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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實務學習及創新能力的培養已是大學教育的主流，為持續提升師生在此領

域的專業職能及素養，以達成「培育誠信、創新、務實、致用的卓越商管專業人

才」及「型塑創新研究風氣」的院教育目標，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商管學院除精心

規劃學院各系教學主軸特色外，亦辦理各項學術交流活動，自 2011 年迄今已邁

入第九屆的「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即是其中一項很重要的交流學習活動。本

次研討會的主題以商管領域實務創新與個案研究為主軸，研討內容分成八個創新

領域，包含：商品創新、服務創新、技術創新、組織創新、經營模式創新、創業、

及其他創新議題，皆是目前商管領域很重要的實務創新面向。 

本次研討會經公開徵稿後收到近 35 篇論文投稿，經委外審查後共計接受 26

篇論文將收錄於本會出版之研討會論文集，其中挑選具研討質量篇章之 11 篇於

研討會進行口頭發表，與現場與會先進進行深度研討及交流。為提升論文集質量，

研討會後將請作者參考相關研討意見進行修正，再編輯出版論文集。本次研討會

之所以能夠順利舉辦，有賴許多校內、外人士共襄盛舉。在論文方面，感謝諸多

論文作者辛勤研究，並將研究成果整理成精彩的論文，大家才能分享及學習到如

此豐富的研究創見與成果。在籌備事務方面，商管學院各系所主任均全力協力，

不但推動徵稿事務，也在論文摘要審查與議事分工上積極投入。此外，也特別感

謝外審委員快速嚴謹地完成全文審查，方使本次研討會得以如期舉行。 

本研討會論文集的審查與印製雖已戮力執行力求完善，倘有疏漏之處，尚祈

各界專家不吝指正。最後，期待本研討會及論文集能激發各位參與來賓在未來研

究上的共鳴與靈感，甚或促進彼此間的合作，達到型塑創新研究風氣及成效的目

標。最後，再次謝謝所有直接或間接協助本研討會的同仁及各界友人，並祝，所

有與會人士都能滿載而歸，研討會圓滿成功！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商管學院 

院長  黃韻瑾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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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性文化商品創新設計方法探討 
Exploring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s for Religious Cultural Goods 

徐子翔 1、蘇文清 2 

摘  要 
宗教文化一直以來跟臺灣人民密不可分，信仰自由也造就了許多香火鼎盛的廟

宇以及傳統信仰中神明與人民互動的佳話。本研究結合符號學之父索緒爾提出的

“能指”和“所指”來將虎爺意象做一個型態上的分類，結合價值機會分析法

(VOA)來瞭解現有傳統香火袋的優缺點，實地訪查新港奉天宮後，將奉天宮開基虎

爺之元素、特色轉化成商品，設計出區別於傳統香火袋功能的全新皮革香火袋，並

以此創新設計方法來打造更貼合市場需求的創新宗教性文化商品。希望藉由虎爺的

文化表徵來設計出符合信徒期待的全新文創商品，讓消費者在使用商品滿足信仰需

求的同時，也能更了解虎爺文化的多面意涵。此創新設計方法能幫助設計者在進行

宗教類文化商品設計時能將蒐集到的資料進行全面的市場分析，將在地文化元素明

確地導入設計流程，讓設計者能更有效率、有原則的進行宗教文化商品設計。 

關鍵詞：宗教性、文化商品、創新設計 

Abstract 
Religious culture has always been inseparable from the people of Taiwan, and the 

freedom of faith has led to many temples with strong incense and good stories of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gods and the people in traditional beliefs.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energetic" 
and "referential" concepts proposed by the father of symbolism, Thorso, to categorize the 
imagery of the tiger priests in terms of type, and the value opportunity analysis (VOA) to 
underst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the existing traditional incense bags. After 
visiting Fengtian Temple, we transformed the elemen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nding 
father of Fengtian Temple into products and designed a new leather incense bag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cense bag.  

We hope to design new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at meet the expectations of 
believers by using the cultural symbols of Tiger Master, so that consumers can use the 
products to satisfy their faith needs while understanding the multi-faceted meaning of Tiger 
Master's culture. This innovative design method helps designers to conduct a 
comprehensive market analysis of the data collected when designing religious cultural 
goods, and to clearly integrate local cultural elements into the design process so that 
designers can more effectively This allows designers to design religious cultural goods in 
an efficient and principled manner. 
Keywords: Religiousness, cultural goods, innovativ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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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設計動機、目的 

宗教文化跟人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信仰對社會的安定有著一定的重要性，在

早期醫療水準不發達的年代，人民常會透過宗教儀式來克服生活中遇到的未知恐懼、

疾病以及瘟疫，時常可見藉由有形的“辟邪物”來震懾恐懼的情形。而在當時臺灣本島

雖不產虎，但虎爺信仰卻在民間廣為流傳，最早可追朔到中國早期的虎爺傳說，而

「虎信仰」也隨著先民來臺後慢慢融入臺灣社會中，進而演變成現今常見的虎爺相關

廟宇以及不同的虎爺系統。而老虎自古在中國山林間都有出沒記錄，在早期也有侵擾

民間生活的問題，故老虎在人們心中的形象充滿了「震懾」及「威嚇」感，雖然人民

懼怕老虎，但因老虎的形象深植人心，故後來慢慢發展了人們以老虎形象製作相關器

物及衍生信仰，來做為保護自己以及獲得心靈慰藉的一種方式。本研究將以嘉義新港

奉天宮之虎爺信仰作為宗教性文化創新商品的研究對象，使用創新設計方法，經過分

析與探討後，發展出具有虎爺信仰元素之宗教文化創意商品。 
 
隨著時代的發展我們可以發現，宗教文化的發展在臺灣可謂是穩固且不可撼動，

高包容度的社會氛圍也形成了一個宗教的文化融爐，彼此存在著差異性但並不會有

強烈的對立性。而信徒的信仰需求也被商人們發現了後續衍生出的商機，開發了許多

種不同類型的宗教文創商品，而市面上許多宗教文創商品皆止於基本的產品換皮淪

為俗套。而文化產品的設計與開發，有助於提升民眾生活品質與文化層次(徐啟賢，

林榮泰，2011)3，故本次研究的目的就是透過創新的商品設計方法來進行宗教文創商

品的設計，藉由田野調查瞭解新港奉天宮虎爺的信仰發展現況，並使用符號學歸納法

以及價值機會分析法來設計出一款符合信徒期待的虎爺文創商品，在滿足現有客群

的同時，也讓虎爺文化能夠更好的推廣至不同族群，消費者在使用商品時能夠聯想到

虎爺信仰在漢人社會的辟邪、招財、祈安...等等不同的心靈慰藉功能外，也讓虎爺文

化能夠有著與人民生活更好的結合及體驗。 
 

二、設計流程 

 
本次研究流程總共分為六階段，第一階段列出研究動機、目的，再進行第二階段

的文獻蒐集，接著進行新港奉天宮虎爺殿的個案探討，第四階段套入創新設計方法，

此種設計方法使用符號學(能指/所指)來進行型態(虎爺)分類並使用價值機會分析法

(VOA)對產品進行競爭力評估，接著進行第五階段的新港奉天宮虎爺文化商品設計

(設計執行)，並詳述最終成果產出與建議，其說明如(圖一)所示。 

                                                 
3資料來源:徐啟賢，林榮泰（2009）。文化產品設計程序。設計學報，16(4)，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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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設計流程(本研究整理) 

貳、文獻探討 
 

一、文化創意產業到文化商品設計 

 
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可說是各國盡力推動發展的產業，文化產業的重要性在於

其可以很完整的體現生活在這塊土地人民的歷史軌跡，透過完善傳承以及產業再造

化後，其在後續為產業界帶來的收益也是跟以往單純保留文資產物有極大的差別。而

在臺灣，文化創意產業可說是遍地開花，在《挑戰 2008:國家發展計畫》4中，政府更

訂立出文化創意產業營業額提升 1.5 倍、就業機會提升 1.5 倍以及文創產品參加國際

競賽獲獎提升 2 倍的目標，可見臺灣對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決心。 
而文化產品，即是對器物本身的文化元素加以省思，運用設計為其創造新的現代

面貌 5，並透過器物的使用來得到心靈上的滿足，透過(圖二)所示，能很清楚的瞭解

到文化產品設計的架構可區分為形體、行為以及心理的文化空間觀點，此設計論點為

實體或意識型態的文化產品應用皆有實質上的幫助。文化反映的即是當地的生活型

態，文化商品的設計可以很好的體現民族性，準確的文化編碼能讓使用者感受到視覺

或觸覺應有的愉悅(林榮泰，2009)。 
 

                                                 
4 指行政院於民國九十一年所推出的國家發展計畫 
5 徐啟賢，林榮泰（2011）。文化產品設計程序。設計學報，16(4)，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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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文化特色轉換產品設計的屬性層次 

資料來源：徐啟賢，林榮泰（2011）。文化產品設計程序。設計學報，16(4)，P.3 
 

二、符號學型態分析法 

 
本次研究使用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之符號學理論所提出的“能指

(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6概念來作為宗教文創商品的符碼特色歸類依據。根

據索緒爾提出的理論，能指意指「實體形象」，也可說是在人們心理中造成的心理印

跡，而所指意指「概念」，通常指的是社會性的「集體概念」，亦或是指較為虛擬的

形象，但只要想到這種形象，就可馬上聯想到相關的物體。而本次研究歸納出的分類

表如下: 
 

表 1  

符號學意象分類 

能指(signifier) 人們印象中的商品外型，或型態相關的可視、 

可觸碰以及有形之物。 

所指(signified) 商品人們心中的意象，亦或指在心靈層面的其他功能。 

資料來源：資料來源: 趙毅衡（2012）。符號學。台北市:新銳文創。P.117。 

 

                                                 
6 資料來源: 弗迪南·德·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討論符號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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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號學型態分析法可以歸納出設計目標物的原型在客群中的既定意象，設計團

隊透過掌握相關的文化符碼後，經過分析提取出所需的元素，就能更快幫助團隊瞭解

與探討文化特色，設計出來的作品才能更貼合消費者需求。 
 

三、價值機會分析法(VOA) 
 

價值機會分析法，是由蓋根(John Cagan)和沃基(Craig Vogel)7兩人率先引進使用

的分析法，此分析法是用來分析產品對使用者的夢想屬性，當一件產品的優點或是功

效能夠與消費者產生共鳴，往往消費者會願意使用較高的價格去進行消費行動。目前

市面上有許多商品皆是站在消費者角度思考，並營造一種理想化型態跟生活產生連

結，而後進行針對客群的設計。而產品要做到讓消費者感受到生活層面得到了提升，

取決於界定產品「價值」，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幫助設計師跟消費者們界定夢想產品

的定義。 
 

價值機會分析的七大屬性如下 8: 

 

    (1)情感: 冒險、獨立、安全、性感、自信、力量。 

    (2)美感: 視覺、聽覺、觸覺、嗅覺、味覺。 

    (3)認同:時間點、 地方感、個性。 

    (4)衝擊: 社會的、環境的。 

    (5)人體工學: 舒適、安全、使用者方便。 

    (6)核心科技: 可靠、可賦予能力。 

    (7)品質: 工藝、耐用。 

 

價值機會分析可提供更多重的面向協助設計團隊思考結果 

 

    ‧競爭力評估: 可使用價值機會分析法來評估競品與自身產品的優劣勢。 

    ‧市場分析: 利用價值機會分析法來分析目前市面上大賣跟失敗的產品，其  

                各自優劣點，獲取成功經驗來作為借鑑。 

    ‧多重角色: 價值機會分析法可從不同角色面向得到不同觀點來進行產品分  

               析，藉此可幫助設計團隊確認產品設計是否符合市場需求。 

 

    價值機會分析法可用於分析現有市面上宗教產品的優劣，透過消費者的回饋與

建議，可以統籌出何種設計可產生與消費者更多的互動及共鳴，加強消費者在意的痛

點進行加強，本次研究將使用價值機會分析法並結合符號學的宗教元素分類法，來創

新設計一款新港奉天宮虎爺創新型態皮革香火袋。 

 

 

 

                                                 
7  John Cagan & Craig Vogel (2002).Creating Breakthrough Products.NJ:PRENTICE HALL 
8 筆者整理: 布魯斯.漢寧頓/Bruce Hanington ＆ 貝拉.馬汀/Bella Martin(2012)。設計的方法。      

(吳莉君、林潔盈、趙蕙芬，譯) 台北市:原點出版。P.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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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港奉天宮虎爺殿 
    要追朔新港奉天宮的起源，要先從其前身「笨港天后宮」開始談起，「新港」早

期稱作「笨新南港」，其中的「南」指嘉義的地理位置偏南，而「笨」是指新港早期

擁有一座低機能的港，笨在這指低機能。笨港天后宮於嘉慶四年毀於大水災，廟方於

嘉義的笨新南港(現今的新港地區)建立，並於 1917年(民國六年)舉行落成典禮，早

期的居民在當地發展出繁榮的生活圈，而後也將天后宮改名「奉天宮」，從明朝天起

二年算起，迄今也有四百年的歷史，如從清嘉慶十六年算起，迄今也有兩百一十二年

歷史。於西元 1985年，中華民國內政部公告將新港奉天宮核列為縣定第三級古蹟 9。 

  
     圖 3 新港鄉奉天宮開基虎爺           圖 4 新港鄉奉天宮虎爺殿  

     資料來源：摘自宗教知識家             資料來源：筆者自攝 

 

    民間據傳是清朝道光年間，雲林、嘉義交界沿海一代，地方時有妖怪作祟，人

畜不時受害，怪病頻傳，居民損失慘重。不堪其擾的村民前來新港奉天宮請回一尊

虎爺回家鎮懾，請回後人畜均安，隔日發現虎爺嘴角有血液，口邊還有雞毛，虎爺

降乩說該地作祟的妖怪是「雞角精」，已被他除去，從此以後地方安寧，虎爺名氣

震懾四方，而奉天宮虎爺的信徒也因虎爺收服雞角精的傳說，習慣使用雞蛋來祭拜

虎爺。而「囝仔歹么飼，抱去拜虎爺就無代誌」10，也描述了早期只要小孩生病通

常家長會求助於新港奉天宮虎爺，而因臺灣並不產虎，故以前的工匠們在製作虎爺

神尊時，都是以貓為外型來做為參考，所以我們能看到傳承至今的虎爺外型都有著

大而圓突的眼睛，圓圓的臉龐，帶著笑意的嘴型，露出兩顆虎牙，給人一種可愛逗

趣的感覺，也使虎爺與信眾更加接近 11。直至現代老虎的外觀普遍根植人們心中，

故現今虎爺神像造型逐漸趨於寫實，改以兇猛的神態表現，體型也較以往龐大。 

 

    奉天宮虎爺封賞頭插金花，張口昂首「青眼觀天虎」，表情生動活潑且帶威

儀，祀於案桌上，左為大將軍、右為二將軍，分靈遍布全台約有上千尊，所以奉天

宮是為虎爺之大本營。新港奉天宮的虎爺估計有超過上千尊分靈為全台最多，廟方

並打造「金虎爺」（也稱為金虎將軍）供信徒奉請，並在全台各地成立超過二十多

                                                 
9 資料來源: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國家文化資產網:新港奉天宮。 
10 資料來源:新港奉天宮 金虎爺總會(網路資料)。 
11 陳繡綿(2010)。台北市虎爺信仰之研究。新北:稻鄉出版社。頁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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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金虎爺會」，祖會為新港奉天宮金虎爺總會，每年農曆六月六日是新港虎爺將

軍聖誕千秋(也稱虎爺生)，虎爺將會恭請上正殿接受信眾膜拜，而在虎爺聖誕前所

有分靈出去的虎爺都會回來祖廟謁祖進香，據傳虎爺除了能帶來錢財，更能幫助信

眾開運、轉運，現今新港奉天宮虎爺在信徒間受到高度愛戴，民眾爭相祭祀，虎爺

誕辰已成為新港奉天宮的重大活動。 

參、設計程序探討 
 

    本節使用符號學(能指/所指)的分類依據先區分出虎爺在民眾心中的形象分

類，接著透過問卷調查價值機會分析法(VOA)來瞭解市面上的虎爺香火袋在一般民

眾眼裡的形象為何，有了參考依據後即可瞭解虎爺香火袋在消費者眼中的定位，透

過上列分析法進而創作出符合消費者期待之全新虎爺香火袋文創商品，接著再以創

作成品發放一次問卷調查，以此依據判斷本次設計程序成果是否符合預期期待。 

 

表 2 

虎爺意象分類表 

能指
(signifier) 

人們印象中的虎爺外型(虎的身形) 

虎軀、虎爪、虎紋...等等與虎爺身形及型態相關的可視、可觸碰

以及有形之物。 

所指

(signified) 
虎在人們心中的意象(威武、感到恐懼、震懾感、威嚇)/ 

虎在人文社會中的其他功能(避邪、招財、保平安、小孩守護神) 

資料來源：筆者整理自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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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市面上之現有虎爺香火袋 

資料來源：筆者自攝 

 
圖 6 本次研究架構(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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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新港奉天宮-虎爺文化商品設計 
    本研究結合符號學型態分類法與價值機會分析法(VOA)，形成一種新的設計方

法，以幫助設計者將蒐集到的資料進行統整分析，並將目標對象明確地導入設計流

程(圖 6)，讓設計者更有效率的完成設計任務。其設計架構來自於符號學型態分類

法，結合價值機會分析法(VOA)，呈現出一種創新的設計流程。本研究採用消費者

對市面上一般香火袋的問卷數據(價值機會分析法)，針對目前市面上香火袋的弱項

進行改良設計，除保有原有香火袋的功能(平安)之外，香火袋外觀採用符號學分析

中對虎爺的能指(虎紋、虎面)及所指(威武、震懾感、避邪、招財、保平安)之意

象，打造出一款市面上不曾出現過的宗教文化創新商品。 

 

 

 
圖 6  本次設計成品-皮革開基虎爺香火袋 

 
圖 7  本次設計成品-皮革開基虎爺香火袋之使用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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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設計成品還結合道教中信徒求取招財錢母的習慣，為香火袋打造可收納招

財錢母項鍊的收納空間，將沒有配戴的錢母項鍊放入皮革香火袋中，即可呈現出虎

咬錢之意象，也就是信徒們常說的「咬錢虎」，透過前期消費者族群的精準分析，

結合後期貼合虎爺意象之創作設計，打造出推廣虎爺信仰的設計成品。 

 

 
圖 8  本次設計成品與普通香火袋之價值機會分析法問卷數據 

(左為普通香火袋，右為本次設計之開基虎爺香火袋) 

資料來源：問卷調查 

 

    將本次設計成品進行價值機會分析後，可以明顯看出消費者喜好度皆有上升跡

象，透過市場驗證以及數據蒐集，在未來設計團隊運作時，可透過價值機會分析方

法進行前期分析，結合符號學分析信仰元素，打造出更貼合市場需求之商品。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提出一種新的宗教商品設計方法，結合符號學型態分類法(能指、所指)

與價值機會分析法，其目的是在前期快速探討現有香火袋商品對消費者族群的吸引

力為何，透過符號學分類出的虎爺意象，結合價值分析的消費者喜好，最終呈現出

富有虎爺信仰文化及信仰精神的全新皮革香火袋。 

    商品不僅能讓消費者體驗在地文化、價值、美感及文化精神，最後也能進入到

消費者生活圈成為一個穩定的信仰依靠，除了讓消費者對虎爺信仰有更多的認同，

打破消費者對香火袋的認知，藉此創新的宗教文化商品吸引消費者目光與增加對虎

爺信仰文化的認識。由於市場上的宗教文化商品多半只淪於換皮印刷，少了實質的

文化內涵，因此，將地方素材與精神轉化為地方文化商品設計之研究亦是未來值得

深入探討的研究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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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價值機會分析法圖表(本研究繪製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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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在地化策略-以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系列行銷
內容為例 

Strategy of Globalization-Taking Coca-Cola Taiwan City Bottle Series 
Marketing Strategies as an Example 

連紫伶 1 

摘 要 
「全球化」口號不絕於耳，潛藏在全球化觀念之下的西方文化價值與思維於 90

年代開始向全球各地以跨國企業的形式蔓延。隨著國家疆界的消失，跨國企業的影
響力與日俱增，引發全球勞動、商品，甚至是文化的一致化。尾隨全球化概念興起
的是強調異質與多元的「在地化」，目的在於維持本土的文化獨特性。兩概念互相
碰撞之下，「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就此誕生。 

跨國企業在全球在地化的新思潮下，紛紛展開一連串的在地化策略。本研究選
定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系列作為研究對象，欲研究該品牌身為一個極具代表性的跨
國企業，如何在台灣執行在地化策略，其中被取用的元素又是哪些？ 

而研究發現，可口可樂在地化策略中，商品力求在地文化特色的同時卻也不失
其商品獨有的原貌，運用台灣獨有特色結合可口可樂經典包裝，像是品牌 Logo與
配色，創造出專屬台灣的城市瓶系列卻也能一眼認出是可口可樂。此外元素的挑選
也反映了特有的台灣文化，去引起消費者共鳴。 
關鍵詞：全球在地化、行銷策略、跨國企業在地行銷 

 
Abstract 

The slogan "Globalization" is endless. The Western cultural values and thinking hidden 
under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began to spread to all parts of the world in the form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the 1990s.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national borders, the 
influence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s increased day by day, triggering the unification 
of global labor, commodities, and even culture. Following the rise of the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the emphasis on heterogeneity and diversity "localization" is aimed at 
maintaining the uniqueness of local culture. Under the collision of the two concepts, 
"Glocalization" was born. 

Under the new trend of globalizatio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launched a series 
of localization strategies. This research selects the Coca-Cola Taiwan city bottle ser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wants to study how the brand, as a highly representative multinational 
company, implements its localization strategy in Taiwan, and what elements are used?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in the globalization strategy of Coca-Cola, the product strives 
for local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while not losing its unique original appearance. It uses 
Taiwan’s unique characteristics combined with Coca-Cola’s classic packaging, such as 
brand logo and color matching, to create exclusive products. Taiwan's city bottle series can 
also be recognized as Coca-Cola at a glance. In addition, the selection of elements also 
reflects the unique Taiwanese culture, to resonate with consumers. 
Keywords: Glocalization, Marketing strategy, Globalization, Coca-C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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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廣告業誕生以來，其作用隨著媒介生態變遷而不斷改變，滲透到人們的生活工

作之中，並在宏觀上促進經濟發展。廣告能滿足廣告主的行銷訴求，還兼具向消費

者提供資訊的功能。 
 「全球化」概念自 90 年代起席捲全世界，帶動了經濟、文化的區域整合。此

風潮將地理因素對社會文化發展的限制降至最低（Waters, 1997／徐偉傑譯，

2000）。在路上看到麥當勞、星巴克等跨國企業林立已是稀鬆平常之事，西方速食

文化中的炸雞、漢堡也都隨處可得。但現在去肯德基喝雞肉粥、到麥當勞吃米製漢

堡，這些看似錯置的情境因為在地化的興起，竟然也一件件開始發生在大眾的生活

周遭，一切看似衝突，卻又理所當然。 
 全球化的浪潮下，以經濟秩序的統合最受矚目。過去，經濟活動皆以國家為單

位進行，企業在一個國家內集資投資，雇用勞工生產，並以當地為主要銷售對象。

但在全球化過程中，國家界限消失，跨國企業影響力空前巨大，出現所謂「全球市

場一體化」。全球化推動了跨區域、跨國界的行為、互動交流及權力運作（Held, 
2001/沈宗瑞等譯，2001）。這種以全球為運作基礎的經濟活動改變了原有的市場機

制，造成生產勞動、商品、文化的全球化。在全球化經濟的推動下，必然產生文化

的全球化。由於跨國企業多來自西方，所以文化全球化往往被認為是西方單向傳播

其思想標準與行為模式。 
 隨著國家疆界的消失，跨國企業的影響力與日俱增，引發全球勞動、商品，甚

至是文化的一致化。尾隨全球化概念興起的是強調異質與多元的「在地化」，目的

在於維持本土的文化獨特性。遠方文化影響本土文化，本土文化又反過來影響遠方

文化（鄭武國，1999）。在地化的概念，因反對全球支配地方的全球化概念而起。

洪雯柔（2002）認為本土化是以族群與地方兩個角度主張本土傳統的振興；強調文

化的異質與多元，跳脫宰制並擁有建立本土特質內涵文化的權力。也就是說，這時

候因全球化而起的本土化，兩者處於對立關係，彼此在同質化與異質化的爭論中不

斷地互相衝突與碰撞。 
 在互相批判之後，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觀念開始成為主流，全球在地

化指的是：普世價值下，地方文化仍保有並彰顯其特色（賴澤涵、劉阿榮，

2006）。全球化帶來新的生產方式，但在地化卻豐富了特色與品味。越來越多的跨

國企業採用了所謂「全球在地化」的策略，結合了全球化與在地化，以開展國際業

務，例如麥當勞、雀巢、星巴克⋯⋯等等。而隨著新媒體的發展，行銷的方式在網

路上更是百百種。因此，本研究以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系列為案例進行全球在地化

的行銷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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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回顧 
一、 全球化趨勢的概念 
 技術創新是導致全球化的動力，運輸與通信科技使得地方不再受限於疆域界

限，也降低成本、提高效率，科學統計技術的創新也帶來新的思考方式。跨國公司

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跨國公司進行跨越國界的生產和經營以追求利潤最大化，

並實施全球範圍最佳的資源配置和生產配置，其經濟活動成為世界資本、貨物、服

務流通的主力（陳玉梅，2005）。 
 Jessop（1993）提到先進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自 1970 年代後期以來的主要發展特

色包括：（1）自由化與民營化；（2）去工業化與服務業經濟的浮現；（3）生產

彈性專業化；（4）跨國企業的發展；（5）全球勞力分工；（6）世界經濟市場不

穩定與空間經濟競爭。 
 Short & Kim（1999）將全球化加以分類，試圖從經濟全球化、文化全球化與政

治全球化等三個觀點來加以理解。跨國公司的全球性操作與整合高度流動性資本，

是經濟全球化的主要重點；人口、貨物、資本、信息的移動便利，使文化能輕易傳

播到全球，增加區域文化的複雜性，同質化與商品化成為文化全球化的特徵；由於

經濟全球化，跨國公司的影響與重要性增加，跨越國界的交易操控已經超越國家的

控制力量，政府角色的轉變是政治全球化的特點。 
 全球化常常被用來證明重組社會規範、政治傳統與社區價值，現階段是一種超

越公民社會、傳統政治與社區控制的力量。全球化發展深化了市場的不確定性，並

進一步激化了國際競爭，國與國乃至城市間的競爭，發展到史無前例的高點（陳玉

梅，2005）。 
二、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策略之概念 
 文化有其獨特性，此獨特性來自於深植於各地的特殊歷史、人文、風俗。「全

球化」口號不絕於耳，潛藏在全球化觀念之下的西方文化價值與思維於 90 年代開

始向全球各地以跨國企業的形式蔓延。 
 Ulrich Beck 指出：「全球化」是距離的消失（孫治本譯，1999/ Beck, 1997），

全球化概念中所指涉並散播的西方文化欲在全球各地暢行無阻，跨國企業如：連鎖

餐廳、飯店經營集團等開始布局全球各地。文化膨脹氛圍下，在地的文化與特色漸

漸被邊緣化，形成全球支配地方的怪現象；你走到哪裡都有一樣的漢堡薯條、一樣

的飯店大廳裝潢，甚至於一樣的風土民情。全球化將某種產品、行為、價值觀甚至

是生產模式、社會規範向各地傳播，「全球化」讓全球事物變得單一已是必然

（Albrow, 1996）。種種跡象皆指向全球的商品與文化將因全球化而歸向單一，成

為一個無界限但亦無奇的市場。這種強勢文化的傳佈，引發了與在地化精神之間極

大的矛盾，究竟是美好的全球自由市場，還是帝國主義式的文化壟斷？這樣的省思

促動了「全球思考，在地行動」的新趨勢（盧芳蕙，2009）。西方文化退居「文化

他者」的自省觀念因而開始被倡導與接納，科技進步與對文化觀光的需求，都讓在

地化力量開始崛起，「在地化」便是此一階段的產物。 
 「在地化」試圖認同全球化趨勢的必然，但同時依然保有自己的獨特性，力求

文化的在地認同與延續。Roland Robertson (1992)提出「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將兩者概念結合；揭示沒有絕對的全球化，也沒有絕對的在地化，

兩方應促成「地方國際化」這種全新形式的發展。廖咸浩（1999）觀察美濃地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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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全球化大環境之間的角力時，也認為全球化與在地化確實能夠並行不悖，人們

在同質化的時代下，也會不斷地追尋並創造差異。 
 全球化造成了國家之間的距離縮短，也帶來了經濟型態的改變。在地文化由於

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強勢文化的壓迫，而開始尋求強烈的地方特色經轉化後投入商品

需求之中的方式，來達成文化的存續與再造。謝素霞（2009）也同樣以台灣美濃產

業為研究對象，也認為在地化與全球化的共存才是發展獨有文化的最佳策略，絕非

對抗。 
 「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 Global localization）是 1980 年代日本企業集團

發展出來的行銷策略（Ohmae,1990；Robertson 1992, 1995），為了滿足各地多樣的

消費者和接近當地市場，跨國企業利用全球在地化策略，在各主要市場建立從研發

到產銷一貫作業的生產結構，這種「在地性同化」（locally assimilated）的過程成

為跨國企業運作的主流模式（Cooke and Wells 1992）。由於全球與在地之間的相互

滲透被視為是全球社會的重要特質，因而此一概念跳脫商業範疇，被應用到從事其

他社會面向的觀察。 
 在 Robertson 的界定中，全球在地化兼具了普遍性與特殊性的雙向連結關係，

這種同時涵蓋鉅觀與微觀層次的分析方式，被視為全球化分析的重要路徑（Holton 
1998）。 
Robertson 指出： 

全球化是一個相對自主的過程，其核心動力包括普遍性的特殊化和特殊

性的普遍化此一雙重過程。前者被界定為普遍性問題的全球具體化，它

已成為尋找全球原教旨（fundamentals）的理由。換言之，現階段非常快

速的全球化促使關心世界「真實意義」的運動崛起，這些運動（和個

人）找尋世界作為一個整體的意義。而特殊性的普遍化是指對於特殊事

物的尋求，以及對於愈趨細密的認同展現方式的尋求具有全球普遍性

（Robertson 1992: 177-178）。 
 這種「特殊性的普遍化」與「普遍性的特殊化」概念的接軌，讓地域性的思想

或行為模式不會單純只是屬於某個地方的產物，而有發展成為全球趨勢的空間和可

能性（徐偉傑，2003）。一旦在地事物或觀念形成全球事物或觀念，便取得某種普

遍性的發展，不過這種普遍性在落實或應用到其他地域時，又會在融合當時特色與

條件的狀態下成為在地事物的一部分（徐偉傑，2003）。提出社會的麥當勞化

（McDonaldization）概念的學者 Ritzer（2002）也主張，同質化與異質化共存的現

象在全球在地化概念中尤其明顯，反映了全球與在地之間的複雜互動。於是，在全

球化脈絡下，地域性的思想或行為模式的發展經常兼具全球與在地的特色，在地轉

變（local transformation）實際上是全球化過程的一部分（Giddens, 1990）。全球在

地化的進行並不是泯滅在地的民族特色，而是以揉雜在地特色的方式進行鑲嵌。全

球化的發生是以在地化的形式展現，而在地化的運作又內含全球化的作用，兩者在

分析上雖然是一雙向過程，但實際上應視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兩者間的關係既依賴

又自主，構成一體的兩面（徐偉傑，2003）。 
 學者也給全球在地化一個清晰的定義，一個全球在地化策略的方法是不同層次

的組合，從地方到全球的策略方針，以意識到適應當地市場的重要性，並試圖保持

全球同質化（global homogenization）和本地客製化（local customization）
（Robertson, 1995; Svensson, 2001; Maynard, 2003）。越來越多的學者指出，跨國公

司可以將全球標準化和適應當地市場策略相結合，全球在地化因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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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化趨勢不容忽視，卻又必然產生文化間矛盾與磨擦，如何在其中找到平衡

點？推廣自身企業文化的跨國企業如何保有在地文化的獨特性，與之共存融入當地

文化並轉入商品市場？跨國企業在進入其他市場時放下品牌強勢作風，若採融合在

地化元素並參考該市場消費者行為習慣及文化的策略來推動行銷計劃，便能創造良

好的品牌營收與顧客關係。 
參、 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研究問題 
 爬梳上述脈絡後，可知「全球化」盛行一段時期後，跨國企業與各地市場皆展

開反省，進行品牌的「在地化」。跨國企業順應全球在地化的風潮，開始關注全球

精神的品牌如何在地化，避免採取強勢策略改變市場。著手於深入當地、掘取在地

元素融合品牌優勢、特有商品與建築形式與消費者進行品牌溝通。而消費者也因跨

國企業的「在地化」，而開始增加彼此的互動關係。 
 因此本研究欲以個案探討的方式，探討在全球在地化策略下，跨國企業可口可

樂如何使用廣告推動品牌行銷。 
1. 探討跨國企業（可口可樂）於台灣市場如何推行在地化策略？ 
2. 探討跨國企業（可口可樂）商品（台灣瓶）之在地化元素為何以及如何使

用自身品牌特色元素結合在地的行銷元素？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個案研究觀點分析跨國企業可口可樂在地化策略。使用文本分析法對

可口可樂台灣公司官方發布有關可口可樂台灣瓶之產品包裝進行分析，深入探討可

口可樂如何使用在地文化元素於商品與行銷手法上。 
肆、 研究分析 

一、 探討可口可樂於台灣市場如何推行在地化策略？ 
使用 4P 分析台灣城市瓶： 

( 一 )、產品（Product）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總共推出 10 款設計，分別呈現於包括「可口可

樂」及「可口可樂 zero」易開罐與寶特瓶包裝上。 
 台灣瓶則推出 4 款，囊括全台 20 個城市的特色景點，分別呈現於「可口

可樂」及「可口可樂 zero」易開罐與寶特瓶包裝上。 
( 二 )、價格（Price） 

 與一般款相同，易開罐為$20，寶特瓶為$29。 
( 三 )、推廣（Promotion） 

（1） 於可口可樂官方 Facebook (Coca-Cola)、Instagram (@cocacola_tw)、
Youtube (Coca-Cola)、LINE 官方帳號 (Coca-Cola 隨時樂)以及官方網站發

布相關文案、廣告、影音、及促銷活動。 
（2） 在各個通路享有專屬優惠 2。 
（3） 抽獎活動 3。 

( 四 )、通路（Place） 
                                                 
2 例如，2020/4/9 起至 2020/5/5 於 7-ELEVEN 購買 600 毫升「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享有 2 瓶 39
元優惠價；購買 330 毫升「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享第 2 件 10 元優惠。 
3 例如，2020 可口可樂「看見台灣城市之美」抽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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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台便利商店、超市及各大量販店販售。 
( 五 )、4P 分析表格 

表 1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之 4P 分析表格 
產品 價格 
1. 城市瓶 10 款（易開罐/寶特瓶） 
2. 台灣瓶 4 款（易開罐/寶特瓶） 

1. 易開罐：$20 
2. 寶特瓶：$29。 

推廣 通路 
1. 利用社群媒體發布相關文案、廣

告、影音、及促銷活動。 
2. 各通路專屬優惠 
3. 舉辦抽獎活動 

1. 便利商店 
2. 超市 
3. 量販店 

資料來源：自行整理 
二、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和行銷文案之在地化元素為何以及如何使

用自身品牌特色元素結合在地的行銷元素？ 
1. 瓶身設計分析 

( 一 )、 10 個城市瓶 

  
  圖 1-1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之圖例   圖 1-2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之圖例 

資料來源：可口可樂官方網站（http://www.coke.com.tw/） 

 
圖 2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之圖例 

資料來源：可口可樂官方網站（http://www.coke.com.tw/） 
（1） 品項介紹：「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總共推出 10 款設計，分別呈現於包

括「可口可樂」及「可口可樂 zero」易開罐與寶特瓶包裝上。 
（2） 設計概念：以台灣城市為設計主軸的台灣城市瓶，使用在地特色為出發

點，精選出 10 個城市的關鍵字，並以此延伸描繪出 10 個城市居民的不同樣

貌，融合道地的台灣意象，勾勒出城市居民不同的樣貌，將台灣不同地區的美

食、美景與在地人的獨特性格通通放到瓶身上。 
 每個城市都有不同的樣貌，除了景觀建築，各地的「人」與人所形成的文

化特色更是構成城市樣貌的重要元素。從北到南再到東台灣，包含台北、桃

園、新竹、台中、嘉義、台南、高雄、宜蘭、花蓮以及台東，專屬的圖像設計

傳達了台灣 10 個城市的特色。並且以「不一樣的城市，一樣的可口可樂」為

口號。 
（3） 圖樣元素：在地元素與著名景點。 
（4） 在地聯結：運用每個城市獨有的特色化做圖像作為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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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文化意涵：10 個城市的關鍵字，描繪出城市居民的不同樣貌，與當地文化

和人文風情作結合。 
（6） 各地區城市瓶分析： 

表 2 可口可樂台灣城市瓶設計分析表格 
台北： 

 
品名 台北「潮」 
設計概念 台北擁有各色潮流人事物，為潮流領跑者，引領了文化與事

物的革新，以「潮」字來展現台北的特性。 
圖像元素 小籠包、女王頭、北門以及台北捷運；紅色、黑色、白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與景點。 
文化意涵 潮流 

桃園： 

 
品名 桃園「薈」 
設計概念 桃園人文薈萃且作為交通樞紐，選以「薈」字為代表。 
圖像元素 桃園國際機場、石門水庫與拉拉山水蜜桃；紅色、黑色、白

色、灰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與景點。 
文化意涵 人文薈萃、交通樞紐 

新竹： 

 
品名 新竹「勤」 
設計概念 新竹在地的客家族群與科技人才，以「勤」奮為形象。 
圖像元素 強勁的風、百年城隍廟、米粉與柿餅；紅色、黑色、白色、

灰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景點以及氣候。 
文化意涵 客家族群、科技。 

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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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名 台中「闊」 
設計概念 以台中的地「闊」心也「闊」的城市個性為主軸。 
圖像元素 臺中國家歌劇院、台中公園以及高美濕地；紅色、黑色、白

色、灰色。 
在地聯結 著名景點。 
文化意涵 城市個性：「闊」 

嘉義 

 
品名 嘉義「樸」 
設計概念 以嘉義的特色，古意與質「樸」，作為出發點。 
圖像元素 阿里山小火車、中央噴水池與神木；紅色、黑色、白色、灰

色。 
在地聯結 著名景點。 
文化意涵 古意、質「樸」 

台南： 

 
品名 台南「饕」 
設計概念 以台南為美食之都以及台南人好客且「饕」的形象，作為出

發點。 
圖像元素 擔仔麵、虱目魚、赤崁樓、鹽田；紅色、黑色、白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與景點。 
文化意涵 美食之都、好客、饕客。 

高雄： 

 
品名 高雄「朗」 
設計概念 港都高雄人生性開「朗」樂觀的鮮明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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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像元素 高雄港、貨櫃、渡輪、旗津烤魷魚；紅色、黑色、白色、灰

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與景點。 
文化意涵 高雄爽朗的港都特色。 

宜蘭： 

 
品名 宜蘭「勁」 
設計概念 想要表現出宜蘭人的柔韌與強勁的特色。 
圖像元素 龜山島、冬山河親水公園、三星蔥；紅色、黑色、白色、灰

色。 
在地聯結 著名小吃與景點。 
文化意涵 宜蘭的好山好水。 

花蓮： 

 
品名 花蓮「秀」 
設計概念 打造出一個秀美的花蓮姑娘。 
圖像元素 太魯閣、賞鯨輪船、七星潭；紅色、黑色、白色、灰色。 
在地聯結 著名景點。 
文化意涵 山明水秀的花蓮 

台東： 

 
品名 台東「樂」 
設計概念 以台東人「樂」天的形象結合當地特色 
圖像元素 錦新三號道路、熱氣球、衝浪；紅色、黑色、白色、灰色。 
在地聯結 著名景點。 
文化意涵 樂天的台東人 
資料來源：自行整理 
( 二 )、 台灣瓶四款瓶： 
（1） 品項介紹：「可口可樂」台灣瓶囊括全台 20 個城市的特色景點，分別呈

現於「可口可樂」及「可口可樂 zero」易開罐與寶特瓶包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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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設計概念：將 20 個台灣著名景點一次納入瓶身，設計出 4 款台灣人的瓶

身，將台灣著名景點融合在人物形象中描繪出台灣人獨有的形象。以「台灣最

美的風景是你」為口號，將城市擬人化，展現道地的文化元素，將台灣城市的

美好景象，變成具像化的「人」。 
 城市瓶強調了每個城市不一樣的特色，而台灣瓶強調了要展現台灣人「一

樣」的部分，也就是濃厚的人情味。 
（3） 圖樣元素：在地元素與著名景點。 
（4） 在地聯結：結合台灣各個城市的特色化做圖像作為聯結。 
（5） 文化意涵：以各個城市的特色融合出四種台灣人。 

 
圖 3-1  可口可樂台灣瓶之圖例 

 
圖 3-2  可口可樂台灣瓶之圖例 

 
圖 3-3  可口可樂台灣瓶之圖例 

 
圖 3-4  可口可樂台灣瓶之圖例 

資料來源：可口可樂官方網站（http://www.coke.com.tw/） 
表 3 可口可樂台灣瓶設計分析表格 
品名 台灣瓶 
設計概念 （1） 以年輕女性為主體的瓶身設計，展現出台灣女性活潑且與

潮流接軌的印象。 
（2） 西裝筆挺的成熟男性詮釋出台灣人精明穩重的形象。 
（3） 頭戴優雅寬沿帽的女性款，呈現台灣女性成熟且獨具魅力

的一面。 
（4） 具有活力的年輕男性，表現出台灣人樂觀、誠懇且具好奇

心的形象。 
（5） 配色也是以紅色、黑色、白色、灰色為主要色彩。 

圖像元素 （1） 耳戴彰化著名小吃肉圓做成的耳機，俐落的馬尾是新北市

名景女王頭，並將南投日月潭湖畔、雲林西螺大橋和桃園國

際機場融入衣著花紋之中。 
（2） 有趣髮型為台南知名小吃虱目魚，領帶是金門風獅爺，宜

蘭龜山島作為西裝的口袋巾，還有化為手錶錶帶的台北北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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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帽沿處的台中國家歌劇院，上衣包含嘉義阿里山神木、馬

祖芹壁村與苗栗油桐花，脖子上的項鍊是澎湖雙心石滬，耳

環為高雄貨輪，還有台東的衝浪波瀾成為其飄逸的秀髮。 
（4） 花蓮太魯閣形成的潮流髮型，身上的服裝包含了屏東鵝鑾

鼻燈塔、新竹城隍廟以及基隆港。 
在地聯結 結合台灣每個城市的特色景點與小吃，並且也加入了城市瓶所

為提及的城市。 
文化意涵 融和台灣所有特色，打造出四種台灣人。 
資料來源：自行整理 
( 三 )、 與原瓶身比較 
表 4 可口可樂台灣瓶與原瓶身比較之分析表格 
品項 可口可樂原版 台灣城市瓶 
圖像 

    

    
 比較差異 
配色 以紅白黑為主要色調，視覺上並無太大差異，就算是城市瓶也

能看出來是可口可樂的經典配色。 
LOGO 城市瓶的設計融合了原本的可口可樂 LOGO。 
設計 原本走簡約風格的瓶身設計，在城市瓶中多了插圖設計，強調

台灣（在地化）風格。 
資料來源：自行整理 

伍、 結論與建議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可口可樂城市瓶系列廣告行銷在地化主要表現在商品呈現

上，透過商品吸引消費者互動溝通，並引爆媒體、網路與社群話題達到品牌宣傳、

行銷的效果。 
 就商品的在地化元素來看，研究發現： 
1. 商品呈現在地文化特色卻不失原貌： 

 在產品包裝上，從上述分析可看出在商品上力求在地文化特色的同時卻也

不失其商品獨有的原貌，運用了相當多台灣特色景點與在地小吃，搭配上可口

可樂經典包裝（品牌 Logo 與配色），創造出專屬台灣的城市瓶系列卻又不失

可口可樂原產品的風格，以台灣獨有特色結合可口可樂經典包裝，創造出專屬

台灣的城市瓶系列卻也能一眼認出是可口可樂 
2. 元素挑選反映了台灣文化引起消費者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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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口可樂這次選擇以台灣城市為出發點，除了強調各個城市的特色之外，

可口可樂抓住地方的關鍵字，並以此延伸出台灣各個城市居民的不同樣貌，所

挑選的元素更引起了許多共鳴，展現出台灣在網路上戰縣市的文化，而吸引了

媒體的爭相報導，以及在社群媒體的討論都相當多。 

    
圖 4-1 圖 4-2 新聞媒體對於可口可樂台灣瓶之報導   

資料來源：Google 搜尋引擎 

  
圖 5-1 圖 5-2  DCARD 平台上討論 

資料來源：DCARD 
 由此可知，跨國企業透過系統性的元素符號安排，可以讓商品在地化以及特色

化。在地化商品所使用的在地創意元素，細心將符號的意涵鎖定在當地文化、建

築、人文。這些符號營造出消費情境，商品提供在地的符號情境引導消費者購買，

進而讓消費者產生意義的連結，進一步認同品牌。 
 而本研究由於侷限於時間、人力及物力之考量，因此在研究方法、研究過程有

以下之限制：在研究對象上，本研究以臺灣發行商品為主，因時間有限因此無法擴

大研究在各國是否有發行過類似台灣瓶的在地化商品，後續欲研究相關主題時，可

納入跨國企業在其他國家的在地化商品一起進行比較分析。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主要使用文本分析法，透過對文本的分析來推斷品牌使

用選定元素的意圖。建議後續欲研究相關主題時，可嘗試增加與商品設計者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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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透過深度訪談法的共同建構意義過程，找出設計者當初的動機、態度與看

法，期能更貼近設計者與品牌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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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創新經營模式之研究探討-以 A公司平台
為例 

A Study on th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 of E-commerce- A Case Study 
of Company A's Platform 

陳映羽 1、廖舒婷 2、林珮萱 3、沈珮琤 4、卓晏瑄 5、簡嘉汝 6、歐軒豪 7 

摘 要 
針對「電子商務的市場逐漸趨向成熟及飽和」的現象，透過一項新的模式是否有

助於增加成長動能，我們將透過此份專題報告進行研究。 
我們以 BRAVO IDEAS 創意點子平台「A 公司」做為研究對象（個案公司以下

簡稱 A 公司）。本研究認為，以直播作為媒介並提供電商平台銷售商品時，該如何

帶給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安心及信任，亦或是消費者在購物時使用何種方式能夠最快

速的下單，這些都是電商經營時不可或缺的要素。 
本研究發現 A 公司利用自家研究的「抓住顧客 76 秒觀看時間」即「隨看即買」

的專利技術，進而創造出的一種新的商業模式，並且在這份報告中分析 A 公司的營

運模式與其他品牌的相異之處。 
關鍵詞：直播、電子商務平台、品牌 

Abstract 
In view of“The E-commerce market gradually becomes mature and saturated” this 

situation; thus, are looking for new business models to drive the market momentum.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probe into this issue by looking into the research 

object, BRAVO IDEAS. (Here in after referred to as Company A).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wo factors to boost traffic during live streaming, one is to build trust with 
customers and the other is to enable customers to place orders easily.  

This study discovers that Company A utilizes its patent technology to rivet customer's 
attention for 76 secs, creating a new business model. We will analyze its business model 
and its difference among other brands.  

Keywords: Live streaming, E-commerce platform,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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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生活中，當人們在消費時，考量到的不僅僅是物品本身的價格，其中還會考量到

品牌。在人們對任何品牌產生的記憶裡，一定包括我們對它的第一印象，並在意識中

形成這個品牌的記憶(林安儒，2018)為了要使消費者對於產品有更強烈想得到的慾

望，企業或公司都會設法提高產品所帶來的附加價值，例如：找累積不少名氣的藝人、

正面評價的網紅為產品做代言、尋求一些消費者耳濡目染的品牌做聯名，或是透過網

路直播吸引消費者，以擴大產品的消費市場。尤其疫情肆虐全球，實體銷售受到限，

因此，有更多產業開始朝網路購物的方向前進。 

本研究以 BRAVO IDEAS 創意點子的平台「A 公司」為例，(個案公司以下簡稱

A 公司)原本 A 公司主要販售的商品為美妝、保養品、保健食品及 3C 科技，如今因

為疫情影響，越來越多不同商品領域的業者，向 A 公司提出加入平台的要求，像是

與果農等業者合作，結合線上直播，以直播的方式銷售，搭配「隨看即買」專利技術

將行銷投資化為商品訂單，將直播、銷售、金流全部整合在一起，改變一般直播電商

要先留言+1、事後再傳網址讓消費者下單付款的程序，大幅降低可能的流單風險，讓

產品在疫情期間減少收入損失，直播技術將電商帶入一個新的領域，不只是商品呈現

方式的改變，由靜態的文字和圖片走向動態影音，更將傳統人們所認知電商消費者的

購物決策關鍵，由價格導向轉變成體驗至上，除了蝦皮之外，A 公司已成為第二電商

市場（數位時代，2021）。 

作為全台最大的直播電商平台「A 公司」發現，近期網站瀏覽率不但增加四成，

營收也成長，許多廠商也發現，透過直播電商銷售為一大營銷管道，不但增加品牌曝

光更有導購率，而為因應廠商需求，現在有越來越多的直播主主動加入，包括新聞台

前主播看中這塊市場商機而轉戰加入成為直播主。更和大學合作開設免費直播培訓

課程，期望幫助更多年輕人透過學習直播銷售技巧增加一技之長。 

BRAVO IDEAS 創意點子成立於 2012 年，是一家以互動式影音創新技術為導向

的台灣科技新創公司，創辦人陸意志在 2018 年第四季成立 A 公司，打造一種自成一

格的直播混和電商購物平台模式，不僅是唯一可以在 Facebook、Twitter 等平台上使

用直播隨看及即買技術的團隊，其自創電商直播平台-A 公司，更在一年中舉辦超過

130,000 多場直播（數位時代，2021），其核心技術「隨看即買」更是他們的招牌，

為抓住顧客購買力，洞察出的一種商業模式：在地直播主培養風格配合產品做接地氣

銷售、完整的購買流程要快，衝動性越高越有可能成交、所謂的「直播+電商+粉絲經

濟」慢慢與消費者累積的信任影響力驚人，有 600 多位直播主每天推銷產品，不停地

開直播，不停地賣產品，在 2020 年 A 公司才有了年營收 10 億元的成績(蔡武穆，

2021)。 

A 公司這一品牌從無到有成立關鍵在於創新(蔡武穆，2021)，為讓自身的品牌成

功轉為產品的流量，他們創造了一個讓「影音變現金」走向新型態商業模式，因此本

研究將針對 A 公司之經營策略進行了解，深入探討其行銷策略之規劃與其價值主張。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電商行銷目的帶來轉換和建立品牌形象，目的不在於將商品送到消費者面前，而

是讓消費者體認到其價值而購買，針對消費者旅程的各個接觸點，電商行銷應該提供

消費者不同階段對應的行銷內容。因此此研究想深入探討以下主題： 

1. STP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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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本樣本做了 STP 分析,進而了解直播在市場上的優勢。對於一個專注在直播

的品牌,要如何做出市場區隔?要以什麼様的市場做為目標市場?在廣大的消費族群

找出自身定位進而建立顧客忠誠度？市場成熟期後又要如何站穩腳步？這都是首要

考量的問題，經過 STP 分析後可再更深入了解該怎麼經營、行銷更有利於品牌發展。 

2. 4P 分析 

為了替未上市產品或服務訂定符合現市場需求的行銷策略，從原型樣板 4p 開始，

進化 7p 後有了深入探討制定行銷模組的工具。有成千上萬的店家必要「推銷」傳達

植入民眾腦海；A 公司當然不例外，現有許多工具幫助電商平台可以利用此工具有

效的磨合與消費者之間的購買力行為橋樑；價格在買賣關係中扮演著一板一眼的角

色，同樣價格也伴隨著價值，商家擁有手中的產品服務，用產品本身創造行銷效益的

價值，達到一個「如何讓產品會說話？」的行銷目的。 

3.創新經營模式 

探討 A 公司與其他直播品牌之差異。在這個網路的世代裡，開店賣商品不僅只

能在實體商店了，也能在網路上利用直播來進行，進入門檻較低，人人都可以輕鬆直

播賣商品，因此造成了眾多競爭者，要如何在之中脫穎而出？或者與藝人配合來進行

直播帶動買氣，A 公司是利用了哪種方法，才能夠躍升至頂流？欲了解消費者對平

台不同行銷方式的在選擇是否有顯著差異?電商品牌著重直播的行銷方式牽動著未

來線上市場營運模式？ 

貳、 文獻探討 
本章節將針對主要的相關文獻進行分析。第一部分是為了使市場或企業發展出

最有效的行銷組合於是使用到 STP 進行評估行銷上的策略；第二部分 4P4C 則研究

經典的行銷工具與創新產業的媒合程度，第三部分則以代言與直播的產業價值為導

向。企業如何藉此傳遞明確價值給消費者以擴大公司效益。 

一、STP 
目標市場行銷統稱為 STP，分別是 S 市場區隔(Segmentation)、T 目標市場

(Targeting)、P 市場定位(Positioning)，在行銷活動中視為關鍵性的步驟，是可確認

行銷的方向與對象是否適當的策略；Kotler & Armstrong (2017)認為行銷策略是「目

標市場的選擇、選擇定位策略、發展有效行銷組合，以達成服務目標顧客。」(吳政

勳，2012) 
STP 之分述步驟： 

S(Segmentation)市場區隔 

市場區隔是確定目標市場的關鍵因素，主要的目的是要將有類似的特徵需求的

消費者區分為不同群體，以利於尋找目標客群，而市場區隔不是由產品來來進行的，

而是從消費者的角度進行劃分。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購買行為、動機的差異和多元來

劃分，是企業進行市場定位消費者定位的重要依據，更能因此發現新的市場並有效集

中目前的資源，助於提高整體經濟效益（邱韜誠，2020）。 

將市場切割成不同的小型市場來看待。透過不同的行銷組合來滿足不同區隔裡

不同的行銷需求。常見的市場區隔變數包括：地理變數、人口統計變數、心理變數、

行為變數…等。 

T(Market Targeting)目標市場 

選擇目標市場的目的在於可以評估每一個區隔市場的吸引力後，從中選擇有利

的區隔市場，選定目標市場後，分析有效吸引顧客的行銷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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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決定要溝通的內容：常態熱銷商品、促銷訊息或品牌理念傳達。 

2.透過與目標客群的訪談，得知客群的在乎屬性。 

3.除了自身優勢外，與其他競爭對手相較之下，是否仍然保有優勢? 

P(Positioning)產品定位 

定位的目的是要在目標客群心目中發展獨特而有價值的商品定位概念，將商品

獨特的利益與差異化深植在消費者的心中，進而形成一種持續性的競爭優勢。其中在

品牌定位，擬定文案策略時，針對不同族群提供不同訴求、不同選擇方案，以旅行社

為例，消費者類型的區分，我們可以針對客戶類型區分，而行銷訴求則可以根據顧客

所在乎的訴求區分(Huang,2006)。 

二、4P 與 4C 
1. 4P 定義 

行銷的目的是「將對的產品用對的價格,在對的時間放在對的地點」，在這個大

數據時代下，公司都要求有效率的進行行銷，就可以利用 4p 來做分述。亦即 4P：產

品、訂價、通路與推廣。(鄭晴方，2011)。 

2. 4P 行銷 

基礎行銷一書中提出 4P 行銷策略(于莉，2018)，其中包含 1P.產品（Product）
2P.通路（Place）3P.推廣（Promotion）4P.價格（Price），至今此策略工具仍被許多

人所運用，認知程度與理解程度相較甚微，此小節就不多做分門別類地贅述，詳細資

料論述將呈現於後表格內。 

(1)產品（Product） 

意指公司提供給目標市場的產品與服務組合。說明產品的特色，著重於產品開發

獨特的賣點(鄭晴方，2011)。 

例如：品牌、包裝外觀、服務等一些附加價值，產品本身的價值為消費的前線。

是要先了解自身產品的產品特性與資料，以及產品優勢或與其他競爭產品的完整的

售後服務與保證等等，皆屬產品之範圍。 

(2)價格（Price） 

又稱定價策略。賦予產品適當的價格。而產品價格將決定產品在市場上的定位，

並會受地點、銷售方式、成本及競爭對手等影響；即消費者獲得產品所需支付的金錢

數量(鄭晴方，2011)。 

在不景氣的時代中，價格仍然是影響消費者或使用者購買決策的一個重要決定

因素(黃俊英，2000)。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時，會將價格視為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

會選擇購買較低價之產品(Lichtenstein et al., 1993)。福特汽車提供經銷商每部 Escape
的建議售價，但福特汽車經銷商並不會完全根據此建議售價將汽車銷售給消費者，而

是讓顧客可以有討論價格的空間，或者提供折扣優惠、舊車換新車折讓與汽車貸款等

等。這些價格調整的動作主要因應現行市場競爭情況，並配合消費者對汽車的知覺價

值而進行彈性調價。 

(3)通路（Place） 

面對不同的消費族群，而由生產者、供應商發送至消費者手上之商品銷售的管

道、渠道、通路等…包括讓目標消費者可以接觸與購買到産品的所有公司活動。 

(4)推廣/促銷（Promotion） 

利用特別的方式刺激消費者購物，包括廣告、公關、促銷策略等等達到刺激消費

清庫存的目的，並說服其購買的活動。而在傳統的行銷 4P 策略作業中，「推廣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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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已成為行銷 4P 策略中最重要策略(康嘉琦，2013)促銷方式會配合各種通路

或不統面向的消費者而有不同的方法。福特汽車公司每年在美國花費超過 25 億美元

經費於廣告上，用以告知消費者公司與產品的訊息。經銷商之銷售人員則協助潛在購

車車主了解福特汽車並說服他們福特車款是購車的首選，福特公司與經銷商也提供

促銷優惠，如折扣、現金回饋、低利率汽車貸款作為顧客購車之誘因。 

三、代言與直播 
1.定義代言人 

McCracke(1989)提出「代言人利用本身知名度，表現出消費者對產品之使用利

益，並透過廣告活動方式呈現」。廣告活動意旨由明確的廣告主，透過付費傳播媒體

管道，採用非人員溝通方式，傳遞帶有說服意圖、容易了解的方式吸引消費者注意，

用以推廣理念、產品或服務 (朱利夫，2011)。 

2.在各類代言人類型中 

Freiden(1984)曾將代言人的類型分為四種 

一、名人(Celebrity) 
指個人具有高知名度、受注目的公眾人物，企業利用群眾對此名人的好感與崇拜

等正面反應轉移至代言產品上，但名人與產品不一定產生直接關聯，如:運動員、演

藝明星、網紅。 

二、專家(Expert) 
具有高度知識或權威的專業人士，藉其對該領域專業知識所推薦之產品，提升消

費者相信產品所帶來的益處，如:醫生、創辦人。 

三、公司高階經理人(CEO) 

對專業領域有實際權威與責任，是另一層面的專家人士，藉此說服消費者信任代

言內容。 

四、典型消費者(Typical Consumer) 
指生活型態與消費者類似，固讓人感覺未經操作或演示，產生值得採信的代言模

式。 

3.代言人效果 

這當中經常被廣告用來影響消費者態度和購買意願的是代言人的可信度，代言

人可信度足夠影響一個產品能否能帶來更多正面態度，代言狀況又可大約分為：一個

代言人代言單一品牌、一位代言人代言多個品牌以及多位代言人代言同一品牌

(Lafferty & Goldsmith 1998)，近年來數位網路已成為現況，因此企業經常耗費大量

時間與金錢挑選能對廣告訊息產生最多正面回應影響之代言人(蘇柏諺，2014)，在消

費者心理學中，絕大多數都是在探討單一代言人代言單一品牌的狀況，一般而言，消

費者對該代言人所認知到的熟悉度、喜愛度、專業程度、可信度、吸引力等，都會對

消費者的廣告態度及反應有正面影響(朱利夫，2011)。 

4.網路直播 

網路平台的興起，改變了現代人的生活習慣，網路帶來的方便性使民眾對電視的

收視更加便利，直播產業的出現掀起許多新興商業模式(王伶云，2020)，直播可以即

時記錄以及能當廣播的媒介，使用了多種網路通訊技術傳輸，這種傳輸技術的出現可

以讓使用者及時感受影音的另一端，就像身處在直播主開設的直播環境，目前知名的

網路影音直播平台包含 YouTube、Twitch、Instagram、Facebook、17 直播等，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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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可以進行一位或多位直播主的實況轉播，且最少設備只需要一台手機就可以進

行，只要直播所使用的設備能連上網路，就可不受時間地點的限制。 

Hoffman(1996)認為在網路轉播中，透過討論區、聊天室等方式，與其他使用者

進行交流並獲得回饋等互動行為是一種人際互動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中常常看到直

播主在各大平台上，進行直播拍賣商品，這已變成一種銷售模式。 

直播本身商業價值巨大，任何即時的交流都能轉為銷售（龔鉑洋，2017），同時

也被稱現場直播(Live)，可即時轉播，因此進行直播的人被稱為直播主。直播就是將

周遭發生的狀況，以錄製且不經剪輯或重製的方式，將影片透過網路發布至社群平台

上。最早是起源於電視轉播，後來網路掀起一大流行，漸漸從電視直播轉為網路直播，

網紅也是從那時崛起，而直播的內容和觀看的年齡層有著很大的關係，因此有些直播

頻道或透過符合那族群方法去行銷。利用網際網路的快速直觀、內容豐富、互動性強、

地域不受限制、受眾可劃分等特點，發展出其傳播效果。現場直播完成後，還可以把

影片存起來以發文的方式去分享，有效拓展直播的時間和空間。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為訪談法，針對特定個案對未來所策略之展望、段落目

標進行一串訪問探討，並利用所得資訊獲得分析本主 題大綱的特性及優劣趨勢。根

據國家教育研究院(2012)定義：訪談法可分為一對一個別訪談與集體訪談兩種形式。 
焦點團體訪談法係屬於集體訪談法最常使用的形式之一。焦點團體法是由 4 人

到 8 人所組成的特殊型態的團體，係由研究者組織某些特質的人們，在非壓力的環

境中就特定主題以合作探索的方式進行集體性討論。訪談法設計與實施程序如下：依

研究主題尋找願意參與訪談者、研究者擬訂訪談大綱、向受訪者說明研究目的及研究

倫理、徵詢受訪者同意訪談錄音。訪談大綱只是訪談內容的指引，在訪談過程中可以

依受訪者的話語，調整訪談順序。 
 本研究將 A 公司設為研究對象，蒐集其創立過程、如何與他牌做出市場區隔等

相關資料，以提供外界對個案有更進一步的了解；最後，本研究透過訪談法，針對初

步探討此個案後，所產生的疑問，進行解答。 
 直播當紅，全球唯一「隨看即買」專利技術的持有者 A 公司公司推出直播電商

社群平台。不僅可以藉由此平台讓電子商務服務升級，素人直播主也能成為電視購物

專家，創造額外收入，民眾可以藉由直播展現自我同時能夠販售商品，帶動共享經濟

模式，創造「所有商品都賣，所有人都是電視購物專家」的目的。此直播電商社群平

台不僅破除一般傳統直播平台商業模式不明確之困境，更有別於傳統電商平台，提供

結合直播、電商、「隨看即買」與導購服務之三合一平台，整合性服務完美實現邊看

邊買無限樂趣，並有效把握黃金購物衝動 76 秒，提高轉換率。 
肆、研究結果與分析 

一、 個案介紹 
創意點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2 年,以創新技術為導向的外商公司，是

一家以互動式影音創新技術為導向的台灣科技新創公司，透過創新技術帶來更好的

購物體驗，目標成為全球互動式媒體的入口網站。BRAVO IDEAS 創意點子合作夥

伴遍布台北、北京、上海 、香港、新加坡、越南、泰國、印尼。 

產品包含：隨看即買、影音互動、混和實境、影像辨識、路徑導引……等 31 項

專利。針對目前市場趨勢，先行推出「隨看即買、LOOK 瞧瞧、路徑導引、MR+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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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實境」四項技術，其中各項技術都可以混合搭配，無限延伸創意。 

BRAVO iDEAS 創意點子在公司成立前的 2007 年就已經開始技術開發，至今已

陸續獲得台灣、大陸、美國、歐盟、日本、新加坡、南韓、印度、越南、印尼...

等超過 48 個國家超過 31 項關於互動式影音的發明專利。 

A 公司，商務社群服務平台。利用「影音變現」創新的行銷手法正面對決各大

電商平台挑戰，全台唯一直播電商平台，也是唯一結合直播、社群、商城、導購四

合一服務平台，在影片播放時，底下會出現商品圖案，若觀眾想購買，點選商品

「下單」即可直接購物，方便又快速。創意點子的獨特創新技術，贏得 2013 年榮獲

資策會最具投資潛力獎。 

原本 A 公司主要販售的商品為美妝、保養品、保健食品及 3C 科技，如今受到

疫情影響，越來越多不同商品領域的業者向 A 公司提出加入平台的要求，許多品牌

專櫃的櫃姐便化身直播主，在 A 公司平台上介紹新品讓消費者購買，直播技術將電

商帶入一個新的領域。 

二、訪談內容說明 
本研究想了解 A 公司在經營電商市場時，背後面臨到的難題，以及此創新經營

模式的重點與提升業績的關鍵因素。 

下表 4-1 為 

訪談逐字稿： 

1. 問題：2020 年在疫情的推波助燃下，電商迎來了爆發式成長，單是 Amazon 
和阿里巴巴兩大電商巨頭第二季度的營收就高出去年同期近 40%，對於本

品牌的影響如何？ 

訪談廠商：反而沒有影響，反而是逆勢的成長，況且有計畫跨境到東南

亞、大陸市場，不過現在能確定的是東南亞市場，以東南亞為主。可以

確定的是東南亞，以東南亞為主。 

2. 問題：電商的經營最關鍵之因素為何？為什麼？（如：品牌、官網、客服

等） 

訪談廠商：要跟上時事、節慶、然後應節慶推出適合得商品，跟粉絲做

結合時事的互動，可能做一些梗圖，或是拍一些跟時事有關或結合商品

的短影片，或作一些民眾喜歡的科普的素材，兩性、冷知識。 

3. 問題：如何與相同產業的電商品牌競爭？ 

訪談廠商：因為我們品牌特色有隨看即買功能，其他電商是沒有的，我

們有全球獨家的專利，這個是我們的特色，就和其他電商有很大的區別，

所以也不需要競爭，我們自己有技術上的優勢，當然我們也會參考他們。

與其說是競爭不如說是與他們的定位不同，定位不同就不須競爭，彼此

都有顧客群。 

4. 問題：在經過觀察市場環境變化後，有出現何種商機讓你們發展出屬於自

己的市場行銷行情嗎? 

訪談廠商：我們公司發展隨買即下單(早在 2007年就有)技術有 14年，

發現台灣直播市場還是在臉書頂多在 Youtube、IG，其餘直播業者僅能

在直播中導入連結，還需要有小編一個個慢慢計算，而本公司的商機就

是能在直播中做快速接單，不會造成掉單行為，廠商能掌握後台出貨速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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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問題：在很廣闊的商業市場中，是從哪個因素判斷、找尋、觸及並延伸出

相對正確的推廣方式? 

