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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謝讀者們對前面四版的熱烈支持，使本書可以有機會進行改版。本書第 5 版

主要強化網路經濟的新概念，例如跨界競爭、微電影行銷、全通路（omni channel）零

售、閃購（Flash sale）等，亦修改了一些不合時代的案例。 

雖然，網際網路進入 Web 2.0 甚至 Web 3.0 的時代，但電子商務的本質並沒有改變，

只是更加清晰而已，因此本書依然強調應從策略與經營的觀點切入，將內容分為三大篇

介紹「電子商務基礎篇」、「電子商務策略篇」、「網路行銷篇」。 

在「電子商務基礎篇」，因於電子商務的內容非常廣泛，要掌握商機，必須先對整

體架構有一全盤的了解。本書先介紹電子商務的基本概念與基礎建設，再進而介紹電子

商務付費系統、安全機制、道德及社會議題，最後從實務面探討電子商務網站的建立。 

在網路泡沫化後，企業應體認到唯有深入瞭解電子商務經營的模式與策略，才能找

到電子商務經營的獲利方程式。因此，本書特別規畫「電子商務策略」一篇，分別介紹

了實體企業之網路經營策略與虛擬企業之網路經營策略。 

在「網路行銷」方面，雖然是一個較新的行銷範疇，但大部分仍傳承自傳統行銷理

論，而網路上的行銷環境與傳統有許多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因此仍有許多值得大家探

討的地方。為此，本書特別規劃七章，先探討網路行銷的基本概念與網路行銷規劃，接

著介紹網路行銷的核心──網路行銷組合（產品、定價、通路、推廣），最後則探討行

動商務與網路行銷。 

本書以「個案」、「理論」、「實務」三個導向為主要設計，並以企業「策略與經

營」的角度深入淺出的探討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非常適合企業管理系、行銷管理系、

電子商務系或資訊管理系做為「電子商務與網路行銷」的教學用書，也非常適合對電子

商務或網路行銷有興趣的社會人士作為自修學習之用。 

筆者才疏學淺，又加上教學、研究、服務與雜事煩身，雖力求完善，然而難免仍有

疏漏之處，尚祈各位先進不吝指正。聯絡 e-mail：VougeLiu@twu.edu.tw 

劉文良 
環球科技大院行銷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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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O2O+LBS商業模式，電子商務的下一戰 

「虛擬網路」結合「實體通路」（Online to Offline，又稱為 O2O）的商業模式引

起越來越多的討論，許多腦筋動得快的新創公司早已投入 O2O 領域，運用行動

資料和地理位置當作武器，要帶來「破壞式的創新」，把實體生活改造的更美好。

O2O，相對應其他我們耳熟能詳的 B2B、B2C 等等電子商務模式，具體的方式

就是「消費者是在網路上下單，在店頭取得商品或享受服務」。 

這個概念是在 2010 年八月，由 TrialPay 的 CEO Alex RamPell 在 TechCrunch

上的一篇客座文章所提出；他舉的例子是以美國電子商務每年的平均客單價是大

概 1,000 美金，但是平均每個美國人每年大概收入為 40,000 美金，剩下的 39,000

元跑去了哪？（這是一個不準確且概念的數字，主要是用來解釋目前在電子商務

上，消費者花的錢還不夠多）。答案是扣除稅之後，錢都花在咖啡館、健身房、

餐廳、加油站、乾洗店、理髮店等等，還要扣除旅遊以及那些網路買然後送到你

家的購物商品。 

在概念上，我們可以很容易直覺的想到當紅的「團購」服務，消費者們在線上看

到優惠折扣的「服務」覺得很心動，然後直接在線上進行購買，接著在團購網站

指定的幾個月內到店頭去享受服務或者取貨；而且可以依照消費者的「區域性」

提供更適合的在地服務商品／商店。對於傳統的店家來說，原本線上廣告的成效

都可以直接被轉換成實際的購買行為，被直接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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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實際上，團購只是 O2O 這個模式的冰山一角。團購業者 Groupon 表示他們即

