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2B逆商業時代 

第一章 C2B 逆商業時代  

1-1  先回頭看看電商的發展趨勢

一、大數據、智慧化、行動化、自造化

MIC（2014）隨著行動資通訊科技發展與技術提升、行動載具及智慧連網廣泛應用，

將電商產業發展線上線下的延伸，串起消費者生活，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商務型態全面崛

起，電商發展邁向多元化的商務應用。MIC（2014）認為電商產業發展主要有四大發展

趨勢：大數據、智慧化、行動化、自造化。

圖 1-1  電商四大發展趨勢：大數據、智慧化、行動化、自造化 
資料來源：MIC 2014年 11月 



1-2 智慧商務

二、電商應用趨勢：科技、商業、服務

《EC Biz》不管是由科技趨勢、商務趨勢及服務趨勢來看，可以看出技術是驅動未

來的關鍵，同時會受到內外在環境影響而改變趨勢，由此觀察出電商應用趨勢分為科

技、商務、服務三個面向應用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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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電商應用趨勢：科技、商業、服務 
資料來源：EC Biz Blog 2016年 8月 

三、2018 新潮電商五大趨勢 

網路行銷公司 WordStream 整理五個 2018 電商將面對的趨勢，讓業者更能掌握電

商的轉變：

1. 出貨時間的競爭將成為電商新戰場：例如 Amazon Prime 推出 Prime Now 一小時送

達商品的服務圈。阿里巴巴的盒馬鮮生推出 30 分鐘送達的服務圈。

2. 人工智慧（AI）與機器學習將被深入運用，未來能直接與顧客做交易：人工智慧（AI）
與機器學習加入聊天機器人更進化，聊天機器人不僅可以處理客戶問題，還能輔助

甚至直接交易。

3. 擴增實境（AR）產品體驗將成為主流：知名家具品牌 IKEA 推出一款運用 AR 技

術的 App—IKEA Place。除讓消費者可以看到家具擺在自己家裡的樣子外，這些

AR 家具強調等比例的呈現，避免家具與家裡空間尺寸不合的情況。

4. 行動支付、物聯網的技術運用將大幅成長：電商成長趨勢與行動支付相輔相成。自

2015 年起，行動支付快速增長，至少有 10 種不同的行動支付平台，其中包括 Apple
Pay、Google Pay、Samsung pay 和台灣 Pay。除行動支付外，隨著網路能連結的物

品越來越多，物聯網的技術也將被大量運用，尤其家電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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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行動用戶提升，電商專屬 App 的數量會越來越多：隨著多數用戶從 PC 桌面到行動

裝置的轉移，電商推出品牌專屬 App，讓消費者利用智慧型手機即可輕鬆購物。 

四、互聯網＋ 

互聯網＋是將互聯網做為一種生產要素或基礎設施，如同水、電、瓦斯一樣，深度

融合於產業各領域中，提高創新力及生產力，形成全新生活方式、商業模式及生產方式。

互聯網金融、互聯網工廠等，都是互聯網＋的代表。互聯網＋ 影響各行各業： 

1. 互聯網＋交通：「滴滴打車」等叫計程車的 App，幫助乘客和司機進行有效匹配，

避免了空駛和疲勞駕駛，也方便民眾叫到計程車。 

2. 互聯網＋醫療：互聯網與醫療業結合，可以解決民眾在醫院看病時經常遇到的排隊

時間長、看病等待時間長、結帳排隊時間長、醫生看病時間短的問題。 

3. 互聯網＋零售：網路購物作為互聯網＋的切入口，帶動了傳統零售、物流快遞、生

產製造等行業的轉型升級。 

五、商業 4.0 的未來是 C2B  

C2B 就是以消費者需求為起點的客製化生產與銷售，C2B 中的 2=to 是參與的意

思，是消費者參與廠商產銷運作流程的商業模式，也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商業模式。 