訪談廠商：看到市場上沒有的，其他直播方式雖然盛行，但我們將金流

這塊做的更簡單、直接，更能消費結單，就會比別人高出 3~5 成的單，

增加營收成長。掌握市場物流與金流的便利性，才能在市場中和別人不

一樣。 

6. 問題：在規劃一整個行銷的綱列骨架當中，是怎麼去將滿坑滿谷的“行銷

工具”拿來運用並還得放在對的、貴品牌適合的行銷排程裡? 

訪談廠商：我們並無使用很多的行銷工具，我們走實打實的路線，只靠

者直播主與觀眾互動還有專利技術來提升，之前有玩過翻牌遊戲、造樣

造句、心理測驗，主要玩互動式的話題，跟消費者做互動，也會因應節

慶、節日去設計不同的遊戲。 

7. 問題：當我們談到經典行銷工具–4p，它等同是一種產品、生產、交易導

向的核心，甚至有學者延伸到 7p，增加了服務、內部形象、風格導向的核

心，請問有特別著墨在哪種導向?有為自家品牌帶來較多的經濟利益嗎? 

訪談廠商：本公司以服務為主，服務讓消費者看的開心，講到消費者心

中對的商品，他就會想要購買，產生共鳴，降低消費者在金流上的困難

度，或降低操作上麻煩，因為他看到就可以直接買，30 秒就可以結單，

對他們來說，我們的服務算是非常簡單，且安全。同時也因為價格便宜，

價格、服務都好，所以會有固定的粉絲來跟我們做買賣。 

8. 問題：貴品牌的產品當中有那些較自豪的特質或是特色，是與他牌競爭產

品做出差異性的嗎? 

訪談廠商：我們公司最大特色就是隨看即買功能，跟其他電商不同，其

他電商底下留言加一加一，還需要人工去處理，可能產生掉單，或金流

方式不多，可能只有匯款功能，這樣消費者就會覺得很麻煩，但我們就

少了這個步驟，我們直接線上購買，30 秒內完成，我們的特色就是快速

接單，減少消費者時間。 

9. 問題：貴品牌是靠什麼行銷工具或是策略，賦予產品一個適當的價格定位

來呈現你們是一個服務品質到定價都是在合理範圍且價值性高的店家? 

訪談廠商：本公司定價基本上要馬就是和廠商平價要馬就是比市場價格

低，商品一定能拿到最低價格，回饋給消費者，所以我們就沒有使用優

惠卷甚麼的，因為我們就是直接和廠商談到最低價格，還有免運，有時

候看活動還會送贈品。 

10. 問題：貴品牌是全電商，沒有實體門市只有辦公室的狀況下，通常把產品

送到消費者手中的通路是什麼?包括一些活動公告是透過什麼通路讓消費

者接觸到你們的資訊? 

訪談廠商：因為本公司是電商，電商以線上為主，因此社群對我們來說

很重要，主要透過 FB、IG、官網、Youtube 來發送廣告。 

11. 問題：推出活動、促銷之前，貴品牌討論的策略是偏向何種模式去運作的?

是否有勾出所謂潛在消費者成功下單? 

訪談廠商：本公司會以特別、獨家商品拿到最便宜的價格去炒作，可能

別人賣咖啡包四包一百，但我們可以拿到四包八十，然後結合節慶推出

表 4-1 (續) 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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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中秋節就有中秋的文旦柚子、月餅，看節慶推商品，就會跟市面

上廠商不太一樣，基本上亦自己開發廠商為主，以小店、小農，但品質

一定會比較好的。 

潛在顧客也一定會有，因為有投放廣告會觸及到不同消費族群，如果剛

好他們有興趣，就會前來購買，像是新推出野梅飲，剛好主打花青素含

量高，若疫苗後去吃的話可以緩解不適症狀，會投放廣告在 Yahoo、FB。 
12. 問題：考慮到消費者本身得花費的一切成本，不納入金錢因素考量，是心

理成本、精力成本、時間成本，貴品牌認為自家消費者會願意付出多少成

本去搜尋貴品牌的名字以及成功完成訂單? 

訪談廠商：平均來說會耗費 10~30 分鐘去搜尋，如果他們有玩一些抽獎

活動或是曾有不錯的消費經驗，自然會回流或是推薦給其他人自然就會

來搜尋，然後完成定單一定就是看完他有興趣的直播節目後，覺得商品

適合他，他就會完成訂購，主要是我們直播類型很多，自然就會看到他

想看的商品類型再下去做購買。 

13. 問題：消費者結帳便利度一定不比實體店家面對面交易來的快，除了設置

信用卡繳費驗證，保障交易外，在哪方面還有扣除多餘因素，縮短交易時

間，增加買賣雙方的緊密度? 

訪談廠商：這個部份我們不僅能線上結帳，還開放全家、711 做取貨付

款服務，我們的物流方式很多元，除了貨到付款，跟傳統的金流方式線

上結帳以外，還能去他們鄰近的便利超商取貨，更加便利自然減少消費

者考慮成本，增加雙方購買及滿意度。 

14. 問題：從產品生命週期來看,產品即將邁向成熟期,有什麼方法應對嗎,像

是區隔經營等… 

訪談廠商：拿偶像明星來看，蔡依玲很紅，他也已經步入成熟期，為什

麼他可以持續在巔峰呢? 

因為他不斷進步、創新，我們品牌也是不斷地因應消費者喜歡的口味、

趨勢下去做聯名、明星、有話題性的線上藝人去合作，看他喜歡的是哪

一個類型明星、藝人、直播主，即使產品夠知名，但若有明星、藝人的

加持下，商品自然會增加銷售。 

15. 問題：貴公司是使用成本差異或差異化策略 

訪談廠商：做出不一樣的差異，我們做出獨特技術:隨看即買專利，就和

其他人不同，別人可能就是使用現成的，但可能需要耗費 5~10 名人力

下去做計算，或與消費者溝通，但我們不用，甚至連老闆獨立一人都能

作業，只需要開直播，到結束直播時只需要看後台訂單就能作結單的動

作，我們幫廠商省了很多成本與風險，因為疫情可能出現的問題，都有

規避掉，就是在家就能購買、無須面對面，減少感染風險。偏向運用現

有的需求還創造和掌握新需求。 

16. 問題：有考慮結合未來趨勢，像是 AR、VR？ 

訪談廠商：我們公司其中一個技術本身就有結合 AR、VR，在之前金曲

獎金鐘獎活動中，公司有導入此 ARVR 技術與觀眾做一個互動，例如掃

一個 QRCODE 就會出現一個立體影像出現。早在公司成立前，我們也

與 101 合作過投影。 

表 4-1 (續) 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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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問題：是用什麼變數做市場區隔？ 

訪談廠商：主要是以品牌知名度影響品牌忠誠度進而導致品牌滿意度，

因為我們品牌辨識度很高，我們是主打全球唯一的直播電商，就是直播

+電商唯一一間再一起的電商平台，所以我們是用品牌識別度跟品牌知

名度下去做區隔。 

18. 問題：大數據方式是否有採用？ 

訪談廠商：一定有，每個月會去整理銷售狀況以及看 GA 分析，也會看

直播完的觀看數去評斷數才有沒有吸引力，或商品是否吸引人，銷售狀

況如何，再做直播後的再次推廣，讓原先猶豫不決的人更直覺做購買。 

19. 問題：有關市場定位的想法與原因 

訪談廠商：定位是在較生活、民生需求、生活化。老闆希望做成直播界

的電視購物，類似東森購物形式的直播。 

但電視直播背後成本很高，本公司好處是免開店費，免額外成本，有接

特殊合作，幫忙做推廣，再抽趴數。 

20. 問題：蜜桃愛爆報、渣渣 ASMR 吃播等直播主成為貴公司特定節目ㄧ員的

條件、資格或標準分別是什麼方向呢？ 

訪談廠商：針對直播主人格特質下去做規劃，蜜桃之前有在別的電商品

牌合作過、有一定知名度，有話題性吸引男性粉絲、男性客群消費者。

渣渣吃播偏向精緻、年輕化話題，吸引年輕族群引領話題，做導流。資

格即是來面試、應徵，或是請人介紹直播主階段性完成一些節目錄製。 

21. 問題：如何策劃出一場好的直播，來提高銷量。 

訪談廠商：事前做足對產品了解、產品設定、情境，針對商品切換相關

背景，或拍攝小影片來增加粉絲互動與觀看，並針對時事、風格去帶入

話題，例如說賣雞湯，雞湯可以提高免疫力，並針對剛打完疫苗的，或

是想吃月子餐的，我們就會節目裡不斷提到，包含直播免運、市場最低

價，並提高銷量。 

22. 問題：直播節目可以點選購物車直接下單購買是貴公司的一特點，這樣子

的直播模式是否為直播主、商品、平台都帶來比他牌直播平台更高表現的

收益? 

訪談廠商：因獨特性跟結帳模式，讓他們很直覺的可以購買，跟別人不

同就能有提高收益，因為直播主會直播推薦、當場試用給他們看，他們

就能清楚知道這個商品適不適合他，所以直播主口碑推薦的話，消費者

更能有信任感，我們就比其他直播平台還要好。 

23. 問題：當初為何會決定要使用直播作為主要的銷售模式？ 

訪談廠商：老闆看到了趨勢，老闆之前是遊戲公司出生的，他一直希望

能做出不同的東西，想說利用直播來創造面對面的互動技術，感覺像是

未來趨勢，之前也有前往大陸與阿里巴巴合作，也是一場賣出了好幾千

萬的銷量，預想直播市場。 

24. 問題：藝人代言的產品與直播主銷售的產品哪個銷量更好、營業額更高？ 

訪談廠商：藝人有光環、知名度；直播主靠的是自身親和力以及魅力，

可能不一定有知名度，但常常講到消費者痛點，但藝人的效果在於有更

表 4-1 (續) 訪談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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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曝光度。直播主則是針對商品要賣給相對客群的消費者，因此他們定

位不同，覺得是兩邊下去打會比較好，這樣兩邊市場都能兼顧。 

25. 問題：什麼類型的商品以直播銷售的方式賣得更好？ 

訪談廠商：大概就是吃播。這麼多商品以吃得賣最好，台灣人愛吃，且

售價便宜。其次是小家電，像是碗蓋鍋、吸塵器，因為我們能拿到市場

最低價，我們就是要針對平均客單以下，又針對小家電與吃的下去做，

因為成本低，所以售價也低。 

26. 問題：未來是否會繼續以直播做為主要銷售策略？還是有其他考量？原因

為何？ 

訪談廠商：當然還是繼續做直播，台灣直播市場技術成熟，現在其他規

劃會往海外發展，跨境到東南亞或是中國大陸地區，做多點佈局，目的

是想把技術推廣到更多地方知道。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STP 

要如何做才能呈現與其他電商品牌的不同，A 公司主打全球唯一的直播電商，

抑是直播+電商服務串連一起的電商平台，有了這些特點，成功畫出區隔市場定位。 

引用第肆部分 STP 的訪談內容，得知有較多的人關注食品或是電器類，在市場

的定位是走民生需求類，加上有獨特的專利技術下即可減少人力成本，且省下的成本

也能夠提升其他技術地發展。 

A 公司也規劃投入近年興起的 AR、VR 技術，因應新興科技的變化也期望符合

消費者一如既往的使用便利性，藉此來延長品牌的壽命。 

2.4P 
現有許多工具幫助電商平台可以利用此工具有效的磨合與消費者之間的購買力

行為橋樑，商家擁有手中的產品服務，用產品本身創造行銷效益的價值，達到一個

「如何讓產品會說話？」的行銷目的。 

A 公司以網路直播為主要銷售手法，讓消費者無論是在家、在通勤的路上都能

夠打開手機觀看直播，再經由獨家的專利技術「隨看即買」使得消費者在結帳時能夠

更方便、減少了對購物的猶豫期，也因為大量進貨，且直播有一定的流量可成為與廠

商的談判籌碼，因而能夠壓低價格成為一個優勢，在選品上，A 公司也掌握著後台的

直播觀眾相關數據，配合著時事舉辦活動與觀眾產生共鳴，提高購買率。 

3.創新經營模式 
大眾對原先直播產業的概念以較多素人進入門檻低、人人都能成為「直播主」為

舊有觀念，導致許多資訊因為氾濫的直播銷售手法而被模糊化，而 A 公司並非如上

述所描述，科技導向的技術讓 A 公司以專業形象營運平台。 

A 公司發現現在科技的進步程度以飛快速度成長，消費者消費行為模式甚至超

越現實，亦是指現實對消費者來說越來越不重要，這點對 A 公司來說是正向發展，

現況的 A 公司本身技術已結合虛擬實境，未來創新模式朝向所謂「全虛擬化電商平

台」，精進原有的虛擬實境技術與直播混和電商購物雙功能的電商平台。 

表 4-1 (續) 訪談逐字稿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36



 

 
 

直播的要點在於即時分享影音內容，直播主與觀眾的互動也能夠帶動氣氛並打

破空間的限制，結合了 AR 擴增實境的技術將提升消費者對品牌的信任度以及品牌

好感度，拉近品牌與消費者的距離，從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連結產生共鳴。 

直播是一種新型態的宣傳、銷售方式，在直播當下「隨看即買」的獨家創新技術

讓消費者得到方便又快速的消費體驗，當直播影片結束後，還可以持續獲得觀看流

量，在直播結束後還能為品牌持續延燒話題性、創造價值。 

二、 管理意涵與建議 

直播是近幾年來在市場上的新興產業，公司、企業對於直播手段是無所不用其

極，而 A 公司在市場上不僅打造了獨一無二的專利技術，甚至還結合了 AR 與 VR
技術，虛擬人物會出現在面前，給予消費者視覺與體驗上的樂趣和即時互動。 

A 公司打開了我們對於傳統直播市場型態的新視野。或許在未來，A 公司上的

直播主有機會結合 AI 機器人進行吃播或介紹美妝與觀眾進行新科技發展的互動過

程，在創新與智慧結合的時代下推出新直播世代。因此，本研究提出下列建議： 

1. 提升 AR 的實境體驗，例如在販售零食的直播中秀出 QRcode 讓觀眾掃描，即可

出現關於該產品的詳細資訊如熱量表、成分表、製造商與有效期限等，讓觀眾

有如實體購物般的沉浸式體驗。 

2. 可邀請該產品的代言人來直播銷售，利用代言人的流量將人流引至直播間，同

時也因為代言人的「現身說法」以加深消費者對於品牌的信任度，創造有競爭

力的直播內容。 

3. 根據訪談法內容得知，掌握線上直播之互動性是重點，因此建議相關領域之廠

商可舉辦互動活動帶出話題性，如以美食節目的模式邀請兩位直播主進行線上

的廚藝 pk，觀眾可透過直播了解如何烹飪這項產品更加美味，也可邀請觀眾留

言抽購物金等，激發出更多互動性，這樣一來一往的互動中提升購買慾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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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 3D懷舊治療降低長期照護機構的老人住民憂
鬱狀態之成效 

The Effect of the 3D Reminiscence Therapy on Depression of elderly 
Residents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顏榮琴 1，林美玲 2， 
摘要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推估系統我國已將於2026年邁入超高齡社會。由於醫藥科學進
步，人類壽命延長，因社會環境改變，少子化與雙薪家庭，老人因慢性病失能而乏人照顧，入
住長期照護機構的老人比例與日俱增(內政部，2018)。2004 發現機構老人憂鬱的盛行率為
39.2%較社區的29.5%為高，顯示機構老人憂鬱是值得重視的問題。本研究目的探討機構的老
人憂鬱以3D懷舊進行團體懷舊治療介入措施前後，改善之成效。本研究採兩組前、後測之類
實驗性設計(Two group pre-post test quasi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design)為基礎，此次研究所的
資料用SPSS 19.0套裝軟體，依據設計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進行資料分析及討論。研究場所
為長期照顧機構老人住民前測有憂鬱個案納入收案對象，共收案 57 人，分為實驗組 28 人，
對照組 29 人。研究成果本研究推論性統計方面，以卡方檢定及 t 檢定實驗組及對照組的人口
學資料，顯示結果兩組資料無顯著差異(P＞.05)，表示兩組研究個案人口學資料具有同質性。
運用ANCOVA將憂鬱前測的干擾因子以統計方法檢測，於前測組別*D2(前測) 所呈現資料並
無顯著差異(f=1.704、p 值=.197)。於 3D 懷舊治療後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呈現顯著差異
(f=42.532、p 值=.000)。最後建議推廣 3D 懷舊治療於機構中每年定時間使用，減少住民的憂
鬱及減少工作人員找尋物品壓力、提高機構執行意願。 

關鍵詞：3D、懷舊、長期照護機構的老人住民、憂鬱 
Abstract 

Ministry of the Interior According to the population estimation system of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Commission, my country will enter a super-aged society in 2026. Due to advances in medical science, 
human life spans, changes in the social environment, declining birthrates and double-paying families, the 
elderly are deprived of care due to chronic diseases and disabled, and the proportion of elderly people 
staying in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 is increasing. Found that the prevalence rate of depression for the 
elderly in institutions was 39.2% higher than that of 29.5% in the community in 2004, indicating that 
depression of the elderly in institutions is a problem worthy of attenti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ness of improvement before and after group nostalgia treatment interventions for 
elderly depression in institutions with 3D nostalgia.This research is based on two group pre-post test 
quasi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design (Two group pre-post test quasi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design). 
The data of this research uses SPSS 19.0 package software. It is based on the design research framework 
and research hypothesis. Data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The study site is a 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 for 
the elderly residents. The pre-measured cases of depression were included in the acceptance object. A 
total of 57 cases were accepted, and they were divided into an experimental group of 28 people and a 
control group of 29 people. Research results This study used ANCOVA to statistically detect the 
interference factors of the pre-depression tes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the data presented 
in the pre-test group *D2 (pre-test) (f=1.704, p=.197). The results of single-factor covariate analysis after 
3D nostalgia treatment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42.532, p=.000). Finally, it is recommended to 
promote the use of 3D nostalgia treatment in the institution at a fixed time each year to reduce the 
depression of the residents and reduce the pressure of the staff to find items, and increase the willingness 
of the institution to implement. 
Keywords: 3D、Nostalgia、Long-term care institutions、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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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的重要性與動機 
根據內政部統計台灣人口 65歲以上人口佔 14.56%(內政部，2018)，社會結構

快速老化的台灣所要面臨醫療與社會的重大議題。以前認知對於老人會接受機構的

收容安置幾乎在貧困、家庭系統無法發揮功能的前提下，才會產生的結果。但是，

隨著時代變遷，少子化社會衝擊，雙薪家庭加上醫療科技進步、平均餘命的延長；

老人入住長期照顧機構（老人長期照顧機構以下簡稱老人機構）與老人失能、無法

自我照顧，子女無法提供照顧有很大的關聯，然而貧窮不再是唯一入住的理由。入

住長期照護機構的老年人因為生活面臨重大改變，由原先自己的生活方式進入機構

中團體的生活模式，時常感受不自由、孤獨感、主權控制降低、進而產生焦慮及憂

鬱的狀況(古永利，2014)、(戎瑾如，2005)(張夙娟、胡月娟、吳佩燁、張靜雯，

2015)。懷舊治療引導年長者回憶過去生活經驗，重新體驗並詮釋，有助於改善年

長者的認知及負面情緒，以提高自尊心及自信，進而增進與社會溝通之能力。過去

研究中研整理發現，在執行懷舊治療活動的方式多數是懷舊實體物品、照片、圖

片、影片及音樂。懷舊的實體物品隨著時間與空間的轉移，取得越來越不容易(李

佳潔，2016)。本研究突破傳統呈現方式，以電腦 3D動畫場景呈現，引出懷舊相關

物件，讓長輩回顧自己生命的繼而生命能夠正向的統合統整，進而降低憂鬱的情

形。 

貳、研究假設 
    參與 3D 懷舊治療比未參與 3D 懷舊治療的長期照護機構的老人住民其憂鬱程度有顯著差

異存在。 
参、文獻查證 

近十年來老年人口比例每年持續增加，其中老人居住安排最受矚目的焦點為獨居，全世

界每7個老人有1位獨居，台灣65歲以上人口獨居比率為8.97％(內政部，2018)。因此，對

於老人長期照護、養護及安養機構就養之需求亦隨之增加。55-64歲及 65歲以上表示當未來

生活無法自理時，願意入住長期照護機構或護理之家分別占 48.68% 及35.29 %。願意入住機

構的原因包括：缺乏親屬網絡且年老體衰；貧窮無以為生；遭逢重大的生活壓力事件；不願與

親人合住的考慮等（內政部，2018）。 

老年會帶來生理、心理和社會功能上的衰退。生理上的衰退使得老人面對多方的失落，

面貌、健康、認知功能、自我照顧能力、權力等。而這些都將形成老人的壓力，壓力無法適度

的因應及紓解將會導致精神方面的異常。而憂鬱(Depression)是老人精神異常盛行率高之一

(陳玉敏，2000)。在2003年有一篇研究的文獻中林等針對新店某地區醫院的有合作關係的機

構及老人門診以隨機取樣的方式，其研究結果發現居住機構的老人及社區的老人皆會有憂鬱

的情形。並且所佔比例為機構老人的盛行率為39.2％，而社區老人的盛行率為29.5％。(呂淑

妤、林宗義，2000)(翁菁甫、林坤霈、詹鼎正，2014)(張夙娟等，2015) 
憂鬱症是老年人常見的心理困擾，而入住機構的老年人憂鬱症傾向更高，在美國估計 26

％至 43％的療養院居民患有輕度至重度憂鬱症。Liu,S.-Y.C.H.-Y.,Wu,C.-Y., Jin,S.-F.,Chu,T.-
L.,Huang,T.-S.,& Clark,M.J.(2006)在台灣農村社區老年居民中有13％至39.6％的患者出現憂鬱

症狀。影響老人憂鬱的因素很多，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婚姻、健康狀況、日常生活功能及

認知、宗教信仰與虔誠度、於機構內入住的時間等。相關研究顯示非藥物的治療方式的懷舊治

療等都能夠有效改善失智個案的認知行為及精神行為症狀(徐業良、白麗，2018)。懷舊治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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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減輕機構老人憂鬱，提升自尊心，增加生活的滿意度(張夙娟等，2015)。 

3D建模技術重建舊屋情境系統於高齡者懷舊治療，藉由3D影像對舊屋情境的呈現，另外

藉由電腦系統的輔助支援能提高機構長輩生活品質，減少住民憂鬱的情形，幫助機構工作人員

對於長輩的照顧上省力並減少憂鬱產生更易於照顧個案(內政部，2018)(李佳潔，2016)。藉由

3D 懷舊治療建立高齡者與陪伴者的互動連結，由高齡者向陪伴者分享自身經驗及故事，陪伴

者則聆聽高齡者進而了解彼此，建立人與人的互動連結，最後達到懷舊治療之目的(李佳潔，

2016)(林美玲等，2019)。 

肆、研究方法 
本研究概念架構實驗組之自變項為介入 3D 懷舊治療措施，依變項為老人住民在長期照

護機構之憂鬱程度。研究架構如圖一：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3D懷舊治療降低老人住民在長期照護機構之憂鬱狀況的成效，採兩組

前、後測之類實驗性設計(Two group pre-post test quasi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design)，於實驗前及介入後追蹤評值，依此研究設計來檢測其成效，研究設計如表一。(葉淑

妙等，2015) 
 
 
 
 
 
 

 
 
 

 

表一     研究設計 

組別 前測  後測 

實驗組 O1 X1 O2 

對照組 O3  O4 

註解：X1：3D動畫懷舊 

O1、O3：研究前測 

O2、O4：研究後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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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步驟 
本研究取樣方式採便利取樣，研究對象來自中部9家長期照顧機構。研究收案者必須符

合以下條件：（1）年滿65歲以上的機構老人。（2）能用國台語或文字溝通。（3）無認知功

能障礙，意識清醒且無精神疾患。（4）同意參與研究計劃，接受並簽署研究計畫同意書及完

成基本資料填寫。本研究是以採類實驗性研究分為實驗組及對照組，預估收案樣本數為實驗

組及對照組各30人，並於3D動畫懷舊治療介入前後進行憂鬱狀況的前測及後測。本研究選

定本土化30題之中譯版老年憂鬱量表（Chinese Translated Geriatric Depression Scale, CT-
GDS）(廖以誠、葉宗烈、柯慧貞、駱重鳴、盧風華，1995)。當憂鬱分數大於等於13分以上

列入實驗研究對象(葉淑妙等，2015)。 
機構設有相關活動空間，故因地制宜選擇一空間選定根據機構方便且避開治療時間進行。

3D懷舊 (林美玲等，2019)介入以團體懷舊治療進行，每次活動進行人數約10-12位，每人發

言最多 3-5 分，每週一次。3D 懷舊治療主題有(一)我的童年 (二)我的婚禮 (三)年節 (四)養兒

育女 (五)我的求學及工作經驗 (六)我的心願 (葉淑妙、林美玲，2015) ，3D 懷舊治療分六週

進行，每週一次，每次約 40-50 分鐘。(吳麗芬、周青波、陸秀芳、曾惠楨，2006)(呂寶靜，

2012)(張夙娟等人，2015)。 
陸、研究結果 

一、在推論性統計方面，以卡方檢定及 t檢定實驗組及對照組的人口學資料，顯示結果兩

組資料無顯著差異(p＞.05)，表示兩組研究個案人口學資料具有同質性(見表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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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鬱量表30題中實驗組與對照組前測結果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如(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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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憂鬱量表後測實驗組與對照組結果平均值、標準差及排序如(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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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組前測平均得分0.74，標準差0.47。後測平均得分0.36，標準差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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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組前測平均得分0.71，標準差0.46。後測平均得分0.76，標準差0.62。 
三、3D懷舊治療介入對於長期照顧機構老人憂鬱程度的改善成效 
1、研究對象同質性考驗分析 
   本研究運用 ANCOVA 將憂鬱前測的干擾因子以統計方法檢測，於前測組別

*D2(前測) 所呈現資料並無顯著差異(f=1.704、p 值=.197)。見表 12。 
      

 
2、研究對象單因子共變數分析 
   於 3D懷舊治療後測單因子共變數分析結果呈現顯著差異(f=42.532、p值
=.000)。可見 3D懷舊治療介入措施可以改善機構老人憂鬱成效的結果見(表 13)。 

 
柒、結論 

本研究是探討 3D 懷舊治療對於長期照顧機構老人憂鬱改善的成效，採兩組前、後測之

類實驗性設計(Two group pre-post test quasi -experimentation research design)為基礎，此次研究所

的資料用 SPSS 19.0 套裝軟體。依據設計之研究架構及研究假設進行資料分析及討論(林美玲

等，2019)、(葉淑妙等，2015)。研究場所為長期照顧機構老人住民前測有憂鬱個案納入收案對

象，共收案57人，分為實驗組28人，對照組29人。  
    對照組前測得分平均值 0.71，後測得分平均值 0.76。未降反升的情形，與機

構人員討論因為收案期間有長輩身體狀況不佳住院治療，導致情緒低落。實驗組前

測得分平均值 0.74，經由 3D懷舊治療介入措施之後，後測得分平均值 0.36分。明

顯改善，對其介入措施反應良好。本研究使用 ANCOVA 進行共變數分析憂鬱量表

前測所呈現資料並無顯著差異異(f=1.704、p 值=.197)。 3D 懷舊治療措施介入後後

測結果呈現顯著差異(f=42.532、p值=.000)。 
捌、應用及建議 

一、護理實務 
    目前於機構上大多沒有懷舊回憶療法，有的機構因為先前有學生所以曾經辦理過類似活動，

因懷舊照片及物品越發取得不易，故使用3D懷舊治療影音是此次研究的重要工具，如若機構

能夠將其相關影片放於機構之中，每一段時間來辦理一次為期6-8週的活動，列入每年的活動

之中。除了機構例行的慶生會之外，此活動能夠以電腦、電視及3D懷舊影片撥放相信會增加

機構住民的生活滿意度及減少憂鬱狀況。機構之中護理人員及照顧服務員為最貼切於住民的

工作人員，平常工作量已經很大，建議機構可以請社工師協助，或是辦理活動同時對於工作人

員採加班或加薪方式。提高工作人員的執行意願，或可以編列預算固定時間於機構之中辦理懷

舊活動。 
訪談時住民給的回饋： 
    這個活動讓我想起來以前生活辛苦都是為了家庭和孩子。現在不需要操心了，看開一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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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就會好。在這邊有人顧。孩子放心。 

    活動很有趣味，回憶以前的生活，很好。以前年輕的時候很辛苦，現在社會變了。跟以前

都不一樣、以前都是田地，交通很不方便、什麼東西都要自己煮自己種，現在就很多都是用買

的就可以。 

    這次活動很好，老師以後有空常常來。也跟我們聊聊。 

    這次的活動很有意思，有的人以前環境就很好所以比較沒有經歷這些，但是以前我們家環

境不好對這些東西，很有印象，很回味。 

    回味以前古早味的東西(零食、東西、地方…。現在社會進步已經都看不到這些東西了。)

這樣看看很有意思。 
二、護理研究 
    本研究是利用電腦3D懷舊治療動畫影片來取代以往的照片類的影像，因應現在更於取得

懷舊物品部分更顯困難，故以 3D 電腦動畫是一項突破。3D 繪圖製作影像作為主軸，日後或

許可以考慮以實際照片的影像是否會更加貼近生活及老人。鼓勵機構將懷舊活動納入每年活

動的排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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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小學對音樂學習的興趣提升 

-以五年級桌遊設計創作「第四國度」為例
Elementary school's enhancement on musical learning interest - 
A case of the Fourth-State Table Game designed and innovated 

by students at the fifth grade 
劉芊華

1
 

摘要 
隨著桌遊的普及，遊戲式學習時常伴隨著桌遊，現今桌遊也越來越普及，透過

桌遊，可拉近人與人之間的距離，甚至更加認識身邊的同儕，學習尊重自己的想法

並接納其他人的意見。 

本研究設計出一款策略性桌遊，採用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並針對國小五年級

生圍施測對象，了解試玩者們的想法與建議，蒐集遊玩後的回饋，進而分析本桌遊

的優缺點。而如何讓音樂課程有趣，並能引起學童的學習興趣，增加其學習動機，

提升學習成效，為本研究的目的。 

透過本研究，設計出一款人數限制自由，且不乏趣味性，並能多次遊玩的策略

性桌遊，透過此桌遊，可以提升學生在音樂領域的學習成效及興趣，並增加同儕間

的合作溝通及邏輯思考，也期望此桌遊能夠普及於小學教育中。 

關鍵字：策略桌遊、音樂教育、文獻分析法、問卷調查法、訪談法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ty of table game, the game-based learning is often accompanied to 

become increasingly popular. A great many enterprises specialized in table game appear, 
through table game, to close gap between humans; people may further recognize their 
colleagues, learn how to respect their own thoughts, and accept others’ opinions. Therefore, 
I have designed a set of table game for children able to learn the music knowledge easily 
while they are playing game.  

The strategical table game designed in this study is, adopting both of questionnaire and 
interview methods and taking the students at the fifth grade of elementary school as the 
subject, to find out the trail players’ idea and suggestion, collect their reciprocations (after 
playing game), and further to analyze merit and demerit of this game.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turn the music course into an interesting process, attract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enhance their learning effect and motivation. 

In this study, we expect to design an interesting and multiple-playing strategy table 
game (which is freedom to limit the number of people), through which, the game can 
effectively enhanc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interest in music domain, increase 
colleague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logical thinking, and become popular in the 
education of elementary schools.     
Keywords: Strategical Table Game / Music Education / Document Analysis / 
Questionnaire Method (survey techniques) / Interview Method 

1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學生、lavender0411@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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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章節將針對本論文之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與限制以及研究方法與
步驟進行說明。本章分為四節，分別為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第二節 研究方法
與不驟及第三節 文獻探討。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隨著時代變遷，對於小學的教育方式不斷的創新，改變以往講述式的教學
模式，逐漸用翻轉教育、學思達等等（張輝誠，2015），來取代傳統以上對下的模

式，以學生為中心的思想，漸漸的被提出且備受重視。所謂的翻轉教育（何琦瑜，

2013），即是從十二年國教的開始，經營一個學習共同體，一個學生合作學習、老

師相互學習、家長加入學習的氛圍，是以「學習」為核心概念的教學改革（邱錦
屏，2018），由此可知現在的教育趨勢，教師的身份慢慢的從主導者轉變為引導

者，翻轉就是找出學生的本質，激發他們的學習動機，老師進而因材施教，並提升

學習成果。自從 108 課綱開始實施以來，更強調學生學習核心素養 

（施又瑀，2019），並增加了多種素養題目，希望學生能將所學知識有效的運用在
現實生活中，並能夠有興趣於學習各種事物，並達到終身學習的理想狀態（羅寶

鳳，2017）。 

 

在科技快速興起的時代下，許多孩童都會使用電子產品，但對於科技的依
賴性越高，有許多缺點也逐漸浮出水面，像是現代人將電子產品取代了戶外活動，

有可能造成體重增加及體力下降並影響健康，或是取代了許多人與人之間的互動，

可能造成親人及朋友間關係的疏離，尤其是兒童在使用這些產品，更可能造成視力
方面的受損（丁美惠，2019）。但隨著同時期桌遊的興起，發現許多人會放下手

機，選擇玩桌遊同樂，許多的課程中也時常看到桌遊的出現，由次可知桌遊有一定

的魅力，能夠引起大人及孩童的興趣，尤其是孩童，更應該藉由遊戲來學習各種知
識及增加與同儕間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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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遊在近幾年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其中有很多的種類，除了玩樂以外，現在更

出現了許多能夠幫助學習的桌遊，他的優點包含能夠培養孩童溝通協調能力、團隊

合作能力、問題解決能力、批判性思考能力及創造力（呂秀蓮， 2018），為了輔

助教學，有更多桌遊為的是培養專業學科能力，例如：空間、數學、語言甚至建築

等等技能（詹孟傑，2020），也有跨領域結合的相關桌遊，由此可知，現在的學習

模式已經改變，孩童可以在做中學，且透過遊戲競賽引起好勝心，便更有動力學

習，也能從中獲得自信，進而達到老師所要教學的目標。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為透過策略性創意桌遊教學方式，探究國小五年級孩童對音
樂學習興趣的影響，並作為以後桌遊教學的參考。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以下三點： 

 

１、設計一款提升國小五年級孩童音樂學習興趣的策略類桌上遊戲。 

 

２、探討透過此桌上遊戲融入國小五年級的課程後，學生的學習動機及學習成效之

轉變。 

 

３、突破一般策略桌上遊戲有的人數限制及玩法。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法、文獻分析法及訪談法，其中問卷調查法及訪談法用於

施策過後，歸納分析是否達到成效，而文獻分析法用於桌遊設計及構想階段，同時

自我釐清創作脈絡。 

 

本研究採用之問卷調查，以全體國小五年級生為母體，而針對某一特定班級進

行施測為樣本，考慮到孩童不一定有足夠的耐心一一寫字填答，因此研究者融合開

放式及封閉式問卷之優點，設計出半封閉式的問卷作為樣本調查，讓受測者可自由

決定是否填答開放式問題，不造成過度負擔，以期保持公正性及精準度，本研究以

紙本問卷作為資料搜集的方式，對於孩童為較熟悉且無負擔的方式。 

 

研究者主要以深入訪談的方式獲取所需資料及意見，再進行歸納統整、分析和
比較等等，以達到針對研究主題驗證及資料蒐集的目的，訪談法能夠更精確的掌握

學生在認知及情意方面之狀況，但由於較耗費精力及時間，因此研究者以問卷調查

為主，訪談法為輔，只針對特定對象及極端回答者進行此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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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獻探討 
 

本節參考文獻並進行分析，就文獻中與研究內容相關之理念進型歸納統整， 

組成研究者對於創作之發想。分別為桌遊之定義、特性、起源、分類及介紹。 

 

（一）桌遊定義 

 

桌遊為簡稱，其全名為桌上遊戲，由於娛樂及區分勝負兩種目的皆包含在遊戲

這個詞彙中，因此桌遊後被稱為不插電遊戲，為用來區別必須使用電力之產品，例

如電腦遊戲與各種層出不窮之電視遊樂器等等，以及雖不需任何道具但為需用到大

量肢體之競技遊戲，例如舞蹈、運動、武功等等，以及其他可能被視為遊戲之活

動。由此可知，桌遊有別於上述之遊戲，其不需依賴任何電子設備， 且無需做任

何大幅度之肢體活動，主要針對圖板遊戲、骰牌遊戲及卡片遊戲，以及泛稱任何多

人在桌子上面對面所可以玩的遊戲，常見如撲克牌、麻將圍棋等亦是桌上遊戲之廣

義定義，其特性常出現於職場相見歡或大型活動之團康遊戲。 

 

（二）桌遊之意義及特性 

 

另有提及遊玩桌遊之優點及其所帶來之好處有五點，成就感、社交、娛樂、教

育意義及增進關係，桌遊互動性強盛，常用於聚會結交好友，甚至進而改善及修復

關係，除了能有社交及娛樂之效果，另外透過互相合作及競爭的關係獲得勝利也將

產生滿足感，進而滿足個人之成就，由市面上桌遊之探討可以發現許多桌遊專門針

對某項特定領域，比如數學、語言、邏輯等等進行培養，富有十足的教育意義（李

岳霞，2015）。 

 

根據統計，一般願意投注時間及精力之愛好桌遊者，他們所感受到之樂趣主要

來自以下兩點： 

 

（三）求勝但不好勝 

依據遊戲之定義，勝負乃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要素，求勝之於玩家是理所當

然的心態，抑是遊戲的目標。但勝敗乃兵家常事，勝敗之結果總如影隨 形，但對

於愛好桌遊者而言，勝利是享受桌遊樂趣之所在，由追求勝利之過程來滿足心中之

愉悅感。在經歷多場遊戲後，將學習到人各有所長，轉而追求體面及有骨氣的失

敗，這時玩遊戲的目的也就變成追求樂趣而非勝敗，但玩家並不會放棄求勝的目

標，因為之所以有樂趣即是在於玩家們願意追求勝利之過程，因此玩家在遊戲中依

舊會努力獲得勝利但不偏執，也不會為了針對某位特定對象，而干擾他人享受樂趣

的過程。 

    （四）建立在真摯互動上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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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之桌遊快速地推行，一般玩家不會為了鑽研特定遊戲而放棄其他遊玩機

會，因此雖然象棋、西洋棋、圍棋等等多樣棋類遊戲，造就許多職業選手，也擁有

國際賽事，但在現代之桌遊很難找到其有類似之效果，主要差異由於遊戲機制之不

同及玩家之特性，職業棋士專攻精深之研究，一般玩家則求廣博。一款遊戲除了遊

玩方式，能帶給玩家樂趣外，其玩家也必須擁有合適的玩伴，在遊玩過程中，玩家

更多的是面對玩伴，由於面對面，因此不同的個性也將展露無遺，面對社群就像小

型的社會一般，玩伴有可能是自己的家人、朋友、甚至是同事，而這些人與人的社

會關係及自己在社群中的角色，都能輕易的影響遊戲中的一舉一動，這時玩家會偏

向不過分在乎輸贏並保持氣氛之愉悅，因此社交往往比獲勝能夠帶來更多樂趣（阿

岳，2015）。 

貳、五年級創作桌遊介紹與設計 
 

此章節針對研究者所創作之桌遊進行詳細解說，共分為三節，包括設計理念、

遊戲故事與規則介紹以及桌遊之設計。 

 

一、設計理念 
 

本研究主要為提升孩童對於音樂的熱忱及興趣，而遊戲式學習最能有效的達成

目標，其中桌遊更是一種學習知識及凝聚人心的好工具，其設計理念為研究者對作

品之構思和思考過程，包含文化內涵與風格，本桌遊為針對國小五年級學生做創

作，在卡牌設計方面採用較為童話式的風格，具童趣但不過為幼稚，運用微美式之

畫風來詮釋各個角色，表現其生命力及美感，而設計來自於生活，因此在其他卡牌

設計中，更用到許多國小生活中時有所見之事物，除了須滿足卡牌所有之功能性及

完整度，更需觸動學生的心靈層面，使其吸引學生的注意及引起好奇心與動機。針

對桌遊玩法，研究者採用較為複雜的規則編制，增添其耐玩 性，其策略成分較

高，跳脫對於桌遊成見的束縛，因此與相異的人遊玩皆能迸出迥異之火花，結合美

感與邏輯設計，建立符合該年齡層學生的身心靈條件，展現個性化及專業化之獨特

魅力，並有效提高學生對於音樂類科之興趣。 

 

二、遊戲故事 
 

（一）遊戲故事 

 

從前從前，有三個國度各居住著別具風格的音樂仙子，表面上看似美好的日

子，事實卻不然，不同國度間時常因為音樂理念及知識的不同而爭論不休，使得戰

爭一觸即發，其認知有些錯誤有些正確，希望你們可以教導他們許多音樂知識，在

支持自己國度的理念下，又能夠修復各個國度之間的隔閡，在此同時有個神秘的第

四國度，其相當特別，他們不參與其他三國之辯論，只支持特殊且迥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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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人的創作方式，身為此國度的仙子必須獨自創作，完成只屬於自己的作

品。為了保護世界的和平，準備好的朋友們就快行動吧！ 
 

三、桌遊設計情感 
由於頁數限制在此各展示一張。 

 

 

 

 

 

 

 

 

遊戲說明書設計 角色卡牌設計 角色卡背介紹 陣營卡牌設計 
 

 

 

 

 

 

 

 

技能卡牌設計 任務卡牌設計 顏色卡牌設計 題目卡牌設計 

表 2-1、各卡牌設計（表格來源：研究者） 
 

參、國民小學「第四國度」音樂學習 
本章節聚焦於桌遊「第四國度」中之教育部分做論述，就文獻中與研究內容相

關之理念進型歸納統整，組成研究者對於創作之發想。本章分為四節，分別 為：

第一節 第四國度定義、第二節 國小音樂教育之核心素養、第三節 遊戲式學習之

定義及相關研究及第四節 策略型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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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國度定義 
 

第四國度這款桌遊為研究者所設計的教育策略桌遊，遊戲中玩家扮演著不同音

樂國度的仙子，主要透過蒐集不同的音符，來打贏這場理念戰爭，透過傳遞自身的

代表色卡牌，或其他顏色卡，其中能夠發動各式各樣的技能作為輔助，來幫助隊友

及自己取得勝利。此遊戲卡牌功能較多，因此策略模式非常廣泛，但遊戲流程簡

單，只要熟悉遊戲機制後便能快速上手，且耐玩性極高，根據玩家的不 同，其遊

玩氣氛與思維模式都將截然不同，其複雜程度正符合國小五年級生遊 玩，且其中

置入題目卡，除了玩家間策略的較勁外，也是場知識的比拚，能夠滿足較多元的玩

家優勢，降低孩童挫敗感，賦予愉快的氣氛，使其能在此氛圍下做有效的學習。 

在此遊戲中，共有八個別具風格的角色，也有其對應的角色技能，技能在遊戲

機制中相當平衡，端看玩家如何做出使用，同時必須防範最特殊的第四國度完成其

任務卡上的勝利條件，但由於不知道誰隸屬於此國度，此項變因正是遊戲中較為特

殊的設定，同時能夠有效增加耐玩度，因此以此國度為桌遊命名，其他陣營也必須

透過觀察其他玩家，例如技能施展時機、玩家反應以及其他內外部表 現，在不暴

露自身身分的情況下找出隊友，並暗中合作，除了單純的合作外，也能夠透過自身

策略，偽裝來使對手誤認自己為隊友進而不斷幫助自己，過程中能夠促進孩童思考

速度及換位思考的能力。 

在題目卡部分，其答對及答錯題目的差異並不會非常巨大，但些微的差異亦能

夠成為造就輸贏的關鍵，給足玩家遊戲體驗，能使遊戲中失之毫釐的玩家忍不住想

再來一場。此桌遊可謂一款相當有趣的策略類教育桌遊。 

二、國小音樂教育之核心素養 
 

（一）國小音樂教育課綱 

 

依據課綱之各教育階段藝術領域學習重點，音樂領域之教育從中年級開始，即

為第二階段，分為表現、鑑賞及實踐，表現分為五種內涵，各自為歌唱演奏、視覺

探索、媒介技能及創作展現，主要之學習內容為讀譜、歌唱、簡單之即興及接觸樂

器；鑑賞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審美感知與審美理解，主要目的為使孩童發現生活

中之相關元素，並欣賞各種創作；實踐分為兩種，藝術參與及生活應用，主要為教

導其能遵守禮儀並參與相關之活動與展演，並能從中體會感受進而使用於生活中。

第二階段主要目的為初步培養音樂素養，到了第三階段，相當於高年級時，一樣分

為三種學習構面，在其表現面向，要求更深入之歌唱技巧及樂理，並希望能按照規

則進行合理之創作；鑑賞方面，將學習各種古典與現代作曲家、演奏者之創作背

景，並能夠欣賞國內外之表演，以更加專業之角度觀看表演；實踐部分能夠欣賞並

尊重不同風格之演出，並學習其背後所付出之內容，進而發起自己的表演（教育

部，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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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小音樂教育核心素養 

 

為落實核心素養之教學推行了十二年國教，在藝術領域，由四個重點來表現其

內涵，分別為方法、策略與學習歷程之重視；態度、能力及知識的學習；表現及實

踐；情境脈絡的營造。針對音樂領域亦有多項調整，除了傳統的技能與既定知識

外，加上需要培養其情感與態度，對於不同音樂抱持肯定與欣賞的風度。對於音樂

的學習方法、歷程及結果應同等看待，以學生為中心透過對話互動，使學生能夠獨

立探究，合作學習即為一教學策略能引發學生好奇心與好勝心。音樂不僅是一門專

業學科，更是為了充實生活而存在，應讓學生由被動化為主動，隨時生活中的各種

音樂，提升生活品質。前面提及必須讓學生有主動探索之習慣，最後演變成社會參

與，現在資訊化的時代，有更多電子媒介能夠自主學習，進而參與音樂相關展演活

動，並且樂在其中，內化成為自己的休閒娛樂。十二年國教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

為必須將不同領域相連結，並融入社會議題，例如許多音樂家面臨種種考驗皆不向

命運低頭的精神，能與生命教育連結，從中教導建立學生之價值觀，因此教師在透

過音樂的探究中，必須靈活運用所學並對於各項議題皆有所接觸，才能因應此教育

轉變。隨著資訊化時代的來臨，音樂相關之軟硬體不斷推陳出新，音樂教學能分成

樂器教學、音樂欣賞及音樂理論等等，教師可藉由多媒體教學，而有更多的互動及

操作，使學生的思考更寬廣，揮灑更多的可能 性。 

 

音樂之教學應該是活的，才能使學生跳脫既定框架，並培養創造力，除了認

知、情意、技能三面向的教學外，更需注重每個學生之音樂素養，在自發、互動、

共好的課程理念下，豐富學生的音樂感知，並激發其潛能，做多方整合 後，經由

學習歷程來提升生活品質及內在涵養（張尹慈，2019）。 

 

（三）第四國度之教育素養 

 

第四國度採用國小之識譜、認識樂器及讀音等等，五線譜識讀及琴鍵認識都包

含在內，還有更進階的小節拍號識讀並填上合適音符，是研究者認為對於國小生而

言相當容易忘記及不熟知的基本概念。 

 

三、遊戲式學習之定義及相關研究 
 

（一）遊戲式學習定義 

現代講述式教學法早已無法滿足學生之需求，因此教學方式也須跟進時代變

遷，以遊戲式教學來提升參與率與學生動機。根據學者的定義，遊戲化是指採用遊

戲思維，將遊戲元素帶入非遊戲的情境中，為提升態度、參與度及其所欲發生之行

為，任何領域都能使用遊戲化之概念，其中應用於教學可使學生獲得有益的的學習

行為。另外有學者則將遊戲化概念改為由上而下的框架，依序為動 力、機制與組

件的 DMC 架構。動力為此系統中最重要的元素，例如情緒、關係、發展等等；機

制為使玩家有所行動的要素，包含了獲勝條件、競爭、回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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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件是最為具體的元素，用以實行動力及機制要素的基礎，例如任務、身分、

成就等等。玩家在不知不覺中，將受到此系統影響從而進入心流狀態（葉佩君與郭

建良，2018）。 

（二）遊戲式學習相關研究 

關於遊戲的設計，重要的是其機制及架構，次要為將玩家設置在遊戲的中心，

畢竟玩家的想法與遊戲息息相關，且在遊玩時必須要營造出能使玩家自主獨立思考

的氛圍，不同玩家的思考模式截然不同，遊戲才會顯得有趣及有意義， 也才能達

到遊戲化目標及各種設計者預先設定的目的。在設計遊戲時，為使此遊戲更加符合

遊戲化的目的及效果，有三項基本原則需遵守，第一為玩家歷程，前面曾提及遊戲

必須給予玩家明確之方向或目的，玩家歷程便是避免玩家時常遇到無目標或久久無

法突破的囧境，且能在時時找到其目的和必要之樂趣；第二為遊戲平衡，平衡主要

針對遊戲機制，為相當重要且在每一階段都必須注意，例如選項不造成認知負荷、

設定之難度適中、玩家年齡差距設定較相近等，為使玩家受到刺激或鼓勵，而能持

續努力，在勝利時適時給予更多挑戰滿足其自我成就、在失敗時也能給予逆轉勝之

機會，除了要做到這些，也必須兼顧基本的娛樂性及公平性；最後為創造體驗，前

面說到遊戲化為將遊戲系統套用於非遊戲環境中，因此創造異於平時經驗的遊戲體

驗，便是此重點，讓玩家因沈浸及享受遊戲而忘卻可能平時不願意學習或少做之事

情，也為遊戲化環境吸引人的重要因素 

（Coursera）。 

（三）桌遊輔助教學 

 

桌遊在實務教學的應用上，可藉由設立任務賦予使命感，並透過完成任務以賺

取經驗值並提高等級，需讓學生清楚知道已經贏得的與尚未完成的任務， 以及如

何勝利的方式，此設計能夠提高問題解決能力，除了每個課堂中皆可使用外，也可

以透過設置每日任務，其目的為提供每日可實現的目標，當學生達成任務進度時給

予適當鼓勵，並能提高學生的內在動機與成就感，隨著學生的進步可以設定里程

碑，利用內在與外在動機持續增強其行為，誘使其持續努力，而最常見能夠促成此

效果的便是桌遊，透過種種桌遊特性，在遊玩時能夠學習外，遊玩後也能反思所學

進行回顧，也是目前學校的輔導處或者是關懷心裡相關課程時最常見的使用媒材

（Kylie Lewis，2013）。 

 

透過統整，桌遊之於教學主要能夠帶來以下四大好處，抽象思維：玩桌遊的背

後通常含有一些人生價值，也就是情意的抽象意涵，例如生涯概念、相互合作或是

同理心等等，以桌遊為媒介，進一步教導學生較枯燥、嚴肅的抽象議 題；操作技

能：許多桌遊除了思考外，也會應用到圖像辨識、手眼協調、溝通互動、數學計算

及記憶考驗等等技能，若能運用遊玩桌遊訓練相關技能或是引發學習動機都是有效

且可行的；個人特質：桌遊提供較為公平的機制，使人放下對彼此的成見，由同樣

的出發點開始，能看見每個玩家的個人特質，透過互動擦出不一樣的火花，並能見

賢思齊學習良好的習慣特質，進而應用於生活中；學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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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市面上的桌遊為了因應潮流，以教學現場所需知識為主的相當多，包含語

言、數學、科學等等主科，抑或是針對品德、心理輔導等等，藉由玩的方式學習，

已有多人證實其意義及激發動機效果（許榮哲，2016）。 
 

肆、桌遊實測成果 
此章節展示將此桌遊帶入國小課程中實測後所得之結果，並加以做調查及分

析，包含問卷調查結果分析及問題與改善共兩節。 
 

一、問卷調查結果分析 
 

由回收的問卷及實際訪談中分析，第一、二題主要為了解學生在此桌遊體驗

前，對於音樂學習的程度及興趣，第三、四題目的為在桌遊體驗後，理解遊戲機制

方面是否有問題，第五題為了解題目是否適合國小五年級之學生，第六至七題為了

解學生對於音樂類科之學習興趣及知識汲取是否有所提升、第八至十題之目的為了

解學生是否喜歡此桌遊和遊戲式學習。研究者透過與學生間互動及與教師間的談話

中獲取多項建議，並用於改善此桌遊。以下為問卷之統計資料，將針對其作出相應

分析。 

 

（一）總體統計分析 
 

 人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1.我平時對音樂知識有所了解 120 1 5 2.87 1.3 
2.我平時對學習音樂知識有興趣 120 1 5 2.23 1.25 
3.我認為這款桌遊規則容易理解 120 1 5 3.3 1.37 
4.我認為這款桌遊玩法容易上手 120 1 5 4.37 1.19 
5.我認為題目卡上的問題能夠回答 120 1 5 4.17 1.12 
6.我透過這款桌遊學習到音樂知識 120 2 5 4.6 0.86 
7.我因為這款桌遊而更想了解音樂 
知識 

120 3 5 4.8 0.48 

8.我想再次以遊戲的方式學習 120 5 5 5 0 
9.若有機會，我想再次遊玩這款遊 
戲 

120 2 5 4.43 0.94 

10.我喜歡這款桌遊 120 4 5 4.73 0.45 

表 4-1、總體統計分析（表格來源：研究者） 

 

透過一、二題發現學生對於音樂類科之興趣並不高，連帶著吸收到的知識亦不

高，透過三、四題可了解對於遊戲規則雖然一開始較難理解，但上手後便覺得相當

有趣，透過第五題可知大多題目在回答方面並無大礙，且富有挑戰性，而 六、七

題則可明顯看出學生之興趣及之事皆較之前有大幅度的提升，最後八至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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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可印證前面之文獻探討及研究者所持觀點，對於遊戲式學習學生普遍之接受

度較大，也因喜歡此款桌遊而想多次遊玩。 
 

（二）交叉比對 
 

 

圖 4-1、交叉比對（圖片來源：研究者） 

 

針對男女之統計進行交叉比對，根據一、二題女生較男生更有興趣於音樂領

域，相對其知識含量亦較高，可能與天生之生理差異有關，第三、四題在規則理解

方面女生較男生更為容易理解，可能為女生較男生更能夠仔細聆講述式教學有關，

上手後之熟悉度差異並不大，透過第五題可發現女生較男生更能回答出問 題，可

能與前述之知識較多有關係，而第六、七題皆能有效看出對於學習興趣的提升，其

知識的提升男生則較女生高，可能為前述男生之知識及興趣較低所致， 最後第八

至十題可看出不論男女學生皆希望持續遊戲式教學，且大多喜歡此桌遊並希望能再

次遊玩。 

 

二、問題與改善 
在桌遊機制及規則制定方面，在實測時，發現有些角色之技能過於強 大，有

些卻在某些小組遊玩時沒有使用到，另外針對某些任務亦有相同之情形， 有些任

務過於簡單，有些卻無法達成，對於技能卡牌數量的配置有學生反應，拿不到某些

卡牌，對於題目卡牌過多重複，因此研究者針對技能及題目卡牌之數量分配上有所

調整，更增加了許多題目，其他之不平衡的狀況皆有所改善，並呈現於本研究中。 

 

經過對於極端者的訪談，得知有些學生不喜歡此桌遊與提不起興趣之原因在於

畫風與預期之落差，但亦有學生相當喜歡，研究者思考過後對於此主觀的意見，針

對美術方面，研究者將所有的圖片精緻化，以及重新審視卡牌之設計作為改善。 

 

在教學方面，透過與教師的對談中，得知因學生對於遊戲都相當熱忱，所以在

教學的秩序控制方面顯得更為重要，但研究者在教學時並未掌控好每一位學生之遊

玩狀態，使得全班玩得不可開交，容易影響實測的效果，因此研究者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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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測試時嘗試使用許多口令及帶班之技巧後，就並未發生此種狀況，在問卷

調查也有顯著之差異。 

 

由於各項成本之問題，無法對於每位學生做一對一訪談，若日後有機 會，將

會以訪談法取代問卷調查，再汲取各方意見作為彙整，更加精進改善此款桌遊。 
 

三、未來延伸 
 

（一）普及於學校之課堂教育 

期望在未來能夠將桌遊做更多的變化，使研究者所設計之桌遊能夠更具延展性

及彈性，也能較有效的普及化，應用於更多元的學生，及方便教師因應環境變化在

題目方面自行設計。 

（二）多元化的版本 

期望未來能夠藉由此遊戲機制，透過簡單的修改，應用在不同類型的課堂中，

而研究者能夠蒐集更多的回饋，進而更改美術、故事及各種卡牌，並發展出第二種

版本的桌遊。 

（三）桌遊數位化 

因應現在多數學校在數位化教學的普及，若未來有機會，期望能夠將此桌遊數

位化成線上卡牌遊戲，使教師更方便的在課堂中作為教材使用，也能夠省去大量的

教學成本。 

伍、結論 
經過文獻的探討、實測結果及自身經驗，得知學習的成效與學生的興趣往往處

於高度正相關，因此如何使他們能夠愛上音樂並熱衷於上課學習知識，是現在社會

中的一大課題。桌遊創作「第四國度」為研究者就生活經驗及感觸所做之作品，以

卡牌形式表現為主要遊玩方式，將童年的幻想以及學生內心寫照具象化， 輔以繪

本含有寓意之故事設計，以研究者主觀的藝術創作，帶領學生進一步摸 索，在鞏

固自身創作理念的前提下，以自由之模式教導並鼓勵學生玩出屬於自己新的高度。 

 

本桌遊在設計時，對於遊戲機制，常有過於簡單或複雜及不公平之現象產 

生，透過實測才進行修正，因此使研究者進一步思考應教會孩童不氣餒及解決問題

之方法，以及傾聽同伴建議的氣度，並必須有堅守自我理念與尊重他人的雅 量，

在桌遊當中，也將這些人生內涵融入遊戲當中，使角色、故事以及技能更為貼近生

活，讓電腦繪圖之設計能夠活靈活現的展現在眼前，使所有玩家皆能有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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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式體驗，除了最終目的為使學生提升興趣外，也能使學生從中學到人生哲

理， 才能堪稱為一款富有教育意義之桌遊。 

 

本章節對於前幾章提出之架構與探討之目的與根據第四章之分析所得到的結

果，給予此研究相關結論，以下做出五點總結。 

 

一、興趣的提升 
 

經過實測，學生對於音樂學習的興趣有顯著的提升，亦發現學生希望能夠多攝

取相關知識，為在遊戲中能夠取得優勢並贏得勝利，因此研究者對於題目卡的設

計，附上了空白之卡片，讓教師能夠隨心所欲地依據學生狀況增加新的問題， 使

學生對於此桌遊有源源不斷的興趣，每一次遊玩都是新的挑戰，若能在上課期間時

常用到此桌遊，便能有效使學生保持熱忱，但時常礙於上課時間不足，如何在遊玩

與知識傳授間作結合與平衡，將是對現代老師的一大考驗。 
 

二、知識的提升 
 

在題目卡之設計中，有學生已學習過之知識，能夠給予學生必要之成就感， 

另外有少數題目為學生尚未學過之知識內容，但與其先備知識有所關聯，能夠透過

推理而產生答案，自由地引起學生挑戰的心理，有效的使學生自動自發探索新知，

透過實測，也能證實對於音樂知識的了解有一定的提升，其中教師的引導也相當重

要，新增題目需適當拿捏，避免學生因過於簡單而失去興趣，亦不能過於困難，打

擊到學生的信心，桌遊設計適用人數較為自由，能夠作為搭配使用，使學生保持興

趣下不斷提升所學知識含量。 
 

三、互動的提升 
 

研究者在實測前，事先觀察整個班級之學生互動狀況，有些學生朋友較少， 

甚至有些不愉快之情形產生，而這些情況在每個群體生活中幾乎是司空見慣，但實

測時卻發現在遵守規則底下，能夠造就人人平等的學習環境，不曾有所交流的兩

人，在桌遊遊玩時卻能相談甚歡，學生甚至能夠放下以往成見，與他人合作學習，

不僅能增進人際的互動，更能從互動過程中增添思考的靈活度，透過互相討論策

略，激發解決問題的必要能力。 
 

四、提升上課專注力 
 

研究者在班級實測時，發現從枯燥的規則講解，學生為了玩桌遊取得勝利， 

都能認真的聆聽到結束，並提出疑慮，遊玩時更是不在話下，對於每個流程步 

驟，玩家間進行的操作，都相當認真，由於此桌遊能夠透過觀察他人表情動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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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遊玩手法，得知其是否為自己的同伴，而對於孩童竟能夠展現如此長時間的

專注力，可知透過遊戲式學習，亦能訓練並觀察每個孩童的觀察力、專注力，甚至

是個性，可謂遊戲式教學能帶給學生的正向影響力不同凡響。 
 

五、學生喜歡遊戲 
 

要達到研究者之目的，就必須讓學生喜歡此桌遊，使學生願意長時間的遊玩，

除了製作桌遊時，所設計針對人數、玩法及機制的自由度，使學生保持熱忱及新鮮

感外，對於故事劇情的帶入感更需要教師的雙方配合，而實測的結果能發現孩童大

多都相當喜歡此遊戲，在策略遊戲互相冒險合作及發揮自我策略之過程中，不斷地

精進思考，而與不同的人遊玩都能有不一樣之體會，在訪談時，發現這些種種的體

驗皆相當吸引著學生，也有效的達到研究者提升學生興趣之最終目的。 

 

透過自我創作之桌遊「第四國度」，能對於教學有所幫助，研究者懇切希望後

續能與台灣在地文化甚至其他本土相關元素做結合，有效發展出一款真正實用，且

能夠於市面上販售之桌遊，成功發展出屬於台灣的一款教學桌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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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 
創新教育家的跨科際素養發微 

姚 振 黎 1

摘  要 
當前臺灣高教，歷經 27 年來之教改，大學幾已成為每位公民的基本學歷。在滿

足社會的受教權益與需求之後，社會開始追問：究竟大學的「學歷」應該代表、對應
哪些「學力」？尤其當臺灣欲進入世界體系時，臺灣的高等教育不僅需回應在地性的
問題，更須與國際競爭力緊密相連。 

本文揭櫫「大學教師跨科際」之理念與實踐。不僅符合〈108 課綱〉、「十二年
國教」要求教師專業發展、開設多元選課、跨越科目疆界、強調素養導向、……，林
林總總、蠭出並作的話術及專有名詞，使得桴鼓相應；且針對核心素養、適性揚才、
跨域增能、培育博才，教師能未雨綢繆、開脈切方之因應及裝備。 

寫作方法(methodology) 以教育理念為經、實踐成效為緯；經定緯成。對於跨域
創新素養之案例，予以夾敘夾議，融合教育社會學、認知心理學，徵諸實例，確切可
行、得享教學成效，以臻核心素養、向上提升的與時俱進。全篇包括：壹、緒論：鎖
定目標 精準解決問題，貳、取精用弘：實現博才(Versatilist) 的教育目標，參、開物
成務：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之設計教學(design teaching)，肆、厚積薄發：育成臺
灣師生競爭力，結語：拒絕平庸──從「清靜孤寂」到「華麗跨域」的跨科際素養裝
備 

未來教師在勢不可擋的全球化下，創新必具「跨域界」素養。本諸「博雅教育」
與「創新實踐」之跨科際結合，蘄成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教師素養，
落實：好玩，是學習與創新的真諦。 
關鍵詞：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ity）、閱讀力、跨域增能、博觀約取 

Abstract 
It is very significant how to achieve creative development, individualized instruction, 

and building the base of faculty’s innovative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s of pedagogy. 
This study provided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to comprehensive transdisciplinary 

approaches so that reveal faculty multiple promo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By virtue of 
cross-domain ability, offer the equipment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Education is not the filling 
of a bucket; but the lighting of a fire. Four directions for improving instructional design are 
concluded as follows:  

1. “Turn inward and examine yourself when you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life.”; (反
求諸己) 

2. cross fields, adding ability: educational goal of versatilist.  
3. flipped classroom of instruction design: well-grounded, to equip competitiveness;  
4. To refuse mediocre – from tranquility to solitude, to achieve the gorgeous cross-

domain faculty.  
Nowadays, a teacher in college should study extensively, inquire prudently, think 

carefully, differentiate clearly, and practice earnestly after all. (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
發。) 

Key words:, Versatilist (博才), instructional design (教學設計), 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科際整合取向), competitiveness (競爭力), 
core competencies (核心素養) 
                                                 
1 國立中央大學 中文系所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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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顏之推（531-591）《顏氏家訓．勉學篇》曰︰ 

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

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

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于盛年，猶當晚學，不

可自棄。 

  今人張愛玲謂：「成名要趁早，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麼痛快。」然太

早成名，人生接下來要做什麼？提當年勇？會被人笑沒出息！午夜夢迴，自己定

也覺得沒興味；繼續創新、突破？哪來那麼多本事？等而下之，若墜入王安石

〈傷仲永〉所云之景況，英雄出少年後……，停止進步、僅會吃老本的江郎才

盡，炫爛歸於平凡、平庸，則更慘矣。唯讀書則要趁早，盡早培養「愛悅讀」、

「閱讀越讀趣」，積學以儲寶。當新世代只在網路偶遇新聞 26，顏之推《家

訓》，主張「固須早教」，誠乃今日教育，或自我裝備、面對未來之暮鼓晨鐘。 
《荀子》全書第一篇〈勸學〉、開宗明義曰：「學不可以已」，歷經 2,300

年，經由科學家發現，吾人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27沒有頂峰！晶體智

力既隨年齡增長而發展，25〜30 歲達到高峰，往後直至晚年，一直保持這種水

平。若是腦力勞動者，這種能力至晚年仍在發展。對於以教學相長為志業者，何

其有幸！德國 Max Planck Institute（馬克斯普朗克研究中心，等同於德國的「中研院」，簡

稱 MPI）亦發現，「這些不隨年齡增長而減退的晶體能力，使智慧的巔峰在 65
歲」；且大腦中負責記憶的海馬迴（Hippocampus）可以長出新的神經細胞，所以

人一輩子都能學習新事物。荀子，誠不我欺！時至今日，「年高德劭」、「敬老

尊賢」的時代，已經遠颺；一日千里的時代巨輪，慎防「倚老賣老」、「老狗變

不出新把戲」。 
壹、緒論：鎖定目標 精準解決問題 

一天，草原上的小獅子問母獅子說：「媽媽，幸福在哪裡啊？」母獅子微笑

著說：「幸福就在你的尾巴尖兒上啊！」於是小獅子就不停地追逐自己的尾巴，

繞著小圈子跑了好半天、好半天，但……始終咬不到。 
母獅子笑了：「小傻瓜，幸福不是這樣得到的。只要你昂首闊步、勇敢向前

走，幸福就會一直跟隨著你的啦！」 
只要你昂首闊步勇敢向前走，幸福就會一直跟隨著你。從此無論遇到任何事，

不會退縮，而是昂首闊步勇敢向前走。因為這樣才能面對學習、解決問題；才能

贏得幸福。 
 
一、平庸的人 將越來越沒有競爭力 

                                                 
26 蘇蘅〈當新世代只在網路偶遇新聞〉《聯合報．名人堂》。2018 年 3 月 24 日。 
27 美國心理學家 Raymond Cattell 於 1963 年提出智力理論，將智力的構成區分為流體智力（fluid 
intelligence）、晶體智力(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兩大類。晶體智力係指對於從社會文化中習得的解

