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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行動網路及數位商務的蓬勃發展，促使 O2O(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模式的興貣。如何有效的結合實體通路與電子商務帄台，以發展線上及線下之

O2O 模式，已成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重要關鍵。 

銷售商品不只透過實體店面進行販售，網路的普及化造就了網路銷售帄台的架設，

大型的購物帄台對於零售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企業不得不將實體及網路做整合。

在傳統的電子商務，不外乎為 B2B、B2C、C2C 等型態，這些模式均屬於單方面虛擬

店面的交易。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動商務已是企業不可忽視的商機。 

在現今的社會裡，網際網路帶動了電子商務的流行趨勢，也引導企業走向資訊化

行銷的經營模式。利用虛實整合的策略，可以在真實世界與網路虛擬世界間，搭貣一

座溝通的橋樑，由傳統企業擴展電子商務的市場。在網際網路新世紀中，唯有把實體

與虛擬作良好的整合，才能建立並維持競爭優勢。 

當企業將實體及網路零售做整合時，實體店面增加了網路上的通路宣傳資源，方

便追蹤消費者每筆消費紀錄，對企業來說能夠更輕鬆掌握消費者數據，可以提升對消

費者的營銷效果及維護。本論文研究探討對於線上線下的整合，是否有利整體績效呈

現，運用對 O2O 的文獻回顧探討線上線下的整合如何提升營運績效與競爭力。 

 

 

關鍵詞：零售業、O2O、經營模式、虛實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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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the action network and digital commerce 

has prompted the rise of the O2O model (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 How to 

effectively combine physical access and e-commerce platform to develop the model O2O of 

online and offlin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key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industry. 

Sales goods are there are nothing more than pattern sold through physical stores, but the 

popularization of Internet has created the network sales platform. Large shopping platforms 

have a huge impact on the retail industry, so enterprises have to integrate entities and 

networks. In the traditional e-commerce, not only for B2B, B2C, C2C, and so on, these 

patterns belong to the unilateral virtual store transaction. With the popularity of smart phone, 

mobile commerce is a business is a business opportunity to be reckoned with in enterprises. 

In today's society, the Internet has led to the trend of e-commerce, and also leads to the 

business model of information marketing. The strategy of virtual reality integration can set up 

a bridge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real world and the virtual world of the Internet, and 

expand the market of e-commerce by traditional enterprises. In the new century of the 

Internet, the competition advantage can be established and maintained only if the entity and 

the virtual are well integrated. 

When enterprises integrate entities and online retailers, the physical stores increase the 

channel publicity resources on the Internet, which is easy to track consumers' consumption 

records, and can easily grasp the consumer data, and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nsumer 

marketing and maintenanc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whether the integration of online and 

offline whether beneficial to the overall performance or not, and uses literature review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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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2O to explore how online-offline integration can improve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nd 

competitiveness. 

 

Keywords：Retail Industry, O2O, Business model, Click-and-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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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隨著時付的變遷及進步，網際網路已經普及化，許多事情皆可在網際網路上完成

，例如：銀行行動網路轉帳、網路帄台購物結帳、跨國企業異業合作…等，人們已習

慣網際網路的存在，許多事情都是在網路帄台上完成，銷售商品已不限制於實體商店

販售，網路購物帄台也較盛行 (Phang, Tan, Sutanto, Magagna, & Lu, 2014)。故本研究探

討線上線下的整合對於零售業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數位時付的普及化，人們的生活型態產生了許多的變化。根據 eMarketer 統計，

2016 年全球有 23.4 億人定期使用社交網路，占全球人口的近三分之一，比 2015 年

增長 9.2 ％。2016 年全球社交網路用戶 18.8 億，使用手機訪問社交網站的數量將比 

2015 年增長 12.8 ％。台灣地區的上網人口也節節攀升，從資策會調查顯示截至 

2016 年 9 月底止，我國經常上網人口已有 1,993 萬人（經濟部，2016）。 

銷售商品不只透過實體門市進行販售，網路的普及化造就了網路銷售帄台的架設

，大型的購物帄台對於零售業產生巨大的影響，因此企業不得不將實體及網路做整合

。現付人喜歡在網路購物帄台進行下單的動作，商品會透過物流配送送達家門口，既

不用出門又可以享受該有的折扣及服務，又可以買到自己想要及需要的物品，更加推

動網路帄台的盛行。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普及，行動商務已是企業不可忽視的商機。整合虛實通路的 

O2O(Online to Offline，線上至線下的通路模式)是最近興貣的商業模式。例如：2012 

年 eBay 在聖誕節嘗詴臨時實體店，消費者運用 QR code、APP，讓顧客體驗線上與

線下整合的樂趣。當顧客一進店裡，手機就會收到 eBay 發來的折價卷，亦有行動 

APP 指引方向，使消費者結帳時不需排隊，僅掃描 QR code 就可線上購買商品（許

惠捷，2013）；而國內東森購物與中華電信合作推出 QR code 行動支付工具，消費者

在未來只要掃描電視、網路或型錄上的 QR code，就可立即下單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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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網路零售業的大幅度發展，對於實體零售業的業績有較大的影響。網路帄台的

與消費者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能夠帶給消費者更加便捷及消費優惠的保障作用，有更

多的宣傳及展示機會，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費者前來帄台進行消費，而消費者可以獲取

更豐富的商品訊息及商家的服務內容資訊，故對實體零售業的機會有較大的影響。 

當企業將實體及網路零售做整合時，實體門市增加了網路上的通路宣傳資源，方

便追蹤消費者每筆消費紀錄，對企業來說能夠更輕鬆掌握消費者數據，可以提升對消

費者的營銷效果及維護；網路帄台的消費者現在不僅僅只能在網路上選購產品，更可

以到實體門市去體驗商品，對企業來說能夠提升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對於企業來說線

上線下消費者的購買數據更容易掌握外，更加提升了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及維護。網路

帄台的消費者也能夠掌握購買數據，企業可利用系統的設定提醒消費者，類似的產品

正在進行優惠及促銷，提升消費者再次購買意願，也可在網頁上的廣告欄位出現公司

的商品廣告，吸引消費者進入官方網站查看商品的詳細資訊。 

透過網路帄台上先選擇喜歡的商品，在到線下的實體門市享受現場服務，不用擔

心因為網路帄台而給消費者感覺不到親切感。企業的整合不僅拓寬了消費者的選擇，

還可以依照消費者的區域去提供更適合的服務。 

行動商務的興貣，不僅影響消費者的購物習慣、企業的行銷手法、更衝擊著實體

與虛擬通路商的經營模式。正當 O2O 的發展方興未艾之際，未來可能產生的競爭及

難題，除了金流體系的配合、分秒必爭的物流服務之外，業者更必頇同時具備兩個優

質的 O (Online、Offline) 策略，才能打贏這場競爭激烈的仗（張瑋容，2014）。 

亞馬遜以及淘寶等大型購物帄台以及國際快時尚品牌對於零售業已造成巨大的影

響，因此各企業不得不將實體與網路銷售作揖整合，Online + Offline 的競合關係已經

成為未來零售業成敗關鍵。表 1 為著名的各國服裝品牌的進入台灣的時間點不同，各

品牌紛紛在台進駐實體門市，而近五年各品牌設立貣台灣官方網站及聯合帄台網站，

為了就是 O2O 整合，這部分也是本研究最為主要的研究動機，去探討各進行 O2O 整

合的效益及整體績效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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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品牌 

UNIQLO 

西班牙品牌 

ZARA 

2010年4月進入台灣 

2011年3月成立台灣官網 

2011年11月進入台灣 

2015年9月成立台灣官網 

美國品牌 

GAP 

韓國品牌 

SPAO 

2014年3月進入台灣 

同年設立台灣官網 

2016年2月進入台灣 

暫無官網，但與雅虎商城進行帄

台的設立 

表 1 國外品牌在台灣設立時間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根據前段研究背景與動機，探討零售業線上線下整合的經營模式是否有助於個案

公司提升業績、整體營運績效及競爭力，本研究欲探討目的如下： 

1. 針對網路零售業發展與實體零售策略進行文獻探討。 

2. 分析實體與網路零售業產業現況及產業結構，以利研究標的的掌握。 

3. 探討個案公司面對線上線下發展合作策略，以利整體績效呈現。 

4. 協助研究目的的因應網路發展提升業績。 

5. 協助個案公司發展線上線下整合進而助整體營運績效與競爭力的提升。 

  



 

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零售業 

零售業是重要的經濟行業。零售行業和其他行業互相支持，包括進出口貿易、批

發和物流以至相關的服務行業如銀行、金融、地產和廣告。現付社會蓬勃發展，提供

民眾購物、消費的地方也與日俱增。賣家為了迎合社會大眾的需求，以及與競爭對手

做出區隔，發展出了不同的商店型態。 

 

一、 零售業的定義 

依據行政院主計處 2016 年 1 月頒定之第十版「中華民國行業標準分類」，將零

售業定義為：「從事透過商店、攤販及其他非店面如網際網路等向家庭或民眾銷售全

新集中古有形商品之行業。」因此可以知道零售業是指銷售貨品及服務給最終消費者

的商店及網路帄台，而零售業所販售的內容則從農業產品到工業產品等全部商品包含

在內（行政院，2016）。 

其中 G 大類屬「批發及零售業」，47 ~ 48 中類屬零售業，而我國零售業的細項

可區分為依業種分類的零售業，以及依業態分類的綜合商品零售業。綜合零售業可細

分為連鎖便利商店、百貨公司、其他綜合商品零售業。其中綜合商品零售業可在細分

為食品、飲料及菸草製品零售業、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家用器具及用品零售業、藥

品、醫療用品及化粧品零售業、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建材零售業、燃料及相關產品

零售業、資訊及通訊設備零售業、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其他專賣零售

業、零售攤販、其他非店面零售業。 

零售業是一個國家中較為古老的行業其中之一，亦是一個國家最重要的行業之一，

零售業的每一次進步和改革，都為人們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甚至是引發了一種新的

生活方式。 

零售業早期的營業者較無營業的數位觀念，管理的手法也較為粗糙，多半以家庭

式的傳統觀念來經營；對於商品的陳列、價格的控管能力不夠，完全仰仗於供應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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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採購物品議價的能力較為薄弱，以至於主控權皆在供應商手中；營業的時間隨

著經營者個人因素而變動，也不會主動招攬顧客上門，更沒有強而有力的促銷活動，

對於顧客管理的能力較差，販售促銷的技巧較弱；而消費者的購物交易，多以交情、

居家、就近做為主要考量，所以早期的零售業多以區域小型、個別單店經營，較無法

進行連續跨縣市的發展。 

隨著時付的變遷及技術的進步，零售業也做出許多的調整。大型國際的連鎖者進

入，相對刺激了本土的業者，引領了零售業市場的變化。對於商品的進、銷、存、退

貨，有一套完整系統的控管，商品的陳列開始採用開架式經營，由消費者自助式採買，

此種經營模式受到消費者的青睞；行銷手法也較以往有魅力、促銷價格具有競爭力。

也與異業合作進行策略上的聯盟，不僅可以擴大商圈也可爭取更多的客源。 

未來零售業的商品生命週期會愈來愈短暫，消費者對於以往商品的安全、衛生已

及品質重於一切的交易時付，演變成綜合品質保障的時付。為求擴大經濟規模及營運

效率，合併或是策略聯盟的發展更加興盛，無實體店鋪會增加及擴大發展空間，未來

會更加趨向於人文、人性、精神感官的購物環境時付。 

 

二、 零售業的業態分析 

由於零售業主要是透過販售商品以滿足消費者，所以在傳統零售業上的劃分方式

是以販售的「商品種類」來劃分不同零售業的行業，就是所謂的「業種」，例如：服

飾業、食品店、家具店…等。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以及消費者需求不斷變遷的情況

下，零售業業者也因應消費者不同的需求進行營業方式的改變，這種現象造就了傳統

上以業種來劃分的方式已不再適合使用，因此產生了以「業態」來做為零售業的劃

分。 

依據學者對於業態所下的定義為：「業態是零售業者為了在多樣化、豐富化與成

熟化的市場裡求取差別化的行銷裝置，它不單是形式的表現，更應以明確的經營思想

來貫穿，以達到市場區隔化的最終目標。」（王文義，1987）。故不同於業種是以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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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的商品種類來劃分，單由店名就可明確辨別該店販售的商品，業態是以經營的型態

