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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一「機」的時代來臨了：打電話、聊天、視訊、傳笑話、傳圖片、看

電視、看電影、追劇、網購、揪團、團購、⋯、付費、轉帳、搭車、查

地圖、⋯，這是一支無所不能的「機」，也是目前都會人士的貼身用品。

透過網路，在網站上買東西、賣東西都變簡單了，網路商店 24小時不打烊，

透過手機，消費者更是隨時、隨地可消費，接著電子商務而來的是行動商務！

透過網路，消費者的行為、訊息被廠商牢牢的掌握，客製化個人服務也接踵而

至，行銷策略也變得更多樣化，相對的，消費者也可以輕易的貨比三家，聰明

消費，更可網路串連、揪團消費，談到一個漂亮的價格。

在行動商務無距離的狀態下，海外購物也變得稀鬆平常，配合國際物流的蓬勃

發展，運輸費用大幅降低，廠商從事全球化貿易拓展更方便了，消費者購買國

外商品變簡單了、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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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也瘋狂⋯

黑色星期五（Black Friday）是美國傳統購物節慶，起源於 1952年，是感恩節

之後 11月第 4個星期四，並非國定假日，但有些州卻將這一天定為州假日，

大多數商家提供非常高的商品折扣，吸引消費者到實體商店排隊搶購。

從 2005年開始，黑色星期五的實體店面，將採購日延伸出網路購物日超級星

期一（Cyber Monday），隨著行動裝置、資訊、電商愈來愈發達，戰場悄悄地

轉移到網路上，美國全國零售業聯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NRF）統計，

2018年約有 1.4億美國人在感恩節周末於實體商店購物，驚人的是有超過 1.9

億人在超級星期一利用網路購物。

光棍節又稱單身節，是流行於中國年輕人的娛樂性節日，以自己仍是單身一族

為傲。從 2009年 11月 11日開始，購物網站以淘寶及天貓為首的商家將該日

宣傳為「雙十一狂歡購物節」，隨後其他電商也紛紛加入，光棍節逐漸演變成

網路購物節日，2018光棍節活動：天貓商城交易額突破 8,860億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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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商的崛起

30年前線上購物對於消費者而言是有疑慮的，產品的品質？廠商的誠信？昂

貴的運送費用？消費者自身的購物習慣？雖然日後證明 Internet新科技可為生

活帶來極大的便利性！

美國是一個鼓勵創新的國家，為了鼓勵電子商務的推行，於 1992通過聯邦法

案：「網購業者可以跨州銷售商品，無需課稅」，網購業者的經營成本大幅降

低，網購商品價格更具競爭力，為往後 20多年的電子商務發展提供了有利的

經營條件。

今天全球電子商務發展都已經相當成熟，網路購物已融入一般消費者生活中，

因此美國政府於 2018/06/21廢除網路購物免稅法案，從此實體零售業者與電

商業者的競爭站在相同的經營基礎上，同樣的，中國政府也宣布，國內、國外

網購都必須繳稅，電子商務的輔導期宣告結束。

政府政策與相關配套法令，對於新創產業的發展有關鍵性的作用，美國政府當

時若無免稅法令，電子商務發展可能會延遲 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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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商城與實體商城的差異？

對於消費者而言，購物包含 2個層面：

��滿足「物質」的需求

��滿足「心理」的需求（血拚的快感）

實體購物有臨場感，對於商品的品質有即刻的體驗，有銷售人員即時諮詢，因

此同時滿足「物質」、「心理」的需求。

網路購物的好處在於隨時、省時、方便，更提供比價的便利性，因此價格上可

能比較優惠，但只能單方面滿足「物質」需求，缺少血拚的快感。

日常的消費行為有些是純理性採購，例如：家用消耗品，品牌、廠商都已確

認、熟悉，就非常適合網路採購，而假日全家人一起「逛」商場，沒有明確採

購標的，看看、摸摸、中意就買，這就是血拚。

因此根據不同的消費目的，實體商城與網路商城各有其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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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子」商務，上一個單元談的是自動化，提升：生產效率、交易效

率、服務效率，這個單元我要談的是「通訊」。

口耳相傳的時代，好事、壞事都可以：一傳十、十傳百」⋯，使用電報、電話

可以縮短 2個人的距離，但對於訊息的傳遞還是屬於半自動，使用網站、行動

裝置，透過各式各樣的社群網站、APP將所有人串聯起來，人際關係形成一個

大網絡，所有訊息暢通無阻，而且是即時的！

「有人潮就有錢潮」是商場上不變的鐵律！通訊、網路、APP將人串連起來後

可以產生什麼效益呢？

人湊在一起當然就會聊是非，往好的方向就會產生以下的發展：

聊是非→分享生活經驗→分享好東西→商品推薦→⋯

沒錯！人湊在一起就方便搞行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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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傳遞的演進？