決問題之方法、經由實踐進行應用的能力，因為它包括了習得的知識和技能，致使理解、推理能

力、詞彙、審美、對複雜情況的應變能力，是中年才到頂點；這些晶體智力與經驗有關，所以「薑

是老的辣」、「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參看：Cattell, R. B. (1963). "Theory of fluid and crystallized 
intelligence: A critical experiment".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54: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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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 月 11 日、《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Thomas Friedman 接受 CBS 電視台 
“The Late Show with Stephen Colbert” 節目專訪，談及加速年代的生存法則 28，「在

這個變動時代，我們面對的加速力量就像颶風」，「今天每個人都需要找到『暴風

眼』，從裡面找到穩定的錨(anchor)，使能在颶風中跳舞……」。29 
當《第二次機器時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一書於 2014 年出版，作者、MIT 史隆

管理學院教授 Erik Brynjolfsson 預警︰「機器即將取代大量工作，未來是『贏者全

拿』時代。機器將開創更多財富，但未必所有人都能分到一塊餅。平庸的人將愈來

愈沒有競爭力……」。 
而今，預言已然成真……，從台灣國道收費、到以擠牛奶為例，紐約上州所有

的酪農場皆用機器人擠奶，中等技能的擠奶工作被消滅，僅剩比較高端、要懂電腦

的工作，以及比較低階、例如掃牛糞的人力。或謂「不是社會發展太快，是我們思

維反應太慢；為什麼我們思維太慢，是我們沒有跟上學習。」有學習才有選擇權

(equal opportunity of school choice)；拒絕學習，就是拒絕成長。吾人一定要在得意

時給自己找退路，不要等失意時再找出路……。30 
未來有更多的工作會被消滅。如何自我鞭策、讓自己提升？一輩子都將受用！

最好的投資是「你自己」。 

二、冷靜、沉思、深刻：培育台灣哥倫布 裝備競爭力 
1492 年夏夜，一支艦隊從西班牙出發，準備航向一條沒有人走過的航道。 
四十二歲的艦隊指揮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懷裡兜著畢生積蓄，以及

向西班牙皇室遊說來的資助。若失敗，輕則傾家蕩產、重則陳屍茫茫大海。 
他沒有必要賭上全部的人生；作為一個小資本家，他大可以選擇在家鄉與妻兒

平靜安穩度過一生。但他無法滿足這樣的人生。除了對世界的好奇心，更實際的目

的是開創出一條致富之路：從亞洲獲取黃金、香料、絲綢、瓷器……。 
長達七十天的航程，食物即將耗盡，船員瀕臨叛變暴動邊緣，所有壓力已緊繃

至極點；若沒有勇氣捨棄岸上的明媚風光，哥倫布將永遠不可能橫渡大洋。 
哥倫布、中世紀探險家，橫渡大西洋四次，到達美洲，開闢地理大發現時代，

並為西班牙突破經濟困境，再創海上霸權。31 
數位海嘯、AI、機器人商機爆發、……席捲全球，接踵而至，吾人感受到前所

未有的衝擊。臺灣年輕人該航向何方？在變動如此快速的時代，我們的學生，如何

面對未來做好準備？ 
坊間流行的說法：「臺灣人的國際化，就是到中國。」當然與資訊能力、語文

程度有關！「新南向政策」讓我們瞬間發現東南亞外語師資需求孔急。然而，值此

旋乾轉坤之時，既非一時半刻得以裝備，切毋被紛至沓來的信息及蠭出並作的資訊

                                                 
28 〈When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tends to increase individual isolation〉. Thomas L. Friedman On 
How to Survive in the Age of Acceleration。資料來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isrXHXz9w4。 
29 參閱 Thomas C. Tuttle〈Wisdom from Brandi Carlile and Thomas Friedman〉The Washington Post, 
Dec 16, 2016. 
30 盧昱瑩〈有錢人想的和你不一樣！5 個遠離「窮忙」的小習慣〉 Cheers 雜誌 132 期，2011 年 9
月出刊。 
31 林俊劭〈台灣哥倫布 大亞洲戰略〉《商業周刊》第 1486 期〈封面故事〉，2016 年 5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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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冷靜、沉思、深刻素來就是中外追尋的經典價值，法國、羅丹的雕刻「沉思

者」(The Thinker)，美國、梭羅 28 歲在波士頓附近的華爾騰湖隱居 2 年 2 個月寫成

《湖濱散記》（Henry David Thoreau & Walden Pond），皆以清靜孤獨啜飲大自然

的溫潤，並正視心靈生活，幾百年來激起無數人的共鳴。 
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每天花 70%的時間思考公司未來，王永慶早上 4 點鐘起來

寫下〈對臺灣的萬言書〉，耶穌在向眾人傳道之後，總是避離人群，退回山中。 
梭羅說：「一個人如不能追隨同伴的腳步，或許是因為他聽到不同的鼓聲，就

讓他跟隨自己所聽到的音樂繼續前進吧；不管有多遠。」這話鼓勵我們勇於獨立思

考，但深層含意直指：正直之人不應隨波流俗、若鄉愿般忍耐不公義之事。梭羅絕

非隱士，也不是魯濱遜，更不是鄉巴佬，他提醒我們：面對「國際觀」甚囂塵上，

有一種比國際觀更大器的東西叫做宇宙觀，江左沉酣求名者（辛棄疾〈賀新郎〉甚矣吾

衰矣），或汲汲營營「烙」兩句英文的人，會比看懂、聽懂、聞懂土地上的花草樹

木蟲魚鳥獸者，更貼近星際嗎？32 
三、獨立思考：不隨流俗 具冒險勇氣 
靜止、暫停下來，重新積累力量，看得愈發清晰、思考益加縝密，得以重新出

發、再次啟動，正是孔子所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

仁，知者利仁。」《論語．里仁》 
不仁之人，不可以久處貧困。久困則為非作歹、行險僥倖；也不可以長處富

樂，長富則驕奢淫逸、放縱無度。仁者宅心仁厚，為仁無所希求、只為理得心安，

否則其心不安，是為安仁；智者則能認知︰行仁，乃有利於己而行之也。 
梭羅在世時從未賺到名利，去世時鄰人多視他為怪咖，真正成名得迨半世紀

後；一次大戰結束，人們將他的名字與愛默生、霍桑、梅爾維爾(1819-1891，《白鯨

記》作者)、惠特曼等並列，榮登 19 世紀中葉、美國文藝復興時期文學巨擘。如今，

至華爾騰湖參觀的遊客，遠超過任何其他美國作家的故居，梭羅地下有知，應是含

笑九泉，正如他在《湖濱散記》中稱：「我跟大多數人一樣喜愛交際，任何多血的

人來時，我一定像吸血的水蛭似的，緊緊吸住他不放；我本就非隱士，要真有什麼

事讓我進一個酒吧去，在那裏坐得最久的人也未必坐得過我。」 
當「躺平」、2021 年開始出現的網路用語，以不婚、不生、不育面對社會階層

流動困難；且呼應大前研一《低欲望社會》（2016，天下文化）針對無欲無求的年輕

人不斷增加，導致欲望低迷、人力不足，提出人才培育、學校轉型等建議。奧地利

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被討厭的勇氣》一書、自 2014 年 11 月、在臺出

版即長期占據各大暢銷書排行榜，回響熱烈、至今依舊。33阿德勒強調「任何人都

可以有任何成就」，「假使『人的成就完全取決於先天的能力』確實成立，心理學

家將無用武之地；人會成功，憑藉的是勇氣。而心理學家的任務，就是要把絕望變

成希望，讓人鼓起勇氣、聚積力量，做有用的事。」「我們害怕被拒絕、失敗與犯

錯；我們在乎別人的眼光，因此，我們不敢活出真實的自我。……就個體心理學而

                                                 
32 洪德青〈從戀人不合作到公民不服從──走訪梭羅《湖濱散記》Henry Thoreau & Walden Pond〉。

http://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300/article/1961 
33 圓神出版集團企劃部經理吳幸芳表示，《被討厭的勇氣》在台推出以來，至今已經一百餘刷、銷

量近 40 萬冊。雖然原本就預期這本書會賣出好成績，但是銷售進度卻是出乎意料的快。「這本書在

2014 年底 11 月 1 號上市，只用短短兩個月，就衝上 2014 全年度暢銷書的第二名。」

https://www.managertoday.com.tw/articles/view/5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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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害怕，不只是一種情緒，它還可以當作個人逃避貢獻、或不願意為自我或他人

付出努力的選擇。」 
面對這種躲閃、逃避本能，我們需要阿德勒的主張，來鍛鍊「心理肌肉」

（psychological muscle），「即使面對不確定的結果，仍然願意冒險。」34  
 

貳、取精用弘：實現博才(Versatilist)教育的目標 

 
曾文正公論文章寫作，稱「譬如萬山磅礡，必有主峰；龍袞九章，但挈一

領。」〈復陳太守寶箴書〉「四角號碼」發明人王雲五先生亦謂︰「為學當如群山

峙，一峰突起群峰環。」吾人仰頭試看青山，即可發現，沒有一座山是僅有一個山

峰；必定是一個最高的主峰突起，旁邊還散佈了層巒疊嶂、高低起伏的其他峰頭。

此足以說明專業領域與背景知識（prerequisite knowledge）的關係。吾人一生可能選

擇某種專業技能作為從業的工具，但人類社會變遷既是如此快速多元，還停留在

「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嗎？卻遇到︰跟機器人比，我學得沒它

多、算得沒它快，我會累、它不會，我要吃飯睡覺、它無須。 
是故，10 年內，50%白領將失業！向人工智慧（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學習

贏的思考，勢在必行。 
2016 年 5 月、最難的圍棋都輸了，敗下陣的「世界棋王」李世乭說：「沒想到

它會下得這麼好」。人工智慧對人類「碾壓式」的暴擊，那，人類還剩下什麼？這

是人工智慧系統 AlphaGo 出世，全人類的惶惑。 
英國《金融時報》預言，「本世紀末，我們熟悉的職業，70%會被自動化技術

取代。沒錯，正在看這則報導的你，也不能倖免。不是你，也會是你的同事，剩下

你和機器人一起工作。」35儘管受衝擊的產業包山包海，但因為初期要價不菲，

「窮忙族」的知識工作者還不必太擔心。 
然而，科際整合取向（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發展已近 80 載，導出許多課

程組織型態，如相關課程、融合課程、廣域課程、核心課程與經驗課程等。洎乎

2004 年、哈佛大學管理學院出版 Frans Johansson 著《梅迪奇效應》（The Medici 
Effect），借鏡自 15 世紀、義大利的佛羅倫斯(Florence)此一小城市突然出現許多藝

術大師，文化大幅進步，引發了西方歷史最輝煌的「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 

當許多不同的文化、專長及知識能夠在一個地方交叉融合，就很容易引爆突破

性的發展。Frans Johansson 將其命名為「梅迪奇效應」。 
對照現今世界，21 世紀的佛羅倫斯－－梅迪奇效應最強的地方，應非加州矽谷

莫屬。矽谷每一家咖啡店和酒吧天天高朋滿座，氣氛熱鬧無比，來自世界各地的年

輕創業家各個眉飛色舞地介紹自己的新公司，積極地彼此交流，找機會與彼此合

                                                 
34 楊瑞珠（2010）《勇氣心理學》中指出，「勇氣是對危險、失望或失敗的回應」，張老師文化出

版。 
35 〈李開復：最大白領失業潮來襲  4 種「師」首當其衝〉《天下》雜誌，2016 年 4 月 27 日。

http://www.cna.com.tw/magazine/17/201604270002-1.aspx，https://kknews.cc/zh-
tw/entertainment/qexa45b.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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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那種創新的能量令人振奮。在此工作者稱：「在矽谷，你整天都會接觸一大堆

新點子，不想創業也難！」 
 時代和環境能造就英雄，但我們未必一定要搬到矽谷。閱讀，確屬必須！ 
 當台灣的青年學子花時間打工，「課業」反而變成副業、「文憑」成為留在

校園的唯一誘因，沒有學習動力，到了大學，仍未嘗過讀書／學習的樂趣；周遭

變動不居、與時遷移的人、事、物卻又難以激起年輕學子的好奇心，正如李遠哲

先生所說的「老頭子心態」。 
 斜槓青年(slash generation)乃全球職涯之大勢所趨。為迎接年輕世代更有價值

的實現多職人生，不僅科際整合（Interdisciplinary）；跨科際（Transdisciplinary）
已是全球進行式。 

一、網路與 AI 下的未來世界意象(vision) 
 隨著網際網路、人工智慧與機器人的一日千里，科技已漸漸瓦解空間、距離

的限制，同時壓縮、切割時間使用的方式、速度與密度。行動互聯網（Mobile 
Internet）與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技術的成熟，以致人類世界的運作與人際

互動愈來愈像網路通訊原理──可以在「不同時段做不同工作」的分時多工(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亦可在「不同場合做不同工作」（分頻多工，Frequency 
Division Multiplexing）的管理生活與工作模式，正是所謂的「因時因地制宜」。

未來，將會是一個「人與科技互賴共生」的「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世

代。 
 一個 COVID-19，促發線上教學、視訊會議，無處不在。面對未來，許多現有

工作將消失；之前未曾聽聞的工作也可能紛紛出現，並產生許多不同於現今傳統

企業的新型態組織。面對難以預測的新世界，未來 10 年、20 年，甚至三、四十年

後的社會樣貌是什麼？屆時的工作在哪裡？ 
2007 年《紐約時報》專欄作家 Marci Alboher 著《One Person / Multiple 

Careers： A New Model for Work Life Success》一書，直指有多重興趣與才幹的青

年，不再勉強自己侷限於專一職位、扮演單一角色的無聊生活；如何妥善規劃自己

的時間，將興趣也當成工作來經營。拜「行動科技」與「共享經濟」之賜，渠輩可

能同時擁有多項才藝、多重身分與多樣化工作，不再僅安於傳統的單一職業或朝九

晚五的固定上下班生活。 
選擇利用自身專業與才藝、經營多重身分的多職人生。《戰國策．齊策四》：

「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比喻有多處藏身或多種避禍的準備，「斜槓青

年」代表未來人們藉由開發自己的熱情與潛力、實現自我，並藉由不同管道迎接多

元人生，成就「跨科際裝備」。 
作家 Susan Kuang 將此一概念進而擴大書寫成《斜槓青年：全球職涯新趨勢，

迎接更有價值的多職人生》(2017, 圓神)。將自己的興趣、能力與專業工作進行多

方結合，正是未來職涯發展的一大趨勢。科技讓地球變平了，人才可以輕易向全世

界有需要的地方移動，因此具備多樣的工作能力與專擅技藝者，相對而言是比較具

競爭優勢。反之，以往坐在辦公室內工作，期待「一招半式」闖江湖的單一專業人

才，在不久的將來可能逐漸被淘汰，甚或 T 型人（有管理能力且兼具單一專長）、

π型人（有管理能力且兼具雙重專長）皆無法應付職場所需的變化；斜槓人才可能

接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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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育跨科際人才 嗅到「狡兔三窟」之社會發展趨勢 
隨著共享經濟（sharing economy）世代的來臨，未來職場追求「多職」工作與

「多棲」生活者逐漸興起中。例如：同時兼顧「寫作、教學、演講、顧問等多重工

作」的組合，藉寫作可以讓人成為某個領域的意見領袖，演講邀約也會隨之出現，

迨經驗積累之後，又能進一步開展教學及顧問領域。工作不再僅是為交換自己與組

織或他人間的利益；更希望能實現自我、創造人生意義，帶出影響力。 
昔日資本經濟(capitalistic economy)時代、以一己專業管理知識為企業主服務；

而今資金不再等於一切。同理，當「universal language」的英語、成為一種職場必

備工具，昔日大學「英文系」為熱門科系，被網路可以自學取代；昔日能說英語、

即表示「受教育者」、甚或「白領菁英」之形象不再。當矽谷的崛起使得過去那些

老牌的全球 500 強企業黯然失色，世界的聚光燈迅速轉移至充滿活力與熱情的科技

公司；當 Google 與蘋果的成功大大提高了工程師、設計師的地位，曾經在學校最

不受歡迎的 Geek(極客，又譯為技客、奇客)們登上了今日舞台，成為各大科技公司與互聯

網公司爭相搶奪的人才資源。在整個移動互聯網行業，資金變得非常廉價；千萬級

的融資似已不值一哂；初創公司幾乎將錢都砸在工程師身上。吾人需要意識到：當

互聯網的基礎搭建完成後，拼內容實力的時代來臨。 
是故，繼工程師、設計師之後，一個新的「社群」崛起，即：知識型及創造型

人才，迅猛成為資本追逐的對象。面對台灣的海島型經濟，少子化、國際化……等

十分不確定的未來與全球變遷衝擊，雖未必能全然掌握將來發生的事，但可教導： 

誠實面對自己的 SWOT 及興趣喜好 
發掘自己的人生目的、真實做自己 
與時俱進地自我提昇以適應未來…… 

2018 年 4 月 9 日、內政部正式宣布，台灣六十五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已於三月底

突破 14%，亦即每七個人中、就有一個是老人，正式邁入「高齡社會」。卻遭逢未

來工作樣貌無可考，作育英才、春風化雨的教師，準備好了嗎？裝備跨科際素養不

是隔空抓藥、亦非海市蜃樓，乃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的落實達標。 
 三、跨科際素養裝備：閱讀與新知 發揮創造力 
 千禧青年的知識就是力量；跨科際人才生活中不可少的是：閱讀與新知。 
 3 月 14 日為美國圓周率日，亦是著名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的生日。披薩連鎖店

「Pizza Hut」邀請普林斯頓大學數學教授 Johan H Conway 出題，挑戰成功的顧客

即可連續 3.14 年吃到免費披薩。 

一在美生活的華人去吃披薩，點了個 9 吋(直徑)的。 
隨後，服務員客氣地端來兩分 5 吋(直徑)的說：9 吋的沒有了，給你兩個 5
吋的；多送您 1 吋吧。 
顧客叫住服務員，並跟她說：圓面積的計算公式是：S= π x r x r，其 π 即圓

周率，等於 3.14159…，r 是圓的半徑。算下來，9 吋的面積=63.62 平方

吋，而 5 吋的面積=19.63 平方吋。所以兩個 5 吋的面積加起來是 39.26 平方

吋。 
你們給我三個 5 吋的，我還虧呢！怎麼還說多送我 1 吋？ 
老闆無語，最後給了四個 5 吋的打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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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識就是力量！ 
 又，2018 年 3 月 24 日、第 34 屆武漢國際「楚才盃」作文競賽登場，兩岸學

子同題競文采，全球共吸引超過 20 萬學子參加。 
 比賽共分六組。六組題目中，四題與「共享經濟」或「智慧生活」有關，如

共享單車、智能植物、無人科技、談社群網站常見的「同溫層」現象。其中「高

中職組」考題取材「霍金逝世」新聞，以霍金曾說「沒有天堂，只有此生」出

發，請學生推敲霍金死後會到那裡去？有什麼發現與奇遇？試以「霍金來信」為

題，請學生代替霍金寫信給人類或發回即時報導，分享死後見聞。 
 寫作，已不僅是文采飛揚；跨領域學習、人文+科技、感性+理性，方得以持

之有故、言之成理，斐然成章；非僅掉書袋、兩腳書櫥的食古不化，淪為今之古

人。台灣學生面對寫作有三項優勢；生活經驗拓展、科技影像便捷、跨文化融

合。科技影像使人得以間接體驗各行各業，生活中不時遇見其他文化背景的人，

種種經驗可化為豐富的寫作養分。同時，學生必須懂得靜心觀察，不致刺激雖

多，卻都僅只於浮光掠影。 
 又如，跨領域學習時代來臨，教育部〈108 年新課綱〉中，「多元選修」是重

要政策。「2018 數感盃-青少年數學寫作競賽」結合國文、歷史、公民與數學的寫

作競賽，進行統整(integrated)數學及社會人文的科普。台師大賴以威老師現身說

法：運用數學分析歷史故事。歷史故事中的數學題目，以「關雲長單挑回來後酒

還是溫的不科學？數學驗證報你知」為例，翻開《三國演義》第 25~ 27 回，短短

三回內，關羽秒殺 8 名武將，但用「牛頓冷卻定律」來分析酒溫隨時間變化，只

要找出酒、酒杯、當天室溫、距離、時間等參數(parameter)，即能解答；分析推

算：假如盟軍主寨設在戰場最前線，曹操用漆器酒杯倒了 45 度的黃酒給關羽，則

的確有可能──關羽提著華雄頭回來後，依然能喝到「比體溫還高的溫酒」。 
好玩，是一切學習、讀書及研究的真諦！科際整合、跨域增能之教材編纂、設

計教學，快樂學習，已是大勢所趨。 
 

參、開物成務：跨域增能之設計教學(design teaching) 
 

「學問為濟世之本」，讀書、做事，原為一體之兩面；終極目標是：貢獻所

學、經邦濟世。 
趨勢大師大前研一筆下的科技 4.036，經濟商業模式正在翻轉；職場工作者的進

修思維及能力，在科技進化的衝擊下也必須與時俱進。過去的傳統思維不夠用了；

獲得新知識的方式與手段，唯賴「持續學習」。在《科技 4.0》一書中提及，「唯

有教育、教育、教育」，才能讓俯瞰全局的視野成為可能。畢竟，小時候競爭者僅

有同班同學，但現在，工作的競爭者是在全世界；科技、全球化，就像氧氣與呼吸

般的共存，沒有人可以缺氧生存。 

                                                 
36 新型態商業模式，包括四大基本要素：實體經濟、無國界經濟、網路形成看不見的新大陸、倍數

的經濟理論加速革新等。趨勢大師大前研一將此定位為「科技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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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人教育(holistic education)的實現，因此被賦予「跨領域知識統整」的重要使

命，成為各級教育所共同關注的關鍵課題，37也逐漸發展出許多具體的教學策略，

開設應用能力培訓研究、多元化師資培育、引入翻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多元

評量(Multiple Assessment)、差異化教學(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悠然學習

(ubiquitous learning 或 U-learning、ULearning)……等，不及備載；從嘗試電子白

板、平板電腦、電子書包，與 e-learning 結合、至磨課師（MOOCs)，而今線上教

學。如何藉「創新教學」得以既本土、又國際，使愛台在地化 localization 與放眼全

球化 globalization 結合？令人耳目一新，產生興趣、好奇心……，終致主動學習

(active learning)。 
 
一、課程目標 
針對學習者之閱讀力、理解力、思考力、明辨力、表達力，予以開發導引，使璞

玉變為溫潤含光的羊脂美玉，成為守權達變、與時俱進、開闊視野、深耕知識的契機。 
 1. 從「學歷」、到「學力」 
 網際網路無所不在而衍生的科技串聯，使企業跨國經營變得更容易，聘雇海外人

才也已普及。人才須具備競爭力，不得不懂得掌握跨知識、跨能力。 
 以此檢視當前臺灣高教，歷經 27 年來之教改，大學幾已成為每位公民的基本學

歷。在滿足社會的受教權益與需求之後，社會開始追問：究竟大學的「學歷」應該代

表、對應哪些「學力」？尤其當臺灣欲進入世界體系時，臺灣的高等教育不僅需回應

在地性的問題，更須與國際競爭力緊密相連，就從「大學教學的跨科際」做起。 
 2. 裝備「語文邏輯」的軟實力 
 為回應上述課題，臺灣的高等教育界唯有重新觀看、定位、精進教學課程，賦予

它統整跨領域知識的教學。是故，語文程度、實乃任一學門之基礎。 
 欲藉深化中文聽、說、讀、寫之能力，加強大學生在專業學習之外的「多元能力 

通達識見」；中文的高度理解加強了學習者的語文邏輯能力，並強化對外來語文的吸

收與運用。「語文邏輯」聽起來有如學術論文中的專有名詞，其實它的意義是容易瞭

解的──其目的在於訓練我們對語言的熟悉與運用，例如：如何將字、組合成詞？如

何組合字詞、並彙整出一個具有意義的句子？如何構思一篇文章、並清楚表達清晰完

整的意思？(見《文心雕龍．章句》)這不僅是中文的學習，且是一個完整性的邏輯訓練。

學習邏輯是困難的，需要長時間訓練，最佳方式就是：藉母語來訓練，從母語入手。

當年輕一代對於母語沒有情感、只有陌生，自然地，他們不具備基本語言邏輯，這就

導致渠等日後對英語或任何外語學習上產生嚴重障礙。猶有甚焉者，當學生沒有完整

的架構、應具備的語文邏輯能力時，無論任何科目的學習，都會出現問題！最基本的

是學習障礙，即因：不具備理解力。若筆者於課堂引導諸生複習高中國文課本之淵明

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晉、陶潛〈歸園田居．其三〉繼而「溫故知新」《論語．

為政》時，學生回以：「每個字都認識，合在一起、不知道在說甚麼。」若此學習能

力，冀望學生具備豐富、多元的軟實力，進一步與世界培育人才的方向接軌，正是斷

港絕潢、緣木求魚。 
 

                                                 
37 姚振黎〈台灣與美國課程改革理念及實施之比較〉，發表於 2002 年 12 月 13-15 日、台北：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暨全台灣教育學術團體聯合舉辦「2002 年教育研究與實務的對話︰回顧與展望國際學

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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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跨域增能，循序漸進以致之 
 就業市場的趨勢或優勢，誠與社會、科技的發展脈絡連動在一起。沒有絕對永久

的工作；人力資源與科技智慧、語文能力，一直處於競合狀態。凡在茶飲店、夜市進

行手搖飲料或水果切片、成衣販售，大賣場鋪貨、速食店內場備餐或小吃店外場清理，

甚或外賣送餐……等工讀之諸大學生，既已自嘲為「血汗勞工」，乍然聽得，不為之

驚異者，幾希！若確保 30 歲後，在此全球化人才流動下，仍有穩定工作？享受「賺，

好賺的錢」？至少應衣食無慮！誠如人本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 1900-1980)在
《孤立無援的現代人》中，特別提出： 

有保證的最低收入，是維持人的獨立和自由的物資保障。「收入平等」是不切

實際的，也是不值得追求的。但可以做到免於飢餓的經濟威脅？或迫使人們接

受根本不願意接受的勞動條件？或違心地屈從於一個權威？……同時，那些

有天賦、想建立一種嶄新生活方式的人，也有機會實現自己的願望！ 

欣喜的是：佛洛姆提供的忠告見其所著《愛的藝術》(The Art of Loving, 1956)這本

經典，提醒讀者：「愛與一般藝術沒有兩樣，必須能自律、專注、耐心，能察覺到

愛對己身的重要性。」在日新月異的情境氛圍下，教師能否身教在先；自我精進、

向上提升，精益求精；畢竟，世界上唯一不變的王道，就是「沒有不變的事」(Alvin 
Toffler, Future Shock 語)。取代少子化下、校園強力招生，給予甜甜的分數，迨學生日後

離開校門，方纔見識外面「物競天擇、優勝劣敗」的現實。 

佛洛姆以為，愛的首務為自愛、愛自己，始能了解如何去愛別人，其論點正是「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論語·雍也》的「推己及人」《論語·衛靈公》。教師珍

惜教學志業──看見不僅是養家活口、為稻粱謀的職業，且在位分上有話語權，能潛

移默化學生，同時具社會影響力；藉由設計教學，革新教學，使教材教法、教案設計

跨域增能(comprehensive and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唯賴反求諸己、以身作則的

勤學、求知、自我裝備、強化閱讀力+筆耕書寫/表達力以致之，繼而帶動學生未雨綢

繆的把握學習三部曲： 
1)具有英文與電腦作為學習工具的必備能力 
2)中文閱讀力與寫作力；越優，越好。反之，中文不好，英文一定學不好 38 
3)跨域界的專業科際整合，就從 interdisciplinary、進入 transdisciplinary！ 
是的；就是要「跨科際」。 
二、教學設計 
1.運用連結(connectionism)、類化(analogies)、統整(integration)、融合跨領域

(interdiscipline)……等教學法，引領學生穿透時光隧道、跨越遼闊空間。進行「空

間/縱的繼承」，俾滲透古今、鑒往知來；並藉「時間/橫的移植」，使放眼天下、

盱衡人間世。 
適時貼切的徵引舉例，孔子的「君子不器」《論語．為政》、與《聖經》的「作貴

重的器皿」〈提摩太後書〉2 章 21 節，同樣的器，何以東/西方南轅北轍？藉美/中之食

物舉隅──muffin 與東坡肉，得以由小見大、觀微知著，使 culture-crossing 得以無遠

弗屆，具同理心。至於李白「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之自我期許，

                                                 
38 參看：余光中《翻譯乃大道》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 2014-11-1。又，學英文：【中文不好，英文

一定學不好】，http://the-utterance.blogspot.com/2006/12/blog-post.html，2021 年 10 月 27 日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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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dy Gaga 亦嘗力爭上游、陳美 Vanessa Mae 滑雪圓夢，將夢想以恆毅力(Grit)39實

現，成就「最快樂的最後一名」40，令「頑夫廉，懦夫立；鄙夫寬，薄夫敦。」

《孟子．萬章下》達成「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尚書．洪範》之適性揚才、因材施

教的教學目標。 
2.安排逆向思考、舉一反三之自製教材編撰及講授，使學生得以「取法乎

上」。包括：引起學習動機與興趣之延伸閱讀教材選取。 
有趣，既是學習的真諦！教材編撰，若非有趣；教師無感者，不以之教學、講

述或分享。 
 為講授「自知者明、自勝者強」41

，引導閱讀報章雜誌、時事新聞，選取切身

相關有感者，諸如：張瑞雄〈有些事 一生不做會後悔〉、紀大偉〈全球化？還是

「全囚化」？〉William McDonough《從搖籃到搖籃(Cradle to Cradle)》、Graham 
Hill〈Less Stuff, More Happiness.〉、鄭板橋〈樸：冗繁削盡留清瘦〉、Dove 微電

影〈You are more beautiful than you think〉、〈中國進行式：當前上海白領菁英〉、

老子與常樅 42漢．劉向《說苑．敬慎》，柔弱勝剛強；或短文、或成書，「情理之中、

意料之外」的結局，顛覆一般思惟，提供另類思考，或令學生感到新穎，甚或覺得

震撼（shock）。繼而有所激發、知所惕勵；引領認識全球化下，強權已擺設的棋

局，莘莘學子如何因應？俾通權達變，得與國際化同步。 
3.紮根基本功；沒有知識，也要有常識 
除了「宅」在家中，或鎮日滑手機，抬起頭來，給世界一個關愛的眼神。赫然

發現：在酒駕車禍、世界某角落有時裝 show、小模走秀跌跤伸展台上。其實，以當

前世界為例，中國缺煤、美國塞港、巴西乾旱、澳洲野火，通貨膨脹、核食安全、

氣候變遷、國際難民……，期勉「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的同時，「家

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明、顧憲成〈題東林壁〉顯示一個有良知、有熱誠的

知識份子，是不會自外於家園、社會、國家與蒼生。 
三、學習成果舉隅 

1) 激發學習動機、引起學習興趣與好奇心 
2) 開發敏銳的心、冷靜的腦；對人有感、同理心（empathy）、歡喜與人相親 
3) 萬物靜觀皆自得、世事洞明皆學問《紅樓夢．第五回》 
4) 眼明、手辣、心細、膽粗 晚明．張岱《琅環文集．廉書小序》智圓、行方。 
5) 以古喻今、古今會通；餧以潛移默化之學習，育成識大體、有分寸的學生 
6) 所有回饋單及作業，尊重學生之 privacy；藉 e-learning 隨時進行教材

update，電子化學習平臺提供學生習得之及時更正與校補。 

                                                 
39 參看：Grit: Why Passion and Resilience are the Secrets to Success (2017)，心理學者 Angela 
Duckworth 提出「grit」是比智商、天賦更重要的成功特質後，此字成為教育界極為熱門的字。這裡

指的恆毅力、意志力（grit），是追求長期目標的熱情與毅力；不只是努力一周或一個月，而是持續

長達若干年的努力，直到目標實現為止。 
40 《聯合報》記者古硯偉／綜合外電報導，2014 年 2 月 20 日。 
41 見《老子．三十三章》：「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

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42 常樅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

樅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耶？」常

樅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何以復語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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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為免流於說教，並能引起學習興趣，教師以「說人話」的深入淺出、言近旨

遠，分享、闡述並釋疑。 

茲以教材編撰及講授畢，學生於「中國經典英譯選讀」回饋攄發舉隅，有《姚 P
課堂聽講記實》： 

☆精神生活要 noble，物質生活要 simple。 
☆真正的自由，不是我想說甚麼、就說甚麼，而是我不想說甚麼、可以不說。 
☆穿金戴銀的天使，飛不進天國。我富有，不是我擁有得多，而是我需要的

少！ 
☆「我愛你」三個字，講出來只要三秒鐘，解釋要三小時，證明卻要一輩子！

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與其花時間解釋，還不如花時間證明它。少問別人為什

麼？多問自己憑什麼？ 

☆外在物質世界，諸如：美貌、學歷、名位，不是我想有、就有。尚待別人論

斷並機會。學習：役物，而不役於物；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無懼憂讒畏譏。 
☆學習比自己智慧的人，因為他的智慧使我們進步；原諒比自己愚昧的人，因

為他愚昧所以令我們同情；避開比我們陰險的人，因為小人不值得我們與其共事；

善待和稀泥的人，因為這等人活得越久，累積民怨越深，最終被識破。43 

☆在動盪不居的時代，「隱居以求其志」，如陶淵明、諸葛亮等，待時候到

了，將自己的志向施展出來；厚積而薄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例如孔子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音ㄒㄩㄣˋ）。」 
☆若能穿越(Time-Travel)，汝意欲何朝？為何是宋朝、汴京？我們為什麼愛宋

朝？怎麼不希望穿越到強漢、盛唐呢？大明、大清也曾輝煌…… 

宋朝東京、這是軍事實力最弱的中國，也是經濟實力最強的中國； 

北宋開封、這是地理版圖最小的中國，也是文化發展最大的中國； 

汴京夢華，這是一千年前的中國，也是傳統文化與審美的黃金時代！ 

 

肆、厚積薄發：眼光放遠 育成臺灣學子競爭力 
 
考試用選擇題、是非題，是無法測出學生思考的能力。 
在 21 世紀，廣度與深度同樣重要，若時間都拿來考「○」、「╳」、選擇 A、

B、C、D、枝微末節之事，學生哪有時間去看增廣見聞的書呢？現今臺灣學生的廣

度，李家同、洪蘭 44諸教授均謂「坦白說：不足。」有位教授在上馬爾薩斯（T. Malthus）
的人口論、為什麼會影響 20 世紀的政治，一學生問：馬爾薩斯不是狗嗎？師曰：難

怪臺灣學生會以為翁山蘇姬是日本 A 片女優、曼德拉(Nelson Mandela)是星巴克的咖

啡（Starbucks Coffee）。「我們的學生僅背題庫答案、就背不完了，根本沒有時間去

深讀內容，所以常會張冠李戴，關羽戰項羽、岳飛打張飛。」 

                                                 
43  參看：《論語．陽貨》子曰：「鄉愿，德之賊也。」鄉愿不似壞人之明顯易辨，但破壞能力更

為強大。「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

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盡心下》) 
44 洪蘭〈考不出思考的考卷〉《聯合報．名人堂》2013 年 7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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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藉由說故事、問題與討論，帶領進入經典閱讀 
新世代，一言以蔽之，具創造力、與時俱進；精益求精，日新又新。45。 
趨勢寫手、白宮演講撰稿人 Daniel Pink 在其所著暢銷書 A Whole New Mind: 

Moving from the Information Age to the Conceptual Age（2005），對即將到來的「感

性時代」（Conceptual Age）比作歷史上發生翻天覆地變化的年代，就如同工業革

命與文藝復興一般──藉以闡明這個新時代的重要性。並稱：未來具前途展望的關

鍵性能力；不只有論點，還會說故事。（not only argument, but story.） 
尤以「新世代的閱讀行為不喜文字閱讀而偏好圖象閱讀。」既已成為事實 46，

教師須能「說故事」！藉說故事，回歸原典、返本出新的教師勝出。 
Daniel Pink 稱：未來在等待的人才，不僅有論點，還會說故事。教學，若沒有快

樂的學生，就沒有快樂的老師，則教師如何樂在教學？使「說的比唱得還好聽」。古

為今用、以今喻古、會通古今、忠於原典、由小見大；時間上，使「縱的繼承」；不

僅現代化，且行諸百世而不惑，成就上自天文、下至地理，通十八般武藝，兼顧空間

上，落實「橫的移植」，使全球化達陣，宛若羚羊掛角、不可湊泊，言簡意賅說故事、

寓有法於無法的可親可感之博雅教學。 

二、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引領學生開眼看世界 
臺灣的人文學科教學，面對近 30 年來的「教改」(educational reform)，已見「改

革」成效。 
當 2015 年 5 月、電視 T 台主播報導陳澄波先生畫作在高雄遭竊，「陳澄波本人

也很緊張」，網路隨即出現「死而復生」、「觀落陰！」的訕笑 47； 
當 2017 年 4 月 26 日、國防部召募兵源海報一出，網路出現「募兵？墓兵？」

的譴責，蓋其中圖片為「槍口朝地面 並在槍托上放置頭盔」的圖樣，因是戰場上的

「臨時墓碑」；美軍即以陣亡者之鋼盔、步槍、軍靴布置類此墓碑，後來成為美軍紀

念陣亡將士的一種設計。國防部〈召募海報〉隨即遭撤。48  
實則一代比一代優秀，正是杜甫〈戲爲六絕句．其六〉所云：「別裁僞體親風

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學生所知，對教師而言，正是「無所不師而無定師」之絕

佳「斅學半」(《尚書．說命下》)機會。 
且看「詩聖」杜甫於年輕時，正過著裘馬輕狂的漫遊生活，作〈望嶽〉詩曰：「會

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流露堅韌不屈、奮發向上的精神與壯志凌雲的氣魄。子美

立志要登上泰山頂峰、俯瞰眾山，而眾山就會顯得極為渺小。字裏行間洋溢青年杜甫

的蓬勃朝氣；直抒胸臆，顯示詩聖不畏艱難、敢於攀登頂峰俯視一切的雄心氣慨，及

卓然獨立、兼濟天下的豪情壯志，此乃詩句千百年來廣為傳誦之因；站得高、始能看

得遠，居高方得遠眺、臨峰始能眼闊。 

                                                 
45《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

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46 羅曉南、余陽洲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十章  電視劇節目》(第三版)台北：正中書局。2015
年 8 月 21 日。 
47 張瑞振〈主播扯已故陳澄波憂失竊畫作遭懲處  張大春諷「智能無下限」〉《蘋果日報》2015 年

7 月 7 日。同日，《自由時報》有〈T 台主播口誤挨轟「智能無下限」〉。 
48 〈又出包！募兵文宣變「墓」兵 國防部緊急撤除〉《蘋果日報》2017 年 4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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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是知識凝結的寶石，文化是智慧放出的異彩。教師之教學、研究及教材設

計，且以子美凌雲眼闊為標竿！凡我教師，「埋頭拉車」的同時，「毋忘抬頭看

路」。 

三、顛覆元好問之「莫把金鍼度與人」49，達成教學目標 
教師有熱誠，肯將金鍼度與人；喜愛師生共學、論道問難及觀摩相善。王陽明〈蔽

月山房〉詩，作於 12 歲之齡 50。曰： 

  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 
  若人有眼大如天，當見山高月更闊。 

讀書，就是為要學做人、處世；在應對進退、待人接物上，我們或有「山近月遠

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的主觀，習慣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以為事情的真相就是

如此；或自認擁有獨得之秘，或敝帚自珍、或慣性排拒，有限的視野使陷入以偏概全

而不自知，自然難窺全貌且錯誤百出。知人論世(《孟子．萬章下》語)若不受制於眼前

所處的情境，也不囿於一己之見，即須站在更高遠、更開闊之境地觀照萬物，方不致

被眼前所蒙蔽，得以見識超拔。陽明終以龍場悟道、集心學大成，於年少詩作即得窺

端倪；不僅富哲學思考，且具普世價值。登高望遠，明察秋毫；站在高處論事辨理，

無論讀書或為人處世，「不畏浮雲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王安石〈登飛來峰〉)

使學生體認更上層樓，唯賴堅定執著的態度，浮雲無法亂我心志，因已站在山的最高

峰；對自我的期許、抱負不凡，方有窮盡千里目之可能。 
 

伍、結論與建議：拒絕平庸 
 

─從「清靜孤寂」到「華麗跨域」的跨科際素養裝備 

“Misfortune is a stepping stone for genius, the baptismal font of Christians, 
treasure for the skillful man, an abyss for the feeble.” 

不幸，是天才的進身之階；信眾的洗禮之水；能人的無價之寶； 
弱者的無底深淵。     －－法、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人間喜劇》 

 一、取法乎上 

當彰化北斗一國小輔導主任投書媒體〈補救教學 為什麼不教魔術？〉51質疑問

難國小學童接受補救教學，太過制式； 

○家庭功能失調，讓孩子放學後無人可以指導與督促。補救教學立意良好，

不過規定只能上國語、數學、英語等某些科目與進度，孩子明明就不想上，

孩子和上課老師除了非常辛苦、痛苦外，幾乎看不到孩子有甚麼進步，甚至

連基本的習作，還是第二天要在老師桌前補寫和訂正！ 

○孩子常問，為什麼老師不教魔術、科學實驗和打球、騎腳踏車？ 

                                                 
49 金元好問著、清施國祁注《元遺山詩集箋注．卷十四．論詩三首之三》：「暈碧裁紅點綴勻，一

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莫把金鍼度與人。」臺北：世界書局。1964。 
50 參看：當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兒》台北：大地。2009。 
51 鐘重發〈補救教學 為什麼不教魔術？〉《聯合報》2018 年 3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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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補救到學生都想翻牆逃脫，到底是要孩子在補救些甚麼呢？ 

該主任繼而詢問「居上位的學者」、「政府的教育改革，到底在改什麼？」投

書結論是：「補、補、補，功課愈補愈大洞，品格愈補愈大條，競爭愈補愈無

力！」 
 然而，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將是等而下之。矧乎教育是百年樹人

之大業，非立竿見影、急功近利者有以得之。唯可藉教學、師生互動，引起學習動

機與興趣，教師應具之能力與熱情，責無旁貸；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

辛。(王安石〈題張司業詩〉)是故，網路隨即有回應該主任者： 
☆老師到底想要教什麼？教打球，騎腳踏車？一定容易，輕鬆教。教出文盲，

怎麼辦？ 
☆這位主任祇會歸因是失能的家庭，然而，應該跨專業合作（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一起救救這孩子，減少社會的問題；這個問題沒有人是局外人。 
☆一位魔術師需要什麼關鍵能力，也就是說要先具備什麼神經發展的能力，老

師/輔導主任知道嗎？ 
二、博觀約取 
且看溥儒（1896-1963）、被譽為「文人畫的最後一筆」，字心畬，號西山逸

士。清道光皇帝曾孫、先祖為前清恭親王奕訢（1833-1898），故常於作品上鈐「舊

王孫」印。早年嘗隱居於西山戒壇寺(案：又名戒台寺)山居 10 年，讀書作畫，與張大

千（1899-1983）並稱為「南張北溥」。1949 年渡臺，任教於台灣師範學院(今國立

台灣師範大學)，而今詩文書畫均廣為世人推重。 
溥心畬學習書畫，係自出生所居之故宮家中的豐富古書畫收藏、自行揣摩。書

畫作品流露秀逸淡雅、溫潤清麗之高華氣。世人推崇其詩書畫三絕，但他寧可被視

為學者，教導學生也強調必須先飽讀詩書。其畫作常取材於文學，自題材、至造

型，均讓人耳目一新。 
2021 歲暮、台北故宮舉辦《溥心畬書畫特展》，其中「誌異」專題，自《山海

經》、《西遊記》，至《聊齋》，對於《太平廣記故事》、《神異圖》閱讀之嫻

熟，豐富其創作取材及想像力。若觀者未嘗接觸、聽聞，甚或閱讀上述典籍，「不

會看的看熱鬧」，即如王國維《人間詞話》所謂之「隔」──但覺隱晦、無法直

觀，甚或冷峻、怪特。蓋既少了背景常識賞析，殊為可惜！同理，當今台灣教育、

如何提升閱讀力、學習力、思辨力、書寫力、表達力、生命力、競爭力；開發主動

學習、興趣及好奇心。適性揚才、跨域增能，既是近年來標舉之教育方針，在眾聲

喧嘩中，要求「快樂學習」，大幅刪減學習及閱讀，減輕學生的考試負擔。52考前

公布試題，甚至答案也一併公告周知，由於「考試領導教學」，不考，遂不教、不

學。平平關閉了一扇學習之窗！ 
三、啜飲孤寂 
值此教育政策、學習氛圍下，教師能否率先以清靜孤寂，來啜飲大自然的溫

潤，並正視平靜安穩之心靈養成教育，謀定而後動；從梭羅、到陶潛；從貝多芬、

                                                 
52 參看：姚振黎〈海峽兩岸高中語文科教材編纂之比較及其影響〉。南京：南京大學；又，〈國語

文教學流變與創造性轉化〉「2013 第三屆漢語國別化教材」國際研討會。青島：中國海洋大學，

2013 年 11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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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王守仁，教師當身先士卒、自我提升；自閱讀、思考、書寫、表達、……的能

力，達到「登堂入室」《論語．先進》的領悟。 
天下沒有不勞而獲的東西，學習的過程是艱辛的，只有學成才是快樂的。所以

成功從來沒有僥倖，凡是成功的人都曾付出努力與勤精進，歷經定、靜、安、慮、

得〈大學〉，始能迎得「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唐．岑參〈白雪歌送武判

官歸京〉）的新天新地。正如傅園慧在 2016 里約夏季奧運總決賽拿到銅牌後，「想

對以前那個在絕望邊緣掙扎的自己說，妳以前的堅持和努力，其實都沒有白費」作

為回應；梭羅《湖濱散記》中自道：「我居住的地方好像有自己的太陽月亮和星

星，寂寞的很」，「一個人若能放棄許多事而不覺得可怕，足見他真是富有之

至。」教育的目的不在於製造傑出的律師、醫師或工程師，而是培育有能力、又有

教養的人；能享受獨立自處、終身閱讀、永續學習，又能與人為善，不隨熱門政策

喧囂或眼前利誘搖擺，方能贏得「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李白〈行路

難．其一〉的定海神針與旌旗。 
屈原〈離騷〉的名言：「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袁枚〈遣興〉詩

云：「愛好由來落筆難，一詩千改始心安。阿婆猶是初笄女，頭未梳成不許看。」《小

倉山房詩集．遣興六首．其五》莘莘學子面對人生道路，既要未雨綢繆、放眼將來，以免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論語．衛靈公》，又要腳踏實地，耕耘不輟，讓「千里之行，

始於足下。」《道德經．第 64 章》 

面對又平、又熱、又擠的世界，教師應具備的七種能力，包括︰一、教學統整能

力，二、協同教學能力﹙Team Teaching﹚，三、編選教材能力，四、多元課程規劃

能力，五、基本評量能力，六、參與課程設計能力，七、應用資訊科技與媒體。是故，

嘗試將硬體的資訊科技融入經典教學、軟體的教學設計(instructional design)古為今用，

以今喻古、會通古今，由溫故知新的導讀→知之→好之→樂之《論語．雍也》，深化所

學，進而潛移默化，成為帶得走的知識，藉教學相長，師生均得獲益。 
同時，博雅教師面對《Émile》作者 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所言：「我

未必是出類拔萃，但我絕對是獨一無二。」在勢不可擋的國際化下，教材教法與教學

實務為達到適性揚才、因材施教的量身指導，一樹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滿園桃李當

視作自家兒孫，落實於「教學，是點一盞燈，不是填一隻桶。」教師的研究、教學、

教材編撰自製力，三者缺一不可。 
四、冒險創新 
沒有熱情，遇到挫折就會放棄；沒有冒險，就不會有創新。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程子注說：

「五者缺一非學。」孔門雖分四科，但朱子卻謂：「學不可以一事名，德行、言

語、政事、文學，皆學也。」這種說法亦可做為今日創新教師為培育跨科際人才，

必須融會，並予以貫通之注腳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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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互動多媒體技術之創作研究 
Innovative brainwave control game development 

李錟鋒 1 范紹捷 2、林佑安 3 
摘  要 

一種創新的人機介面，其主要的原理為藉由腦波控制電腦的輸入，經由人類腦波的數

據資料判別將使用者的想法付諸實現的控製程序，這種方式稱之為腦波控制介面

(  Brainwave control interface，BCI)。本文從一款 2D 腦波介面控制遊戲的開發以說

明如何使用腦電圖(EEG)感測器與 2D 開發遊戲引擎創建腦機介面控制遊戲的整個過

程。遊戲的使用者必須要藉由專注力強化其戰鬥力推倒對手到界限之外以獲得勝利 。
遊戲的主要架構，建立於腦波控制介面與電腦鍵盤間的訊號通訊協定，在遊戲的使用

過程中還必須要避免雜訊的發生所造成的誤判，而這樣的技術可以進而推廣到其他

的電腦介面工具，例如滑鼠，觸控面板等，進而創造出創新的虛擬人機控制介面。 
關鍵詞：創新、腦波、遊戲、腦機介面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an innovative human-machine interface, whose main principle is to 

control the input of the computer by brainwave, and to put the user's idea into a control 
program by discriminating the data of human brainwave, this method is called brainwave 
control interface (BCI).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development of a 2D brainwave control 
game to illustrate the whole process of creating a BCI game using EEG sensors and a 2D 
development game engine. Users of the game must focus on strengthening their combat 
power to push their opponents beyond the boundaries to win. The main structure of the game 
is built on the signal communication protocol between the brainwave control interface and 
the computer keyboard, which must also avoid the misjudgment caused by the occurrence 
of noise during the use of the game, and such technology can be further extended to other 
computer interface tools, such as mice, touch panels, etc.,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virtual 
human-machine control interface. 

Keywords: Innovation, Brainwave, Gam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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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腦機介面是一種新的人機介面 ，主要是架構在人或動物與外接裝置之間的連結

管道，以有機生命體作為控制主體的系統對於無機的人造電腦系統進行通訊與指揮

控制，當其應用在電腦遊戲的操控上，將會帶來全新的感受，實施於醫療與非醫療之

間應用，也將開創出新的應用領域。腦機介面 (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BCI)技術

是目前科技領域中非常醒目的一項技術領域，今天的有關腦機介面的各項研究報告

在各期刊不斷發表，事實上，腦機介面研究初期其主要的目的是針對於癱瘓的患者提

供其與外界新的溝通管道，但另外一些研究是朝相將遊戲的創作與腦機介面技術相

互結合，不但是要提供給癱瘓病人作為復健用途的使用，更可以提供給健康人作為另

外一種遊戲介面的應用。 例如"吃豆子"、"彈球"、"俄羅斯方塊"和 "魔獸世界"等知

名遊戲都應用了腦機介面的技術，許多研究顯示，腦機介面遊戲在遊戲市場有極高的

潛在獲利價值。在腦機介面的配備發展上面，目前已經可以在非植入式電極與單個

EEG 電極的訊號擷取上獲得低噪訊號，顯著提高了腦機介面技術的實用性。雖然，

腦機介面技術有著上述的樂觀發展，但就目前腦機介面技術而言，也存在著許多問

題，例如與傳統的電腦介面比較，大多數運用腦機介面技術的遊戲在精確度與反應速

度上的表現仍存在著需要改進的空間，事實上，由於腦機介面技術的工程人員缺乏遊

戲開發的實務經驗，因此目前所開發的腦機介面電腦遊戲內容較空泛單調，因此電腦

遊戲整合腦機介面技術的發展仍有一大段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貳、文獻回顧 
在 1875 年，有研究者記錄到兔子在接受麻醉或缺氧的狀態下大腦皮質層的電波，

該研究顯示這種電波與呼吸心跳並沒有關係，是一種生理反應，是腦神經活動的記

錄，可以作為認識腦神經活動的一種科學訊號；1929 年德國精神科教授柏爾格（Hans 
Berger）首先正確的記載了人類腦波的信號，在德國期刊上發表，這是首次人類腦波

記錄的公開文獻記載。 
 
在過去幾十年來，訊號處理的技術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幫助研究人員能夠對於

過去無法處理的不規則訊號進行解析與辨識，在腦機介面控制的領域中，研究人員可

以對人類情緒，意念，運動控制有關的神經活動有了深入瞭解。腦機介面的技術跨接

了神經科學與電腦科學兩個專業領域，這個技術應能做為這兩領域的溝通橋樑以創

新發展出可以藉由大腦訊號的輸出與電腦進行互動交流[1]的應用。腦機介面系統使

用各種不同的感測器，經過訊號轉換為α、β和θ波[2]，生成數據並運用各種演算

法解析為具體的特徵值，這些特徵值可做為系統對外界裝置驅動的依據。 
腦波呈現不規則的形狀，頻率範圍在每秒約在 1〜30 次之間變化，可以依照其

頻率範圍進行分類。 
α波的頻率在 8 赫茲到-12 赫茲之間，這時候屬於有意識但放鬆的狀態下，大腦

也可切換到放空的狀態，呈現專注的情況。 
β波的頻率範圍在 12 赫茲至 38 赫茲，此時處於正常的清醒意識狀態中。當注

意力導向認知任務和外部世界時，β波將主導腦部正常的清醒意識狀態，呈現出警

覺、專注、參與解決問題、判斷、決策或集中精神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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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波的範圍在 38 赫茲至 42 赫茲，是腦電波中最快的，與不同腦區的資訊同步

處理有關，γ波能夠迅速且安靜地傳遞資訊，當頭腦安靜時即可進入γ波狀態。藉由

γ波可以調節感知和意識。 
δ波的範圍在 0.4 赫茲至 3.5 赫茲，腦在睡眠和不做夢時產生δ波，在最深沉的

冥想和無夢睡眠中產生，能夠在神經層面上從日常磨損中自我修復，在這種狀態下，

癒合和再生受到刺激，此即深度睡眠對癒合過程為何如此重要的緣故。 
θ波是大腦中的一種神經振盪，是認知和行為的各個方面的基礎，屬於「潛意識

層面」的波，屬於「潛意識層面」的波，影響態度、期望、信念、行為，更為創造力

與靈感的來源。 
 
近年來，無論是個人電腦或是手機都能夠廣泛地應用在各種生活領域之中，相對

而言計算機的技術也不斷的進步，這些技術讓電腦能夠具有更優越的計算能力，幫助

3D 圖形的運算更加迅速與逼真[3]，都促使了 3D 互動遊戲的蓬勃發展，讓玩家在遊

戲過程中獲得更佳的體驗 [4]。除了在遊戲領域的應用之外，腦機控制介面的技術也

可以應用到醫療的用途，例如對於腦部創傷或中風與罹患腦神經功能退化具有腦神

經病變的患者，可以藉由腦機介面技術來進行醫療復健或肢體行動的輔助，對於過動

的患者也可以提工作為量測與治療的工具[5,6,7]。 
 
基於腦機介面的遊戲開發，主要著重於遊戲的使用方法與腦波運用的自然結合，

其主要的核心，在如果藉由腦部的各種活動所轉化出來的腦波型態能夠智慧有效的

與遊戲使用介面和工具完美結合，腦機介面使用的直觀性和直覺性，將會是展現最佳

人機介面創作電腦遊戲效果的重要技術；腦機介面技術主要是藉由電極等感測器，擷

取使用者在進行各項活動時，腦部神經元活動所產生的各項數據訊號，再運用各種演

算法，將這些訊號轉換為可以輸入於遊戲的電腦控制命令，以用於電腦遊戲的操作與

控制。在虛擬實境發展中，導入腦波介面技術，更可以提供使用者更多元、更新穎的

特殊感受，這兩項技術的整合，可以協助工程師避免創新思考時因為使用傳統電腦介

面工具而造成思緒的中斷或分歧，進而更精確的更快速的進行創新創作，因而獲得更

佳的創作成效。 
 
對於電波訊號的片段進行處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在使用者操作電腦遊

戲系統的時候，他的腦電波並不是只有對於電腦遊戲的控制部分，也會因為其情緒的

起伏而夾雜了其他的腦電波的訊號，這些訊號的重疊將會增加腦機介面判斷的困難

度，這樣的遊戲如圖 1 所示。 
 
 
 
 
 
 
 
 
 
心理戰爭(The Mind War)是另一個由 BCI 介面控制的電腦遊戲，玩家可以利用自

己的腦波與其他玩家較勁。該遊戲被設計為運用玩家的注意力和冥想深度，藉由放置

 
圖 1 腦機介面遊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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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額頭上的單個 EEG 電極進行訊號輸入，轉換為遊戲中玩家方的施力，遊戲規則設

定，只要玩家比對手更強的力量，可將其拉到螢幕中央，從而贏得這遊戲。遊戲被設

計有三種玩法：單人模式，允許玩家與電腦競爭，有三個難度級別；協作模式，一個

團隊共同與另一個團隊競爭，其中每個玩家的注意力水準與他們團隊中的人相加。在

這種情況下，每個球員表現影響小組的出力，因此，如果一個球員表現不好，團隊中

的其他人必須表現得更好以彌補；競爭模式中，球員與其他人競爭。在這種情況下，

結果是比較減去每個球員的平均注意力水準得到的結果力。 
 
 
 
 
 
 
 
 
 
 
 
因此電腦遊戲領域的研究，導入 BCI 技術的情況下，在玩遊戲時涉及的某些認

知過程，如：解決問題、記憶和培訓課程[10] ，將為視頻遊戲的玩家帶來全新的體

驗。甚且在生活上也會因為這項技術的導入及創新發展獲得全新的知識、經驗和技

能。  
 

參、實驗 
腦電圖(EEG)是用以量測腦部活動的一種非侵入式的方法 ，由於電腦的某些區

域可以設定為循環發生模式而產生一些提示的腦電波，這樣的一個狀態，有利於使用

適當的設備來進行腦波觀察。由於商業型腦波儀十分昂貴，因此本研究擬製作一款原

理構造簡單且價格低廉的腦波儀，進而運用腦波特性作為電腦遊戲的控制指標以觸

發或控制電腦遊戲的各種操控。 
 
一般而言，腦電波信號的振幅非常微弱，而且有很多雜訊，腦電波經常被雜訊所

破壞，如電源線雜訊、肌電訊號、其他腦電訊號等。測量 EEG 的放大器必須滿足以

下具體要求。首先，它們必須提供對生理信號的選擇性放大，並減少疊加的雜訊和幹

擾信號；其次，必須保證人和電子設備免受電壓和電流衝擊的損害。為了處理這些問

題，EEG 信號採集的電路設計為 
 
基於上述系統設計概念，設計出一款單通道的 EEG 設備，包括 

(1) 3 個無線電極：2 個用於測量頭骨上的電壓差，另一個連接到身體上作為接地

參考。 
(2) 主腦電圖採集電路：為 EEG 的核心，能夠放大電極檢測到的電壓差，並消除

噪音和幹擾。 
(3) Arduino Nano 板：用於擷取前一個電路處理的信號。 
 

 
圖 2 心理戰爭[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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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濕式貼片，讀取額頭前方的腦波，再將收到的腦波，用 OPA 放大器放大後，

輸入 MCU，在 MCU 內進行快速複利略轉換，依據頻率取出 Delta(δ) ，Theta(θ)， 
Alpha(α)，Beta(β)，Gamma(γ)等 5 種腦波，經過演算後獲得待測者的專注力，如

圖 3 及圖 4 所示。 
 
 

 
 
 
 
 
 
 
 
 
 
 
 
 
 

 
 
 
 
 
 
 
 
 
 
 
 
 
當發送訊號送出時，啟動電腦輸入介面，在 MCU 內部利用將放大後的訊號透過

FFT 計算取出腦波數據，經過演算法得出專注力，再由藍芽發送電腦模擬產生輸入

訊號，如圖 5 所示，藉以控制遊戲中角色的攻擊動作，如圖 6 所示。 

 
圖 3 EEG 動作原理圖 

 
圖 4 腦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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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腦波遊戲控制流程圖 

 
圖 6 腦波控制介面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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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從人機介面的技術應用出發 ，設計製作出一款腦波儀系統，用以作為電

腦遊戲的操控介面，在其應用方面，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說明與檢討，在遊戲的應用上

面，本研究以 腦波中的α波的強弱作為驅動攻擊力輸入的依據，在直覺程度上勝過

傳統電腦輸入介面，但是由於雜訊與玩家的專注度不受控制，因此在反應的速度上面

會有所延遲，但是如果從腦力訓練的方向上來考慮，卻可以訓練玩家的專注力，可以

預期在多次的體驗與訓練之後，有助於專注力的提升，因此在提高學習能力方面，腦

波介面技術的應用是十分令人可以期待的。  
 
在未來的發展上面，腦波的應用研究應該可以朝向電腦輸入介面鍵盤字元的比

對進行研究改良，不但可以在遊戲的應用上面增加其操作介面的多元性，更可以將腦

波鍵盤(Type by thinking)用於神經元病變或其他原因癱瘓的病人日常生活的輔助應用

上，雖然這一方面的研究充滿了不可預期的障礙與困難，但在科學研究與社會公益奉

獻的角度上，這將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創新研究，值得科學界從事者一起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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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應用於感光自動調整型百葉窗之創新設計 
The Innovative Design of Solar Energy Applied to 

Development of Photosensitive Auto-Adjusting Shutters 
陳洪吉 1、林嫻宜 2 

摘  要 
近年來綠能產業一直是世界各國推動的產業。我國政府也多方面推動綠色能

源的發展，經濟部近年鼓勵綠能補助計畫，其中有以太陽能光電設備整合建築的
建材作為獎勵補助，主要目的為了鼓勵大家使用綠色能源，減少環境汙染。 

本創新設計可用於家戶窗子的百葉窗作為創意發想，將百葉窗的葉片材質更
換為太陽能板，並結合感光元件，讓百葉窗能依光線強弱改變葉片角度，同時具
備遮光、蓄電效果，並結合運用物聯網技術，便以手機遠端控制葉片角度。 

本創新設計有三大特色： 
1.百葉窗的葉片更換成太陽能板，能將光能轉為電能，並將其儲存。 
2.可利用感光元件控制百葉窗葉片角度。 
3.可利用手機遠端控制百葉窗葉片角度。 

本創新設計主要目的為善用綠色能源，一扇標準(180cm*180cm)的窗子約 1坪，
每小時約產生 0.5KW的太陽能發電，每日就能產生約 2KW的太陽能發電，以平均
每月每戶就能省下 300度的電，整年全台約能省下 810億元的電費。將太陽能百
葉窗應用在辦公大樓、學校等場地，提高企業、學校的綠能的觀念，進而推廣至
鄰里社區，逐漸拓展綠能建築的普及性，達到綠能環保城市/國家的目標。 

關鍵詞：創新設計、太陽能、綠能、百葉窗、物聯網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reen energy industry has been an industry promoted by 

countries all over the world.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has encouraged green 
energy subsidy programs, which include building materials integrated with solar 
photovoltaic equipment as incentives and subsidies. The main purpose is to encourage 
everyone to use green energy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is innovative design can be used as a creative idea for the blinds of home 
windows. The material of the blinds is replaced by solar panels, combined with 
photosensitive elements, so that the blinds can change the angle of the blades according 
to the intensity of the light, and have the effects of shading and electricity storage, and 
combined use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technology uses a mobile phone to remotely 
control the Solar Energy blade angle. 

