的商店印象上無法與其他兩種通路型

態競爭。 

另外賣場的銷售人員短時間之內也沒有辦法吸收更多有關電腦的產品

知識，如要加強人員的訓練，營運成本勢必提高。因此現階段家電 3C 複合

式連鎖賣場若想要經營電腦賣場最快最有效的方式便是透過併購。可以挑選

績效表現良好的電腦城，或是稍具規模的經銷商。而其中較好的選擇將是經

銷商，因為其經營模式比較接近，在管理技術的移轉上將較快速，此外由於

電腦城是傳統經銷體系下之產物，每一個中大型都市幾乎都有獨立或連鎖的

電腦城，競爭相當激烈並不是適當的併購目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