以工業 4.0 的角度來看，工業 3.0 之前是以廠商為中心，而商業 4.0 是以消費者為

中心。 

以數量與樣式來說，傳統 B2C 商業模式是少樣、多量，而商業 4.0 的 C2B 商業模

式是多樣、少量。 

六、商業 4.0 的五個關鍵應用 

基本上，商業 4.0 有五個關鍵應用： 

1. 全通路體驗：跨螢技術的成熟，讓全通路之間可以無縫接軌，消費者可透過 OMO
虛實融合的各接觸點達成自然的品牌體驗，品牌更可經由各接觸點取得消費者的消

費數據，進而推敲其個性、偏好和決策過程，提供 C2B 服務。 

2. 感官行銷：體驗經濟是一種感官經濟，結合 AR/VR 等實境技術的感官行銷，進行

消費者體驗行銷。 

3. 大數據分析：虛實融合追蹤消費者的虛實足跡，利用大數據分析，提供消費者個人

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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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即時金流（即時支付）：商業 4.0 時代是體驗經濟時代，也是即時變現時代，即時

金流（即時支付）與金融科技扮演關鍵角色。 

5. 萬物聯網（Internet of Everything）：商業 4.0 時代，也是萬物聯網的時代。從互

聯網到物聯網，商業 4.0 則進入萬物連網的階段。萬物聯網又被稱為 M2M
（Machine to Machine）或機器通訊（Machine Type Communication，簡稱 MTC）。

萬物聯網為實現在不經由或在有限度的人機互動情境下，透過有線、無線或行動

資通訊技術來串連機器（或終端），達到不同裝置╱機器與機器之間互聯溝通，

並由雲端平台實現終端互聯的智慧化運用。 

1-2  C2B 逆商業 

一、零售 

所謂「零售」是將產品或服務以及其附加價值銷售給個人和家庭的全部行為，在商

業的分銷過程中處於最末端的位置，也是商業活動中最為活躍的環節。 

傳統零售模式是「貨-場-人」構成的簡單運作模式，在這個模式裏，工廠製造的商

品，經由人流量最大的商鋪賣給最多的個人或家庭，也因如此處在最中間的「場」就成

了各大零售商的必爭之地。但是隨着房地產的高速發展帶來的「場」地租金上漲、「人」

力成本逐年增加，以及來自電商等線上通路的衝擊，傳統零售商面臨着成本愈來愈高，

但銷售額及利潤卻雙雙下降的困境。至此，單一的線下零售（純實體店）競爭力不再。 

在線上線下零售此起彼伏的變化之中，零售過程仍然是「貨-場-人」的連接模式，

只是中間的「場」發生了變化，由於線上電商平台的出現，「場」的競爭從「線下的地

段之爭」轉變成「線上的流量之爭」。零售過程所呈現出的邏輯仍然是工廠生產出的產

品經由最多流量的平台賣給最多的個人或家庭。 

互聯網尤其是「行動互聯網」的發展，使得獲得線上流量的成本越來越高，讓電商

的發展開始遇到了瓶頸，因此開始將目光投向線下，「線上線下融合」（OMO）成為

新趨勢。 

隨著智慧型手機的蓬勃發展與 4G/5G 網絡的提升，促進行動互聯網的發展與資費

的降低，讓每位用戶都能隨時保持在線狀態，線上線下被完全打通，加上進入消費升級

時代，「人」轉變成商業發展的中心，處在零售的起點，因此「貨-場-人」的模式演變

成「人-數據-貨-場」。至此，「數據」取代「場」佔據商業發展的中心位置。也正因

為如此，新零售業者開始圍繞着用戶設計各種商業模式，千方百計蒐集與挖掘大數據，

利用挖掘到的大數據對「人」-「貨」-「場」重新進行匹配，這就是新零售。傳統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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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零售在需求端和供應端之間發生了倒轉（從 B2C 到 C2B）。根本上來說，新零售

對傳統零售重構了「貨-場-人」模式。 

二、五個新 

馬雲預測未來將由五個「新」，重新塑造 C2B 逆商業市場的風貌，這五個新分別

是新零售、新製造、新金融、新資源、新技術。而這五個新彼此之間環環相扣，牽一髮

動全身。 

 