This innovative design has three characteristics: 
1. Replace the blades of the shutters with solar panels, which can convert light 

energy into electricity and store it. 
2. The angle of the shutter's blades can be controlled by the photosensitive element. 
3. The angle of the shutter's blades can be controlled remotely by a mobile phone.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innovative design is to make good use of green energy, 
a standard (180cm*180cm) window is about 1 ping. It can generate about 0.5KW 
of solar power per hour, and about 2KW of solar power per day, so that an 
average of 300 kWh of electricity can be saved per household per month. Taiwan 
can save about 81 billion yuan in electricity bills throughout the year. Apply solar 
blinds in office buildings, schools and other places. Improve the concept of green 
energy in enterprises and schools, and then promoted to neighboring 
communities. Gradually expand the universality of green energy buildings. 
Reach the goal of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ity/country.  
Keywords: Innovative Design, Solar Energy, Green Energy, Shutters, 
Internet of Th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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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近幾年來，由於地球暖化氣候變遷對人類帶來的警訊，這也讓各國領袖

紛紛思考要如何節能減碳，開發新的能源政策。由於各國普遍使用化石能源

（Fossil Energy），部分國家選擇核能發電，藉此達到減碳低成本的效果。但

由於 2011 年 3 月 11 日發生日本福島核災後，許多國家也開始質疑核能發電

的安全性，進而轉向綠能產業的發展性。 

 

圖一 2020-2021 年按技術、國家和地區分列的綠能電量增長 
資料來源：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s://www.iea.org/reports/global-energy-review-2021/renewables） 

近年來石油的價格不斷攀升，各國都在尋找替代能源方案，而石油價格

逐漸上升的主要原因是石油的閒置生產能力的短缺、需求的急劇膨脹，及中

東等石油產地局勢的動盪，導致原油價格劇烈波動，此外加上全球意識到溫

室效應導致地球暖化的問題嚴重性，使得各國不得不想出因應策略，例如：

德國提出的「再生能源法」1、加州提出的「百萬太陽能屋頂法案」2，為的

就要是節省能源，並且開發出新能源，而太陽能就是其中之一。

根據國際能源署（IEA）可再生能源工作小組，可再生能源是指「從持

續不斷地補充的自然過程中得到的能量來源」，其中「太陽能」是能源系統

改革的核心。可再生能源在各國政策支持以及成本大幅下降的推動下，可再

生能源增長迅速。隨著太陽能的大幅增長，電力部分仍然是可再生能源的開

                                                 
1 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 BMWi – Startseite 

(https://www.bmwi.de/Navigation/DE/Home/home.html) 
2 NREL 是從事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率的研究和開發的機構。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Laboratory (https://www.nrel.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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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重點。但電力部分僅佔全球能源消耗的五分之一，可再生能源在運輸和供

暖領域的作用對於能源轉型仍然至關重要。1
可再生能源其實大部分都是太陽能的儲存。其他太陽能應用的部份列表

包括通過太陽能建築、採光、太陽能熱水、太陽能烹調、高溫工藝散熱和用

於工業用途的空間加熱和冷卻。太陽能被廣泛地使用，其中在太陽能如何運

用高科技轉換成電能，而取代傳統的核能發電，是我們所關心的議題；在本

創新研究中，將太陽能應用在建築材料上，將太陽能轉化為電能，將再生能

源實際應用在生活中，達到節約能源的目的。 

貳、 文獻探討 

一、創新設計（Innovative Design） 

創新（Innovation）的定義是指新事物或現有產品、想法或領域所做的改

進，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理想化、滿足社會需求，改

進、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並獲得有益成果的行為。 
設計（Design）的定義通常是指有清楚目標計劃的創作行為及活動，利

用輔助物將原始構想轉化表達出來，用以改善生活及美化生活的創造活動，

兼具有實用和藝術的雙重價值。 
現代的設計有廣義與狹義兩種意義。廣義的「設計」是有計畫達成實用

價值或觀賞價值的人為事物。狹義的「設計」是指對外觀的要求，在實用、

經濟的原則下做各種變化，用吸引人的外觀或流行款式來增加銷售力。2

二、太陽能（Solar Energy） 

太陽能一般是指太陽光的輻射能量，太陽能是地球上許多能量的來源。

太陽能使用的方式可分為光熱轉換（被動式利用）和光電轉換兩種方式。主

動式太陽能技術，包括利用太陽能光伏板和太陽能集熱器儲存能量。被動式

太陽能技術，包括導向建築物在陽光下，選擇材料具有良好的熱質量或光分

散性能和設計自然空氣流通的空間。 
太陽能發電有兩種方法，聚光太陽能熱發電及太陽能光電。聚光太陽能

熱發電是把太陽光以鏡片聚焦在特定區域，使其溫度提高，然後推動熱電機

（例如蒸氣發電機）發電。太陽能光電（田雲生，2013）是利用特殊半導體

（Si）或多元化合物材料製造太陽電池，經由太陽光照射後，把光能轉換為

直流電能，但其不會儲存能量，且需經直交流轉換器（Inverter），才能供電

給家庭或工業使用。 
 

                                                 
1 國際能源署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https://www.iea.org/fuels-and-technologies/renewables) 
2 國立台灣大學教學課程 (http://vr.theatre.ntu.edu.tw/hlee/course/th8_140/th8_140a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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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能（Green Energy） 

綠能（Green Energy）為來自大自然的能源，例如太陽能、風力、潮汐

能、地熱能、水能、生物燃氣，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能源。 
1759 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人們開始進入工業時代，大量生產帶來了

財富以及舒適的生活，同時也帶來了各種污染以及氣候暖化等問題。而且化

石能源是有限的，而再生能源卻是源源不絕的。自 1970 年代起，基於石油

危機後，新能源 1的使用和發展，進入了新的里程碑。  
除了核能、潮汐能、地熱能之外，人類活動的基本能源主要來自太陽光。

像生物能和煤炭石油天然氣，主要透過植物的光合作用吸收太陽能儲存起來。

其它像風力，水力，海洋潮流等等，也都是由於太陽光加熱地球上的空氣和

水的結果。 

四、百葉窗（Shutters） 

百葉窗是窗子的一種式樣，起源於中國。中國古代建築中，有直欞窗，

從戰國至漢代各朝代都有運用。豎直條的被稱為直欞窗，橫直條的為臥欞窗。

臥欞窗即百葉窗的一種原始式樣，也可以說它是百葉窗的雛型。 
一直到唐代，民間都以直欞窗為代表。到了明朝，臥欞窗有很大發展。

在宋代磚塔上做出各式的多種多樣的直欞窗，在明代磚塔上也做臥欞窗，實

例特別多，那些便是百葉窗的前身。 
窗子欞，不外乎幾種式樣，不是橫條的就是豎條的。橫條的即是百葉窗

雛形。嚴格來說，臥欞窗與百葉窗有一點不同，那就是臥欞窗平列而空隙透

明。百葉窗窗欞做斜欞，水準方向內外看不見，只有斜面看才可看到。古時

候人們做的木制窗子欞，主要是用它來達到通風和空氣流通的目的，而近代

百葉窗經過種種改良，已經集眾多功能於一身，適用於各種建築。百葉窗一

般相對較寬，一般用於室內室外遮陽、通風。近代的百葉窗是由美國人發明

的，叫約翰·漢普遜並於 1841 年 8 月 21 日取得該發明專利。 

五、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簡稱 IoT）是一種將日常生活物品透過網際

網路連結至雲端的系統，藉由網路可以進行讀取或傳遞資訊。物聯網應用範

圍十分廣泛，應用領域主要包括運輸物流、工業製造、健康醫療、智慧型環

境（家庭、辦公、工廠）、個人和社會領域等。 

                                                 
1 核能、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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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的概念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初期，位於卡內基·梅隆大學的可樂

販賣機，它連接到網際網路，可以在網路上檢查庫存，以確認還可供應的飲

料數量，是擁有物聯網概念的裝置。1 
（Reza Raji，1994）在 IEEE Xplore 中發表「可控制的智慧型網路」（Smart 

networks for control）論文，當中提出了概念「可將小量的數據封包匯集至一

個大的節點，這樣就可以整合與自動化各種設施，從家用電器乃至於整座工

廠」。2
最早提出「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這個名稱的人可能是任職於 P&G

公司的前瞻技術開發者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他自己表示應該是最

早明確使用「物聯網」名稱的人，1999 年他在 P&G 公司所做一次演講的標

題即為「Internet of things」。3

參、 研究設計 
本研究係有關一種百葉窗的創新設計，特別結合儲電節能及自動或手動

遮陽的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 
現今大廈、高樓林立，但隨著建築物的高度變高，為了避免陽光直射造

成室內温度升高，多半會裝設調整室內採光之設施，如百葉窗用來遮閉陽光，

但若可以妥善利用照射在高樓大廈陽光，將太陽能轉換為電能再利用，又可

以達到節能環保的目的。 
為改善上述之問題，本設計主要目的係提供一種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

透過感測模組與處理機構配合用來控制該步進馬達驅動該連動機構，進一步

自動調整複數葉片開合角度，而且利用葉片閉合除了可阻擋陽光，並藉由葉

片上的太陽能板將阻擋的陽光轉換成電能進行儲能並再利用，達到節能環保

功能。  
本創作另一目的係提供一種可自動或手動調整葉片開閉角度的太陽能

感光式百葉窗。  
本創新設計依照研究目的之流程規劃分為五個階段，如圖三所示。 

                                                 
1 史上第一台物聯網設備 CMU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https://www.cs.cmu.edu/~coke/history_long.txt) 
2 雷扎·拉吉（Reza Raji），1994 年在 IEEE Xplore 學術文獻資料庫發表「Smart networks for 

control」的概念  (https://ieeexplore.ieee.org/document/284793). 
3 凱文·阿什頓（Kevin Ashton）最早提出「物聯網」名稱的人(https://www.rfidjournal.com/that-

internet-of-things-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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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研究開發流程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創新設計提供一種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如圖四所示。包括一個窗框

體，其界定一個窗口；複數葉片，其葉片在上下方向上彼此並列設置於該窗

口；一組電源機構，其包括有一太陽能電能和一供給室內用電的儲電裝置，

用以提供該百葉窗所需之電源及室內直流用電；一組步進馬達，其電源連接

該電源機構；一組連動機構，其將該複數葉片相互連結並由步進馬達驅動，

用於調節該複數葉片的開合角度；一組感測模組，其電源連接該電源機構，

其透過至少一只感光元件持續感測該窗框體外部環境亮度；以及一組處理機

構，其電源連接該電源機構及該感測模組，用於即時獲取該感光元件偵測的

外部環境亮度值超過預設亮度值範圍外時，該處理機構驅動該步進馬達驅動

該連動機構調節該複數葉片於閉合角度，當確定獲取該感光元件偵測的亮度

值落在預設亮度值範圍內時，該處理機構控制該步進馬達調節該複數葉片於

打開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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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上述技術方案，本創作提供有益功效：透過該連動機構將該複數葉

片相互連結並受步進馬達驅動，及處理機構透過該感光元件偵測的外部環境

亮度值是否超過預設亮度值範圍，來控制步進馬達是否驅動或停止該連動機

構調節該複數葉片於開合角度；並且利用該複數葉片閉合態樣以具有可阻擋

陽光，再藉由太陽能板將阻擋下的陽光轉換成電能儲存利用，提供兼具遮光

及綠能功效。 

 
圖四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的立體示意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 研究及創作成果 
本研究目的以節能減碳為出發點創作設計，利用百葉窗遮光功能結合太

陽能板，達到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本研究設計運用了太陽能再生能源、機構

學原理、物聯網功能等技術，創作出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如圖五、圖六所

示。 

 

圖五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的屋外立體示意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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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的屋內立體示意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創新設計具備兩種功能，一是自動及手動調整百葉窗功能，二是太

陽能光轉換成直流電能。當太陽能板吸收陽光轉換成直流電能，將電能儲

存在儲電設備中，一方面提供百葉窗本體的電源，並可提供一般家庭直流

設備用電使用（陳皇誠，2015），達到節約能源的功效，充分利用可再生能

源。如圖七所示。 

 

圖七 太陽能儲電裝置配置規劃圖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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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圖八所示為本創新設計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的縮小版模型。紅色齒

輪及黑色連動桿部分為機構學原理，功能為帶動百葉窗轉動葉片，感光模

組偵測到光源強弱用來控制百葉窗的開闔角度，也可切換為手動調整百葉

窗葉片開闔角度。圖九所示，為手動操作及功能切換，也能利用手機物聯

網操作百葉窗。 

 

圖八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雛型模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九所示，為手動操作及功能切換，也能利用手機物聯網操作百葉

窗。本創新設計最主要的目的為節約能源，所以做重要的功能為光電轉

換，將百葉窗葉片材質改成為太陽能板，利用所吸收的太陽能光源轉換成

電能，能產生再生能源儲存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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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太陽能感光式百葉窗雛型模型 
資料來源：本研究整理 

此創新設計之重點主要是以節能減碳為考量，一個好的產品開發過程

中，應客觀地去瞭解市場對產品的期望與需求，再來設計規劃產品。對市

場需求面來說，應去考量產品的商業模式 1 （Osterwalder, Alexander, & 
Pigneur, Yves，2010）、目標客群。 

商業模式分成以下四個面向：  

1. 產品創新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VP）： 
此產品的創新設計目的在於節能減碳，減少使用者的日常電費，提供

家居生活的便利性。 

2. 顧客介面 

目標客層 （Customer Segments, CS）：  
針對此產品初期客群以政府機關及學校為主，由政府帶動節能減碳的

風氣，進而推廣至建商，獎勵再生能源補助計畫，最後再推廣至一般消費

者。 
通路 （Channels, CH）：  
參加一些國際能源展覽，並結合社群媒體及政府節能宣導，增加產品

的曝光度。 

                                                 
1 Osterwalder, Alexander, & Pigneur, Yves (2010). 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 Game Changers, and Challengers. John Wiley & Son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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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關係 （Customer Relationships, CR）：  
本創新產品不是一般消費者可以自行安裝，所以提供到府安裝及教學

服務，並且替消費者申請政府補助，避免消費者不熟悉申請流程，而導致

安裝意願降低。 

3. 基礎建設管理 

關鍵資源 （Key Resources, KR）： 
此創新產品具有生活家具功能也能達到節能減碳的功效，所以須配合

政府的獎勵計畫，和一些響應環保的設計師、裝潢師傅合作，將節能家具

有效的推廣至大眾。 
關鍵活動 （Key Activities, KA）： 
要能吸引消費者買單，關鍵活動很重要。能吸引消費者的誘因，就是

省去消費者自行安裝及申請獎勵之手續，提供免費安裝及替消費者申請獎

勵，並免費處理更換下來的舊百葉窗。與建商合作，合作綠能建築。 
關鍵合作夥伴（Key Partnership, KP）：  
推廣商品除了通路外，關鍵合作夥伴也是重要的－結合經濟部能源局

的節能推廣，加上設計工作室的綠能設計裝潢，搭配在地機電師傅的安

裝，成為產品合作的重要關鍵合作夥伴。 

4. 財務方面 

收益流 （Revenue Streams, R$）：  
收益來源主要透過產品銷售及售後保養維護合約，也可將專利賣出，

收取權利金。1 
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C$）： 
一個創新產品的研發過程，不僅僅是人力的付出，也有基本的成本，

商品的生產費用、人員薪資、通路網站費用、公司租金及水電費、商品物

流費用...等雜項費用，都是此商品的商業模式成本。2 

伍、 結論與建議 

一、 設計成果與效益 

此創新設計的最大效益在於節能省電，以去年來說，台灣一般住宅平均

每月用電為 339 度，夏月 6 到 9 月用電量也提升到 434 度。3太陽能發電可

20 坪提供 10KW 功率的太陽能發電 4，每坪約 0.5KW，1 度電為 1KWh。一

                                                 
1 此太陽能百葉窗初期售價為每坪 65000 元，每年保養合約為總價 10%。 
2 此太陽能百葉窗初期初估成本為每坪 50000 元。 
3 參考台灣電力公司網站（https://www.taipower.com.tw/tc/index.aspx） 
4 參考鴻海綜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https://www.target-solar.com/zh-tw/index.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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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標準(180cm*180cm)的窗子約 1 坪，每小時約產生 0.5KW 的太陽能發電，

每日就能產生約 2KW 的太陽能發電 1，每戶約能產生 10KW 電量，一個縣

市就能產生 1000 萬 KW 電量 2，全台便能產生 9000 萬 KW 的電量，以平

均每月每戶就能省下 300 度的電，整年全台約能省下 810 億元的電費。3

二、 結論與建議 

本創新設計為太陽能百葉窗，葉片材質為太陽能板，在太陽能板的使

用維護是重點，太陽能板的清潔會影響發電功效，售後維護與保養可納入

日後研究時參考的重點之一。 
太陽能板表面材質容易脆裂，會影響發電功率，因此在製造過程中，

表面加強 IEC 規範認證的強化玻璃 4作為保護，安裝及搬運過程由專業技

師安裝，以減少產品損壞。 
在現今節能減碳的時代，台灣大部分的人民逐漸有節約能源的意識，

但是台灣大部分的建築仍使用一般窗戶居多，且百葉窗安裝較不易，若能

進一步將商品模組化，方便使用者自行組裝，便可提高消費者使用意願，

進而達到綠能環保城市/國家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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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雲生（2013）。綠能介紹與應用。臺中區農業改良場特刊，237-241。 
陳皇誠（2015）。設置太陽能板綠能屋頂之投資模式分析。東方設計學院文化

創意設計研究所碩士論文，高雄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cze32v 

許詞銘（2018）。太陽能發電投資效益評估之研究-以綠能屋頂專案為例。東海
大學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台中市。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qua8gh 

黃宥傑（2019）。太陽能集熱百葉窗設計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碩士論文，桃園縣。 取自 https://hdl.handle.net/11296/yep42r 

陳欽川（2021）。創新設計思考教學設備之研發-以多功能桌為例。國立臺北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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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erwalder, A., Pigneur, Y., & Tucci, C. （2005）. Clarifying Business Models: 
Origins,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ncept. Communic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for Information Systems, 16, pp-pp. https://doi.org/10.17705/1CAIS.0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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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49-55, June 1994, doi: 10.1109/6.28479

                                                 
1 2KW 電力能提供給：筆電(65W) 30.8 小時、QC 3.0 充電器(24W) 83.3 小時、LED 燈泡

(40W，470 流明) 50 小時。 
2 以 110年 1 月台北市為 106 萬戶為例，參考中華民國內政部人口統計資料。 
3 參考台灣電力公司電價表。夏月每度電 3.52 元，非夏月每度電 2.10 元。 
4 IEC 規範認證(國際電工委員會)，通過 IEC 35 釐米的冰雹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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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教育中導入全國性競賽參與之實踐與意義 

－以日語簡報比賽為例－ 
The Practice and Meaning of Implementing National 

Competition for Japanese Education 
-Taking the Japanese Presentation Contest as An Example- 

陳慧瑩 1 

摘  要 
2021年第八屆全國日語簡報比賽即將進入決賽。本次在指導學生參加初賽過程中發

現，簡報的製作與發表，與日語學習有著重要的關聯性。事實上簡報是一種具有組

織架構性的意見表達。簡報的製作需要「讀、寫」兩項技能；簡報的發表包含

「說、寫」兩項技能；簡報完畢後的詢問交談則需要「聽、說」能力。換言之，透

過簡報的訓練，即可強化語言學習的四種基本技能，檢視四技能的學習狀況。功能

性如此強大的簡報，應列為技職院校語言科系的必修課程，讓語言學習成果更具實

用性。 

關鍵字：簡報、日語教育、全國性競賽 

Abstrac 
The 8th National Japanese Presentation Contest in 2021 is about to enter the finals. In 

the process of guiding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liminary contest, it was found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presentation of presentations has significant relevance to Japanese 
learning. In fact, presentation is an expression of opinions with an organized structure. The 
production of a presentation requires two skills, i.e., “reading and writing”; the presentation 
of a presentation takes the skills of speaking and writing; and the inquiries after the 
presentation requires the ability of "listening and speaking". In other words, through the 
training of the presentation, the four basic skills of language learning can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learning status of these four skills can be reviewed. Hence, presentation with such 
powerful functions should be included a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the language department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to ensure the language learning results be more practical. 
 
Keywords: Presentation, Japanese Education, National Competition 
 

 

 

 

 

                                                 
1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助理教授、1228chy@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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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教育における全国大会の参加の過程 

及びその意義 

―日本語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大会を 

例としてー 
 

要旨 
 

2021年第 8回全国日本語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大会の決勝戦が間もなく開催され

る。予選に参加する学生を指導する過程で、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の制作と発表が

日本語学習に密接なつながりがあることがわかった。実際、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

は一定した構造を持った意見の表明である。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の作成には「読

むこと」と「書くこと」という 2つのスキルが必要である。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

の発表には「話すこと」と「書くこと」の 2つのスキルが要求され、そして、そ

の後の質疑応答には「聞くこと」と「話すこと」の能力が求められる。つまり、

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のトレーニングを通じて、語学学習の 4つの基本スキルを強

化し、4つのスキルの学習状況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機能性の高

い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は、語学学習の成果をより実用的に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た

め、語学学科では必須科目としてカリキュラムに編成する必要があると思われ

る。 

 

キーワード：プレゼンテーション、日本語教育、全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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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日語教育的基本目的在於奠定日語的聽、說、讀、寫技能，同時透過對日本社

會文化、史地政經等各領域的理解與探討，建立全面性的「日本理解」，以期能學

習所謂的「道地日語」，即符合日本文化社會規範的自然日語。 

然而對住在日本以外地區的外國人學習者而言，聽、說、讀、寫四技能當中，

一般認為較為困難的應是聽與說兩種。網路與 3C產品的發達，讓聽力訓練在某種

程度上可由學習者自行操作、聽取或反覆練習，逐步提升聽解能力；但說的能力訓

練卻因卻乏會話對象與及時修正而不易獨自進行。由於難以自我判斷正確與否，只

能以教科書上的固定對話模式進行背誦，因此以自學方式進行日語的說的能力訓

練，相對的受到許多限制。 

另一方面，日語科系等學校機構的課程規劃，固然在課程設計上必定會有不同

等級的「日語會話」，但主要仍以「對話」為重點，亦即著重提問與回答，而非對

於自我意見的完整表達；相較之下，較能表達完整自我意見的卻是在「日語寫作」

等「寫」的課程，而非「說」的技能訓練。換言之，在培養初、中、高級的會話能

力之外，如何運用「說」的技能，也就是用日語完整表達自我意見的相關課程，在

目前國內並未普見，此點確實是目前日語相關科系課程設計上的未竟之處。 

我等技職體系的應用外語或日語科系，強調課程的實用性與即用性，以「畢業

即就業」為目標，設計許多可立即運用於職場的日語課程。例如「商用日語」、

「職場日語」，或是「日本商務禮儀」，以及商務日語證照的 BJT課程等，內容多

元豐富。然若分析課程或教材，則不難發現內容仍著重日語文法或對話，差異只是

將場景由日常生活轉為職場，依然未能有「完整自我意見表達」的訓練。 

但日語在職場的運用絕非止於翻譯、口譯，科技大學培養的人才目標應為「具

備日語能力的商務人才」，因此除具有商務知識能力外，能獨立作業、自主思考，

同時能完整將企業觀點或個人意見以日語表達，這樣的人才正是我等對日語學習者

的期望，也是教學與人才培育的最終目標。 

基於此一觀點，能結合日語的會話能力與日語寫作能力的訓練方式，「日語簡

報」應可說最為符合。目前高中職在申請大學入學的學習歷程中，即有類似簡報的

「專題製作」，說明「簡報」的重要性與功能性已逐漸受到重視。若再結合英日語

等外語，則更能符合學校的人才培育目標與職場的實際需求。由此，在尚未正式將

簡報等帶入課程設計前，嘗試以參與全國簡報大賽方式，將簡報導入日語教育，進

行相關分析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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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山田陽子(2012)認為，透過簡報課程，能讓學習者提升「說話力」與「研究調

查能力」。因此在構思簡報內容前，應深入理解調查，製作出充實的簡報內容後，

才能活用簡報提升日語能力。關於意見交換與口頭發表的重要性，奧村(2005)認

為，需「培養建構在一定基礎學力上的綜合溝通能力」，而這種能力的訓練就是簡

報課程。寅丸真澄(2016)則提出，日語能力要從中上級提升到上級，最重要的就是

要意識到談話的構造化與精緻化，因此必須經過有計畫、階段性的簡報訓練。至於

簡報的使用方式，滝麻衣(2018)在台灣的教育實習期間，採取分組的「協働學習」

方式，最後以簡報方式確認學習成果。簡報在日語教育中的應用範圍廣泛，初級課

程中，福池秋水(2018)就嘗試以簡報方式要求學習者自我表現。而根據栗田奈美

（2020）的調查，簡報在職場的使用頻率高，大多數的外國人學習者都對簡報有高

度的練習需求。 

由文獻探討中可發現，在日本，不論初、中、高級日語，簡報已廣泛運用於日

語教育之中；相對的，目前台灣多將簡報列入企畫製作等商務課程。因此本論文嘗

試讓學生透過參與全國性的日語簡報比賽，以的方式探討簡報對日語教育的意義。 

 

參、 進行方式 
一、 全國性競賽的選擇 

目前有舉辦公開性「全國日語簡報比賽」的單位，就網路上資料查詢得知，有

教育部外語群科中心、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應用日語系、嘉南藥理大學應用外語系、

台南高級商業職業學校，以及國立台中科技大學等 5個學校機構。但除台中科技大

學應用日語系外，其餘活動對象皆是高中職學生。故本次參賽選項即以參加國立台

中科技大學與日系企業 AGC
2合作之「2021年 AGC 第八屆日語簡報比賽」，作為本

研究之對象。 

 

二、 參賽學生的選擇 
日語簡報比賽第一參加要件當然必須具備某種程度之日語能力，且根據參賽規

則，參加者不得為日籍人士。因此在考慮參賽學生時，即以日語能力優劣為第一選

考標準。本次選出之代表參賽者皆具日語能力檢定考試二級或一級程度，3且當中多

位曾有赴日本實習 1年以上之經驗者，在日語能力上有充分基礎能力及實用經驗。 

 

三、 評分標準與目標設定 
根據比賽簡章的「初賽評分標準」，評分標準比重如下：邏輯推理、說服力、

組織能力佔 30%，想像力、獨創性佔 40%，表達能力(日語能力、肢體語言等)佔

30%。4此次推派之參賽者的日語能力與肢體語言等，如前所述，語言方面具有相當

                                                 
2 艾杰旭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AGC Display Glass Taiwan Inc.），為日本 AGC 集團旗下顯示器事

業部之台灣基地，主要生產顯示器用玻璃基板，供應世界各大面板廠，位居世界前二大顯示器用玻

璃基板製造商，目前在台員工人數已超過 1,800 位。 
3 指由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與日本國際教育支援協會主辦之「日本語能力試験（JLPT）」，參照網

址：https://www.jlpt.tw/Info/ExamIntro.aspx。 
4 評選機制參照：http://www.agct.com.tw/jppc/description_05.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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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程度，且有日系企業的實習經驗，儀態表現皆曾受過訓練，因此基本上推斷此部

分應能有不錯之水準表現。另一方面，簡報的邏輯推理、說服力與組織能力及想像

力、獨創性等方面，所佔比重高達 70%。換言之，本次競賽的評分重點不在語言表

達能力，而是其他創意等部分。為使參賽學生能充分展現自我創意，故參賽題目交

由學生自由發揮，本系教師則適度提出意見指導。 

本次為本系科第 1次推派學生參與該日語簡報比賽，因此無可直接提供相關經

驗傳承的老師與學長姊。根據主辦單位在網路上提供去年的比賽影片，5參賽者的日

語能力確實都深具水準，優劣差異似乎就在簡報的內容與回應評審的應答表現。因

此在語言與表達能力方面，除了要求穩定的日語表現外，預定在進入決賽後，針對

評審提問部分進行訓練。 

 

四、 製作與訓練過程 
自八月份得知此一競賽訊息並選定參賽者後，參賽學生便與指導老師密集進行

聯絡與意見交換。時因疫情之故無法直接面對面商議，改以線上方式開始進行主題

選定的討論。本次的比賽主題是「日台共同プロジェクトのご提案」，不限定領

域。但事實上與學生在主題選定方面隨即臨幾個問題：是否符合比賽要求、參賽者

感興趣與否、專業度與深度、將來實現之可能性、日語表現程度等。後經多方討

論，初步選定為「高齡者自助旅行使用之 APP 設計」。參賽學生有充分的創意與想

法，但也因想法過多過廣，受到比賽規定時間限制而必須做出取捨。此外，原先設

定的「以高齡者為對象」的思考出發點，在面對許多高齡者使用上可能遇見的難題

後，不得不重新思考設定。最後改以「自分でやる！わたしの旅プラ」為主題，開

始進行簡報設計。 

製作過程中參賽學生非常積極與指導老師進行討論修正，直至截止期限的約 10

天前開始進行翻譯。本組的作法原則上以中文撰稿後再進行日文翻譯。採用這種方

式的目的，主要因在內容構思階段，思考或過度擔心日語的正確性容易造成創意構

思中斷，妨礙或延緩簡報製作的進行。 

待大致內容完成後，由參賽者開始進行日語翻譯部分。簡報比賽與演講比賽的

最大差異應在於演講多為照稿背誦，而簡報則要以自己的表達方式說明某項中心主

題，因而簡報需考慮聽眾的反應。簡報的對象不是單向聽演講的觀眾，而是要透過

簡報的提案來說明主題並引發聽眾的興趣，因此如何打動聽眾，並且能與簡報對象

進行交流溝通是最大重點。職場中的簡報對象即是企業客戶，因此簡報中的日語在

使用上一方面需以口語表現，但同時又需兼顧敬語使用的正確性。 

其次，簡報畫面表現首重簡潔與重點強調。參賽同學日語流暢、成績優異又有

海外實習經驗，但對於該如何於畫面上將日文以「簡潔且強調重點」的方式呈現，

則仍需與中日籍指導老師討論。再者，日語的專業用語知識不足，這點對指導老師

來說亦是重大考驗；但過於專業的用語，在簡報時也容易造成流暢度降低、說明度

不足、聽眾難以立即理解等狀況。因而專業用語的選用也十分困難，同時也會影響

簡報成果的深度。 

 

五、 參賽作品完成 

                                                 
5 2020 年 12 月 11 日 AGC 第七屆日語簡報比賽 https://www.facebook.com/agc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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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求日語表達的正確性，訓練過程中皆請日籍老師參與指導，同時也在許多班

級面前嘗試簡報示演，以增加參賽同學的膽量與自信心，並接受各方面的建議與意

見。最後多次將簡報過程錄製下來，參賽者反覆進行檢討修正，也對畫面呈現的設

計或肢體動作再度審視。經過數十次的錄影後，在不甚完美但能接受的狀況下，交

出本系推薦的第 1組日語簡報比賽參賽隊伍所製作的作品。6 

 

肆、 參賽感想與分析 
本次參賽是否能進入決賽，在本文撰寫之際尚未能得知。姑且不論結果如何，

本組參賽之三名學生確實在長達 2個多月的過程中全力以赴；系科的中日籍老師亦

不分組別，無私地配合參賽者的訓練時間，不論內容、語言或肢體表現，都細心地

提出指導與建議，展現參賽師生全體一心共同努力的氛圍。 

針對此次初審階段的參賽過程，透過各組學生的表現，可發現簡報比賽參賽者

的幾項性格特質： 

 

一、 團隊合作 

團體參賽的狀況下，團隊合作是能否順利參賽的最基本重要關鍵。本次的參賽

者由教師從日語能力、態度表現、海內外實習經驗、其他相關科目教師評語及活動

參與積極度等面向，進行商討推薦，受推薦者可自行或由教師代為組隊。從實際訓

練過程中發現，自行組隊者默契較佳，能進行意見交流與溝通、互相幫助；被動式

組隊者容易出現主題選定不易、各自堅持已見、訓練時程配合度不佳、簡報操作控

制較無默契等團隊合作上的問題。 

 

二、 自律積極 
參賽者態度積極與否，影響簡報製作的進行時程及內容完成度。同時因訓練過

程耗時，參賽者須有強烈的自律心，不斷自我要求，不厭其煩的接受建議並反覆修

正練習，以積極的態度解決問題。此外，簡報內容涵蓋層面較廣，因此能否嚴守時

程規劃，主動積極的提升企劃能力、強化企劃內容，都取決於參賽者自發性的自我

約束能力表現。 

 

三、 虛心受教、樂於改進 

為追求更符合比賽要求的簡報成果，除有中日籍老師給予意見外，更讓校內各

組參賽者互相觀摩交流，或在各班級前示演，接受各種指導與建議。簡報固然是表

達自我想法的作品，但實際在職場中的簡報，則有可能在製作過程中須採用企業或

上司等之不同意見，故如何與人協調溝通、採納他人意見，亦是簡報製作的學習重

點。而能虛心受教、善於溝通、樂於改進者，更能順利完成簡報，達成簡報所欲宣

達的目的。 

 

 

四、 勇於面對挑戰 

                                                 
6 實際初選參賽影片：許倩汝+徐證騏+蔡政哲-081028001 - YouTu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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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性的簡報比賽壓力可想而知，因此同意參賽者多有心理準備，願意接受挑

戰。除日語領域的文法、發音等糾正指導外，更包含其他專業相關領域，以及簡報

設計運用等。因此參賽者須勇於接受多方面挑戰，且須有強力的自我心理建設能

力，不會輕易感到挫折或沮喪放棄。 

 

本組參賽者於完成初賽階段作品後，針對此次參賽過程寫下各自的心得感想，7

以下就感想內容進行分析探討： 

 

一、 日語能力的需求與檢討 
首先關於日語能力方面，三位參賽學生都有在日本實習經驗，且兩位擁有

JLPT 檢定考試 N1、1 位擁有 N2 證照，日語的聽、說、讀、寫能力應無太大阻礙。

但在實際的簡報過程中，參賽者表示對於「用日語進行簡報」仍感到困難，特別是

在文法與敬語的使用方面。 

簡報時使用的敬語，與觀光、會展等目的所使用的敬語，因說話者的角度而略

有差異。大體而言，觀光或會展的主要目的在於「介紹、溝通」，呈現方式為「客

觀事實敘述」，故敬語的使用偏重禮貌形的「丁寧體」；但簡報除「介紹、溝通」

外，更要加上「主觀意見陳述」的「說明」，故需經常在「尊敬、謙讓、丁寧」中

選取轉換。對於日常生活中無法經常接觸使用的外國人學習者而言，敬語本來就是

日語學習的一大門檻，8再加上「正式場合」的環境條件壓力，讓敬語的使用備感壓

力困難。此外，擔心文法使用的正確與否，影響簡報者的思緒與簡報過程的流暢

度。 

 

二、 文稿寫作與口語用語 
簡報雖為口頭報告，但仍需針對內容進行文稿撰寫。企劃文稿有別於一般作文

寫作，須具備明確性、條理性、邏輯性等。此外，日文文章為求美觀而具有深度，

通常會以長文修飾方式構成連體修飾語，但這種美化修飾的文句在簡報的口語表現

時，容易令簡報者專注於背誦而忽略聽眾的理解程度，流於呆板無趣的背誦大會。

另一方面，過於淺顯的日常口語會話又無法展現對簡報聽眾的重視與尊重，結果形

成文稿艱澀難記，簡報過程出現不斷搜尋腦中記憶的背誦模樣。 

 

三、 專業術語的使用與取捨 
為展現簡報的專業性，內容容易出現使用大量專業術語的狀況。簡報競賽的參

賽同學畢竟非專業人士，然而在高達 40%評分標準的「想像力、獨創性」要求之

下，參賽者天馬行空的創意仍須有專業術語的襯托。對不同領域的外行人而言，專

業術語本身即艱深晦澀，以日語表達則常出現一串不知所云的片假名，讓簡報者無

法連貫流暢，每遇專業術語即結結巴巴、莫名中斷。相對的，減少使用專業術語，

改用淺顯易懂的說明方式，以親和力取勝的簡報方法，在企業簡報中則易遭受「深

度不足、專業度不夠」的批判。 

                                                 
7 初賽參賽學生心得內容，參照附件。 
8 關於日語敬語與日語教育問題，參照：国立国語研究所（1990）。敬語教育の基本問題（上）。

東京：東京官書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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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校簡報與企業簡報的差異 
校內課程有時亦有以簡報方式上台報告的指定作業。校內簡報的聽取者主要多

為該科目授課教師，簡報目的在於呈現學生對主題的理解程度，聽取的老師或同學

認同與否並非重點；企業簡報聽取者為客戶，目的在於呈現我方的產品或意見，最

終目標在於獲得對方的贊同或允諾。此次參加的全國性簡報比賽較為接近企業簡

報，需做出「提案」並說明提案理由、內容及效應等，與過去在校內所作的簡報大

相逕庭。 

 

五、 團隊默契與夥伴意識 
簡報從製作到發表的過程，都可看出團隊默契。爭執或各執己見、互不相讓或

執意展現個人風格等，都會導致簡報製作的延誤或過程的不愉快。簡報內容呈現參

賽成員幾經彙整後的共同意見，辛苦過程中的互相協助與通力合作，讓成員產生夥

伴意識，完成後共享辛苦過後的成果與喜悅。 

 

六、 認同參與比賽的意義 
固然參賽有其壓力與辛苦過程，但參賽學生皆認同簡報比賽的參賽意義。正如

同上述幾點，透過比賽能釐清自己在日語學習中的不足部分、立定今後的學習目

標；理解口語與書面用語的差異、分辨日語敬語的使用場景等等，皆有助於日語學

習成效的反思與提升。同時也能提早接觸職場的工作方式，學習與他人培養團隊默

契，建立夥伴意識以強化企業向心力等。對個人而言，更可透過比賽的參與，增加

自己的眼界與膽識。參加的三名學生，基本上對參加全國性日語簡報比賽都抱持正

面態度，回顧過程雖辛苦卻充滿快樂，且強烈建議今後系上應繼續推派學弟妹參

加。 

 

伍、 日語教育上的意義 
日語相關科系參與全國性競賽的做法並不特殊，一般而言競賽被認為等同於教

學成果的驗收，對於全國競賽得名的學生與指導老師給予獎勵，未得名則鼓勵再接

再厲。但除此之外，參加完競賽後究竟得到了甚麼？目的只在於獎狀或獎金嗎？對

於日語教育本身又有何意義？ 

全國性競賽參加人數有限，各校都會透過選考或推薦方式推派出系上最優秀的

菁英，對參賽同學而言是一種榮耀與肯定，並給予參賽者持續學習的動機和動力。

因此即使沒有學分或成績的要求，全國性競賽都能成為一種自我學習的目標。既然

是自我學習目標，那麼時程的設計規劃、競賽策略的思考進行等，更應鼓勵學習者

居於主導地位，自主、自發地完成；相對的，指導教師則應退居諮詢顧問的角色，

給參與者更主動自由的規劃思考空間。 

其次，在語言的學習過程中習慣採用教師單方面講解，或由學習者模仿、套用

句型的方式學習。對初、中級學習者而言，這是不可避免、同時也是最佳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除了聽、說、讀、寫基本四技能的階段式學習外，亦應配合課程發

展，從短句開始到簡報能力，逐步學習組織架構性的「意見表達」方式，讓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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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以上的學習者能運用所學的基礎能力，發展出具有個人特色與主觀意識的意見表

達方式。 

最後，全國性競賽不應僅為學習成果的驗收，更應視為學習狀態的自我檢視。

透過比賽理解學習上的不足與缺失，分析習慣性錯誤的背景因素，進而改進上課或

授課方式等，這些的目的不在於爭取比賽獲獎，而是對學習成效的修正與回饋。透

過參與各種競賽進行檢討與反思，讓課程設計能更符合學習者與職場的實際需求，

也使技職院校更能發揮應有的教育功能。 

 

陸、 結論與建議 
本次透過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日語簡報比賽初賽的過程，發現參與全國性競賽確

實能提升學習者的榮譽感，引發學習動機與興趣，同時能成為長期自主學習的動

力，而自主學習更能帶動學習者的自律態度。此外，強調團隊合作的簡報製作，讓

參賽學生學習人際關係的協調、互助的重要性。提案式的簡報製作讓學生體驗校園

理論與職場實務的差異，了解除了語言外的跨領域學習的重要性。 

最重要的是，簡報是一種組織架構性的意見表達。簡報的製作需要「讀、寫」

兩項技能；簡報的發表包含「說、寫」兩項技能；簡報完畢後的詢問交談則需要

「聽、說」能力。換言之，透過簡報的訓練，即可強化語言學習的四種基本技能，

檢視四技能的學習狀況。功能性如此強大的簡報，應列為技職院校語言科系的必修

課程，讓語言學習成果更具實用性。 

 

 

後記：本組參賽隊伍於 2021年 12月 10日參加國立台中科技大學舉辦的「2021年

AGC第八屆日語簡報比賽」決賽，獲得比賽最高榮譽之「優勝」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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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一、參賽學生 A心得感想 

 

我原本太小看作簡報這件事，單純以為輕鬆照著簡報講話就好，結果看了去年

的比賽影片，才發現這並不是自己一開始認為的簡報，而且今年的題目真的好難，

我加入的時間我們組員們已經定好題目及方向了，真的很謝謝他們還有老師！ 

在正式拍影片前，我們就差要背好講稿就可以錄影了，我那時太高估自己，才

練習上台講給老師們聽而已，我真的卡的很久，也一直看稿，跟當初自己在宿舍裡

背起來的成果不一樣，自己私下練跟站在台上練真的差很多，還好當時也有系上老

師來聽，雖然台下老師看著壓力感覺很大，但這能在正式錄影前練好勇氣，習慣了

就不會覺得很有壓力。 

過程中，我認為敬語還有文法相當重要，加上這次比賽是很正式的那種，當然

也得更謹慎的使用日文。 

雖然不是發生在我們這組，我也覺得團隊默契很重要，這個比賽如果是兩三個

一組，那夥伴之間的默契是不可缺少的，不然一站上台，底下的觀眾馬上就能看出

來了。 

如果之後也有相關簡報活動，可以踴躍讓學弟妹們參加，這個經驗得來不易，

可能這對其他人來說不過就是個小活動而已，在做簡報過程中真的學了好多東西，

那是你永遠忘也忘不掉的。 

很謝謝老師們的幫助，還有我的組員們！大家都辛苦了！ 

 

二、參賽學生 B心得感想 

剛開始老師們找我們參加這個比賽的時候，雖然心裡會不安，但還是想勇於嘗

試，想說簡報應該就跟課堂上講解簡報是差不多的形式，但親自接觸到才知道之前

的想法太單純了，因為題目的方向很廣，加上我們也沒什麼經驗跟點子，在完成簡

報之前都一直在碰壁，而且這也就像是跟公司提出一個新企劃案的感覺，完全不知

道也幾乎沒經驗從零到有生出東西，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比賽完後認為自己的寫作能力真的要再加強，還有臨場感也是，在錄影片的當

下因為稿子沒有背的很熟，就會變得卡卡的，而且因為有文稿，所以忍不住就會依

賴文稿，但在講簡報的時候，用很專業的日文是很好沒錯，但有時候就是因為太專

業了很難記，而且用嘴巴說出來的那個感覺也很奇怪，導致我常常忘詞就卡在那

邊，忘詞就趕緊想辦法接下去不要停，只能對自己這樣說，雖然有時候還是會很卡

頓，但有盡自己全力不辜負自己就好。我對於自己的口音也很講究，在被老師們講

說重音都擺錯邊的時候，說實話是有點錯愕的，但是老師們能夠糾正我我也挺開心

的，代表我還有進步的空間，還可以更做的更好，還有時間上的管理，自己要去決

定什麼時候完成什麼部分也是我學習到的東西，以前都太依賴老師或其他人，這次

幾乎都是我們自己決定的，雖然有時候計畫跟不上變化，但還是要想辦法去調整。 

如果將來系上還要參加這個簡報比賽的話，可能要把資料跟資訊講的更詳細一

點，包括著作權的事情，比賽的內容也很重要，好好說明學生可能比較不會處於混

亂的狀況，但參加這個真的是很好的經驗，可以挑戰自己製作簡報、撰寫文稿、面

對鏡頭演講或者是進到決賽站在台上發表，對自己將來非常的有幫助的一次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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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賽學生 C心得感想 

一開始參加簡報比賽沒思考很多，認為只要做出一份簡報並講解就好，但在製

作的過程會慢慢發現這個比賽是跟在公司正式提案一樣，從頭開始想計畫到與指導

老師不斷討論最後做出一份東西，這個過程相當於提前熟識企業的做法。 

對於我們和系上的老師們都是第一次參加簡報比賽，老師和學生之間都是不斷

學習並進步，在製作這份簡報的過程中，對於時間的掌握是最為重要的，若不自己

主動規劃流程並警惕截止時間，那再好的點子都沒辦法被呈現出來。現在回頭來看

我們所花的時間和作品，我認為我們這組已經做到我們能做到的一切了。 

若系上明年也計畫要參加這份比賽，在事前說明上可能要再增加，準備這份比

賽花費的精力跟時間都是非常巨大的，每一個組別的進度也必須要有掌握。為了讓

作品看起來更好，期望明年系上能提供更多協助，作為第一次參加簡報比賽來說都

拿出了全力，老師和學生彼此討論並製作出作品也是十分歡樂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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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台日國際線上交流之考察 
-以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為例- 
Investigation of international online exchanges  

on the day of the epidemic-Take the Department of Applied 
Foreign Languages,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コロナ下における 

台日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一考察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応用外国語学科を中心に- 

藤原真也 1 
摘  要 

2019 年年底發現新冠病毒後，2020 年起即在全世界造成大流行。其後，人們的

交通往來皆受到限制，實體的國際交流也無法繼續進行。日本人因害怕感染而推動居

家上班或線上上課，在此情況下，許多大學亦轉而舉辦各種國際線上的交流活動，筆

者任職的台北城市科技大學也在這樣的狀況下展開了線上的國際交流。線上交流的

優缺點為何？筆者試圖從此一面向進行考察。 
透過考察之後發現，線上交流的優點為「減少經濟負擔及節省時間」、「能有更

詳細的反饋(Feedback)」及「增加臨場感」等 3 點；缺點為「不習慣操作軟體」、「非

言語溝通的困難」、「網路訊號不穩定」、「個人不受重視」及「參加意願低落」等

5 點。 
關鍵字：新冠病毒,國際線上交流 

Abstract 
The new coronavirus was confirmed at the end of 2019, and it became a pandemic all 

over the world after 2020. People's traffic was restricted, making face-to-face international 
exchange impossible. While telework and online classes are being promoted in Japan, which 
is concerned about infectious, many international online exchanges are being held at 
universities. Under these circumstances, many international online exchanges were held at 
Taipei City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here the author works, and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se exchanges will be considered. 

As a result, the advantages are "reduction of financial burden and time saving", "more 
detailed feedback", "amplification of presence", and the disadvantages are "unfamiliarity 
with application operation", "difficulty in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and "line". We were 
able to confirm five points: instability, "individuals who are not emphasized," and 
"decreased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Key word：Coronavirus (COVID-19), International online exchange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講師 fujiwara@tp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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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2019 年年末に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が確認され、2020 年以降全世界で大流行し

た。人々の往来は制限され、対面での国際交流が不可能になった。感染を懸念し

た日本ではテレワークやオンライン授業が推進される中、大学では国際オンライ

ン交流が多く開催さ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このような状況下で筆者の勤務する台北

城市科技大学でも多く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が行われたが、その交流のメリット

やデメリットについて考察する。 
その結果、メリットは「経済的負担の軽減及び時間の節約」「より詳細なフィ

ードバック」「臨場感の増幅」の 3 点、デメリットは「アプリ操作の不慣れ」

「非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よる困難」「回線の不安定」「重視されない個

人」「参加意欲の低下」の 5 点を確認することができた。 
 
キーワード：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 
 

第一章 序論 
1.1 研究背景 
 2019 年 12 月 31 日に中国湖北省武漢市で初めて確認された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

（以下、「新型コロナ」とする。）は、現在に至るまで全世界で 224 カ国に蔓延

し、感染者数は約 2.49 億人に達し、死者は約 504 万人にのぼる 2。日本では 2020
年度から大学ではオンライン授業が実施され、学生は学校へ登校できない状況で

あった。また、2021 年秋現在でも新型コロナは完全に終息しておらず、感染者数

が減少の傾向を見せるものの、入国に関しては緩和の傾向があるとはいえ、完全

に自由とはいえない。一方、台湾では 2020 年度中に市内感染者数を抑え続け、

大学では対面授業が行われていたが、2021 年 5 月以降感染者数が爆増した。その

関係で 5 月中旬以降、大学ではオンライン授業が余儀なくされ、学生は基本的に

自宅から授業を受ける形となった。そして、2019 年まで 100 万人を超えることも

あった訪台外国人旅客 3は 2020 年度では一番少ない時で 1 万人を切るまで落ち込

み、その状況が 2021 年秋現在まで続いている 4。このような状況で今まで当たり

前のように行われてきた対面の国際交流の機会が突然閉ざされてしまったのであ

る。さらに日本へ留学や実習へ行く予定だった学生は中止になったことはもとよ

り、日本で実習や留学をしていた学生らも、すべてが帰国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状

況になった。 
 
1.2 研究動機及び研究課題 

                                                 
2 NHK 特設サイト新型コロナウィルス（2021 年 11 月 7 日）世界の感染者数・死者数（累計）

https://www3.nhk.or.jp/news/special/coronavirus/world-data/ アクセス日：2021 年 11 月 7 日 
3 台湾観光局（2021 年 2 月 1 日）2019-2020 年月別日台往来旅客統計表

https://jp.taiwan.net.tw/m1.aspx?sNo=0024366 アクセス日：2021 年 11 月 7 日 
4 台湾観光局（2021 年 10 月 25 日）2020-2021 年月別日台往来旅客統計表 

https://jp.taiwan.net.tw/m1.aspx?sNo=0024366 アクセス日：2021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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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では新型コロナの感染拡大を懸念し、会社では 2020 年前半よりその対策

としてテレワーク 5が推進され、大学ではオンライン授業が開始された。新型コ

ロナによりインターネットに繋ぎ、パソコンやスマホを使用した仕事や授業の形

態への転換が強いられてしまった。そんな状況でも学生の国際交流の機会を増や

すべく、新たな試み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が、オンライン形式の交流が日本や台湾

で多く行われて来た。コロナ下で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ついて、関昭典・大瀬

朝楓（2021）は次のように述べている。利点は、「健康面や治安面の不安解消」

「経済格差の解消」「テクノロジー進化による交流の在り方の拡大」の 3 点を挙

げ、難しさとして「関係性構築の難しさ」「非言語ツールによる交流が困難」

「オンラインによる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スタイルの変化」「交流の重要性の再認

識」の 4 点を挙げている。筆者が勤める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応用外国語学科でも日

本の大学や高校、中学校と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が何度か行われてきたが、同様に

利点や難しさを感じ、これらの点について今後のために考察を行う。 
 

第二章 先行研究 
先行研究では、主に日本でのオンライン教育と日本人大学生の国際オンライン

交流の文献からオンライン授業の教育方針や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重要な点につ

いてみていく。また、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ついて台湾で書かれたものが少ない

ため、基本的に日本で書かれたものや日本の大学生を研究対象にしたものを中心

とする。 
 
2.1 オンライン教育 
 下村朱有美・マヌシナダリア（2021）は、新型コロナによりオンライン授業に

切り替わり、学生に対して授業に対する意識や人間関係、日本語使用についてア

ンケート調査を行った。そして、オンライン授業によって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上

の問題は特に生じず、学習者間の関係に悪影響を与えるわけではないという結果

が得られた。また、日本語使用の面でも対面授業とオンライン授業の大きな差は

見られず、学生はオンライン授業に適応できたと述べている。 
向後千春（2020）では、日本のオンライン教育の遅い進展速度が指摘されてい

る。特に初等・中等教育ではオンライン教育への準備ができておらず、大学でさ

えも授業の質に問題が生じていたことを述べており、次にように結論付けてい

る。「オンライン教育は対面授業の代替でもないし、劣化コピーでもない。それ

自体が独自に設計され、最適化された上で、対面での教育とブレンドされ、バラ

ンスよく実施されてこそ価値がある。  
このように学生はオンライン授業に変更されたことにより学習に対して大きな

障害は生じず、対面授業と同様に対応できることが伺える。しかし、対面授業と

オンライン授業が決して完全に同様のものではなく、オンライン授業として最適

化されたものを考え出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対面形式がオンライン形式になった

ことで発生した利点や問題点に注意しつつ観察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る。次に 2.2 で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での利点や問題点についての研究を見ていく。 
                                                 
5 総務省によると、テレワークを「ICT（情報通信技術）を利用し、時間や場所を有効に活用でき

る柔軟な働き方」と説明してい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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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日本人大学生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 
植田栄子（2016）は、スカイプを使用した 8 週間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

い、その後学生へインタビュー調査をした。その結果、「異文化のコミュニケー

ション・スタイルに気づく」「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積極的になり意識変化や行

動変容」「知的満足感・達成感」「学習意欲の向上」の利点を述べ、「行動変容

が継続し、内在化・身体化して定着へ期待」「個人差の検討」などの問題点を挙

げた。 
また今悠恭・小森雄太・松浦康之（2020）は、タイ人学生と行った国際オンラ

イン交流後のアンケート調査を通し利点として、「満足している」「学習意欲が

増えた」などのことから双方の学生に好影響を与えたと述べている。また、難し

さとして、「言語能力や知識だけで交流を強いられる」「新しい言葉はすぐに定

着し運用できるとは限らない」など言語面の課題を述べている。 
さらに関昭典・大瀬朝楓（2021）は、第一章でも述べたように国際オンライン

交流の利点と難しさを挙げた上で、オンラインには無限の可能性があり、学生ら

は必要に迫られて次から次へと新機能を発見していったと述べている。そして、

多くの大学生は教育者を凌ぐ知識を得ており、「教育者が学習者から学ぶ」とい

う意識を持つ重要性と危機感を覚えたことを述べている。 
そして山岡義卓（2020）は、ボランティア活動の一環として、オンラインを利

用し、地元の小学生に対して、学生が交流企画（遊び）を考え、交流をさせた。

この交流では地域連携を重視し、地域とのつながりを育むことの必要性が述べら

れている。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は多くの点で学生に利点があることがわかるが、同時に

難しさについても見逃すことなく、それに対して適切な対応が求められる。ま

た、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おいて、先生だけの上から下という管理だけではな

く、学生と共に行い、学生から学ぶ姿勢を持ち、下から上という意識で行うこと

も重要である。また山岡義卓（2020）のように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通して、さ

らに何を目的とするのか、一歩先のことも考え、交流を実施することも忘れては

ならない。 
 

第三章 コロナ下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 
筆者の勤める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応用外国学科（以下「学科」とする。）では、

応用外国語学科及び日本研究センター6を中心に様々な交流イベントを企画し、

対面での交流を行ってきた。コロナ下においては、台湾の他大学と同様に日本の

大学や高校、中学校と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切り替わった。アプリは学校指定

の Microsoft Teams または Google Meet を使用して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う 7。 

                                                 
6 日本研究センターとは、産学提携を通して、娯楽や産業と交流し、専門家とともに研究し、台

湾国内産業競争力に貢献できるような学生を育成するために 2016 年に台北城市科技大学が設立

した。 
7 中華民国教育部は 2021 年 4 月 7 日より安全面などを考慮し、zoom の使用禁止の通達を出した

ため、筆者の勤務する台北城市科技大学でも使用が禁止されたため、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は

zoom が使用されなか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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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目的 
学科では、新型コロナが流行するまでは、日本人との交流や討論会、日本の留

学先や実習先の担当者の説明会、日本の専門家を招いて講演会などのイベントを

実施してきた。しかし、新型コロナにより軒並み中止になり、オンライン形式で

以下の点を目的に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計画してきている。 
 
①学生の学習意欲を増幅させる。 
②コロナ下でも日本の日常生活を知ってもらう。 
③学生の集団ではなく、個人にスポットを当てていく。 

 
3.2 日本語交流 
拓殖大学政経学部と 1 台のパソコンで Microsoft Teams を使用して 2 回の国際

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った。台湾側学生は 7 人から 8 人、日本側学生は 3 人から 4
人が参加した。会話のテーマは、好きな歌手などの日常的な話を中心にバイトや

将来の就職などについて、お互い日本語で会話をした。 
鹿児島国際大学国際文化学部とは、同じく 1 台のパソコンで Google Meet を使

用し台湾側学生約 30 人、日本側学生約 30 人が参加し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っ

た。会話は、台湾の生活や地域の特産を紹介するものや日本の俳句を紹介するな

ど、観光や文化に特化した交流であった。 
昭和学院高等学校と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では、Google Meet を使用して、台

湾側学生 43 人、日本側学生は 416 人が参加した。この交流では、台湾と日本で

まずグループ分けを行い、それぞれのグループがパソコンまたはスマホを使用し

て接続した。会話のテーマは、こちらも台湾や日本の名産など日常的なテーマを

中心に観光地や歴史的建造物などを紹介した。 
日本語交流では、基本的に会話能力が求められるため、先生より選ばれた日本

語能力試験 3 級以上を取得した学生が参加する。基本的に日本語で交流は進めら

れるが、状況によっては先生による中国語のフォローが入ることもある。 
 
3.3 英語交流 
台湾と日本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おいて、日本語をメインに使用するだけで

はなく、お互いの第二言語である英語を中心にした交流も行われた。 
3.2 の昭和学院高等学校との交流では、グループ内に日本語担当と英語担当に

分かれており、2 つの言語で交流が進行された。台湾側学生で日本語能力が不足

していれば英語でフォローし、逆に日本側学生で英語能力が不足していれば日本

語でフォローするというような光景もみられた。 
また、新潟大学附属中学校との交流では、Google Meet を使用して、台湾側学

生 30 人、日本側学生 120 人が参加し、こちらは言語を英語のみに限定して行わ

れた。会話のテーマは、自己紹介など簡単な会話から、段々とステップアップ

し、最終的には台湾と日本の環境問題をテーマに有効な対策や自分にできること

などが話された。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17



 

 
 

3.4 オンライン実習 
学科では、一般的な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みではなく、オンライン実習という

新たな試みにも挑戦した。これは、新型コロナにより台湾を訪問し台湾実習がで

きなくなった日本人学生を学科で受け入れた交流の延長線ともいえるオンライン

実習である。 
宇都宮大学とは、インターシップ提携を結び日本人学生の受け入れを学科で行

ってきた。新型コロナ流行前までは、日本人学生が実際に台湾を訪れ、学科の授

業のサポートや会話の練習、週末や台湾人学生と交流などが実施された。しか

し、新型コロナにより出国できなくなった日本人学生に対して、オンラインで実

習を実施し、さらに宇都宮大学側で単位も認めるという話し合い後、2021 年 3 月

に 1 か月間オンライン実習が行われた。接続は基本的にパソコンやスマホから

Microsoft Teams を使用して行い、日本側は自宅から接続し、台湾側は各教室やイ

ベント会場、外部 8などから接続が行われた。実習内容は、授業補助や教材作成

補助、フリートーク、ニュース読解会話が設定 9された。 
 

第四章 結論 
4.1 目的の達成状況 
学科は以下の点を目的に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った。目的の達成状況及び成

果について述べる。 
 
①学生の学習意欲を増幅させる。 

   交流では日常的なことも多く会話するため、台湾と日本で学生の年齢が近

いためか、お互いの好きなアイドルや youtuber、趣味などで会話が弾むことが

ある。その際、学生自身のスマホを使用し、自分の言いたい語彙などを日本語

または英語でどのように表現するのか自主的に調べる様子がみられた。また、

新潟大学附属中学校との英語交流では最終ステップが環境問題であったため、

より理解しやすくするために、写真や絵を自分たちで準備する者やパワーポイ

ントでまとめる者もいた。 
 
②コロナ下でも日本の日常生活を知ってもらう。 
基本的に海外渡航が制限されている現在では、日本についてニュースや

youtube などでしか情報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のため、日常生活の話題で

は台湾学生は耳を傾け、特に就職状況や娯楽、旅行の話題に関しては積極的に

質問をする姿勢もみられた。 
 

                                                 
8 イベントは「オンライン歓迎会」「高校生オンライン交流」「ラジオ収録体験」「地元紹介イ

ベント」が行われた。外部では、「空港実習見学」という時間を設け、実際に空港から接続し、

空港実習の様子やコロナ下の空港の現状を知ってもらった。 
9 「授業補助」は、先生のアシスタントとして日本語発音や文法のチェック、授業内討論に参加

し補助をするなどが行われた。「教材作成補助」では、授業で使用する練習プリントなどの作成

を日本人学生にしてもらった。「フリートーク」「ニュース読解会話」では、2〜3 人の台湾人学

生と日本人学生が会話をする個人対個人を意識した会話練習をしてもら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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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学生の集団ではなく、個人にスポットを当てていく。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は、基本的にクラス単位または教室単位の集団対集団で

行い、その中で代表者または質問したい学生が会話をする形が多い。しかし、

昭和学院高等学校や新潟大学附属中学校との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ように少人

数にグループ分けをし、グループ対グループで行うことにより、全体で大人数

でありながら、学生の会話機会を上昇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た。また、オンライン

実習では台湾側で希望者を集い、日本人学生と１対１または少人数での会話の

機会も設けることもした。 
 
4.2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メリット 
学科で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った際のメリットで経済や時間の軽減、フィー

ドバック、臨場感の増幅を 3 点指摘する。 
 
①経済的負担の軽減及び時間の節約 

まず、オンライン形式にすることにより、インターネットに接続するだけ

で全世界のどこからでも交流が可能になり、対面交流で発生していた移動費

用が丸々不要となる。また費用面のみならず、移動時間さえ不要になる上、

時差もない。 
 
②より詳細なフィードバック 

Microsoft Teams や Google Meet などでは基本的に交流の画面を録画可能

で、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後に容易にフィードバック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も

ちろん対面交流でもビデオ撮影等により同じことが可能であるが、上記のア

プリで録画した場合、画面共有した画面やアクション、発話した者なども一

緒に録画されるため、よりフィードバックがよりしやすい。 
 
③臨場感の増幅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では、接続するだけで全日本や全世界の相手と繋がる

ため、相手のリアルタイムの状況を知ることができる。また、パソコンやス

マホを外部へ持ち出せば、外部から接続も可能で、いわゆるコロナ下に旅行

会社が企画しているオンライン体験ツアーのようなことも容易に可能で、現

地の様子を映しながら、さらに交流の話題も広げることができる。 
 
4.3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デメリット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デメリットを 5 点指摘する。アプリやコミュニケーショ

ン方法、インターネット回線、集団と個人、参加意欲について述べる。 
 
①アプリ操作の不慣れ 

   学科では、主に Microsoft Teams や Google Meet のアプリを使用し国際オン

ライン交流を行ったが、日本では zoom の使用を多く見かけ、中華民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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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も指定するアプリは多い 10。毎回学校指定の Microsoft Teams を使用できれば

問題は発生しないが、普段あまり使用しない Google Meet など他のアプリを使

用する場合、その都度対応が必要になってくる。また、アプリの人数制限によ

り交流に参加することができなかったり、有料版と無料版の違いにより機能の

制限を受けるという問題も発生した。 
 
②非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よる困難 
関昭典・大瀬朝楓（2021）は、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の際のデメリットで非言

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の困難を指摘しており、対面交流と比較し、オンライン

形式では言語に頼る傾向があることが述べられている。学科の国際オンライン

交流でも同様の問題が発生し、対面交流では比較的表現しやすいジェスチャー

や顔の表情などの非言語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が、オンライン形式では会話に頼

りやすくなる状況が観察された。 
 
③回線の不安定 
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では、会話の他にパワーポイントによる説明や写真・ビ

デオのシェアなどが可能であるが、その際にインターネット回線の安定さにつ

いても軽視はできない問題である。学科でも回線の不安定さにより声が途切れ

たり、画面が停止したり、接続できないなどの問題が発生した。 
 
④重視されない個人 
学科の交流では便宜上基本的にクラス単位または教室単位で行うことが多い

が、集団で交流を行うと会話をしていない学生は、あまり会話に集中しない傾

向がみられた。先生側で可能な限り全体の学生に目を向けるようにしている

が、それでも限界があり、また会話をする学生は言語のより上手な者が選ばれ

ることが多い。個人を重視するために、グループ分けして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

を試みるが、その中でもやはり言語の上手な者が主動的に話す傾向が強い。 
 
⑤参加意欲の低下 
オンライン形式の交流では、カメラを使用して行うため、相手は如何にして

もカメラに映った範囲しか見ることができない。そのため、④でも述べたよう

に個人があまり重視されないことに加え、カメラに映らない学生は緊張感が薄

まり、参加の意欲が低下することが観察できた。 
 
4.4 今後の課題 
①参考文献の限界 
第二章でも述べたが、台湾に関する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に関する文献が少な

く、本稿では日本で書かれたものや日本人大学生を対象にした文献を中心とし

た。今後は台湾でも同様の文献が増えると考えるため、こちらは今後の課題に

したい。 

                                                 
10 中華民国教育部が指定するアプリは、CyberLink U Meeting、Microsoft Teams、 Cisco WebEx、
Adobe Connect、Google Hangouts Meet、Jitsi Meet などである。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20



 

 
 

 
②オンライン形式の無限大の可能性 
学科では、台湾の他大学でも一般的に行われているような国際オンライン交

流が行われてきた。それに関しては、4.2 のようなメリットもあり学生には有

益であるし、4.3 のようなデメリットも問題点として無視はできない。しか

し、山岡義卓（2020）のように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を利用した次なるステップ

として、オンライン実習を実施したが、実際には先生が計画したイベントなど

に沿って、学生が協力するという形であり、学生主体というよりは先生主体で

あった。そうではなく、学生が自分で自発的に何かをしたいという考えを生み

出してもらうために、さらなる工夫が必要になって来る。台北城市科技大学日

本研究センターでは、近年地方創生に関わるイベントを多く行っている。例え

ば、オンラインで交流や講演会を通して地方創生を学生が学び、それを将来の

実習や就職に活か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な学生を育成できれば、オンラインと

いうツールを利用して、台湾の発展に貢献できるような人材を育成できるとも

考えられる。国際オンライン交流で地方創生に関することを学び、そこから学

生自身が何をできるのか考えるような学習の場を提供した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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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線上交流學習的嘗試方案
-探討線上英語課程「學生老師」的效果-

A tentative plan for promoting learning opportunities in online 
exchange-the effect of student teacher on online English lessons- 

平田ひかる 1 

摘  要
自 2020年新冠病毒蔓延以來，可以輕鬆連接世界的線上交流已成為教場領域

的主流。日語教育領域亦同，各處都致力於透過連結日本和國外的方式，來理解彼

此的文化和價值觀。然而，光進行線上交流的話，只讓參與的學生覺得「有趣」就

結束了，我認為很難達到教育場所所應提供的「學習」程度。本文將報告並建議：

嘗試將正在學日語的學生，與上課後輔導的日本小學生用線上方式連結，讓台灣學

生用日文來教日本小學生英文和中文。透過嘗試當「學生老師」，讓過去當「學習

者」的台灣學生使用自己學過的語言，在互動的意義上，不僅表達自己的意見，同

時透過語言教學經驗的累積，實際感受向對方傳達意見與教學的困難，同時提升學

習的慾望。 

關鍵字：日語教育、線上交流、學生老師、學習 

Abstract 
Since the spread of COVID-19 in 2020, the use of online exchange to connect with 

other countries have become mainstream in the educational field. Efforts are being carried 
to connect Japan and overseas even in Japanese education by getting to know the culture 
and values of each other. However students who have so far participated in online exchange 
leave with only the impression that it was "fun".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ach the point of 
"learning" that should be attained through their education. This online exchange will 
connect Taiwanese students who are educated in Japanese, by teaching English and Chinese 
to Japanese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who are learning online for the first time. By acting 
as a student teacher, Taiwanese students who have been studying Japanese until now will 
not only convey their opinions through interaction, but also teach the language using the 
language they have learned. The student teacher may encounter difficulties in their teaching, 
but this will help them relate to the students’ experience and in effect promote further 
learning. 
Keywords: Japanese education, Online exchange, Student teacher, Learning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hikaru.hiratalist@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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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おける学びの場の促進に

関する一試案 

―オンライン英語レッスンでの「学生先生」の

効果について― 

要旨 
2020年のコロナウイルスの拡大以降、教育の現場では簡単に世界とつながるこ

とのできる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うことが主流となってきている。日本語教育の分

野でも、日本と海外をつなげることでお互いの文化や価値観を知ろうという取り

組みはあらゆる場所で行われている。しかし、ただオンライン交流を行うだけで

は、交流に参加した学生や生徒も「楽しかった」という感想だけで完結してしま

い、教育という場が提供すべき「学び」という点までたどり着くことが難しいと

考える。本論では、日本語教育を受けている台湾人学生と日本のアフタースクー

ルに通う小学生をオンライン上でつなげ、台湾人学生が日本語を使いながら英語

や中国語を日本の小学生に教えるという試みを報告する。「学生先生」という試

みを行うことにより、これまで学習する側だった台湾人学生が自分の学んだ言語

を使って、交流という意味で自分の意見を伝えるだけでなく、言語を教える、と

言う経験を積むことにより、相手に伝えることや教えることの難しさを実感する

ことと同時に、学びを促進できることを提案する。

キーワード：日本語教育 オンライン交流 学生先生 学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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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はじめに 
 オンライン交流の実施が珍しいものではなくなってきた昨今、日本語教育の分

野においても、言語学習の一環としてオンライン交流を取り入れている。これま

で本学（台北城市科技大学）学生も、日本の大学や高校とオンライン上でつなが

る国際交流の機会に参加してきた。交流の流れは事前にテーマを設け、そのテー

マについてお互いに日本語で意見交換をしたり、お互いの文化や価値観の違いに

ついて議論したりするというものであった。交流会終了後に学生から感想を聞く

と「楽しかった」「もっと交流したかった」という振り返りがある一方で、交流

会を企画した教師としては、交流会の良かった点しか見えず、本来の教育の目的

であるべき「学び」を提供できていない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た。 

日本語による異文化交流活動の有用性について、山内はオンライン交流後のア

ンケート調査をもとに「言葉が通じにくい状況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を行うこと

が珍しい経験であることが推察され、その分、何とか理解しよう/伝えようと工

夫せざるを得ない状況を経験することの学習効果は高い」（山内 2014：271）

と述べている。つまり、オンライン交流が与える学習効果が高いことを理解した

上で、学習効果と同時に学びの場を提供するために、オンライン交流の質を上げ

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オンライン会話練習の試みについては、「「多方向学び」から「教師としての

視点」を身に付けるとともに、その視点により、授業の改善策を「提案」できる

力をつけた」（坂本ほか 2021：149-150）という報告からも考えられるように、

ただテーマを設けるだけではなく、学生にタスクを与えることで、交流に参加す

る学生が身に付けられるものは単に言語能力だけ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考えら

れる。 

これらのことを踏まえた上で、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ツールとして世界でよく使

われている英語と本学の台湾人学生が学んでいる日本語を使ってオンライン交流

を行うことを考えた。またタスクを与えるために、英語を母語としない台湾人学

生が日本の小学生に英語を指導するという試みを実施することにした。日本語と

英語を用いた交流の教育効果について Hagley は、日英二重言語によるオンライ

ン語学学習交流（Dual Language Virtual Exchange DLVE）を行った上で、その効果

について“…, but it has the opportunity to improve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ld 
they live in and become more global in outlook”（Hagley 2016：29）と述べている。

多言語を用いた交流がもたらす効果とともに、その効果が国際的な視野を広げる

だけに留まらず、更に学生の学びを促進できると考え、今回のオンライン交流を

行った。 

 

 

2.実施概要 
 このオンライン交流は、台北城市科技大学の応用外国語学科に所属する 2年生

2名と 4年生 3名、そして日本側は福岡県にあるアフタースクール、キッズガリ

レオ原校に通う小学 1年生から 6年生 14名をオンライン上でつなげ、日本語を

使って台湾人学生がオンライン英語レッスンを行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本学学生

の 2年生は英語専攻、そして 4年生は日本語専攻である。今回の交流会の実施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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あたり、キッズガリレオ原校の教師は以下の 2点を目的としていると述べてい

る。 

 

（1）インプットだけではなくアウトプットの場として英語を話せるという楽

しさを実感してもらうため。英語を話せる、英語が伝わるという自信をつけて

もらうため。 

（2）普段関わる友達や先生だけではなく、海外の人との関わりの場を作るた

め。 

 

日本側は対象が児童と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ずは英語が伝わるということと、海

外の人と接するという新しい体験をすることに重点を置いている。一方、台湾側

は、学生にタスクを与えることで、日本語で英語を教えるという新しい体験をす

ると同時に、伝えることから教えることへとシフトすることで新たな学びの場を

提供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る。 

 

2.1.事前準備 
 交流会の実施にあたり、本学学生とは 3回の事前打ち合わせを行い、日本側と

は常時やりとりを行うことに加えて、2回の事前打ち合わせを行った。 

 

＜台湾側＞ 

（1）第 1回打ち合わせ 

日時：2021年 10月 6日（水）午前 12時～午後 1時 

内容：交流会の全体の流れ、例文と授業で使うパワーポイントの準備、簡単な

中国語レッスンの準備 

（2）第 2回打ち合わせ 

日時：2021年 10月 6日（水）午後 3時～午後 5時 

内容：導入で使う音楽の検討、例文の準備、簡単な中国語レッスンの準備 

（3）第 3回最終打ち合わせ 

日時：2021年 10月 12日（火）午前 12時～午後 1時 

内容：役割分担の確認、全体の流れの最終確認 

教師が与えた情報は、日本側の児童の既習文型のみで、授業の計画は学生たち

で考えるように促した。打ち合わせの中では、児童がどのような反応をするかを

考えながら学生を児童として見立て、ロールプレイをしながら交流会本番のリハ

ーサルを行っていた。これまで日本の小学生との交流がなか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

り、児童の英語のレベルだけでなく、日本語の反応や雰囲気を想像するのにかな

り苦労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った。 

 

＜日本側＞ 

（1）第 1回打ち合わせ 

日時：2021年 9月 19日（日）（Zoom） 

内容：オンライン交流会の実施概要について 

（2）第 2回打ち合わせ（Microsoft Te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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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時：2021年 10月 5日（火）午後 4時～午後 4時 30分 

内容：Microsoft Teams の接続確認、当日の学生と児童の配置について 

事前提供事項：既習文型、児童の名前およびクラスの雰囲気 

 

 事前に児童の英語の既習文型を提供してもらい、児童が習ったことを使える場

を提供できるような交流を計画した。また、本学学生の英語と日本語のレベルを

伝えることにより、英語と日本語の両方を使って会話練習ができることを伝え

た。 

日本側の事前準備としては、児童にオンライン交流当日に扱う文を全てワーク

シートに記入させ、練習させたようだ。またオンラインでの授業が初めてだった

ため、最初の時点で全体の流れを教室にあるホワイトボードに書き、流れを説明

し、パソコンの前で発表する練習も行ったという報告を受けている。 

 

2.2.活動の実際 
 台湾側も日本語側も事前準備と指導を行った上で今回の交流を実施した。実施

内容は以下のようである。 
 

日時：2021 年 10 月 13 日（水）日本時間午後 5 時 20 分～午後 5 時 50 分 

（台湾時間午後 4 時 20 分～午後 4 時 50 分） 

使用オンライン会議システム：Microsoft Teams 
参加者：台湾側（2年生 2名、4年生 3名、教師 3名） 

    日本側（小学 1～6年生の児童 14名、教師 2名） 

活動の流れ：以下の表を参照 

 

表 1 活動の流れ  

※「時間」の括弧内が台湾時間、「項目」の 括弧内が所要時間 

時間 項目 詳細 

17:15- 

(16:15-) 

Teams 接続 

（接続確

認） 

Microsoft Teams の音声、画面確認 

（英語の音楽を流すことで雰囲気を

作る） 

17:20- 

(16:20-) 

はじめに

(2) 

教師からのあいさつ 

 

自己紹介

(8) 
英語と日本語で自己紹介 

英語・中国

語レッスン

（18） 

詳細は表 2を参照 

おわりに

(2) 
教師からのあいさつ 

表 2 英語と中国語のレッス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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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のレッスン：例文を使って説明しながら Q＆Aを行う。 

文型 質問 
What's your favorite (            )? 
→I like (            ). 