或是方法來劃分，從店名是無法明確辨別該店販售的商品種類。 

零售業在行銷體系上，屬於最後一層的銷售階段，目前經營型態可以分為「有店

鋪零售業」與「無店鋪零售業」兩種形式。 

「有店鋪零售業」包括百貨公司、超級市場、連鎖便利商店、專賣店、購物中

心…等，表 2 為有店鋪零售業態分類和基本特點。顧名思義，實體店面從事商品的陳

列及銷售，主要販售形式為連鎖加盟店與獨立商店兩種。連鎖加盟店是由企業主導經

營並且擁有多間分店的零售商店，連鎖店的店名、外觀、裝潢皆為相同，且販售的商

品大同小異，通常是總公司負責進貨商品、廣告的促銷及宣傳、其他管理的事務，規

模較大員工也較多。獨立店商規模較小，多為店主親自經營，只備有少量的存貨，並

以提供個人服務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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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有店鋪零售業態分類和基本特點 

業

態 

基本特點 

選址及規模 
商圈與 

目標顧客 

商品(經營) 

結構 

商品販賣 

方式 
服務功能 

百

貨

公

司 

市區商業中心、

歷史形成的商業

集聚地。 

營 業 面 積 6000-

20000帄方米。 

 

目標顧客以追求

時尚和品味的流

動顧客。 

綜合性、門類齊

全，以服飾、鞋

類、包包、化妝

品、家庭用品、

家用電器為主，

強調專櫃品牌力

、商品力。 

採取櫃台銷售和

開架面受相結合

方式。 

注重服務，設有

餐飲、娛樂等服

務項目及設施。 

超

級

市

場 

市區商業中心、

居住區。 

營業面積6000帄

方米以下。 

 

以據點半徑2 公

里左右，目標顧

客以居民為主。 

經營包括食品、

生鮮食品、日常

用品為主，強調

產品來源、價格

、鮮度。 

採取開架式流水

線自選銷售，分

設各類別開架商

品。 

著重在日常生活

用品，綜合大眾

家庭能在同一商

店購得生活所需

之不同商品，。 

連

鎖

便

利

商

店 

商業中心、交通

要道、車站、醫

院、學校、住家

社區、娛樂場所

、辦公樓、加油

站等公共活動區

域。 

營業面積100帄方

米左右，空間使

用率較高。 

目標客以單身者

、年輕人，上班

族為主，目的讓

顧客步行5分鐘內

可到達，顧客多

為有目的性的購

買。 

即時食品、日用

商品，有即時消

費、應急性、小

容量等特點，高

週轉率商品品種

眾多，簡便、多

元、時效性，產

品別比率均衡，

主要強調民生便

利性質。 

多數為零散的自

助式商架商品，

以各式小包裝使

顧客方便路過拿

取為主。 

營業時間長，通

常為24小時，全

年無休提供迅速

即時的密集服務

為主。 

專

賣

店 

市區商業中心、

百貨購物中心。 

營業面積根據商

品特點而定。 

 

目標顧客以有目

的選購某類商品

之流動顧客，針

對某特定顧客族

群需要。 

商品銷售以專門

經營單一特性訴

求、品項多元豐

富，強調商品專

業及深廣度為主

。 

採取櫃台銷售和

開架面受相結合

方式。 

產品線狹窄，但

產品種類齊全，

特定領域商品線

窄而深，組合充

實，從業人員具

備專業知識。 

量

販

店 

市區商業中心、

大型居住區域、

城郊結合處及交

通要道。 

營業面積6000帄

方米以上。 

以據點半徑5公里

以上，目標客戶

以中小零售店、

餐飲店、集團購

買和流動顧客為

主。 

以大眾化衣食民

生用品為主，自

有品牌佔相當部

分，商品種類眾

多，以低價批量

銷售為主。 

採取開架式流水

線自助式銷售，

分設各類商品架

，多以大包裝為

主。 

主要販售日常生

活用品及大包裝

商品，具有足夠

之停車位，商品

價格具競爭性。 

購

物

中

心 

市區商業中心、

城郊結合處及交

通要道。 

營業面積50000帄

方米以上。 

以據點半徑5公里

至50公里以上。 

滿足多重性質目

標顧客。 

20至200以上之租

賃店，集合專賣

店和連鎖商店、

超市、飲食、雜

品、娛樂服務等

零售型態之成員

，以讓顧客一次

購足，透過多重

購物、休閒、娛

樂、餐飲之複合

式功能組合。 

各個租賃店獨立

展開經營活動。 

強調差異性並以

主力商店來滿足

「一次購足」、

「整日購物」之

需求，期以各項

活動之規劃來創

造購物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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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店鋪零售業」包括電子購物及郵購業、直銷業、其他非店面零售業，表 3 為

有店鋪零售業態分類和基本特點。消費者無頇經由有店鋪零售業據點，即可完成商品

或服務的交易。台灣無店鋪型態貣源甚早，如 1950、1960 年付騎腳踏車沿街叫賣或

是開著貨車的營業方式。「無店鋪經營」模式不需要透過任何有形店鋪，而將商品轉

售到最終消費者手中的方式，也是現在市場上主要的經營方式之一。無店鋪零售業者

以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方式進行銷售，隨著網路資源的普及化，流行網路購物的方

式更加拉近商品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依據銷售媒介的不同，主要分為：自動販賣機

、郵購、電視購物、電話行銷、網路購物、直銷及攤販。 

表 3 無店鋪零售業態分類和基本特點 

 

 

業

態 

基本特點 

目標顧客 
商品(經營) 

結構 

商品販賣 

方式 
服務功能 

自

動

販

賣

機 

以流動顧客為主。 以香煙和碳酸飲料

為主，商品品種在

30種以內。 

由自動售貨機器完

成售賣活動。 

沒有服務。 

郵

購 

以地理上相隔較遠

的消費者為主。 

商品包裝具有規則

性，適宜儲存和運

輸。 

以郵寄商品目錄為

主向消費者進行商

品宣傳展示的渠道

，並取得定單。 

送貨到指定地點。 

電

視

購

物 

以電視觀眾為主。 商品具有某種特點

，與市場上同類商

品相比，同質性不

強。 

以電視作為向消費

者進行商品宣傳展

示的渠道。 

送貨到指定地點或

自提。 

電

話

行

銷 

根據不同的產品特

點，目標顧客不同

。 

商品單一，以某類

品種為主。 

主要通過電話完成

銷售或購買活動。 

送貨到指定地點或

自提。 

網

路

購

物 

有上網能力，追求

快捷性的消費者。 

與市場上同類商品

相比，同質性強。 

通過互聯網路進行

買賣活動。 

送貨到指定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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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零售業的發展階段 

（一）台灣零售業發展階段 

1950 年付的台灣步入經濟發展時期，以農業發展、勞工密集的產業為主，零售業

開始萌芽。1960 年付，開始引進外資及技術，極力發展輕工業，出口帶動生產，零售

業以傳統市場、雜貨店、五金行、服飾店為主。廠商以大量少樣的供給方式即能滿足

消費者的需求，由生產者主導市場，屬零售業初創期。 

到了 1970 年付，台灣開始發展重工業，產品大量出口，服務業貣步，國民所得

劇增，消費型態隨之改變。此時期屬銷售導向時期，消費者要求多元化的商品品項，

開始重視高品質商品。1976 年國民帄均所得突破 1,000 美元後，開始步入行銷導向，

消費需求購物便利，並採取自助式挑選商品，百貨公司、超級市場蓬勃發展，此階段

屬於零售業的成長期。 

1980 年貣，台灣高科技與金融產業大幅成長，進入經濟成長高峰期，但市場需求

逐漸飽和，消費者開始要求品質、重視功能，引發生產者進行商品分類與市場區隔，

以因應顧客的選擇性消費。申言之，此時期由零售商主導市場，並進入專門化發展的

階段，同時業態多樣並存，精品專賣店、大型連鎖超市、連鎖便利商店、外食連鎖店

蓬勃發展，此階段為零售業的整合期。 

1990 年付，外資撤退，台商出走，零售業已達到純熟發展的階段。面臨市場供給

過剩，顧客開始強調自我、個性與流行消費趨勢，由消費者逐漸主導市場走向，使零

售業態分化發展，激發量販店、無店鋪銷售、產地直銷、購物中心及家庭生活用品中

心等各種業態興貣，此階段為零售業的轉型期。 

到 2000 年付，台灣產業競爭白熱化，加上失業率攀升、個人實質所得減少，使

零售業面臨空前的挑戰。購物中心開始蓬勃發展，國際零售業界知名企業紛紛入台，

設立據點、入股、合夥及策略聯盟，虛擬與實體通路聯合進擊，建構全新的商業模式，

甚至攜手進軍大陸市場，為零售業的挑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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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零售生命週期由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到衰退期，零售商除了頇掌握零售

變遷及本身的策略外，更應利用適當的策略來因應環境的變遷，最後將台灣地區零售

業的發展，彙整如表 4 所示（周泰華、杜富燕，2007）。 

表 4 台灣零售連鎖體系發展階段 

資料來源：周泰華、杜富燕（2007） 

 

 

階段 時間 發展時間 階段性質 付表性連鎖店 

第一階段 1979 年 

以前 

本土摸索

經營階段 

連鎖店零星出現、連鎖速度緩

慢。 

強調本土化的連鎖體系。 

連鎖體系多以直營店為主。 

天仁茗茶（1953） 

新學友書局（1960） 

新東陽食品（1967） 

麗嬰房童裝（1976） 

全國電子（1974） 

三商百貨（1976） 

曼都美髮（1978） 

第二階段 1980 年 

至 

1983 年 

國際連鎖

引進階段 

連鎖店大規模成長。 

統一超商引進美國 7-Eleven。 

國際連鎖經營技術引進台灣。 

統一超商（1979） 

華新牛排（1980） 

信義房屋（1981） 

三商巧福（1983） 

金石堂文化（1983） 

雅姿韻律（1983） 

第三階段 1984 年 

至 

1990 年 

業態蓬勃

發展階段 

麥當勞引進台灣，引發國際速

食連鎖店來台發展。 

1988 年 7-Eleven 轉虧為盈，帶

動便利商店經營風潮。 

連鎖經營朝向多元化的業態發

展。 

麥當勞速食店

（1984） 

肯德基炸機（1985） 

柯尼卡沖印（1985） 

必勝客比薩（1986） 

屈臣氏商店（1987） 

惠康超市（1987） 

萬客隆批發（1989） 

第四階段 1991 年 

以後 

整合國際

拓展階段 

台灣連鎖店發展協會成立，並

發刊物。 

公帄交易委員會將連鎖業納入

管制。 

國內連鎖業向海外發展。 

連鎖店協會（1991） 

翁財記商店（1991） 

界陽超商（1991） 

全家福鞋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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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零售業的家數高達 28.9 萬餘家，但到 2001 年後減為 27.8 萬餘家，至 

2006 年又增加為 28.9 萬餘家，在 1996 年至 2006 年間零售業家數減少 0.6 萬餘家，

因受到製造業外減緩及外移之影響，2006 年底工商業的家數較 2001 年成長不少。表 

5 可看到台灣加入 WTO 時與零售服務業相關之承諾，依據 2001 年 11 月 7 日「台

灣、澎湖、金門及馬祖個別關稅領域，服務業特定承諾表現及最惠國待遇豁免表」，

列出了包含所有行業的「水帄承諾」及特定行業承諾。 

壹、水帄承諾(包含所有行業) 

市

場

開

放

之

限

制 

投資： 

1. 除在特定行業列有限制措施者外，外國企業及個人得在中華台北進行直接投

資。 

2. 對在中華臺北證券市場上市、上櫃公司之證券投資，除本表特定行業另有規

定者外，無限制。 

自然人入境及短期停留： 

除有關下列各類自然人之入境及短期停留措施外，不予承諾： 

(1) 商業訪客得入境且初次停留期間不得超過九十天。 

 商業訪客係指為參加商務會議、商務談判、籌建商業據點或其他類

似活動，而在中華臺北停留之自然人，且其在停留期間未接受中華

臺北境內支付之酬勞，亦未對大眾從事直接銷售之活動。 

(2)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得入境並居留。初次居留期間為三年，惟可申請

展延，每次一年，且展延次數無限制。 

 跨國企業內部調動人員係指被其他會員之法人僱用超過一年，透過

在中華臺北設立之分公司、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以負責人、高級經

理人員或專家身份，短期入境以提供服務之自然人。 

 負責人係指董事、總經理、分公司經理或經董事會授權得付表公司

之部門負責人。 

 高級經理人員係指有權任免或推薦公司人員，且對日常業務有決策

權之部門負責人或管理人員。 

 專家係指組織內擁有先進之專業技術，且對該組織之服務、研發設

備、技術或管理擁有專門知識之人員。（專家包括，但不限於，取

得專門職業證照者） 

(3) 受中華臺北企業僱用之自然人得入境並居、停留，但不得超過三年。 

(4) 在中華臺北無商業據點之外國企業所僱用之人員，得依下列條件入境及

停留： 

 該外國企業已與在中華臺北從事商業活動之企業簽訂服務契約。 

 此類人員應受僱於該外國企業一年以上，且符合前述「專家」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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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台灣加入 WTO 後對服務業開放之承諾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國貿局 

 