將推出「Groupon Now」這個服務，透過手機應用程式上簡單的「我餓了」或者

「我覺得無聊」兩個按鈕，手機將會立刻顯示使用者附近正在進行優惠的店家或

者給予店家推薦。 

店家將不止是現在一天單日的優惠活動，而是他們將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或者網

站，視當日的來客狀態，上架特殊或者非常具時間性的優惠；到現在，還不能夠

斷定中小型的餐廳業者是否有能力或者有空自行建立自己的優惠，但是 Groupon

已經開始在美國，針對沒有上網能力的店家贈送已經預載上架優惠應用程式的智

慧型手機。 

eBay 也在圖謀 O2O 戰場。2010 年 eBay 宣告透過 Paypal 正式買下一家稱為

Where 的服務，Where 這個提供的是在地化的手機廣告服務，使用者只要打開

手機應用程式，就可以看到在地商店在 Where 上提供的廣告，比如像是折扣優

惠之類的內容，你可以看到上頭是吃的、喝的、玩的等等，使用者可以透過 Bump

與朋友交換儲存的資訊，也可以看到附近的加油站、電影院的位置以及價格狀態

等，目前大大小小已經有超過 12 萬個店家在上頭。據報導指出，eBay 花了 1 億

3 千 5 百萬美金買下這公司。eBay 在併購這家公司後，首先就是會把 Paypal 的

金流串到裡頭去，讓使用者可以更即時的付費買下商家服務，所以 Where 將從

原本的地區商店廣告平台，搖身一變變成了行動購物平台。 

eBay 在此之前更買了兩家服務，一個稱為 RedLaser，簡單來說就是提供掃商品

條碼並在線上進行比價的應用程式；另外則是一個稱之為 Milo 的實體商店比價服

務，讓使用者可以查詢某個商品在特定區域內商家裡的價格。在併購這兩間公司

後，eBay 快速的把這兩家的服務整合到自家的應用程式以及 eBay 線上搜尋裡

頭。到此，我們已經可以充份想像的到 eBay 已經充份擁有在 O2O 市場的強大話

語權。 

那麼台灣呢？從上面的所有敘述裡頭，我們可以嗅出一些 O2O + LBS 在台灣的

概念拼圖；他也許是像 iPeen 愛評網或者 ezTable 這樣已深耕特定領域的公司，

也可能像是如之前提過的團購領導公司，比如說是 Groupon Taiwan，或者是兩

者兼具的 17life + 17p 好康、抑或像是 Go!Look 這樣的手機優惠應用程式平台

等，都可能是扮演起拼圖一角的關鍵，不過，到底最後誰能夠讓拼圖完整，現在

都還在未定之天，但以美國的狀況來看，要打贏這場仗肯定是要很花錢的。 

雖然目前採行 O2O 模式的新創公司還很少，不過類似汽車共享、專屬旅遊計畫、

個人化服裝購買的概念，其影響力開始在網路上發酵，這些新創公司做到的是：

讓實體世界變得更有效率、也更有趣，消費者則是透過行動裝置獲取更好的生活

體驗，有時候甚至可以更省時、也更省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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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電子商務策略規劃程序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策略規劃程序包含五個步驟（如圖 8-1 所示）： 

1. 決定企業的願景、使命、目標、目的 

2. 決定企業的定位──企業的定位分析 

3. 策略方向的確立 

4. 可行策略方案的發展與選擇 

5. 策略的執行──策略行動方案的落實 

 

 

 

 

 

 

 

 
 