What’s your favorite fruits?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How many (                 ) do you 
have? 
→I have (                   ). 

How many books do you have？ 
How many sisters and brothers do you have？ 

Do you like (              )? 
→Yes, I do. No, I don't. 

Do you like cats? 
Do you like smartphones?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                 )or (                   )? 
→I like (             ) better.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candy or cookies?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juice or milk? 
Which do you like better, soy sauce or 
mayonnaise? 

中国語のレッスン：日本語で単語の意味を説明しながらリピートさせる。 

単語 
数字（1、2、3）、你好、謝謝、不客氣、再見 

※時間の都合上、実施できなかった項目あり。 
 
 
 
 
 
 

 
 
 

図 1 パワーポイントを使用した英語レッスン 
 

 
 
 
 
  
 
 
 
図 2 児童に質問する様子①      図 3 児童に質問する様子② 

                     （後ろは見学の学生） 

2.3.事後の振り返り 
 活動を終え、参加者にアンケートを実施した。台湾側は活動に参加した学生、

そして日本側は活動をした教師にアンケートに答えてもらった。参加学生のアン

ケート結果から、自分の母語以外の言葉で、言語を教える難しさを実感したこと

がよくわかる。同時に、台湾人学生にとって外国語である日本語を使ってコミュ

ニケーションをする、授業をすることに楽しさも感じることができたよう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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も興味深い点は、「教える」という点について次回の改善点として、事前準備を

さらに行い、自分自身の言語能力も向上させる必要があると振り返っている点で

ある。（参考資料 1） 

 また日本側に行ったアンケートの中から以下 2点を抜粋し、振り返りを行う。 

  

（1）児童の活動に対する様子(普段の授業の時との違いなど) 

普段は自分たちで会話文を練習し、ポイントを貯めていくシステムのため、普

段より静かでおとなしかった。比較的全生徒緊張していた。緊張が解けると積

極的に手を挙げる生徒も出てきた。 

 

（2）オンライン活動を行った後の児童の変化 

・またオンライン授業を行いたいとの声が多い。また、授業後に保護者に報告

を行い、保護者の方からも好評であった。家でもこの授業の話をしたとのお声

が多かった。 

・オンライン授業後も台湾の方から教わった言葉を繰り返し発音していて、言

語の学習に意欲的でした。 

 

以上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から教師という視点から学生と児童への影響を考える

と、「言語の学習に意欲的」になるという効果が得られることが分かる。授業を

計画した台湾人学生も受ける側がどのような反応をするかを考えながら進めてい

か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れだけにとどまらず、相手から予想外の反応があっても

柔軟に対応する力が求められる。つまり、日本語が流暢に話せるようになるだけ

ではなく、自分の母語以外を使ってどのような順序で相手に伝え、教えるかとい

うステップを考えることで、外国語学習から多くの学びを得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言

えるだろう。 

3.考察 
 今回のオンライン交流における「学生先生」という企画は、学生がより自分で

学ぶという姿勢を身に付けられるような学びの場を提供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してい

た。事前準備の段階では、学生が相手の反応を想像しながら、外国語である日本

語、そして英語を使って伝えるということを意識しながら計画を作っていた。こ

の時点でまず、一つの学びが生まれていると言える。これまで行ってきた一つの

テーマについて話すという、自分の考えだけを述べるものとは異なり、相手を意

識するというもう一段階上のことを考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そして、活動の実際

と振り返りからは、自分が計画したものが実際にやってみると思い通りにはいか

ない、という歯がゆさを感じると同時に、面白さを実感することで、次回、自分

がどのような工夫をすればより相手に伝わるか、そして教えられるかを考えるこ

とができたと言える。また、教師という視点から考えると、「学生先生」を企画

する側も、またそれを受ける側も、普段の言語の授業では教えることのできない

言葉の教育を越えたものを提供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と言え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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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今後の課題と提案 
 オンラインで行ったということもあり、日本側からのアンケートでマイクの音

量や声の小ささ、Wi-Fi 環境の不具合などが生じたことにより、日本側の児童に

日本語や英語が伝わりにくいことがあったというご意見をいただいた。この点は

次回の改善点である。また、「学生先生」を行うにあたり、学生からのアンケー

トでもあったように事前準備をより念入りに行う必要があるだろう。今回のよう

に、「学生先生」が 4名と受ける児童が 14名という大人数で行うのではなく、

次回は、一対一の授業を行うことも検討している。一対一にすることによって、

より緊張感が生まれることも想定できるが、すぐにレスポンスが返ってくるの

で、会話練習や言語教育という点ではより効果が得られるのではないかと考え

る。  

 今回行った、台湾人学生が日本語でオンライン英語レッスンを行うという交流

のように、単なる交流ではなく、自分たちで考え、組み立て、実施し、振り返り

を行うというサイクルができるオンライン交流が今後の日本語教育、ひいてはオ

ンライン教育全体に求められることだと言える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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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資料 
＜アンケート結果＞ 

1.対象：台湾人学生 5名（未回答 1名）、使用ツール：Google Forms
（1）為什麼想參加這個活動呢？

 好奇，想學習當一日老師的感覺

 覺得很有趣 想要嘗試

 想嘗試自己沒接觸過的領域

 我喜歡跟小朋友互動，而且同時也希望能運用我擅長的領域，帶給小朋友們各

式各樣不同的知識和樂趣。

（2）你認為這個活動中最困難的是什麼呢？

 表達溝通吧！

 與小朋友直接授課很緊張

 用適當難度的英語來教學和吸引對方的注意

 雖然我也會講英文，但是我英文跟日文比起來差太多了，在教小朋友講英文的

時候，當下腦袋裡根本就轉不過來，但還好是教一些很簡單的英文。

（3）這個活動中最有趣的部分是什麼呢？

 能用外語和別人溝通

 他們反應都很可愛

 由自己發問的東西對方能夠好好地回答跟運用

 我平常講中文沒什麼特別的感覺，但是在教小朋友講中文的時候，才發現日本

小孩講中文的時候，真的很可愛，雖然他們可能不太理解那句中文是什麼意思，

但我覺得這就是這個活動中最有趣的地方。

（4）平時上語言課程的時候和自己在教學的時候感覺上有什麼樣的變化嗎？

 比較開心

 感受到老師教學的困難

 教學時要多思考對方是否有理解到課程的內容並加以修正自己的方法

 學習時只需要顧慮自己是否聽懂

 日本人講中文，就跟我們講日文一樣，雖然平常習慣講母語，但慢慢的就會發

現，這其實就是語感上的差異，我就覺得日本人講英文、中文很可愛呢！

（5）下次也想參加這個活動嗎？

 會

 想

 會的

 下次如果還有這個活動的話，一定會參加的啊！

（6）下次還想參加的話會想在什麼地方下功夫呢？

 文法上還有臺風

 希望自己語言能更好點

 事前準備要再充足一點 對方是小學生的話就要花更多心思讓他們能有充分學

習到

 我覺得可以從我會的語言下手，我會講一點印尼文，我覺得可以用英文、日文、

中文，然後再穿插一點印尼文，這樣跟小朋友互動起來也會非常有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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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対象：日本人教師 2名（キッズガリレオ原校） 

（1）この活動を行った目的 

 インプットだけではなくアウトプットの場として英語を話せるという楽しさ

を実感してもらうため。英語を話せる、英語が伝わるという自信をつけても

らうため。 

 普段関わる友達や先生だけではなく、海外の人との関わりの場を作るため。 

（2）オンラインで行うにあたり、事前準備で配慮した点(児童への事前指導な

ど) 

 導入として、今まで習った文、また事前に台湾側と打ち合わせをし、授業で

使う文を全てワークシートに記入し、生徒に全て練習させた。また、オンラ

インでの授業が初めてだったため、最初の時点で流れを教室内のホワイトボ

ードに記載して流れを説明した。パソコンの前で発表する際の練習も行った。 

（3）児童の活動に対する様子(普段の授業の時との違いなど) 

 普段は自分たちで会話文を練習し、ポイントを貯めていくシステムのため、

普段より静かでおとなしかった。比較的全生徒緊張していた。緊張が解ける

と積極的に手を挙げる生徒も出てきた。 

（4）オンライン活動を行った後の児童の変化 

 またオンライン授業を行いたいとの声が多い。また、授業後に保護者に報告

を行い、保護者の方からも好評であった。家でもこの授業の話をしたとのお

声が多かった。 

 オンライン授業後も台湾の方から教わった言葉を繰り返し発問していて、言

語の学習に意欲的でした。 

（5）台湾人学生が英語の先生をするという試みついて 

 新しい挑戦で非常に感心した。英語の先生も様々な職種があると思うので

（英会話の先生だったり、塾の先生、学校の先生だったり）どのような指導

方法がいいのかなど、様々な授業形式を試していくのもいいかもしれない。 

 新しい取り組みでいいと思いました。普段とは違う「海外と繋いで授業をす

る」という事に特別感があって、生徒たちのモチベーションも上がっていた

と思います。 

（6）今後の提案や改善点について 

 オンライン授業の際は声の聞きづらさが一番の課題だったと思う。その点が

より改善すれば、前回の授業より質の良い授業ができると思う。 

 音声や Wi-Fi 関係がスムーズに進めるようになったらいいと思いま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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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人工智慧於台股個股投資策略之研究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Investment 
Strategies of Taiwan Stocks 

趙延丁 1、李凱立 2、吳政儒 3、丁子倫 4、徐  仲 5、曹哲瑋 6、許子銜 

摘 要
本研究即是利用人工智慧方法，結合 RSI 與 MACD 指標，以發展最佳投資規則，

並據此分別處理買進、賣出之推論；為符合市場交易之多變性與對投資環境之適應

性，將透過多元回歸分析模型以期能增進投資績效。本研究以台北股市三家公司之

2015 至現在的股市交易資料進行測試，藉由實證結果來驗證模型對股價趨勢與股價

預測的實際成效，進而協助投資人對股票投資的決策。

關鍵詞：多元回歸分析、RSI、MACD 
Abstract 

 This study, as a result, proposes an approach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integrating 
RSI and MACD to achieve the optimization of trading rules. Since the trading rules vary 
with time, it cannot be always fit to use. Therefore, to meet the changes in the trading market 
and the adaptability to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model is 
applied to be effectively determined to raise the profitability. This study uses empirical 
results to verify the actual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on stock price trends and share price 
predictions based on the stock market trading data of three companies in the Taipei stock 
market from 2015 to the present, and then assists investors in making stock investment 
decisions. 
Keywords: Harbour Bureaus, Innovation Management, Innovation Index  

1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副教授、ytchao@tpcu.edu.tw 
2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40751134@ tpcu.edu.tw 
3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 40751134@ tpcu.edu.tw 
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40751141@ tpcu.edu.tw 
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40751147@ tpcu.edu.tw 
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40751161@ tpcu.edu.tw 
7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資管系、大學部學生、s40751162@ tp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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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勞保基金連年虧損，加上新冠肺炎衝擊全球，截至 109 年 3 月底，整體勞動基

金評價後收益數為-4712.5 億元[1]。台灣低薪世代，六成民眾月薪不到 5 萬元。依照

主計處統計，台灣薪資中位數只有 4 萬兩千多元，扣掉食衣住行的花費，每個月能存

的錢真的很少[2]。所以投資理財是現代人不可忽略的事情，大部分人目前常用的理

財管道不外乎銀行定存、投資股票、外匯交易、購買國內外基金、購買儲蓄型保險…

等。但是任何的理財管道沒有絕對優劣，在高獲利的同時也伴隨著等價的風險。以大

多數人最常使用的銀行定存與儲蓄險來看，其最大的差別在於儲蓄險未滿期解約恐

會損失本金，銀行定存隨時解約僅就利息打折，不會有損失本金的風險，大多數人也

會用股票、基金的投資來累積財富，時下年輕人一般會以投資股票為投資理財的首

選。

109 年底統計，台灣上市股票 948 家、上櫃股票 782 家，如表 1-1 所示[3]，如何

在這接近 1800 檔的股票中找到可以投資且能及時獲利的標的，是每一位投資人最希

望做到的事。於是，很多人花錢參加坊間的投顧公司成為會員，跟隨著投顧老師的指

示買賣股票，是否真的能獲利賺錢？有些人研究產業基本面、公司現況及技術分析的

各種指標來協助選股但是曠日費時。

表 1-1 歷年上市、上櫃公司家數 
年度 

 家數 105 106 107 108 109 

上市 892 907 928 942 948 
上櫃 732 744 766 775 782 

傳統交易市場充滿各種的情緒，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令人著迷，而程式交易的優

勢為「絕對理性」。在交易中，人性是難以抹滅的，貪婪、恐懼、沉迷、擔憂，這些

都是阻礙穩定交易的因素，如若現今有一個正報酬的交易模型，只要長期且穩定的交

易，再將分險控制在可接受範圍之內，就能創造屬於自己的交易事業。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縮寫為 AI）亦稱機器智慧，指由人製造出來的

機器所表現出來的智慧。通常人工智慧是指透過透過醫學、神經科學、機器人學及統

計學等的發展，以普通電腦程式來呈現人類智慧的技術[4]。人工智慧已經成為一個

籠統的專業術語，概指能執行複雜任務的應用程式，這些複雜任務需要人力執行一些

程序才能完成，例如：商業服務的與顧客線上溝通、休閒活動中的兩人對弈。一些常

與 AI 相通用的名詞，包括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也往往讓人分不清楚，實際上兩者

是有區別的，機器學習著重於建立能從資料中學習，或透過所存取的資料提高績效的

系統。其中一項重要的區別是：雖然所有機器學習都屬於 AI，但並非所有 AI 都是

機器學習[5]。 
隨著人工智慧的高速發展，許多技術日漸成熟，並且被廣泛應用於許多領域中，

許多公司都投入大筆資金從事 AI 領域的研發或技術導入，提升既有企業的服務品質

提升公司競爭力。在股市投資上面臨著投資標的物選擇的困難，礙於現代人除了股票

投資外還有固定工作還有很多私事需要處理，因此，如何能夠將選股花費時間縮短，

同時又能選出理想的投資標的，是本次專題研究的目標，所以本組決定以 Python 語

言為核心，撰寫一個以 AI 輔助選股的決策系統，讓投資人能輕鬆利用本專題撰寫的

軟體，輕鬆在茫茫股海中找到可以投資的股票，並在指標出現的買點買進，在賣點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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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出現時賣出股票，期使能在最短時間內獲取收益。

本專題研究是以 Python 語言撰寫一個 AI 輔助選股的決策系統，讓投資人能輕

鬆利用本專題撰寫的軟體投資股市並獲利。由於影響股價漲跌的因素眾多，無法將所

有因素全部都納入本專題範圍中，將研究範圍縮小在技術分析的各項指標中，經過網

路上搜尋發現相關技術指標有 150 幾種，但是大家常用的指標大概就是 K 線、均量、

KD、RSI、MACD、威廉指標等，此次研究本組決定以 RSI 及 MACD 兩指標，作為

預測股價漲跌的因素來撰寫 AI 程式。 
首先瞭解 RSI、MACD 等技術指標的定義及判斷漲跌的規則；再運用爬蟲程式

到 Yahoo 奇摩網站搜尋某一支股票最近 5 年每天的開盤、最高、最低、成交量、收

盤價及還原權值收盤價歷史資料。接著，以還原權值收盤價計算 5 日 RSI、20 日 RSI、
60 日 RSI 及 MACD 等 4 個技術指標。再來，以上述裡史資料中 4 個指標當作輸入變

數，以還原權值收盤價當輸出變數，作為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的訓練資料。最後，繪製

成圖表進行分析以確認本研究結果的效益。本研究期望能提供投資者正確資訊，作為

投資交易的依據，成為一實用的選股輔助決策系統。

本專題研究的執行，期使達到以下個目的：

1. 學習台灣股票市場的股票買賣機制。

2. 學習常用技術指標的涵義與使用時機。

3. 學習網路爬蟲技巧。

4. 學習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機器學習技巧。

5. 完成 AI 輔助選股輔助決策系統的製作。

貳、文獻回顧
網路爬蟲（web crawler），也叫網路蜘蛛（spider），是一種用來自動瀏覽全球資

訊網的網路機器人。其目的一般為編纂網路索引。網路搜尋引擎等站點通過爬蟲軟體

更新自身的網站內容或其對其他網站的索引。網路爬蟲可以將自己所存取的頁面儲

存下來，以便搜尋引擎事後生成索引供使用者搜尋。爬蟲存取網站的過程會消耗目標

系統資源。不少網路系統並不默許爬蟲工作。因此在存取大量頁面時，爬蟲需要考慮

到規劃、負載，還需要講「禮貌」。 不願意被爬蟲存取、被爬蟲主人知曉的公開站點

可以使用 robots.txt 檔案之類的方法避免存取。這個檔案可以要求機器人只對網站的

一部分進行索引，或完全不作處理[6]。 
網際網路的資源卷帙浩繁，這也意味著網路爬蟲只能在一定時間內下載有限數

量的網頁，因此它需要衡量優先順序的下載方式。有時候網頁出現、更新和消失的速

度很快，也就是說網路爬蟲下載的網頁在幾秒後就已經被修改或甚至刪除了。這些都

是網路爬蟲設計師們所面臨的兩個問題。再者，伺服器端軟體所生成的統一資源位址

數量龐大，以致網路爬蟲難免也會採集到重複的內容。根據超文字傳輸協定，無盡組

合的參數所返回的頁面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確實傳回正確的內容。例如：數張快照陳

列室的網站，可能通過幾個參數，讓使用者選擇相關快照：其一是通過四種方法對快

照排序，其二是關於快照解析度的的三種選擇，其三是兩種檔案格式，另加一個使用

者可否提供內容的選擇，這樣對於同樣的結果會有 48 種（4*3*2）不同的統一資源位

址與其關聯。這種數學組合替網路爬蟲造成了麻煩，因為它們必須越過這些無關指令

碼變化的組合，尋找不重複的內容[7]。 
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Moving Average Convergence / Divergence, MACD）

中國大陸稱為指數平滑移動平均線，港澳稱為指數平滑異同移動平均線是股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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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種常見的技術分析工具，由 Gerald Appel 於 1970 年代提出，用於研判股票價格

變化的強度、方向、能量，以及趨勢周期，找出股價支撐與壓力，以便把握股票買進

和賣出的時機。MACD 指標由一組曲線與圖形組成，通過收盤時股價或指數的快變

及慢變的指數移動平均值（EMA）之間的差計算出來。「快」指更短時段的 EMA，

而「慢」則指較長時段的 EMA，最常用的是 12 及 26 日 EMA[8]。 
相對強弱指數（Relative Strength Index，RSI）是在 1978 年 6 月由美國機械工程

師威列斯·威爾德（Welles Wilder JR.）提出的技術分析方法，發表在美國《Commodities》
雜誌中（現為《Futures》雜誌），並收錄於同年推出的《New Concepts in Technical Trading 
Systems》書中。相比起其他分析工具，RSI 是其中一種較容易向大眾傳譯的計量工

具，故剛推出便大受歡迎[9]。RSI 是一個藉由比較價格升降運動，以表達價格強度的

技術分析工具；它是以動量為基礎的振盪指標，用來測量價格動向的快慢(速度)和變

化(幅度)。以 RSI 之高低來決定買賣時機是根據漲久必跌，跌久必漲之原則。以 RSI
作為買賣研判時，通常會設定區域界線。RSI 是可看出股價相對強弱的一個指標，是

以某段時間該股票的股價平均漲幅與平均跌幅所計算出來的數值。RSI 的範圍一定

在 0-100 之間，RSI 越大代表過去『漲的機率』越大，RSI 越小代表過去『跌的機

率』越大， RSI 的中間值 50 代表漲和跌的機率是一樣的。常常會看到不同週期的 
RSI 通常短週期的 RSI 值變動比較大（或說靈敏），長週期的 RSI 值變動比較小（或

說遲鈍）。當『短週期的 RSI』向上突破『長週期的 RSI』，是黃金交叉代表上漲力道

夠，是買進的訊號，一般稱為『黃金交叉』；當『短週期的 RSI』向下跌破『長週期

的 RSI』，是死亡交叉代表下跌力道強，是賣出的訊號，一般稱為『死亡交叉』。 
人工智慧的技術發展，最早可以從 1950 年第一代以機率統計的 rule base 演算法

開始，可以大略歸納出推動 AI 技術發展的三大因素，分別為運算能力、演算法及資

料儲存成本。而軟體產業受益於開源文化的興盛，讓產學研相關研究人員能參與演算

法與開源專案的實作，近十年的開源專案不斷日新更迭，許多熱門的大數據管理架構

或是深度學習框架與預訓練模型及資料集，被諸多公私部門開源使用，讓這十年的深

度學習應用無比精彩[10]。 
人工智慧意指讓機器具備和人類一樣的思考邏輯與行為模式。發展過程包括學

習（大量讀取資訊、並判斷何時使用該資訊）、感知、推理（利用已知資訊做出結論）、

自我校正，以及如何操縱或移動物品。人工智慧發展的領域包括但不限於：語音識別

（Speech Recognition）、電腦視覺 （Computer Vision）與專家系統（Expert Systems）。 
知識工程（Knowledge Enginnering）是過去人工智慧研究的核心部位。人工智慧

發展的第一步，必須是讓機器大量的讀取資料，並讓機器能夠判斷物件、進行歸類統

整，並能判斷資料間的關聯度。知識工程的發展讓機器能具備專業知識，但另一方面，

讓機器擁有常識、推論思考並解決問體卻相對困難。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 是近代人工智慧發展的另一個核心，可分成監督

學習（Supervised Learning）與非監督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其核心概念在

於數據分析，在當前資訊科學領域的一大分支。透過機器學習，人工智慧可處理的問

題分為「歸類問題」及「迴歸問題」。歸類問題可將輸入的數據區隔為不同類別，例

如：垃圾信件過濾程式。迴歸問題則會從輸入的資料庫中找出規律，利用迴歸分析發

展出相對應的方程式，藉此做出準確的輸出，也就是所謂的預測。[11] 
回歸分析是一種預測建模技術，它可以被用來研究因變數（目標）和自變數（預

測）之間的關係，常見於預測建模、時間序列建模和查找變數間關係等應用。在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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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活動中，經常會遇到某一市場的發展和變化取決於幾個影響因素的情況，而且這

幾個影響因素難以區別其影響程度，或是可以區分其影響程度之差異但不能略去不

計其作用。例如：某一商品的銷售量影響因素為人口增長變化有關，也與產品價格變

化有關時，就需要採用多變數回歸分析預測法[12]。 
多元迴歸分析用於探討多個預測變數及一個依變數之間的關係，是探討自變數

(x)與依變數(y)之間的關聯性，並建立出迴歸模型，藉此預測研究者感興趣的變數(y)。
以上述探討商品的銷售量為例，人口及產品價格就是自變數(x1,x2)，而銷售量就是依

變數(y)。其多元回歸方程式為：

y = a + 𝑏𝑏1x1 + b2x2 (1) 
其中

b1、b2 為迴歸係數，表示 x1、x2 對 y 的預測影響程度 
参、系統實作

本專題是使用 Python 程式語言及套件撰寫程式，Python 是一種廣泛使用的直譯

式、進階和通用的程式語言，Python 支援多種程式設計範式，包括函數式、指令式、

結構化、物件導向和反射式程式。Python 的設計哲學強調代碼的可讀性和簡潔的語

法，尤其是使用空格縮排劃分代碼塊。相比於 C 或 Java，Python 讓開發者能夠用更

少的代碼表達想法。不管是小型還是大型程式，該語言都試圖讓程式的結構清晰明

瞭。

本專題使用 windows 10 作業系統之個人電腦，安裝 Anaconda 軟體套件管理系

統建置 Python 開發環境，如圖 3-1 所示。 

圖 3-1 Anaconda Enterprise 的架構 
本專題將整個系統區分為以下幾種模型，各模型流程圖如圖 3-2 所示。分別對股

票股價進行分析與預測，對多支股票進行不同模型分析與預測，探討各模型所呈現的

特性並比較其優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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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收盤價回歸分析模型

收盤價回歸分析模型是以個股每日收盤價所形成股票股價漲跌趨勢，來預測未

來某一時間區間股價走勢。

(2)5 日 RSI、20 日 RSI 多元回歸分析模型

此模型是以 5 日 RSI、20 日 RSI 作為自變數，以股價作為因變數，以多元回歸

分析模型對股價漲跌進行趨勢的預測。

(3)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多元回歸分析模型

此模型是以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作為自變數，以股價作為因變數，

以多元回歸分析模型對股價漲跌進行趨勢的預測。

(4)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多元回歸分析模型

此模型是以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作為自變數，以股價作為

因變數，以多元回歸分析模型對股價漲跌進行趨勢的預測。

圖 3-2 股價趨勢預測模型圖流程圖 
建立股價趨勢預測模型的第一步，是藉由網路爬蟲程式到 Yahoo 奇摩網站，讀

取指定股票在某一個指定時間開始到前一日的每日交易資料，其資料內容包括 Open、
High、Low、Close、Volumn 及 Adj Close 等資料欄位名稱，分別表示當日股票的開

盤價、最高價、最低價、收盤價、成交量及調整後股價(調整後的收盤價是對所有適

用的分紅和股息分配進行調整後的收盤價)等。以下為以網路爬蟲讀取到台積電從

2015 年 1 月 5 日至 2021 年 4 月 27 日的交易資料。

第二步驟我們要計算股票的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等指標，

其中 5 日 RSI 其變化受前五日的股價所影響，相對走勢反映較為快速，如圖 3-3 所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38



 

 
 

示。而 20 日 RSI 其變化受前二十日的股價所影響，相對走勢反映較為緩慢，如圖 3-
4 所示。而 60 日 RSI 其變化受前六十日的股價所影響，相對走勢反映最為緩慢，如

圖 3-5 所示。而 MACD 的變化如圖 3-6 所示。 

 
圖 3-3 台積電股票的 5 日 RSI 變化圖 

 
圖 3-4 台積電股票的 20 日 RSI 變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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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 台積電股票的 60 日 RSI 變化圖 

 
圖 3-6 台積電股票的 MACD 變化圖 

第三步驟則是以多元回歸分析模型進行機器學習，本機器學習分別將前一步驟

所獲得的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等指標作為自變數，以調整後股

價當因變數作為模型的訓練資料，取 80%的訓練資料給模型進行訓練，20%的資料作

為模型適配性(fitting factor)測試；接著以此模型進行股票股價走勢的預測，最後將結

果繪製出圖表。 
肆、實例測試與分 

本專題選取 3 家股票上市公司，自 2015 年 1 月 5 日至今的交易資料為基礎，計

算各項指標後對模型進行訓練，再將模型預測的結果繪製成圖表進行分析。 
一、以台積電為測試對象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Taiwan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簡稱台積電，是

臺灣一家從事晶圓代工的半導體製造廠，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園區，主要廠房則分布於

新竹市、臺中、臺南。2020 年 12 月，台積電為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40



 

 
 

最大成份股，約占台股大盤總市值比重 30%。台積電市值全球十大，晶圓代工全球

排名第一，是世界前三大半導體製造龍頭之一，遠超過韓國的三星集團和美國的英特

爾，被三星視為「亞洲頭號敵人」，是亞洲手機用晶片和車用晶片的最大製造公司，

全球知名的企業很多都是台積電的客戶，如蘋果公司、戴爾、瑞薩電子、德州儀器、

意法半導體、高通、博通、美光、索尼、超微、輝達、特斯拉汽車、聯發科技等知名

國際企業都是台積電的客戶之一[13]。 
1.  5 日 RSI 及 20 日 RSI 為自變數 

在這個模型中我們採用週天期 5 日 RSI 及月天期 20 日 RSI 當作多回歸分析的自

變數，以每日調整後收盤價當因變數。經過 80%歷史資料進行訓練後建立出適合台

積電股票的股票漲跌預測模型，再以歷史資料輸入模型獲得模型輸出的預測值，對兩

者進行分析與比較。其中紅色線為實際股票股假走勢，藍色現為模型預測出的股票股

價走勢。在圖 4-1 中可以明顯發現當股價發生較大轉折時，模型會提前預測出轉折發

生。 

 
圖 4-1 台積電 5 日 RSI 及 20 日 RSI 為自變數預測之結果 

2.  5 日 RSI、20 日 RSI 及 60 日 RSI 為自變數 
在這個模型中我們採用週天期 5 日 RSI、月天期 20 日 RSI 及季天期 60 日 RSI

當作多回歸分析的自變數，以每日調整後收盤價當因變數。經過 80%歷史資料進行

訓練後建立出適合台積電股票的股票漲跌預測模型，再以歷史資料輸入模型獲得模

型輸出的預測值，對兩者進行分析與比較。其中紅色線為實際股票股假走勢，藍色現

為模型預測出的股票股價走勢。在圖 4-2 中可以明顯發現當股價發生較大轉折時，模

型並不會像圖 4-1 會事先做出明顯的預測出轉折發生，但是對股價的預測較接近實

際股價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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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台積電 5 日 RSI、20 日 RSI 及 60 日 RSI 為自變數預測之結果 

3.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為自變數 
在這個模型中我們採用週天期 5 日 RSI、月天期 20 日 RSI 及季天期 60 日 RSI

外，再加上 MACD 指標當作多回歸分析的自變數，以每日調整後收盤價當因變數。

經過 80%歷史資料進行訓練後建立出適合台積電股票的股票漲跌預測模型，再以歷

史資料輸入模型獲得模型輸出的預測值，對兩者進行分析與比較。其中紅色線為實際

股票股假走勢，藍色現為模型預測出的股票股價走勢。在圖 4-3 中可以發現當股價較

能預測到真實股價，但在轉折處預測股價會出現大幅的波動。 

 
圖 4-3 台積電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為自變數預測結果 

伍、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台北股市上市 3 家具知名度公司進行模型可用性的驗證，探討 RSI 與

MACD 指標與股價預測準確性之間的關係，經由對三家公司歷史股價進行訓練與測
試(各項分析結果已詳列於第四章中)後，得到以下的結論：。 
1.以 5 日 RSI、20 日 RSI 為自變數的模型，具有對股價趨勢改變提早預測的能力，尤

其是對股價發生大幅的漲升或下跌時，模型提前反應的表現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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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 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為自變數的模型，具有較佳的股價預測能力，但
對股價發生大幅的漲升或下跌時的事先預測較不明顯。 

3.5 日 RSI、20 日 RSI、60 日 RSI 及 MACD 為自變數的模型，其所預測的股價更接
近於實際的股價走勢。 

4.此模型不論自變數個數的多少都無法對股價處與長期上漲的股票預測出正確的股
價，其原因應是受限於本專題所採用的指標都有變動範圍的限制，所以當股價一
直往某一個方向的時候，會發生指標鈍化的情形，進而造成模型對股價預測的限
制。 
本專題研究提出透過 AI 技術技術指標對股價趨勢與股價的預測，經實際測試確

實已達到部分預期的成果，但是對股票股價的預測仍需要改善。由本次專題發現當模
型自變數較多時，能對股價預測獲得較佳的預測結果。未來應可針對其他技術指標進
行篩選，並適度增加訓練技術指標數量，應可提升股價預測的精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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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漫主題餐廳創業計畫書 
Business Plan of the Anime Theme Restaurant 
唐思佳 1、鄭羽晴 2、潘俊穎 3、房柏翔 4、陳弘鎧 5 

摘要 
現代人喜歡拍照打卡分享，選擇餐廳時餐點除了美味也注重賣相，好拍的裝潢場

景也成為吸引消費者的特色；網美餐廳和主題餐廳成為近年來消費者喜愛的拍照打
卡熱點。同時，動漫也蔚為風潮，熱愛動漫和角色扮演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之前的鬼
滅之刃便印證了動漫的話題性和流行性。本創業團隊擬創立平價的動漫主題餐廳，提
供年輕消費者以動漫為主題設計的餐點和拍照區，期望為熱愛動漫的同好提供聚餐
和交流的最佳場域。 
本創業計畫擬先介紹產品、服務及營運模式，再藉由市場與競爭分析，其中包括

SWOT 分析，針對目標市場擬定涵蓋產品、價格、通路和推廣的 4P 行銷策略，並以
三年的預估損益表作為依據，彙整創業計畫的結論與效益，並為潛在風險做好準備。 
關鍵詞：創業計畫、營運模式、SWOT 分析。 

Abstract 
Modern people love to take photos and then share with friends via check-in on social 

networks.  They choose restaurants not only for taste of food, but also for appearance of 
food.  Great interior decorating and ambiance of restaurants are important features to 
attract consumers.  Therefore, many internet-celebrity restaurants and theme restaurants 
have become popular check-in locations.  In the meanwhile, comic and animation are now 
all the rage as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have deep affection for animation and cosplay.  
The topicality and popularity of animation have been proved by "Demon Slayer".  Thus, 
our team plans to startup an affordable theme restaurant.  This theme restaurant offers 
meals and the photo zone designed on roles and scenes of animation and hopefully will 
become the best place for animation lovers to dine and share ideas together. 

This business plan will introduce its products, services and business model.  Then, 
4Ps marketing strategies（product, price, place and promotion）for the target market will 
be developed based upon analysis of markets and competitors, including   SWOT analysis 
method.  The three-year income statement will also be estimated.  Finally, conclusions, 
effects, and potential risks of this business plan will be discussed.  

Key Words: Business Plan, Business Model, SWO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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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創業背景與機會 

現在喜歡在餐廳拍照打卡的人比以前還要多，尤其是來到了一個特別的地方就

會想要拍照打卡跟朋友分享，甚至是幾個朋友一起自拍，然後上傳順便標註店家。拍

照的時候，不僅僅是餐點，對拍照的場景也有很多的期待或要求，可能會很討厭在拍

照的時候突然有人經過或後面剛好有人，希望可以有空間拍照展現個人特色並被朋

友羨慕討論，這也是近來所謂的網美餐廳和主題餐廳愈來愈多的原因，美美的花牆或

浮誇的盪鞦韆或特殊場景等等，吸引許多愛拍照打卡的消費者。 
此外，近來參加同人展或動漫展的人數持續成長，甚至很多人會角色扮演成自己

喜歡的角色，前陣子熱門動漫鬼滅之刃出了劇場版引起眾多人的瘋狂討論，便印證了

動漫已蔚為年輕人間的風潮。相信熱愛動漫和角色扮演的同好會希望有一起聚餐和

交流的地方，能輕鬆無負擔地享受美味餐點及拍照，並在此討論不同的漫畫或動畫，

甚至是小說和遊戲等等的作品。 
二、創業構想 

本創業團隊構想不僅是為了讓大家只單純的拍照打卡，而是規劃出一個空間讓

顧客好好的拍照，把自己拍得好看上傳到網路上。既然是動漫主題餐廳，當然裝潢都

會跟動漫有關，而且是每三個月更換一次主題。餐點的部分也是一樣，最特別的是會

設計在動漫中出現的料理，讓喜好動漫的消費者品嚐美味的同時也滿足想像力，彷彿

和動漫角色一樣身歷其境。 
剛開幕的時候擬以熱門動漫鬼滅之刃為主題，且為了滿足熱愛動漫的年輕人，所

以餐點價錢都走平價化。考量動漫展等大型活動常會在南港展覽館舉辦，所以計畫在

附近商圈開店。 
貳、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產品與服務內容 
(一)、餐點 

餐點是模仿二次元美食，創意構想出自鬼滅之刃，分別有主食、甜點（和菓子）
以及飲品，也推出套餐。 

主食包括有煉獄在列車剛出發時吃的人生最後一餐，牛肉便當 120 元；炭治郎
修練完後最常享用師傅龍麟煮的食物，雞肉蔬菜火鍋 160 元；主角伊之助等三人在
藤之家休養的晚餐，天婦羅 180 元；和炭治郎從鄉下來到淺草的第一餐，山藥泥烏龍
麵 160 元。示意圖如圖 1 至圖 4。 

                 
圖 1 牛肉便當        圖 2 雞肉蔬菜火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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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天婦羅        圖 4 山藥泥烏龍麵 

甜點（和菓子）都是鬼滅之刃裡面主角會吃的，而且是有造型的各有特色，介紹
如下：炭治郎（巧克力餡）、善逸（百香果餡）、禰豆子（草莓餡）、煉獄杏壽郎（鹽
漬櫻葉餡）和伊之助（紅豆餡），售價皆為 160 元。示意圖分別如圖 5 至圖 9。 

  
圖 5 炭治郎     圖 6 善逸     圖 7 禰豆子

  
圖 8 煉獄杏壽郎      圖 9 伊之助 

飲品則有紅茶 45 元、綠茶 45 元、奶茶 45 元、巧克力牛奶 55 元、紅茶拿鐵 60
元和冰淇淋紅茶 60 元。 

套餐組合有主食、甜點和飲品，較分別單點優惠。甜點可任選和菓子一款，飲品

則是可任選一杯紅茶、綠茶或奶茶，若是想升級飲料則須補差價。套餐以主食的相關

主角取名，分別是煉獄餐（牛肉便當）310 元、龍麟餐（雞肉蔬菜火鍋）350 元、伊

之助餐（天婦羅）370 元和炭治郎餐（山藥泥烏龍麵）350 元，讓消費者好記又增加

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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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食 甜點 飲品 價格 

煉獄餐 牛肉便當 

任選一款 

和菓子 

任選一杯 

紅茶/綠茶/奶茶 

$310 

龍麟餐 雞肉蔬菜火鍋 $350 

伊之助餐 天婦羅 $370 

炭治郎餐 山藥泥烏龍麵 $350 

(二)、實體店面 
餐廳裝潢會以近期熱門動漫為主題作佈置，主打還原動漫場景的氣氛，讓消費

者感覺自己和動漫角色身處在同一個場景。 
開幕初期以鬼滅之刃為主題，所以拍照區的佈景會布置成炭治郎參加最終選拔

的紫藤花場景，而且還會提供道具拍照，示意圖如圖 10。鬼滅之刃最常出現的道具

就是刀，所以餐廳內提供各主要角色的刀作為拍照道具，讓消費者化身為各角色，

在紫藤花場景中拍照留念，留下難忘的回憶，示意圖如圖 11。 

  
圖 10 拍照區紫藤花場景    圖 11 拍照區道具 

二、 營運模式 
企業進行商業行為以創造利潤的作法，通常被稱為「營運模式」、「經營模式」

或是「商 業模式」(business model)。Linder and Cantrell（2000）認為營運模式是企業

創造商業價值的核心活動。Afuah and Tucci（2003）則描述營運模式是企業依據經營

宗旨、運用企業資源，提供比競爭者更好的價值給顧客，並藉此獲利的方法。

Osterwalder et al.（2005）指出，營運模式就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

值的手段與方法。綜上所述，營運模式決定了一家企業創造顧客價值的邏輯思維，是

企業如何投入資源轉換為產品與服務以獲利的模式。本計畫擬投入的資源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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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 
職稱 人數 服務內容 

店經理 1 
櫃台收銀、管理財務、接聽預約電話、

商品進貨入庫、銷售管理及庫存管理 

服務生 3 
點餐、送餐、製作飲料、聯繫內外場、 

維持店面環境整潔 

廚師、餐廚助手 2 廚房烹飪、管理食材、清潔廚房 

(二)、空間配置 

空間的部分預計是 70 坪，包廂區主要會有 5 個，裡面可以容納 4 到 6 個人，

座位區有 4 人座共 12 桌。拍照區在一進門右手邊最顯眼的位置，會有充分的空間

讓消費者盡情拍照。70 坪的空間，廚房預計約 20 坪，在廚房和拍照區的中間則會

設置放食材和放雜物的倉庫。餐廳空間配置圖如圖 12。 
 

 
圖 12 空間配置圖 

(三)、設備 

除了餐廳基本必備的餐桌和椅子，還包括了收銀機、電話、印表機、電腦，還有

保險庫和店外招牌，其他的設備大多都是在廚房可以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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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廳設備 

電話 餐桌椅 冰箱 收銀機 

截油槽 保險庫 油炸爐 冷藏庫 

炸爐煙罩  二門冷凍冰箱 四門冷凍冰箱  和菓子製作台 

中央空調 過濾器 包廂桌椅 烤爐煙罩 

配料台 製作台 店外招牌 烤爐 

印表機 電腦   

參、市場與競爭分析 
一、市場特性與規模 

現在的消費者對於餐點的創意和裝潢氛圍越來越講究，尤其近年來因社群媒體
發達，人們喜愛拍照打卡分享，所謂的網美餐廳和主題餐廳盛行，成為餐飲業的主要
趨勢。本主題餐廳開設位置位於台北市南港區研究路一段，附近人口密集，有南港展
覽館、育成高級中學、南港高工職業學校，許多各式各樣的餐廳也在附近聚集，如經
貿二路中式料理店、南港路日式居酒屋等，但是缺乏網美和主題餐廳。 

考量南港展覽館具常舉辦動漫展覽的優勢，因為參觀動漫展和同人展的年輕人
很多，且附近有年輕人聚集的學校，加上該商圈無網美餐廳和主題餐廳性質的競爭
者，故擬於此商圈創立有關動漫的主題餐廳。為進一步了解競爭者現況，本創業團隊
以台北市動畫或網美性質的幾家代表性主題餐廳為例作分析，分別是安利美特咖啡、
嚕嚕米主題餐廳和無聊咖啡，其商標和餐廳外觀如圖 13。 

 

 
圖 13 競爭者商標及餐廳外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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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價格、用餐時間、成名特色等等，以動漫為訴求的尋漫主題餐廳（本餐廳）

和競爭者的分析如下： 
 尋漫(本店) 安利美特咖啡 嚕嚕米餐廳 無聊咖啡 

餐點 $120~$180 無 $160~$420 $130~$320 
飲品 $45~$60 $150 $120~$200 $100~$210 
甜點 $160 $170 $160~$420 $90~$175 

消費水準 中低 中 高 高 
用餐時間 無限制 50min 1.5hr 2hr 

特色 
動漫主題餐廳，

餐點和拍照區以

動漫為特色 

動畫、遊戲作

品為題材的主

題咖啡廳 

餐點好吃、環

境舒適，有嚕

嚕米玩偶可拍

照 

有噴水池、玻璃

屋和盪鞦韆的網

美咖啡廳 

位置 南港區研究院路   
一段 

中正區中華路

一段 39 號 1 樓 
信義區松壽路

12 號 4 樓 

大安區敦化南路 
一段 187 巷 37 號
B1 

二、目標市場 
針對喜愛動漫和角色扮演的同好，尤其是 16~30 歲的年輕人為主要客群。因為

年輕人通常喜歡追逐流行，動漫近年來話題性高，尤其是在年輕人之間；但考量年輕

人可能受限於消費力，故希望提供平價的餐點滿足熱愛動漫的年輕人。 
三、產品 SWOT 分析  

Helms and Nixon（2010）描述提出 SWOT 分析法的人有不同說法，但 Learned et 
al.（1969）可能是最早提出 SWOT 分析中所涉及到的內部優勢和劣勢、外部機會和

威脅等因素。Andrews（1971）在經典著作「公司戰略概念」（The Concept of Corporate 
Strategy）中首次提出戰略分析的架構，將戰略定義為公司可以做的（Might Do）和

公司能做的（Can Do）之間的匹配：「可以做」指的就是環境提供的機會與威脅，

「能做」指的就是公司本身的優勢與劣勢，此即著名的 SWOT 分析。SWOT 四個

英文字母分別代表公司內部因素的優勢（Strength）與劣勢（Weakness），以及影響

公司營運之外部環境因素的機會（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Weihrich（1982）
進一步發展出將公司內部的優勢、劣勢與外部環境的機會、威脅以矩陣（matrix）的

方式呈現，有助於管理者和決策者作情境分析，運用策略配對的方法擬訂因應策略。 
經過以上的競爭者分析，發現一般網美或主題餐廳的主餐價格約 200~300 元，

本店針對年輕人將主餐預設在 120~180 元，相對平價是本店的優勢；現在很多餐廳

都有時間限制，可是年輕人聚餐希望能盡情交流分享，不用擔心時間限制而掃興被中

斷，故本店不限時並有提供包廂區；以動漫為主題設計二次元餐點，並規劃拍照區提

供消費者盡情拍照，且拍照區和裝潢不定期更換熱門動漫主題，讓喜愛動漫的人體驗

不同的動漫場景氛圍。當然，本店創業初期進貨成本會較連鎖餐廳高，知名度也較低，

故會先主打特色餐點建立口碑，選擇性相對受限。不過，本店開幕期間會舉辦動漫相

關的優惠活動來提升曝光率，以用心規劃的動漫主題餐點和氛圍，相信可以吸引熱愛

動漫及喜歡在餐廳拍照打卡的消費者，尤其是年輕族群；加上鄰近南港展覽館的地利

優勢，必能在競爭激烈的餐飲業中取得一席之地。本計畫彙整前述分析後所得之

SWOT 矩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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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勢(Strength) 劣勢(Weakness) 
1. 餐點相對平價 
2. 不限時且有包廂區 
3. 模仿二次元好看又好吃的餐點 
4. 適合拍照打卡的好地點 
5. 拍照區不定期更換熱門動漫主題 

1. 相對於連鎖餐廳進貨成本較高 
2. 新開業知名度低 
3. 餐點選擇較少 

機會(Opportunity) 威脅(Threat) 
1. 社群媒體發達，現代消費者喜歡 

在餐廳拍照打卡 
2. 熱愛動漫和角色扮演的年輕人愈

來愈多 

1. 餐飲業競爭激烈，尤其是網美和主

題餐廳盛行 
2.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餐飲業 

肆、行銷策略 
Kolter（1991）將行銷策略定義為事業單位預期在目標市場達成行銷目標的廣泛

原則；通常包括行銷支出、行銷組合與行銷資源配置等決策。Smith（2003） 將行銷

策略歸納為兩個必要的元素，包括目標市場的定義及針對目標市場的價值主張之論

述。因此，行銷策略是運用資源做有效的配置，以滿足目標市場的需求，達到最大效

益。行銷策略包含兩個步驟，首先是選擇目標市場，其次是針對目標市場擬訂行銷組

合（王志剛等，1987）。 
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的要素中最著名的4Ps，由McCarthy（1960）在「行

銷管理」（Basic Marketing: A Managerial Approach）一書中所提出，分為產品（Product）、
價格（Price）、通路（Place）、推廣（Promotion）共四大類要素。Kotler（1967）在

其暢銷書「行銷管理：分析、規劃與控制」（Marketing Management: Application,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and Control）第一版中，更進一步確認了以4Ps為核心的行銷組合方法，

迄今仍被廣泛地運用。本計畫之目標市場與行銷組合分析如下： 
一、目標消費族群 

目標族群主要是 16 到 30 歲的年輕人，由於年輕族群通常很喜歡嘗試新鮮的事

物和追逐流行，喜歡動漫和角色扮演的年輕人愈來愈多，但消費力相對有限。故本店

定位為平價的動漫主題餐廳。 
二、行銷組合 
(一)、產品 

以產品層次理論的架構分析，本主題餐廳想提供給消費者的核心利益主要是讓

目標市場的年輕消費者享用平價餐點，在餐廳放鬆地聊動漫和開心地拍照打卡和朋

友分享。因此，基於核心利益提供的有形產品服務，包括提供模仿二次元好看又好吃

的食物，和提供聚會聊天的包廂區。附加產品則是貼心提供消費者拍照區動漫場景和

道具，滿足年輕人喜歡拍照分享的喜好，提升附加服務及價值。 
(二)、價格 

價格部分因為採平價路線，較競爭者便宜的策略屬於「競爭導向定價法」。此外，

單點的主食價格區間設定在 100 元至 200 元，套餐價格則是 300 元至 400 元，除了

擁有相較於同性質餐廳較平價的優勢之外，套餐的設計是採「配套式定價法」，可以

節省點餐人力、後勤作業與行政資源等，較分別單點更有效率；也可因優惠的價格吸

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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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路 
選址在近南港展覽館的研究路一段上，南港展覽館時常會舉辦有關動漫的展覽

或者是同人展，展覽期間預期有目標市場的人潮加持。離捷運南港展覽館站步行約 7
分鐘，交通也十分便利。 

 
(四)、推廣 

目前預計舉辦下列優惠活動，以提升本店知名度：按讚本店 FB 粉絲團和追蹤
IG，單筆消費享九折優惠；拍照打卡上傳並 tag 三位好友，單筆消費享八折優惠；開
幕滿月慶擬舉辦角色扮演比賽，並在 FB 和 IG 進行公開投票，獲勝的前三名分別致
贈餐券 3,000 元、2,000 元及 1,000 元，冠軍並享附妝髮專屬攝影寫真乙組，參加投
票者也將抽出十名幸運兒，來店用餐即贈動漫週邊驚喜小禮物。 

之後定期舉辦的活動，將以動漫主角構思，例如 7 月訂為鬼滅之刃月，7 月 14
日炭治郎生日當天穿著 cos 服裝來店用餐，套餐組合享單筆消費八折優惠；當日壽星
出示證件招待生日禮隱藏版和菓子，當月壽星出示證件享套餐飲料升級。也將推出
APP 集點優惠，每消費 100 元即可累積一點，依不同累積點數可兌換各式動漫週邊
小物。 

伍、財務計畫 
一、 預估營業收入 

平均每人消費以一人 250 元計算，第一年的來客數預計一天 120 人，故每日營
業收入約 30,000 元，第一年營業收入預估為 10,950,000 元；第二年預計來客數成長
為每天 150 人，故每日營業收入會比第一年多 7,500 元，第二年營業收入預估較第一
年增加 2,737,500 元，達 13,687,500 元；第三年預計來客數將持續成長，每日可達 170
人，故每日營業收入達 42,500 元，第三年營業收入預估為 15,512,500 元。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來客數(人/天) 120 150 170 

平均消費(元/人) 250 250 250 

營業收入(元/天) 30,000 37,500 42,500 

營業收入(元/年) 10,950,000 13,687,500 15,5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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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估成本及費用 

(一)、營業成本 
食材費未來三年皆預計是營業收入的60%，故計算出第一年是6,570,000元，第二

年是8,212,500元，第三年則是9,307,500元。 
(二)、薪資費用 

包括店經理一位 29,500 元/月、服務生三位 82,500 元/月及廚師和餐廚助手兩位
62,000 元/月，故每月薪資費用合計為 174,000 元，每年薪資費用合計為 2,088,000 元。 
(三)、房租費用 

預估店面租金一個月 80,000 元，一年 960,000 元。 
(四)、折舊費用 

機器設備費用$2,000,000，分五年攤提，假設無殘值，故折舊費用每年為 400,000
元。 
(五)、攤銷費用 

裝潢費用 3,000,000 元，預估分三年攤銷完畢，故攤銷費用預計為每年 1,000,000
元。 
(六)、雜費 

雜費部分第一年預估為 200,000 元，之後逐年增加 100,000 元；故第二年為
300,000 元，第三年則為 400,000 元。 
三、 預估損益表          單位：元 

會計科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營業收入 $10,950,000 $13,687,500 $15,512,500 

營業成本  6,570,000   8,212,500   9,307,500 

營業毛利  4,380,000   5,475,000   6,205,000 

營業費用    

    薪資費用 2,088,000   2,088,000   2,088,000 

    房租費用 960,000    960,000    960,000 

    折舊費用 400,000 400,000   400,000 

    攤銷費用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雜費 200,000 300,000    400,000 

營業費用小計 4,648,000 4,748,000   4,848,000 

本期淨利 (損)  (268,000) 727,000   1,357,000 

 
陸、結論與投資效益 

一、結論 
本創業計畫擬掌握社群媒體發達、消費者拍照打卡盛行的風氣，以喜歡動漫和角

色扮演的年輕人為主要目標市場，在南港展覽館附近創立平價的動漫主題餐廳，致力

營造出好吃好看又好拍的特色，期望讓動漫愛好者在此以無負擔的價格輕鬆地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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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美好的用餐體驗。動漫主題餐廳搭配相關活動預期可創造話題性和社群媒體討

論度，進而在競爭激烈的餐飲業中擁有獨特的優勢。 
二、效益說明 

動漫主題餐廳預期可創造話題性和社群媒體討論度，掌握動漫風潮且有助於推
升動漫風氣，發揮年輕人的想像力和創意。本餐廳除了透過動漫主題裝潢和拍照區的
設計以營造場景達到還原劇場氛圍，也摸擬劇場裡的美食推出特色餐點，將動漫中的
畫面實體化呈現，為喜歡動漫的消費者們打造聚餐拍照、交流分享的好所在，且價錢
平易近人。開業後並將定期或不定期地舉辦各式活動，以延續討論熱度。 

財務效益的部分，預計創業第二年即可轉虧為盈開始獲利，並持續成長。 
三、潛在風險 

本創業團隊的各項規劃期能以優勢掌握商機，但營運難免面臨不確定性導致的
潛在風險。預估風險包括創業初期需要負擔龐大的資金；來客數不如預期或食材、薪
資及店租等支出上漲影響預估營業收入；餐飲業競爭激烈和新冠肺炎疫情的衝擊也
可能不利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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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餐飲創業之行銷策略研究-以咖啡館為例 
The research on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strategy of small 

restaurant industry - Taking coffee shop as an example 
黃素玫 1、魏孟師 2 

摘要 
受到新冠病毒肆虐，消費者對外食餐飲的需求日漸減少，使得餐飲業的經營模式

與行銷策略更顯重要。蓬勃的創業現象可以降低失業率，帶動國家更蓬勃發展躍進，

並促進經濟成長。但多數創業家在初期必須經過一段艱辛的歷程，要有好的創業績效

就必須做好創業企劃。 

小型餐飲創業並非困難之事，但仍有相當多細節需要考慮，滿足消費者需求與建

立顧客忠誠度都是業者必須注意的工作。新創業者容易抱持過於樂觀的態度或充滿

過高的期待，導致考量不夠全面。透過開店的營運企劃研究，將初期須包辦的商圈調

查、掌握消費者偏好、客服服務、產品品質控制等等做好準備，則更容易維持良好的

顧客關係。 

本文是以小型咖啡館做為創業企劃的行銷策略研究，同時對餐飲市場的消費者

做質性分析，並提出產品、價格、通路與推廣的行銷策略，給予新創咖啡館有正面的

建議。 
關鍵詞：創業策略、營運企劃、行銷策略、商業模式 

Abstract 
The needs of eating out is decreasing during the pandemic, which cause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ing strategy of restaurant industry more important. The positive 
phenomenon of entrepreneurship can decrease the unemployment rate, improv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increase economic development. Many entrepreneurs were suffering 
during the beginning of starting the business. Good entrepreneurial planning could cause 
good entrepreneurial performance. 

Entrepreneurship of small restaurant industry is not difficult, but still many details 
need to be considered, such as to meet consumers’ needs or to built up consumers’ 
loyalty. Many entrepreneurs have excessively hopefulness attitude or excessively high 
expectance, which lead to biased consideration. The research of operating planning of 
starting a business, including business circle analysis, consumer preference survey, 
customer service, and product quality controlling, can make it easier of maintaining good 
customer relationship. 

Our research is to study the entrepreneurial marketing strategy of small restaurant 
industry, to analysis the consumer in catering Market via qualitative research, to giv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product, price, place and promotion. Finally, we give the 
entrepreneurial coffee shop positive suggestions. 

Keyword:  entrepreneurial strategy、operational planning、marketing 
strategy、busine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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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創業背景與動機 
 

2019 年 12 月中國武漢市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簡稱 COVID 19)已造成

全球的恐慌。在疫情影響下，工廠的生產活動、國民的上班型態、甚至食衣住行育樂

等生活模式，都在疫情影響下產生顯著改變。受到感染人數與死亡病例不斷增加，導

致民眾不願出門消費，使得觀光與餐飲產業業績下滑，甚至有陸續關閉營業的情況出

現。因應此疫情危機，小型創業如咖啡館之經營如何化危機為轉機，是值得深入探討

的議題。 

由於市場景氣不好，有越來越多人投身創業行列，尤其是餐飲業，餐飲業泛指餐

館業、小吃店業和飲料店業；餐館業是指從事中西各式餐食供應，領有營利事業登記

證之飯館、餐廳、食堂等行業；小吃店業指的是從事便餐、麵食、點心等供應，領有

執照之行業。飲料店業指的是凡以冷飲、水果飲料供應顧客而領有執照之行業（經濟

部商業司，2006），其中以小型的咖啡館更是年輕人創業的主要選項。本研究是探討

位於巷弄之間的咖啡館如何經營品牌、維持顧客忠誠度，可以成功地吸引消費者注意

為主題，因此主要研究目的如下： 

一、 獨具風格的咖啡館如何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力。 

二、 規劃具有小型咖啡館之行銷企劃。 

 
貳、文獻探討 

一、 咖啡產業現況 
新冠肺炎疫情自2019年迄今仍持續發燒中，雖然台灣因為疫情控制得宜，逐漸

恢復日常生活型態，然而國外的疫情仍十分嚴峻，造成咖啡產業的衝擊更是深遠。遠

見35在2021.8.17說明統計處資料顯示，今年6月飲料店業營業額跌至一年半來最低

點，從去年年初92億元掉至51億元！長期掌握餐飲業脈動的資廚iCHEF也對其用戶進

行抽樣調查，發現歷經疫情最嚴重的6月，有座位的飲料店營業額年衰退率高達70.8%。 

鑒於咖啡館在新冠肺炎期間，受到政府不能群聚及保持社交距離的政策影響，

造成來客數下降收入減少，也影響到僱用的人力需求，多餘的員工自然面臨強迫休假

或是放無薪假，不然就需面臨減薪及裁員之命運；因此體質較弱或是資金不足的咖啡

館，則必須面對提早休業或是倒閉的惡運(范振德等，2021)。 

除此之外，依據財經新報2021.07.07指出面臨世紀乾旱、哥倫比亞出口因反政

府抗爭於今年稍早受阻的影響，消費者恐怕很快就會感受到咖啡豆的漲價效應。巴西

的大型乾旱及嚴重寒流，損害了咖啡樹的品質和產量導致今年收成慘烈，而哥倫比亞

國內發生政治動亂，影響港口的物流系統，造成運輸成本的高漲。 

咖啡館設立於巷弄街口的地點，以氣氛溫馨吸引消費者，向來是人們放鬆身心、

聊天交誼的場所。中華民國家庭照顧者關懷總會在2016年的規劃下，全台有8家咖啡

館變身為「照顧咖啡館」，以「共享經濟」概念與現有的咖啡館合作，提供照顧者免

費的喘息咖啡、在咖啡館角落擺設一盞燈、一個信箱和長照相關DM，成為傳遞長照訊

息的友善店家(吳宥姍，2019)。在社會環境的改變下，咖啡館的功能也隨之多元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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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咖啡店創業 
2016 全球創業精神指數調查中，美國全球創業精神暨發展機構（GEDI）公布美

國位居第一，台灣的排名是第六，同時說明台灣創業的主要優勢在於新創企業成長率

高、高度產品創新和低風險資本，但新創企業的技術和競爭則是弱點。台灣也是東亞

得分最高的國家，新加坡在這項指數排名第十一，日本和南韓分別為第二七及二九

（自由時報電子報，2016）。 

張宏羽&黃靖淑(2018)認為餐飲業若具有創業導向，就能改善其行銷能力以創造

更卓越的價值，且行銷能力可以成為具有潛在競爭優勢的源頭，公司若擁有價值、獨

特的行銷能力，可憑藉經驗使用這些能力便能夠創造卓越的績效。餐飲微型創業公司

之創業導向會直接影響行銷能力，而創業導向透過行銷能力去影響創業績效能有助

於績效提升。 

莊登閎(2021)認為這 30年來的城市咖啡館，首先需要對咖啡館的定位要非常的

清楚，再對客層的定位也要清晰，提出要對咖啡館的五項評估：客層定位、環境選擇、

消費模式、主題風格特色、創新經營等，唯有在原有的休閒咖啡館的基礎上加以創新，

才能有利於長久的發展，所以需要運用傳統文化智慧來使發展趨於容易發展且易上

手。 

 

三、咖啡館之行銷策略 
在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下，餐飲業的營收每況愈下，所以逐漸產生新的營運模

式。王南喻等(2021)提出在這個動態變化的大環境裡，加上資訊科技與網路技術的高

度發展與應用，餐飲科技與行銷若是能補足疫情帶來的影響，會帶給餐飲業一個持續

進步的環境。在網路行銷上，認為小資本額餐廳相對於大規模運用Facebook進行社群

行銷與顧客互動的連結性強，更要重視線上客服、電子郵件連結與顧客互動、

Facebook與Instagram。 

企業若能設計出一個讓顧客願意主動前來尋找所需資訊的環境，將可以活化企

業和顧客之間的互動管道，進行有效的顧客關係管理 (宗像淳，2015)。學者江季芸

等(2020)提出企業在社群媒體的建立上若是可以為顧客創造出情感、感官、思考、關

聯體驗，而使消費者對粉絲專頁的產品產生品牌滿意度，進而提高品牌忠誠度，則能

讓企業獲得更多的收入和利益。 

曾光華(2018)提出就公司的產品策略觀點來看，推出新產品不但可刺激銷售、創

造利潤，甚至領先競爭者攻占新市場；相反的，失敗的新產品除了增加各項成本，還

會引起消費者的負面觀感。從消費者反應來看，創新產品上市目標有提升產品知名

度、理解、好感、偏好、試用、購買等，因此行銷人員應瞭解任何新產品在市場上的

績效都需要經歷幾個階段，並懂得判斷產品的性質及其市場形勢而訂立比 

較實際的目標。對於一份有效的行銷企劃，應思考如何「整合」產品/服務、定

價、通路、推廣等方面，使不同的行銷功能之間互相配合、支援以產生綜效，進而有

效達到企劃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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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創業創意設計 
一、企業標誌設計 

本咖啡館店名為”靜謐”，由於營業時間是

在夜間，希望帶給想放鬆身心的消費者一個安靜

的環境，尤其是許多從事藝術工作、設計人員更

是需要舒適空間刺激靈感的創作者，提供他們不

受打擾增加工作效率、豐富靈感的環境。LOGO的

底色是以綠色為主要色調，是希望讓消費者有溫

馨的感覺，在時尚中仍有與溫暖。 

關於公司的使命與任務，在國人逐漸重視健康與生活品質下，應該投入更多創意

去符合消費者的需求。以提高消費者身心健康為目標，靜謐哪啡館的使命以追求舒適

創造滿足大眾需求的寧靜空間，除了不斷調整更舒適環境外，對於餐點的供應更要健

康精緻，給消費者有正面積極的企業形象。 

靜謐的設計靈感來自生活的品味，採用簡單的流線設計、營造安靜環境、簡單時

尚的餐具、可口美味的餐點，做為品牌的設計主軸。簡單、時尚、安靜為咖啡館的主

要訴求及精神信念，讓消費者沉浸其中建立忠誠度，滿足現代都會心靈療癒的需求。 

 

二、產品與服務內容 
1、環境空間 

 

一樓的環境設計，桌子採木頭材質，椅子是用沙發，吧檯高

腳椅採皮製坐墊；外面小庭院採吊籃式搖椅，廁所放置鮮花

辦作為擺飾。 

家具皆以舒適乾淨、簡單時尚為主，也會注意餐桌與餐桌的

距離，桌上放置的擺飾有獨特設計，增加顧客用餐的愉快好

感度。 

 

 

 

二樓以沙發長椅為主，搭以長形木椅，方便多人聚餐，牆壁放

置吊籃搖椅，且設置一面打卡牆。 

 

 

 

 

2.餐點內容 

  餐點分為飲品與點心，定期推出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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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服務內容 

考量服務品質無法同時服務太多顧客，一律採用 APP 預約方式，可直接在線上訂

位，並加入會員。成為會員可以提供客製化服務，也會提供隱藏版餐點，凝聚消費者

的忠誠度。在餐後會填寫服務問卷，消費者如果告知不愉快事件，會立即做處理，並

贈送歉意的小禮品來維持顧客關係。 

 

4、人員配置 

店長：店鋪管理、製作甜點、咖啡出杯、行銷企劃 

外場人員：飲品出杯、環境清潔、點餐與送餐 

會計：各種帳目製作、採購及品管、日報表 

 

肆、行銷策略 

一、目標顧客 

有悠揚的音樂背景，有精緻的杯具盛放飲品，獨酌或與知心好友聊天，享受一個

優雅、悠哉的時光，是一種從容、放鬆的生活方式。上班族群在工作之餘需要放鬆精

神，也較注重高品質生活，把紓壓和身心療癒視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學生族群也

是靜謐咖啡館的目標顧客，有提供 2樓團體的聊天空間，特別加強隔音功能，使歡樂

的團體不會影響周遭安寧的環境。由於設置打卡牆，可以邀請網紅來實體攝影分享作

品。 

由於目標顧客為上班族、學生、網路部落客等，提供給目標顧客的良好消費空間，

給予他們賓至如歸的感覺，持續建立忠誠度。因此本店之市場定位為用餐環境舒適且

成為打卡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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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競爭者分析 

 

三、商業模式圖與 SWOT分析 

關鍵合作

夥伴 

 

咖啡豆供

應商 

烘焙坊 

關鍵活動 

 

定期表單調查 

每季定期活動 

價值主張 

 

享受舒適空間 

貼心工作環境 

美食供應 

顧客關係 

 

與客人進行

短暫聊天 

目標客群 

 

上班族 

學生 

部落客 

家庭主婦 

關鍵資源 

 

特色咖啡製作 

靜謐空間設計 

通路 

 

實體店鋪 

APP預約 

成本結構 

 

開店設備/人事薪資/租金 

原物料/餐具擺飾/行銷活動 

收益流 

 

用餐消費/販售精緻小物 

店內廣告 

 

 

 

 

相較點 靜謐 星巴克 路易莎 水窩咖啡 

價格 

(美式咖啡) 
90 110 40 90 

餐點 

甜點 

(手做) 

輕食 

甜點 

(公司配送) 

輕食 

甜點 

(公司配送) 

輕食 

甜點 

(手做) 

輕食 

環境 
安靜 

聚會 

安靜、聚會

擇一 

安靜、聚會

擇一 

安靜、聚會

擇一 

營業時間 14:00~24:00 07:00~21:00 10:00~21:00 09:00~20:00 

裝潢 特殊設計裝潢 
配合總公司

形象裝潢 

配合總公司

形象裝潢 
特殊設計裝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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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營造兩層不同環境 

 定期更新的打卡處 

 營業時間較晚 

 隱藏版美食吸引會員 

 提供客製化服務 

 知名度不足 

 座位較少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政府鼓勵青年創業 

 咖啡文化的盛行 

 社群媒體打卡風氣盛行 

 疫情影響餐廳業者 

 天然災害增多 

 咖啡館眾多易被取代 

四、廣告與宣傳 

1、建置官網平台及 APP 

除了官網平台外，會發放平面廣告宣傳單告知店鋪附近的住家及上班族，建立基

本客源。透過加入會員方式，登入 APP做預約登記。至於粉絲專頁等社群則採用導流

回官網平台告知相關訊息，會和網路部落客合作，增加咖啡館的曝光機會。 

  

2.平面廣告 DM 

製作經營理念、環境、產品介紹的廣告宣傳單，在店家及捷運出入口發放，並在

DM上設計專屬的優惠券，來促進顧客的消費能力與意願。 

3. 社群粉絲團 

凡來店消費及到粉絲專頁點讚加公開分享到臉書，或是拍照打卡都可獲得隱藏

版點心及抽獎，抽獎禮含 100現金禮卷、500現金禮卷等等超值獎，在特別節慶舉辦

優惠活動，平時下午茶時間也有消費折扣，相關資訊與花絮會放置粉絲團。同時也會

在社群投放廣告，增加潛在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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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財務預算 

靜謐咖啡館開設成本約為 200萬，一個月的營運成本約為 17萬元 

一、支出預測 

1. 開設成本 

店鋪硬體設置 100萬元和餐廳裝潢 100萬 

2.營運成本預估 

行銷費用 100000 元/年、人事費用 87500 元/月、店租 40000 元/月、水電費

100000元/年及食材 30000元/月 

二、銷售預測 

1.年度預測 

項目/年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周轉金 400000 500000 600000 

銷貨收入 2500000 3000000 3600000 

開設成本 2000000 0 0 

銷貨毛利 50000 300000 650000 

營運費用 

租金 500000 500000 500000 

人事費用 1050000 1200000 1300000 

營業費用 500000 600000 750000 

折舊 400000 400000 400000 

小計 2450000 2700000 2950000 

伍、結論與建議 

現代人平均壽命增加，對於身心健康與生活品質的重視已形成普遍的文化習慣。

口碑行銷經營策略會造成不可忽視的影響力，小型餐飲業不僅加強客戶服務，對於環

境氣氛的營造可以增加顧客忠誠度，經營者對顧客貼心與適時的關懷更是留住顧客

最佳的利器。 

餐飲業具有技術限制低，進入容易之特性，常常為創業者之首選。在確認創業的

經營模式後，行銷策略亦是相當重要的議題，掌握正確的行銷技能才能建立消費者的

長期關係，獲得消費者的青睞。消費者在工作之餘，會需要一個溫馨靜謐的空間來紓

壓，或是需要相約三五好友暢談歡笑，都是下班後渴望的地方，因此滿足上班族的需

求，可以逐漸增強忠誠度。使用適當的行銷工具及增加使用者體驗，把消費者感受傳

播至社群，逐漸累積會員，增加會員不同的行銷體驗，強化會員的長期信任關係，擴

大營運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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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國企業員工的專業英文詞彙學習能力之研究 
Research 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Employee Learning Abilities in 

Professional English Vocabulary 
鄒偉基 1謝承志 2 

摘要 
行政院已執行多年之新南向政策，在 2021年 3月建議加強推動公共工程、 
觀光、跨境電商等三大新南向具潛力領域。台灣缺乏全球化人才,企業主除鼓勵

員工自主進修外亦需制定培訓語言人才計畫方為上策。本研究遴選一已營運逾 54年
之上市建設公司，並於 2010 年購買新加坡之某電力公司，進而晉升為跨國型企業，
培植英語人才乃勢在必行。 

在全球新冠疫情尚未趨緩之際，本研究一反傳統教學~以文法切入之英語 
學習，取而代之以線上或線下在螢幕上進行活潑多元之專業英文詞彙能力練習

與測驗；進而提升員工英語能力，甚至取得此美國語言機構~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
心核發之國際英檢認證。 

我們有信心將此有效之語言輔導方案推薦給企業主，相信假以時日，在未來 
以元宇宙方式互動的時代裡，卓越的英語溝通能力定可讓台灣專業菁英們在 
國際舞台上展翅高飛。  

關鍵詞：行政院、新南向政策、跨境電商、新冠疫情、專業英文字詞彙能力測驗、全
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元宇宙 

Abstract 
The Executive Yuan has implemented the New Southward Policy for many years. In 

March 2021, it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promotion of public works, 
tourism and cross-border e-commerce are the three new areas with potential southward. 

