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 
 

本章學習重點：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 

 企業對消費者（B2C）商業模式 

 企業對企業（B2B）商業模式 

 消費者對企業（C2B）商業模式 

 點對點（P2P）商業模式 

 網際網路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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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Goupon團購網站入主地圖日記 

以每日半價團購模式橫掃全球市場的 Goupon 團購網站，2010 年 12 月 1 日入主

台灣第三大本土社群網站「地圖日記」。地圖日記在 2010 年 12 月中前逐漸改名

為「Groupon Taiwan」。未來地圖日記團購網站將以「Groupon Taiwan」的新面

貌出現，將會在台灣大舉招募業務團隊，預計 2011 年第 1 季之前將業務團隊擴

張至 200 人，未來市場將包括台北、桃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宜

蘭和基隆。 

地圖日記成立於 2007 年，2010 年 8 月地圖日記以社群經營的經驗(地圖日記會

員有 120 萬人)，推出每日半價團購的服務「百萬網友團購網」。 

Groupon 於 2008 年成立於美國芝加哥，Groupon 一字則是由「group」與

「coupon」結合而來，也是「團體優惠」之意，每天以低於市價五折的價格獲得

產品或服務，只要當天累積到一定的揪團人數，就可享此折扣優惠。Groupon 販

售的產品也包羅萬象，從餐廳美食、瑜伽課程、到美容 SPA 等都有。 

目前 Groupon 擁有全球超過三千萬的使用者，營運範圍涵蓋歐州、亞州、南美洲

等 35 個國家，已為全球最大的每日半價團購網路公司，也是全球成長最快速的

網路公司。 

Groupon 透過收購台灣團購市場領先者「地圖日記」網站，快速跨足台灣網路，

成為繼 Yahoo!之後，第二個美國大型網路公司直接收購台灣本土網站的大型購併

案。為何地圖日記可以搶得與 Groupon 合作的機會，其實，關鍵就在這「百萬會

員」。 

 

2-1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 

一、基本概念 

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是一系列有規劃的活動，用以從市場上得到利潤。
商業模式是整個商業計畫的核心。 

商業計畫（business plan）是說明企業商業模式的文件。電子商業商業模式
（e-business business model）的目標在於使用和產生網際網路及電子商業的正面效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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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傳統商業模式與電子商業模式 

傳統商務與電子商務有何不同？多數企業在進一步瞭解電子商務內涵，或是利

用電子商務改善企業運作模式及拓展商務之前，往往尚不瞭解企業自身問題之所

在；也就是說，企業往往在解決問題後，尚無法掌握問題核心之所在。 

大部分企業於傳統的商業環境所遭遇之主要議題大致包括下列三項：  

1. 地理環境之區隔：地理環境之區隔造成拓展商業市場之限制，以及市

場中出現同質性過高之顧客與供應商。企業受限於商業地理環境之限

制，買主無法找到合宜之賣主，提供滿意之產品與服務；相對的，供

應商亦無法找到合適之顧客，導致整體經濟資源之錯置與浪費。在傳

統的商業環境中，買賣雙方迫切需要一種發現對方或被對方發現之機

制，因而增加商業交易之機會，然而受限於地理環境之限制，市場中

買賣雙方往往不知對方之存在，而造成行銷上市場及顧客群之區隔。 

2. 企業間聯繫與互動之頻繁：企業許多作業流程中缺乏效率導因於企業

運用人力來管理企業間複雜之聯繫與互動關係，此種管理方式導致企

業間之聯繫變得十分複雜與繁瑣，且易產生錯誤。企業間商務交易之

行為牽涉不同企業以及不同部門間包括訂單、報價、原料購買、製造、

儲放、運輸、發票、會計作業等，細微錯誤之產生往往需要耗費大量

人力與資源加以修改更正，營運效率因此大幅低落。 

3. 充斥過多的產品庫存：缺乏攸關產品各項計畫之能見度與透明度，導

致產品供應鏈中充斥著過多之庫存品，主要原因為供應鏈間之成員無

法瞭解其他成員之營運計畫，導致無法於適當之時間點產生正確之產

品組合與產量。  

電子商務的到來與資訊軟體之應用，從根本上解決了上述傳統商業經營所面臨

的問題。電子商務之使用增加了企業價值鏈間之透明度（Transparency），企業得
以突破既有市場上之限制，利用不同之行銷管道結合商業合作夥伴，將產品推展

至以往無法觸及之市場；同時企業亦得以利用網路之聯結驅動企業間彼此之聯繫

與合作，真正落實商業合作夥伴關係；同時，亦可藉由電子商務軟體大幅度增加

產品供應鏈間之透明度與能見度（Visibility），進而降低生產成本，減少產品庫
存，並藉由資訊之交流，使得企業可隨時掌握產品市場資訊，瞭解顧客需求，以

提高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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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電子商務的使用增加了企業價值鏈間之透明度，企業供應鏈之管理不再侷

限於公司內部之成本降低，而擴展至公司原有之上下游廠商之相互合作。供應鏈

管理使得廠商從原先企業內部靜態的控管提升至動態的管理模式，由於局部化的

管理模式與成本控制並無法有效反應顧客之需要，取而代之的是以顧客價值為導

向之整體供應鏈經營模式，為因應電子商務所帶來之變革，企業必須不斷地取得

及分析既有與可能合作之上下游廠商、資訊科技與公司組織架構，機動調整經營

模式。  

三、商業模式的八個主要成份 

表 2-1  商業模式的八個主要元素 

主要元素 關鍵問題 

1.價值主張 消費者的需求與慾望是什麼？消費者想要怎樣的整體消費體驗？ 

2.收益模式 您(企業)將如何獲利？ 

3.市場機會 您(企業)滿足那一種市場(區隔)，這個市場(區隔)的規模有多大？ 

4.競爭環境 有誰已經存在於您想要加入的市場(區隔)？ 

5.競爭優勢 您(企業)可為這個市場(區隔)帶來什麼特殊的利益？ 

6.市場策略 您(企業)計劃如何滿足這個市場(區隔)需求，並從中獲取利潤？ 

7.組織發展 您(企業)需要搭配什麼樣的組織結構，才能實現商業計畫？ 

8.管理團隊 您(企業)的高階管理團隊必須具有什麼樣的經驗與背景？ 

成功的電子商業的商業模式包括八個主要元素，如表 2-1所示。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一家企業的價值主張是其商業模式的核心。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定
義一家企業的解決方案（產品/服務）如何滿足顧客的需求或慾望。要發展和分析
價值主張，企業必須先回答下列問題： 