圖 8-1  電子商務策略規劃程序 

一、決定企業的願景、使命、目標、目的 

規劃電子商務策略，企業必須先決定其願景、使命、目標、目的： 

1. 願景（Vision）：是一個可實現的夢想，也是一個企業追求卓越經營

的基石。簡單來說，願景是企業全體員工長期努力追求的理想。 

2. 使命（Mission）：是企業存在的理由。使命宣言是企業存在原因的

表述。 

3. 目標（Goal）：企業想要達成的一般化結果。 

4. 目的（Objective）：特定且量化的目標。 

企業的願景、使命、目的、目標 

企業的定位分析 

策略方向的確立 

策略的執行 

可行策略方案的發展與選擇 

--總體環境與產業(競爭)環境分析 

--網際網路的特質分析 

--評價網際網路經營模式 

--時機—網際網路技術生命週期 

--數位化程度三構面模式 

--Roberts & Berry 新事業策略 

--阻隔策略、拓展策略、合作策略 

--組織結構的調整 

--管理者對策略行動方案的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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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電子商務策略並將之實踐的過程中，須先思考四個問題：網際網路中企業

的定位在那裏？企業下一步往那裡走？企業要如何達到目的地？企業要如何實踐

決策以達目標？ 

二、決定企業的定位 

在網際網路的環境下，分析企業的定位包括：總體環境與產業環境的分析、了

解網際網路的特質與變遷、評價企業的經營模式，然而藉由 SWOT 分析找出適合

企業的定位，如圖 8-2 所示。 

1. 總體環境與產業（競爭）環境分析 

 總體環境分析：政治法律、社會文化、經濟、科技、人口結構、自

然環境。 

 產業（競爭）環境分析：Porter 五力分析。 

 產業價值動因分析：分析的內容從價值鏈、價值商店、價值網開始，

再詳細的分析以決定企業的低成本與差異化架構，然後分析網際網

路可能會如何衝擊此架構。 

2. 網際網路的特質分析 

 媒介技術特質   資訊非同步性縮減特質 

 全球性特質    交易成本的降低特質 

 時間調節特質   低成本標準（規模經濟） 

 配送通道特質   無限虛擬能力特質 

3. 評價企業的經營模式：企業績效最主要的決定因素是企業的經營模

式。因此要決定企業目前的定位，要評估企業的網際網路經營模式。 

4. 優勢、劣勢、機會、威脅（SWOT）分析→找出企業定位。 

5. 經營績效評估 

 獲利率的衡量：要從企業的績效評估開始，包括基本的問題，如：

企業有多賺錢？其現金流量為何？企業的利潤率、市場佔有率、營

收成長率為何？ 

 智慧資本：除了以獲利能力來評估一個企業的績效外，一個管理者

可應注意智慧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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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2  網際網路與企業定位 

資料來源：修改自 Allan Afuah & Chistopher L. Tucci (2003) 

 

 

網際網路特質 
•媒介技術 

•全球性 

•網路外部性 

•配送通道 

•時間調節 

•資訊非同步的減縮

•無限虛擬能力 

•低成本的標準 

•創造性破壞 

•交易成本的降低 

企業經營模式 
1.顧客價值 

2.經營範圍 

3.定價 
4.收益來源 

5.關聯活動 

6.建置 

7.資源與能力 

8.持續性 

環境 
總體環境 

業環境/競爭環境 

8C 
1.基模 

2.內容 

3.社群 

4.客製化 

5.協調 

6.連結 

7.商務 

8.溝通 

 

 

 

 

 
經營 

績效 

總體環境 
政治、經濟、社會、人口、科技等力量 

競爭力分析 
產業 KSF 及產業動態 

競爭者經營模式的評價 

波特的五力分析 

競爭者可能採取的行為與反應 

價值鏈與價值體系分析 

產業的價值動因 

低成本與差異化的主要動因是什麼 

網際網路對其有何影響 

評價企業經營模式 
企業的優勢與劣勢是什麼？ 

競爭優勢的來源是什麼？ 

評價目前的績效 
企業是否有足以支

撐的競爭優勢？ 

(優勢／劣勢) 

(機會／威脅) 

SWOT 分析 
找出企業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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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企業下一步往哪裡走？策略方向的確立 