Nowadays, our country is facing limited global elites in all aspects, besides encouraging 
employees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abilities, business owners should come up with unique 
English language training programs.  

This study selected a listed construction company that has been operated for more than 
54 years and acquired a power company in Singapore in 2010, thus has become a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It is imperative to cultivate English-speaking professionals at the 
earliest convenience. 

Currently, the global Covid-19 epidemic has not yet slowed down; therefore, we have 
devi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English grammar-based language teaching technique and 
replaced it with a lively and diverse professional English vocabulary study and test method 
through online and offline on-screen practices. Thereby improving employees' English 
proficiency easily, and even obtaining the international English ability certification named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PVQC) issued by this American language 
institution ~ Global Learning and Evaluation Development Center (GLAD). 

We are confident to recommend this effective language tutoring program to business 
owners, and believe that in the future era of meta-universal interaction, excellent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will surely enable Taiwanese professional elites to spread your wings 
high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Keywords: Executive Yuan, the New Southbound Policy, cross-border e-
commerce,Covid-19 epidemic,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PVQC), 
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GLAD) Center, meta-universal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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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蔡英文總統自 2017年起至今針對新南向政策中提出五大旗艦計畫與三項潛力領

域。2021年 3月 29日，政府根據臺灣的優勢條件及互利互惠原則，在既有基礎上研

擬五大旗艦計畫的推動外，另在公共工程、觀光、跨境電商等三大新南向具潛力領域，

擬定推動計畫，加強紮根及佈局，以掌握商機，深化和新南向國家的連結。 

  產業發展之人才旗艦計畫案中之厚植國內企業新南向國際人才資源養成及

技職培訓尤為重視。國內外專家學者一致認為台灣菁英人才之培育必須建立在放眼

全球、走向國際的基石上。國際通用語言「英語」之順暢溝通自然成為國際企業人才

培訓中勢在必行之專業利器。  

一、 研究動機 

由於 2020-2021 年新冠疫情全球蔓延，導致各項新南向經貿人才儲備培訓、電

子商務經營、科技交流研習等整合性大型活動均經過視訊會議進行，且必採國際通用

語言「英語」進行交流討論。 

有鑑於此，跨國企業主對其員工如何提升其專業英文詞彙表達能力至國際水準

乃屬當務之急。 

二、研究目的 

    傳統英語輔導方式多由(一)、企業主作主，自選仿間普及語言教材進行英語讀說

寫能力輔導，自設通過門檻，(二)、鼓勵員工自行採線上線下自修或實體或視訊補習

等方式，其中少數通過檢定考者，單位則提供補助費用、加薪及派駐海外單位等升遷

獎勵。 

    大部分的行業各專業領域(domain)所常用字詞，大約在 500 至 2,000 詞彙之間

的字詞集，熟悉這些專業字詞集的意義、發音、能拼、寫、念出其意(reading, 

listening, speaking and spelling, RLSS)，使之形成生活習慣式、直覺反應式的

通工具，相信可幫助員工輕鬆駕馭常用詞彙在專業領域之發揮。 

    因此，此次研究一反傳統語言輔導方式，決定選取一項新興研發出的語言認證~

美國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推出之專業英文詞彙能力測驗(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簡稱 PVQC)，對員工進行專業級商業與管理項目

測驗之介紹、短期體驗輔導及接受度之問卷調查分析等；進而產出一因材施教之專業

商業管理英文輔導方式。 

  由常用簡易專業字彙出發，規劃課程，逐日增加字彙難度,以點-字彙、線-句型、

面-段落，進而增強為對文章之熟悉度，從專業字詞集到讀、聽、說、寫均上手之境

界，強化全體員工信心，自願積極參與全面性之線上線下輔導教學。 

   本研究選擇分析之公司乃一國際型建設開發類企業主:一成立已逾五十年之跨國

企業，並通過國際標準化組織獲得國際品保認證 ISO 9002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之國際化營造工程上市公司。以反轉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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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選部分代表性員工對進行 PVQC學習及模擬測驗，測出前測、輔導、外加後測之成

績及問卷填寫與分析，進而推薦一適合該企業長期英語能力之輔導規劃。     

貳、企業現況分析 

   該國際企業自 1967 年成立至今已逾五十年，承接無數海內外國際性及國內政府

公共工程與民間營造計畫。(參見下組織架構圖) 

 
圖 1  該企業組織架構圖 

 

資料來源: 該企業官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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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企業自 1970至 1984間周遊列國，承接國際性營造工程無數。自 1984年後投

入國內公共事業後貢獻益良多。自 1984年後由於海外市場不景氣，且同期國內市場

恢復景氣，各項公共建設相擁而至。公司於 1993年正式掛牌為第一類股票上市公司，

並憑藉著國際營造深廣之經驗，頻頻得標興建大型工程，如:各縣市政府國宅、北捷

與桃捷各線站、核電一二三四廠及 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之相關場地興建等，表現

卓越。2010年 10月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增加購買子公司新加坡新興電力開發（股）公

司原始股東 36％之股權，受讓後由公司持有全部股權，正式成為跨國企業之經營體

系，並於 2011年 3月正式更名為新加坡新亞科技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自 2015 年行政院推出「工程產業全球化」及 2017 年之新南向政策後，對原本

就有扎實海外營造工程經驗的該企業，自然躍躍欲試並提升其欲至海外重整雄威之

決心。 

    未來開拓國際市場，接續國外開發案件必需要廣納英文聽說讀寫俱佳之人才，故

今特由此研究，針對 PVQC之學習與檢定，進行員工之短期輔導、做前後模擬測驗比

較並進行員工接受度分析，進而篩選出一套適合該公司英文能力訓練之寶典，培養國

際菁英團隊，為該跨國企業闢疆拓土，以達全球經營之境界。 

 

參、專業英文詞彙能力測驗與檢定(PVQC) 之 

介紹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簡稱 PVQC)    

一、PVQC之簡介 

    將全球各國提供具有創新與價值的學習培訓或測評項目視為使命之一的美國全

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Global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Development Center，

簡稱 GLAD)，禮聘各專業領域的專家共同指導、研發，推出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

認證(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簡稱 PVQC)。    

   自 2012年起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技術職業教育研究中心成為在臺負責各項推廣、

教學、比賽等活動之聯絡中心。 

    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GLAD)為美國計算機行業協會 CompTIA 成員之一，

也是全球測評發行行業協會 ATP (Association of Test Publishers)成員之一。 

美國計算機行業協會 CompTIA 的主要成員夥伴有 IBM, Google, Microsoft, Cisco, 

Adobe, HP, Dell, Oracle 及 GLAD 等全球知名計算機企業所組成。全球測評發行

行業協會 ATP 主要的成員夥伴有 ETS (多益 TOEIC, 托福 TOEFL), Microsoft 及

GLAD  等全球重要考試出版夥伴。 

       GLAD語言學習體系包含以下四類型: 

 (一)、PVQC: 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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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英文詞彙能力  

       (二)、PELC: Professional English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and  

          Writing 專業英文聽(寫)能力   

 (三)、JQVC: Japanese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日文詞彙  

             能力  

    (四)、VQC: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英文單字詞能力  

二、檢測對象 

      目前僅針對國、高中職及大學（專）院校及研究所在學學生與老師可 

       參與。 

三、測驗特色 

    PVQC測驗有線下 DEMO例題可反覆學習操練，有線上即測即評之測驗，時

間為 70分鐘，總共有六項六百題之聽力與閱讀考題，全部為單選題。難易度

上分專業級與專家級 2種層級不同專業之測驗； 題型多屬中間偏易之單字詞

彙性質之考題。專家級（Expert），各科各級詞彙數約 1,200 字詞至

2,400 字詞不等，專業級則約 500 至 1,000 詞彙數左右 

表 1   

十五類專業領域測驗相關列表 

科目 
及格 

標準 

題型 / 

題數 
時間 

校務基本資

料庫代碼 

費用 

(NT) 

餐飲類-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50 9152 

9151 8535 

9167 

880 元 

餐飲類-Expert 專家

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68 9169 

9170 9147 

9006 

880 元 

計算機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76 9177 

9178 9179 

9180 

880 元 

計算機類-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81 9182 

9007 9183 

9184 

880 元 

觀光旅運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85 9186 

9187 9188 

9189 

880 元 

觀光旅運類-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90 9191 

9149 9148 

9008 

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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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專業類- 

ICT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70分鐘 

 
 880 元 

資訊專業類- 

ICT 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70分鐘  880 元 

汽車工業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92 9193 

9194 9011 

9195 

880 元 

汽車工業類- 

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196 9197 

9012 9198 

9199 

880 元 

電機與電子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200 9201 

9202 9203 

9015 

880 元 

電機與電子類-

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204 9205 

9016 9206 

9207 

880 元 

模具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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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與管理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216 9217 

9218 9009 

9219 

880 元 

商業與管理類-

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220 9221 

9222 9010 

9223 

880 元 

醫學與護理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9224 9225 

9226 9017 

9227 

880 元 

美容美妝-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60分鐘  880 元 

美容美妝-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數位多媒體設計-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數位多媒體設計- 

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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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專業英文詞彙能

力國際認證- 

Specialist專業級 

 

390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人工智慧-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60分鐘  880元 

人工智慧-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電競類-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60分鐘  880 元 

電競類-Expert 

專家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財務金融與會計類- 

Specialist 

專業級 

390 分 
測驗一~六 

600 題 
70分鐘  880 元 

資料來源: 勁園科技教育官網之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四、 測驗項目、等級與評分方式 

     PVQC的等級以商業管理類群專業英文字詞能力為例可區分為: 

(一)商務貿易專家級 (Commerce and Trade) Expert約 1,600個專業 

字詞彙。   

    (二)商務管理專業級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Specialist 

  約 650個專業字詞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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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PVQC 之 RLSS測評行為評分表 

 註:測驗二到測驗六各項的測評成績必須皆達到 70(含)分以上，才能申請合格    

     能力證書。 

 資料來源: 勁園科技教育官網之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通過測驗二到六項，並選擇加考測驗一且達 40分(含)以上者，將於合格能力證

書額外註明 Spelling。 

關於 PVQC測驗 2-6的及格與 Tier層級 (1-6): 

    (一)一般(測驗 2至 6)總分 100分, 及格等級計算：每單項皆高於 70分 

   總分為 350分及格。每 30分為一個 Tier, 滿分為 Tier 6  

(二)關於 PVQC測驗 1的 Spelling能力及格分數與 Tier層級 (1-6): 

         測驗 1 Spelling的總分 100分, 本項須高於 40分及格。每一個 Tier 

         差距為 10分，滿分為 Tier 6  

表 3  PVQC 的等級分析表 

PVQC 

等級  專業類別  詞彙數量  

Specialist  15個專業類  500+  

Expert  11個專家類 2,000+  

必考項目  一般 測驗 2-6  

項目  Spelling  測驗 1  

資料來源: 勁園科技教育官網之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測驗類型 一至六 題目數  時間  及格數  

看中文，拼寫英文  100  20分鐘  40**  

看英文，選中文 100  10分鐘  70*  

聽英文，選中文 100  10分鐘 70*  

聽英文，選英文（速讀)  100  10分鐘 70*  

看中文，選發音 100  10分鐘 70*  

看英文，選發音（口語） 100  10分鐘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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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證照樣本、自修學習教材介紹及國際證照相關比較 

圖 2 

PVQC證照樣本 

    資料來源: 勁園科技教育官網之 PVQC專業英文詞彙能力國際認證介紹 

 
                         圖 3 自修書籍範本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73



 

 
 

    資料來源:PVQC商業與管理專業英文詞彙全收錄含自我診斷 Demo版 

            （最新版）作者：e檢研究團隊 編譯， GLAD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  

             中心 指導,最新出版日期：2018.09.11，台科大圖書 出版。 

肆、執行成果分析 

            此研究以模擬方式讓員工體驗由美國全球學習與測評發展中心(GLAD)推出之專

業英文詞彙能力測驗(Professional Vocabulary Quotient Credential, 簡稱PVQC

英檢)，最後進行問卷調查，以基本百分比方式進行統計分析並公布其成效。 

   經過與各部門代表性員工(見表 4)進行短期輔導後之測驗，發現其英語能力較輔

導前確有小幅提升。(以下圖表資料來源均為接受研究單位員工屬性與其測試成績之

分析，故省略標示資料來源) 

表 4  該企業代表性之 45名員工之人事資料分析表 

項目 基本資料  

年齡 30-50歲  

教育程度 專科  

年資 
5-15年  

薪資 3萬-6萬  

  

 
圖 4 參與 PVQC練習輔導前之每項平均前測成績分析圖 

50分以下

51分-70(含)

70分以上

19人(42%)

17人(38%)

9人(20%)

PVQC前測每項平均成績分析圖

50分以下 51分-70(含) 70分以上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174



 

 
 

 
圖 5 參與 PVQC練習輔導後之每項平均後測成績分析圖 

本研究針對前後測成績進行分析，發覺員工無論其性別、國籍、年齡、 

教育程度、年資或薪資水準等之差異均不影響最終結果。經過短期密集式簡易模擬

考題輔導之後，成員之後測多有進步。再次證實只要有規劃性之培訓，員工之英語

能力確可提升。 

 

 
圖 6  參與輔導後赴海外工作之意願圖 

    在後測結束後針對成員進行「參與輔導後赴海外工作意願之看法」的問卷 

調查並分析。由圖 6得知員工經由短期輔導及測驗後，願積極配合企業政策參與海

外人才培訓者已達 71%。證實有計畫性之語言訓練不但可減低員工對英語學習之畏

懼，反可提升其自信心，進而獲得正面之成效，為企業國際化打拼。 

50分以下

51分-70(含)

70分以上

8人(18%)

11人(24%)
26人(58%)

PVQC後測每項平均成績分析圖

50分以下 51分-70(含) 70分以上

6人(13%)
7人(16%)

22人(49%)
10人(22%)

參與輔導後赴海外工作之意願圖

不願參與 可有可無 配合公司安排 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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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言     
    以本研究為例，經過前測、中輔導及後測等緊密三部曲之過程，結果實屬積極肯

定的。合作之公司近 30年未承接海外工程之後，發現在輔導完成之後測成績果然有

卓然進步。此結果必將有助於該公司在今後如何開設英語輔導班之方向更加明確:無

論在程度上、時段上、題型難易度及接受度上均可以量身訂做之方式為員工打下英語

扎實基礎，並令員工深感獲益良多，有信心面對今後企業海外營建之發展新局。在長

期規畫、執行與適當修正下，英語溝通能力之輔導定能達到以下成效:  

一、歸納英檢各類題型，進行難、中、易程度之教材編輯。 

二、瞭解不同處室單位之員工對英語應用程度及可接受度之範疇及評核水準。 

三、藉由考後之成績與問卷分析，企業主定可量身訂做出一適才適教之企業 

   自編英語溝通能力輔導教材。 

四、適時配合企業國際化動脈，持續調整專業英語培訓之規劃方向與內容 

        至於問券分析部分，企業員工大多選擇中偏易程度之 PVQC英檢為其入  

        門輔導教材。當問即有無意願配合公司派遣至海外投資承接工程時，近 

        半數願意配合公司政策。根據這些正面之分析結果，相信假以時日，該 

        公司定可量身訂做出適才適教之長期英語溝通能力輔導計畫，使其執行 

        更具落實感與價值感。 

  在此教育訓練長期運作下，該公司邁向國際化人才培育之路將更一帆風順， 

   該企業迎向爭取國際公共工程並再次成為台灣之光之及全球型企業之路亦不遠矣。

相信憑藉著該企業創業至今優良工程實績，且已進軍大陸及海外營建市場多年之扎

實經驗，定能早日達成企業全球化經營的目標。      

    從工作中學習語言乃屬最佳捷徑,，職場英語能力的養成，最主要還是仰賴工作

上的歷練。光有教育訓練是不夠的，應該要從上到下，訂定階段性、可實現的具體政

策和目標，將英語學習形塑成企業文化。將常用的單字彙整成冊，如善用 PVQC各類

專業詞彙教材，訓練員工培養出撰寫專業英文信件、文件及參與視訊或實體會議之口

語表達並完成簡報之能力等，相信在不久之將來，定能見到立竿見影之長足進步，早

日邁向企業國際化。 

    政府方面，除須持續與民間經營團體攜手合作，增設長期英語輔導訓練工作坊，

營造英語生活環境、建置國際化生活服務平台、暢通學習與諮詢管道；並鼓勵職場人

早日參加國內或國際型英文檢定測驗。若相關單位可提供補助報名費或獲高分可申

請獎金等制度，相信專業人士對追求英文溝通能力之精進會更不遺餘力的。 

    建議亦可加入後續的產業相關培訓計畫如:產業研究入門、智慧綠能生活產業發

展概況與環保商機趨勢、AI機器人與工具機產業等；外加文化人力資源、英文簡報、

涉外職務英語標準、國際禮儀素質、英檢能力培訓、商用英文與會話及各行各業專業

英文應用等的課程並配合外派、招募等配套措施，如此一來，定可培育出新一代具國

際水準溝通能力的接班人才，則台灣將會有更多公司集團成為全球型企業，跨出元宇

宙國際之路亦將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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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環保吸管行銷策略之研究 
A Study on Marketing Strategy of Creative Reusable Straws 

林玉惠 1、李佩穎 2、曹唯真 3、鄭伊婷 4、魏彣伶 5、王思翰 6、于俊晨 7、江宇航 8 
摘  要 

2015 年海洋生物學家在哥斯大黎加公布一隻海龜鼻腔內插著一支 15 公分的塑

膠吸管影片後，嚴重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正式浮上檯面，讓各國正視減塑及關切海

洋生態的迫切性。塑膠吸管因為便宜、好用，所以才被大量使用，統計全球每天使

用超過 10 億支，台灣每天使用則超過 800 萬支。為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

環保署於 2019 年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規定自同年 7
月起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心、連鎖速食店等 4 類對象，內食餐飲

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環保吸管的市場前景與商機也因此應運而生。本文以創

意環保吸管進行新產品的行銷策略之研究，同時對環保吸管進行市場分析、競爭分

析、消費行為調查，並針對產品定價、通路、與推廣策略提出建言。 
關鍵詞：環保吸管、SWOP 分析、STP 分析、行銷策略 

Abstract 
Single-use plastics have polluted beautiful oceans, the pictures showing the sea turtle 

with plastic straw stuck up its nose has aroused the public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refore, many countries have started to ban them. The passed bill requires all 
establishments that serve food or drink have to stop offering plastic straws. The ban on 
plastic straws has been effective starting from July 1st, 2019. Bringing your own reusable 
container and reusable straw i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something that everyone 
should do. The research is to analyze the marketing strategy of innovative reusable straw. 
We analyze the industry and target market of reusable straw by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4Ps marketing strategies will be developed based on market analysis and  
comparative analysis. Finally,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of the innovative reusable straw 
will be provided. 
Keywords: Reusable Straw, SWOT Analysis, STP Analysis, Marketing Strategy 
 

壹、緒論 
一、環保吸管的市場未來發展 

環保署指出，根據統計，目前台灣每人一年平均使用 710 個塑膠袋，總量居然高

達 165 億個，而且用掉的塑膠吸管更高達 30 億支（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8）。   
荒野保護協會每年針對海廢的種類與數量進行統計，顯示「吸管」已經連續多年

穩坐台灣海廢十大排行榜之第三名，以 2018 年為例，每撿拾一萬件海廢中，就有近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副教授、lintianxin@gmail.com 
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3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4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5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6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7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8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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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千三百支吸管（荒野保護協會，2018）。而 2020 年在防疫規範下，台灣各地大型

淨灘場次相較往年減少，但仍清理出高達 31噸重的廢棄物，其中廢棄吸管（占 8.1%），

仍是僅次於寶特瓶（占 23%）、寶特瓶蓋（22.9%）、菸蒂（9.8%）的海洋生態殺手

（荒野保護協會，2021）。 
塑膠吸管因為便宜、好用，所以被大量使用，統計全球每天使用超過 10 億支，

台灣每天使用則超過 800 萬支，且因質輕、回收效益低，因此容易被丟棄，最後可能

流落到河流、下水道，跟著排入大海。2015 年海洋生物學家在哥斯大黎加公布一隻

海龜鼻腔內插著一支 15 公分的塑膠吸管影片後，嚴重的海洋塑膠垃圾問題正式浮上

檯面，讓各國正視減塑的迫切性（工商時報，2020）。  
為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之使用，環保署於 2019 年 5 月公告「一次用塑膠吸管限

制使用對象及實施方式」，規定自同年 7 月起政府部門、學校、百貨公司業及購物中

心、連鎖速食店等 4 類對象，內食餐飲不得提供一次用塑膠吸管。至於外用、外帶，

依環保署規範，目前規範店家外帶以不主動提供為原則， 鼓勵民眾飲料直接就口喝

或自備可重複使用的吸管，以減少一次用塑膠吸管使用（行政院環境保護署，2019）。
2020 年 12 月環保署更進一步發佈「臺灣海洋廢棄物治理行動方案（第二版）」，包

括逐步限用塑膠吸管、塑膠袋、免洗餐具、手搖杯等一次用塑膠製品，以達成 2030 
年全面禁用目標。 

能取代一次性塑膠吸管的環保吸管，其市場前景與商機，也因此應運而生。 
二、創意環保吸管「吸吸管」的企劃動機與目的 

台灣人由於愛喝飲料，數據顯示，國人平均每 3 天就會使用 1 支塑膠吸管，每

天共消耗 800 萬支，一年約使用掉 30 億支，相當於可以蓋 13 萬棟 101 大樓（東森

新聞，2018）。從手搖飲店、早餐店、到隨處可見的飲食餐廳之中都會使用塑膠吸管，

龐大的吸管使用需求以及政府未來的限塑政策，正是環保吸管切入市場的優勢。  
由於政府限塑政策，人們對環保吸管的使用需求愈來愈大，所以本研究以新推出

的創意環保吸管「吸吸管」為企劃對象，進行產品的行銷策略之研究，同時對環保吸

管進行市場分析、競爭分析、消費行為調查，並針對產品、定價、通路、與推廣策略

提出建言。 
貳、產品理念與介紹 

好吸、好洗、好收，是「吸吸管」的產品理念，也是輕鬆融入使用者日常生活的

關鍵。 
「吸吸管」打破固有吸管的長管狀結構，除了能拆開清洗，又輕便好捲，能隨身

收進專用盒。 
「吸吸管」乃專為台灣的手搖飲文化而設計，用畢後，沿著夾鏈式組裝拆開，可

攤平，髒污看得見，以手指搓洗取代毛刷，讓清洗過程簡單又乾淨，保持吸管內部清

潔。 
0.3 毫米的超薄管壁設計，能將攤平洗淨的吸管輕易捲起，放入高度僅 3 公分的

專用收納盒，隨身攜帶。 
使用前，將攤開的「吸吸管」按夾鏈式組裝密合，就能輕鬆使用，前端斜口結構

設計，可直接戳破手搖飲封膜。 
吸管材質為 5 號醫療級 P.P.，不易殘留飲料氣味、顏色，並利用特殊記憶性塑膠

材質，具有一定彎折性和硬度，可兼顧攤平和戳膜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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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用、好洗、好帶，新的吸管使用模式成為新的日常！從此吸管的使用習慣，不

再成為環境的負擔 9。 

 
圖 1  將已攤平洗淨的「吸吸管」以繞圈方式捲曲，即可收納至專用收納盒 10 

參、市場競爭分析 
一、與傳統塑膠吸管比較 

「吸吸管」與一次性的傳統塑膠吸管的差異比較，由表 1 可知，吸吸管具有攤開

清洗、捲起攜帶、重複利用的特色，是傳統塑膠吸管所沒有的。 
表 1 「吸吸管」跟傳統塑膠吸管比較 

 攤開清洗 捲起攜帶 重複利用 
吸吸管 O O O 

傳統塑膠吸管 X X X 
 資料來源：本文自行整理。 
二、環保吸管材質比較 

目前市面上的環保吸管，大致可分成不鏽鋼、紙、玻璃、甘蔗、矽膠等幾種不同

的材質。   
根據 2019 年 i-Buzz 對各材質環保吸管網路聲量排行的統計，不鏽鋼不僅是市

面上最常見的環保吸管，討論度也是位居第一，因為不鏽不破，價錢上也相對便宜。

聲量第二名的是紙吸管，則是源於麥當勞用其作為塑膠吸管的替代方案，但紙吸管本

質上還是一次性使用，被丟棄後還是一項垃圾。第三名則為玻璃吸管，玻璃吸管透明、

安定、耐高溫、耐酸性，衛生看的見，卻有破碎疑慮。市面上現有環保材質吸管缺點，

本研究彙整如下表。 
表 2 市面環保吸管的材質缺點 

矽膠 ★表層有極細微紋理與細孔：易吸附氣味、粉塵、毛屑、棉絮；

用畢未馬上清洗，容易吸附飲料中的色素 
★質地過柔軟：無法直接俐落戳破封膜，也無法輕鬆攪開沉底而

黏著的珍珠等配料 
★一般人所使用少量的矽膠產品只能隨一般垃圾焚燒 11 

不鏽鋼/錫 ★耐酸性較弱 
★200、400 系列不鏽鋼，耐腐蝕較差 

                                                 
9 資料來源：https://www.aplastic.com.tw/pages/%E7%94%A2%E5%93%81%E7%90%86%E5%BF%B5 
10 資料來源：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CSTRAW 
11資料來源：https://www.zeczec.com/projects/CSTRAW/fa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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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不透明，看不見內部是否乾淨，無法確認清潔狀況，有衛

生疑慮 
★導熱較快，易燙傷 
★有鐵味，易影響飲品味道 
★質地堅硬，孩童使用有安全疑慮，跌倒可能造成傷害 

玻璃 ★易碎、耗損率較高 
竹製 ★材質較軟 

★清洗後沒有完全乾燥，後續收納容易受潮發霉 
麥桿 ★耐熱度低，不適合飲用熱飲 

★有麥桿味，易影響飲品風味 
甘蔗 ★不耐高溫(約 50〜60 度) ，不適合飲用熱飲 

★具本身甘蔗材質甜味，易影響飲品風味 12 
紙 ★容易軟掉，造成引用不便 

★難以重複使用，不夠環保 
資料來源：本研究彙整自樂活島（2020）、i-Buzz（2019）、嘖嘖（2019）。 
 

「吸吸管」與鋼製吸管、玻璃吸管、矽膠吸管等各種環保吸管的材質比較，由表

3 可知，吸吸管與鋼製、玻璃、矽膠材質比起來，重量較輕，顏色較多、較易攤開清

洗、攜帶方便、具直接戳膜功能。 
 

表 3 「吸吸管」與其他環保吸管材質比較 13 

吸管材質 材質特性 重量 顏色 攤開

清洗 
捲起

攜帶 
直接

戳膜 
吸吸管 

(5 號醫療級 PP＋特

殊記憶性塑膠材質) 
軟硬適中 3g 11 色 O O O 

矽膠 管身偏軟 13g 多色 X ▲ X 
鋼製 管身偏硬 15g 1 色 X X ▲ 
玻璃 管身易碎 18g 多色 X X ▲ 

三、環保吸管品牌比較 
「吸吸管」與其他環保吸管的品牌 DIDA1415、YOLLY16、VIIDA1718的產品之

比較，本研究整理結果，見表 4。 
表 4 「吸吸管」與其他環保吸管品牌比較 

肆、SWOT 分析 

                                                 
12 資料來源：https://lohas.commonhealth.com.tw/article/234 
13資料來源：https://www.aplastic.com.tw/pages/%E8%A8%AD%E8%A8%88%E7%89%B9%E8%89%B2 
14資料來源：https://www.didalifeshop.com/ 
15資料來源: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N011469673 
16資料來源：https://yollyware.com/zht/ 
17資料來源：https://myviida.com/ 
18 資料來源: https://mamilove.com.tw/groupbuy/form/5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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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運用 Andrews（1971）提出的戰略分析法，針對吸吸管本身的優勢和劣

勢、外部環境提供的機會和威脅，進行 SWOT 分析，參見表 5。 
表 5  吸吸管的 SWOT 分析 

SWOT 分析 
優勢 ✔專利設計，夾鏈結構 

✔打破固有吸管的長管狀結

構，攤開清洗，安心可見 
✔可攤開、可捲起，搭配專利

扣具收納盒，外出便攜 
✔台灣製造，獨家研發新材質

配方，兼具彎折性和硬度，兼

顧攤平和戳膜功能 
✔管壁極細僅 0.3mm，超輕

量，攜帶無負擔 
✔清洗後可重複使用，不會造

成浪費資源 
✔可 100%回收 
✔有多種顏色可選 

劣勢  
✔知名度不高 
✔品質好，故成本較高 

品名 吸吸管 DIDA 鑽石鈍角純

鈦吸管 
YOLLY 天然

竹纖維吸管 
VIIDA Joy 環

保矽膠吸管 

材質 5 號醫療級 PP + 
特殊記憶性塑料材質 

純鈦金屬材質 100%天然竹纖

維 
100%食品級

鉑金矽膠材質 
夾鏈結構

專利設計  
吸管可完全攤開清

洗，髒污看得見，保

持吸管內部清潔。 
 

X X X 

可捲曲結

構設計 
 

打破固有吸管的長管

狀結構，輕便好捲，

隨身收進「捲捲罐」 
X X X 

吸管配件 1.專利扣具收納盒

「捲捲罐」。 
2.直式收納盒。 

軟毛吸管刷 X X 

特色 1.不需靠其他輔具，

就可直接戳破手搖飲

塑膠封膜 
2.PP 材質軟硬適中。 
3.管壁僅 0.3mm，使

用起來口感跟拋棄式

吸管一樣，不笨重。 
4.可用在奶類、酸性

飲料或氣泡飲料等各

種口味的飲品。 
5.100%可回收再利用 

1.重量輕，無毒抗

腐不易生鏽。 
2.冷/熱飲皆可使

用。 
3.鑽石鈍角，寶寶

也能安心使用，環

保又安全。 

1.不含塑料及化

學物品  
2.耐熱，放置熱

飲中不會軟化

變形。 
3 可燃，並可於

天然環境下自

然分解。 

1.柔軟材質，

啃咬不傷牙

齦。 
2.耐高溫，冷

熱飲、酸性飲

料皆可安心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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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 政府限塑政策 
✔民眾環保意識抬頭 
✔民眾生態保護意識抬頭 

威脅 ✔有幾家環保吸管品牌競爭 
✔許多店家仍免費提供一次性

的塑膠吸管 
✔售價高於傳統塑膠吸管 
✔較不容易吸引老人族群 
✔市面環保吸管因品質良莠不

齊而價格懸殊，從 NTD 20 
元~500 元不等，消費者易被

價格誤導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伍、 STP 分析 
所謂 STP 分析，包含：Segmentation（市場區隔）、Targeting（目標市場選

擇）、Positioning（市場定位），乃 Wendell（1956）提出的行銷戰略三要素。 
吸吸管的 STP 分析如下： 

一、市場區隔 S 
地理變數：執行塑膠吸管減量政策的地區。 
行為變數：對於吸管有重度使用需求的族群。 

二、目標市場 T 
根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分別有高達

91.7%的國小學童、94.8%國中生、90.9%高中生、74.7%的成人（19 至 64 歲）及

40.5%的 65 歲以上老年人，每周至少喝 1 次含糖飲料；且其中 4 成更每周至少喝 7
次以上 19。結果顯示，以國中生有超過 9 成 4 每周至少喝 1 次含糖飲料的高比率居

各年齡層之冠，而國小學童、高中生比率也都破 9 成。因此，吸吸管的目標市場，

鎖定常喝飲料的學生、年輕人和上班族  。 
 

三、市場定位 P 
環保、易帶、易洗、易收納。 
 

陸、吸吸管和競爭品牌現有行銷 4P 
行銷組合 4P 乃由學者 McCarthy 於 1960 年率先提出，將行銷組合分為產品

（product）、價格（price）、通路（通路）、推廣（promotion）。 
一、競爭品牌目前行銷 4P 
「吸吸管」主要競爭品牌 DIDA、YOLLY、VIIDA 的行銷 4P，見表 6。 

 
表 6 主要競爭品牌的行銷 4P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二、「吸吸管」新創期目前行銷 4P 

                                                 
19 資料來源：https://www.mohw.gov.tw/cp-3795-4206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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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吸吸管為新創產品，現有行銷 4P 整理如表 7。 

表 7  新創產品「吸吸管」現有 4P 
資料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產品 
product 

DIDA 
鑽石鈍角純鈦吸管 

YOLLY 天

然竹纖維吸

管 

VIIDA  
Joy 環保矽膠吸管 

通路 
place 

各大網路購物平台 官網購買 各大網路平台以及

VIIDA 的實體店面 
價格 
price 

細 128~385 元 
粗 329〜415 元 
粗 2 支 499〜668 元 

300 元/盒 
 

259 元/一組 6 入 
 

推廣 
promotion 

1.加價 100 元可客製文字內

容（限 20 字內)、字型、刻

字顏色、圖形 
2.官網訂購滿 800 元免運費 

官網宣傳 揪團限時特價享免運 
四組：980 元 
八組：1850 元 

品牌 A Plastic Project(A.P.P.)吸吸管 
產品組 ✔粗「吸吸管」（長度 23cm / 內徑 12mm / 約 5 元重） 

✔細「吸吸管」（長度 23cm / 內徑 8mm / 小於 5 元重） 
✔專利扣具收納盒（直徑 4cm x 高 5.5cm） 
✔直式收納盒 

產品特色 ✔台灣製造，獨家研發新材質配方：採醫療級 PP，讓「吸

吸管」可以打開、捲起，符合新的使用機能。獨家新材質

可以重複開關夾鏈，開捲管身不變形。 
✔吸吸管- 專利設計，夾鏈結構 ：夾鏈式專利設計，一體

成形，滴水不漏。扣合式組裝，直接戳膜，簡單俐落。 
✔洗吸管- 攤開清洗，安心可見：可完全攤開來清洗，不需

要搭配任何清潔工具，絕對方便！ 
✔攜吸管- 輕巧迷你，旋蓋收納：打破固有吸管長管結構。 
✔掌上型「吸吸管」外出專用收納盒：具吊耳，可掛在鑰

匙圈、包包上、胸前…。收納盒採旋蓋結構，有效防止灰

塵沾附，一整天在外也能即時安心使用。 
✔ 超輕量，攜帶無負擔 
✔ 不含雙酚 A 塑化劑，耐酸鹼，耐溫 0° ~ 100°  
✔ 符合歐盟（EU）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食

品接觸相關法規，符合台灣食品用具、容器和包裝衛生標

準 
通路 place 嘖嘖募資（已結束）、FB、蝦皮、Pinkoi 電商平台 
價格 price 吸吸管套組 359 元(粗吸管 x1、細吸管 x1、收納盒 x1)  

推廣 promotion 官網、各大社群網路平台(IG、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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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環保吸管消費行為調查結論 
本研究針對環保吸管進行消費行為調查，採用發放問卷方式收集消費者意見，問

卷分析結果簡要整理如下。 
一、性別 

男性占 25.9%，女性占 74.1%，受訪者以女性為多數。 
 

二、年齡 
20 歲以下占 15.4%，21-30 歲占 70.6%，31-40 歲占 2.8%，40 歲以上占 11.2%，

受訪者以 21~30 歲年齡居多。 
 

三、您每星期平均使用吸管的次數 
問卷結果顯示，平均 0 次占 14%，平均 1-4 次占 69.2%，平均 5 次以上占 16.8%。

整體而言，受訪者每星期使用吸管 1-4 次居多。 
 

四、您目前最常使用的吸管材質（第 3 題答 0 次者跳過此題） 
問卷結果顯示，塑膠吸管占 73.4%，紙吸管占 10.5%，不鏽鋼吸管占 9.1%，玻璃

吸管占 3.5%，其他占 3.5%。整體而言，大部分受訪者仍多使用塑膠吸管。 
 

五、續上題，針對您目前最常使用的吸管材質，您常用此材質吸管的原

因（可複選）（第 3 題答 0 次者跳過此題） 
問卷結果顯示主要原因有六，方便取得占 76.9%、價格較便宜占 10.5%、無異味

占 12.6%、攜帶方便占 7.7%、環保占 16.1%、壽命較長可重複使用占 11.9%，因此，

大部分受訪者選用吸管的考量是方便取得。 
 

六、您是否聽過環保吸管 
問卷結果顯示，聽過的占 96.5%，沒聽過的占 3.5%，絕大部分受訪者都聽過環

保吸管。 
 

七、您得知環保吸管資訊的管道（可複選） 
問卷結果顯示主要管道有五：網路文章占 74.1%、廣告占 39.2%、親友介紹占

32.9%、報章雜誌占 28.7%、新聞占 25.2%，可知資訊管道以網路文章為主。 
 

八、您對環保吸管的使用意願 
問卷結果顯示無意願占 4.2%、還好占 18.9%、普通占 21.7%、願意占 35.7%、非

常願意占 19.6%，綜合而言，有半數以上受訪者願意或非常願意使用環保吸管（合計

佔 55.3%）。 
 

九、您是否曾使用過環保吸管 
問卷結果顯示曾用過的占 68.5%、不曾用過環保吸管的占 31.5%，使用過環保吸

管的比例占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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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促使您可能購買並使用環保吸管的原因（可複選） 
問卷結果顯示主因有四：塑化劑不利健康占 37.6%、保護生態占 79.4%、認同垃

圾減量占 66%、配合政府限塑政策占 41.1%，其中又以保護生態為最主要動機。 
 

十一、若選購可重複使用的環保吸管，挑選時會考量的主要因素（可複

選） 
問卷結果顯示考量的前十大主因有：清洗方便占 79.7%、攜帶方便占 75.5%、價

格占 58%、材質天然占 58%、安全占 47.6%、耐酸抗蝕性占 33.6%、顏色占 30.8%、

重量輕占 30.8%、壽命占 27.3%、購買管道占 15.4%，整體而言，若選購環保吸管，

清洗方便、攜帶方便為挑選的考量主因。 
 

十二、若您選購環保吸管，您能接受的價格範圍 
問卷結果顯示，50 元以下占 26.1%、51-250 元占 68.3%、251-500 元占 3.5%、

501 元以上占 2.1%，整體而言，環保吸管能接受的購買價格落在$50~$250。 
 

十三、對於可重複使用的環保吸管，您有哪些方面的顧慮（可複選） 
問卷結果顯示主要顧慮有五，清洗不便占 77.6%、品質占 60.1%、長條形攜帶不

便占 58%、安全占 50.3%、材質太重占 22.4%，整體而言，使用環保吸管大部分人會

顧慮到清洗不便、品質、和攜帶不便。 
 

十四、若環保吸管可完全攤開，方便清洗，是否提升您的購買慾 
問卷結果顯示，會提升的占 76.9%、不會提升的占 23.1%。整體而言，方便清洗

的創新設計，會提升多數受訪者的購買慾。 
 

十五、若環保吸管是夾鏈設計，可攤開攤平，方便捲起收納攜帶，是否

會提升您的購買慾 
問卷結果顯示，會提升的占 78.3%、不會提升的占 21.7%。整體而言，方便收納

攜帶的創新設計，會提升多數受訪者的購買慾。 
綜合問卷調查結果，可知創新環保吸管「吸吸管」，市場前景可期！ 
 
 

捌、 建議 
一、行銷策略建議 

本研究針對新創產品吸吸管現有行銷策略不足之處，提出以下幾點行銷推廣建

議： 
1、IG 購物廣告：利用 IG 限時動態往上滑，即可更方便前往購買吸吸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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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吸吸管 IG 購物廣告示意圖 

 
2、與 FB 網紅合作：請知名網紅在 FB 宣傳行銷文，並用「輸入專屬折扣碼」的方

式，吸引粉絲購買。 

 
圖 3 吸吸管 FB 專屬折扣碼示意圖 

 
3、與台灣連鎖手搖茶飲體系合作：例如凡購買飲品滿 100 元，並說出有關於「吸

吸管」三項優點，即可獲得抽獎券一張 ，抽獎項目為「吸吸管套組」（粗吸管

x1、細吸管 x1、透明收納盒 x1），限量 100 組。 
 
4、與知名 YouTuber 合作：例如請知名 YouTuber 阿滴，置入「吸吸管」到影片裡

面使用，宣揚環保、減塑的重要性，並吸引粉絲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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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吸吸管與知名 YouTuber 合作宣揚環保減塑示意圖 

 
5、蝦皮：在蝦皮衝人氣為「優選賣家」，以提升消費者信任度及購買意願。 

 
圖 5 蝦皮優選賣家的門檻 

 
6、置入本土連續劇：目前吸吸管的知名度不高，若能在台灣連續劇進行置入性行

銷，有益於提高知名度。例如在八點檔加入喝飲料使用「吸吸管」的情節，吸引電

視機前的男女老少關注，將可推廣吸吸管的用途與優點。 

 
圖 6 吸吸管置入本土連續劇示意圖 

7、客製化吸吸管收納盒：因應消費者對個人化風格的需求日增，可提供客製化收納

罐，例如客製自己的姓名於收納盒上、或加入自己喜愛的圖案，供消費者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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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客製化吸吸管收納盒示意圖 

 
二、預算規劃建議 

根據前述本文建議的 7 項行銷策略，進行預算規劃，呈現如表 8。根據表 8 的

計算結果，推廣費用預估 20 萬元。 
表 8 推廣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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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袋列印機-產品創新案例研究 
Pocket printer: a case study of product innovation 

李秀瑩 1、陳亭园 2、林沛湲 3、蔡佳圻 4、陳苔喻 5 
摘要 

印表機在日常生活中文件列印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從古至今，印表機列印的技

術和列印的品質不斷進步，但是攜帶方便性卻仍有限。本論文介紹 2016 年以來發

明的口袋列印機-喵喵機，其功能也因從方便性提升具有教育功能的產品，為產品創

新的一項成功的例子。 
關鍵詞：口袋列印機、產品創新 

 
 

Abstract 
Printe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document printing in our daily life. The printing 

technology and printing quality of the printer has improved a lot nowadays, however, its 
convenience is still limited.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pocket printer-meow machine, which 
has been invented since 2016, and its function of education is improved in addition to 
convenience. It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of product innovation. 
Keywords: Pocket printer, product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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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創新產品介紹 
2016 年 6 月，謝發炎與吳濤在廈門創立了喵寶科技，推出主打小巧便攜、讓列印更

有趣的喵喵機。他們以創造印表機簡易便攜為訴求，其所應用的熱敏列印技術不僅無

需補充墨盒，而且對機身體積要求更低，正符合他對印表機簡易便攜的訴求。喵喵機

設計了專門的開蓋方式，只要向下一搓，喵喵機就可以像戒指盒一樣開啟。喵喵機也

拋棄了大型印表機插電使用的方式，選擇了內建電池，並可以透過藍芽形式與手機

APP 直連。 
 
2018 年底接入學霸君的線上題庫，引入錯題列印功能後，喵喵機最主要的使用者群

體迅速由 18 到 26 歲的年輕女性轉向 18 歲以下的學生群體。2018 年，喵喵機重新定

位為教育市場類產品，打造喵喵機的學習幫手形象， 2018 年底，學霸君的題庫接入，

喵喵機一把抓住了教育這個巨大的市場機會。此後不到半年時間，喵喵機的營銷額便

超越了此前的總和，達到億元級別。對應軟體的研發轉向教育。從最開始只能列印錯

題的照片、節省抄題時間，到後來接入線上題庫，增加掃描比對功能，將抄寫解析和

知識點的過程一併精簡，提供了更便利的錯題列印服務。在軟體的迭代過程中，學習

模式也被不斷強化，如果你在喵喵機的 APP 上選擇身份為學生，那麼主頁面就會直

接跳到學習介面。 
貳、 產品公司介紹 

廈門喵寶科技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6 年, 公司是個極具創新的年輕技術型團隊, 總部

坐落於有調性的城市: 廈門。公司從事創新硬體和互聯網應用軟體發展, 業務範疇: 
軟硬體開發、生產、策劃、運營、銷售等。目前, 團隊已擁有從業至少十年以上的產

品經理和原 BAT 程式研發人員等強大技術開發實力。憑藉自身的技術力量和完善的

產品運營模式, 致力於打造以雲列印為基礎的消費級手機物聯網產品第一品牌！ 
2017 年 2 月, 喵寶科技有限公司推出第一款產品“喵喵機”後, 一度成為當年的現象

級新品。2017 年 11 月, 推出全新系列，條條機—多彩標籤印表機。2018 年 6 月, 喵
喵機新一代 p2 上線眾籌, 創下一天過百萬, 眾籌達成率 3407%的新記錄。2018 年，

喵喵機榮獲 CES 創新獎, 登上世界的舞臺！ 
喵喵機作為國內錯題印表機品牌中的佼佼者, 通過自主開發互聯網應用軟體, 通過

與硬體相結合, 完美的展現了高水準的人機交互體驗。app 中推出拍照搜題、異地遠

端列印、匿名紙條等黑科技十足的功能玩法, 屢屢的功能更新都讓用戶們感到尖叫、

不可思議。 
公司的經營理念是作為走在行業最前端的我們, 一直都在尋求新的突破, “科技讓列

印更有趣” 。喵喵機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列印的工具, 而是一種新體驗, 給你的生活帶

來無限的想像力, 讓黑科技觸手可及！ 
參、 產品介紹及產品概念圖 

產品名稱：喵喵機（便攜式列印機） 
本產品可提供極高的學習效率，學霸的秘笈，功能多種，可以拍照搜題、文

本列印、圖片列印等，是做手帳的好搭檔，小巧又便攜，許多學生黨的首選。 
APP 內置海量題庫，涵蓋小學到高中所有科目、大學生主要科目，遇到難

題不要慌，隨手一拍，秒出答案，拍照搜題不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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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在手機打好筆記，把必備知識點掃描上傳列印，告別手抄，隨時隨地學

習，提升學習效率。 
照片列印也不是問題，復古的黑白照片效果，記錄生活點滴。 
熱敏紙請勿在陽光下曝曬，避免潮濕，不要與印刷矽油，螢光筆塗料，膠帶

等含有可塑劑，有機溶劑，油脂等化學物質長時間接觸，否則容易縮短留影時長

。 
藍芽直連：不受網路限制，隨時隨地連接 
高精度列印頭：列印效果更清晰 
熱敏列印：無需添加油墨，環保健康 
內置離電池：充電 2 小時，可列印 8 卷紙 
產品的功能參數： 
電池內置：1000MAH 鋰電池 
充電充電介面：5V=2AMicro-USB 
列印類型：熱敏列印 
熱敏紙尺寸：57 * 33MM（標準規格） 
連接方式：藍牙連接 
尺寸：83*85*45MM 
熱敏紙類別： 
不乾膠熱敏紙 
重量（克）：26    單卷長度（米）：2.2 
留影時長（年）：10   是否含雙酚 A：否 
普通熱敏紙 
重量（克）：65    單卷長度（米）：6.25 
留影時長（年）：3-5   是否含雙酚 A：否 
彩色熱敏紙 
重量（克）：21    單卷長度（米）：7 
留影時長（年）：2-5   是否含雙酚 A：否 
 

肆、 產品創新動機 
爭對學生黨做設計，以學生黨的視角，講求給予帶來方便性又新奇的感覺，不只

是學生黨，上班族也可在工作上使用，列印些工作上所需的資料等。近年調查許多年

輕族群也開始喜愛做手帳，而我們的列印機也可以在這上面用 APP 裡的可愛貼圖或

者日常的流水手帳、旅行的所見所聞，都可以列印出來，貼在手帳上，好看又便利。

這未來也許可以在年輕人之間引起潮流。 
 

伍、 產品設計概念 
精緻小巧，便利貼的大小，是可置入口袋的列印機。 
不受網路限制，隨時隨地藍牙直連，高精準列印頭，列印效果高清，而且還是用

熱敏列印，無須添加油墨，極致環保，內置鋰電池，充電兩小時，可列印 8 卷紙。 
公司提供的紙品質有保障，列印筆記長期保留不消失，不含雙酚 A，讓消費者用

得安心。 
陸、 產品市場環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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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體環境分析： 
目前印表機已被廣泛應用於政府、公司、銀行、醫院、高校、家庭等眾多機構和

單位，據資料顯示，2019 年四季度全球列印設備出貨量下降了 5.4%，約為 2530 萬

台；總金額卻反而小幅增長 0.9%，達到 119 億美元。其中，惠普出貨量為 977.49 萬

台，占比全球份額 38.6%，居全球首位，其他前五名品牌依次為佳能、愛普生、兄弟

、京瓷等，其市場占比分別為 21.4%、19%、8%、1.9%。 
在台灣，2019 年上半年普遍受到新冠肺炎影響，不僅影響了出貨表現，也影響

了過去的發展常規。以全球列印設備市場來看，佔有主流地位的雷射列印全球及主要

區域第一季年成長率都受到極大衝擊，同時台灣卻逆勢發展，呈現 2.7%的成長，相

對全球雷射市場大幅下滑 8.7%，趨勢明顯與全球脫鉤。 
而在中國情況也相同，據資料顯示，2017-2019 年中國印表機出口量呈小幅度下

降趨勢，2019 年中國印表機出口量為 3813 萬台，同比下降 13.4%。2020 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下降幅度加大，2020 年 1-5 月中國印表機出口量為 1443 萬台，同比下

降 26.7%。 
值得關注的是，有專人分析目前中國因疫情的影響，受到市場極大的刺激，中國

印表機企業數量不斷增長，這將加速中國印表機市場的發展，為中國贏取世界印表機

市場增多了一分契機，而喵喵機就是其中之一，為了銷售量，開始帶起了一股小型列

印機的風潮，受到廣大市場的好評。 
未來，在萬物互聯的時代趨勢的迅速推動下，列印機和 PC、智慧手機等設備正

在展開更緊密的聯繫，將成為智慧辦公的重要環節和必備品，從而助力終端使用者提

高工作效率、完善協同辦公系統，不只在辦公上，學生族群也可以提高學習效率，成

為年輕族群中極為喜愛的商品。 
小型列印機在台灣算是一種剛引入的新產品，目前在台灣市場需求日漸成熟，而

且未來市場的潛力巨大，小型列印機將成為一股流行來發展，這種類型微打體積小、

列印速度慢、價錢低，在學生或小資族群的首選目標。 
小型列印機在台灣還沒被獨佔先機，但目前還未成熟，前期需要在推廣上面下點

功夫，還要與一家公司競爭，那就是惠普(HP)公司，目前印表機市場是惠普一家獨大

，在節省空間需求，和網路應用普及的影響下，無論企業或家庭、個人市場，整合的

趨勢都是不變的，多功能事務機也就成為印表機的下一代產品。 
 
2 競爭者分析： 

目前，印表機市場知名品牌包括了 HP（惠普）、EPSON（愛普生）、CANON
（佳能）、LEXMARK（利盟）、OKI、等。在這些品牌中，HP、EPSON 和 CANON 
常被人們形容為列印市場中的 “三國”，因無論從市場佔有率，或從列印技術看，這

三家的產品都是印表機市場的絕對領導者。 
 

而這三家企業中，HP 在全球印表機市場佔有率已為之最，每年投入列印部門的

研發經費超過 10 億美元，擁有包括雷射列印在內的列印專利高達 9,000 多項，被

視為雷射印表機市場的龍頭，有 “全球印表機王” 之稱。在台灣這三大廠牌的印表機

較普遍，我們分別介紹 HP、EPSON、CANON 這三家公司。 
1.HP(惠普)： 

經營理念：「重視人」為宗旨，秉持以客戶及員工為中心的管理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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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服務：採用全方位服務，提供上網技術、電子郵件支援服務或者致電到客服

務中心有專人解答。若發生故障，派員到府交換機服務縮短修機時間及提高效率

。 
品牌優勢：3C 產品、零組件批發零售，在公司、產品、服務皆獲得佳績。 

2.Epson(愛普森)： 
經營理念：「信賴經營的不斷實踐」，秉持顧客至上、珍惜地球資源、尊重個人

、發揮集體力量，使我們在全世界各角落都為人信賴，並期待成為與社會共同發

展的開放型企業。 
客戶服務：維修據點遍佈全省，針對部分高階產品快速安排工程師到府為您提供

現場專業服務。 
品牌優勢：永續採購，供應商綠色採購，符合環保標章產品。 

3.Canon(佳能)： 
經營理念：以「共生(kyosei)」為企業宗旨的 Canon，銷售與服務據點遍佈全球，

致力在 21 新世紀中，成為台灣 IT 領域的優良企業。 
客戶服務：將其資源分享給全球分公司，並針對區域特性發展在地服務，讓 Canon
全球的客戶享受兼具在地及國際水準的服務。 
品牌優勢：符合國際能源之星標準、符合 RoHs 標準，支援綠色採購。 
根據上述發現，印表機廠商隨著時代進步，逐漸重視環境保護的議題，因此皆開

始提倡環保科技，來降低產業對環境的污染及破壞。印表機廠商競爭激烈，加上產業

進入微利時代，廠商為了能在市場上鞏固地位，逐漸與同業或異業合作，來開發潛在

的市場。 
再來根據市場調查來看，伴隨電商的發展，線上平臺也成了印表機的主流市場之

一。根據慢慢買大數據顯示，2020 年 10 月份，僅京東平臺印表機類目的月銷額就達

到了約 3.3 億元，且銷量和銷額分別環比上漲 2%和 3.4%。 
不過，國內印表機行業表現出明顯的不均衡。目前不僅國際市場正在被大型跨國

企業所壟斷，國內的印表機市場也已經被惠普、愛普生、佳能等跨國公司控制。無論

是熱門品牌排行榜還是熱銷商品排行榜，都能反映出國內外品牌之間的實力差距。 
可以看到，今年 10 月份，惠普品牌獨佔了 43.6%的市場份額，愛普生和佳能份

額接近，分別為 15.8%和 11.5%。 
再來我們分別介紹三家競爭者公司的代表性家用印表機介紹與比對(表一)。 

表一 喵喵機的競爭者分析 
產

品

名

稱 

HP OfficeJet Pro 8210 A4 商用噴墨印表

機 
EPSON L3116 三合一 連續供墨複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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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品

介

紹 

這款印表機雖然是噴墨，但是適合商用。

解析度達 2400 x 1200dpi，可印製黑白跟

彩色；印製黑白檔速度是 22pm，印製彩

色檔速度則是 18pm。建議每月頁面印製

張數量介於 250-1500 張。。 

EPSON L3116 三合一 連續供墨複合機的

黑色墨水可印製 4500 張，彩色檔 7500 張起

，機器壽命高達 3 萬張，所以即使是噴墨印

表機，大量印製也沒問題。因為噴墨印表機

無光鼓加熱器等消耗性零件，耗電量比雷射

省 96%。可說結合「印更多、印更省、印安

心、印環保」等四項特色。因為 Epson 原廠

連續供墨，讓客戶免於擔心墨水漏墨、堵塞

等問題。 
優

點 
支援移動列印 
具有無線網絡列印功能、無線直連列印

功能、雲列印功能 

機台不大,包含掃描影印功能 
耗電量比雷射省 96%，省電 

缺

點 
價格貴 
網上評價打印色彩还原非常差 

CIS 移動的軌道是塑膠的，這產品對掃描的

要求不高 
產

品

名

稱 

Canon PIXMA MG3070 多功能 wifi 複合

機 
喵喵機 學霸錯題打印機（便攜式列印機） 

產

品

介

紹 

Canon PIXMA MG3070 多功能 wifi 複合

機具備列印、掃描、影印等功能，也可透

過 Google 雲端列印。適合家庭、學生列

印報告使用。而且價格也是很多學生可

以負擔的價格。日本製的噴頭/墨水合一

設計，比較不會有噴頭阻塞問題。而且隨

機附上全滿標準容量墨水。就算後方送

紙也不容易卡紙(普通紙 60 張)。影印份

數為 1-21 頁，不過須手動重複按壓。但

整理而言，對於挑燈趕報告時候會顯得

很重要! 