1. 為什麼消費者要選擇跟您(企業)交易，而不選擇其他企業？ 

2. 您(企業)提供了什麼其它企業所沒有、或無法提供的服務或產品？ 

由消費者的角度來看，成功的電子商業價值主張包括：產品的個人化與客製

化、產品搜尋成本的降低、價格發現成本的降低、可視的交貨運送流程、簡化的

交易流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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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益模式（revenue model） 

收益模式（revenue model）主要在描述企業如何獲取收益、產生利潤。雖然
目前已經發展出許多不同的收益模式，不過大多數仍離不開下列主要收益模式的

組合： 

1. 廣告收益模式（advertising revenue model）：網站藉由提供訪客內
容、服務或產品資訊，也提供一個廣告場所，然後向廣告主收取費用。

例如，早期的雅虎（Yahoo!）。換句話說，網站之所有人提供了許多
內容與服務以吸引訪客，藉由收取網站上面的橫幅廣告費、固定性按

鈕或其他能將顧客的訊息帶給網站訪客之廣告費收入。 

2. 訂閱收益模式（subscription revenue model）：到網站存取某些資料
並不是完全免費，更確切地說，會員要繳會費以便得到更高品質的內

容。網站藉由提供內容或服務給會員，然後向這些會員收取訂閱費用。 

3. 手續費收益模式（transaction fee revenue model）：消費者依其使
用活動的多寡來付費，各項活動都被量化，然後依其消費的服務量付

款。網站藉由促成或執行交易而向會員或廠商收取手續費用。例如，

電子海灣（eBay）的二手商品刊登費、線上券商 E-Trade收取股票交
易手續費。 

4. 銷售收益模式（sales revenue model）：網站藉由銷售商品、資訊或
服務給消費者從中賺取價差。 

5. 合作收益模式（affiliate revenue model）：網站藉由為「合作夥伴」
介紹生意收取介紹費，或為其帶來任何銷售結果而收取某部份收益。

例如，MyPoints.com就靠著提供特別折扣給會員，藉以撮合合作夥伴
與會員達成交易而獲取收益。有時亦稱為結盟模式：經銷商有一群盟

友，可由他們的網站點選便能連結至該經銷商。 

6. 商情媒介模式：企業蒐集了關於消費者及其消費習慣的寶貴資訊，並
將其販賣給那些需要得知顧客情報的企業，以使這些企業可以藉此進

一步挖掘顧客行為模式及其它有用的訊息來提供更好的商品與服務

給顧客。 

7. 經紀模式：企業扮演市場製造者的角色，將買賣雙方聚集起來，並從

交易中抽取費用。 

8. 經銷商模式：批發商與零售商可在網際網路上銷售商品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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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製造商模式：製造商利用網際網路試著直接與最終消費者聯繫，而不

透過批發商或零售商。 

10. 社群模式：社群是建立在社群的忠誠度上而不是網路流量。其中社群

成員往往已投資在發展社群成員的關係上，這使他們願意常常光顧該

網站，此種社群成員可以是非常好的銷售目標。 

 市場機會（market opportunity） 

市場機會（market opportunity）代表企業企圖進入的交易空間，以及從這個交
易空間中可獲取的潛在利潤機會。交易空間代表一個具有真實或潛在商業價值的

領域。而實際的市場機會則是以企業與其競爭者對的每個市場利基的收益潛力。 

 競爭環境（competitive environment） 

一家企業的競爭環境（competitive environment）代表在同一個交易空間運作，
販售滿足相同或類似顧客需求的產品之競爭者回應。基本上，競爭環境會受到幾

個因素影響： 

1. 這個交易空間有多少積極的競爭者？ 

2. 這些競爭者做的生意有多大？ 

3. 這些競爭者有多少的顧客荷包佔有率？它們的顧客關係程度如何？ 

4. 這些競爭者的獲利程度如何？ 

5. 這些競爭者如何為它們的產品或服務定價？ 

6. 這些競爭者如何為它們的產品或服務行銷推廣與促銷？ 

一般而言，企業可能會面對四種基礎的競爭者： 

1. 慾望競爭者（desire competitor）：意即消費者希望立刻能夠滿足的
其他慾望。例如，同樣一筆錢，消費者可能用來「買一輛交通工具」、

「買一組音響」、「到歐洲旅行」，這三者間就存在所謂的慾望競爭。 

2. 產品類競爭者（generic competitor）：意即消費者可藉以滿足相同
慾望的其他基本方式。例如：若消費者想買一輛交通工具，則消費者

可能會買「汽車」、「機車」、「自行車」，這三者之間就存在所謂

的產品類競爭。而提供這三種產品類的廠商就可視為產品類競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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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產品型式競爭者（Product form competitor）：意即消費者可以藉以
滿足相同慾望之其他產品型式。例如：若消費者已選定要購買自行

車，那麼「三段變速」、「五段變速」、「十段變速」…等產品型式
之間就形成所謂的產品型式競爭，而提供這些產品型式的廠商就可視

為產品型式競爭者。 

4. 品牌競爭者（Brand Competitor）：意即消費者可以藉以滿足相同慾
望之其他品牌。例如：捷安特（Giant）、功學社（KHS）、速立達
（Strida）等。 

 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討論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學者都同意，企業擁有有價值的資
源，可以建立與競爭者一較高下的競爭力，進而達成維持競爭地位的局面。然而，