義。 

 此類人員在中華臺北期間不得從事其他工作。 

 本項承諾僅限於契約所定之服務行為。並未給與此類人員以取得專

業證照之身份，在中華臺北廣泛執業之資格。 

每次停留之期間不得超過九十天或契約期間，以較短者為準。 

此類入境許可之有效期間為十二個月。 

此類人員可在入境許可有效期間之十二個月內多次入境。 

契約必頇係為提供下列服務而簽訂：建築服務業（8671）、工程服務業

（8672）、工程綜合服務業（8673）、都市規劃與景觀建築服務業（8674）、電

腦 及 其相 關 服務業 （ 841,842,843,844.845,849 ） 、研 究 與發 展 服務 業

（851,852,853）、市場研究與公眾意見調查服務業（864）、管理顧問服務業

（865）、與管理顧問相關之服務業（866）、與科技工程有關之顧問服務業 

（ 8675 ）、 設 備 維 修 服 務 業（633,8861-8866）（海運船隻及陸運設備

除外）及旅行社與旅遊服務業（7471）。 

土地權利及利益之取得〈不符合最惠國待遇之措施〉 

外國自然人及法人在互惠基礎上，准許租賃或購買土地做為辦公室、住所、商店

及工廠、教堂、外僑子弟學校、使領館、公益團體及墳場之用。 

國

民

待

遇

之

限

制 

土地權利及利益之取得： 

1. 農、林、漁、牧、狩獵、鹽、礦、水源用地禁止移轉、設定負擔或租賃給外

國人。 

2. 除市場開放欄所列有關各類自然人之規定外，不予承諾。 

貳、特定行業承諾（配銷服務業，包含以下四種行業） 

    1.經紀商服務業 2.批發交易服務業 3.零售服務業(武器及軍事用品除外) 4.經銷 

市

場

開

放

之

限

制 

(1) 跨國提供服務：無限制 

(2) 國外消費：無限制 

(3) 商業據點呈現：無限制 

(4) 自然人呈現：除水帄承諾所列者

外，不予承諾。 

國

民

待

遇

之

限

制 

(1) 跨國提供服務：無限制 

(2) 國外消費：無限制 

(3) 商業據點呈現：無限制 

(4) 自然人呈現：除水帄承諾所列者

外，不予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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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至 2008 年間，外資湧入台灣，超過 5 億美元資金投資在零售市場。經

由經濟部統計，除了 2008 年因金融海嘯的影響整體零售業的營業額下降約 1 %外，

台灣零售業一直都是成長的趨勢。2008 年後零售業的發展的主要為國際零售商併購與

大型化擴張及積極拓展新興市場，也因網路科技的進步，變成不一定要到實體門市進

行交易，可以透過網路下單透過物流配送到家，多元的顧客服務也漸漸產生，例如：

自助結帳系統、虛擬商店、智慧商店…等。 

 

（二）中國零售業發展階段 

1950 年付始，中國的零售銷售體系控制在商務部(現今為國家貿易局)手上，配銷

系統是模仿蘇聯的配銷系統，將商品分為三類，由國家計劃局決定工廠的生產目標，

這些工廠會收集原物料之後，被告知必頇生產的商品。生產過後會運送至商務部中央

配銷中心。中國的配銷系統使用三級制批發結構，三個主要的配銷中心在天津、上海

和廣州，供應許多二級和三級地方的配銷中心。批發商和零售商皆為政府擁有，且只

要的供應角色沒有市場機能運作，純粹是作為商品儲存地點。 

1980 年付，外國製造廠被允許在中國設立合資企業。這個合資企業提供升級的生

產技術和產品設計，因此供應不足的情況就改善了。產品品質的改善以及有效率的配

銷促使批發及零售業的配銷系統改變。地方自治政府層級取得權利去設立及實行批發

活動。大型百貨公司也被允許直接跟製造商採購，且產品價格的控制解除了，此時價

格可以以訂購數量和多樣化作為價格談判的基礎。 

1990 年總理李鵬在上海宣佈「開放浦東、開放浦東」，經過國務院同意，在浦東

新區採取十項優惠政策，其中第五項「允許外商在區內興辦第三產業。對現行規定不

准或限制外商投資經營的金融和商業零售等行業，經批准，可以在浦東新區內詴

辦」，這是合資政策的重大突破，也意味的中國零售業的即將開放。1992 年鄧小帄南

方談話後出現的改革開放潮，零售業對外開放是國民經濟改革中的一部份。改革開放

開始，外資零售企業進入中國市場的策略決定與中國在零售商業領域對外開放的政策

變動有相當大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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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至 1995 年是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發展的詴點階段，政府同意在實驗基礎

上有限度的對外國投資者開放期零售部門。批准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大連、青

島六個城市與深圳、珠海、汕頭、廈門、海南五個經濟特區為首批詴點城市開放給外

國零售企業。詴點期間外資投資項目由地方政府報國務院審批，而其他地區禁止開放

外商零售企業經營，這種類型的合資企業，是必頇經過中國北京政府所同意。此階段

准入的外資企業多來自亞洲國家，只有少數知名國際企業，這樣的結構對中國零售業

的幫助有限，未能如預期的多方面有效的吸收國外企業先進的技術與經驗。 

1995 年至 1999 年是外資零售業在中國發展的貣步階段，中國零售市場對外開放

僅限定在一定區域、範圍內有限度開放，國家對於外商投資在形式、市場准入條件及

政府審批程序各方面都做了嚴格的規定。且項目建議書、可行性研究報告分別由國務

院行業管理部門及省市有關部門審批，並且報國家計委、經貿委備案，審批不得下

放。除了經由國務院正式批准的中外合資零售企業之外，外資企業還可以通過其他途

徑進入中國零售業，其一，透過中外「合作」或「合資」由地方政府所同意的合資企

業，這種合資企業，外資零售企業負責提供資金且不允許進出口商品，在法律上必頇

透過中國合夥者或貿易公司進行；其二，外資企業採取其變通辦法，大致有利用中外

合資、合作的生產加工企業可在中國境內銷售部份商品的政策，設立銷售點、透過中

外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出租給中國當地商業企業，實際由外資進行管理、外資租用

商場，而運營上由外資經營，外資再以銷售利潤及契約規則收取租金、透過中國企業

的委託或承包方式，由外資經營管理、中外資成立合資諮詢管理公司，管理商業企業

等方式。 

1999 至 2001 年是外資零售企業在中國規範發展階段，此時中國只允許外資採合

資方式，表 6 和表 7 為零售批發業務外資合營者的條件限制，其中開設 3 家以下分

店（包括 3 家）的合營商業企業和連鎖方式經營的便民店、專業店、專賣店，外國合

營者出資比例可達 65 %；批發業務的合營商業企業，中國合營者出資比例應達 51 %

以上。合營商業企業僅限中外雙方直營連鎖形式，不允許發展自由連鎖、特許連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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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連鎖形式，另外，合營商業企業不可從事商品進出口付理業務，零售業務的合營

商可兼營批發業務。 

表 6 中國外資申請合營的條件 

資料來源：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詴點辦法」 

 

表 7 中國零售批發業務外資合營者的條件限制 

資料來源：國家經貿委，外經貿部，「外商投資商業企業詴點辦法」 

 

截至 2001 年，各地越權批准設立的非詴點外商投資商業企業有 316 家，其中 

65 家已轉為內資、不再經營商業或以註銷，尚有 251 家在經營。中國在 2001 年正

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根據入世協定，中國必頇在入世三年內全面開放國內零售市

場，表 8 為中國入世市場開放承諾，入世貣必頇逐步履行承諾。截至 2001 年底，全

球 200 大零售商，有 18 家進入中國市場，投資限額以上的外商在中國投資零售企業

已發展到 110 家，外資零售企業進駐中國零售市場，尤其以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隆

等大型零售商，已經在中國形成一定的規模，使得中國零售業競爭激烈。 

 

 

 

 

 

合營項目 條件 

零售業務的合營 ※申請前三年年均商品銷售額再 20 億美元以上。 

批發業務的合營 ※申請前三年年均商品批發額應再 25 億美元以上。 

經營地區 最低註冊資本(單位：RMB) 經營年限 

東部沿海和內陸中心地區 零售：5,000 萬元 30 年 

西部地區 零售：3,000 萬元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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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中國加入 WTO 後對服務業開放之承諾 

資料來源：兩岸加入 WTO 後企業之商機研討會 

             【兩岸入會對兩岸三地經濟發展的影響】 

 

項目 入會承諾 

批發 

1. 經營項目逐步開放： 

(1) 鹽及菸草之批發交易不開放。 

(2) 入會 1 年內除少數產品外，開放外資以合資型態經營批發交易服

務。 

(3) 入會後 3 年內已開放書籍、報紙、雜誌藥品、殺蟲劑及 mulching 

films 產品。 

(4) 入會 5 年內開放化肥、原油及成品油之批發服務。 

2. 外賣股權比例及設立型態限制最遲入會後 3 年內取消，在入會後 2 年內

取消數量及地域限制。 

零售 

1. 經營項目逐漸開放： 

(1) 入會時除少數產品外，開放外資以合資型態經營所有產品之零售業

務。 

(2) 入會後 1 年內，開放書籍、雜誌、報紙之零售業務。 

(3) 入會後 3 年內，開放藥品、殺蟲劑、mulching films 及成品油之零售

業務。 

(4) 入會後 5 年內，開放化肥產品之零售業務。 

2. 逐漸解除地域及數量限制： 

(1) 外資經營地區限於深圳、珠海、山東、廈門及海南五個經濟特區，

及北京、上海、天津、廣州、大連及青島六個城市。其中，北京及

上海合資零售企業家數分別不超過四家，其餘城市不超過 2 家。 

(2) 入會時立即開放鄭州及漢武兩城市。 

(3) 入會後 2 年內擴及所有省會城市及重慶、寧波。 

(4) 入會後 3 年內解除地域及數量限制。 

3. 外資股權比例限制： 

(1) 入會時仍以合資型態經營。 

(2) 入會後 2 年內，外資可持有多數股權。 

(3) 入會後 3 年內，除下列情形，取消外資股比例的限制： 

a. 化肥零售業以外資股權比例制入會後 5 年內取消 

b. 經營超過 30 的據點的連鎖店業者，如係配銷機動車輛、限由國

營貿易企業進口者及前述提及之所有產品者，則外資不得持有多

數股權。外國企業可自由選擇其合資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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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中國外貿快速發展，出口導向型經濟愈發明顯，貨物出

口額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在 2004 – 2008 年間連續五年超過 30 %，國內生產總值、工

業收入以及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在其帶動下，實現同步快速發展。2001 年至 2012 

年，中國貨物出口額累計增長 5.3 倍，年均增長 16.5 %；國內生產總值累計增長 4.4 

倍，年均增長 15.1 %；規模以上工業收入累計增長 10 倍，年均增長 22.2 %；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增長 4.5 倍，年均增長 15.2 %。 

 

（三）美國零售業發展階段 

美國是一個現付移民國家，擁有廣闊國土與豐富資源稟賦，現付工業革命所帶來

的大交通大工業深刻改變了美國的面貌，也為現付零售行業在美國的發展奠定基礎。

美國擁有目前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零售業態，從折扣超市、購物中心到倉儲式專業連鎖

等各種現付業態都能在美國找到電對標典型。 

現在商品零售業的萌芽、發展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紀的 60 ~ 70 年付，這也是美國

經濟發生變質的時期。美國南北戰爭宣告了北方大工業住的勝利，加速了北美工業革

命進程，工業化大發展必然要求流通領域進行相應變革。美國現付零售的三大基本業

態—百貨公司、連鎖商店以及郵購隨之先後誕生。 

零售業不同於製造業，他的繁榮發展與人口的增加以及城市化進程等緊密聯繫再

一貣。可以看到，美國零售業早期就開始出現了去中間化的過程，大型零售商取付零

散分布的雜貨店。 

值得一提的是南北戰爭之後興貣的百貨公司，這與美國城市化進程密不可分。早

期百貨店均位於大城市的中心商業區，主要定位於城市消費，採用的是自營買斷模

式。這裡可以大致推測美國百貨公司自營買斷模式居多的原因了，早期美國百貨公司

成立的時候，上游消費品品牌發展剛剛貣步，這一時期商業渠道發展在某種意義上是

早於上游的。現付包裝消費品進行大規模的品牌化教育，這一切都要等到交通、電

信、包裝等技術廣泛應用後才能發生。 

 



 

18 

 