藉由對企業目前定位的探討，管理者有很多策略方案可供選擇。可用以分析策

略方向的手法有： 

1. 數位化程度三構面模式。 

2. 最佳時機選擇──網際網路生命週期。 

 數位化程度三構面模式 

要在網路市場販賣實體產品或數位產品？要經由實體仲介還是數位仲介？整

個商業交易流程是實體的還是數位的？藉由 Whinston, Stahl & Choi (1997)的數位

化程度三構面模式，也許可以提供企業思考的方向，如圖 8-3所示。 

  

 

 

 

 

 

 
 
 

圖 8-3  電子商務的構面 

 最佳時機選擇—網際網路生命週期 

網際網路生命週期，基本上分為三個階段，如圖 8-4所示： 

1. 新興階段（emerging or fluid phase）：此時，企業的策略應該是選

擇要在價值鏈（value chain）、價值商店（value shop）乃至價值網（value 

network）的那一點來因應技術的轉變，這是企業初步決定他們在網

際網路價值中的位置階段。 

數位產品 

實體產品 實體商務 

實體仲介 數位仲介 

實體流程 

數位流程 

純電子 

商務 

虛擬參與者 

虛擬流程 

虛擬產品 

虛實整合電子商務 
(Click-and-mortar) 

(Pure dot-com) 

(Brick-and-mor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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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長階段（growth phase）：此時，企業的策略在於決定其優勢為何，

或是期望優勢為何，從而試圖強化與建立之。 

3. 成熟階段（mature phase）：此時，企業的策略著重在市場地位的防

衛，以及留意可能引起生命週期重新開始的技術改變。對網際網路而

言，此一階段尚未來臨。 

 

 

 

 

 

 

 

 

 
 
 
 
 
 
 
 
 

圖 8-4  技術生命週期與網際網路 

資料來源：修改自 Allan Afuah & Chistopher L. Tucci (2003) 

四、企業要如何達到目的？可行策略方案的發展與選擇 

當企業的策略方向確立以後，企業必須發展可行的策略方案。然而，由於網路

企業大多屬於「新的事業」，因此可藉由 Roberts & Berry (1985)提出的「技術及

市場熟悉度」矩陣作為分析架構。一般而言，當企業想要數位轉型，但缺乏某些

能力時，則稱此為能力缺口（capabilities gap）。為了填補缺口，企業通常需要決

定是否要由內部開發這些能力，或經由外部獲得這些能力。而 Roberts & Berry 

(1985)的模式可以協助企業找出要進入新事業領域的技術能力缺口。 

新興階段 成長階段 成熟階段 

•找出獲利點 •決定經營模式的優缺點

•建立經營模式 

•競爭優勢之防衛 

•決定要位於價值鏈、

價值商店、乃至價值

網路的那一點 

•建立資源與能力 

•建立網路 

•投資基礎建設 

•贏取顧客 

•建立品牌 

•合作策略/拓展策略 

• 廠商低製造成本 vs.
顧客低持有成本 

• 產品屬性差異化 vs. 
顧客價值差異化 

• 市場專注策略 vs. 
顧客荷包專注策略 

時間 網際網路 
之行動 

銷
售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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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s & Berry (1985)提出「技術及市場熟悉度」矩陣，將進入新事業的方式

分為內部發展、併購、授權、內部創業、合資、創業投資、教育性併購等七種方

法。由市場因素（既有的、新的但熟悉、新的且不熟悉）、產品所使用的技術（既

有的、新的但熟悉、新的且不熟悉）等兩個構面來說明哪種方式最適合公司進入

新的領域（如圖 8-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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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 
 

圖 8-5  Roberts & Berry 的技術及市場熟悉度矩陣 

資料來源：Roberts & Berry (1985) 