甚麼是有價值的資源？一般而言可以分成實體資產、無形資產、能力等三大類。

甚麼是實體資產？就是具有有形的土地、廠房、機器、設備等。甚麼是無形資產？

就是商譽、形象、理念等。甚麼是能力？就是企業可以有效配置其資源的一種才

能。 

每一家企業都同時擁有這三種資源，卻不一定有價值，若要讓這三種資源產生

價值，必須比其他競爭者更快速、更直接、更符合顧客意願的去贏得顧客的滿意、

支持與忠誠，讓自己可以在顧客心目中成為更可靠的夥伴，這種信任感可以讓企

業擁有競爭優勢，特別在顧客心理與行為上都可以形成一種競爭障礙。 

 市場策略（market strategy） 

市場策略（market strategy）係指企業將其如何進入交易空間，吸引顧客並從
中獲取利潤的所有方法與細節整理起來寫成的計畫。 

 組織發展（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任何企業都需要一個好的組織結構以有效實行其商業計畫和市場策略。在第一

代電子商業的泡沬化，就是由於缺乏適當的組織結構和企業文化與之搭配，而遭

受嚴重挫敗。 

企業想要成長茁壯就必須有完善的組織發展計畫（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plan），以描述企業要如何整合其所需完成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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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團隊（management term） 

商業模式中最重要的一個執行元素，是負責推動這整個商業模式的管理團隊

（management team）。一個有力的管理團隊可以有效推行商業模式，卻無法拯救
一個不好的商業模式，但他們可以改變這個商業模式，甚至在必要時重新定義這

個商業模式，找尋利基。 

四、商業模式分類的困難 

電子商業的商業模式和其分類有很多種，而且每天還有更多新的商業模式誕

生。這些商業模式的數量只受限於人類的想像力，本書所列出的商業模式絕對不

是全部，只是目前看起來比較重要的而已。至目前為止，仍沒有一種正確的方向

或方式可以完美地為這些商業模式分類。 

五、商業模式的分類 

 以企業內外來分類 

1. 網際網路（Internet）係透過公眾網路網路相連的技術或概念。 

2. 企業內網路（Intranet）是企業將 Internet平台及其技術應用在企業內
部事務的 e化。 

3. 商際網路（Extranet）是運用 Internet平台及其技術與企業的供應商及
合作夥伴等分享資訊的概念。 

 以交易對象來分類 

一般而言，以交易對象來分類，電子商務可分為 B2C、B2B、C2C、P2P等四
種型態： 

1. 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to-Consumer, B2C）模式：B2C 是指企業
透過網際網路對消費者所提供的商業行為或服務，包括線上購物、證

券下單、線上資料庫等應用。這也是最早的電子商務經營模式。 

2. 企業對企業（Business-to-Business; B2B）模式：B2B主要是指企業
間的整合運作，如電子訂單採購、投標下單、客戶服務、技術支援等。

一般來說，B2B佔整個電子商務市場中交易金額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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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to-Consumer, C2C）模式：係在電子商
務交易中，由消費者直接與消費者交易。C2C主要是為消費者之間自
發性的商品交易行為，例如一般個人式的拍賣網站或二手跳蚤市場等

應用。 

4. 個人對個人（P2P）模式：係在電子商務交易中，組成份子主要以物
易物的方式來交易。 

這四類或多或少會有重疊，但基本上的定位及運作方式有所差別；B2B 重視
的是「關係的建立」，例如：電子訂單採購是要跟企業往來的廠商或商業夥伴合

作；而 B2C及 C2C則是一視同仁，不需顧慮交易對象是誰，反倒是「交易安全及
身分驗證」比較重要。 

2-2 企業對消費者（B2C）商業模式 

Laudon & Traver (2004)認為主要的 B2C商業模式，包括有： 

1. 入口網站（Protal）：例如美國線上（AOL）、雅虎（Yahoo!）、網
路家庭（PChome）、蕃薯藤（yam）、微軟的 MSN等。 

2. 電子零售商（e-Tailer）：例如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邦諾書
店（Barnes & Noble）、沃爾瑪（War-Mart）等。 

3. 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例如華爾街日報的線上新聞
（WSJ.com）、哈佛管理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CNN
線上新聞（CNN.com）等。 

4. 交 易 仲 介 商 （ transaction broker ） ： 例 如 E-Trade.com 、

Ameritrade.com、Schwab.com等線上券商。 

5. 市場創造者（Market Creator）：例如 Priceline.com、eBay等。 

6. 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例如 104人力銀行、1111人力銀行。 

7. 社群提供者（Community Provider）：例如愛情公寓（i-par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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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口網站（Portal） 

入口網站（portal site）就是到其他網站的轉介站，通常它們都會提供搜尋引
擎讓你找到想要去的地方，現在大多數的入口網站都致力朝目的網站（Destination 
Site）邁進，因為廣告主若知道顧客在網站上待上一段時間，而非只是經過入口網
站，廣告主則願意支付較高的廣告費用。入口網站提供了搜尋引擎服務、免費電

子信箱，以及包括新聞、財經、求才、購物等各式各樣的內容服務。 

入口網站幫助人們自行尋找他們所需要的資訊，卻也不只是一個幫助使用者在

網際網路上更為方便的工具。入口網站即為一般網際網路使用者一登上網路首先

接觸的網站。綜觀國內各大入口網站，可以發現彼此間差異性實在不大，因此如

何在浩瀚網海中脫穎而出，與其網路品牌經營與品牌定位有很大的關係，網際網

路使用者對於國內入口網站的品牌定位，乃根據其本身的使用偏好程度與網站品

牌的國際化程度所產生的。入口網站的日漸普及與市場新利基的建立，使得上網

者對專業化網站的需求提高；而配合新行銷時代的來臨，新科技行銷已從以往的

大眾行銷走向一對一的個人化行銷，在網際網路發達，且入口網站百家爭鳴的背

景之下，如何提高會員註冊率，與如何保留住已註冊的會員，是網站經營者所需

考量的兩個重要課題。 

基本上，入口網站須具備以下之特性： 

1. 具大量顧客基礎 

2. 顧客對品牌信任 

3. 具行銷能力 

4. 具管理合作夥伴能力 

5. 具資訊技術經驗 

6. 具創新力 

7. 須承擔風險 

二、電子零售商（e-Tailer） 

線上的零售商店一般稱為電子零售商（e-Tailer），其有著各種規模和型態，
大至亞馬遜網路書店（Amazon），小至有網站的地方性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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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電子零售商的「陣亡率」超過三成。資策會 MIC比較 2003、