喵喵機，不只是一台口袋相印機，它能滿足

相片列印、圖文列印、文字列印、傳情列印

、記事列印，就連網頁列印也不是問題！搭

配專屬 APP，內含多種字體選擇、背景樣式

、情境模式、可愛貼圖及插畫，讓小紙條不

再冰冷，更能傳遞你我的心情，保存你我的

生活點滴，增添生活情趣，現在就趕快人手

一台喵喵機，讓樂趣多更多！ 

優

點 
輕巧機身並配備列印、掃描及影印功能，

內建 Wi-Fi 無線網路，可無線分享列印及

掃描。 

環保不須用到墨水 
小巧方便攜帶 
分析題目，幫助學生解題 

缺

點 
沒有顯示屏，操作相對的沒有前面機型

簡單 
無法列印大圖檔 
無法大量列印 

 
依上述來看，每個印表機各有優缺點，但相對地都要用到墨水，而喵喵機不需要

，而是使用熱敏列印，無需添加油墨，環保又健康，小巧又方便攜帶，創意性也十分

足，價格也親民，依據統計，喵喵機的銷量也直直上升中（如下圖一），專家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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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學生(特別是 10-18 歲人群)將成為國內喵喵機潛力消費群體，家長/老師可以通過

喵喵機，和孩子們進行趣味的互動，或者是考試的答題說教。具有相當高的潛力。 
 

 
圖一  喵喵機市場佔有率分析 

柒、 產品 STP 分析 
S（Segmentation）市場區隔： 
市場的定義：在現在這個科技的時代裡，產品總是日新月異；我們使用的印表機也不

再是笨重難以移動的桌面設備。一個來自廈門喵寶科技的研發產品，體積和手掌一般

大，卻滿載了種功能。 
市場中消費者的主要特質：年輕族群 
消費者資料主要為：學生、上班族等 
學生：課業報告或學習劄記等，喵喵機運用雲端、APP 等功能，除了立即查詢外，並

能快速列印存留資料；或是外出旅遊，拍攝完成後可以如拍立得立刻列印，並增添不

少的樂趣。 
上班族群：可以計劃自己一天的工作。也可以列印出一周的計劃，手動填寫。在完成

了工作任務後，可以每天記錄下來，三個月後進行績效填寫時知道自己完成了那些任

務。 
 T（Targeting）目標市場： 
市場與市場間的不同：喵喵機的市場適用於輕巧、便於攜帶並可立即列印。 
個人用印表機場所固定、體積大等攜帶不便。 
市場的發展性：由於價格不高而且小巧玲瓏，機身圖案豐富多元，選擇性高，消費者

青睞此產品的意願高。 
消費族群佔台灣總人口約 12%，人數約為 290 萬人左右，有其一定的發展性。 
市場接收訊息的難易度：由於目標族群使用後的反饋快速，可在網路中立即搜尋及瞭

解，故接收訊息屬於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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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ositioning）定位： 
品牌定位：輕便可攜、快速列印、糾正錯題功能、無墨環保。 
競爭對手間的差異：HP 與喵喵機的價格相比為高、需在一個固定點插電使用。 
 

捌、 產品五力分析 
1.新加入者： 

本公司可贏得先機，競爭中難得的機緣，而潛在新進入者是競爭是一種重要力量

，這些新進入者（例如：咕咕機）想與原企業競爭，大都擁有新的生產能力和擁有雄

厚資源，想在此市場佔有一席之地，所以新加入競爭行列的企業，以其不等的競爭強

弱程度，都會威脅原企業之利潤。假如新加入者的競爭力不強，則企業可以挾先行者

優勢將其逐出市場，以謀得較高利潤。如果面對的是強悍的競爭對手，將帶來對市場

佔有率的搶奪，必然與現有企業展開激烈競爭，可能因「價格戰」替代品或服務的威

脅的殘殺下，導致利潤降低。因此，新加入的同業競爭者是企業一大威脅力量。 
2.替代品： 

目前已有許多的打印機公司隨著潮流跟著出現市場，例如：咕咕機、印題寶等，

隨著這些商品的出現，許多對手採取了薄利多銷的手段，就為了吸引更多消費者，增

加市場獨佔率。喵喵機不得不持續增加一些促銷方案，和精進打印機的功能。 
3.客戶： 

因相似的口袋打印機已慢慢地出現，購買者對市場價格敏感度變高，相對地就會

開始比較，慢慢地對價格有所了解，又具有採購優勢時，將會形成企業的議價壓力，

議價壓力越大，消費者願意為產品或服務支付的價格就越低，企業的獲利就越低。 
4.供應商： 

現有不少企業開始提供口袋打印機這項軟硬體技術了，但因是新產品新市場，使

用集中戰略，把經營策略重點放在我們的特定目標市場上，以提供我們的特殊產品與

服務，建立起競爭優勢，進貨量相對低一些，供給方議價能力就高，集中差異化的公

司便能把供給方的漲價部分轉嫁給消費者。 
5.現有競爭者: 

打印機是競爭 HP、Canon、Epson，口袋打印機（錯題打印機）是競爭咕咕機等

。打印機方面的競爭主要是競爭推廣方面和創新的部分，較有威脅性的是那些原本對

家用型打印機的忠實顧客比較多，普遍顧客對口袋打印機的認知相對較少。而口袋打

印機方面，比的是技術方面，目前公司技術佔優勢，由於口袋打印機研發相對其他口

袋打印機較早、技術已經較成熟，品牌較其他口袋打印機知名度較高，佔據一定的優

勢，競爭者多，消費者對價格會比價所以也較敏感，價格競爭激烈。 
 

玖、 行銷 4P 策略 
Product (產品) ： 
喵喵機是一款充滿趣味的口袋印表機，可以通過喵喵機 App 進行線上編輯你想要列

印的內容、圖片、表情包、文字、清單備忘等等，並採用藍牙連接，無需連網即拍即

印。    採用無墨環保列印，藍芽連接不受網路限制，熱敏紙列印，列印過程快速即

刻列印出想要的圖案。本款產品的電池是 1000mAh 充一次電可以列印 6 捲紙是非常

省電的，即使在外面也能方便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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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外觀：可鹽可甜的馬卡龍色系，通過列印出紙口的摺疊設計，過度到連接的

機身，使得整體尺寸縮小到最簡，直至一手掌握，機身採用磨砂紙感，柔性指示燈、

絲滑鏡頭蓋、流暢的機身。本款產品的右側部分，有一個充電孔，充電線使用的是

5V=2AMicro USB 介面，喵喵機採用的是滑動開蓋式設計，輕輕的向後推開即可，就

可以進行換紙，非常的輕盈。在產品的頂部是我們的撕紙口，口部採用 45 度凹凸設

計，內部有鋸齒雙排切割，在我們撕列印的紙條時也不會傷到手。 
Place (通路) ： 
現有通路狀況以網路銷售，並沒有實體店面。 
官方商城：京東自營旗艦店 
購物網站：淘寶、蝦皮、pchome 線上購物、博客來、東森購物網、momo 購物網等 
Price (價格) ： 
喵喵機主打年輕消費族群，產品價格的設定以學生經濟負擔許可設定，並結合了產品

的特性及功能，扣除合理的成本及運費，而設定一機的售價為 NT$1500；在攜帶型

列印機種類產品的售價不會偏低或偏高，讓消費族群也能買到價美物廉的商品，並以

口碑相傳，成為潛在的消費者。 
Promotion (促銷) ： 
現有促銷方案：官方網站新人專想優惠券，京東限時秒殺活動限定商品打九折 
雙 11 專屬限量禮盒購買就免費贈送價值 499 元的直播課程京東年終好物節：錯題打

印認準喵喵機購機送專屬打印紙、喵喵機 p2 鎮店爆款下單即贈送保護殼、喵喵機專

屬耗材搭配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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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shareboxnow.com/12%E6%AC%BE%E6%9C%80%E5%A4%AF%E7%86%B1%E9%96%80%E5%8D%B0%E8%A1%A8%E6%A9%9F-epson%E6%8E%A8%E8%96%A6/
https://www.paperang.com/cn/


 

 
 

台灣汽車租賃產業創新經營模式之研究- 
和運租車為例 

An analysis of the innovative business strategy for Taiwan 
Vehicle Lease -A study of Hotai Leasing Corporation  

 張靜梅 1、簡伯羽 2、林采儀 3、洪世伍 4 

摘要 
近年共享經濟日漸盛行，不一定要購車的觀念已經深入生活之中，民眾漸漸已經

習慣透過訂閱方式來滿足需求，擁有商品的「使用權」而非「擁有權」，不論是 Ubike

或是影音娛樂的 KKbox 及 Netflix 等服務，幾乎都脫離不了訂閱經濟影響。然而，

汽機車租賃業比起買車要負擔高額養車費用，還要承受折舊損失，更多人選擇以租代

購。本研究以個案研究方式，透過深入個別訪談，網路行銷、創新經營與服務創新之

分析運用，藉由本個案之研究，試圖找出該公司創新經營方式之優點與缺點，俾以提

供汽機車租賃業者經營策略之創新與提升競爭力之建議。 

關鍵詞： 汽車租賃、創新經營、網路行銷、產業環境、競爭分析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haring econom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and the 

notion of not having to buy car has been deeply rooted in life. People have gradually become 
accustomed to meeting their needs through subscription, and have the "right to use" rather 
than the "right to own" goods, whether it is Ubike or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Services 
such as KKbox and Netflix are almost inseparable from the impact of the subscription 
economy. However, the automobile and locomotive leasing industry has to bear the high 
cost of car maintenance and depreciation losses than buying a car, and more people choose 
to rent as a purchasing agent.  

This research uses a case study method, through in-depth individual interview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of Internet marketing, innovative operation and service innovation. 
Through this case study, it tries to find out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company’s innovative business methods, in order to provide rental cars and motorcycles. 
Proposals for the innovation of the industry’s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hancement of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Vehicle Lease、internet marketing、business innovation strategy、SWOT 
analysis、marketing strategies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系、講師、gemchang@tpcu.edu.tw 
2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 
3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學生 
44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200



 

 
 

壹、 緒論 
現在年輕人剛出社會或是剛領到駕照還沒存夠第一筆資金，加上現在市場景氣

狀況不佳，因此還尚未買車，這時有共享車的出現，共享汽車靈活便捷、短時的汽

車租賃，是介於私家車和公共運輸之間的一種交通創新方式，使年輕人可以藉由租

車網站上進行租車服務。和運不只有機車還有汽車，其他廠商如中租、 格上就沒

有提供此服務。加上透過 App 輕鬆完成預約、取車、付款、還車隨租隨還的便利

性，提高了消費者對於租車需求的機會。 
疫情影響消費生活型態，以租代購優勢，減少疫情帶來交通風險，減少停車不

便性，也減少了購車需支付費用的負擔，間接帶動汽車租賃商機大起，和運租車的

訂閱式租賃拉低用車門檻、增加選項，讓消費者可以年年開新車或是年年換車，由

於租期縮短，客層從原本企業用車擴展到小資族群、人生轉變族、新潮玩車族和輕

鬆用車族，快速改變一般消費者的用車習慣，也讓車商的銷售型態出現重大變革。 
 

台灣汽車租賃市場現況 

 租賃業係指從事機械設備及運輸工具、個人及家庭用品等之營業性租賃，以收

取租金作為報酬之行業。自 90 年調查以來租賃業營業額呈逐年攀升態勢，108 年營

業額達 1,376 億元，年增 3.5%，其中以運輸工具租賃業占 65.1%為大宗，較 99 年

增加 10.5 個百分點，其次分別為機械設備租賃業占 29.0%和個人及家庭物品租賃業

占 5.9%，則較 99 年各減少 8.4 和 2.1 個百分點。今年受 COVID-19 疫情影響，各

類機器設備出租業績均下滑，短期商務與旅遊租車服務需求亦縮減，隨國內疫情趨

緩，企業用戶長租業務穩定成長，加上業者多角化經營奏效，第 3 季營業額轉呈正

成長 1.1%，併計前 2 季，前 3 季營業額仍續增 2.0%。 
今年新冠疫情影響，許多台商回台避險，訂閱式租賃降低門檻，而且將最短租

期降到半年，更成為在台台商的最佳選擇，影響所及，以往長租客戶都以企業戶為

主，如今個人用戶已達 25%，成為疫情效應下的另一代表商機。也因疫情考量，即

使是長租，也可以從網路直接下訂訂閱，就像線上購物一樣，直接在網路上選擇車

款和條件，不用見面就可以解決用車的需求。 
 

台灣汽車租賃產業未來發展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2018)報導指出，我們發現到我國租賃業市場 97~107 年間營

業額起起伏伏，尤其 98 年間營業額為最低 614 億元，而 106 年創新高為 821 億

元。其中以運輸工具設備租賃業占 63.5%為大宗，機械設備租賃業占 32.3%次之，

個人及家庭物品租賃業占 4.2%居第三。根據臺北市租賃公會統計，台灣租賃業分期

與租賃契約總金額於 2018 年達新臺幣 4,108 億元，較前一年度成長近 17％，這顯

示租賃與分期產業已成為傳統金融機構外重要的資金來源，也漸漸地被台灣民眾所

接受。除此之外，近年來國內汽車購置採用分期或以租代購之風氣日盛，透過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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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期購車比例超過 40％，租賃取得車輛的比率達 10％，但相對於國外先進國家分

期及租賃比率達 7、8 成，仍有相當成長空間。依據中時新聞網(2018)報導，得知台

灣租車市場每年規模將近 400 億元，政府近幾年開始發展原鄉特色文化，旅遊與觀

光使得原鄉交通及運輸需求逐漸湧現。國內觀光量增加，各種運輸工具間無縫轉乘

的需求更多元化。小客車租賃業在整體運輸環境中提供較具彈性的方式，若能提升

小客車租賃業整體發展環境，可大幅強化民眾的多元運輸行為，並以智慧交通連接

原鄉的最後一哩路，透過數位化的在地交通運輸資源，將迅速媒合民眾交通需求與

運輸供給，並提升運輸整體便利性。「智慧運輸派車平台」將透過使用者經驗反

饋，做為後續功能改善與系統營運的參考依據，進而建立小客車租賃業者、民眾與

產業間三贏局面；再者，也因創造共享服務之智慧運輸服務新需求，進而提升原鄉

運輸服務品質，衍伸創造出更多的社會效益。 

研究動機與目地 
從 2014 年就開始佈局的 和運品牌 iRent，也是台灣最早發展出 24 小時隨租隨

還租賃汽車服務的廠商，一改長年來消費者只能夠透過實體店家租車的形式，計費

方式也從日租、半日租，延伸出更靈活的以小時來計費，租車的時間也就更為自

由，不用因為趕不及店家營業時間而多花一天的錢，眼光可說是十分精準。現在路

上看見越來越多人租用共享車，加上近幾個月疫情的關係，使得許多人紛紛開始選

擇不搭大眾交通運輸工具，避開密集的人群。各家廠商紛紛推出不同租車行銷方

案，希望能藉此吸引消費者來消費，選擇自家品牌，因此本研究以和運租車為例，

透過創新經營、行銷策略與 SWOT 分析，達到提升知名度及擴大使用率。本研究

預解決問題達成目的如下： 
(1)探討台灣和運租車經營現況。 
(2)探討台灣和運租車行銷策略及未來發展方向，如何應用創新經營策略。 
(3)以 SWOT 分析探討台灣和運租車內外部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 
(4)據分析結果，提供相關建議與改善，作為和運租車未來經營之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何謂汽車租賃產業 

 汽車租賃一般簡稱為租車，乃指租車公司提供車輛給顧客使用並從中收取費

用，租賃期短從數小時，長可達數年不等。租車公司通常在各地設立營業據點，以

方便顧客租、還車（亦可甲地借、乙地還，但可能會加收費用）。而營業據點通常

設在機場、車站及市中心等，並且開設網站，以便顧客事先上網預訂日期、車型、

租還地點等事項。 
二、創新經營模式 

Afuah and Tucci(2003)認為經營模式是企業依據經營宗旨運用企業資源，提供

比其競爭對手更好的價值給顧客，並藉此獲利的方法。同時也指出公司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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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不斷的創新，才能制敵先機、避開競爭對手，掌握機會避免威脅。因此解釋經營

模式是企業為了營利，所從事的一系列活動的方法或描述企業如何運作的故事。新

的經營模式可能是設計出一個新產品，又或是一種程序創新，讓某種產品或服務有

更好的製造、銷售或配銷方法。一個經營模式之所以成功，在於它提出比現有模式

更好的作法，這個做法可能只是對某個顧客群更好，但也可能完全取代傳統做法。

無論如何，是因為它洞察到顧客尚未獲得滿足的需要，藉著滿足這股需要，使經營

模式得以持續的創新。(黃翔俊，2006)  
1.創新  
(1) 創新定義 

Brown(1992)認為，創新是創造一個新產品、方法或一套系統，能造就一個全

新的市場，或者能夠改變競爭者或顧客的行為模式，並創造一個全然不同優勢唯一

的方法。Higgins(1995)創新是發明新事物的過程，且可以使一個公司在競爭力或製

程上，與別的公司處於較相對低成本的優勢地位，是掌握競爭優勢的秘訣。  
(2)服務創新  

當前消費者意識抬頭，不論哪一種產業，許多有別於以往的商機應運而生，服

務也如產品一般面臨商品化的挑戰，開啟了新形態的競爭型態。唯有提供創新的服

務，才能使企業從競爭中脫穎而出，為企業帶來更多獲利的機會(Tidd & Hull，
2003)。服務創新是指新服務或新產品的開發以及修正和改善現有服務的所有創新的

活動(Drejer，2004；黃文平，2013)。不論如何，創新是將現有產品或服務以一種新

的方式呈現的活動。 

二、 經營模式  
網路的興起，許多新公司透過資訊科技的創新，以不同於過去的新方法經營公司，

形成經營模式的創新熱潮。經營模式創新觀念的風行，反應了現時的技術與產業結

構的改變。經營模式創新可能是設計一個新的產品或服務來使顧客做到在過去做不

到的事情，用一個更好的方式去銷售或配送已經存在的產品或服務。 
1.經營模式的定義 ： 

Linder and Cantrell(2000) 認為經營模式是企業創造商業價值的核心活動。 
Osterwalder and Pigneur(2012)認為所謂經營模式，就是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

獲取價值的手段與方法。提出九個構成要素來描述經營模式，顯示一個公司如何賺

錢的邏輯。認為經營模式是一張藍圖，使策略可以在組織化的結構、流程系統中順

利實行。其定義的九個構成要素如下： 1. 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s)；2. 價值

主張(Value Propositions)；3.通路(Channels)；4.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
5.收益流(Revenue Streams)；6.關鍵資源(Key Resources) ； 7.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8.關鍵合作夥伴(Key Partnerships)；9.成本結構(Cost Structure)。  
2. 網路行銷相關理論 

本節針對網路行銷之定義與理論，購買利益相關理論及購買意願相關理論，逐

一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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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路行銷理論 
Janal (1995)將網路行銷(internet marketing)定義為「對於使用網路及商業線上服

務的使用者進行產品銷售及服務，並配合公司的整體行銷企劃，吸引顧客利用網路

獲取資訊及購買產品。」Chaffey, Richard, Kevin and Chadwick (2000)定義網路行銷

為「應用網際網路及其相關科技以達到行銷的目的。」由於網際網路具有高度的即

時性與互動性，同時兼能以相當低的成本進行跨國界且個人化的行銷活動，因此，

許多學者認為，網路行銷相對於傳統行銷功能而言，是一項革命性的發展。然而，

亦有學者抱持較為中立的態度，認為網路行銷並非完全推翻傳統行銷之概念，其最

基本的之特點乃在於行銷概念、行為、策略之網路化或數位化，是一種與傳統行銷

相加相乘的概念(吳奕軍,1998)。 
(二)購買利益相關理論 

購買利益，即廠商採取一項活動時，對於消費者而言，是否會產生購買上的利

益，諸如：時間、成本上的節省，而購買利益也因消費者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本文

將購買利益區分為兩大部份，分別為：資訊價值、產品價值，分述如下： 
 1.資訊價值理論 

價值對於買賣雙方的影響相當重要，若無價值存在，則交易關係便無以維繫。

Zeithaml (1988)提出四種由消費者所定義的價值意義：(1)價值就是低價；(2)價值就

是我想要的商品；(3)價值就是我付出價格的商品品質；(4)價格就是我付出後所得到

的。基於以上四種意義，Zeithaml (1988)得到一個關於價值的全面性意義：資訊價

值就是在知覺到接受與付出後，顧客對於商品的總體評價。這個價值定義主要在於

顧客知覺到的支出與獲得之間的差距，當獲得越大於支出的時候，該商品對於顧客

就越有價值。(陳昱君，2008)若干學者從價值本身特徵討論價值，並強調顧客參與

的重要性，Holbrook(1999)認為資訊價值是互動的(interactive )、相對的

(relativistic)、以偏好判斷的(preferential)、是種經驗(experience)。「互動的」是指某

些主體(消費者)與標的物(商品)產生互動，若無消費者的加入，無論商品具有何種特

徵都無法產生價值；「相對的」則包含：比較的(comparative)，由相同的人陳述參

考標的物的價值，進而藉此評定出另一標的物的價值；「個人的」是指商品能隨著

個人的需求而有所變化；「情境的」是評估時的情境會影響價值判斷的結果；「以

偏好判斷」是資訊價值的本質，也就是消費者對於事物有興趣的。且資訊價值存在

於「消費經驗」中，而非購買、品牌選擇或物品持有。(陳昱君，2008)   
2.產品價值理論 

所謂產品價值意指產品本身所具備之意義，係指產品的功能、特性、品質、品

種與樣式等所產生的價值，係顧客選購商品的首要考量因素。產品價值的意義較為

廣泛，基本上可分為兩大類別，即功利性 (utilitarian) 與象徵性 (symbolic) (Abelson 
and Prentice,1989)，其中「功利」係指產品本身所具備的實質性能與實用性，如產

品本身的特性、品質與反應性。「象徵」係指非產品功能之價值，也就是指非實質

經濟效益的產品價值，例如消費者所佩戴的高價手錶，除了計時之功能外，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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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自我肯定及社會認可的心理滿足，消費者藉此可獲得額外的經濟效益。此外，

Richins (1994) 將上述之分類進行延伸，彙整成四類，分別為功利 (utilitarian)、快

樂 (hedonic)、人際關係之象徵 (representation of interpersonal ties) 、身份 (identity)
與自我表達(self-expression)。其中，「功利」的含意與 Abelson & Prentice (1989)、
Dittmar (1992)、Hirschman (1980) 所定義的內容相同，而「快樂」係指消費者使用

產品後感到開心與喜悅。「人際關係之象徵」係指產品能代表消費者與群體的從屬

關係。(陳昱君，2008) 除上述兩種分類之 Batra and Ahtola (1991)、Mano and Oliver 
(1993) 皆認為消費者會利用以往的產品經驗去評估新產品或品牌的好壞，而產品所

提供的「功利價值」及「快樂價值」便係消費者對產品的使用經驗，故產品的評價

應以「功利」及「快樂」為基礎。 
根據上述不同學者對產品價值所提出的分類，本文決定採用 Batra and Ahtola 
(1991)、Mano and Oliver (1993) 所主張的類別，即「功利價值」與「快樂價值」因

為此分類能夠清楚的區分消費者的理性與感性反應，並且較能簡單與明瞭地說明產

品的意義。 

 三、產業環境 

Porter (1980，1985)指出，一個產業的競爭情勢主要是和五股「競爭作用力」

(Competitive Forces)有關，產業競爭的激烈及獲利的程度便由此五力加總起來評

估，五力分別為：「新進入者的威脅」、「被人取而代之」、「客戶議價能力」、

「供應商議價能力」以及「競爭者之間的對立態勢」，這些力量越強，就越限制企

業提高價格和賺取利潤的能力，在波特的理論架構中，強的競爭力會壓低利潤，可

視為是威脅；弱的競爭力允許企業賺取較高的利潤，可視為是機會。藉由五力分析 
(請見圖 1)，可協助公司分析產業，預測未來的走向，了解競爭對手及本身的處

境，並可將以上分析轉換建構為某個特定事業的競爭策略。 
Porter 對五力的說明如下：(Porter, 1980, 1985) 

 
圖 1 五力分析 

 
資料來源：(1)Porter, M.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Y.: Free Press. 

潛在競爭者 

供應商議價 現有競爭者 消費者議價 

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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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學者研究，可知產業環境可依據領域及特性來做分類，並且產業環境

構面將是影響技術創新策略以及企業競爭優勢的一個重要環節，本研究以 Porter 
(1980，1985)提出之五力分析來呈現產業環境。 

四、競爭策略分析 
面對全球競爭的環境，企業必須了解全球產業之結構，才能決定最佳策略，尤

其在資訊快速流動的現代社會中，有關產業分析中的重要因素，也隨著外在與內在

環境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因此，我們可以發現策略的制定與企業所處的環境有密不

可分的關係，一個優良的策略可以讓企業將火力集中在自身的強處，並找到適當的

機會點得以發揮其強處，SWOT 分析包括內在環境的優勢(Strength) 與弱勢

(Weakness)，外在環境的機會 (Opportunity)與威脅(Threat)，產業內在環境即是產業

的環境，指對企業績效有影響力的群體或力量，一般以波特的五力分析作為分析的

基礎。產業外在環境指的是那些對企業可能存在著潛在的衝擊力，但是相關性並不

是很明顯的因素，如經濟、法律、政治、科技及社會等因素。(康惠瑄，2009)，策

略規劃的過程均始於策略分析，Ansoff(1965)認為策略規劃的核心架構為策略分

析，也就是 SWOT 分析。Aaker(1984)認為，企業在進行策略規劃時的 SWOT 分析

包含了五大分析類別，亦即外在總體環境分析、產業分析、消費者分析、競爭者分

析及自我分析，經過 SWOT 分析後，企業可瞭解目前或未來的機會、威脅、優勢

及弱勢，而能掌握與維持企業的競爭優勢。Weihrich (1982)提出 SWOT 矩陣的概

念，將內部之優勢、劣勢，與外部之環境、威脅相互配對，利用最大之優勢、機

會，與最小之劣勢、威脅，界定出所在位置以研擬出適當的因應對策，分成四種策

略型態：(1) SO 策略：強化優勢－利用機會；(2) ST 策略：強化優勢－減少威脅；

(3) WO 策略：克服劣勢－利用機會；(4) WT 策略：克服劣勢－減少威脅。 

五、行銷策略定義  
Weitz&Wensley(1984)將行銷策略定義為『在既定的產品市場領域內，妥為 配置

資源可以達到可支持之競爭優勢』。Kolter(1991)將其定義為：行銷策略是事 業單位

預期在目標市場達成行銷目標的廣泛原則；通常包括行銷支出、行銷組合 策略與行

銷資源配置等決策。Foxall(1994)則以行銷組合的概念定義行銷策略為 使用行銷組合

以達成行銷目標指導原則。 從上述這些論點可得知，行銷策略應用是將這些資源的

組合做最有效的分配，達到最大效益。為了達到這些策略效益，常運用各種行銷工具

如目標行銷。 產品行銷組合（ marketing mix ）即是進一步（細部）的行銷策略規

劃，有 點像策略規劃過程中的執行方針（ Action plan ）擬定，傳統上常聽到的行

銷 4P 、行銷 7P 或是行銷 4C 即是對應行銷組合分析的相關專有名詞。行銷 4P 即

是 Product （產品）、 Pricing （價格）、 Promotion （促銷） 與 Placement （通

路），是企業最重要行銷競爭力的總體展現，也是提供最大顧客價值，提升最高顧客

滿意度策略行銷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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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研究方法 
首先對於個案廠商作為和運未來經營之參考的發展與經營現況作說明，接著對個

案研究公司的成立背景，經營現況，核心能力與技術創新加以探討。 

一、個案研究方法 
研究個案最大的好處是研究者在自然非操控環境下了解現況，可將實務觀察與理

論相配合，並且使研究者較為容易了解整個過程產生的本質與複雜度，再者可以面對

快速變化的策略，管理學域以及能洞察到新的主題(Beubasat，1994)。因此本研究從

所收集個案公司的次級資料，對個案公司進行分析。 

二、研究變數操作型定義 
1.經營模式: 本研究以 Osterwalder and Pigneur(2012) 提出九個構成要素來描述

經營模式，顯示一個公司如何賺錢的邏輯，就是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

的手段與方法。 
2.網路行銷：本研究以吳奕軍(1998)網路行銷並非完全推翻傳統行銷之概念，其

最基本的之特點乃在於行銷概念、行為、策略之網路化或數位化，是一種與傳統行銷

相加相乘的概念。 
3.產業環境：本研究以 Porter (1980，1985)提出五力分析來呈現產業環境。 
4. SWOT 分析：本研究採取 Weihrich (1982)提出 SWOT 矩陣的概念，將內部之

優勢、劣勢，與外部之環境、威脅相互配對，界定出所在位置研擬出適當的因應對策。 

三、資料蒐集方式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參考方式，資料來源如下：1. 各學術研究機構相關文獻、期刊；

2.公司及相關產業網站資料。 

四、研究範圍與限制 
本研究係藉由探討個案廠商作為和運未來經營之參考，剖析其經營策略，並提出

建議，研究過程雖力求嚴謹，但仍在下列因素之限制： 
1.以質性與敘述性研究，無法如量化數據資料簡明客觀。 
2.經營策略的觀點，較為主觀性的意見，不同的研究人員，或許存在完全不同的見解，

如：同為汽車租賃產業，面對相同的產業環境，廠商所採取的經營策略，不盡相同。 

五、個案公司分析 
  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簡稱：和運租車，母公司:和泰汽車，是台灣一家汽車

租賃公司，資本額 20 億 5208 萬元，為和泰汽車與日本豐田金融服務公司於 1999
年合資創立，總部位於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21 號 15 ，台灣三家分公司分別位於

臺南、臺中、高雄，在中國另有分公司，和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位於上海市普陀

區；2005 年：8 月，和運租車獲得 ISO 9001 品保認證。2007 年：8 月，和運租車獲

得中華民國經濟部商業司優良服務作業規範（GSP）之認證，為臺灣汽車租賃業界

首創。為民眾提供全方位的汽車租賃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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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運有著堅實的股東結構，包含服務至上的「和泰汽車集團(TOYOTA LEXUS
台灣總代理）」及顧客第一的「豐田金融服務株式會社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s 
Corporation）」﹒秉持 「顧客為先、專業為本」的經營理念提供完整的汽車租質服

務體系，成為最值得客戶信賴的標竿企業。為服務兩岸台商、提高互動與便利，自

2007 年走向國際，與和潤企業共同籌資於大陸上海設立和運國際租賃有限公司，提

供汽車與機器設備租賃服務，讓大陸台商擁有更有效的資金運用管道。 
1.產品/服務項目用途與特點：「門市租車」、「iRent 共享汽車」、「iRent 共享機

車」、「專車接送」、「停車場」五大項業務，不僅提供「行的工具」，也致力於

推動發展創新模式；「共享運具」讓移動資源使用效率能夠極大化，全面滿足休

閒、旅遊與商務等不同顧客群的多元租車需求，讓消費者對於交通移動方式有更多

選擇，同時也有 24 小時服務。不過這幾年來，iRent 的擴展從台北、新北一路延伸

到全台各地，也是首家進駐離島澎湖的共享汽車業者。 
2.現在(潛在)客戶：使用 APP 租借汽機車 
主要客戶：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長租型客戶，主要以理性用車的企業主，還可將租金

當做費用，抵減營業稅的功能。另一個針對短租型用戶，代步車在假日時，即可供

給個人短租的旅遊市場。潛在客戶：搶搭機場捷運通車族，可省時，省錢還可以創

造雙贏。 

肆、研究結果 
一、台灣和運租車 SWOT 分析： 
優勢( Strengths )  
1. 和運是台灣最大的汽車租賃公司。  
2. iRent 首創業界無店員服務二十四小時自助租車服務。 
3. 2020 年創新推出中古車訂閱式租賃服務。。  
4. 更領先業界推出的「訂閱式」租賃及可路邊租還的「iRent 自助租車」，為用  

車人創造更多元價值的租車服務。。 
5. 2020 年「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發表會」中，和運租車以 32.3%的心佔率，奪得

租車類理想品牌第一名。 
劣勢( Weakness )  
1. 使用者素質不一，造成維護成本問題。  
2. 便利性不高，民眾需要用車時，附近未必有車。  
3. 註冊申請時中途跳出或甚至關螢幕都有可能導致整個過程重來。 
4. 對於要出遠門過夜的民眾仍要計費算是非常不划算。 
機會 ( Opportunity )  
1. 電動車、無人駕駛、共享經濟等為汽車租賃產業帶來新服務商機。  
2. 透過網站商務行銷，增加更多國外旅客客源，拓展國際市場。 
3. 1999 年政府公佈公務車以租代購，開啟了汽車租賃服務新契機。 
4. 和運租車與 TOYOTA MaaS 新策略聯盟，創造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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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和運進軍中國設點提供租賃服務。 
6. 推出新型代的訂閱式租賃，3 年可開 3 台新車，滿足消費者想要使用的需求。 
7. 疫情帶動汽車租賃 改變消費者用車習慣，涵蓋企業用戶，小資族群到汽車新潮

玩車族和輕鬆用車族。 
8. 推出 yoxi 附駕型共享汽車服務，整合集團內購車、貸款、保險到售後服務等資

源，搶進國內計程車 App 叫車市場。 
威脅（Threats）  
1. 競爭者多，如中租，格上，Zipcar，gogoout 等業者競爭。  
2. 疫情重創，政府沒有實施對全年燃料費和牌照稅減半的紓困措施，令租車業苦不

堪言。 
3. 疫情影響，消費者不想外出，且旅遊人口急凍，租用情況也受到影響。 

二、和運租車台灣行銷策略分析 
1.產品/服務（Product/Service）： 

iRent 更是台灣最早發展出 24 小時隨租隨還，不特定地區、不特定時間的租賃

方式，從最早的悠遊卡當作解鎖的工具，到如今以手機下載 App，即可在台灣幾個

重要城市隨租隨還。服務不分，隨著時代的移轉，電動車、無人駕駛、共享經濟，

成為當紅的趨勢，公司又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和雲行動服務，以共享服務為核心概

念，從租車到停車場都包括在業務範圍內，營運範圍遍布全台，是目前唯一同時提

供汽車、機車共享服務的營運業者。因應對電動車需求，還提供 Tesla 電動車租賃

服務，讓客戶享有更多用車選擇，此外，擁有 iRent 自駕型共享汽機車、yoxi 附駕

型共享汽車服務兩個品牌所有權，掌握了數據、行銷等資源，可以在 MaaS 服務做

更好的運用，盼成為豐田汽車 MaaS 服務的全球典範。 
2.價格（price） 

目前汽車路邊租還營運範圍為雙北市（可直達桃園機場大園停車場）、台中市

及台南市，（含同站及路邊租還）享平日每小時租金 99 元優惠（里程費、eTag 等

另計）。至於共享電動機車每人每次平均租用 30 分鐘，主要為消費者轉乘及短程

代步使用，租借熱點集中商圈、大眾運輸周邊等人潮聚集處。機車提供單日租用上

限 300 元，黏著度較高的使用者。和運租車 iRent 營運模式分為兩種：同站取還車

與路邊租還車，同站點取車還，遍佈全台灣各縣市停車場，適合時機：計畫性出遊

或臨時要用車，預約：可預約未來兩個月內的租車計畫，租車費用：每小時 168 元

起(視車種)、每天 1680 元起(視車種)，最少需租用 1 小時，里程費用：每公里 3 元

(包含油資，加油不需付費)或同站取還車適合搭配大眾運輸，5 小時花費：900 元

(168*5 小時+3*20 公里)，油資已包含在費用內，不需再額外付費，取還車地點：

iRent 特約停車場 
3.通路（Place）： 

首創全國 24 小時無人租車服務（i-Rent），全台擁有上萬台汽機車出租，超過

1000 個服務據點，和運租車不只有汽車出租，還有共享電動機車持續加速營運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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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 月 1 日進軍桃園，首波投入桃園市八德區、中壢區、平鎮區、龜山區、蘆竹

區等，成為首家營運縣市跨足六都（雙北市、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

的共享機車業，除了實體通路，還有手機網路預約服務機制，虛實整合效益，大大

提供各族群更多元租車需求滿足。 
4.促銷（Promotion）： 

推出加碼五倍券正興方案，租車激省 36 小時，最低 2000 元起(適用於 36、54
小時之用車時數)，振興加碼，1. 預約時間：2021/10/8(五)起 2. 用車時間：

2021/10/15(五)~2021/12/31(五)3. 預約方式：官網/電話/臨櫃 4. 適用對象： 
③ 以紙本振興券支付租金②振興券綁定信用卡，出示綁定畫面後以該卡支付 
④ 金③振興券綁定電子票證/行動支付，現場出示綁定畫面後以信用卡支付金。 

資料來源: 和運租車官網 
 

5.人(People)： 
找到對的人，一切就對了；人不對，就算有再好的策略也是零。因此，無論是

各行各業或網路行銷的經營要能得到最好的發展，一定要釐清想要找什麼樣的人。

因為，不同的訴求吸引不同的對象，事先擬定焦點市場，而非漫無目的的發展，將

會讓事業的發展更加順利和快速，和運是此產業領導品牌，(Covid-19)持續發燒，

現階段還有很大成長空間，加上市場競爭激烈，紛紛搶食千億經濟商機，透過與各

行各業跨業整合與規劃，也可透過社群、雲端大數據協助開發商品與服務創新，期

望未來透過更好的口碑與創新行銷模式，擴大現有消費場域，與用戶建立深度情感

交流，企業得到不只是客人而是忠誠的朋友。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1. iRent 和運租車佔據租賃市場相當大的客群，其優質的品牌口碑與良好的售前

與售後服務，對於常使用租賃汽機車服務消費族群是很大的優勢。 
2. 面對其他國內與國外競爭品牌環伺在側，身為領導品牌和運也持續提供更優質

的線上線下的服務，創造使用者更大的價值化。 
3. 受限於台灣使用者人口數與競爭的家數，和運租車將觸角延伸至大陸市場佈

局，搶攻大陸內需市場的租賃業務的服務。 
4. 推出的和雲行動服務涵蓋短期租車，停車與專業司機接送共享服務。 
5. (iRent)首創全國 24 小時無人租車服務，超過 1000 個服務據點，提供使用者更

便捷，更輕鬆與更創新智慧交通服務模式，創造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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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後續建議

1. 和運是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牌，為了擴大更多族群的黏著度，與飯店、民宿旅

行社、觀光業者策略聯盟，建議可以將族群做分類，如情侶的二天一夜輕旅

行、全家親子四天三夜的旅遊、閨蜜渡假去，開創全台第一個針對不同族群開

發的租車觀光行程，創造媒體與消費市場的話題性與討論度。

2. 對於消費者網路介面操作上問題，建議在註冊流程上可分為兩大部分一為註冊

會員方案，另一為非會員註冊方案，會員除了享基本的優惠方案之外，會員在

疫情期間推『抗疫專案』，出門採買、購物與出遊，開車相對安全，凡是選擇

和運租車服務，皆可享受公司所提供全方面服務優惠。針對非會員部份，當場

註冊為會員者，可享 200 元現金抵扣，邀朋友加入再享 100 元 7-11 禮券，加入

越多，享越多。

3. 推出住宿＋套裝行程、特地車款及租車三天送一天方案，為了提升目標族群回

頭率，建議(一) 住宿＋套裝行程，凡參加此方案者，除當地名產名物購物金

100 元回饋，再贈送限定 1500cc 租車優惠乙張(下次使用，時間到年底為限)。
(二)特地車款優惠出租，凡在 10 月至明年過年期間參加住宿＋套裝行程長租民

眾，車款自動升級為大型 SUV 安全與舒適性旅遊，帶著全家大小戶外透透

氣，到野外露營、野餐，呼吸新鮮空氣，享受愜意的家庭休閒生活。 (三)長天

數送一天方案，凡於 10 月至明年過年間加入此行程民眾，就送北、中、南知

名家泡湯券四張，提高顧客的好感度與使用度，還可參加抽獎價值 7,999 元

BREEZER 腳踏車。期望這些附加價值行銷推廣活動，將危機變成轉機，轉機

成商機，強化銷售競爭力。

4. 配合政府振興方案，消費者只要以五倍券下訂預約，即可享有專屬五倍券享樂

專案，刺激短期消費，帶動業績成長，藉此抓住目標客群與吸引潛在客層加

入，創造共享新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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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DEMATEL 探討系統傢俱公司評選關鍵因素 
Applying DEMATEL to Analyze the Key Factors of System 

Furniture Company Selection  
楊世豪 1 

摘要 

系統傢俱因具備客製化、工期短、易裝卸、高環保等特性，成為近年來居家

裝修的主要發展趨勢，也因此加強了臺灣系統傢俱公司的快速發展與高度競爭。

過去研究雖有針對系統家具公司評選進行研究，但未有探討評選關鍵因素之間之

因果關係。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消費者選擇系統家具公司之關鍵影響因素為何，

以及因素間之相互影相關係。研究方法採用決策實驗室分析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研究結果發現，消費者選擇系

統傢俱公司關鍵因素之關聯性中，總影響程度最重應的因素，前三項分別為「C11

口碑與知名度」、「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C21溝通與專業能力」。主要

影響因素為「C21溝通與專業能力」，主要被影響因素為「C11口碑與知名度」。

研究結果可供系統傢俱公司研擬提升競爭優勢策略之參考。 

關鍵詞：系統傢俱、關鍵因素、決策實驗室分析法 

Abstract 
System furnitur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home decoratio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its customized, short construction period, easy loading and unloading, and high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dvantage. Therefore, it has strengthen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high competition of system furniture decoration industry in Taiwan. 
Although it has conducted research on the selection of system furniture companies in 
the past, it has not explored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key factors.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plore the key influencing factors that consumers choose system 
furniture companies, and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actors. The research method 
adopts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top three factors of total influencing factors are "word of mouth and 
reputation", "construction quality and completion acceptance", and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is "communication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the main affected factors is "word of mouth and popularity".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system furniture companies to 
develop strategies to enhance their competitive advantages. 
Keywords: System furniture, Key Factors, DEMATEL

1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助理教授、shyang@tp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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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內政部地政司(2021)統計2021年近五年全台辦理建物所有權登記，自2016年
500,968棟，成長至2020年591,942棟，年平均成長率為4.26%。相較於所有權第一

次登記量年減1.03%微幅下跌，移轉登記棟數卻自2016年378,661棟成長至2020年
474,579棟，年平均成長率達5.81%，顯示我國整體房屋交易市場依舊熱絡，也進

一步帶動系統家具產業發展。

然而，系統家具產業的發展也同步帶動產業內高度競爭，並逐漸趨向M型化

發展，大型品牌的系統家具公司以其高度知名度獲取較大之市場佔有率，而中小

型品牌則因資源有限，紛紛轉向經營區域性利基市場。系統家具之裝修具有金額

相對較高、使用期限較長、直接影響感官與生活品質等特性，使消費者在評選廠

商時較於謹慎，以避免暴露於過高的買賣訊息不對稱風險之下，降低期望落差。

也因此，瞭解消費者評選系統家具廠商之因素，以及因素間如何相互影響，便成

為系統家具公司在經營管理上的重要關鍵。

過去有關系統家具相關領域經營管理相關文獻，林語沛(2016) 應用層及分

析法(AHP)，建立一套包含七大構面與37項指標之系統廚具產業服務標準，以瞭

解廚具規劃中，消費者與服務提供者的認知差異。黃淑秋(2017)以個案研究方式，

探討台灣廚具品牌發展模式，並提出相關具體建議。曾俊源(2013) 以個案研究方

式，探討台灣廚具產業競爭策略，包含品牌形象經營、管行銷策略研擬、通路店

鋪佈局。林志順(2014)應用應用層及分析法(AHP)，建構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

模式，包含4大構面與16個準則，並進行分析。黃煜庭(2015)探討台灣廚具產業的

問題點以及尚未被滿足之客群，探索臺灣廚具產業的發展趨勢，並針對尚未被滿

足的客群，發展創新的商業模式。許雅雯(2019)以消費者觀點探討除具產業銷售

人員之職能，彙整16項重要職能，並發現消費者最重視之職能為廚具專業知識。

楊世豪(2021)以AHP方法建構系統家具廠商評選架構，探討關鍵影響因素，並發

現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為最重要關鍵因素。

回顧過去相關研究，雖有針對系統家具公司評選有系統性分析，但大多立足

於影響因素之間相互獨立(林語沛，2016；林志順，2014；楊世豪，2021)，或是

以個案研究(黃淑秋，2017；曾俊源，2013)為主，少有探討各項影響因素之間相

互影響之因果關係。基此，本文研究目的旨在探討消費者選擇系統家具公司之關

鍵影響因素為何，以及因素間之相互影相關係。研究方法採用決策實驗室法

(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研究結果可供系統傢

俱公司研擬提升競爭優勢策略之參考。

二、文獻回顧

廠商信譽能力對消費者決定是否將系統傢具公司納入評選考量有重要影響。

陳瑞芸(2019)在針對系統傢俱廠商進行個案研究指出，為與顧客共同建立服務價

值，創造良好服務體驗，進而為公司帶來更多的客流量和收益以及打造口碑知名

度。Dickson(1966)以系統性方法評選供應商，並整理出23項評估準則，其中與廠

商信譽能力有關者，包含過去表現、生產設備及產能、產業口碑、過去印象。郭

信良(2008)指出私立大專校院在評選工程廠商時，應考量廠商信用風評、公司過

去經驗與實績、整合能力、專案人員學經歷與素質。林志順(2014)在針對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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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所進行的研究中，建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模式，

包含5個構面與31個準則，準則包含廠商經驗與實績、廠商資源與技術、可利用

資源與能量。

廠商在與客戶洽談及簽約時，能夠充分瞭解客戶需求，並且能依據客戶需求

與簽約資料，再妥善規劃施工進度。因此，溝通管理能力亦是重要評選系統傢具

公司的重要項目。陳瑞芸(2019)認為，公司應以以客為尊和以人為本的服務之理

念，與顧客共同討論與思考，並實地探訪顧客需裝修之場地，從中進行規劃與設

計，進而達到顧客所需要的產品。林志順(2014)在針對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廠商

評選所進行的研究中，建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模式，其中資格能力構

面包含廠商經驗與實績、廠商資源與技術，技術能力構面包含可利用資源與能量。

Dickson(1966)進行系統性供應商評選所整理出的23項評估準則，與溝通管理能力

有關者，包含交期、溝通系統、管理控制、管理組織、服務態度、互相協商。

Choi(1996) 提出26個汽車產業評選供應商影響因素，內含公司的溝通整合能力、

樂於解決衝突、開放式溝通。郭信良(2008)指出，私立大專校院在評選工程廠商

時，應考量專案執行之時效性、管理能力、專案組織編制。林志順(2014) 建構建

築物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模式，31個準則中，包含進度管控能力、配合度及掌

控度、交辦事項時效性、履約管理能力、專案執行時效性。林沛語(2016)針對廚

具規劃服務指標進行研究，並歸類37項服務指標，其中業務接洽流程指標內含消

費者需求瞭解、務服務態度、業務專業能力、業務觀察整合力、業務形象價值、

業務溝通表達能力等6項指標；規劃設計流程指標內含設計者溝通能力、空間風

格整體規劃、設計規劃能力、消費者需求整合、提案書呈現內容完整性等5項指

標；估價簽約流程指標則內含精確的報價、簽約明細確認、設計價值評估、溝通

技巧、施工流程說明、施工尺寸複量確認等6項指標。 

風格設計與施工的品質直接影響消費者滿意度，也因此成為系統傢具業者評

選的重要指標。如能依據客戶需求進行設計，施工前的準確丈量，並依據設計圖

確實施工並進行完工驗收，以及配合客戶變更設計的彈性，消費者將對系統傢具

公司正向評價。Dickson(1966)進行系統性供應商評選所整理出的23項評估準則，

與工程技術能力有關者，包含品質、技術能力、訓練。Choi(1996) 提出26個汽車

產業評選供應商影響因素，內含能迅速改變產能的能力、快速回應需求、規格一

致性、設計能力、品質政策、技術能力。郭信良(2008)指出，私立大專校院在評

選工程廠商時，應考量施工品質、工業安全與衛生計畫、用料品質、緊急應變計

畫、工程配合度、整合能力。林志順(2014) 建構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廠商評選模

式，31個準則中，包含施工技術與執行能力、施工管理能力、品質管理能力、風

險管理計畫。林沛語(2016)針對廚具規劃服務指標進行研究，歸納出現場勘驗流

程指標，內含空間水電尺寸確認、提供修改處理方式、現場空間問題解决、現場

狀況記錄、其他工程溝通協調等5項指標；施工安裝流程指標，內含安全備料、

施工前期準備、工程進度安排、產品明細清點確認、安裝人員專業度、現場臨時

狀況協調排除、施工安全維護等7項指標；流程指標流程指標，內含完工驗收(包
含產品完整呈現、合約書點交一致性、消費者滿意、尾款收復等4項指標；此四

項流程指標都是消費者所在意的服務指標。

完工後，系統傢具公司所提供之售後服務能力，如能詳細說明電器家具的保

養方式，提供適當的保固期間及完工後的維修保養服務等，都可減少客戶對於施

工品質的不確定性，提高信任度。Dickson(1966)進行系統性供應商評選所整理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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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23項評估準則，與售後服務能力有關者，包含保證與客服政策、客訴處理程序、

服務態度。Choi(1996) 提出26個汽車產業評選供應商影響因素，包含售後服務與

發展長期關係的可行性。郭信良(2008)指出，私立大專校院在評選工程廠商時，

應考量未來保固服務。林志順(2014) 指出，未來保固計畫是建築物室內裝修工程

廠商評選期中一項重要準則。林沛語(2016)針對廚具規劃服務指標進行研究，指

出售後服務為重要流程指標之一，內含設備教學、主動關心瞭解使用狀況、提供

問題檢修立即性、以及提供產品保固服務。

三、研究方法與分析架構

本節說明研究方法之分析步驟，及分析架構與評估準則之內涵。

3.1研究方法 

決策實驗室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為
日内瓦Battelle研究中心協會(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 of Geneva)於1972致1976
年為執行自然科學與人文計畫所提出的一種數量方法(梁金樹等人，2021)。其

方法可提升對於特殊問題之瞭解、糾結問題之群組及藉由層級結構來提供識別可

行方案(許建華等人，2010)。決策實驗室法可有效的解決社會間複雜糾結的問題，

並瞭解複雜的因果關係結構，再藉由察看準則間兩兩影響程度，並利用矩陣及相

關數學理論計算出準則間的結構關係與影響的強度(Tzeng et al., 2007)，可用於分

析企業界各部門間之關連問題、服務行銷之消費者行為,或看出各問題或因素之

因果關係(嚴文位，2013)  

DEMATEL的運算步驟，說明如下(梁金樹等人，2021)： 

步驟一：定義因子之間不同影響程度的評量尺度

於評量因子之間不同影響程度的評量尺度為「沒有影響(0)、低度影響(1)、中

度影響(2)、高度影響(3)、與極高度影響(4)」 

步驟二：建立直接關係矩陣(direct relation matrix) 
首先，由受訪者依前一步驟所定義的評量尺度，針對所擬探討之因子或準則

進行兩兩間影響程度大小之評比，然後將所有受訪者之填答結果加以整合即可建

立直接關係矩陣。

令Y代表整合m個受訪者針對n個因子(或準則)進行兩兩間影響程度大小之評

比，其評比後之填答結果所建立的直接關係矩陣，可表示為

𝑌𝑌 =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𝑛𝑛×𝑛𝑛 
式中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𝑚𝑚

𝑡𝑡=1

/𝑚𝑚,∀𝑖𝑖 ≠ 𝑗𝑗,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 0,∀𝑖𝑖 ≠ 𝑗𝑗 
 𝑎𝑎𝑖𝑖𝑖𝑖𝑡𝑡 代表第t位受訪者針對第i個因子(或準則)影響第j個因子(或準則)進行影

響程度大小評比後之填答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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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三：建立標準化直接關係矩陣(normalized direct-relation matrix) 
令X代表直接關矩陣Y之標準化直關矩陣，則 

𝑋𝑋 = 𝜆𝜆 × 𝑌𝑌 
式中

λ = 1/max {max
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 ,  max
𝑖𝑖

��𝑦𝑦𝑖𝑖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 

步驟四：建立總關係矩陣(total relation matrix) 
令T代表總關係矩陣，則 

𝑇𝑇 = [𝑡𝑡𝑖𝑖𝑖𝑖]𝑛𝑛×𝑛𝑛 = lim
𝑘𝑘→∞

(𝑋𝑋 + 𝑋𝑋2 + ⋯+ 𝑋𝑋𝑘𝑘) = 𝑋𝑋(𝐼𝐼 − 𝑋𝑋)−1 

式中，I為單位矩陣 

步驟五：計算各因子(或準則)的影響度與被影響度 
定義: 

𝐷𝐷𝑖𝑖 = �𝑡𝑡𝑖𝑖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 𝑖𝑖 = 1,2,⋯ ,𝑛𝑛, 

𝑅𝑅𝑖𝑖 = �𝑡𝑡𝑖𝑖𝑖𝑖

𝑛𝑛

𝑖𝑖=1

, 𝑖𝑖 = 1,2,⋯ ,𝑛𝑛, 

則Di代表以因子(或準則)Ci為「因」而影響其它因子(或準則)之影響程度大

小的總和，而Rj代表以因子(或準則)Cj為「果」而被其它因子(或準則)影響之影響

程度大小的總和。

步驟六：計算中心度與原因度

根據步驟五所求得之各因子(或準則)的D值與R值，則可分別計算每一各因子

(或準則 )的D+R值與D-R值。D+R稱為中心度 (prominence)，而D-R為原因度

(relation)。D+R代表個別因子(或準則)在因子(或準則)群間的關係強度(關聯度)，
D-R則代表個別因子(或準則)的影響度。若D-R為正，則此因子(或準則偏向為導

致類；D-R若為負，則此因子(或準則)偏向為被影響類。

步驟七：繪製因果圖並進行因子(或準則)間之因果關係分析 
首先，利用所求得之所有因子(或準則)的D+R值與D-R值繪製各因子(或準則)

在二维座標系上的分佈圖，進而取適當的門槛值繪製各因子(或準則)間的因果圖

(causal diagram)，並進行因子(或準則)間之因果相互影響關係。 

3.2分析架構 

本研究之分析架構，參採楊世豪(2021)所建立之系統傢俱廠商評選架構，並

經與從事家具零售與裝修行業20年之系統傢具公司負責人討論後修正。各項準則

及其子準則內涵之說明，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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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子準則層說明 
準則 子準則 子準則內涵說明 

C1
廠
商
信
譽
能
力

C11 口碑與知名度 
指廠商利用輿論、廣告、口耳相傳，以及各種行銷
溝通管道建立知名度，有助於吸引客戶，加深對廠
商的信任感。

C12 過去工程實績 
廠商透過各種管道展現過去設計與工程實績，除
可作為施工品質的證明，另能提供客戶做為設計
依據。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廠商將客戶需求透過資訊科技技術協助正確呈現
設計圖，並提供多元化材質的板件讓客戶選擇。

C2
溝
通
管
理
能
力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在與客戶溝通時能充份了解客戶需求，並適時提
供專業且多樣的解決方案。

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
管

中小型系統傢俱廠商施工大多由供應商或外包其
他廠商施作，廠商須完善安排施工進度，隨時追蹤
並告知客戶施工狀況。

C23 文件資料正確性 簽約時合約文件內容的正確性與合理性，以及所
提供參考型錄與商品訊息的正確性。

C3
工
程
技
術
能
力

C31 事前丈量與風格
設計

系統傢俱廠商能否確實丈量空間，並依據顧客使
用需求與風格偏好，進行整體設計，並提供虛擬設
計圖。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
驗收

包含依據設計圖確實施工，同時注重安裝時各方
面的小細節，以及安裝地點的維護與環境整理。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
力

設計變更的最晚期限，以及在施工中遇到突發狀
況的應變能力。

C4
售
後
服
務
能
力

C41 設備教學與養護
說明

安裝完成後，各項設備的使用、保養、以及簡易故
障排除方式的講解說明。

C42 產品保固期限 產品保固期限長短，以及與保固的內容是否合理
且充分。

C43 問題檢修 保固期內發生問題，是否能第一時間協助處理，以
及過保後，廠商是否能提供協助。

四、實證分析與討論

本研究以系統傢具業從業人員與曾於裝修系統傢俱者為研究對象，於2021年
11月間發放問卷，共回收28份問卷，皆為有效問卷。系統傢具業從業人員問卷，

包含系統傢具裝修與零售公司負責人1名，從業20年；裝修設計公司財管人員1名，

從業10年；廚具裝潢及門市公司會計人員1名；從業1年；家具零售業從業人員4
名，分別從業4年、7年、10年、12年。另21份問卷填答人員，皆為曾經裝修系統

傢俱者，包含軍公教 10名、金融保險服務業 1名、流通零售業 1名、醫療

服務業 3名、以及其他 5名；前次裝修系統傢俱花費金額為30,000元以下

12名、30,001元~100,000元 4名、100,001元~200,000元 2 名 、 200,001 元

~300,000元 1名、500,001元以上 1名。 

問卷調查結果依據第三章DEMATEL分析步驟進行因素間之因果分析，整體

評估影響因素間直接與間接關係矩陣，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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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整體評估影響因素間直接與間接關係矩陣 

  C11 C12 C13 C21 C22 C23 C31 C32 C33 C41 C42 C43 

C11 口碑與知名度 0.3952 0.4139 0.3555 0.4041 0.4040 0.3740 0.3857 0.4548 0.4098 0.3635 0.3572 0.4066 

C12 過去工程實績 0.5013 0.3581 0.3718 0.4234 0.4236 0.3878 0.4036 0.4681 0.4328 0.3675 0.3576 0.4174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0.5180 0.4606 0.3222 0.4448 0.4558 0.4197 0.4366 0.4974 0.4651 0.3965 0.3885 0.4384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0.5309 0.4672 0.3922 0.3796 0.4602 0.4269 0.4461 0.5035 0.4728 0.4067 0.3809 0.4524 

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管 0.4874 0.4303 0.3567 0.4206 0.3439 0.3965 0.3918 0.4646 0.4237 0.3490 0.3456 0.3991 

C23 文件資料正確性 0.4926 0.4326 0.3647 0.4292 0.4380 0.3294 0.4123 0.4742 0.4297 0.3782 0.3648 0.4188 

C31 事前丈量與風格設計 0.4611 0.4003 0.3338 0.3977 0.3939 0.3781 0.3076 0.4395 0.4025 0.3292 0.3228 0.3805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0.5098 0.4459 0.3629 0.4293 0.4336 0.3977 0.4088 0.3952 0.4364 0.3707 0.3794 0.4314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0.4959 0.4333 0.3702 0.4330 0.4389 0.3899 0.4015 0.4789 0.3556 0.3570 0.3570 0.4115 

C41 設備教學與養護說明 0.4323 0.3763 0.3158 0.3706 0.3538 0.3437 0.3364 0.4057 0.3583 0.2654 0.3213 0.3773 

C42 產品保固期限 0.4167 0.3542 0.3054 0.3378 0.3342 0.3241 0.3152 0.3812 0.3406 0.3123 0.2469 0.3636 

C43 問題檢修 0.4653 0.3980 0.3422 0.3928 0.3828 0.3570 0.3545 0.4291 0.3876 0.3494 0.3441 0.3196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220



 

 
 

為簡化因果關係圖，篩選關鍵因素，本文依據整體關係矩陣進行敏感度分析，分

別計算各門檻值之採納對因素個數篩選之影響，如圖1。 

 
圖1 整體評估門檻值給定與因素個數敏感度分析 

本文以0.4611為門檻值，直接與間接關係矩陣中數字等於或高於門檻值則保留原

值，若低於門檻值則設為0。採取門檻值進行篩選後，Di為0者，自影響因素中刪除，

Rj為0者，自被影響因素中刪除。依據門檻值篩選過後之影響因素相互影響關係矩陣，

如表3所示。 

表 3 系統傢俱公司評選關鍵影響因素關聯性矩陣 
 被影響因素 

 
影響因素 

C11 
口碑與知名

度 

C12 
過去工程實

績 

C32 
施工品質與

完工驗收 

C33 
設計更改應

變能力 
Di 

C12 過去工程實

績 0.5013 0 0.4681 0 0.9695 

C13 廠商軟硬體

資源 0.5180 0 0.4974 0.4651 1.4806 

C21 溝通與專業

能力 0.5309 0.4672 0.5035 0.4728 1.9744 

C22 專案執行進

度控管 0.4874 0 0.4646 0 0.9520 

C23 文件資料正

確性 0.4926 0 0.4742 0 0.9668 

C32 施工品質與

完工驗收 0.5098 0 0 0 0.5098 

C33 設計更改應

變能力 0.4959 0 0.4789 0 0.9747 

C43 問題檢修 0.4653 0 0 0 0.4653 
Rj 4.0014 0.4672 2.8867 0.9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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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各因素的D值與R值分別計算各因素的D+R值(中心度)與D-R值(原因度)。
D+R代表個別因素在因素群間的關係強度(關聯度)，D-R則代表個別因素的影響度。

若D-R為正，則此因素偏向為導致類；D-R若為負，則此因素偏向為被影響類。據此，

影響因素間因果關係數值、因素間之影響關係、以及因素間之因果關係圖，分別如表

4、圖2、表5所示。 

表 4 整體評估關鍵影響因素間因果關係數值表 

 關鍵影響因素 Di Rj 中心度 
Di+Rj 

名次 原因度 
Di-Rj 

C11 口碑與知名度 0 4.0014 4.0014 1 -4.0014 
C12 過去工程實績 0.9695 0.4672 1.4367 6 0.5023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1.4806 0 1.4806 5 1.4806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1.9744 0 1.9744 3 1.9744 
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管 0.9520 0 0.9520 8 0.9520 
C23 文件資料正確性 0.9668 0 0.9668 7 0.9668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0.5098 2.8867 3.3965 2 -2.3769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0.9747 0.9379 1.9127 4 0.0368 
C43 問題檢修 0.4653 0 0.4653 9 0.4653 

 
圖 2 系統傢俱公司評選關鍵影響因素之因果關係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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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整體評估關鍵影響因素間之因果關係 
 主要影響 主要被影響 

C11 口碑與知

名度 --- 

C12 過去工程實績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管 
C23 文件資料正確性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C43 問題檢修 

C12 過去工程

實績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C13 廠商軟硬

體資源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 

C21 溝通與專

業能力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12 過去工程實績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 

C22 專案執行

進度控管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 

C23 文件資料

正確性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 

C32 施工品質

與完工驗

收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12 過去工程實績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管 
C23 文件資料正確性 
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 

C33 設計更改

應變能力 
C11 口碑與知名度 
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C13 廠商軟硬體資源 
C21 溝通與專業能力 

C43 問題檢修 C11 口碑與知名度 --- 

 
由表與圖可知，總影響程度(D+R)最重要因素為「C11口碑與知名度」，其次依

序是、「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C21溝通與專業能力」、「C33設計更改應變

能力」、「C13廠商軟硬體資源」、「C12過去工程實績」、「C23文件資料正確性」、

「C22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43問題檢修」。其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依序分

別是「C21溝通與專業能力」、「C13廠商軟硬體資源」、「C23文件資料正確性」、

「C22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12過去工程實績」、「C43問題檢修」、「C33設計

更改應變能力」。而最主要的被影響因素，依序是「C11口碑與知名度」」與「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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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管理意涵 
系統傢俱公司評選關鍵因素，總影響因素最重要者，前兩項分別為「C11口碑與

知名度」及「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推論因系統家具購置或裝修金額相對較為

龐大，且購置或裝修後使用期限較長，消費者暴露在較高的買賣訊息不對稱風險之

下，偏好選擇知名品牌或口碑較佳的系統家具公司，除確保施工品質，亦可免除未來

檢修之麻煩。 

在口碑與知名度部分，廠商建立欲口碑與知名度，會受到施工前的「C12過去工

程實績」、「C13廠商軟硬體資源」、「C21溝通與專業能力」，施工中的「C23文件

資料正確性」、「C22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33設計更改應變能力」，以及施工

後的「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及「C43問題檢修」影響，顯示系統家具公司欲建

立良好口碑與知名度，首先可以將過去優異的施工成果，以圖片或影片方式在官網或

廣告中展現，以強化客戶對公司的信賴。與客戶洽談中，洽談人員應具備高度專業知

識與溝通能力，瞭解消費者需求，提供諮詢意見，並展現專業能力。施工時除應依據

設計文件正確施工外，並應隨時提供客戶施工進度，讓客戶能充分掌握完工時間，而

如遇客戶臨時提出修改意見，系統家具公司也應充分告知可行性與替代方案，並重新

規劃進度與完工時間。施工完成後，應帶領客戶逐一檢視施工品質，並在說明過程中

逐步強化客戶對施工品質的認知與信心，最後並提供充分的維修保固服務，以降低客

戶疑慮。 

「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為總影響因素重要性居次者，系統家具購置與裝修

的使用期限較長，且施工品質良莠將影響未來生活品質，為消費者所重視之因素。首

先，「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會受到「C12過去工程實績」、「C13廠商軟硬體資

源」、「C21溝通與專業能力」的影響，顯示客戶在瞭解過去工程實績與廠商軟硬體

能力後，對於廠商能力及施工品質會有一定程度的期望，因此在施工時應慎選施工人

員，確保施工品質與客戶期望相符。此外，「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也受到「C22
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23文件資料正確性」、「C33設計更改應變能力」等因素

的影響，顯示系統家具公司應重視依規劃進度施工並準時完工，施工前也應確保設計

文件與物料材質的正確性，避免發生完工成果與設計發生差異之情況。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三為「C21溝通與專業能力」，系統家具廠商在與客戶洽談時，

應快速掌握消費者需求，提供不同的風格設計或方案以供客戶選擇，使客戶能從中挑

選出最佳的方案。「C21溝通與專業能力」會影響「C11口碑與知名度」、「C12過去

工程實績」、「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與「C33設計更改應變能力」。顯示客戶

在與系統家具公司洽談時，會依據洽談內容所表現出的專業性，來與口碑知名度和所

知的過去工程實績相互驗證。此外，在與客戶溝通時，如能充份了解客戶需求，展現

專業價值，也有助於提高客戶對施工品質的評價，並降低客戶臨時提出設計變更的疑

慮與影響。因此，系統家具公司的洽談人員，應有充分的教育訓練，除了對於施工技

術、設計風格、以及設備材質都要有充分瞭解外，更要從洽談中快速掌握客戶需求。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四為「C33設計更改應變能力」，會受到「C13廠商軟硬體資

源」與「C21溝通與專業能力」的影響，進而影響「 C11口碑與知名度」與「C32
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系統家具之規劃設計可能會隨著客戶所處環境、心情、以及

資訊累積而有所變動，因此在溝通過程中，如能掌握客戶的各項需求，結合公司所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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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的軟硬體資源，將可以在對完工期限與施工品質最少的影響下，提供設計與施工變

更，進而提升客戶滿意度，建立口碑。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五為「C13廠商軟硬體資源」，會影響「C11口碑與知名度」、

「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以及「設計更改應變能力」。廠商所展現的軟硬體資

源，能夠建立並強化客戶對系統家具公司所認知的口碑與知名度，並能確保施工品質

與規劃設計內容能夠相符，加強客戶對於施工成果的信心。因此，系統家具公司可建

立舒適且專業的環境來強化客戶認同，包含訓練洽談人員的專業談吐，適當展示多種

目前市場主流採用的設計風格與板件，並採用高階軟體，將客戶偏好風格具體化設計

呈現，使客戶能在施工前，便能瞭解施工後的視覺效果。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六為「C12過去工程實績」，會受到「C21溝通與專業能力」

的影響，顯示系統家具廠商在溝通洽談過程中所表現出來的專業能力，會使客戶去推

斷公司過去的施工成果，因此，系統家具廠商在與通洽談過程中，洽談人員必須具備

該領域之專業能力，並在過程中充分展現，以強化客戶認同與信心。此外，「C12過
去工程實績」會影響「 C11口碑與知名度」與「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除

顯示過去工程實績是建立口碑與知名度的重要來源外，過去的工程實績，也會影響客

戶對施工品質的期望，換言之，過去工程實績越優異，則客戶期望越高，對於施工品

質的要求也會越高。 

六、結論與建議 
綜合以上分析，以下提出研究結論及未來研究方向之建議。 

6.1 結論 

(1) 過去有關系統家具公司評選之相關研究，大多立足於影響因素之間相互獨

立，少有探討各項影響因素之間相互影響之因果關係。本文採用決策實驗室

法(Decision making trial and evaluation laboratory, DEMATEL)，研究目的旨

在探討消費者選擇系統家具公司之關鍵影響因素為何，以及因素間之相互

影相關係。 

(2) 研究結果顯示，總影響程度(D+R)最重要因素為「C11口碑與知名度」，此

因素受到「C12過去工程實績」、「C13廠商軟硬體資源」、「C21溝通與專

業能力」、「C23文件資料正確性」、「C22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33設
計更改應變能力」、「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及「C43問題檢修」影響，

建議系統家具公司如欲建立良好口碑與知名度，可透過以下方法： 

A. 充分展現過去優異的施工成果，強化客戶對公司的信賴。 

B. 洽談人員應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溝通能力，瞭解消費者需求，提供諮詢

意見，並展現專業能力。 

C. 施工時除應依據設計文件正確施工外，並應隨時提供客戶施工進度，讓

客戶能充分掌握完工時間，而如遇客戶臨時提出修改意見，系統家具公

司也應充分告知可行性與替代方案，並重新規劃進度與完工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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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施工完成後，應帶領客戶逐一檢視施工品質，並在說明過程中逐步強化

客戶對施工品質的認知與信心，最後並提供充分的維修保固服務，以降

低客戶疑慮。 

E. 總影響因素重要性居次者為「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會受到「C12
過去工程實績」、「C13廠商軟硬體資源」、「C21溝通與專業能力」、

「C22專案執行進度控管」、「C23文件資料正確性」、「C33設計更改

應變能力」的影響，顯示客戶在瞭解過去工程實績與廠商軟硬體能力後，

對於廠商能力及施工品質會有一定程度的期望，因此在施工時應慎選

施工人員，確保施工品質與客戶期望相符。此外，，施工前也應確保設

計文件與物料材質的正確性，避免發生完工成果與設計發生差異之情

況。  

(3)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三為「C21溝通與專業能力」，系統家具廠商在與客戶洽

談時，應快速掌握消費者需求，提供不同的風格設計或方案以供客戶選擇，

使客戶能從中挑選出最佳的方案。「C21溝通與專業能力」會影響「C11口
碑與知名度」、「C12過去工程實績」、「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與「C33
設計更改應變能力」。顯示客戶在與系統家具公司洽談時，會依據洽談內容

所表現出的專業性，來與口碑知名度和所知的過去工程實績相互驗證。此

外，在與客戶溝通時，如能充份了解客戶需求，展現專業價值，也有助於提

高客戶對施工品質的評價，並降低客戶臨時提出設計變更的疑慮與影響。因

此，系統家具公司的洽談人員，應有充分的教育訓練，除了對於施工技術、

設計風格、以及設備材質都要有充分瞭解外，更要從洽談中快速掌握客戶需

求。 

(4) 總影響因素排名第三為「C21溝通與專業能力」，並影響「C11口碑與知名

度」、「C12過去工程實績」、「C32施工品質與完工驗收」與「C33設計更

改應變能力」。顯示客戶在與系統家具公司洽談時，會依據洽談內容所表現

出的專業性，來與口碑知名度和所知的過去工程實績相互驗證。此外，在與

客戶溝通時，如能充份了解客戶需求，展現專業價值，也有助於提高客戶對

施工品質的評價，並降低客戶臨時提出設計變更的疑慮與影響。因此，系統

家具公司的洽談人員，應有充分的教育訓練，除了對於施工技術、設計風格、

以及設備材質都要有充分瞭解外，更要從洽談中快速掌握客戶需求。 

6.2 研究建議 

本文主要針對系統傢俱公司評選關鍵因素之間之關聯性進行研究，以瞭解因素

間相互影響之因果關係。建議未來可基於因素間具有相互影響關係之基礎，應用網路

分析法（Analytic Network Process，ANP）進行研究，進一步探討統傢俱公司評選關

鍵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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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即時監控物流模式探討 
Real-Time Monitoring and Controlling Innovation Logistics 