例如：若企業目前已有技術，但市場是新的且不熟悉的，此時應採「合資」的

方法發展策略；若是在技術及市場上面對的都是新的且不熟悉的情境，則宜採「創

投資金或是教育性併購」的方式來發展；若是市場和技術都是新的，但企業本身對

兩者都很熟悉，此時可以「內部投資、併購或授權」的方式來進行發展；若對新的

技術不熟悉，但對新的市場有所了解，則可利用「策略聯盟」來發展；若是原有市

場或技術都是既有的情況，則可採「內部開發」的方式來進入市場…，以此類推。 

值得說明的是，教育性購併（educational acquisition）：係指企業購買另一家

企業的目的是學習該企業的某些能力，而非將該企業視為分公司，這乃是對一組

織的逆向工程：購買、解析、再學習。 

進入新事業的方法眾多，可以依照企業投入的資源多寡來劃分。而投入資源程

度的不同，會讓企業承受不同程度的獲利與風險。其差異如表 8-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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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進入新事業方式及其優缺點 

進入方式 主要優點 主要缺點 

內部發展 • 只使用現有資源 
• 耗時過久 

• 不熟悉新市場，易失敗 

購併 • 可快速進入市場 • 母公司可能對新事業不熟悉 

授權 
• 迅速取得技術 

• 降低財務風險 

• 不能擁有專利技術 

• 依賴授權者 

內部創業 
• 運用現有資源 

• 控制目標企業 
• 企業內部組織氣候不能配合 

合資 
• 提供技術與市場綜效 

• 分散風險 
• 出資雙方易生衝突 

創業投資 
• 提供進入新技術及新市場

的途徑 
• 無法刺激母公司的成長 

教育性購併 
• 進入新技術及新市場的途

徑，並提供專業人員 

• 財務風險較創業投資大 

• 須承擔關鍵員工離職的風險 

資料來源：Roberts, E.B, and C.A. Berry, (1985), Entering New Business : Selecting 

Strategies for Success,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p.8 

8-2 網際網路的特質與衝擊 

一、網際網路的特質 

一般而言，網際網路具有如下的特質： 

1. 媒介技術（mediating technology）：網際網路是一項媒介技術，它

能相互連接網路上的各個參與者。連接的機制可以是企業對企業

（B2B）、企業對消費者（B2C）、消費者對消費者（C2C）或者是消

費者對企業（C2B），甚至點對點（P2P）。 

2. 全球性（Universality）：網際網路的全球性是指網際網路可將世界

擴大和縮小的能力。它能擴大這個世界，是因為世界上的任何人於任

何地方所生產的產品與服務，可能被世界上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取得。

它能縮小這個世界，例如在甲地的一個工程師不需搬至乙地才能在該

地工作。而乙地的軟體開發人員也能擷取世界各地的程式撰寫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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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網路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當越多人使用某技術或產品，