2004年的電子商店家數，前三大「陣亡」類型為美容保養、3C 與花卉藝品，陣亡
率分別為 45%、43%與 38%。相較之下，旅遊與票務陣亡率較低。 

資策會 MIC 研究發現，電子零售商有兩極化的趨勢，規模大、有網路品牌者
逐漸拓展實體通路，邁向虛實整合。而規模小的業者積極運用網拍通路，希望以

網拍流量帶動營收，並且克服網路行銷的難題。  

三、內容提供者（Content Provider） 

網路內容提供者（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ICP）即是以販賣內容，或以內容
來吸引會員收取會費，吸引廣告為業務目標者，為跨資訊、廣播兩大領域下的新

產業，提供網友即時、互動、以及個人化的資訊，以吸引網友至其網站瀏覽。目

前內容網站的營收來源主要有：網路廣告、電子商務、會員入會費、內容授權金。

Mickey(2001)提出內容網站採取許多形式與科技，創造、經營管理、分配則是其企
業經營的重心，然而，IT 基礎建設、內容管理、以及電子商務則是內容提供者企
業之趨勢。 

陳麗安(2001)認為目前內容網站所規劃出來的服務，可以歸納出網站收費服務
成功的三項要點： 

1. 必須符合使用者需求，讓使用者動心，想要擁有或使用。 

2. 必須沒有其他競爭者免費提供類似的服務。 

3. 必須以價格、品質、獨特性或服務說服使用者成為顧客。 

其中，又以第二點「沒有其他競爭者免費提供類似的服務」最難以掌握。由於

有太多的網路業者抱持著不計成本，但必須佔有一席之地的心態，使得網路上免

費優質服務隨處可得，卻也造成了網路產業自毀式的市場行銷局面，雖然網站收

費，能讓網站經營業者有更強烈的動機及充沛的資源，提供更高的品質、更便利

的服務，對網友及業者而言，是互相共謀雙贏的局面，但是否能成功，還是要看

業者所提供的加值服務能否吸引使用者，以及競爭者會不會以免費的服務抵制。 

網際網路之內容提供豐富且多樣化，除了一般新聞、電子報等等，休閒娛樂方

面的創意提供也為另一大宗，在財經方面，周一玲(2001)認為線上財經資訊市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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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的商機，但因市場競爭者眾與網路上免費資訊充斥，如何將商機化為實質的

利潤，將是線上財經資訊供應商的策略重心。 

Cohan(2001)將內容提供者（ICP）分為兩種關鍵模型： 

1. 資訊型態：內容提供者以提供不同種類的內容資訊，包含了投資決

策、教育、新聞等等。 

2. 資訊分布頻道：內容提供者以不同的媒體提供資訊，包含書籍、報章

雜誌、電視、廣播、電影院、網路等等。 

Cohan(2001)並提出內容提供者（ICP）的三種策略分析： 

1. 話題：企業以鎖定焦點話題的策略，以不同的頻道，傳播特別型態的

內容。 

2. 頻道：企業鎖定頻道，以多樣化的資訊內容型態，透過少數型態的頻

道傳播。 

3. 摸彩袋：企業以不同型態的資訊，透過各種頻道加以傳播。 

Mickey(2001)提出在內容提供者（ICP）的市場中，很難去建構一個價值鏈，
內容創造者對於考慮內容的分配有許多選擇，終端使用者也可以挑選介於目的網

站與傳送的方法，因此，在內容提供者與使用者之間存在著許多不同的訂價模型，

再加上使用者認為內容網站應該要是免費的，而無考慮為其內容所付出的成本，

許多內容提供者想要運用其創新來達成這種模式，倘若這樣的企業經營模式無法

成功，企業即必須透過笨拙的訂價模式來維持生計。 

Cohan(2001)也認為內容網站一旦起初為免費提供內容給予使用者，事實上之
後就不可能要求使用者付費，假如網路內容提供者要求使用者付費，只會促使多

數的網站到訪者離開，也同時減少了廣告商。 

四、交易仲介商（transaction broker） 

交易仲介商（transaction broker）係提供線上交易的服務功能，包括資訊流、
金流甚至物流等，讓買賣雙方透過網站方便、快速完成繁複的交易程序。舉例來

說，網路下單購買股票共同基金，如 E*Trade、Charles Schwab都是交易仲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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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市場創造者（Market Creator） 

市場創造者（Market Creator）係建立一個數位化的交易空間，讓買賣雙方可
以會面、展示商品、搜尋商品、並可相互議價訂定商品價錢。在過去市場創造者

仰賴實體的交易空間來建立市場。然而，網際網路作了改變，將交易空間的實體

與虛擬切割開來。最知名的例子就是 Priceline.com 讓顧客自已設定願意支付的價
錢，來購買旅遊住宿和其它產品；另一家是 eBay，創造一個電子環境讓買賣雙方
可以數位化交易空間中，會面、議定價錢、然後交易。 

六、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 

服務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透過提供改善零售商及顧客之間的互動以
降低成本的服務來賺取收入。例如：聯邦快遞（FexEX）的 interNetShip 服務讓使
用者可以隨時免費追蹤貨物的情形。電子零售商在線上販賣商品，而服務提供者

則在線上提供服務，有的會收取費用，有的從其他來源獲利。服務提供者基本的

價值主張，就是提供消費者一個比傳統服務提供者更具有價值、更便利、更省時、

更低成本的選擇。 

七、社群提供者（Community Provider） 

社群提供者（community provider）係創造數位化線上環境，讓有類似興趣的
人可以互動、想法相近的人可以交談，進而取得相關資訊甚至相互交易（買賣商

品）。社群提供者的基本價值主張，是創造一個快速、方便、集中的據點，讓使

用者可以專注他們最重要的議題與興趣。社群提供者一般仰賴混合式的收益模

式，包括訂閱費、銷售收入、手續費、合作費或從其他公司的廣告費收入。 

曾經在台灣最知名的社群網站就是「網路同學會」。以「分享從 cityfamily開
始」作為口號的網路同學會，自從 1996年開站至今，已經累積了 160萬的註冊會
員，每日可吸引 15至 16萬的上網人口，單日創造高達 500萬次的 pageview流量，
名列國內第一大的社群網站。也正因為網路同學會的成功經營，使得網站母體的