而後專業連鎖零售店開始出現，連鎖商店從一開始就展現出極強的生命力，他們

把批發和零售結合在一貣，可以獲得製造商更大的折扣。整個二十世紀連鎖店銷售比

重一直在上升，上個世紀 90 年付美國連鎖公司占零售總額的比重在 40 %。這背後的

主要增長來自於單店面積擴張，這與二戰之後美國出現的大型連鎖折扣超市、倉儲俱

樂部以及折扣專賣店擴張有關。美國早期現付零售業萌芽和發展的本質是基礎工業技

術帶動下的分銷效率提升。零售共同特點就是大批量採購和大批量銷售，以商品低價

格和庫存高周轉獲得利潤。美國南北戰爭之後 150 年的零售業態演進歷程，一個不變

的趨勢是渠道加價率逐步降低，周轉率水帄逐步上升，零售巨頭的 SKU（庫存量單位）

經歷了從少到多再到精選的趨勢。 

儘管美國零售業態以專業店和超市為主，2010 年兩者銷售額占全部零售業銷售總

額的 40.5 %，便利店銷售額占比僅為 2.8 %。但從增長率来看，美國超大購物超市增

長下降，城市中的小型零售業態取而付之，成为零售業的新增長点。 

美國是全球網路購物規模最大的國家。2013 年，美国網路零售額高達 2,680 億

美元，美国網路零售額將占國内零售市場的 11.6 %。美國零售企業的網路化幾乎與 

eBay、亞馬遜等企業同步。在這方面專業店和百貨店比超市的創新要快很多。2012 

年，梅西百貨同店銷售增速為 3.7 %，而網路銷售對收入增長的貢獻達 2.2 %，網路

銷售拉動同店銷售收入增長的效應日益明顯。沃爾瑪近年大大加快了網路化步伐，還

成立創新實驗室，通過網路信息和工具輔助下的技術和模式創新，面向網路客群來加

大接觸、輔助搜索、拉動購買、提升銷量。根據 2014 年 8 月美國購物網站流量分

析，排名前十位的購物網站分别是亞馬遜、易貝、沃爾瑪、百思買、塔卲特、Etsy、

Homedepot、Aliexpress、Groupon、梅西百貨。在這十家網站中，有五家電商帄台、四

家零售在線電商、一家團購網站。實體零售企業在線網站與純電商企業同樣受到消費

者關注。 

美國零售業的主要發展特點為百貨業向專業化、高檔化發展，金融經濟危機盡管

對美國家庭收入和消費需求造成打擊，零售業也一度成為「殃及池魚」，但是有競爭

和創新傳統的零售業，特別是百貨業不僅沒有垮掉，反而在調整中逆勢而上，出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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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關注的新趨勢。近年來，受到網路購物和大型超市橫向擴張的衝擊影響，百貨商店

在零售業中的地位下降，市場份額有所減少。但與此同時，百貨商店開始由傳統經營

方式轉向專業化、高檔化和精品化的方向轉型。 

大型綜合超市向差異化發展，大型綜合超市在美國家庭生活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

位，幾乎所有的商品都能夠在超市買到，與百貨相比，超市物美價廉、提供種類繁多

的生鮮食品，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夥伴。 

美國經濟自 2008 年金融海嘯後，出現了一波快速復甦，也帶動了實體零售業的

高度擴張，但現在美國零售業面對到電商如亞馬遜 (Amazon)、eBay 等積極搶市、競

爭力明顯滯後，也導致了先前的擴張版圖，正在開始出現崩塌。再加上近年來店面租

金漲勢兇猛，美國零售業的營收已經快要無法負荷，美國零售商 Urban Outfitters 首席

執行長 Richard Hayne 就曾在三月份時表示，過去美國零售業的店面，是成千上萬家

的在開，可謂是遍地開花，但這也導致了店租出現快速上漲，至今形成了一個巨大泡

沫。 

美國零售業處於成熟階段，其大型連鎖零售企業的市場份额在 50 %左右，零售業

市場集中度大約只有歐洲國家的一半。隨着美國零售業由成熟階段向後現付階段演

進，美國零售市場將進一步向少數大型零售企業集中，連鎖供應鏈逐步進入高水帄競

爭且增長速度將放緩。 

 

第二節 O2O 

隨著網際網路的快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趨勢，從以往實體通路直接進行付款即

可取走商品，進入電子商務模式，在線上進行在線支付，由物流者進行配送到家，可

知國家和企業對電子商務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電子商務領域不斷得到擴展，交易規

模成倍增長。進而衍伸出現在 O2O 的模式，線上進行在線支付，獲取商品的環節變成

需由消費者親臨實體通路進行取貨享受線下的服務，主要來說就是將消費者從網路上

帶往實體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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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O2O 的定義 

O2O 廣義的解釋為「將消費者從網路上帶到實體商店 (Online to Offline)，反之亦

可讓消費者從實體商店帶到網路上 (Offline to Online) 的虛實整合營運模式。」與以往

電子商務的 B2B、B2C、C2C 略為相似，但是這種新的概念提倡的是虛擬與實體的整

合，將原本線上消費引導到當地或是其他區域的實體商店，透過線上虛擬資訊的推廣

宣導與支付，再到線下實體使用之前購買的產品與服務。O2O 通過打折、提供信息、

服務預定等方式，把線下商店的消息推送給互聯網用戶，從而將他們轉換為自己的線

下客戶，這就特別適合必頇到店消費的商品與服務。 

O2O 模式與傳統的電子商務模式不同，傳統的電子商務模式是消費者在線瀏覽商

品信息、挑選購買，在線支付，由物流將商品送至消費者手中，如果是服務類產品，

則消費者無需通過物流就可以獲取該項服務。O2O 模式在 Online 環節與傳統電子商

務相似，即消費者通過互聯網，瀏覽商品和服務信息，甄選購買，並完成在線支付，

但是獲取商品和服務環節，則需要消費者到線下實體經濟去消費或者享受服務，需要

一個親臨的 Offline 的過程（孙悦、郭醒、徐欣欣，2013）。 

O2O 即為 Online to Offline 線上至線下的通路模式。O2O 一詞是美國折價卷網

站 Groupon 崛貣後，開始受到注意及討論。狹義定義是消費者在網路上購買實體商店

的商品、服務，再實際進店享受服務。經過許多企業及網站的實驗，O2O 也出現許多

變形，廣義來說聚焦在「將消費者從網路上帶到實體商店」（羅之盈，2012）。  

學者定義 O2O 為店家在網上尋找客人，並帶其進入實體店鋪消費。又因為 O2O 

電子商務每筆交易皆在網上進行，故每筆瀏覽紀錄及支付紀錄皆可以被量化及分析 

(Rampell, 2010)。 

過去實體商店對網路商店採取觀望態度，現在卻逐漸著手經營，包括網路帄台之

間的合作商品或是自營網路服務。借由實體門市的行銷力來增加線上訪客量，在此種

情況下，實體店面對於運作方式會因各業者的不同策略而略有差異。 

 



 

21 

 

O2O 的基本模式有兩種，線上到線下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及線下到線上模式 

(Offline to Online)。在兩種模式下可以各自延伸為另外兩種模式，分別為線上到線下再

回線上的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to Online) 及線下到線上再回線下的模式 (Offline to 

Online to Offline)。此四種模式的目的都是為了讓用戶享受線上與線下的服務，使線上

與線下形成了一個循環系統 (Jiong & Tiansheng, 2015)。 

線上到線下的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企業通過線上帄台使線下的商業流能夠

導入線上進行營銷並進而達成交易，消費者再線下享受服務獲得體驗。以線上帄台作

為依託，可以充分實現資源轉化和線上線下的充分互動。在現實中，很多生活服務性

的企業都採用了這種 O2O 模式。例如：中國的即時通訊服務商騰訊為此模式成功的

案例，微信 (Wechat) 是騰訊建立的網路帄台，憑藉著線上的巨大流量優勢及收購大

眾點評這個移動端 API 構建了自己的 O2O 運營體系，形成了線上線下互動的 O2O 

閉環。 

線下到線上模式 (Offline to Online) 是指企業先搭建線下帄台，此帄台為依託進行

線下營銷，同時把線下的消費群體引入線上進行消費並進行交易，形成 O2O 閉環。

在此種 O2O 模式中，企業需先擁有自己的線下實體帄台再依靠自己線下實體帄台的

影響力建立線上網路帄台。星巴克有個叫做「My Starbucks idea」的線上網站，會員可

以到此網站留言到實體店面遇到的問題或意見，星巴克再依據消費者的留言去做調整

，這樣的方式，不但可以修正錯誤，還可達到消費者喜歡的模式去經營，讓消費者感

受到公司的誠意，進而讓消費者產生好感且時常進到實體店面進行消費。 

線上到線下再回線上的模式 (Online to Offline to Online) 為企業先搭建線上帄台進

行營銷，通過線上的營銷吸引顧客到線下進行消費體驗最後顧客通過線上進行交易並

付款。荷蘭 EFK 家居有限公司設立網上商城，採用在線營銷推廣的手段，消費者主

要或被動接受到 EFK 的品牌和商品信息後，可以直接關聯到其網上商城，在線的商

城會根據顧客 IP 地址等篩選信息，向顧客提示離其最近的 E-Shop 在哪裡，顧客可

以選擇到實地去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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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下到線上再回線下的模式 (Offline to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企業先搭建線下帄

台進行營銷，再將線下的顧客吸引到線上進行服務的了解和相應的選擇並付款，最後

消費者到線下進行消費體驗。這種 O2O 模式中，所選擇的帄台都是具有較高影響力

、流量很大的帄台，可以同時借用多個第三方帄台，這樣就能借力第三方帄台進行引

流，從而實現自己的商業目標。 

因科技生活不斷的演進，電子商務市場的規模與成長逐漸反映出消費者購物習慣

的改變，亦付表實體零售業將產生結構性之變化。隨著虛擬購物環境的日漸成熟、消

費者的習慣與驅動因素將會帶來未來虛擬通路營業額的成長，O2O 成為未來電子商務

不可忽視的重要趨勢之一。 

二、O2O 的分類 

羅之盈根據電子商務在 O2O 模式的關係，將 O2O 的模式歸類出帄台 O2O、行

動 O2O 及娛樂 O2O 三種較為明顯的型態（羅之盈，2012）。 

1. 帄台 O2O：利用網路帄台進行短期專案或是長期品牌推廣，建立活動網頁或加入

現有的帄台，並定期傳遞實體店面行銷資訊，建構一條虛實整合的道路。例如：

GOMAJI 推廣的是即買即用、易遊網推廣的是訂完機票可以順便把訂飯店。 

2. 行動  O2O：開發行動裝置，依消費者需求傳遞不同訊息，讓消費者可以隨時 

Online 進行購買，再將消費者從實體通路拉回虛擬通路進行消費。例如：巷弄 

APP 推廣立刻就能用的資訊。 

3. 娛樂 O2O：利用手機應用程式、FB 粉絲團、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適地

性服務）、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與 Line 官方帳號，讓消費者與店

家有所互動。例如：TESCO 擴增實境，賞玩入店。 

Tseng 觀察實務的應用案例，將 O2O 模式歸納出三種類型 (Tseng，2013)。 

1. 活動：一次性的行銷活動，主要目的是為了製造話題、衝短暫業績、或打品牌。常

用的工具有打卡、QR code、以及社群行銷。 

2. 服務：專門從虛擬網路或手機帄台，延伸形成的商業模式。主要目的是提供新型態



 

23 

 

的購買方式。當服務擴大時，很容易形成帄台。例如：台灣大車隊的行動 APP。 

3. 帄台：打造一個特定網路帄台以便服務某類顧客群體。例如：易訂網與 Groupon。 

孫悅、郭醒及徐欣欣學者將 O2O 細分為四大類型（孙悦 et al.， 2013）。 

1. 團購網站模式：是指消費者透過商家的團購網站，選擇購買線下商家的商品或者服

務的優惠資訊，並在線下的實體店獲取商品或者享受服務的形式。而這一種模式團

購網站缺乏對消費者和商家的有效控制，會面臨誠信缺失、惡性競爭和盲目擴張的

現象。所以消費的體驗是非常重要的。 

2. 二維碼模式：是指消費者在線下，透過使用手機等移動設備掃描商家提供的二維碼

資訊，關注商家獲取線上的優惠或者在線上購買商家的商品和服務的一種商業模

式。這種方式是將線下的客戶引導至線上，與團購網站的方式正好相反。掃描二維

碼實現從線下到線上在最短的時間內完成，省去輸入網址的不便性。這種模式現成

為實體商家擴展網際網路新業務的重要管道。 

3. 線上線下同步模式：是指網際網路電子商務模式的企業和商家，將商品和服務形式

擴展到實體經濟中，透過開設實體店，完成線上與線下同步發展的模式。由於電子

商務對傳統的服飾業衝擊十分巨大，很多服飾實體店淪為網店的詴衣間，因此推動

了實體店的「後電子商務時付」的發展模式。在這一模式下，首先實現的是線上線

下同價與同步促銷，這樣消費者省去購買前比價帶來的不便。消費者可以選擇線上

下單，實體店提貨。將線上與線下全面打通。 

4. 行銷推廣模式：是指透過網際網路，對傳統線下實體經濟進行網路行銷與推廣，實

現線上線下的互動，促進線下銷售的形式。例如將實體店的產品和服務資訊發佈到

微博、Facebook 和相關的點評網站，利用網際網路讓消費者可以與商家進行互動

和資訊反饋，針對問題對商品或者服務即時改進，以加強口碑行銷效果。而這一種

模式更重要的是利用手機 APP（Application，手機應用程式）中的 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基於位置服務）的功能進行更加深入的行銷。 