新零售

新能源 新金融

馬雲 
五個新

新技術 新製造

 

圖 1-3  馬雲的「五個新」 
資料來源：修改自《股感知識庫》 

馬雲「五個新」的關鍵要素在於「虛實融合與數據串流」，以達成量身訂做。是整

合所有資源、人力及市場交易，取代目前各種製造商、批發商及零售商，把顧客眼前的

商品與所有前置工作，串連成一條龍服務，使商品與顧客間的溝通無阻。首先，「新零

售」會結合「新製造與新物流」，達到零庫存目標。消費者會透過「接觸點」直接「線

上」設定符合個人偏好之商品顏色、尺寸、材質、態樣等。下單後，「新製造」在智慧

工廠立即製造，再透過「新物流」（包括無人機、無人車）快遞至消費者指定「線下」

地點，完全沒有存貨！另一種方式是：消費者經過商家附近時，商家能透過物聯網微定

位 App，即時取得在地環境空間與雲端儲存的大數據，進行資料探勘，根據消費者個人

偏好，推播其感興趣的商品訊息與折扣優惠，吸引消費者交易。此種 C2B 逆商業模式，

正是 SoLoMo（社媒、在地、行動）的精準行銷新趨勢。 



 1-6 智慧商務 

 

三、新零售：線上、線下和現代物流融合 

馬雲認為，新零售是無縫融合「線上服務」、「線下體驗」以及「現代物流」的零

售新模式。 

 

圖 1-4  新零售：線上、線下和現代物流融合 

四、新零售核心：重構人、貨、場之間的關係 

零售業最核心的概念「人、貨、場」，不管科技與商業模式如何改變，零售業的基

本要素離不開「人－貨－場」三個字。 

1. 人：代表整個新零售過程中的那些人或角色，包含顧客、服務人員、銷售人員、倉

庫人員、行銷人員、物流業者等等…。新零售的核心在於如何儘可能精準地命中用

戶需求。 

2. 貨：代表與貨品有關的事項，包含生產、採購、銷售、供應、庫存、品類、品項等。

新零售改變在於如何依照用戶的真實需求，提供用戶真正想要的商品。 

3. 場：代表顧客與品牌間的各種接觸點，包含電話、傳真、官網、官方 FB、官方 Line、
電商平台、實體門市等，所有「線上」+「線下」的種種與顧客的互動等，這都是

場的範圍。在消費升級背景下，消費場景往碎片化發展。新零售改變在於結合線上

線下不同的消費場景或不同的消費接觸點，但給用戶一致的消費體驗（UX），並

且持續優化消費體驗（UX）。 

 
人

重構 
場貨 

 

圖 1-5  新零售核心：重新架構人、貨、場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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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零售業的典型公式是這樣：選對的「人」（外部目標客群＋內部銷售人員），

選對的「貨」（風格功能＋品類＋價格波段＋上市波段），在對的「場」（城市＋商圈

＋地址＋樓層＋品牌形象 V I＋視覺形象 SI＋零售終端形象 VM），在顧客進店前、入

店後、售後服務發揮，達到零售績效最佳。 

零售市場在不同的時期，「人貨場」三者關係隨時在變。在市場物資短缺時代，需

求大於供給，「貨」是第一位，任何產品都能很容易賣出，這是「產品為王」的時代；

進入傳統零售時代，工業化時代，供給提升後，物資較豐富，改由「場」占據第一位，

唯有爭取到黃金地段，品牌才能在汪洋大海中脫穎而出，這是「通路為王」的時代；到

了「新零售」時代，由於科技與大數據，以「人」為本，才得到落實「模糊的消費者群

體→消費者族群輪廓→消費者個人全訊息清晰畫像」，這是「用戶為王」的時代，「貨」

和「場」都圍繞著「人」展開。數據幫助品牌刻畫消費者畫像，同時帶動「貨」和「場」

的重構，所以人貨場重構的節點在「數據」，人貨場重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數據驅動