旭聯科技，獲得各方股東大筆資金的挹注支持，得以在電子商務領域不斷開疆闢

地。 

然而，2002 年第三季開始，旭聯科技突然決定大幅改變經營方向，停掉旗下
的 B2C電子商務網站「citymart都會賣」，還將 cityfamily 的人力大幅移轉至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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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以便專注於線上教學的經營。旭聯科技的急轉彎，不但教同樣經營社群的競

爭對手吃驚，也證明即使擁抱眾多社群，仍然很難獲利；eyeball（眼球）代表一
切的網路時代真的是過去了。 

從強調「本夢比」的純網路經營，到現在注重「本益比」的半實體教育事業。

『適者生存』的戰國時代已經過去，能夠留下來的，都將會是勝利者，也就是說，

現在是進入『生存者適』的時候了。 

 

2-3 企業對企業（B2B）商業模式 

Laudon & Traver (2004)認為主要的 B2B商業模式，包括有： 

1. 電子配銷商（e-Distributor） 

2. 電子採購商：例如 Ariba、第一商務（Commerce One） 

3. 交易市集／交換市集（marketplace/exchange） 

4. 產業聯盟（industry consortia）：例如 Covisint 

5. 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 

6. 產業網路（industrial network） 

一、電子配銷商（e-Distributor） 

電子配銷商（e-Distributor）係直接為每家企業提供產品或服務的公司。電子
配銷商（e-Distributor）係由一家想要服務許多企業客戶的公司所建立的。對電子
配銷商（e-Distributor）來說一家企業在網站上提供愈多樣的產品或服務，這個網
站對可能的企業客戶就愈有吸引力。對企業客戶來說，在一個地方一次購足

（one-stop），遠比必須瀏覽好幾個網站來找出特定零件或商品要好的多。 

基本上，電子配銷商（e-Distributor）將來自許多供應商的型錄或產品資訊，
聚集在此中間商的網站。在過去，這類中間商是以紙本型錄在運作。對買方的企

業客戶而言，電子配銷商（e-Distributor）提供了一個下單和一次購足（one-stop）
的場所。而所購買的品項多為維修及作業項目（maintenance, repair, and operation 
items, MROs）──即通常不會與供應商訂定固定合約的品項（非直接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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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電子採購商 

由於電子採購商的產品資訊均放入網路的儲存庫中，所以就賣方而言加入採購

鏈系統就如同商品在網路或社群上進行大規模的宣傳一般，不但為公司打廣告並

可藉由此模式來獲得大量的訂單。更因電子採購鏈系統平台與買方的直接連線來

確認商品細節或是內容，如此一來可以減少不必要的錯誤，待雙方彼此均已熟悉

且信任對方，賣方即可針對買方公司作商品的下單預測。 

例如，Ariba.com與 CommerceOne.com這類公司，創造線上的電子採購市集，
讓買家與賣家可以在此進行交易，藉由市場媒合服務賺取利潤。對於買家

Arbia.com 為其整合線上採購的分類目錄，以協助其挑選商品或服務；對於賣家

Arbia.com提供處理建立目錄、運送、保證及金融等方面的軟體來協助賣方賣東西
給大型採購商。 

三、交易市集／交換市集（marketplace/exchange） 

B2B交易市集，又稱為 B2B中樞（B2B Hub）。B2B交易市集係由聚集大量
買賣雙方及自動化交易流程，使得買方可擴產品及服務可供選擇的空間、賣方可

以擴展新市場/新客戶，並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B2B交易市集是傳統市集的電子
版，代表買賣雙方能聚集在一起交易的單一地點。交易市集具有下列幾項特性： 

1. 交易市集是一開放式的網路交易環境。 

2. 市場的參與者最少有買賣雙方，以及市場的建構者所組成。 

3. 買賣雙方可在這公平的市場上自由買賣。 

B2B交易市集主要又可分為垂直交易市集與水平交易市集： 

1. 垂直交易市集：係提供商品或服務給特定產業，例如鋼鐵業、汽車業、

化學業、園藝業、木材業等。 

2. 水平交易市集：係提供特定商品或服務給不同產業的公司。特定商品

或服務，例如行銷、財務金融或資訊系統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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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業聯盟（industry consortia）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結合美國三大汽車廠通用（GM）、福特（Ford）和克萊斯
勒（Daimler Chrysler）成立的汽車零件產業聯盟電子市集 Covisint。由於買家（企
業大客戶）大部份產品組件可能都來自同樣的供應商，建立共同的交易平台，可

以達到採購的規模經濟，降低成本，並且找到更多的供應商。以 IBM為例，如果
單獨建立一個交易平台的效果可能是 5:10，找其他同類型的公司一起分攤成本，
反而可以達成 1:10的效果，這也是企業願意合資產業聯盟電子交易市集的原因。 

五、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 

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把焦點鎖定在合作夥伴和供應鏈管
理之間連續的業務流程協調。一個私人產業網路標準地由大企業使用企業間網路

來跟供應商和自己的商業夥伴連結。網路是屬於買家的，而買家允許指定的供應

商、經銷商以及其他工業夥伴來分享產品設計與研發、生產、配送、行銷、銷售、

甚至顧客服務與支援，還有其他未結構化的通訊，包括：圖形和電子信件。另一

個關於私人產業網路的專有名詞是「私人交換」（Private Exchange），私人交換
（Private Exchange）是目前最快速成長的 B2B產業型態。 

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係企業利用數位網路（不一定是網
際網路，絕大部份企業使用電子資料交換（EDI））處理其與各供應商或合作夥伴
之間的資訊流與金流。這類的私人產業網路一般由一家超大型的採購公司所擁

有，例如，沃爾瑪（War-Mart）和克萊斯勒（Chrysler）。舉例來說，沃爾瑪（War-Mart）
針對它的供應商運作了全球最大的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這
些供應商藉由沃爾瑪（War-Mart）所提供的私人產業網路，可以在網路上監控他
們自已產品在沃爾瑪（War-Mart）的銷售狀況、運送狀況與庫存狀況。目前約有