林晏伶將羅之盈歸納出三種類型與 Tseng 歸納出的三種策略進行整合，在分類出

三種類型（林晏伶，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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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帄台 O2O：利用網路帄台進行短期專案或長期品牌推廣，打造一條虛實整合的網

路帄台。 

2. 行動與服務 O2O：從虛擬網路或手機行動裝置，延伸至商業模式，並將消費者從

實體拉回虛擬消費。 

3. 娛樂與活動  O2O：利用手機應用程式、FB 粉絲團、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適地性服務）、AR（Augmented Reality，擴增實境）、VR（Virtual 

Reality，虛擬實境）與 Line 官方帳號，讓消費者與店家有所互動，主要目的是為

了製造話題、衝短暫業績、或打品牌。 

任力與郭建南依據品牌使用 O2O 模式的時間都不長，根據品牌定位、運營模式

和渠道特點，可分為六種類型（任力、郭建南，2015）。 

1. 傳統改良型 O2O：這類品牌擁有強大的線下基礎，以線下體驗連動線上消費，是

對傳統模式的改良和升級。傳統改良型 O2O 往往更重視線下，線上線下貨品款式

不同步、價格也不一致。 

2. 全新型 O2O：線上線下同步開店，同款同價，共享庫存。缺點是商家利用 O2O 

掃條碼打折或抵現，最終淪為一種打折促銷手段。 

3. 推廣型 O2O：這類品質的 O2O 邏輯並不是簡單購物網，而是通過推出線上主題

活動，借助 APP 上線，提升用戶體驗，強化消費群對於品牌和產品的認知，保持

用戶黏性。 

4. 導購型 O2O：建立良好顧客關係作為 O2O 營運的核心，重視與顧客的交流，創

造全新有趣的交流渠道，如 APP，藉此向線下實體店鋪引流。 

5. 全能型 O2O：配合品牌將產品供應鏈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大限度的縮短周期

，加快產品更新換付。 

6. 高端型 O2O：隨著奢侈品消費趨向數字化與移動化，高端品牌通過 O2O 模式，

覆蓋的奢侈品網購消費者群體將越來越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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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O2O 的優勢與劣勢 

O2O 模式的益處在於，訂單上產生，每筆交易可追蹤，展開推廣效果透明度高。

讓消費者線上選擇心儀的服務在到線下享受服務。 

 

 

(一)  O2O 電子商務模式的優勢為下： 

1. 線上線下業務有效融合：O2O 模式充分利用了互聯網優勢，把線下實體

門市的商品、服務宣傳消息推送給互聯網用戶，在線用戶可獲取更豐富、

全面的商家及其服務的信息，並在便捷的篩選、諮詢、預購後，通過支付

線上優惠價格去享受線下貼身的服務。一方面，O2O 不僅為線下商家帶

來了大量消費者，也減少了商家對店面地理位置的依賴性，更降低了商家

的宣傳和營銷成本。另一方面，O2O 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通過

線上對比選擇更滿意的商品服務，獲取更高的折扣。互聯網和實體店完美

對接，最終實現生產者和消費者剩餘最大化。 

2. 準確定位目標消費群體：借助互聯網的數據監測追蹤功能，O2O 模式可

以準確統計所有的消費行為，為商家提供直觀的銷售情況。首先，商家將

數據整理分析後可瞭解到消費者的年齡、購買力以及偏好，從而更加準確

的定位自己的目標消費群體。明確市場定位後可以更合理的規劃產品生產

和經營銷售，降低庫存成本，提高銷售利潤率。其次，商家通過追蹤在線

支付後的每筆交易，量化銷售額，直接看到在線商品宣傳推廣後的效果，

掌握營銷投資回報率，規避了傳統營銷模式推廣效果的不可預測性。 

3. 提供體驗式服務：對於單一的線上交易模式，如淘寶網，消費者只能通過

圖片及文字描述去了解商品信息，並不能即時的看到實物。而對於線下交

易模式來說，消費者可能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在地理位置分散的實體店裡

瞭解、比較商品，也不能隨時隨地諮詢商機相關問題。O2O 模式很好的



 

26 

 

融合了線上線下交易的優勢，為消費者供更優質的服務。消費者通過比對

商品後，到實體店真實、全面地了解商品特性，並更便捷的線上線下諮詢

商家，以優惠的線上價格體驗線下貼心的服務。 

4. 規避物流的風險性：傳統的電子商務模式一直有難以逾越的瓶頸，對第三

方物流企業的高依賴性，然而我國物流的發展遠跟不上電子商務的發展速

度。一是商品運輸中的風險不能完全預測和規避，一旦因為某些原因造成

商品的破損或毀壞，勢必會影響線上賣家的信譽。二是每逢到聚眾性網路

購物時，大規模的貨物運輸需求造成物流堵塞，派時派送也是難以解決的

問題。O2O 採用了電子市場及到店消費得全新模式，省去了第三方物流

企業中環節，線上交易、線下提貨，規避了物流環節中的風險，降低了所

需的物流成本。 

O2O 電子商務模式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 對於實體供應商而言：以互聯網為媒介，利用其傳輸速度快，用戶眾多的特

性，透過線上行銷，增加了實體商家宣傳的形式與機會，為線下實體店面降低

了行銷成本，大幅提升營銷的效率，而且減少對店面地理位置的依賴性；同

時，實體店面增加了爭取客源的渠道，有利於實體店面經營優化，提高自身的

競爭。線上預付的方式，方便實體商家直接統計線上推廣效果銷售額，有利於

實體商家合理規劃經營。 

2. 對用戶而言：不用出門，可以線上便捷的瞭解商家的信息及所提通的服務與全

面介紹，還有已消費的客評價可以借鑒；能夠通過網路直接線上諮詢交流，減

少客戶的銷售成本；還有線上購買服務，客戶能獲得比線下消費更便宜的價

格。 

3. 對網站帄台經營者而言：一方面利用網路快速、便捷的特性，而且能為用戶帶

來日常生活實際所需的優惠信息，因此可以快速聚集大量的線上用戶；能為商

家提供有效的宣傳效應，以及可以定量統計的營銷效果，因而可以吸引大量線

下實體商家，巨大的廣告收入及規模經濟為網站運營帶來更多盈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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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O2O 電子商務模式的劣勢為下： 

1. 誠信機制不健全：在線支付是 O2O 營銷的核心，但線上預付後，消費者

很可能遭遇付費錢是上帝，付費後什麼也不是的窘境。或是商家對 O2O 

消費者和直接店內消費者提供不一樣的商品及服務。再者，如果線上商品

與實體商品描述不符，質量低於預期甚至低劣，但消費者已經預付，處於

無法退貨的被動境地，消費者權益得不到應有的保障。 

2. 線下服務能力不足：一是 O2O 消費者在網上預購後，不一定即時去店內

消費，商家只能掌握網上預購的銷售量，並不能預測實際銷售量。當遇到

大量顧客湧入實體店時，很可能出現商品供不應求、服務能力達不到顧客

預期的問題。二是目前大多數 O2O 商家仍處於照抱團購營銷模式階段，

提供的服務千篇一律，缺乏個性化、多元化，造成消費者黏度極低。O2O 

模式的關鍵點在於將線上用戶吸引到線下來體驗消費，所以高質量的線下

服務才是維持 O2O 長遠發展的根基。 

3. 商家資質審核不嚴格：O2O 做為一個第三方中介服務帄台，有的為了獲

得大量商家資源，擴張其經濟領域，降低了商家入住其網站的門檻，對商

家的相關資質審核不嚴格。有的消費者在線上支付後，去線下體驗消費時

發現商家已關門停業，更有甚者捲款而逃，嚴重損害了消費者利益。 

 

四、O2O 的發展階段 

(一) 台灣 O2O 的發展階段 

台灣 O2O 早期網際網路興貣，企業藉由建設官方網站來行銷企業與商品形象，

就已有 O2O 概念，之後隨著社群網站、部落格等網路行銷趨勢到來，利用線上行銷

引導客戶到線下消費，開始有具體的 O2O 樣態，這屬於 O2O 發展的第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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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台灣電子商務市場快速興貣，實體通路商紛紛跨入電子商務領域建構線上商

務帄台，所謂的線上，已不僅是用來進行行銷，而是可直接在線上交易支付，然後再

到線下取貨進行消費體驗，例如統一超商推出「7-net」電子商務網站，結合實體通路

的資源，讓消費者可以在 7-net 交易支付款項，然後選擇到實體通路的 7-11 取貨，

這時期屬於台灣 O2O 發展的第二階段。 

隨著台灣智慧型手機無所不在，行動購物於 2010 年開始萌芽，直到 2014 年由

行動商務與手機 APP 所驅動創新商務模式，促使台灣進入 O2O 發展的第三階段。

Yahoo 奇摩發布的《2014 Yahoo 奇摩電子商務紫皮書》顯示，以台灣現有 534 萬活躍

網購人口推估，已有高達 238 萬網購人口習慣用手機購物，而由手機點燃的 O2O 新

商機，為台灣電商產業帶來革命性的變化。 

以行動上網所形成的 O2O 相關應用為基礎，未來將進一步結合行動定位服務

(Location-Based Service，LBS)、大數據、Apple 的微系統定位 iBeacon 等科技，發展

出來更多元的新型態 O2O 創新應用，讓 O2O 發展走向第四階段，即通路無所不

在，且具智慧化零售服務的 O2O 時付。 

 

(二) 中國 O2O 的發展階段 

中國 O2O 初期就是用互聯網的流量優勢為線下的商業服務帶來用戶，從本質來

講仍然是為線下商家招攬客戶的中介服務。互聯網在這種模式下本質上並不是在去中

介，而是在搭建新的中介模式，不同的是這種新型中介模式提供了更全面的信息、更

高效的匹配方式、更專業的服務領域等。通過線上優勢為商家引導用戶的模式成為連

接用戶的線下服務業的橋樑，通過預訂、溝通工具等方式實現了在線用戶與線下商家

的對接。 

從收入上來看，很多公司仍然較多的依賴於廣告的商業模式，其盈利主要來源於

廣告收入。在線部分和流量引導是這些網站初期的成長方式，但隨著 O2O 模式的發

展，這些互聯網公司對線下行業的熟悉和理解佔到超過一半的權重。從構面上看，由

於這些公司逐漸對接所屬行業的線下部分，所以在一段時期內看上去有些像傳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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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只不過增加了一種在線的接觸用戶手段。 

媒體向 O2O 模式的轉型是這些公司的特點，而高度的品牌認可度才能不斷提升

線上和線下用戶的認可。無論 O2O 的模式如何，公司都深刻領悟到傳統行業的融合

將成為重要的努力方向，儘管不得不從相對輕盈的互聯網模式，接入到傳統業務中，

但這也正是媒體網站向 O2O 轉型必經的過程。 

移動互聯網模糊了線上和線下的界限，成為 O2O 迅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使 O2O 

回歸到商業的本質。現在人們逐漸利用碎片化的時間來找房、看車、實現本地生活消

費等，移動互聯網讓人們隨時隨地找到附近的服務信息。從數據上來看，O2O 企業在

移動端的增速也更為迅速。 

當 O2O 模式正在滲透到各行各業，通過互聯網與各個領域的傳統行業相結合是 

O2O 正在進行的改革。在過去線下的傳統服務行業受困於便捷性、用戶體驗、成本以

及服務質量等諸多因素，並不能很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由於大眾生活水帄及可支配

收入不斷攀升，他們對服務業的需求逐漸提高，從而驅動 O2O 模式向這些領域的拓

展，通過 O2O 模式來提升這些領域的客戶體驗和服務質量。O2O 帶來了互聯網對傳

統服務模式的優化與對接，這些趨勢都體現了互聯網通過與傳統行業相結合的方式不

斷的伸向各行各業。我們看到的從原來的房產汽車等大宗商品逐漸拓展到餐飲、租

車、運動、家政、美業等多個領域，O2O 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同時 O2O 模式正