則其對使用者更具價值時，此即為網路外部性。簡單的說，有愈多人

連上網路，此時網路就愈有價值。有兩種評估網路規模大小的價值之

方法被提出： 

 一個網路的價值是以其上網人數的平方在增加，也就是說當網路的

人數為 N 時，則此網路的價值為 N2，也就是梅特卡菲（Metcalfe）

定律。 

 一個網路的價值是以指數函數的型態在增加，若此則網路價值將以

NN 函數成長。 

4. 配送通道（Distribution Channel）：對於大部份數位產品而言，網

際網路可成為其配送通道。利用數位化能使軟體、錄影帶、音樂、資

訊、飛機票或各種表演的門票、經紀業務、保險業者和研究資料等皆

可透過網際網路來配送。當產品本身無法透過網際網路來傳送時，可

將其產品資訊，如功能、定價、配送時間或其他產品相關資訊等以網

際網路傳送出去。網際網路對現有配銷通道有替代效果與延伸效果： 

 替代效果（replacement）：指以網際網路來服務舊通道中的原有顧

客，而不帶來新的顧客，例如以網路賣票來替代旅行社有關機票的

業務。 

 延伸效果（extension effect）：由於投資者已能在網際網路上買賣

股票，這使得那些原先無法透過傳統證券經紀人來買賣股票的投資

者，也能因負擔得起較低的網路交易費用與網上額外諮詢服務而投

入股市。通常延伸效果會伴隨著某些替代效果。如某些投資者先前

是親自前往券商買賣有股票，如今可能轉換至網際網路上自己線上

下單完成買賣。 

5. 時間調節（Time Moderator）：即減縮或擴大時間的能力。 

 立即（right now）──減縮時間—同步。 

 任何時間（any time）──擴大時間—非同步。 

6. 資訊非同步的縮減：網路可以縮減某部份的資訊非同步性，因為製造

商對某產品的建議售價可輕易在網路上取得，使消費者得以在購物前

取得與零售商相似的訊息，作為購買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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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無限虛擬能力：根據摩爾定律（Moore’s Law），電腦的處理運算能

力在成本不變的情形下，每 18 個月增加一倍；同樣地，相關儲存裝

置以及網路科技的發展，也會以相類似的速度持續進步。也因為這樣

的科技發展的速度，消費者常認為他所使用的科技讓網際網路具備了

無窮的虛擬擴充能力（每個網路使用的設備都可以成為「網路」的一

部分）。 

8. 低成本的標準：網際網路的成本遠低於傳統的電子資料交換（EDI）。 

9. 創造性破壞（creative destroyer）：亦即產業遊戲規則的改變。一般

而言，創造性破壞以三種形式發生： 

 創造出全新的產業 

 改變產業的架構、經營、績效 

 強化某些產業其競爭優勢的基礎 

10. 交易成本的降低：網際網路的運用為許多產業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上

述特質中如全球性、配送通道、資訊非同步性的減縮、低成本的標準

等都能幫助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是泛指尋找買賣雙方蒐集產品資

訊，議價、簽約和執行合約及運輸的成本。 

二、網際網路對 8C 的衝擊 

網際網路提供價值給顧客，以獲得績效的八項活動是： 

1. 基模（context）：接觸點（contact point）的設計與擺設，以網站來

說就是指面對顧客的螢幕介面所帶給顧客的感受。基模的好壞取決於

不「美觀」與「機能」，美觀屬於主觀的感受，每個人對美的定義 同，

劣故難以判別其優 。 

2. 內容（content）：內容是指接觸點上的數位資訊，包括文字、聲音、

影像和圖形等。換句話說，內容的主題包括商品、服務或資訊的提供，

立而主題的格式包括文字、音效、影像與圖形。內容建 在基模之下，

是顧客介面八項要素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一項。內容是指那些能透

過網際網路傳送的資訊、娛樂和其他數位商品等。內容依存於「數位

配送通道」、「低成本的標準」和「媒介技術」這三項網際網路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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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群（community）：社群的定義是網路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而非網