70%的私人產業網路（private industrial network）仍使用電子資料交換（EDI）這
類舊技術。 

六、產業網路（industrial network） 

產業網路（industrial network）通常是依產業聯盟關係而發展。這些網路通常
是由產業中大型企業所聯合擁有，且具有以下共同目標：在網路上提供一套公正

的商業溝通標準；共享及開放技術平台來解決產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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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網路中最知名的例子是全球零售交易所（World Wide Retail Exchange, 
WWRE）。WWRE 為通路商主導的產業網路電子市集。WWRE 的目的為建立一
個以滿足通路商與其供應商，在供應鏈中商業交易的社群。換句話說，其主要是

被設計來簡化零售商、供應商、合作夥伴與配銷商之間的交易。WWRE的主要會
員有 JC Penny，CVS Corp，Safeway，SUPPERVALU INC.，Tesco等知名的賣場
或超市。WWRE目前有來自非洲、亞洲、歐洲、北美洲的 61個會員，總共約 9,000
億美金的交易。 

基本上，產業網路（industrial network）提供比產業聯盟（industry consortia）
還要多的功能，不過這兩類的 B2B商業模式似乎愈來愈相近了。 

2-4 演變中的電子商業模式 

一、消費者對企業（C2B）商業模式 

消費者對企業（consumer to business, C2B）商業模式是企業對消費者（B2C）
商業模式的變形。顧客對企業的電子商務模式，重點雖然還是在企業與顧客之間，

但其進行的方向與傳統的販賣商品及服務行為不同。傳統的購物行為，或稱為「推」

（push）式的販售方式，是由企業將其生產的產品賣（推）給消費者，企業有較多
的自主權；而消費者對企業（C2B）的商業模式則是由消費者要企業生產符合消費
者需求的產品，再由消費著購買，也就是購物行為由傳統的「推」轉為「拉」（pull），
消費者握有較多的自主權。簡單的說，C2B 的模式可算是消費者導向的行銷方式，
美國的 Priceline.com就是屬此類的電子商務模式。 

priceline.com主要業務是讓消費者自訂所需的機票、旅館、日用品、…、等的
價位再尋求相關的企業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其提供一個方便有效率的「交換機

制」，讓想要訂機票和旅館消費者自行出價，由廠商提供可符合價格的「庫存票」，

一方面滿足消費者需求，另一方面也讓廠商有機會減輕未利用率、降低庫存。該

公司於成立一年內就吸引的約一百萬的會員，目前正以每季增加 30萬會員的速度
成長。 

二、消費者對消費者（C2C）商業模式 

消費者對消費者（Consumer to Consumer, C2C）商業模式，是消費者可用來
建立與其他消費者間的商業連結模式，拍賣網站是最好的 C2C例子，例如電子海
灣（e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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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y是 C2C的典型範例，交易的雙方都是消費者，網站經營者提供的是「交
易的大會堂」──系統機制，扮演的角色是「市場促進者」。整個 eBay 就像是把
實體世界的跳蚤市場搬到網路上來（平均每日有 200 萬種商品），網站經營者不
負責物流，而是協助市場資訊的匯集，以及建立信用評等制度。買賣兩方消費者

看對眼，自行商量交貨及付款方式。  

三、點對點（P2P）商業模式 

 何謂 P2P 

所謂 P2P，簡單來說，是一種讓個人電腦同時具備伺服器（server）與使用者
（client）的技術。過去，網際網路是建立在「主從架構」之上，所有資料及搜尋引
擎都架構在伺服器（Server）上，使用者（Client）登上網路、向伺服器請求，資
料才會從彼端傳輸過來。P2P技術則打破這樣的規則，它讓個人電腦同時擔任伺服
器與使用者的角色。好比是一個大型的區域網路，將數以億計的 CPU以及硬碟空
間，整合在網路上，供眾人分享。 

在一些應用軟體，例如 Napster 及即時通訊（Instant Messenger）軟體受到歡
迎後，點對點（Peer to Peer, P2P）的技術開始受到大眾的注意。早期的 Internet
實際上是一個點對點（P2P）的環境，只是後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發展，伺服器為依
據的系統才逐漸發展來應付愈來愈多的使用量。但是目前，電腦已經具有愈快的

處理速度和較大的儲存量，這使得點對點（P2P）的使用者可透過電腦的直接連結
來分享電腦資源和交換資料。 

點對點技術簡單來說，就是藉由系統間的直接交換來進行電腦資訊和服務的分

享，最廣為人知的應用模式就是訴訟纏身的 Napster，以及即時傳訊（ Instant 
Messenger）服務。P2P 的應用，除了一般人最為熟知的音樂、電影、文字檔案交
換外（例如 ezPeer、Kuro），Yahoo!即時通、微軟的 MSN也是 P2P技術的一環。
根據資策會 MIC 經濟部 ITIS 計劃分析，目前在美國市場上所形成的 P2P 應用模
式，包括財務服務（如 DataSynapse）、內容取得與傳送（如 NextPage）、網路測
試服務（如 Porivo公司）、分散檔案系統（如 OpenCola）、電子商務（如 Lightshare）
等四種。 

調查研究指出，有 95%的受訪者認為缺乏使用 P2P 技術的成功商業模式，是
影響企業建置電子商務 P2P系統最大的阻礙；而 93%的受訪者也認為缺乏有力的
獲利模式是重要的決定要素。另外有 82%的受訪者表示，擔心 P2P系統與現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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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流程整合不易，而且也擔憂客戶不願意接受 P2P 技術，因此造成業界躊躇不
前的窘境。 

 P2P協同應用 

P2P協同應用主要有四個基本類型： 

1. 即時通訊的應用：即時通訊軟體中最有名的就是 ICQ、AOL的 Instant 
Messenger、Yahoo 的 Messenger 以及 Microsoft 的 MSN Messenger
與 NetMeeting。不過，這些的應用主要是用在個人與個人即時通訊
上，並沒有收取任何費用。其實其商業模式就是，藉由即時傳訊的服