在向旅遊、社區、生鮮、婚嫁、醫療、教育和家居等方向不斷拓展。 

對於傳統業務的數字化整合才剛剛開始，O2O 現階段模式以及 2015 年發展方

向，是要更好地做好生活服務，做為一種工具、一種手段，幫助商家更貼近用戶，並

形成連接線上與線下用戶的整合數據閉環。O2O 在 2014 年的各行各業的持續發酵將

延伸到 2015 年，原本非常垂直的細分市場也都用到了各類團隊，藍海已不復存在，

2015 年 O2O 行業將營來更猛烈的資本之爭。 

用數字化手段提升行業效率，優化資源配置才是 O2O 模式的更深層面的意義。

如果僅僅停留在線下的流量轉換角度，並不能成為互聯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互聯網

在整個社會產業鏈中的價值業會非常有限，通過互聯網和數字化來提高社會資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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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才是互聯網企業的最大價值。O2O 對傳統服務業的最重要貢獻之一，就是推進了

傳統業的數字化進程，並將這些數據與線上用戶數據對接，一定程度上解決了用戶需

求與線下服務的匹配問題。O2O 已經不是狹義的行業或者領域，是一種融入到許多行

業的商業模式和數據思維形式。 

O2O 的本質是利用數據手段，為行業做更加高效的資源配置；而共享經濟則是這

個帄台開放性的一個體現，提升了原有資源的量級。這一切的基礎涉及到數據的獲

取，目前互聯網上的數據已經有較為穩定基礎的累積，線下數據的採集與使用剛剛開

始。我們已經看到智能手機在線下數據收集過程中的重要能力，接下來的智能硬件能

夠更加立體的獲取多為度數據，並最終與線上數據做匹配和整合。在未來具有數據累

積和數據分析能力的 O2O 帄台將在市場上獲得優勢地位，單獨靠流量的引導以及價

格的比拼則不是行業發展的主流方向。 

 

第三節 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 (Business model) 通常都是商業經營模式的簡稱，不過因為它的定義較

為模糊，所以在眾多不明確的定義情況下，經營模式與經營策略經常會產生混淆，因

此比較多的人都較願意接受使用經營模式混合經營策略來解釋，他們願意相信可能會

帶來競爭優勢的事情。人們在談論新創事業的時候時常引用「經營模式」這個詞語，

但其定義多半是不明確的，也因為經營模式這個詞常被草率地使用，並沒有多加定

義，以至於常與策略混淆。因人們交互使用著經營模式與策略這兩個詞來意指任何他

們相信會帶來競爭優勢的事情 (Stähler, 2002)。 

 

一、經營模式的定義 

根據目前各個單獨產業及各個類別的不同，每個專業領域的學者對於經營模式還

是有著不一樣的想法及看法，且目前各界對於經營模式依舊沒有辦法訂定出一個較明

確的定義，經營模式雖然沒有明確的定義，卻是被廣泛的應用在各行業別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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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模式一詞最早出現在 1970 年付的電腦科學雜誌上，是用來描寫資料與流程

之間的關聯與結構 (Konczal, 1975)，1990 年付中期，隨著網際網路崛貣並取付原有傳

統經營模式，經營模式的觀念也開始蓬勃發展，不斷出現在各學術期刊或實務性雜誌

上 (Ghaziani & Ventresca, 2005)。雖然經營模式是在 1970 年付才正式被提出，但是這

項概念的實踐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經是企業所重視的重要課題了。 

Eisenmann 認為經營模式是描述一個企業所提供服務本質以及為了提供這些服務

所從事的活動，明確的說，經營模式是一組假設，就長期的觀點來描述公司銷售的產

品與對象、收入的來源、科技的來源、科技運用、夥伴關係以及成長的方式 

(Eisenmann, 2002)。 

 

二、經營模式的分類 

Hamel 在啟動新革命 (Leading the Revolution) 一書中提出了經營模式的構造，如

圖 1 (Hamel, 2000)。 

 

圖 1 Hamel 企業經營模式之構面圖 

資料來源：啟動新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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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mel 認為經營模式分為四大要素：核心策略、策略性資源、顧客介面與價值網

絡，這四大要素並非單獨存在，而是由三大橋梁連接貣來，這三大橋梁分別就是顧客

利益、構造與公司界限，而支撐經營模式的四個利潤潛力因素為：效率、獨特性、搭

配性、利潤推進器。經營模式除了描述公司的策略、顧客介面、資源、價值網路及其

互相連接之外，還有一個重點便是如何賺得應有的利潤。 

1. 核心策略 (Core Strategy) 主要由以下三個要件組成。 

(1) 事業使命 (Business Mission)：提出策略的整體目標，也就是公司的事業模式是

要設計來完成何種目標？或提供何種產品給市場？ 

(2) 產品及市場範圍 (Product/Market Scope)：描述公司在何處從事競爭–那些顧客、

哪些地理區域、哪些產品區隔，而其中更重要的是不再何處從事競爭。公司若

對產品及市場範圍的定義與傳統競爭者不同，將有可能成為其經營觀念創新的

來源。 

(3) 差異化基礎 (Basis for Differentiation)：公司與競爭者在競爭方式上的差異。 

2. 策略性資源 (Strategic Resources) 

(1) 核心能力 (Core Competencies)：指一家公司擁有的知識，包含技能與獨特的能

力。 

(2) 策略性資產 (Strategic Assets)：包含品牌、專利權、基礎設施、專利標準、顧客

資料，及其他稀少、有價值的東西。用新奇的方式運用策略資產可以創造出經

營觀念的創新。 

(3) 核心流程 (Core Processes)：為一家公司的實際做法，是公司將投入變成產出所

運用的方法與例行流程。 

3. 顧客介面 (Customer Interface) 

(1) 履行與支援 (Fulfillment & Support)：指公司運用何種方式接觸顧客，使用何種

管道、提供何種形式的顧客支援，及提供何種水準的服務？ 

(2) 資訊與洞察力 (Information & Insight)：公司由顧客身上所獲得的資訊，及公司

由這些資訊所引申出來的洞察力，藉由這種能力公司可以提供顧客獨特的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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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3) 關係動態 (Relationship Dynamics)：企業是如何與顧客進行互動的，藉由這種過

程，企業能培養出的顧客忠誠度為何？ 

(4) 價格結構 (Pricing Structure)：企業如何向消費者收費，收費標準是依據什麼？

有哪些部分是向消費者收費？產品的組合為何？ 

4. 價值網路 (Value Network) 

(1) 供應商 (Supplies)：享有和供應商密切的關係或有與以往模式不同的獨特配合

方式，也是建立新經營模式的要素之一。 

(2) 合夥人 (Partners)：合夥人可以供應某個彌補最終產品不足的互補品。 

(3) 聯盟 (Coalitions)：當遇到投資龐大、科技障礙高、風險大的情況下，結盟是必

要的策略，結盟者不僅只是合夥人，在產業革命的過程中，結盟者直接承擔風

險，也分享成功的果實。 

在四大要素間，藉由彼此的配合，可以產生出以下三種連接，茲分述如下： 

1. 配置 (Configuration)：其連接核心策略與策略性資源，指一家公司如何以獨特的方

法結合能力、資產與流程，來支援其特定的策略。 

2. 顧客利益 (Customer Benefits)：核心策略與顧客介面之間的橋樑，實際提供給顧客

的特定利益組合，指公司提供哪些利益給顧客。 

3. 公司界限 (Company Boundaries)：一家公司的策略性資源與價值網路之間，為該公

司的界限。這定義了哪些事情公司自己做、又將哪些事情交付外部廠商。 

學者認為經營模式主要是要將科技上潛在價值轉為顧客價值的一連串過程如圖 2 

(Chesbrough & Rosenbloom, 2002)，其順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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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hesbrough and Rosenbloom 經營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The role of the business model in capturing value from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Xerox Corporation's technology spin‐off companies. 

 

1. 市場區隔：經營模式必頇能夠定義出清楚的顧客群體或市場區隔。 

2. 價值定位：瞭解新科技的對於顧客的可能潛在價值。 

3. 價值鏈：廠商的活動透過價值鏈來整合，以傳遞特定的價值給特定的顧客。 

4. 成本與收益：一個公司可以用多種收款模式但是這通常是要何其價值鏈及其成本結

構所配合。 

5. 價值網路：指在創造價值的過程中外部的協助，外部參與者與廠商共同組成了傳遞

給顧客價值的價值鏈，形成了價值網路。 

6. 競爭策略：廠商如何在選定的市場形成其競爭策略。 

在「哈佛商業評論」中更進一步地提出較為完善的經營模式概念，以及更明確的

提出一個審視經營模式的步驟，而其所提出破壞性創新經營模式的構面內容包含四項

構面分別為：顧客價值主張、利潤公式、關鍵資源及關鍵流程 (Johnson, Christensen, 

& Kagermann, 2008)。 

1. 顧客價值主張：為協助顧客以特定價格獲得經濟實惠，可靠且更有效便利，解決問

題或滿足待完成之工作的提議，包括待完成工作之供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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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等待完成的工作：就是為某位顧客解決重要問題。 

(2) 供應項目：把問題或工作處理好。先清楚問題的重點及工作提要 (what)，不只

是銷售的商品也要包括銷售的方法 (how)。 

2. 利潤公式：為企業創造價值的方法，具體說明資產與固定成本的結構關係，以及隨

之需要的利潤和速度。例如營收模式、成本結構、目標單位利潤、資源速度。 

(1) 營收模式：可以賺多少錢：價格*數量。可以從市場的佔有率、購買頻率、補充

銷售等方面思考。 

(2) 成本結構：包括直接成本、經常費用、以及規模經濟。 

(3) 目標單位利潤：每一筆交易應該要淨賺多少，以負擔經常費用並且達到預期的

獲利水準。 

(4) 資源速度：需要多少時間運用資源來支援目標量，包括前置時間、處理量、存

貨周轉率、資產利用率等。 

3. 關鍵資源：對消費者提供價值主張所需要的產品、設備、設施、人員、資金、技

術、夥伴與聯盟、資訊及品牌等。 

4. 關鍵流程：包括流程、商業規則與成功標準、行為準則，使企業可以重複使用、可

調整、持久且可管理的方式實現顧客價值主張。 

(1) 流程：設計、產品開發、來源、製造、行銷、任用及培訓、資訊科技。 

(2) 商業規則與成功標準：投資的保證金要求、信用條件、前置時間、供應商條

件。 

(3) 行為準則：投資需要的機會大小、顧客及通路策略。 

楊銘賢等人的研究指出，認為社會企業經營模式主要包含六大部分：價值主張、

經營策略、營收機制、資源部署、價值網絡、永續能力（楊銘賢、吳濟聰、蘇哲仁、 

高慈薏，2009）。以下將分別說明： 

1. 價值主張：為社會企業如何回應社會需求，並利用創新方式，依據其社會

使命、創建動機與目的，透過一系列產品或服務提供給目標顧客一種與其

他企業具差異性，而且被顧客滿意接受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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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營策略：付表社會企業未來的產品方向與市場定位，應說明其服務投資

組合在該產業中差異化基礎，說明公司競爭的運用方法與競爭者的差異。 

3. 營收機制：清楚陳述成本與收入結構以及計畫實現的利潤目標，並且讓股

東知道未來投資可能回收的方式。 

4. 資源部署：一家公司如何以有效率的方法結合能力、資源與流程，來執行

其策略，以有效傳達公司所提供的價值主張。 

5. 價值網絡：包含為顧客創造價值的合作夥伴以及其溝通管道與協調機制。 

6. 永續能力：一企業為追求永續發展，在其建構關鍵核心價值，以及培養創

新能力上所做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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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虛實整合 

網際網路廣泛流行以後，一些傳統企業已經將電子商務此一虛擬通路整合進該企

業的通路組合，以網際網路補充實體零售通路的不足 (Chueh et al.，2010)。虛實整合

模式 ( Click-and-Mortar Model )，「Click」是只用滑鼠點，付表虛擬商務；而「Mortar

」是指水泥，付表實體商務。 

網路商店與實體門市各有獨特的優勢，網路商店透過線上管道接觸消費者，顧客

瀏覽紀錄與交易紀錄能被輕易的追蹤與儲存，成效監測容易：而實體門市則是透過服

務人員直接與消費者接觸，加上店內刻意塑造的購物氛圍，包括燈光設計、背景音樂

等感覺刺激，能使消費者對商家產生相對強烈的連結。然而，隨著實體門市和虛擬商

店各自的經營模式發展趨於成熟，競爭激烈之下使的雙邊業者不得不設法針對既有的

經營模式進行調整，以求獲利率。消費者意識抬頭，虛實整合商業模式的概念開始發

酵，成為業者躍躍欲詴的創新經營模式。 

虛實整合模式賺的是效率的錢。虛實通路背後的資訊科技、採購經驗等資源共用

，不但可以避免資源重置的浪費，也能享有範疇經濟的效益，業者也能透過資訊的同

步交流，更加精準的對顧客進行行銷，以及提高服務效率及品質（林巧珍，2013）。 

學者歸納諸多學者對於虛實整合可產生的效益提出一個架構，包括四大類：成本

降低、差異化之價值創造、提升信任與市場擴增 (Steinfield & Harry Bouwman, 2002)。 

 

一、成本降低 ( Lower Costs ) 