業務」。 

 模糊的消費者群體         消費者族群輪廓          消費者個人全訊息清晰畫像 

•性別 

•年齡層 

•收入 

•特徵 

•CEO 

•高富帥 

•單身 

•法拉利 

 

圖 1-6  數據下的消費者畫像 

而想要重構「人」，必須搞清楚 5W+2H 這 7 點： 

1. Who：顧客是誰，他的「消費者個人全訊息清晰畫像」到底長什麼樣子，有什麼

偏好？  

2. When：他一般什麼時候來，多長時間來一次，一次來多久？ 

3. Where：消費接觸點在哪些位置，這些消費接觸點之間有什麼關聯？ 

4. WHAT：在消費接觸點上，他都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5. Why：他消費或使用這類商品的背後理由？有沒有替代方案？ 

6. How to do：他是怎麼消費或使用這類商品的？如何更有 UX（消費者體驗）？ 

7. How much：需求多少？數量多少？對他有多少價值？預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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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零售必須重構圍繞著「人、貨、場」當中所有的商業元素，其核心就在於「人、

貨、場」商業元素的重構能不能更有「效率」，能不能真正帶來「效能」。而「效率」

與「效能」，可分解成四大方面來看：第一是人流的流量，第二是商品 C2B 逆商業供

應鏈，第三是組織效率，第四是 IT 系統效率。前三項是零售基礎。如果零售基礎的方

面做的不好，只靠 IT 系統效率，別妄想做好新零售。 

 

 

圖 1-7  5W+2H重構「人」 

五、新零售的知識框架 

阿里研究院用一個系統的方式，提出「新零售的知識框架」，統整所有關於新零售，

無論是線上或線下，正在發生的改變。它用前台、中台、後台的方式分類這些新工具與

新方法，從全通路、全數據用戶輪廓、C2B 模式，一路講到物聯網、人工智慧，讓人

很快掌握到所有新零售正在發生的變化。 

表 1-1  新零售的知識框架 

前台 「人」消費者、「貨」商品或服務、「場」場景 

中台 行銷、市場、流通鏈條、C2B生產模式 

3D/4D列印、AR/VR… 
後台 

基礎 
設施 

雲、網、端、域名、作業系統（OS） 技術 
數位化、人工智慧、物聯網… 

資料來源：修改自《阿里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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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之晨認為，實體門市在過路客（免費流量）、先體驗再購買（成交率）、現買現

拿（交貨速度），以及免運費上，是比純電商佔有優勢。所以在需要馬上拿到，或是單

價低（相對感覺運費高）的商品上，實體目前還有很大優勢。但在先體驗再購買這方面，

如果線上線下價差太大，優勢反而會消失，因為消費者會把實體當展場，體驗完後回到

線上購買。這也是百貨公司淪為實體展場原因。 

實體門市佔總零售的比率，在全世界還是遠遠超過電商，在北美地區實體零售仍佔

超過 90％、中國仍有 80％，而台灣也有 70％。雖然實體零售仍大，但問題是在衰退。 

六、新零售：打造「互聯網＋消費」生態圈 

2017 年 5 月聯合國總部舉辦的「聯合國全球化對話系列峰會暨全球新經濟高峰論

壇」提出，「新經濟」是指以創新性知識，在知識經濟社會居於主導地位，創意產業得

以成為骨幹主力產業的智慧化經濟形態。進入「新經濟」時代，未來全球產業經濟主軸

動能，將會是以智慧運輸系統為驅動能量，主力產業是數位經濟、互聯網經濟、物聯網

經濟、智慧經濟、共享經濟或普惠經濟（庶民經濟）。「新經濟」造就不少世界重量級

巨型新企業，亞馬遜、臉書、谷歌、阿里巴巴、百度，後有 Uber 及 Airbnb，以及許多

未來可預見的獨角獸（市值十億美元以上未上市企業）。 

近年來中國互聯網及物聯網產業發展快速，中國發動的行動互聯網、大數據、雲計

算、智慧化等為核心特徵的「新經濟」，凌越其他國家發展。在「互聯網＋消費」生態

圈，特別是「行動互聯網+消費」的商業化新階段，中國已大幅超越美國。「新零售」

所造就的新經濟，是知識經濟時代最典型「贏者全拿」的「知識獨占」現象。在「萬眾

創新」、「大市場」和「大資本」結合下，催生中國「新零售」新經濟新業態的蓬勃發

展，給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注入強大動能。全球最激進的新零售商業模式都在中國試誤。

