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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1970年代 --- 電子資金兌換 

第二階段：1970年代末期～1980年代初期

                    --- 電子資料交換與電子郵件          

第三階段：1980年代中期

                    --- 線上服務與資訊共享

第四階段：1980年代後期～1990年初期

                    --- Internet開始發展
第五階段：全球資訊網的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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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業與企業間(B to B)
       利用科技與網路從事商業活動，並透過上下游資訊的整合，
增強競爭力。此部分即所謂的Extranet，我們稱之為企業網
路。

2. 企業與個人間(B to C或C to B)

       透過便利的購物管道，提供訂製化的產品與服務(經濟部商
業司電子商業計畫)。此部分即是所謂的Internet，我們稱之
為網際網路。

3. 個人與個人間(C to C)
          透過網際網路，在一個網站上進行交易，交易的雙方均為
消費者，簡單的說就是消費者本身提供服務或產品給消費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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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營模式
通路經營

 oracle.com

商品整合
 amazon.com

貿易整合

 Trade-taiwan.org

數位傳播

 Youtub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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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路經營─ oracle.com、saprunbetter.com

　將傳統的商業模式，換成使用Internet進行，此種作法可大幅提
高效率和服務品質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6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7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7

商品整合─amazon.com

 把所有相關商品聚集起來，直接推薦給客戶，提高消費市場的佔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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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易整合貿易整合

  trade-taiwan.org
    整合買方、賣方，上中下游廠商資
源，提供直接面對客戶的商務貿易平
台

數位傳播    
youtube、
chinatimes.com

  數位播送者，google、Yahoo網站..,
等，它是“free”的觀念，當使用者越
多，廣告效益將使單位成本趨近於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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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促銷(Product Promotion)

通路開發 (New Sales Channel)

節省成本 (Direct Saving)

行銷快速 (Time to Market)

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

品牌或公司形象(Brand or Corporate Image)

新技術學習(Technology Learning )

新產品創造 (New Product Capabilities)

新商業模式(New Business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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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地域限制

24小時，全年無休
可以最短時間進入市場的商業模式

提供全球化的客戶服務

進入門檻低；提供想要創業者非常好的平台

投資報酬相對比較高

線上廣告節省費用

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度

提供企業所需的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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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商務的好處
突破地域限制

24小時，全年無休
可以最短時間進入市場的商業模式

提供全球化的客戶服務

進入門檻低；提供想要創業者非常好的平台

投資報酬相對比較高

線上廣告節省費用

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度

提供企業所需的相關資訊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10

突破地域限制

24小時，全年無休
可以最短時間進入市場的商業模式

提供全球化的客戶服務

進入門檻低；提供想要創業者非常好的平台

投資報酬相對比較高

線上廣告節省費用

提升企業形象與知名度

提供企業所需的相關資訊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10

2014年4月1日星期二



11

B to C交易的實際架構範例

   http://tw.mall.yahoo.com/  奇摩超級商城

    http://shopping.pchome.com.tw/  pchome購物
中心

B to B交易的實際架構範例 

C to C交易的實際架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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