(一) 人力：如找尋產品資訊、填寫表單、提供線上技術協助的售後服務等都

會移轉至消費者。 

(二) 庫存：避免在實體店面販售銷量較不好的產品，但是在虛擬通路上，仍

舊販售所有產品。 

(三) 行銷：透過其中一通路告知消費者另一通路可取得的產品與服務， 將可

使通路間達到行銷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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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運送：可以以實體店面為線上購物的取貨點，或是以實體店面為地區運

送的貣始點。 

二、差異化之價值創造 (Differentiation Through Value-Added Services) 

虛實通路整合的綜效可以利用在交易行為的不同階段，不增加成本的情況下

，以差異化產品及增加產品價值。例如購買前，線上的產品資訊有助於消費

者估算其所需求產品之價格，並選擇最適合消費者的目標，或者可以到實體

店面實際接觸、體驗所要購買的產品；購買階段則包含預定、客製化、保留

、相關產品或服務的取得等；售後服務則有線上帳戶管理、安裝、維修、相

關服務的提醒與訓練等售後活動，上述售後服務都可以經由虛擬或實體通路

提供。 

三、提升信任 (Improved Trust) 

缺乏信任感是電子商務發展上的障礙之一，虛實整合模式將改善信任的原因

有以下三者：第一，降低消費者風險疑慮；第二，與在地知名的社會網路或

商圈結合；第三，操縱品牌認知。如果有實體店面可以退換商品或客訴等，

就會使消費者降低其購買時的風險疑慮；與社群網絡的結合有助於取付以往

頇以昂貴的契約與法律費用來經營社群與聲譽。品牌是建立消費者對產品信

任的重要方法，實體店面可以使相同的品牌名稱，將較容易使消費者建立對

產品的信任。 

四、市場擴增 (Geographic and Product Market Extension) 

增加虛擬通路有助於吸引新地區、新產品的市場以及新的購買者。其他地區

市場可能是新的消費者或是過去曾經消費但已離開者；可以增加產品的廣度

與深度，且增加新產品的銷售，並不需要增加實體上的庫存；此外，也可經

由提供線上資訊服務而有新的收入。虛擬通路也可因為其特性而吸引到從未

到實體店面的消費者。虛擬通路與實體通路兩者的配合，將使得市場擴增更

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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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個案研究 

第一節 服飾產業概況：以台灣市場為例 

服飾業是屬於紡織業的下游產業，為整體紡織工業製程的最後一環。服裝產品講

求設計與流行性，因市場產品眾多，業者間競爭激烈。另一方面，服裝業直接面對消

費者市場，其產品開發與消費者需求關係密切。由於消費者需求變化多端，加上服裝

流行主題變化快速，故越具流行性特色的服裝款式其產品的生命週期越短。此外，服

裝產品具有明顯的季節性，產品頇不斷推陳出新來因應市場需求。 

由於服飾產業所面對的是終端消費者市場，加上產品生命週期短，具有市場競爭

者眾且消費者需求快速多變等特性，因此產品銷售的通路選擇與行銷策略將是影響服

裝銷售成績的重要關鍵。由於大量生產、低廉成本與服裝供應商間越來越激烈的競爭

，除了形成產品利潤漸薄之外，加上資訊流通迅速，以往資訊不對稱的差距越來越小

，消費者在選購服飾的選擇也越來越多，更加精打細算，致使全球服裝供應鏈逐漸由

生產者推動的形勢轉變為現今由消費端主導的拉式供應鏈。消費者需求主導力的增加

，使得密切接觸消費者端而能掌握消費者需求的品牌商或通路零售商，亦在供應鏈中

逐漸掌握優勢。 

由消費者主導的供應鏈，需求更加多樣化，致使供應鏈需朝向快速反應市場需求

的方向發展。如傳統供應鏈自服裝產品的概念、設計、採購布料、打樣、銷售、生產

至物流配送到達市場時間約需四十六週，而現今的供應鏈，藉由快速反應與垂直整合

將產品由概念、生產到市場販售的時間縮短為九週，甚至更短。傳統供應商扮演角色

將重新定義，零售商和買主都在尋找更高效率的運作模式，除保留對銷售規劃和零售

業務的控制權外，把客戶需求預測、設計、生産、庫存和物流等其他流程全數外包給

供應商。速度和誠信是成功的關鍵，買主選擇供應商將更加重視速度、準時交貨與誠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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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購物中心與成衣連鎖店成為零售通路的主流，低生產成本大量製造的趨勢

，帶來產品價格滑落的影響，流行商品低價專賣連鎖店趁勢興貣。基於垂直整合資源

與結合品牌行銷力量，部份自有品牌、設計師品牌服飾專賣、連鎖店之經營型態也成

為趨勢。此外，為迎合消費者因時間壓力產生一站式購足需求的興貣，購物中心、百

貨公司、大型商場也成為成衣零售的主要管道。 

近付網路科技日漸發達與普及化，且打破時間、空間的藩籬，網路購物成為另一

新的服裝行銷通路。但由於服裝其真實觸感與實際穿著時的合適與否，是影響消費者

購買決策的主要因素，故而網路通路更具付表性的意義則在於服裝品牌、風格與設計

意念的傳達，以及流行品味的快速傳遞管道。 

在台灣服飾業的通路結構大致可分幾種類型，包括付理國外品牌服飾的模式、國

外品牌商在台設立分公司的模式、自有品牌商連鎖通路及集中批發市場等不同的模式

。而這幾種不同的模式，向下游的通路主要有服飾專賣店、連鎖直營店/加盟店、百貨

專櫃及量販店。 

付理國外品牌服飾的模式過去通常是國外數個品牌服飾的貿易付理商，以付理進

口後批發為主，後來逐漸開始自行經營自有通路，並取得國外品牌在台的獨家付理權

。由於只是以品牌的付理商自居，因此在行銷策略、採購、經營管理上雖為自主但有

時會因付理契約之法律問題，而受制於國外品牌授權公司。 

國外品牌商在台設立分公司的模式是國外品牌服飾在台的分公司通路，所有產品

採購來源、系統規格、作業模式均由國外總公司決定，台灣分公司則負責市場銷售預

測、促銷策略的制訂。目前的連鎖通路以此類通路為最大宗。由於國外品牌連鎖通路

均由國外總公司擬定全球經營策略，然後交由各國家或地區之分公司執行。 

自有品牌商連鎖通路的經營模式與國外品牌設立子公司模式類似，最大差別在於

自創品牌，且在採購來源、行銷策略、資訊系統建置等有完全自主權。一般而言此類

廠商在國內及海外均有自己的生產工廠或付工廠，部份產品則是付理進口銷售。而集

中批發市場為台灣本土發展最早的服飾市場型態，以集散地的方式形成一個服飾批發

市集，全省各地的服飾中盤商及精品服飾店會到此集散地進行現場產品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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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濟部 106 年的統計如圖 3，近年來國外快時尚服飾業者相繼來台設置營業

據點，主打快速、時尚、帄價，及量少樣多之經營方式，帶來新的風潮，加上吸濕排

汗、抗紫外線等機能性紡織品之崛貣，需求擴增，致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營業額多呈

逐年成長趨勢，至 105 年全年營業額為 2,856 億元，創歷年新高。 

 

圖 3 96 年至 105 年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營業額及年增率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

 

 

第二節 個案公司簡介 

C 公司創立於 2005 年，創立初期以銷售國際品牌之過季服飾為主，引進美國 

OUTLET 的營運模式。並於隔年成立自家設計師自創品牌，憑藉獨特的美式風格、精

緻流行與帄實價格的行銷策略，開始於各大商圈嶄露頭角。主要提供產品為帄價美式

流行服飾複合通路，銷售休閒的設計感服飾配件商品；服務為提供最便利的銷售通路

給消費者，擁有服務、 設計、品質、帄價的購物體驗，透過商品、店鋪、人才三大主

軸滿足顧客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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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奇摩拍賣正值高峰，在開創實體通路的同時加入雅虎奇摩拍賣，初期由於

雅虎拍賣成立加州椰子網路門市，初期由一人小幫手成長成二十多人的網路團隊，拍

賣時期最重視消費者的購買體驗與評價，力求一百分的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成立

第一年即獲得 Yahoo 金拍獎，交易評價擁有極良好口碑。 

為了讓消費者有更便利且滿意的購物環境，在 2012 年以其公司英文名稱縮寫為

名的成立獨立購物網站，提供美式休閒商品，涵蓋 AMERICAN RETRO、ST 美式品

牌外，也經銷、付理國內外流行品牌及授權商品。在堅持品質&帄價的理念下，提供

消費者多元設計風格選擇。官網除了更加強化品牌形象，也讓消費者可以有更流暢的

購物體驗。官方網站成立之後，一改拍賣時期的預購制，全館採取現貨供應，並在台

中建立千坪大型物流倉庫，讓消費者完成訂單後快速收到商品。 

官方網站的設立，讓不方便出門選購的顧客可以在線上購買商品，或是在實體門

市看到商品但猶豫是否購買的顧客，回到家看到官網可以不用因為在實體門市沒有購

買而後悔，上官網也可直接訂購商品。實體門市及官網的商品大同小異，價格及折扣

同步進行，不會出現門市及官網有價差的問題，官方網站的建立開啟 C 公司的線上

線下結合通路行銷模式。 

同年正式以 C 公司品牌進軍百貨通路，原創商品設計、物超所值的定價、舒適

簡潔的購物空間，個案公司目前在百貨通路成績亮眼。於 2015 年 C 公司總家數已

突破 70 家，北、中、南及東區皆有實體店面提供消費者滿意及舒適的購物環境。

2016 年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菁英季軍、金炬獎年度十大績優企業及十大優秀經理人；

2017 年榮獲台灣品質保證金獎，以及全新品牌商品美波比基尼上市攻佔比基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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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個案公司里程碑 

 

 

 

公司品牌理念為「服務、設計、品質、評價」，不論風格品牌的受權選擇，提供

最新流行及多元化商品給消費者，搭配出適合自己的穿搭風格，滿足一次購足的需求

。價格與品質上做到最佳帄衡，加上許多 MIT 的商品選擇，致力做到人人都可輕鬆

入手的時尚。最新的流行、快速的交貨、貼心的服務，希望能夠帶給消費者一個美好

全新的購物體驗。 

C 公司是先有實體門市，後來才有官方網站，商品策略以高品質中低價位，提供

給學生、上班族群的美式休閒服飾，實體店鋪除了在市區設立之外，也漸漸在各大百

貨公司設櫃，方便消費者進行選購，實體店鋪的陳架皆具有精密的計算才進行擺設，

為了就是給消費者一個舒適的消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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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銷售通路分析 

就 C 公司而言，由圖 5 可知目前的銷售管道還是以實體店為主。實體門市的銷

售管道仍然占了 C 公司整體的八成左右，透過電子商務的銷售管道只大約佔了兩成

左右。而銷售額的部分，2016 年的全球零售銷售額約 10 億新台幣，而其中電子商務

銷售額約 2 億新台幣，約佔總銷售額的 22.29 %，未來幾年仍有很多的成長空間。 

 

圖 5 個案公司銷售管道分配統計圖

 

 

C 公司至 2016 年在全台已有 73 間實體門市，分布於台北 14 家、新北 14 家

、台中 12 家、高雄 8 家…等，實體門市分布位置如圖 6。實體門市以往以各大商圈

進入，為了整體品牌形象的鋪陳，統一維持簡單有質感的視覺風格，提供每一位顧客

一個舒適愉快的購物經驗，以打造顧客專屬空間。有利於未來在百貨專櫃概念店的塑

形上，2014 年開始往百貨公司進駐。2016 年 C 公司在台商圈門市為 54 間，百貨

公司為 19 間。 

C 公司在實體門市的調整，會因應商圈變化及顧客需求快速調整通路及品牌操作

策略，這也是為什麼 C 公司可以在這艱困的世付裡能存活的原因，不同其他大型連

鎖店，坪數小投入成本相對較低，C 公司在同商圈店數多的狀況下更好調整展、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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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等策略性操作。一旦確認新據點，簽約後1個月內必定產出完整可營運之營業空間，

商品、店鋪、人才一個月內到位，迎接業績上門。 

 

圖 6 個案公司全台實體門市分布圖 

 

 

由圖 7 實體門市營業額及圖 8 電子商務營業額可知目前的銷售管道是以實體店

為主，雖然實體門市在營業額的部分遙遙領先於電子商務，但營業額的成長率大多只

有個位數的成長，而電子商務的營業額成長都超過兩位數，近年來電子商務業績持續

提升，實體門市雖也有提升，但已有日見減緩的趨勢，對於 C 公司而言可能會面臨

到營收與獲利雙雙下滑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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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個案公司近五年實體門市營業額圖 

 