訊息傳遞工具的演進分為以下 4個階段：

人傳人
口耳相傳→書信傳遞  

缺點：有時間、地點、能力的限制。

有線網路
電報→傳真→電話→網路  

效益：時間大幅縮減，有彈性、跨越地域。

無線網路
無線網路 + 行動裝置（手機、平板、筆電、眼鏡、手錶、⋯）  

行動裝置讓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傳輸訊息。

物聯網
萬物皆可聯網，例如：行進的車子互相傳遞訊息、火警偵測器傳遞煙霧

訊息給消防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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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與 LINE的差別？

舉例說明如下：

一個老師要經營一個班級，隨時得和家長們聯繫，傳統的電話是即時的、一對

一的，即時是優點更是缺點，沒接通就必須再打一次，除非加裝留言功能，否

則家長無法知道誰打電話來了，後續處理相對複雜，就算都一次接通，一個班

老師必須打 30~40通電話。

電話是一對一，後來雖然進步可以多方同時通話，但由於是即時的特性，要

約定所有家長同一時間通話幾乎是不可能，而目前的通訊軟體 APP，例如：

LINE、WeChat、⋯，都具備：非即時、多對多的功能。

老師在通訊 APP建立一家長群組，邀請所有家長加入，老師將訊息發布到群

組中，老師只要發一次訊息（可以是文字或語音），家長們可以挑自己有空的

時間接收、處理、回應訊息，更可直接與老師以通話功能做 1對 1電聯，更可

以做群組視訊、通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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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網頁與社群網頁的差別？

傳統網頁有以下 2項主要功能：

A. 發布訊息：政府資訊、企業資訊、商品資訊、⋯

B.  網友回應：布告欄、訂單、意見調查、⋯

社群網頁的重點在於「社群」的串聯，有 2個重要發展：

A.  無限延伸：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B. 分門別類：工作夥伴、健身的朋友、小學同學、同鄉會

無限延伸產生的效益的就是「人潮就是錢潮」，分門別類延伸的效益就是「精

準行銷」，再來；傳統網頁是被動式的等待網友上網查詢資料，社群網頁卻是

主動性將資訊推播給無限延伸的目標對象。

社群網頁會根據每一位網友的個人資料，以人工智慧搜尋失聯的親友、可能認

識的朋友、建議認識的朋友、⋯，因此會主動式的持續擴大社群範圍，作者我

就因此找到 40年前失散的專科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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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Internet）的出現對人類生活產生極大的進化，  

發展過程如下：

第 1代： 1960年代由美國聯邦政府投入研發，Internet Of Computer，目的是讓

所有電腦能互相連結，達到硬體共享、資料共享的目的。

第 2代： 由於無線通訊技術漸趨成熟，全球無線通訊協定規範整合成功，行動

裝置普及率大幅提升，Internet Of People，目的是讓所有的人能互相

連結，達到資訊共享、人脈關係共享、商機共享的目的。

第 3代： 全球貿易蓬勃發展，企業量體越來越大，對於採用自動化來提升作業

效率的需求也趨於殷切，配合著無線通訊元件成本的大幅降低，萬物

聯網成為可能，Internet Of Things，目的是什麼呢？鞋子聯網？藥瓶

聯網？衣服聯網？尿布聯網、⋯。

什麼東西應該聯網？將會如何改變目前生活？可以產生什麼新的商機？就是這

個單元所要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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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裝置的結構