站與使用者的互動。使用者對使用者的溝通可以在兩個使用者間（如

電子郵件、連線遊戲）或發生在一個使用者對許多使用者（如聊天

室）。例如 路網 上的部落格，由網站提供一個 來 論平台讓網友 討 ，以

產生共同的話題，久而久之網站的虛擬社群會形成一種次文化的群體

行以集結顧客及上下游廠商，因社群所造成的口碑往往是市場 銷與品

利牌塑造的 器。全球性和低成本的之特質意謂著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只

要能達到這群體所要求的標準，都可以加入此一電子社群。距離不再

是劃分社群的障礙。此外，時間調節特質也使同一社群的人不必約定

同一時間來聚會。對企業而言，最重要的社群之一就是使用者社群。 

4. 客製化（Customization）：接觸點（如網站）為不同使用者訂做，或

使用者可以管理接觸點（網站）的個人化能力。當客製化是由企業所發

起並管理時，稱為個人化；若是由使用者發起並管理時，稱為量身訂做。 

5. 連結（Connection）：網站與其他網站連結的程度。連結的類型有由

外連進來或由內連出去。透過連結企業可以增加曝光和交易的商機。 

6. 協調（coordination）：在沿著價值結構提昇顧客認知價值時，企業

要協調整合許多企業內部（價值鏈）及企業外部（價值體系）等組織

內外各項活動。協調的大部份工作就是資訊的交換，而網際網路這項

資訊技術能提供非常大的裨益。 

7. 商務（Commerce）： 易 力商務就是網站促進商業交 的能 ，也就是上

六述 項要素所要達成的最終目標。網際網路低成本的標準和全球性等

特質，便隱含了那些透過網際網路從事商務的個人或企業，有機會接

觸到世界各地潛在的顧客。商務包括五種重要的類型：企業對企業

（B2B）、企業對消費者（B2C）、消費者對消費者（C2C）、消費者

對企業（C2B）、點對點（P2P）。 

8. 溝通（communication）：以上所介紹的七個 C 中，其核心可說是第

八個 C，即溝通。溝通是接觸點（網站）讓使用者對接觸點（網站），

接觸點（網站）對使用者，或雙向溝通的方式。能夠利用網路與顧客

或目標視聽眾保持溝通，是網路行銷成功的不二法門。媒介技術及互

動性特質使得人們可以即時的交換電子訊息。時間調節、低成本的標

準和全球性的特質意指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時間傳送許多訊息給許多

人，而無限虛擬能力則意謂著人們可以傳送許多訊息，而每一訊息中

都包含有大量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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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評量 
 

1. 請簡述網際網路的特質有哪些？ 

2. 請簡述網際網路對 8C 的衝擊？ 

3. 透過網際網路交易有何限制？請簡述之。 

4. 企業經營模式之組成要素為何？請簡述之。 

5. 網際網路經營模式為何？又有哪些網際網路的策略可玆選擇？ 

6. 價值與網際網路有何關係？ 

7. 如何分析網際網路競爭環境與總體環境？ 

個案討論：momo 跨入網路通路，宣布退出實體百貨 

momo 富邦媒體科技公司從電視購物起家，2013 年 8 月 16 日宣布結束旗下實體

百貨商場的營運，並即將於近日由微風接續該商場的經營，近期位於信義百貨

熱門地段的 momo 百貨，開幕日期一再延期已見端倪。momo 表示，實體百貨

市場競爭激烈，已全面進入規模化連鎖化經營，且近年台灣消費力不佳，momo

百貨規模不大獲利不易，因此決定結束實體百貨營運，未來將資源投入 momo

的強項，亦即獲利佳、成長性良好的虛擬通路，會持續擴大虛擬通路的經營，

積極邁向國際化平台。 

momo 自 2004 年創立，旗下通路包括 momo 購物網、型錄，實體藥妝連鎖店及

百貨公司。2012 年 momo 全通路營收達 187 億，較 2011 年營收 156 億成長 20%，

2013 年營收將大幅超過 200 億，其中 momo 購物網營收每年均大幅成長，2013

年第四季挑戰單月 15 億元目標。 

2009 年富邦人壽買下環亞百貨舊址，2010 年交由旗下 momo 富邦媒體科技公

司，斥資兩億元開第一家 momo 百貨，從虛擬的電視與網路購物跨足實體百貨

通路，緊接著富邦人壽的信義計畫區 A10 也規劃為 momo 百貨，準備在 2013

年下半年開幕，以虛實並進方式開拓台灣零售市場。 

不過業界指出，台灣百貨市場趨近飽和，加上消費景氣大幅衰退，momo 百貨

業績表現並不理想，當年開幕訂出一年營業額達 12 億元、第二年損益平衡、第

三年賺錢的目標，遲遲無法達成，近一、兩年市場常傳出 A10 可能要換其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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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營，2014 年 8 月 16 日 momo 富邦媒體科技公司正式對外宣布退出實體百

貨市場。 

未來 momo 百貨環亞店、A10 將交由微風廣場承租經營，微風廣場目前共有三

家店，加上 momo 釋出的兩家店，以及 2015 年信義計畫區 A3 開幕的新據點，

微風廣場百貨版圖迅速擴增至六家。 

討論問題： 

1. 如果您是 CEO，您認為這樣做對嗎？請提出您的看法。 

2. momo 做對了什麼？又有何值得學習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