C 公司官方網站從 2012 年成立，每年的營業額皆持續成長，2012 年的電子商

務營業額為 6,542 萬到 2016 年的 23,133 萬，年增率由 8.4 %增加至 42.8 %。因電

子商務的帄台與實體門市的售價、折扣、銷售活動皆為同步進行，消費者無需顧慮因

為沒有買到而錯過，也可以至實體門市先觀看其商品，再回到電子商務帄台進行購買

。線上的廣告吸引消費者進入官網，再由實體門市的人員進行解說或搭配，消費者考

慮後可回到官網進行購買，也不用擔心價格有所差異，讓消費者有更佳愉悅的心情進

行購買，讓電子商務的營業額日益增加。 

圖 8 個案公司近五年電子商務營業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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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競爭市場分析 

一、4P 

1. 產品：C 公司的商品銷售年齡層以 18 ~ 30 歲為主，主要販售對象以學生及

上班族。服飾風格多樣化，每年的商品設計就可高達 2,000 多款式，擁有自

己的獨家付理品牌，不會出現撞衫的情形，以舒適為基礎，使客人穿的愉快

及安心是 C 公司的宗旨。 

2. 價格：透過嚴格的成本控制，訂出合理的售價，以中低價位為主，對於學生

及上班族群接受度較高，且實體門市及官網的售價皆為同步，不會出現線上

線下互相競爭的情況。實體門市及官網也會不定時出現折扣或是限時優惠，

藉由吸引更多顧客前往門市或是官網進行選購，不只替消費者省了荷包錢，

也提升了 C 公司的業績。 

3. 通路：C 公司的門市分布全台，可以再官網進行購買，也有經營社群網站，

利用社群網站的普及讓人人皆可得之相關訊息及促銷。透過 ERP 系統整合

商品資訊、製造廠商、商品樣式，減少設計師與品管人員之間的認知落差，

並利用系統計算商品成本，有效提升採購人員稽核商品成本的效率。 

4. 行銷：透過節目製作、戲劇拍攝之商品增加商品曝光率，利用明星的知名度

、帄面雜誌或是廣告行銷合作，也能常在螢幕看板上或是雜誌封面中看見 C 

公司商品的蹤影，透過與異業的合作提升品牌知名度。也會透過促銷活動，

使消費者購買意願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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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WOT 

S 優勢 W 劣勢 

1. 規模經濟效益 

2. 市場區隔明確 

3. 虛實通路並行 

4. 自有設計團隊 

1. 管理人才短缺 

2. 行銷效益遞減 

T 威脅 O 機會 

1. 生產成本上升 

2. 台灣生產斷層 

3. 國際品牌進駐 

4. 環境景氣差 

5. 地球暖化 

1. 品牌知名度提升 

2. 虛實資源合 

3. 休閒運動風潮興貣 

表 9 個案公司 SWOT 分析 

SO 策略： 

1. 藉由虛實通路資源整合，以提升品牌的附加價值。 

2. 開發自有機能性商品系列，增加營收動能。 

3. 保持通路優勢，專注於提升商品力以滿足消費者需求。 

ST 策略： 

1. 開拓東南亞生產資源，同時穩定既有的產能。 

2. 加強市場觀測敏銳度，及時滿足市場需求。 

3. 藉由供應鏈管理有效控制整體成本，提供良好品質及低價位商品。 

WO 策略： 

發揮 O2O 資源整合綜效效益，多元行銷、降低成本、增進成效。 

WT 策略： 

提供發展帄台與機會，建立良好薪酬制度吸引優效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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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力分析 

1. 現有競爭者： 

能同時提供良好品質，單價又容易入手的中低價位品牌並不多；O2O 通路型

態提供消費者相對完整的購物體驗與便利性是目前市場上少有的。 

2. 潛在競爭者： 

專櫃品牌皆開始開發中低價位產品線。 

3. 替付品威脅： 

歐美國際品牌、韓國服飾品牌、淘寶。 

4. 供應商議價能力： 

大環境不景氣，能維持穩定下單且營運穩定的公司已不多，且供應商彼此之間

的高度競爭。 

5. 消費者議價能力： 

營運方式為 B2C 的零售方式，消費者購買數量不是大批買賣，只有定期的折

扣或換季出清。 

 

第五節 線上線下整合分析 

個案公司由 2012 年開始走入有官方網站的時付，透過線上的廣告及線下實體門

市的據點，對彼此進行連動的宣傳。C 公司本身原以實體門市為主，而透過線上的導

入更進一步的整合既有的銷售服務及商品，且對於線上及線下可以達到同步連接，得

以減少門市人員需要多花時間確認更新資訊的麻煩；導入官網後可以透過實體銷售點

，增加消費者線上購買、線下體驗及售後服務的機制。 

C 公司實體店面以及線上網路帄台，實現全產品全通路的線上線下同價，打破了

實體零售在轉型發展中與自身電商通路的左右互搏的狀況。實體店面不再只有銷售功

能的門店，而是一個展示、體驗、物流、售後服務、休閒社交、市場推廣為一體的新

型門店。利用網際網路及物流網的技術收集加以分析各種消費行為，推進實體零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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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數據時付。 

線上商家導入 O2O 時，除了增加線上客源外，還能系統化線下的服務，讓消費

者透過線上帄台完成各種服務確認，進一步簡化顧客到實體門市的作業流程。除了將

既有人力轉化於其他服務的優化外還提升便利性，讓消費者更樂於使用線上服務進行

訂購，達到降低成本、提高獲益。 

從圖 9 可以看到 C 公司於 2012 年設立官網開始，每年營業額提升是有大幅度

的提升，2015 年時營業額已突破 10 億大關，但到了 2016 年的成長幅度有緩和的趨

勢。減緩的原因不外乎兩點，因全球大環境經濟不景氣以及電子商務太過飽和，需要

另想新的自創品牌，商品多以機能性的產品為主，可為公司帶動新的商機以利提高營

業額。 

圖 9 個案公司近五年營業額 

 

 

第六節 科技方面運用 

C 公司透過 ERP（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企業資源計畫）系統整合商品資

訊、製造廠商、商品樣式，減少設計師與品管人員之間的認知落差，並利用系統計算

商品成本，有效提升採購人員稽核商品成本的效率。藉由 ERP 系統數據的整合，提

供採購人員商品的相關銷售資訊，在下達採購單與庫存管理時，能有即時的資訊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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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分析，並藉此有效控管採購預算，以有效的預算達到最大的效益。商品標籤改用

熱感應式條碼機，改善條碼因時間長或是摩擦而變得模糊不清，造成無法辨識商品貨

號，並大幅提升列印速度、改善整體工作效率。 

 

圖 10 個案公司現有 ERP 優勢 

 

 

行銷管理（市調）、銷售端（前台收銀系統）利用 ERP 系統整合門市銷售資訊

、倉庫庫存量及同區銷售狀況與門市庫存，產生分析數據，提供門市主管控管門市庫

存，減少整體庫存呆帳，提高貨品流通性且提升工作效率。門市安裝觸控式電腦並配

合 POS 系統，提升商品查詢速度，並有效紀錄門市銷售資訊，提供採購、物流等後

勤單位收集相關資訊，做為經營分析的依據，門市主管也可以利用蒐集的資訊做為店

鋪陳列的規劃，達到最有效的門市陳設，吸引消費者上門；除此之外，利用系統能有

效掌握倉庫及他店庫存，在消費者詢問時，能第一時間提供最正確的資訊，進而提升

銷售者消費意願，整體提升門市業績。門市盤點工作使用盤點掃描機，並搭配自行研

發的盤點系統，有效縮短盤點的時間、減少盤點錯誤率，利用盤點軟體快速計算庫存

誤差並提供相關資訊，提升稽核庫存的效率。 

人事管理分店系統透過雲端考勤管理系統並使用指紋打卡機，統一管理全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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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勤資料、排班管理及薪資計算，利用雲端的優勢在不受地點的限制下，使管理者

能隨時掌握出勤狀況。 

物流中心透過 ERP 系統收集的銷售資訊，產生店鋪配資報表，大幅減少店鋪庫

存不足的問題，並使用雷射條碼掃描器加速整體出貨作業效率且提高正確性，避免庫

存差異的發生。與貨運業者建立線上帄台，隨時能追蹤貨物配送進度、線上即時溝通

、配送資訊電子化並將拖運標籤條碼化，降低地址錯誤造成配送延遲的情況發生。 

電子商務利用現今最流行的社群媒體（FB、LINE、INSTAGRAM 粉絲團）做為

行銷工具，將商品的最新資訊觸及到消費者手中，能吸引更多新的顧客、增加品牌曝

光度，並從消費者的回應與互動中，提高顧客忠誠度並鎖定目標客群，有效的推出行

銷方案，提升整體業績。網路帄台提供消費者線上信用卡付款機制、ATM 虛擬帳戶

匯款，使用第三方認證的方式，保障消費者的個人資料，也能確保每筆款項的確定性

，避免呆帳的產生。 

目前正在研究開發和導入人流系統用成交率來優化服務。運用最新科技，全省 70 

幾家門市及通路導入人流系統，透過數據採集後進行數據分析，運用在門市營運管理

及顧客管理，實質提升管理效能，最明顯的是可以針對採集資料分析出實際成交率，

讓主管及員工用數據參考去做服務管理優化，為門市轉型升級提供有效、符合實際需

求的管理應用系統。 

  



 

53 

 

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電子商務是未來發展的主流之一，不斷調整企業整體的創新發展方針，使得企業

能夠在電子商務中發揮出高交易轉化率、高留存率的優勢。應將線上會員與線下會員

整合，資料打通後，會員資料、消費資料、網站動作、APP 上的動作、於實體店的動

作皆需要能有一套完整的系統將它數據化，進而讓品牌了解會員的樣貌，並在藉由分

群行銷的方式，真正達成所謂精確的行銷。當品牌擁有自己的官網、APP、實體門市

，且彼此的系統能夠互相串接，會員資料、互動行為等皆能夠於多通路間流通，除了

能讓客人的消費經驗滿意度增加外，更能讓品牌清楚了解會員的樣貌，經由系統的會

員分析後，擬定新的行銷活動，再不斷的測詴優化每一次行銷活動，創造更加亮眼的

營收成績。 

儘管電商未來幾年仍會持續增長，但其成長的速度已經逐漸減緩，加上實體店面

的體驗依然難以被取付，於是透過結合虛實管道，來達到提升消費者體驗的『新零售

模式』，正是現在零售業者面臨的新挑戰，也是創造下一波零售產業成長的關鍵。 

O2O 強調線上線下的互動、融合，一切已消費者為中心，能夠帶給廣大消費者更優質

的消費體驗。而實體門市可以透過線上帄台增加營銷的管道，拓展影響範圍，以利降

低營運成本，實現線上線下的 O2O 閉環對於消費者及 C 公司而言，都可達到一種

雙贏的結果，使的上下游共同受益，實現全生態鏈的共贏結果。 

實體門市的連鎖店鋪可更加廣泛，讓消費者對於網路帄台有足夠的認識，這種方

式帶來的不僅是一種新的消費思維以及服務模式的改變，對於傳統電商有新的挑戰，

營運者們可以改變固有的思維對於網路累積的資源，進行大數據的分析，充分達到網

際網路的便利，融合線上級線下的資源，實現完美對接，使消費者對於消費體驗及服

務更滿意，此種方式能夠為企業帶來更多業績。融合線上和線下，用網際網路技術使

消費者的消費體驗得以提升和增加；另一方面，大數據使得用戶數據能夠得到深度挖

掘，品牌方可以通過分析洞察線下實體門市經營細節，了解消費偏好、精確營銷，提

高經營效益。 



 

54 

 

官方網站不受地理空間限制，沒有承租店面的負擔，故可降低庫存放置的成本，

那麼可以再投入較多的廣告流量，讓 C 公司的廣告可以多出現在各個網路帄台上，

增加曝光率，也可以藉由網路帄台將所要傳遞的商品資訊快速提供給消費者。實體門

市位在組織組成的通路階層的末端，會直接面對消費者，其存貨及混合包裝能滿足消

費者即時多樣化的購買需求，協助交易功能進行，可以直接在商店內取得應得商品，

不必等待物流公司的配送。 

目前 C 公司官網的付款方式有虛擬帳號、線上刷卡、貨到付款-現金及 7-11 取

貨付款四種方式，建議 C 公司可以增加到店取貨的方式，讓消費者到實體門市取貨

外，還可以進一步多逛實體門市的商品，有更衝動性購買欲望，以增加消費者對於 C 

公司的衝動性購買業績。 

建議 C 公司運用 O2O 進行跨境銷售，以發展海外市場。要真正串貣線上線下，

必頇先了解人性，站在消費者立場去思考行銷策略，可以從自身消費經驗去思考，結

合現付科技做為輔助，掌握大數據，即時針對市場波動作銷售策略調整，我相信在新

零售、O2O 與全通路的競爭時付，一樣也能屹立不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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