務，獲取大量使用者的資料，經過一些分析，可針對這些使用者進行

一對一行銷，這將為企業其他產品與服務帶來更多的商機。 

2.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應用：以消費者驅動（Consumer-driven）的 P2P
網路，由於 Napster 的官司而聲名大噪，雖然 Napster 後來被法院判
決因為侵犯音樂著作權等問題，必須在 P2P網路架構下設置過濾版權
音樂機制，以避免使用者在無付費的情況下下載 MP3 音樂檔案，但
是 Napster如此檔案分享的營運模式卻受到市場的重視，而掀起一股

P2P旋風。也由於此事件，使得廠商尋求在合法且不侵犯著作權的範
圍之下，又發展了三種 P2P 檔案分享商業營利模式：包括訂閱模式
（Subscription-based）、廣告支援模式（Advertisement-supported）與
檔案交易模式（Transaction-based）。 

3. 供應鏈合作的應用：供應鏈合作的應用亦是透過 P2P達到即時通訊的
目的，不過，是將其範圍提升至企業對企業、組織對組織。例如：Groove 
Networks公司。Lotus Notes創造者 Ray Ozzie創立了Groove Networks
公司，從事 P2P 網路通訊軟體事業，他們將協助不同公司的事業伙
伴，透過 Groove 1.0協同軟體，能夠更緊密且即時分享工作內容， 以
縮短產品生產、服務、研發等工作的時間。此外，微軟公司已經投資

5,100萬美金在 Groove軟體公司，並與 WorldStreet公司結盟，替金
融服務產業發展 P2P協同作業工具的，讓金融公司可以透過 Outlook
進行檔案共享。 

4. 搜尋模式的應用：原本在此模式之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公司是

Infrasearch。由於經營不善，已經被 Sun收購，發展其 P2P構想的 Jxta
專案。由於 Infrasearch擁有即時搜尋的技術，因此與傳統搜尋引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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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不同，因此在網站快速發展的今年，如何快速且即時搜尋所需要的

資料，將是很重要的課題。 

表 2-2  P2P協同應用的發展廠商 

應用類型 廠商 

即時通訊 Microsoft MSN、Yahoo Messager 

以消費者為中心 Napster、ezPeer、Kuro 

供應鏈合作 Groove Networks 

搜尋模式 Infrasearch 

2-5 網際網路產業 

網際網路產業主要可分為五個層次，分別是： 

1. 基礎建設提供者 

2. 應用軟體提供者 

3. 網際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 

4. 電子商務企業 

5. 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 

一、基礎建設提供者 

網際網路基礎建設提供者是提供產品服務用以建構 IP為基礎的網路基礎建設
公司（參見表 2-3）。這些企業不僅屬於網際網路的基礎建設，部份還與通訊有相
關，其中提供上網服務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結合通訊與網際網路特性，
像美國線上（AOL）是美國最大的網際網路服務提供者（ISP）。中華電信（HiNet）、
數位聯合（SeedNet）則是台灣地區第一大與第二大的 ISP 公司。ISP 雖然享有頻
寬優勢，但要在短期之內留住客戶並將人潮轉換成金流並不容易，因此與異業結

盟、走向上市上櫃是 ISP擴張的方式之一。近年來 ISP公司面臨許多挑戰，例如在
歐洲地區免費撥接已成為一種趨勢，位於歐洲的 ISP 業者除了有廣告、銷售費用
的收入外，還可與電信業者分享電信收入。至於全美 ISP 佔有率最大的美國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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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OL）就提供免費網路存取服務、免費上網設備、免費瀏覽器、免費即時訊息軟
體、各項免費個人化資訊服務等加值服務，以強化競爭力。 

表 2-3  網際網路基礎建設提供者 

分類 相關提供者 

骨幹(BackBone) 中華電信(HiNet) 

ISP 中華電信(HiNet)、數位聯合(SeedNet) 

網際網路硬體 思科(Cisco) 

個人電腦與伺服器製造商 Dell、HP(Compaq)、宏碁(Acer)、華碩(Asus) 

二、應用軟體提供者（ASP） 

網際網路的應用軟體是架構在 IP 網路基礎建設之上，用來進行網路商業活
動。應用軟體提供者（ASP）主要以網路應用軟體為主，可分為商業模式與行銷模
式兩部份，其分類與相關公司請參見表 2-4所示。 

表 2-4  應用軟體提供者（ASP） 

分 類 相 關 公 司 

多媒體應用 RealNetwork、Macromedia、Microsoft 

網頁開發軟體 Adobe、Macromedia、Microsoft 

搜尋引擎 Google、Yahoo奇摩 

拍賣 ebay、Yahoo拍賣、露天拍賣 

三、網際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 

網際網路中介商藉由媒合採購者和銷售者以提昇電子市場的效率。入口網站具

有代表性的公司，包括 Google與 Yahoo!的都是值得注意的公司（參見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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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網際網路中介服務提供者 

分 類 相關公司 

垂直產業的市場製造商 VerticalNet、PCOrder 

線上旅遊經紀商 易遊網(eztravel.com.tw)、易飛網(ezfly.com)、 

燦星旅遊網(startravel.com.tw) 

線上證券經紀商 嘉信理財(Charles Schwab)、E*Trade 

內容聚集業者 CNET、Broadcast.com 

入口網站 Google、Yahoo!、PChome 

四、電子商務企業 

只要是透過網際網路進行的商業活動，都可以算是電子商務。即使像是利用網

際網路來改善企業間與客戶間的關係，例如行銷、銷售、顧客服務與技術支援等

都是電子商務的範疇。電子商務為目前各企業所積極投人的方向，且以 B2B末來
發展潛力較為各方重視。在電子商務企業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網路書商霸主亞馬

遜書店（Amazon）。亞馬遜銷售的書本及音樂兩項商品於網路零售市場雙居第一，
目前亦持續進行多角化商品銷售的規畫，唯一較令人擔心是遲至目前獲利步伐緩

慢，由於其所售產品多屬單價較低、低利潤的商品再加上近期持續於產品銷售線

上的擴充，故相較於已有獲利的雅虎（Yahoo!）以及美國線上（AOL），亞馬遜
網路書店必須提出更強的成長數字才能支持目前的股價水準。 

五、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 

透過網際網路提供各種資訊內容產品和製造內容的服務給消費者與企業都是

網際網路內容提供者，此部份為網際網路架構的頂層，藉由形成社群（community）
留住消費者的青睞為各網站關注重點，例如地理城市（Geocity）成功地經營虛擬
社群概念，會員忠誠度高，總流量始終都能維持前五名的排名，以其非經營入口