東西要連上網路必須要有網路通訊元件，聯網做什麼呢？當然是為了傳送訊

息，所以東西就必須要有蒐集資訊能力的元件，我們稱為感測元件，蒐集的資

料傳送到什麼地方呢？為了讓所有人都能使用分享，我們將資料存在雲端。

舉例如下：

��在田地的土壤中裡放置一個濕度感測器，它會時時刻感測土壤中的濕度，

這個感測器必須具備資料傳輸功能（有線、無線皆可），可將資訊傳送動

雲端。  

應用 1：根據土壤溼度資料，可自動調節灑水時間。  

應用 2：可以根據植物生長統計資料，分析得出最佳土壤濕度。

��亞馬遜智慧音箱 ECHO，可以接收語音訊息，連結網路。  

應用 1：生活全能管家，查詢、提醒生活大小事。  

應用 2：訂餐、定位、訂貨的商業應用。



134

電子商務實務 200講 | 電子商務基礎檢定認證教材

資料儲存的演進

貨幣演進：黃金、銀子→紙鈔、硬幣→信用卡（電子支付），貨幣流通的方

便性與效率大幅提升了。資料儲存媒體近 30年來也產生了極快速的演進：磁

碟片→隨身碟→雲端。資料型態也改變了，文字→圖片→影音，因此資料

量產生了爆炸性的增長，隨身攜帶的個人資料儲存裝備使用上越來越不方便，

因此全部上傳雲端資料庫了。

對於個人產生什麼效益呢？

��網路雲端幾乎可以提供無限儲存容量。

��使用雲端資料庫，資料擁有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電腦，連上網路取得

資料。

��雲端資料由商業組織管理，提供較佳的資料安全管理機制，中毒、資料毀

損的機率大幅降低。

對於企業、產業有何效益呢？且看下回分曉！



物聯網 -創新商務模式

135

5

雲端的商機？

萬物皆聯網，所有資料都上傳雲端，可以產生那些效益呢？有些是已知的，例

如對某些現行作業提高自動化效益，有些卻是未知的，就如同挖礦一般，從一

大堆土石中篩出有價值的金屬、礦物、玉石、⋯。

現代全球化企業的量體規模太大，企業決策模式絕不可能再依賴個人的聰明才

智，即時、有效的資訊才是決策的依據，對於雲端上的海量資料，多數企業是

無法處理的，因此專業雲端服務企業漸漸崛起，為所有企業提供：資料儲存

→平台管理、資訊提供的多層次服務。

範例：

由於手機聯網，因此你一天所有的移動訊息全部被 Google記錄並上傳雲端了，
窺探你一個人的隱私意義不大，但當 Google擁有的是所有人的移動紀錄時，會
有什麼效益產生呢？將常去百貨商場的整理出一份名單、常旅遊的一份名單、

宅在家裡的一份名單、常運動的一份名單、⋯，開始看出一點效益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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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企業為了擴張版圖，會將生意做到國外去，為了以下幾項因素，便會

選擇在國外成立分公司：

��節省生產、運輸成本

��貼近市場，獲取市場資訊

��避免關稅、進口配額限制

在海外成立許多分公司並不能稱為全球化企業，這些分公司是獨立作業還是團

隊作業？有協同作業的機制嗎？很多公司變大後並沒有變強，只是虛胖而已！

全球化企業雖然充滿了生命力，但面對全球詭譎多變的政治，企業經營分險也

大幅提升，當然，經濟是不可能與政治脫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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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關稅、貿易自由化的利弊？

未開發、開發中國家為了培植本國企業，經常訂定高額關稅與進口配額限制，

來保護本國企業避免外來的競爭，就是俗稱的關稅壁壘，但另一方面又鼓勵本

國企業大量出口商品到海外市場，最常見的做法就是政府出口補貼政策，這就

不公平貿易。

關稅保護政策真的有利於國內產業發展嗎？作者抱持反對意見，俗語說：「慈

母多敗兒」，保護政策下只會培植出一些吸國家血的敗家企業，而且像吸食毒

品一般，一旦停止保護企業就完了！我信奉的是：「寒門出孝子」的理論，政

府要做的應該是健全公平市場機制，活絡市場資金，讓本國企業在接受外企

業競爭的同時有自我成長的環境，而不是一昧的餵食讓企業喪失對抗競爭的能

力。

不公平貿易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沒有哪一個國家是笨蛋，會長期忍受他國不

公平的對待，美國川普政府所揭開的美中貿易大戰，不就是來自於美國的反

撲，中國企業能承受的起嗎？國家保護的結果有讓企業變強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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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

經濟跟政治絕對是掛勾的！人是群聚的動物，有人就有幫派，結黨結派就是為

了共同抵抗外來的侵略，鄰近的人會結黨，鄰近的國家也是同樣的道理，這就

是區域政治、區域經濟。

鄰近的國家互通有無，熱絡的經濟讓鄰國之間達到資源共享，由於往來密切，

為了雙方都能獲利，加速區域經濟發展，因此開始發展出區域經濟，區域內結

盟國家交易享有極低的關稅或甚至免稅，如此一來對於非區域內結盟國家就產

生關稅差異，形成貿易障礙。

WTO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就是為了消除貿易障礙，但由於保護主義再次抬

頭，區域經濟的崛起，RCEP（東南亞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PP（跨太

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都是地緣性結盟的組織。

以外貿導向為經濟主體的台灣，在這場區域經濟賽局中處於非常不利的位置，

在政治上若無法躲過中國的封鎖，經濟發展不容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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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經濟的競合關係

區域經濟就是鄰近國家的結盟，盟邦之間的關係有深有淺，大概分為四種不同

層次：

自由貿易區

區域內成員間免除所有關稅及配額限制，而對區域外國家仍維持其個

別關稅、配額或其他限制。  

例如：NAFTA北美自由貿易區，包括美國、加拿大、墨西哥

關 稅 同 盟 除撤銷成員間的關稅外，對外則採取共同關稅。

共 同 市 場
除具有關稅同盟特性外，還包括建立成員間人員、勞務和資本自由流

通所形成的無疆界區域，如 1958年歐洲共同市場。

經 濟 同 盟

完全經濟一體化：成員的經濟、金融、財政等政策完全統一，並設立

超國家機構。  

例如：今天的歐盟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