想像力到哪，「互聯網＋消費」的勢力就延伸到哪。「互聯網＋消費」生態圈的競爭時

代來臨。 

七、線下零售四種業態 

《甘來科技》認為，線下零售存在「百貨、超商、便利店、自動販賣機」四種業態，

新零售時代在這四種業態中，各有新創業者切進這些市場。 

1. 超商新零售：以盒馬鮮生、永輝「超級物種」、速懶鮮生為代表，強調店倉一體

化、提供周邊三～五公里的送貨服務，連接線上和線下，並且將零售與餐飲混合

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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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便利店新零售：對標 Amazon Go，以繽果盒子、F5 未來商店、24 愛購、甘來科技、

TakeGo 無人店為代表新型便利店，希望將線下零售變成無人便利店，或者機器人

便利店方向發展。 

3. 自動販賣機新零售：以友寶、樂捷二十四為代表的新型自動售貨機，定製自己品牌

的智慧自動販賣機，實現零售終端運行狀態、銷售、庫存的即時監控，做到雲端精

確化管理。 

1-3  五大變革（1）：新零售，即將取代電子商務 

一、什麼是「新零售」？ 

新零售究竟是什麼？依據阿里研究院：新零售是以消費者體驗為中心，透過數據為

驅動力的泛零售形態。舊零售是指消費者想要購物，必須到某地址或某網址，形成「人

到店」，而新零售談的不只是電子商務，更進一步把和顧客接觸的通路，擴展到實體門

市、官方網站、手機、社群網站等，並結合大數據分析消費者行為、摸清顧客樣貌與輪

廓（profile），提供消費者更便捷的購物體驗。 

過去：舊零售 

線上線下分開，網路店PK實體站

未來：新零售 

線上線下融合，配合現代化物流 

VS

 

圖 1-8  舊零售 vs新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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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應用： 

新技術 

現代物流 

大數據 

如何結合： 

線上 

線下 

現代物流 

如何達成： 

零庫存 

現代物流 

C2B 逆商業 

以消費者為中心的市場 

 

圖 1-9  以消費者為中心之市場的 C2B逆商業市場 

新零售具有幾個概念，分別是「線上、線下和現代物流必須結合在一起」、「物

流的本質是真正的消滅庫存」，以及「零售業如何應用新技術、零庫存的現代物流、

大數據」。新零售的最終目標是真正大範圍的柔性化生產，以及 C2B 逆電商模式的真

正達成。 

基本上，「新零售」的輪廓：以運用大數據、零庫存的現代物流、線上線下與新物

流的結合為手段，實現以消費者為中心的 C2B 逆商業市場為目標。C2B 並不是將 B2C 
的商業流程反轉，而是一種「以消費者為商業核心」的概念。在此模式中，消費者將會

參與企業的設計、開發與製作流程，甚至主導企業提供的商品和服務，而產品也將趨向

多樣少量的客製化生產。 

二、新零售的必備技術：零庫存的現代化物流 

現今電商的整體運作，都是掌控在後勤物流系統。也可以說，大型電商真正的競爭

力，是由後勤的物流系統所決定的，尤其以中國或美國這樣大面積的市場，建設完善的

物流基礎設施需要相當規模的投入成本。 

同時，消費者對物流的要求越來越高，前置時間（Lead Time，顧客下單到貨品送

達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電商亦期望壓縮物流成本；種種因素推著現代化物流系統不

停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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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智慧商務個案集  

 繽果盒子（BingoBox）台灣 

 

圖 12-1  繽果盒子（BingoBox）官網 
資料來源：http://www.bingobox.com/ 

貨櫃屋無人商店「繽果盒子」2018 年 8 月 16 日正式登台，在台北市華山 1914 文
創園區開設全台第一家展示店－Bingo Store 智慧商店。這是由台灣「傾國科技」向中

