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網路行銷人來瘋
網路商店不像實體商店有真的廣告招牌，如果只花了
重金裝潢網路商店的門面，或許來造訪的人數將遠遠
不如預期，問題就是還要搭配宣傳、廣告、網路行
銷，才會快速又有效地讓網站曝光、吸引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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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網站曝光的重要

無論選擇哪種網路開店方式，當我們辛辛苦苦地開店了之後，如何吸引客戶上門參觀

瀏覽，進而掏腰包購買商品，帶來實際獲利，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是開設虛擬性質的網路商店，如果只是默默在網路上開張，即使是住在隔

壁的街坊鄰居，沒有透過大肆宣傳、奔相走告或是口耳相傳，可能到了明年春暖花

開時，大家仍不知道我們開了一家網路商店，更遑論沒有上網習慣的人。網路商店沒

有實體店面的活招牌當廣告，如何把網址傳出去讓大家知道，將是開店經營的極大要

點，也就是增加網站曝光度與能見度。

另外，建議再配合商品促銷觀念，藉此衝高網站點閱率，甚至可以吸引會員加入與買

氣，例如：憑折價券購物享現金抵扣、全館滿千送百、商品全面買三送一、商品整點

下殺、限時搶購優惠、相同商品第二件半價、加入會員送贈品、填寫問券也送贈品、

參加線上投票再送贈品、A+B 方案商品優惠或是紅配綠商品折扣...等等。

愛分享 
台灣美食出國比賽

台灣本土發明的珍珠奶茶最近飄洋過海地進攻英國倫敦，一家名為「Bubbleology 」

販賣珍珠奶茶的飲料店，在當地造成極大的轟動與迴響。另一項本土美食：刈包，則

被引進到美國紐約，一個年輕華人在郊區開了一間名為「Baohaus」的刈包專賣店，

竟意外在當地開拓出很好的業積，甚至還開了分店！

除了商品的新鮮感與特殊性，也必須拜各大媒體與網路爭相報導之賜創造許多話題。

cc Bubbleology (www.bubbleology.co.uk) 與 Baohaus (www.baohausny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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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行銷種類

把網站宣傳出去、讓網站曝光，是新店營運之後最重要的課題。我們把這種推廣網站

的方式，稱做行銷，種類非常多樣化，也有很多理論，可以參考如下的整理與說明。

傳統行銷

傳統行銷方式包括：發放傳單、交換名片、電話行銷、簡訊行銷、贊助活動刊登、拉

舉廣告布條、機車檔泥板廣告、公車外部車體看板 / 車內多媒體視訊廣告、遊覽車休息

時間叫賣行銷、戶外電視牆廣告、電梯廣告、郵購刊物廣告、電台廣告、購物台、有

線 / 無線電視媒體、親朋好友介紹...等等。

傳統行銷方式通常需要直接面對人群，甚至要進行陌生拜訪。除了要注意自己的儀

容、訓練自己應對，更要有亂槍打鳥的勇氣與守株待兔地的耐心，比較適合實體商

店。雖然傳統行銷中的電視廣告其曝光效益雖大，不過所費不貲，需要考量。原則

上，無論選擇哪些傳統行銷方式，都仍有其基本盤與客層，如果時間與經費許可，都

可以嘗試而不要輕忽。

愛分享 
不太一樣的廣告行銷

大家應該看過公車的車身廣告，沒想到現在有一家行銷公司竟以機車檔泥板當作廣告

行銷的載體，下次看到前方機車的擋泥板不是偶像照片而是廣告可不要太驚訝喔！

您也許習慣在街頭收到面紙傳單，不過現在各個派報社又多了一種服務：定點舉牌。

這個方式是以人工佇點舉著廣告牌，可以靈活調度，也可規避違法廣告取締。

cc 達樂斯網路行銷 (www.dollars99.com) 與 我愛你派報 (www.pp88.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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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行銷中除了面對面接觸銷售商品外，電話行銷與簡訊行銷已成為企業近十年來應

用於銷售產品的新寵兒。不僅可以節省人力資源的限制，維持原有客群並拓展潛在巿

場，所以深受許多公司喜愛。

愛分享 
完全免費又不限通數的手機簡訊軟體誕生

除了國外的 What's App 與 Line，目前也有國內業者，開發出完全免費的手機簡訊軟

體，只要發訊者與收訊者雙方都使用智慧型手機並於指定系統平台下載，安裝該軟體

並透過申請與驗證之後，就可以免費傳訊。

1. 31 SMS：除了免費，而且不限通數、還可以群組發送、預約發送、傳遞圖片，並

支援許多國家的電信業者門號 (http://www.31sms.com)。

2. EVERY8D SMS：互動資通股份有限公司也提供類似的免費服務 (http://talking.

every8d.com/introduction/talking_app_a.aspx)

cc 31 SMS (www.31sms.com) 與 互動資通 (www.every8d.com)