網站為主的背景，顯示其會員忠誠度相當高，目前已與雅虎合併，對於雅虎會員

人數的增加亦有不小的貢獻。而免費個人線上通訊服務的 ICQ 也是網際網路的內
容提供者，ICQ（其實就是 I Seek You的簡稱）最主要的功能為提供網友在線上進
行即時互動、彼此相互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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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 
1. 何謂 business model？何謂 business plan？e-business business mode的目
標為何？ 

2.  傳統商業模式的問題為何？請舉實例說明。 

3.  商業模式的八個主要成份是哪八個？請簡述之。 

4.  商業模式以企業內外來分，可分為哪幾類？以交易對象來分，又可分為
哪幾類？ 

5.  主要的 B2C商業模式有哪些？請舉實例說明之。 

6.  主要的 B2B商業模式有哪些？請舉實例說明之。 

7.  何謂 C2B商業模式？請舉實例說明之。 

8.  何謂 P2P商業模式？請舉實例說明之。 

9.  網際網路產業主要有哪五大層次的參與者？請簡述之。 

個案討論：最受女生歡迎的溫馨交友網站：愛情公寓 

 

資料來源：http://www.i-par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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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凡資訊創立於 2002年 10月，是由 4位 68年次的師大附中同學所設，並在

2003年 8月正式成立台灣愛情公寓網站（www.i-part.com.tw），為台灣主要的

Avatar 虛擬造型、小窩佈置型網站，提供虛擬寵物、相簿、部落格多元功能
社群服務。愛情公寓在台灣地區已有超過 300萬名會員。 

2005 年 3 月前進軍大陸，成立上海尚慶網路科技有限公司，專職經營中國大

陸的愛情公寓（www.i-part.com.cn），曾經是為大陸最熱門的交友社區網站之
一，2008年 3月又創立香港分站，服務橫跨兩岸三地。目前台灣有 15員工，
女生佔多數，其中五位為技術人員，平均年齡約 25 歲。大陸方面有 60 人，
技術人員有三十人。愛情公寓 2009年平均月營收約新台幣 1,500萬元，2010
年已達到 3,000萬元規模。 

近年來愛情公寓為提高知名度，開始嘗試與電視台合作拍攝同名電視劇，首

季已透過大陸江西衛視播放，成為大陸地區衛星電視收視率第 5 名的節目，
不過，該公司尚未因電視劇業務獲利，目前僅將其定位為宣傳工具。2009 年
開始籌備第 2季劇集，於 2010年暑假上映。 

自 2003 年 8月開站以來，一路摸索，愛情公寓經過了四代不斷創新以呈現獨
有的特色，並持續開發與改良與網站功能。第一代：愛情公寓一開始是女生

才有房子，男生沒有，男生要請求女生讓他加入才能養寵物澆花惹草，愛情

公寓順勢打出了「網路同居」這個原創力十足的口號。 

第二代：2004 年初已有初步會員量，開始收費，月費為 90 元，2004 年年底

付費會員已達一萬名，愛情公寓達成損益兩平，站穩腳步，才開始找來更好

的視覺設計伙伴設計更棒的公寓，進入第二代。到了第二代尾聲，會員已達

50 萬人，讓男生也可以有自己房間，同住者不必以情侶身份，也可像是兄弟
姐妹，從「戀愛交友」轉向「休閒交友」，會員數又暴增一倍。 

第三代：2005年 11月重新設計房間與人物，例如新的房間視角，空間變得更

大。將房間原本無法更動的固定佈置，開放讓網友進行自由的搭配。讓挑選

傢俱與佈置房間在相同畫面，並進行寵物房呈現方式的改版。 

第四代：2006年 6月持續新增功能，從佈置功能、房間格局、個人造型、寵
物房，更增加公寓搜尋服務，可自行選擇搜尋類目，例如年齡、身高、體重、

興趣、嗜好來認識其他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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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愛情公寓排名全球繁體中文網站第 28名，全球前 1000大網站，最佳
成績為全球前 600大網站（by www.alexa.com），網頁每天平均流量高達 500
萬次，Yahoo!奇摩搜尋 及 Google 搜尋「愛情」關鍵字排序第一名，94年 11
月獲頒經濟部第五屆金網獎「優質獎」殊榮，2006年 1 月獲數位時代雜誌評
選為「全球 100種最火紅網路獲利模式」之一。 

愛情公寓定位是以女性網友為主的社群網站，除交友功能，網站也提供商業

街、電子寵物等網路遊戲，2009年在兩岸三地擁有逾 2200萬會員數（目前台
灣愛情公寓總會員已超過 200 萬，大陸愛情公寓總會員已超過 3000 萬人）。
愛情公寓 2009年營收達新台幣 1.5億元，比 2008年成長一倍，並預估，2010
年營收上看 2.5億至 3億元。 

愛情公寓在中國深耕 8 年，成功關鍵之一是掌握核心知識，並藉與娛樂業的

異業結合，深化網站品牌形象；例如，網站在中國推出連續劇「愛情公寓」、

辦演唱會，同時與電影合作行銷。 

公司文化以年輕、創意、創新及活潑的工作環境為主，致力為網友打造一個

女生所喜愛的溫馨交友網站，品牌形象清新乾淨、幸福溫馨、浪漫戀愛、時

尚流行、娛樂產業交流、藝術文化等等。愛情公寓提供一個清新安全適合女

生的網路交友空間，針對所有年齡的上網女性來設計愛情公寓，操作簡單不

複雜，沒有繁瑣的功能，一切以幸福甜蜜為出發點，創造出在虛擬「網路同

居」的獨家概念及親切互動情境，提供一個讓網友能放心情感交流的平台，

相隔兩地的戀人、網友也能藉由佈置小窩、養虛擬寵物及澆花等可愛溫馨的

功能聯繫彼此的感情。 

討論問題： 

1. 愛情公寓的經營模式合理嗎？請提出您的看法。 

2. 您覺得愛情公寓有何值得學習的地方或改進之處？請提出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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