國「繽果盒子」團隊購買技術授權的 24 小時無人超商。「台灣大車隊」持股 40% 轉投

資的「傾國科技」，歷時超過一年，談下中國「繽果盒子」的技術授權和台灣的獨立經

營權。 

2017 年 6 月，「繽果盒子」就在上海開設第一家無現金支付的無人商店，成立時

間比亞馬遜更早，是開啟無人商店無限想像的關鍵要角。在這 5～6 坪的空間裡無須店

員管理，消費者挑選完商品後，只需放在自動結帳櫃台，11.3 秒就能完成掃描付款。

截至 2018 年底，BingoBox 已開設超過 500 家，版圖涵蓋中國、馬來西亞、韓國、日

本、台灣，擴張的速度比亞馬遜快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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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繽果盒子」無人商店，每間大小約 5~10 坪左右，可販售 800 個品項，包含常溫、

冷藏、冷凍等，且商品售價比一般超商便宜 7%。消費者必需先下載支付樂 APP，進入

時掃描會員 QR Code，而結帳部分，消費者在挑選好商品後將商品放置在結帳區 Bingo 
Store Mini 機當中，機器會自動進行掃描、貨物辨識和結算，最後用支付樂 APP 搭配行

動支付感應付款，整個結帳流程約 12 秒，但一次只能計算 3 到 5 項商品。 

 

圖 12-2 「繽果盒子」的影像識別計價系統 
資料來源：繽果盒子官網 

「繽果盒子-台灣」目前使用人臉辨識系統，作為身份確認，待取得主管機關同意

後，則將用於人臉辨識支付。 

「繽果盒子-台灣」設有中央監控台，若有人沒有付款離開，除了現場會有播放人

聲提醒外，也會做記錄，同時現場設有 24 小時客服，按客服鈕即可對話。 

「繽果盒子-台灣」搭上虛擬貨幣的風潮，與 Motion 遊戲平台合作，開放以 Motion 
遊戲進行挖礦的 MTN 幣兌換商品。 

「繽果盒子-台灣」第 1 家正式門市於 2018 年 9 月在大同大學開幕，接著也將在捷

運松山站開設，目標於 2018 年底在北北基至桃園一帶拓點至 60 家，鎖定小型場域，如

廠辦、社區、學校及交通轉運站等，其中 5 間為直營店，其餘則開放加盟。 

「繽果盒子-台灣」以模組化方式組裝，宣稱從加盟簽約到展店只要 7 天，其販售

的商品比一般超商便宜 7%，更推出加盟金不用百萬（其他超商加盟金動者 200~300
萬），不用一桶金都能開店的方案。目前開放加盟模式有兩種，分別為品牌合作以及一

般民眾加盟，室外版加盟金 88 萬起、室內版 78 萬起，另可選配其他科技系統，如電子

標籤等。「繽果盒子-台灣」有點像貨櫃屋，方便移動無人商店，可以反覆實驗開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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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地點，降低加盟主的風險。此外，號稱建置成本只需要一般便利商店的四分之一，

省下店員和裝潢的成本，加盟主也無需自行管理。 

台灣「傾國科技」表示，「繽果盒子-台灣」依據大數據進貨熱銷品，並與第三方

物流公司合作補貨，而加盟者也可販售自己想賣的商品，不侷限只是無人便利商店，也

能販售衣服、禮品等，每日營業額預計可落在 1～2 萬。目前「繽果盒子-台灣」除了可

使用支付樂 APP，未來也會納入悠遊卡、LINE Pay 支付系統，以及各家銀行信用卡等。

另外，以後也不排除導入自動咖啡機。 

台灣「傾國科技」強調，個資和金融安全的部分完全由台灣團隊把關，不會造成資

安疑慮。 

    

1. 從本案例中，您發現「新零售」的哪些特質？又有何可取之處？ 

2. 您認為本案例，在智慧商流的模式方面，有何修正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