網路行銷

網路商店搭配網路行銷，似乎更吻合電子商務的精神。因為使用網路行銷時，藉此管

道得到資訊而前來瀏覽網路商店的客戶，原則上應該是比較習慣於網路購物的使用

者，而對於網站買賣與特性也會比較熟悉和接受，如此已經先對這樣的客戶進行區隔

與分眾，達到集中有效客戶的狀態，而透過這樣資訊到訪的瀏覽者，要成為網路購物

客戶的機率也會相對較大。換句話說，如果利用網路進行網站推廣與行銷，會知道這

個消息而來參觀網站的人，也應該是從網路得知，而這樣也表示該訪客有使用網路的

能力，如此對於網購概念也應該比較容易接受並且可能即時下單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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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商品文案包裝、行銷手法與經驗分享

善用好的行銷方式，可以為網路商店帶來瀏覽訪客，可是要讓訪客變成願意消費的客

戶，主要誘因有：清楚美觀的商品圖片、吸引人的文案、優惠的促銷活動。

商品文案包裝

商品本身的文字敘述也是個學問，早期聽過唐先生的蟠龍花瓶故事，讓我們知道拍賣

網站的重要；大家疲倦、「累了嗎」的時候，可能不是想到咖啡，而是要喝提神飲

料；而在玩線上遊戲時，可能要隨時狂喊：「殺很大」或是「On Line」！

商品描述如果只是平鋪直述地列出品名、顏色、尺寸大小、重量、價格...等等，雖然必

須，不過缺少了一點點的文藝氣息，也降低了感動消費者繼續閱讀的意願。

故事性文案

饒富創意的文案可以改變一成不變的商品介紹方式，加點想像與變化，先對商品的來

龍去脈或是前世今生做點研究，先幫商品來由、歷史說個故事，埋梗鋪陳，再循序介

紹到商品本身的規格，不要長篇闊論，小品即可，保證可以引人入勝。

1. 教材式：當初看到網路販賣「上將梨」，名稱很讓人玩味，以為是和某位將軍有關

的商品，結果原來是該蔬果的產地位於宜蘭三星鄉，好像軍階三顆星的上將，故有

此名，也藉此代表其尊貴地位。沒想到，看了該文案後也順便上了一課，有趣又記

憶深刻，下次去三星買蔥也會想順便買梨，這就是個很好的教材式文案包裝。

cc 三星地區農會 (www.sunshi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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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趣味詼諧式：目前新聞與報導都充滿聳動與腥羶色 (Sensational)，如果從商業角

度來看，適度在商品文案包裝時，加入當前時事、新聞或是流行語，這是無可厚非

的，不過使用的勁道和拿捏，就要留意，以免引起群情激憤而成為攻擊箭靶或是挑

起筆戰；也因此，即時地更新流行資訊，更是相對的重要。

  例如 瘋狂賣客 購物網過去堅持每天只賣一件商品、每天中午 12 點準時把商品換

檔、每天一篇幽默有趣的商品文案，搭配「雜碎袋」商品、「別催我」貨運政策與

「深呼吸」客服政策，看似離經叛道又另類的手法，常常造成網友瘋狂搶購。

 

cc 瘋狂賣客 (crazymike.tw)

圖文並茂的開箱文案 / 勸敗文案

很多有犧牲奉獻精神的網友，對於新品總是願意充當第一批白老鼠，進行購買並測

試，還把自己嘗試後的商品經驗結果上網進行圖文分享。賣家如果可以把這樣的精神

應用到自家商品文案的撰寫上，進行詳細的拍圖與細節展示和說明，相信會讓買家對

於商品的疑惑一掃而空，馬上可以下訂購買。

1. 公正專業式開箱文：原則上這都是網友上來做商品試用後的分享，不太涉及商業性

買賣，不過因為大家的開箱文都是料好實在，衷心建議賣家們多多參考學習。

cc Mobile01 (www.mobile01.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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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天人交戰的勸敗文：有些網站會精挑品牌、堅持嚴選，總會讓人心動進而產生購買

行為。網站內的商品文案其實就是一種開箱文，只是文章最後會加上幾位有力人士

的評鑑分數與該商品的購買連結，所以算是商業性開箱文，也等於是勸敗文。

cc 敗家網 (www.byja.com)

獨特性商品文案

我們之前闡述過，販售的商品必須要品質良好，而且至少要找出一樣與眾不同的地

方，請把握這個特點，在文案中加入這項訴求，很多買家不一定只是考量商品價格，

而是對於商品有某一種堅持，如果沒有具備這個特殊性，寧可不買。

1. 主題式商品：有聽過主題式樂園或是主題式餐廳嗎？如果賣家針對某個主題來販售

該類商品，針對特定需求類型的客群來設計，讓愛好者可以不用尋尋覓覓，直接找

到想愛的商品，而且已經透過賣家的精選，其格調應該也會非常合適。

  例如：Zakka 雜貨網 這個網路商店分成幾個不同專區：趣味雜貨、辦公小物、居家

生活、廚房浴室、個人流行。每個區域的商品小物都很有設計感，之前還有小人系

列與療傷系列，非常有意思。

cc Zakka 雜貨網 (www.zakka.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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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地強調商品：以前常聽到大家購買家電都指名日本品牌、買汽車都偏好德國工

藝。曾幾何時，日常生活的物品，台灣製造已經變成大家所追求，因為手工精細、

用料講究、品管嚴格，所以標榜台灣設計或是台灣製造，變成許多網路商店的特色

與賣點。還有各縣市的特色農產，例如：大甲芋頭、瑞穗乳品、東港黑鮪魚，也常

是商品主打時會強調的在地特色。

  自從由 Lativ 服飾移除台灣產地引起的爭議後，讓人注意到國產服飾的廠商其實不只

一家，也有相同努力奮鬥的在地商家，如 SOFU 舒服 與 我愛衣衫 二家網路服飾店不

僅為台灣製衣打響了品牌，也為商品創造了無限的商機。

cc SOFU 舒服 (www.sofu.com.tw) 與 我愛衣衫 (www.5213.com.tw)

3. 功能性商品：商品如果可以針對某種擾人的狀況，提供良好改善；或是有特殊的功

能性，也是很容易讓人趨之若鶩。

  例如 aPure機能性纖維 網站主的要產品是機能除臭襪，強調能夠解決足部異味的困

擾，如果無效可全額退費。因應目前地球不穩定的氣候所開發的 aPure feHot 系列產

品，最熱銷的即是發熱暖暖衣，讓人在冷冬中有如穿著暖暖包來禦寒。

cc aPure機能性纖維 (www.apur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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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網拍常見問題集

以下收集一些網路拍賣的通則，希望大家可以參考看看。

不要違反網拍規定

網路拍賣雖然仍有規範不足或是較為鬆散之處，不過還是建議各位使用者，先以網拍

平台的明文規定為主，再以個人道德為輔，共同落實網拍的良善立意與維護共享共榮

的精神。

不賣違禁品

曾經聽過一位檢察官的演講，根據他們查獲的網拍犯罪案件統計報告，男生在網拍買

賣時，容易違反著作權法 (例如：販賣盜版光碟)、女生在網拍買賣時，容易違反商標法 

(例如：販賣仿冒包包)，這些本來就被網拍平台所禁止，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試法。

cc Yahoo! 奇摩拍賣的「禁止與限制刊登商品」 
(tw.help.yahoo.com/auct/policy/item/index.html)

cc 露天拍賣的「法令禁止限制規範」 
(www.ruten.com.tw/system/server_center.htm?0006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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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違規不舉報、而是時候未到

很多時候，看到有些賣家違規填寫自己的聯絡電話，或是暗示私下交易，甚至張貼他

人物品企圖詐騙不軌。

雖說可以莫管他人瓦上霜，可是至少自己不要心存僥倖，切勿刻意違規或是明知故

犯，輕則警告，重責停權喔。

cc Yahoo! 奇摩拍賣的「違規刊登行為」 
(w.help.yahoo.com/auct/policy/listing/index.html)

cc 露天拍賣的「拍賣網站政策」 
(www.ruten.com.tw/system/server_center.htm?0006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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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網路安全維護

密碼設定技法

1. 定期變更密碼設定。

2. 不用懶人密碼如生日、身分證字號。

3. 避免使用與其他網站相同之密碼。

4. 請務必留意任何需要輸入帳號密碼之網站。

5. 請勿任意開啟點選來路不明之網址或郵件夾檔，以免被駭客植入惡意程式。

6. 如發現可疑假冒網站或是釣魚網站，隨時進行檢舉。 

個人電腦資料保護守則

1. 定期備份個人資料。

2. 定期更新作業系統修正程式。

3. 安裝防毒軟體並定期更新病毒碼。

4. 啟動作業系統預設防火牆或安裝個人防火牆。

5. 儘量不安裝來歷不明的電腦軟體。

6. 儘量不安裝及使用 P2P 傳輸軟體。

7. 共享檔案資料夾權限控管。

帳號盜用的徵兆

1. 如果會員帳號、密碼沒有記錯，網拍管理後台卻是屢登不進。

2. 避免在網咖或是電腦教室登入後台，很有可能被側錄或是後門程式入侵。

3. 如果沒有違規公開自己聯絡方式，卻於商品拍賣後接到陌生人的匯款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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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網拍通知狀態

如果自家網拍有了任何買賣動靜，希望第一時間就能通知自己的話，可以設定通知狀

態來進行訊息傳遞，這樣也可以隨時掌握賣場情形。

1. 在 Yahoo! 奇摩拍賣設定網拍狀態通知：請先登入 Yahoo! 奇摩拍賣的自家網拍管理

後台，點選 設定事件通知 連結，即可進入細節頁面進行通知事件的設定。

cc 在 Yahoo! 奇摩拍賣設定網拍狀態通知

2. 在露天拍賣設定網拍狀態通知：請先登入露天拍賣的自家網拍管理後台，再點選 設

定拍賣事件通知 連結，即可進入細節頁面進行通知事件的設定。

cc 在露天拍賣設定網拍狀態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