Mode Study 
吳庭儀 1、謝侑珊 2、周晏榆 3、李孟鍹 4、方楀媃 5、黃道心 6 

 

摘  要 

本創新為一種可以即時監測並調整溫溼度之物流裝置及服務模式的創新探討，

其為一種具有環保節能、成本低廉且兼具物流履歷即時呈現給生產者與消費者的

安全信賴物流裝置與服務模式。本創新具有三項特徵：首先為遠端即時監控物流狀

況之 APP：可以與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搭配使用，可以即時傳送物流箱的儲存

品質。其次為廉價、方便的溫控物流裝置:可以低廉成本達成保冷、保溫，並依據

疫情需要，可以選擇性增加取貨前的殺菌程序：消費者收到宅配貨品，打開箱體前，

箱體感測人體而發出紫外光或臭氧，對貨品外包裝進行消毒殺菌，以降低物流過程

病毒傳播的風險。新設計多方交流的客服式物流中心：提供物流人員設備維護及耗

材支援，並兼具物流監控數據管理，可以服務製造生產之銷售端，並提供生產者、

物流業者、消費者所需的物流資訊。 
  

關鍵詞：創新、即時監控、物流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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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消費者消費習慣的改變、資訊化及全球化的趨勢、行銷通路的扁平化等環

境的改變。商品流通成為企業所重視的經營管理對象，包含宅配業在內的流通相關

活動佔整體經濟比重逐年增加，成為各國的重要經濟活動。社會結構快速變遷使得

大眾化社會逐漸走向分眾化的型態，客戶需求日益分歧。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逐漸

由大量消費轉變為「少量、多樣」的消費型態。 
網路、電視與平面媒體積極報導各地方的精緻美食與農特產品，透過宅配服務

讓地方小店變成全國知名品牌讓產地農特產品免除中間商的剝削，直接到消費者手

中，這種改變既有消費通路與型態的商業模式便是宅配服務的賣點。 
有很多臺灣的水果如果不經過低溫的保存，送到中國大陸的時候，腐壞率是

50%，如果透過冷鏈體系，可以確保水果的品質，損耗率可降到 10%以下，就可以

有更多的中國大陸的消費者能享受到更新鮮平價的水果。 
肉品業者上下游委託海洋大學進行四家宅配業者的溫度監測，每一宅配業者均

進行兩次測試。實驗發現，冷藏肉品在配送時車廂溫度一度拉高到 21℃，冷凍車廂

溫度甚至直逼 19℃，不合格率高達九成。 
冷鏈（Cold Chain)是指為了保持食品、藥品、農產品等商品的品質，從生產開

始，透過裝卸搬運、包裝保護、倉儲保管、流通加工、運輸配送、銷售以及資訊情

報等功能所串起的每一個鏈環節，有效結合低溫環境下的硬體設備，且不能在任何

過程中改變製造者原先所設定的商品保存溫度條件，始終處於恒定低溫狀態的一系

列物流網路和供應鏈體系。在臺灣常以低溫物流稱呼。 
溫度超標加上理貨時間過長，使得肉的品質大大受損，早已超過食用標準。法

規規定，低溫物流的冷藏溫度應在 7℃以下、凍結點以上（肉品約-2℃），冷凍溫

度則應在-18℃以下，才能維護食品的衛生與安全。2021.07.21 商業週刊以「貨件延

遲、冷凍商品變常溫⋯冷鏈物流之亂如何解？」為題之報導，認為根本問題在於低

溫物流需要有低溫物流車，時間和硬體資金都是問題重點。 
黑貓的冷鏈物流在疫情期間，被生鮮配送需求衝爆，人員拚命加班，貨還是延

遲不說，還有些冷凍商品，收到的時候已經是常溫。實驗檢測顯示黑貓宅急便在配

送期間溫度多次起伏，幾乎呈現「心電圖」般的劇烈震盪，如圖 a 之檢驗數據顯

示；冷藏肉送到消費者手上早已「過期」兩天，感染李斯特菌致病的可能極高，消

費者若未煮熟就食用，恐有中毒風險。 
 
 
 
 
 
 
 
圖 1. 黑貓宅急便在配送期間溫度起伏狀況。 
 (資料來源:https://coldchain. newsmarket.tw/ch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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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現今的低溫食品占總體食品比率，歐、美、日、台約為 35%、中國大陸約

20%；低溫食品之低溫使用率(低溫使用率是指低溫品使用低溫儲運工具運作之比

例)，歐、美、日、台已經達 80〜90%、東歐為 50%、中國大陸為 10%。臺灣低溫

食品之低溫使用率已達 80〜90%之全球水準，年產值預計新臺幣 2,800 億元，衍生

的冷鏈市場更高達每年 500 億元。 

未來流通研究所揭示:台灣倉儲市場以一般常溫倉儲為主，但低溫倉儲市場規模

快速成長，2019 年佔整體市場比例已達 44%。亞洲國家的低溫調理食品已成為增長

最顯著的產業領域之一，平均成長幅度達 2.2 倍。冷鏈物流產業也成為日本邁入高

齡少子化社會後，少數仍維持正向成長的業態別。 

Covid-19 改變消費型態，[網購+宅配]成為常態，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不同，恐

懼人多的賣場，物流到府的宅配業務因而大幅成長。追求高品質與便利的生活，保

溫或低溫宅配成為現代人食品選擇重要的輔助，低溫物流車初設費用高昂、保養耗

費人力物力甚鉅，廉價、方便的溫控物流設備至關重要。 

線上購物規模的強勢增長，開啟了實體零售業態跨足電商銷售的策略布局。

2019 年台灣各實體零售次產業網路銷售金額合計達新台幣 698.3 億元，加計非店面

零售業後，電子商務占整體零售市場的滲透率約 7.5%，2020 年第一季滲透率更進

一步攀升至 8.8%。各實體通路業態中以文教育樂用品零售業的線上銷售滲透率最

高，達 6.7%，其下依序為 3C 設備、服飾、以及藥品彩妝。 

B2B 貨運起家的新竹物流，2016 至 2020 年營收成長超過 70%，其中相當一部

分就是來自於最後一哩宅配包裹業務快速成長，例如 Yahoo、東森等電商平台宅配

產品、倉儲代營運、代收貨款等業務，大幅墊高宅配包裹數量與電商業務營收。

2020 年新竹物流日均宅配包裹量高達 50 萬件，電商宅配的業務比例自 20 年前的

5%大幅拉高至 50%，業務結構明顯轉型。2013 年新竹物流跨足投資電商代營運企

業欣新網(持股 40%)，首度嘗試將物流能量整合融入電商服務產業鏈。2017 年新竹

物流併購合作夥伴全速配後，推出自營的新瑞宅配品牌，投入機車宅配與小物配送

市場，瞄準的就是都會地區小型電商包裹的快速配送商機。2020 年 6 月新竹物流與

長期合作的日本佐川急便合資成立新瑞佐川，將目標市場放在台灣與日本、東南亞

間的跨境電商物流市場。 

台灣冷鏈物流產業可劃分為三大板塊:全聯、統一、全家等集團自建低溫物流體

系；逢泰、全日、裕國等的專業第三方 B2B 運輸倉儲業者；統一速達、台灣宅配

通、UBER EATS、Foodpanda 為主要參與者的第三方 B2C/C2C 低溫宅配服務等。 

農產品、畜產家禽、水產品、加工食品，先在食品工廠加工，再由低溫車隊運

送到低溫物流中心，接著配送到餐飲、超市、便利商店或是營業所，最後才會送到

顧客手上。低溫是維持品質、延長壽命、減少細菌滋生的重要措施，在運送途中必

須有完善的冷鏈物流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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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創新個案討論 

2021 年 5 月本土新冠確診數衝高，引發電商採購高峰至少長達半個月，然而即

使需求如此強勁，3 家業者 5 月營收相對於過去 3 年的高點卻也相去不遠，未能衝

破成長天花板。因為投資效益相對不顯著，物流業者對提升運能的需求也就沒有電

商來得那麼急切，且物流投資成本高，除了考量到旺季需求，物流業者也要顧及淡

季運能閒置的問題，這都是讓物流業者在運能擴充上躊躇不前的原因。5 月如果已

經是物流宅配業者運能極限下的營收水準，加以 5 月也不斷傳出各種物流配送塞

車，甚至必須得暫停部分區域配送的消息，仍不改物流業者有配送運能無法跟上電

商需求的事實。 
目前物流採用之傳統多車配送系統，諸多問題導致物流品質極不穩定，諸如﹕

A.一般貨車無法同時混載不同保存溫度之物品，配送次數、車輛裝載效率低；B.以
常溫車配送，部分廠商設置冷凍與冷藏車雙重配置，需高額初置成本及貨物稅；C. 
冷凍車開門時，大量冷度喪失，壓縮機啟動噪音大，耗費能源。D.冷凍車廂、制冷

的冷凍機組(壓縮機、冷凝器、蒸發器、控制機構、及相關配件)、及其他構件維護

費用昂貴。 
大量運送低溫物品大多數仰賴冷凍車、冷藏車，但冷凍車成本高、重量重，降

溫用的壓縮機耗油又吃電，低溫車耗損率極高。冷凍或冷藏車造價約一般車輛的 
1.5~2 倍，在冷凍能力與設備同等級比較下，多出 15%貨物稅。少量物品運送之

Uber Eat、Foodpanda 等，其物流箱僅周圍加裝保麗龍板，保溫效果有限。台灣近年

低溫宅配事件頻仍，配送品質參差不齊。低溫宅配費用率偏高為生鮮電商發展瓶

頸。依目前低溫宅配費用計算，一般材積包裹(61-90cm3)每單金額需超過 1,400
元，才能夠將物流費用率壓低至 15%以下，較符合消費者接受度。企業用戶雖可取

得運費折扣，但較高的低溫物流費用率仍為業者主要成本負擔。 
既有物流業者如新竹貨運、嘉里大榮和宅配通等，其運能無法滿足市場需求所

產生的物流缺口，就像是在傳統物流宅配產業打開一道入口，給了更多商家搶進的

機會。B2B 物流因為需求相對集中，多可以採取一個棧板一個棧板的方式大量分銷

出貨，所以物流成本較低，目前部分超商即利用店到店逆物流的 B2B 優勢，開展門

市取貨服務，跟著大賺電商財。具有一定規模和資本實力的電商平台，如 momo 和

PChome，而且電商的訂單因為是來自「個人」，所以要滿足的訂單型態則是具有

多樣少量的特性，因此在電商物流作業上，最好的作法就是將每一批商品都拆分成

最小單位，再根據每一張訂單去組合，然後裝箱寄送給客戶。例如，A 消費者如果

下單買了一瓶 B 牌洗髮精，一瓶Ｃ牌沐浴乳、兩本書、一盒口罩和一瓶醬油，接到

這張訂單的揀貨員就可能要從五個不同的貨架集滿這些商品，才能完成這張訂單。

和傳統物流相比，這種作法快速且具有機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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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幾年快速崛起的 Lalamove、以及陸續從熟食外送跨足到生鮮雜貨採買服務的

Uber eats 和 foodpanda。還有這波疫情催化下，如 LINE Taxi、台灣大車隊等，都開

始做起外送生意。 
在 2013 年，Amazon 與 UPS 就曾因後者無法因應節前採購高峰導致出貨遞延

而影響合作關係，事件發生後，Amazon 為降低對外部物流合作夥伴的依賴，開始

積極強化自建物流能量，除了持續加大在倉儲投資力道外，甚至開始購置車隊與機

隊，並於 2015 年推出 Amazon Flex 群眾物流服務，2018 年推出配送夥伴機制

(Delivery Service Partner program，DSP)，作為 Prime Now 快速配送的物流支援基

礎，樹立了重資本電商經營模式的典型代表。 
而在中國電商市場中，則以京東集團為電商自建物流的先行者。除了較一般電

商平台投注更多資源在物流中心建置外，京東甚至以高於同業的待遇聘僱了數萬名

配送人員，自行涉入末端配送領域。除了 B2C 業務外，更在 2018 年進軍 C2C 個人

快遞業務，與 3PL 業者形成正面競爭。2016 年京東物流開放外部業務，2017 年展

開獨立營運，2019 年第二季京東物流達到盈虧平衡，而京東物流也在最新一次的快

遞服務滿意度調查結果中取得第 3 名的成績，僅次於順豐速運與郵政 EMS，超過韻

達、中通、百世等 3PL 物流企業，而龐大的自建配送軍團也讓京東在 2020 年疫情

戰役中表現得出類拔萃。 
與全球產業趨勢相同，台灣大型零售與電商集團亦紛紛開始布局自建物流服

務，不僅集團化的競爭態勢逐步成形，所費不貲的資本投入也為本業打造出競爭護

城河。2018 年 PChome 成立 100%持股子公司網家速配，成為台灣第一家跨足末端

物流配送的電商集團，電商自建物流的重資本模式至此正式進入台灣。2020 年網家

速配已能夠承載網家 20%的訂單規模，且比例仍在持續提升。而 momo 旗下的富昇

物流也已經能夠負擔 momo 約 10%的訂單量。不過，若與 Amazon 對照可以看到，

2019 年 Amazon 自營配送比例高達 48%，顯然台灣電商物流自建配送比例未來還有

相當大的成長空間。 
從上述資料可知，物流運能的市場缺口確實存在，而且注重物流品質的高檔生

魚片等美食業者或有機生鮮農漁牧產品的生產業者因為消費方式的改變而快速增

加。故具有即時監控且初設費低廉之物流裝置與服務模式的新創物流公司的商機確

實值得掌握。 
本產品已申請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3 篇及發明專利 1 篇，零組件分別委外生產給

電子廠商、塑膠製品廠商等，再由各客服據點或物流運作人員依據貨物需要尺寸而

簡單組裝成最終之物流箱，以保障產品智慧財產權。 
依據現在台灣之產業狀況，本創新產品之生產方式概述如下： 
(一)電子零組件： 
工研院甫開發完成之致冷裝置、電源裝置，包含發電、蓄電及 USB 插頭部

分，擬委託相關之電子廠製作組裝。ESP8266 等組件則依據符合功能之產品詢價再

加以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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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塑膠零組件： 
冷媒保冷劑之盛載盒因為兼具組裝成為物流箱之結構體，故需先經塑膠開模射

出生產，並充填保冷劑，送至各物流撿貨站或或客服中心，再與電子廠之成品一起

組裝成為適當尺寸之物流箱。 
本創新裝置與服務模式具有三大創新﹕ 

一、遠端即時監控物流狀況之 APP﹕可以與手機、平板、電腦等產品搭配使

用，可以即時傳送物流箱的儲存品質。 

二、廉價、方便的溫控物流裝置:可以低廉成本達成保冷、保溫，並依據疫情需

要，可以選擇性增加取貨前的殺菌程序﹕消費者收到宅配貨品，打開箱體前，箱體

感測人體而發出紫外光或臭氧，對貨品外包裝進行消毒殺菌，以降低物流過程病毒

傳播的風險。 

三、多方交流的客服式物流中心﹕提供物流人員設備維護及耗材支援，並兼具

物流監控數據管理，可以服務製造生產之銷售端，並提供生產者、物流業者、消費

者所需的物流資訊。 

本創新裝置優勢：以常溫車運送不同保存溫度的商品，降低初設費等硬體投資

成本，積載率得以提昇，並且可節能 40%以上。 

參、行銷策略規劃 

本新創擬採自組物流公司或與有意願合作的有機生鮮蔬果、特色美食或高檔漁

牧產品生產業者為合作對象，以產學合作或技術轉移的方式，努力打入現有之物流

公司，期望藉由目前穩健經營之物流公司市場占有率，能夠快速增加即時監控物流

箱的需要數量，以降低單一即時監控物流箱的生產成本，有利提升既有物流業者採

購意願，同時降低自設物流公司的成本，增加此一新穎物流運送裝置及即時監控物

流箱的市場競爭力。 
公司成員以跨領域的異業結盟組成，志同道合的夥伴，各自有不同的專業領

域，互相討論、分工合作、共同努力完成：代工製造商選擇、產品的品管把關、實

體銷售通路的開拓以及網頁製作與維護的虛擬通路之電子商務等公司需要進行之庶

務工作。 
參、1 目標市場 
(一)有機生鮮蔬果業者： 

有機生鮮蔬果價格較高，對於物流過程溫度和濕度需要有良好控制，生產者願

意搭配較高檔的即時監控物流模式的需求較高，可以避免生鮮蔬果高溫脫水甚

至腐爛，維持消費者收取蔬果時的良好品質。 
(二)高檔漁貨產品： 

黑鮪魚等生魚片等級的高檔漁貨，對於溫度的要求較高，一般認為要保存在攝

氏零度左右，但是要在凍結點以上，以維持高檔漁貨的良好口感，盤商分銷或

是零售業者銷售給消費者，即時監控物流的需求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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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高檔畜牧產品： 
高檔和牛或伊比利豬等生食、火鍋或燒烤等級的高檔肉品，對於溫度的要求較

高，一般認為要保存在攝氏零度左右，但是要在凍結點以上，以維持高檔肉品

的良好口感，盤商分銷或是零售業者銷售給消費者，即時監控物流的需求自然

存在。 
(四)特色美食： 

各地特色美食，無論是高溫熱炒熟時、低溫飲品冰品或生食的日式料理，在物

流運送過程皆需要良好的保溫或保冷，以保障美食的品質與美味，提升使用者

對於美食口感。 
(五)露營等戶外活動或注重購物食品安全衛生美味的消費者： 

本創新之即時監控物流箱，因為容易依據物品尺寸調整箱體大小，並且可以使

用家中冰箱冷凍庫完成保冷劑的降溫需求，而且售價不高，1立方英尺的即時

監控物流箱預計售價2000元，爾後每增加1立方英尺約需增加500元，花費與目

前市售之保溫箱大致相當或差距二成左右，具有良好的CP值。 
 

參、2 競爭者分析 : 
以波特的五力分析為分析架構。 
1.現有競爭者  

市面有部分功能類似的攜行式保溫箱產品，但是僅以保麗龍作為其保溫主

結構，保溫時間容易受到周圍環境溫度的影響，若是台灣的夏天約僅保冷30分
鐘，保溫時間短暫。30公升左右的售價約為2500元，本創新的即時監控物流箱

30公升售價約為3000元，而且具有可調整式物流箱體積和即時傳輸監控數據的

能力，對於內容物的保鮮能力提升很多。 
市售保溫箱大多為單純保麗龍隔板保溫的簡易低功能產品，若是加裝壓縮

機的BESTHOT車用行動冰箱20L定價為13500元，但是該產品需要外接110V的

電源也沒有即時監控傳送溫度數據的能力，而且價格比本產品高出4倍。 
2.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目前市面上的保溫箱普遍並無特殊的特點及差異性，使得消費者在購買上考

量多以便利及便宜做為主要考量因素，對於食物的保鮮能力甚為低下。本創新

產品可以和市面上販售產品做出市場區隔。結合消費者的需求與產品功能兩者

之配適(fit)，可讓消費者購買後本身感受到所獲得的附加價值超出預期。因

此，消費者對本產品的需求高，所以消費者能議價的空間較有限。 
3.供應商的議價能力 

本產品所需的電子零組件大多屬於低價量化的產品，基本上是產大於需求。

因此，基礎零組件部份的代工廠或生產廠商有許多，廠商議價的能力不高。供

應商會如同供應鏈上、下游的分工生產，製造技術層次並不高，能代工的廠商

不少，主要是在品質的控制。因此，供應商的議價能力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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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民生用品的創新產品若有其需求量，則很容易被模仿。因此，潛在的抄襲與

模仿的機會大。若是市場能順利開拓，仿製的競爭者可能甚多。因此，專利的

申請，自有品牌的商譽建立與產品的品質(耐用度)所贏得消費者的信心與口碑

會是未來組織持續經營勝出的關鍵點。未來要尋找到合作廠商，將本創新產品

委外代工並簽訂規範合約，就可減少潛在競爭的機會。 
5.替代品的威脅  

針對保溫箱或物流箱的替代品可以有其他物品替代。但是並無廉價、即時監控

數據傳輸給消費者和生產者、容易依據物品調整尺寸等訴求的產品，目前並無

替代品。亦即，本創新產品是將多項功能合一，提供使用者便利與信賴的功

能。這正是本產品的賣點，也是不容易被取代的特點所在。 
 
參、3  4P 分析: 
1.產品： 

本產品可以概分為三大部分： 
(一)可用手機進行遠端監控的即時物流履歷 

1.商品辨識:RFID確認物品儲存或移開。 
2.物品輔助監視:超音波感測確認物品儲存或移開。 
3.溫濕度監測:利用溫濕度感測了解儲存環境狀況。 
4.節能裝置:利用紅外線偵測人體靠近之移動以啟動或關閉對應之能源。 
5.影像監看:攝像感測監看環境。 
6.網路運用:Wi-Fi物聯網將資料儲存於雲端，生產、銷售、客戶、物流業者，

皆可連結收取訊息，掌握物流狀況。 
(二)廉價、方便的溫控物流設備 

主要結構： 
1.物流箱的壁板﹕具有拉鍊之中空塑膠布，可於中空部位插入需要之隔熱板或

冷媒片。 
2.溫控裝置:導熱良好之橡膠，依據物流箱尺寸製成的中空袋體； 
(2-1)保溫裝置:感測裝置偵測溫度過低時，可開啟紅外線等加熱器。 
(2-2)保冷裝置:具有注入口及流出口，經由注入口填充適當溫度之保冷劑。 
3.保冷劑:選用需要保冷之溫度的保冷劑產品，其主體採用穩定性高並取得

ISO22000及HACCP等驗證之無毒、綠能、環保、減碳的保冷劑或冷媒。 
(三)多方交流的客服式物流中心: 

一般結構：具有保溫裝置、保冷劑填充設備、工作檯、冷凍庫。 
1.保溫裝置:紅外線等加熱器之組裝元件或設備。 
2.填充設備:可加壓充填保冷劑或冷媒 
             以快速完成冷媒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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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檯:組裝物流箱、壁板、冷媒片的相關工具。 
4.冷凍庫:可將保冷劑或冷媒降溫。 
電子結構：具有連接網路之手機、平板、電腦伺服器。 
1.數據彙整:可蒐集雲端之監控資料，確認物流箱遇到之狀況。 
2.訊號發送: 
  (1)可通知物流人員注意某物流箱之異常狀況。 
  (2)可通知售貨者或消費者最新狀態。 
3.協助生產、銷售、客戶之間的意見或爭議。 

2.價格： 
因為具有上述多功能合一之特點，市場上目前類似產品之定價，本創新產品30
公升定價為NT$3000元/組作市場區隔。和一般保溫箱比較起來，價錢算是中價

位，但卻能提供消費者安全衛生、即時監控、初設成本低廉、可調整尺寸大小

等功能優勢，凸顯本產品優秀之性價比。 
3.促銷： 

善用網路評價及關鍵字廣告、展覽、網購、口耳相傳、媒體廣告、名人代言、

直銷或公益活動型塑，並且搭配多樣化的促銷活動： 
(1) 愛心關懷：舉辦愛心園遊會、關懷老人及嬰幼兒活動，舉辦新聞記者招待會，

致贈愛心便當型無監控功能之物流箱，以增加曝光度； 
(2) 綠色環保：聯合環保團體舉辦愛地球活動，發布新聞稿強調產品綠色能源之使

用優勢，活動期間購買兩組以上的消費者贈送便當型無監控功能物流箱。 
(3) 藝術饗宴：舉辦物流相表面彩繪競賽，聯合復興美工、台藝大或北藝大等校的

學生或素人藝術家，於百貨公司或專賣店舉辦現場彩繪，增加新聞性，強化曝

光機會。 
4.銷售管道： 

因為價格屬中高價位，原則上分實體及虛擬兩通路來銷售，但兩通路的訂價一

致，以避免製造價格上的矛盾與衝突。 
(A) 實體通路：考量公司剛開始現有的資金有限及產品定位，故以百貨公司專

櫃、開拓專業物流客服中心兼販賣店等。也可在觀光景點搭配伴手禮針對

大陸團作台灣精品的銷售。 
(B)虛擬通路：以建立自己網頁，並搭配網路購物商城（HappyGo 、PChome、 

Yahoo 購物廣場等）來銷售販賣。另外，廣受喜愛且銷量佳的電視購物頻

道(如:momo、東森購物台等)以及可搭配郵購(譬如信用卡年終好禮回饋會

員目錄)等，可搭配相關節慶做限量的推廣促銷。 
 

肆、結論與願景 

本產品可以概分為三大部分： 
(一)可用手機進行遠端監控的即時物流履歷 

1.商品辨識:RFID確認物品儲存或移開。 
2.物品輔助監視:超音波感測確認物品儲存或移開。 
3.溫濕度監測:利用溫濕度感測了解儲存環境狀況。 
4.節能裝置:利用紅外線偵測人體靠近之移動以啟動或關閉對應之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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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影像監看:攝像感測監看環境。 
6.網路運用:Wi-Fi物聯網將資料儲存於雲端，生產、銷售、客戶、物流業者，

皆可連結收取訊息，掌握物流狀況。 
(二)廉價、方便的溫控物流設備 

主要結構： 
1.物流箱的壁板﹕具有拉鍊之中空塑膠布，可於中空部位插入需要之隔熱板或

冷媒片。 
2.溫控裝置:導熱良好之橡膠，依據物流箱尺寸製成的中空袋體； 
(2-1)保溫裝置:感測裝置偵測溫度過低時，可開啟紅外線等加熱器。 
(2-2)保冷裝置:具有注入口及流出口，經由注入口填充適當溫度之保冷劑。 
3.保冷劑:選用需要保冷之溫度的保冷劑產品，其主體採用穩定性高並取得

ISO22000及HACCP等驗證之無毒、綠能、環保、減碳的保冷劑或冷媒。 
(三)多方交流的客服式物流中心: 

一般結構：具有保溫裝置、保冷劑填充設備、工作檯、冷凍庫。 
1.保溫裝置:紅外線等加熱器之組裝元件或設備。 
2.填充設備:可加壓充填保冷劑或冷媒 
             以快速完成冷媒片。 
3.工作檯:組裝物流箱、壁板、冷媒片的相關工具。 
4.冷凍庫:可將保冷劑或冷媒降溫。 
電子結構：具有連接網路之手機、平板、電腦伺服器。 
1.數據彙整:可蒐集雲端之監控資料，確認物流箱遇到之狀況。 
2.訊號發送: 
  (1)可通知物流人員注意某物流箱之異常狀況。 
  (2)可通知售貨者或消費者最新狀態。 
3.協助生產、銷售、客戶之間的意見或爭議。 
台灣長期處於低薪困境，祈願本創新產品善用整合行銷，並且充分發揮本國電

子產業、塑膠產業及文創產業的優勢，引領物流苦力型的產業，邁向新藍海，提升

從業人員的就業機會與薪資，藉以提供其他陷入困境的產業，勇於異業結盟及跨領

域思考，突破產業低潮，再創產業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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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化自助商店之專利地圖探討 
Study Patent Map of Intelligent Self-Service Store 

吳心柔 1、江美霖 2、方楀媃 3、黃天頤 4、林汶諭 5、劉嘉欣 6、黃道心 7 
 

摘  要 

無人化倉儲物流及無人販售商店逐漸成熟，舉凡物品上架、銷售、取貨、物流

等過程皆可運用，可以讓商店販售或物流速度增快並且降低人力成本，也可以方便

消費者於任何時間獲得服務，廠商可藉此提高利潤。無人化特質已經成為廠商及消

費市場共同認定的趨勢，本研究針對無人商店重要科技，經由世界各重要智慧財產

權機構專利資料庫之資料檢索、料分析及整理，製作專利地圖，並與本國進出口統

計資料及論文等非專利相關資料結合，探討市場行銷之主要產品與其所運用之科

技，由過去科技與現在科技之連結及轉變關係，尋找產品未來發展方向之商機。期

望本研究之專利地圖與非專利資料分析成果，能協助業者改善現有產品，進而預測

無人商店科技的未來走向，協助企業制定研發方向，適當而有效的投入研發經費，

增加產品銷售之競爭力；以期能持續改善現有產品，拓展智慧化行銷與流通之商

機，使本土企業能在此一重要世界趨勢搶占先機。 
  

關鍵詞：智慧化自助商店、專利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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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16 年 12 月 5 日亞馬遜公司開始長達 1 年僅對內部員工開放的內部測試，

2018 年 1 月 22 日亞馬遜無人超市 Amazon Go 正式對外營運，標榜「商品拿了就走

(Just Walk Out Technology)」的快速消費體驗，一開張就在全球引起轟動，不僅吸

引大批來自世界各地的滿滿人潮，帶著好奇心，等著進店消費，它所掀起的無人零

售的新型態，更成為科技圈最火紅的話題，甚至在全球掀起一股無人商店的風潮，

包括中國、日本、韓國與臺灣等連鎖業者皆相繼投入。 
美國亞馬遜公司的第一家無人商店「Amazon go」主要利用登錄 Amazon 帳

號、下載 Amazon Go App 再以手機掃描 QR 條碼，雲端計算、機器學習、電腦視

覺、感應偵測器以完成銷售行為。該無人商店透過雲端並結合多種科技，包含： 
1. 生物辨識（人臉辨識、指紋辨識）、機器學習、AI（人工智慧） 
2. 感測元件（RFID、二維條碼等商品辨識、攝影鏡頭） 
臺灣統一公司打造以探索、體驗超越為概念核心的「 X-STORE」無人商店在 

2018 年 1 月 29 日於總部開始營運，以智慧零售為基礎融合 RFID，AI 自助結帳

區採用商品及人臉辨識的功能，利用影像辨識分析缺貨狀況並及時通知人員，蒐集

的數據可以找出賣場熱點位置來做人流分析，加裝的 IOT 電流監測系統擁有專屬

APP 監控系統。 
X-STORE 的消費流程如下：1、持 icash2.0 或聯名卡於手機綁定 OPENPOINT

會員，完成後到入口旁機台進行臉部辨識。2、會員辨識成功後可攜帶卡片感應或

透過直接人臉辨識進入閘門。3、挑選完商品後依序將條碼朝上分別擺放在櫃檯的

商品辨識區，等待顯示購買清單，確認購買後點選支付方式即可完成結帳。4、若

購買現做商品如咖啡或需微波熱食，需等待結帳完自行操作咖啡機及掃描式微波

爐。5、扣款後手機 APP 將會顯示購買清單並發送收據。 
無人商店風潮襲捲全球，大陸市場也紛紛投入此戰局，包括電商龍頭阿里巴巴

的「淘咖啡」、京東「X 無人商店」、創新工廠的「F5 未來商店」、高鑫零售的

「繽果盒子」、北京居然之家的「EATBOX」、哇哈哈與阿里巴巴、深藍科技合作

推出的「TakeGo」，以及瑞典公司 Wheelys 在上海推出的「Moby」。  
2017 年 7 月，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淘寶網，在大陸杭州展出為期 3 天的無人零

售快閃店「淘咖啡」，開放淘寶會員搶先體驗無人商店的魅力。會員進入「淘咖

啡」之前，首先得擁有支付寶的實名制帳戶，並透過銀行端審核確認身份、取得一

個專屬 QR code 才可通過入口閘門感應進入。顧客在選購商品時，同樣是藉由店內

的生物辨識技術、攝影機與感測器來監控店內的消費情況，追蹤分析顧客行為。

「淘咖啡」與「Amazon Go」不同之處主要在最後的結帳方式，「淘咖啡」採用

RFID 技術，顧客在離店時，必須通過兩道結算門，第一道門主要感應顧客的離店

需求，自動進行人臉辨識，顧客通過第一道門後，系統即會對商品上的 RFID 標籤

進行感應，自動從淘寶帳戶中扣款，同時開啟第二道門讓顧客離開商店。  
「F5 未來商店」於 2014 年首度推出，2016 年底開始拓展，店內以自動販賣機

為主，最大的特色為提供鮮食產品與沖泡式飲品，藉由機械手臂與電腦來代替人

力，現點現做，消費者只需從牆上的觸控螢幕選購商品，螢幕則會出現商品條碼，

讓顧客透過智慧型手機掃瞄後利用電子錢包付款，牆上的螢幕則會自動降下，將顧

客購買的商品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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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日本 Panasonic 和 Lawson 推出自動化「無人收銀機」；日本連鎖便利

超商羅森和松下電器合作，開發出全自動的自助收銀系統，在大阪門市開始試用，

讓顧客可以靠自己輕鬆結帳；2018 年 4 月 23 號，日本的便利店 LAWSON 也在東

京都內三店鋪展開了無人商店的試營運，以手機作為主要的付款方式，必須先下載

「Lawson smart phone Pay」（ローソンスマホペイ）並登入各種個人資料之後才能

在店內進行消費，實際試營運 Lawson Pay 的使用性；日本電信公司 NTT 旗下的子

公司 NTT DATA 與中國雲拿科技(cloud pick)合作，2019 年 9 月在東京開設一家無

人實驗商店，推出「無收銀台」的結帳模式。 
日本 7-Eleven、全家、Lawson、Ministop、Newdays 五大超商，計畫在 2025 年

以前，所有店鋪要都要以 RFID 標籤導入自動結帳系統，成為無人商店。 
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通過連接到網際網路的軟硬體系統的組合提供 Web 服

務，用戶也是通過以 Web 介面形式提供的控制台，或通過 HTTP 請求形式提供的

API，或軟體 SDK 來設定、管理和使用這些服務，根據業務需求將這些服務組合成

產品。 
亞馬遜 AWS（Amazon Web Services）目前提供超過 175 種服務產品，其中

Amazon EC2、Amazon S3、Amazon CloudFront 等等是使用量最大的服務。據調研

機構 Gartner 統計，截至 2018 年，亞馬遜的 AWS 仍以 47.8% 市場占比，占全

球雲端服務供應商排行榜首，微軟的 Azure 以 15.5% 屈居第二，阿里的阿里雲則

以 7.7% 占據第三位。市場調查機構 IDC 在 2020 年 3 月 2 日發布 2019 年統計報告

指出，阿里雲在過去六年全球市占率迅速增長，該公司已成為全球第三大的雲端計

算供應商，與亞馬遜 AWS 還有微軟的 Azure 構成「3A」局勢，占全球超過七成的

市場，且阿里雲的成長速度超越 AWS 和 Azure。上述報告內容指出，除了阿里雲

之外，亞馬遜、微軟、谷歌(4.0%)市占率增速正不斷攀升，IBM(1.8%)則逐年下

滑。據另一市場研究機構 Gartner 調查報告顯示，阿里雲在全球市場排名第三，阿

里雲以 14.3％的市占率在大陸雲端市場排名第一，市占率不斷上升，就整體市場而

言，市占率依舊向巨頭廠商進一步集中。阿里巴巴 Q4 財報顯示，阿里雲收入年增

62％至人民幣（下同）107.21 億元，為首度單季收入破 100 億元，其海外業務更遍

及歐洲、中東市場，公司未來的海外業務占比將達到營收的一半。 
專利地圖就如同將專利做「地圖化」，有效的整理將專利數據化，藉由所得數

據來分析產業之預測與演變，進而衡量是否該投入研究。專利地圖製作與運用端視

使用者而有所不同，大略分為兩部分： 
(1)提供一般使用者宏觀趨勢的瞭解，使其能夠瞭解該項技術產業之發展概況和

世界各國在該項產業之專利分布的強弱或是特定公司發展概況； 
(2)揭露相關專利主要技術之內涵與保護範圍，有效提供研發團隊瞭解該專利技

術層次與分析，甚至能提供迴避設計的資訊。 
企業利用專利地圖收集、整理和利用專利資訊，並藉以發現專利的漏洞技術進

行技術創新，並在相關領域取得突破，取得自主知識產權，掌握先進技術的主動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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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2-1 無人化商店的市場概況 
無人商店意指商店內沒有服務人員及收銀人員，顧客入店後採自助方式購物與

結帳。Amazon Go 結合了雲端計算、機器學習、電腦視覺、感應偵測器等科技，應

用這項拿了就走技術，店內的相機、感應監測器，以及背後機器演算法會辨識消費

者拿走的商品品項，並且達成當顧客走出店面將自動結帳結果。使用 Amazon Go 服

務必須是亞馬遜的帳號用戶，並先下載 Amazon Go 專屬 App 才能購買、付款。走

進這家商店前，得先在入口處掃描 Amazon Go App、以手機打開 Amazon Go App
對著閘門輕掃 QR 條碼以確認身份，接著將想買的商品拿在手上、走出店面即完成

結帳扣款。Amazon Go 主要面向的是不做飯，或是不願意在吃飯問題上花太多時間

的人。因為貨品以半成品的食品、快餐食品、零食、可直接食用的主食為主。營業

時間是週一至週日(24 小時)。 
Amazon Go 能完成無人自助結帳服務的關鍵，主要是它利用超過 50 個以上的

深度感測相機組成的相機陣列，打造出一套結合電腦視覺的影像辨識系統。這些相

機被懸掛在天花板下方，並以各種不同角度，對準下方的走道或是貨架上的商品，

以偵測追蹤消費者的一舉一動。Amazon Go 利用結合電腦視覺的相機，搭配貨架上

的多種環境感測器，來偵測與追蹤消費者拿了或放回哪些商品。顧客每從貨架上拿

取一件商品，就會將該件商品計入該用戶帳戶的虛擬購物車裡，若是將商品放回架

上，則會自動將它自購物車裡移除。就算拿完商品要放回時不小心擺錯了位置，並

不是原先商品放置的位置，也一樣能夠正確辨別，不會將該商品列入計費。消費者

離開時站在出口閘門前，門就會自動開啟，不需要刷門就可拿著商品自動離去。顧

客拿著商品離開後，經過 5 到 10 分鐘，手機上就會收到帳單通知，消費者從手機

上可查看商品購物明細以及到店停留時間，若是帳單上記載品項與實際購買的商品

不符，直接從手機上的帳目明細，就可將商品移除，即時完成退款。 
亞馬遜 2020 年提出名為「Just Walk Out」的技術授權服務，讓更多零售通路也

能藉由亞馬遜旗下技術打造無人商店，其技術授權服務運作模式裡，消費者並不需

要使用個人亞馬遜服務帳號，甚至也無須使用專屬 app，僅需使用者個人信用卡於

入口閘門完成卡片資料讀取，即可進入店內挑選商品，並且在維持拿取商品情況下

直接走出商店，就能自動從先前完成讀取的金融卡片進行扣款。若是多人一同通過

閘門 (例如大人帶著小孩)進入店內購物消費，那麼所有人拿取商品都會統一透過最

初在閘門完成讀取的信用卡結帳交易。 
亞馬遜雲端運算服務（英語：Amazon Web Services，縮寫為 AWS），由亞馬

遜公司所建立的雲端運算平台，向個人、企業和政府提供一系列包括資訊科技基礎

架構和應用的服務，如儲存、資料庫、計算、機器學習等等。AWS 提供的大多數

服務都使用按需付費（Pay-as-you-go）的收費模式，按照用戶使用資源的級別和時

長收費。因此，用戶可以關閉和刪除未使用的 AWS 服務資源以節省費用，或者在

用戶請求突然增加時很快添加新的資源，避免在平時為峰值系統負荷付費。對於一

些初創企業，使用 AWS 提供的計算資源也有助於減少初期的硬體投資和維護軟硬

體的人員費用。(維基百科) 
無人商店可能取代傳統商店的趨勢越發明確，目前無人商店主要模式有： 
1、自動販賣機模式：此種模式就是利用我們常見的自動販賣機即時供應新鮮

食品，以近期快速增加的亞尼克 YTM 蛋糕提領機為例，蛋糕自工廠出貨就用收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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膜包覆，完整提供商品保護，使蛋糕能保持良好的品質。為了保持食品的新鮮，低

溫宅配的品質控管往往是一大挑戰，它將取貨過程交由機器自動化，而機器化背後

最大的功勞就是「機械手臂」，讓蛋糕能夠不失品質的出貨、降低高運費的問題。

在資訊方面，藉由專人雲端系統監控機台恆溫、銷售數據、客流量、商品的庫存，

以確保產品良好狀態及穩定出貨情況：搭配機台攝影機全程守護消費權益。在結帳

方面，「採無現金支付方式，提供信用卡、悠遊卡、隨享卡（亞尼克會員卡）及行

動支付（搭配亞尼克隨享卡 APP）四種付款方式」，還提出預訂蛋糕，可從販賣機

取貨的服務。至於缺點的部分，因為是遠端遙控，當消費者遇到疑問或機器故障的

情形，較不能即時替消費者解決；自動販賣機雖然省去不少人事成本，但不管是機

體本身或是技術運用，整體上成本提高了不少，所以在選擇地點時，就必須依據人

潮多寡，考量機器數量及回本時間。 
2、RFID 模式：又稱為「無線射頻辨識系統」，利用射頻訊號以無線的方式傳

送、接收各項數據，而最顯著的則是「電子標籤」運用，購物結帳時我們不再需要

個別刷條碼，透過感應的方式就能確實完成交易，依據最主要的電子標籤功能分

析，每樣商品都會有屬於自己的標籤，店內的感應攝影機也會比一般商店還要多，

只要在電波能讀取的範圍內，任何訊息都可以即時地傳播，「電子標籤最大的優點

就是可以重複被使用並且擁有強力抗污性，結帳時更可以同時讀取數個資料以加快

結帳速度及時間」。 
3、AI 模式：人工智慧在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早已站有一席之地，「它主要使

用了三種技術：電腦視覺、學習演算法以及感測器融合」，其中以結合了無人商店

三大模式的亞馬遜 Amazon go 最具代表。人工智慧可以說是整間便利商店的轉型，

消費者不必等待結帳，也不必感應機器以完成手續，但目前全世界尚未有任何一間

人工智慧商店能標榜零誤差，原因是因為還沒有人能夠蒐集足夠的大數據並準確的

計算資訊，即使此模式所耗費的成本，目前比任何商店都要高，卻還是有許多電商

龍頭搶著開發，可見人工智慧商店的未來值得期待。 
2-2 無人化商店技術與市場概況 
哈佛商學院教授 Ryan W. Buell 於 2017 年發布了一篇研究論文「厭惡排在最後

的現象」(Last Place Aversion in Queues) 中寫道，他估計美國人一年排隊的時間總

計約 370 億小時，消費者在排隊結帳耗費很多時間，自動化具有快速省人力成本等

優勢，無人商店相關技術快速蓬勃發展:儲物空間可以是置物櫃、冰櫃、鐵架或層板

等；處理器（processor）可以是中央處理單元（central processing unit，CPU），或

是其他可程式化之一般用途或特殊用途的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數位信號處

理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DSP）、可程式化控制器、特殊應用積體電路

（application 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ASIC）或其他類似元件，可選用伺服器、桌

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網路型電腦、工作站、個人數位助理（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PDA）、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PC）等裝置；儲存媒體可以是固

定式或可移動式的隨機存取記憶體（random access memory，RAM）、唯讀記憶體

（read-only memory，ROM）、快閃記憶體（flash memory）、硬碟（hard disk 
drive，HDD）、固態硬碟（solid state drive，SSD）或類似元件；感測器可以是影

像擷取裝置（例如：攝影機、相機及手持電話等）、光學感測裝置、紅外線感測裝

置、超音波感測裝置、收音器、壓力計或荷重元（load cell）；收發器用以接收或

傳送訊號，其可支援包括無線保真（Wireless Fidelity，WiFi）通訊介面、藍芽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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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ZigBee 通訊介面、區域網路（local area network，LAN）、通用串列匯流排

（Universal Serial Bus，USB）介面及/或其他種類型的通訊介面；眾多專利技術也

應運而生： 
A.影像技術： 
中華民國專利 I675337 號為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NEXCOM 

INTELLIGENT SYSTEMS CO.,LTD.) 所揭示之一種無人化貨品管理系統與無人化

貨品管理方法，藉由拍攝追蹤區的追蹤影像，取得進入追蹤區的人員的身份資料，

依據追蹤影像產生此人員的姿態模型，於貨品影像中辨識各貨品的貨品位置，於依

據姿態模型及各貨品位置判斷任一貨品被人員拿取時取得此貨品的貨品資料，並連

結身份資料及貨品資料，可實現無人化貨品管理節省人力，進而降低管理成本。中

華民國專利 I684925 號為新漢智能系統公司所揭示之一種自動建立物件辨識模型的

方法，其經由影像擷取裝置對實體物件的外觀的不同視角進行拍攝以獲得多張樣本

影像，傳送多張樣本影像及識別資訊至所選擇的雲端訓練服務供應商的雲端伺服器

以使雲端伺服器對多張樣本影像執行學習訓練，且自雲端伺服器接收對應識別資訊

的物件辨識模型。 
中華民國專利 I682329 號為技嘉科技公司(GIGA-BYTE TECHNOLOGY 

CO.,LTD.) 所揭示之一種臉部辨識方法，包含取得待辨識影像，判斷待辨識影像是

否屬於使用者的多個影像群組的其中之一，當待辨識影像屬於影像群組中的判定影

像群組時判斷判定影像群組的影像數量是否小於預設數量，當判斷結果為否，則依

據判定影像群組中的多個臉部影像各自的時間參數，刪除判定影像群組中的臉部影

像的其中之一，並執行影像群組更新程序，當判斷結果為是，則執行影像群組更新

程序。 
中華民國專利 I675344 號為南韓商韓國勝穩股份有限公司( KOREA SEVEN 

CO., LTD.)所揭示之一種無人商店系統包括：認證裝置，用以從使用者的身體的一

部分取得個人資訊，將個人資訊傳送到第一伺服器，並從第一伺服器接收個人資訊

的認證；閘門控制裝置，用以在認證裝置接收到認證時打開閘門，使得使用者可以

進入或離開商店；以及無人結帳裝置，用以從使用者的身體的一部分取得個人資

訊，將個人資訊傳送到第二伺服器，並且在從第二伺服器接收到個人資訊的認證時

支付產品價格。無人結帳裝置包括掃描器用以掃描圖像代碼，當掃描器所掃描的圖

像代碼為產品識別（ID）資訊時，無人結帳裝置用以將與所述產品識別資訊對應的

產品加入產品列表中，以及當掃描器所掃描的圖像代碼為認證碼時，無人結帳裝置

用以將第一類別的產品的不可付款狀態改變為可付款狀態。 
B.感測器(無線射頻識別證(RFID)、影像擷取裝置（例如：攝影機、相機及手持

電話等）、光學感測裝置、紅外線感測裝置、超音波感測裝置、收音器、壓力計或

荷重元)技術： 
 中華民國專利 I675331 號即 CN110874703 (A)為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 INDUSTRIAL TECHNOLOGY RESEARCH INSTITUTE)所揭示之儲物裝置及儲物

方法，包括：儲存物件於儲物空間；感測所述物件以產生感測資料，感測資料包括

所述物件的外觀影像、位置資訊或對應於所述物件的荷重資料的至少其中之一；記

錄所述物件的資訊， 響應於所述物件被移除自所述儲物空間而產生觸發訊號，以

及響應於所述觸發訊號而將所述資訊上傳至所述伺服器，所述資訊包括身分資訊、

物件名稱及物件編號的至少其中之一；根據所述感測資料產生識別模型；以及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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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述識別模型至伺服器。透過配置無線射頻識別證(RFID)等感測器於商品上，當使

用者自無人商店拿取該物件時，無人商店內的感測器可以藉由偵測無線射頻識別證

等感測物而識別出該商品已被拿取，可幫助人們判斷該商品是否已售出。 
中華民國專利 I653427 號為宏碁股份有限公司所揭示之一種三維感測系統包含

光源、MEMS 掃描鏡、MEMS 控制器、一個或多個感測器，以及微控制器。MEMS
掃描鏡用來反射光源提供之光線。MEMS 控制器用來控制 MEMS 掃描鏡之角度以

掃描平面。一個或多個感測器用來記錄接收到由 MEMS 掃描鏡反射之光線時的時

間。微控制器用來依據該一個或多個感測器所記錄之時間計算出感測器之目前位

置。 
C.APP 或多媒體互動技術： 
中華民國專利 I567695 號為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所揭示之一種可互動之無人

販賣機裝置，其係於販賣裝置設有與消費者互動的軟體，並可藉由手持裝置進行互

動遊戲、回饋金額發送及訊息傳遞，而能於選購飲品、食品或物品時，增加趣味性

及吸引性，且於選購時由回饋系統提供回饋金額，供使用者能藉由手持裝置與販賣

裝置連線，以進行遊戲，而能將遊戲產生的金額儲存於消費者的電子錢包內，使消

費者於購買同時，增加其他的附加價值及互動的樂趣，有效提昇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 
中華民國專利 M577142 號為卡星魁網路股份有限公司所揭示之一種無人商店

系統與包括無人商店系統的設備，透過二維條碼產生模組產生二維條碼，可供商家

使用終端掃描後進行開店、備貨、防盜監控及接收來客提醒訊息，亦可由買家使用

終端掃描後完成支付並且開櫃取得商品，完成交易後會接收到慶祝成交之影音訊息

以及 LED 外框的效果互動，並透過大數據攝像模組記錄多筆的攝像資訊，分析出

人流、人數、動向及人項表情特徵之資訊，以利投遞更貼近消費者需求的廣告，並

擺放高人氣商品，進而達到提升無人商店的來客人數、成交率與廣告投遞之效率。 
中華民國專利 201523485 號為一種多媒體互動問答式有價廣告行銷方法，為利

用雙向操作方法之行銷模式(包括以手機、網際網路等媒介所傳送之多媒體影音短

片)。藉由廣告內容投放者(實體商品販售者、實體商店或餐飲業者、數位內容提供

及販售者等)透過通信業者或網際網路管道發出廣告訊息(包含文字、圖片、影音、

動畫等)，以正確回覆廣告內容及問題後，使用者或消費者即可獲取虛擬點數或是現

金獎金(或可使用於消費折扣)之策略，吸引消費者完成問答回覆的動作，達到雙向

操作之行銷方法，並達成具有相當高的廣告記憶度，同時接收到廣告訊息的對象不

認為他們會被打擾，反而能讓消費者轉被動接收廣告訊息為主動選擇需要的廣告，

為一種極具廣告效益之新興行銷手法。 
D.自動販賣機相關系統： 
中華民國專利 M570488 號揭示一種自動販賣機加盟之無人商店系統，包含：

實體商場空間，出入口；多個自動販賣機，位於該實體商場空間內；該商品機台用

於放置各種不同或相同的商品，供顧客選購；其中該自動販賣機為投幣式的自動販

賣機，用於接收來自顧客的款項，並且計算找零金額，並將該找零金額輸出給顧

客；一網站端係信號連結該多個自動販賣機，該網站端包含：加盟介面，外部的使

用者係經由該加盟介面進入該網站端，該加盟介面用於接收來自外部使用者所登錄

的在該實體商場空間所欲擺設之自動販賣機的相關資料；契約單元，用於令加盟者

簽訂網站端所提供的商品加盟契約；資料庫連接該加盟介面及該契約單元，該加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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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及該契約單元係將各該自動販賣機的相關資訊及商品加盟契約儲存在該資料庫

中。 
 E.產品推薦及諮詢技術： 
中華民國專利 569116 號為美國之嬌生公司(壯生和壯生消費者公司 JOHNSON 

& JOHNSON CONSUMER COMPANIES, INC.)所揭示之一種利用通信網路及多變量

分析以從預先定義之可商購的產品中預測或推薦最理想產品的系統及方法。推薦是

根據包含在處理單元中的智慧，以及接收自消費者或是輸入至系統作為初始安裝之

一部分之主觀及/或客觀的產品資訊。系統的輸出包括多組的產品，該等產品乃系統

預測消費者會喜好及/或該等產品對消費者所指出之問題或關心事項表現良好。性能

及喜好的預測是消費者之問題及產品反應樣式的函數。客觀的產品資訊通常是以調

查工具得到。以調查工具得到的資料可經由網際網路傳送到本發明的資料處理部

分。系統之資料處理部分的輸出也可經由網際網路呈現給消費者。 
中華民國專利 202027515 號為電視購購物商城有限公司所揭示之一種具有立即

諮詢及導購功能的電視購物系統，由行動裝置、顯示裝置及伺服器系統透過網路連

線。消費者透過該行動裝置先後擷取該顯示裝置所提供的第一圖碼資訊及第二圖碼

資訊，進入該伺服器系統的諮詢頁面進行即時諮詢，取得回答資訊，再進入該伺服

器系統的購物頁面以完成商品購買；透過該顯示裝置同時提供該第一圖碼資訊及該

第二圖碼資訊，讓消費者可先針對商品進行立即諮詢後即可購買，以減少電話連絡

客服所需等待的時間，藉此提升購物的便利性、效率性兼具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 
參、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關鍵詞及其同義字搜尋相關專利以製成專利地圖，如︰「無人商店、

無人超商、無人門市、自助店、無人便利商店、智慧型無人商店、智慧化無人商

店、智慧無人商店」等中文同義詞，其英文同義辭採用：「Intelligent self-service 
store 、intelligent unmanned store 、 Unmanned Convenience Store 、Unmanned 
Stores 、Cashierless store 、x-store home care」等同義字進行中華民國經濟部智慧

財產局專利資料搜尋、整理及製作專利地圖並加以分析。 
肆、結果與討論 

圖 1.為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中無人商店申請人所屬國家專利件數圖，其顯示自 
1989 年至 2019 年底共有 3384 件無人商店相關專利，其中專利權人之國籍以中華

民國、美國、日本、香港及大陸、南韓分別提出 1783 筆、834 筆、232 筆、120、
111 筆，分居前五名；排名前三的國家就約有 2849 案相關專利，佔所有專利 3384
案的 84.19%，其中以中華民國 1783 篇居首，佔了總專利數約 52.69%，其次為美

國 834 篇，約佔總專利數 24.65%，日本的 232 篇排名第三；顯示本國廠商對於無

人商店之商業價值有相當之期待，相關技術有很深的著墨。 
圖 2 為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中無人商店 IPC 分類(國際專利分類)專利件數圖顯

示的研發方向，以 IPC 三階分類取數量較大之前 10 類，總專利案件數為 2566
件，佔總案件數之 75.83%，以 G06Q 的 1264 件專利案居首，佔全部申請案的

37.35%，其係探討關於行政、管理、商業、經營、監督或預測目的的數據處理系統

或方法之探討；G06F 的 505 件專利案居次，佔全部申請案的 14.92%，其係探討關

於電子數位資料處理；H04W 的 179 件專利案再次之，佔全部申請案的 5.29%，其

係探討關於無線通訊網路，包含通知使用者，例如提醒有通訊到來或改變服務狀

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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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A 針對 G06Q 的四階分類的 5 個重要類別作圖，G06Q-030*的 725 件專利

案居首，佔 G06Q 總數的 57.36%，G06Q-030*其係探討關於商業目的的數據處理系

統或方法之探討，如行銷(例如市場研究與分析、調查、行銷、廣告、消費者概況分

析、客戶管理或獎勵)、購物(購買、銷售或租賃交易、拍賣)、付款、拍賣或電子商

務；付款或開立發票。G06Q-020*的 444 件專利案居次，佔 G06Q 總數的 35.13%，

G06Q-020*其係探討關於支付方案，體系結構或協議；私用支付迴路，例如包含僅

用於共同支付方案之參與者間的電子貨幣；電子購物、付款系統；信用方案，即

“後付（pay after）”轉帳方案，即“現付（pay now）”預付方案，即“預付（pay 
before）”；使用電子錢包或電子錢保險箱。G06Q-050*的 288 件專利案居第三位，

佔 G06Q 總數的 22.78%，G06Q-050*其係探討關於適用於特定經營部門的數據處理

系統或方法，如保健、公用事業、旅遊、法律服務；物流，如倉儲、裝載、分配或

運送；運輸；通訊；郵政與電信。上述三者合計 1457 件，佔 G06Q 總數的

115.27%，代表一件專利案中可能涉及 2 種或以上的技術領域，顯示相關技術領域

是無人商店的重要技術。 
圖 2B 針對 G06F 的四階分類的 5 個重要類別作圖，G06F-003*的 235 件專利案

居首，佔 G06F 總數的 46.53%，G06FQ-003*其係探討關於將所欲處理的數據轉變

成為計算機能處理的形式之輸入裝置；用於將數據由處理機傳送至輸出設備之輸出

裝置之介面裝置；用戶和計算機之間產生互動的輸入裝置或輸出輸入組合裝置；控

制器與介面裝置，例如驅動器或裝置內建的控制電路；利用光電、聲波傳遞、電容

性、電阻元件、電磁、導線集合等方式者；使用觸控顯示器或數化器，例如藉由手

勢軌跡輸入指令；顯示設備上之數位輸出；聲音輸出等。G06F-021*的 123 件專利

案居次，佔 G06F 總數的 24.36%，G06FQ-021*其係探討關於防止未經授權行為的

保護計算機裝置組件，程式或資料；保護分散程式或內容，例如版權素材的販售或

認證；可執行軟體的保護；防止軟體的解析或反向工程例如擾亂數據；程式或內容

的追溯，例如浮水印；認證，例如建立身分或已鑑別安全之使用者；使用生物特徵

資料，例如指紋，虹膜掃描或聲紋；使用憑證等。 
 
 
 
 
 

    
 
圖 1. 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無人商店      圖 2. 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無人商店 

申請人所屬國家專利件數圖。            IPC 分類專利件數圖。 
 
 
 

 
  
 
圖 2A.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無人商店      圖 2B.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無人商店 
     IPC 之 G06Q 四階分類專利件數圖。      IPC 之 G06F 四階分類專利件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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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中無人商店   圖 4. 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中無人商店
歷年專利件數圖。                  第一申請人專利件數圖。 

由圖 3 得知，自 2006 年起專利申請件數逐年成長，但 2020 年統計至 10 月 21
日卻僅有前一年度之 17.6%，明顯呈現萎縮，顯示無人商店領域之技術已經大致完

備，產業即將進入殺價取量的紅海競爭時期。 
由圖 4 得知，專利申請高件數前五位依序為高通、蘋果、中華電信、微軟、阿

里巴巴；但是若將實質同公司，僅些微不同稱呼的同財團案件數加總統計如圖

4A，高通公司之 84 件與美商高通公司之 84 件專利案合計 128 件，微軟公司之 48
件與微軟技術授權有限責任公司之 25 件專利案合計 73 件，南韓商三星電子股份有

限公司之 39 件與三星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之 14 件專利案合計 53 件，中華電信 51
件，臺灣行動支付股份有限公司之 26 件與財金資訊股份有限公司之 22 件專利案合

計 48 件，英特爾公司之 28 件與英特爾股份有限公司之 16 件專利案合計 44 件，則

依序為高通、微軟、蘋果、三星、中華電信、台灣行動支付、阿里巴巴、英特爾，

由此可知各國際公司在台灣之無人商店領域技術耕耘甚深，而中華電信加計台灣行

動支付僅 99 件，在地優勢之下仍然不敵單一高通公司的 128 件。 
 
 
 
 
 
 
                                

圖 4A.第一申請人(合併)專利件數圖。  圖 5.無人商店之專利技術生命週期。 
 

  
 

圖 6. 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之無人商店主要 IPC 專利申請件數(A)歷年 (B)各公司。 
 
 
 

圖 6A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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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 6 可知，中華民國專利資料庫之無人商店，IPC 之 G06F 相關研究多為外

商公司所擁有，本國廠商主要集中於 G06Q 之研究，顯然外商較著重於認證之研

究，本國廠商佔有行政優勢，故較著重於金流之處理，本國之其他廠商則避開國內

外大公司主要介入之領域，而著重於 H04W 無線通訊網路等領域，包含通知使用

者，提醒有通訊到來或改變服務狀態等實用性或趣味性之 APP 開發應用。 
 
 

伍、結論與建議 
一、無人化倉儲物流及無人販售商店逐漸成熟，舉凡物品上架、銷售、取貨、

物流等過程皆可運用，可以讓商店販售或物流速度增快並且降低人力成本，也可以

方便消費者於任何時間獲得服務，廠商可藉此提高利潤。 
二、經由本國專利資料庫製作之無人商店專利地圖分析，得知無人商店之技術

發展以賣過成熟期而趨向衰退期，產業即將進入殺價取量的紅海競爭時期。 
三、經由本國專利資料庫製作之無人商店專利地圖分析，可知 G06F 相關研究

多為外商公司所擁有，本國廠商主要集中於 G06Q 之研究，顯然外商較著重於認證

之研究，本國廠商佔有行政優勢，故較著重於金流之處理，本國之其他廠商則避開

國內外大公司主要介入之領域，而著重於實用性或趣味性之 APP 開發應用等，此等

領域耗費成本較低，可能為本國之中小企業廠商適合著墨之未來發展方向。 
期望本研究之專利地圖分析成果，能協助業者改善現有產品，進而預測無人商

店科技的未來走向，協助企業制定研發方向，適當而有效的投入研發經費，增加產

品在無人商店銷售之競爭力，使本土企業能在此一重要世界趨勢搶占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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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咖啡館會議法及問題導向學習法 
應用於實務專題課程 

 Using skills of World Café and method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in Practicing Project class 

陳俊榮 1、程建文 2 

摘  要 
引導學生如何思考企劃(主題選取，資料收集，整理歸納，目標顧客需求，企劃

規劃，執行，檢核目標，修正，討論與建議)，最後可以完成實務專題，是企業對於

學生畢業就業能力要求。本系從 2010 年(2007 年的課程規劃)開始針對四年級學生實

施實務專題課程，但本系學生對於實務專題企劃無概念，也無想法；實務專題執行完

畢組別較少，大部份只執行到滿意度調查。經 107 至 109 三學年的應用問題導向學

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於實務專題課程，學生都可順利完成實務專題結案報

告簡報與文書檔。證明實務專題課程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

是有效果的。 
 

關鍵詞：世界咖啡館、問題導向、實務專題 
Abstract 

Using skills of World Café and methods of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 in Practicing 
Project, students discussed the process of their favorite project, analyzed the researches they 
collected and designed how to finish their project. At last all students could finish their 
project according their designed process and target. World Café and PBL just were the tools 
to inspired the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analyze, and execute the plan of their project. Study 
found students could learn the skill of plan and finish the projects in three years from 2018 
to 2020. 

 
Keywords: World Café, Problem based Learning, Practicing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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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問題導向學習 Problem based Learning(PBL)，目前在科技大學是各科系推行的

重要教學方法；翻轉教室是 2004 年美國一所高中因為學生缺課未學習到的單元所

進行的補救教學，其作法是教師錄製影片後上傳至 YouTube，使學生上網自學(吳

清山，2014)；另一作法是在課堂增加與學生互動、解答或實驗，開始了翻轉教室。

天下雜誌(2012)出版了「學習的革命：從教室出發的改革」促動了臺灣翻轉教育的

濫觴，所有的教育法目的都是在增進學生的學習熱誠與熱情，最後達到學生學習成

效。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應用問題的方式引導學生思考與腦力激盪，場景有三

幕(進行前，進行中，進行後)，由平時經驗(淺層)至如何學習及解決(深度)(陳聖其，

2021)。老師們需要設計情境故事，讓學生有臨場感或擬真感，因而融入情境，相

互激盪出想法。 

World Café討論法，最重要的點即是有系統地設計問題及問問題，引導學生從

日常生活親身經驗中，引導激盪彼此同桌組員的想法及看法，最後整理出整體系統

的全貌，因而找到根本解(Brown and Issacs，2005)。 

本系從 2010 年(2007 年的課程規劃)開始針對四年級學生實施實務專題課程，

但本系學生對於實務專題企劃無概念，也無想法；實務專題執行完畢組別較少，大

部份只執行到滿意度調查。 

所以應用不同教學方法，引導學生如何思考企劃(主題選取，資料收集，整理

歸納，目標顧客需求，企劃規劃，執行，檢核目標，修正，討論與建議)，最後可

以完成實務專題。 
貳、 文獻探討 

實務專題： 

學習確實發生，教育才會有效果。業界代表對於畢業生進入職場後沒有企劃

能力，在 2004 年針對 95 課綱提出建議。教育部在 98 職業學校新課綱規定各校

校訂課程一定要規劃「專題製作」課程，其目的是提升學生解決問題、蒐集資料、

實務應用、團隊合作、知識整合與表達能力(許淑真，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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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實務專題課程執行後，學生還是沒有想法與概念，結論是學生在一年級

至三年級的課程規劃上缺少系統思考的訓練，所以課程規劃開始逐漸應用 PBL 的

學習法。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 

學校在 2017 年學年開始引進問題導向學習法(PBL)，開始培養種子師資，並

於 2018 年 2 月開始 PBL 課程；經由情境規劃與三幕設計，執行後發現問題的引

導想法與看法時，學生缺少生活經驗，使得教師在引導時有相對的難度，導致學

習與教學效果未達課程目標。從缺少生活經驗到學生目前生活常用的經驗與購物

習慣，World Café討論法是集合眾人經驗及想法的一種教學法。 

World Café討論法 

World Café討論法是 2005 年由華妮塔．布朗及大衛．伊薩克所提出的集體智

慧討論法，並由彼得．聖吉推薦為學習型組織的討論工具。其重要流程是為主題

定調、營造宜悅環境、探索重要議題、鼓勵大家貢獻、連接觀點、聆聽及分享集

體心得。最重要的環節是提問時的問題一定要有脈絡，而且一定要與參與者的經

驗結合，並且是參與者有興趣關聯的議題及提問(Brown and Issacs，2005)。 

如何結合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應用於實務專題課程，

引導學生完成主題選取，資料收集，整理歸納，目標顧客需求，企劃規劃，執行，

檢核目標，修正，討論與建議；並培養解決問題、蒐集資料、實務應用、團隊合

作、知識整合與表達能力。 

 
参、執行方法 

課程：實務專題 
時間：107 學年至 109 學年 
對象：四技語四學生 
方法： 

1.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 
   2.邀請業界分享：採實地體驗及企業案例分享 
   3.設計情境：從業者分享及實際體驗的經驗 

4.World Café：採各組桌討論、在壁報紙塗鴉、用問題導引討論、學習系

統思維脈絡及分享彼此心得。 
5.選擇各組喜歡主題方向 
6.決定關鍵字、搜尋資料與分析歸納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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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調查目標顧客需求 
8.企劃與規劃 
9.踩線或試行：教師陪同與建議 
10.修正或修改企劃 
11.執行與檢核 
12.滿意度調查與回饋收集 
13.實務專題成果簡報與完成紙本 

檢核目標：各組完成專題報告與書面報告達 100% 
 

肆、過程與回饋 

過程： 
1.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 

每學期收集不同主題及情境，大部份以學校週邊地點，學生較為認識。 
2.邀請業界分享：採實地體驗及企業案例分享 

107 學年邀請台中散歩專家沃克未來文化有限公司的徐銘遠老師及羅世宏

規劃師做以下的執行過程。 
 1).淡水景點歷史資料收集 
 2).古地圖收集與列印 
 3).舊照片收集 
 4).討論-目標顧客、需求及旅遊主軸定調 

   5).實際踩點與考察 
108 學年邀請清水散歩執行長吳長錕分享如何發掘文史資料、規劃行程與導

覽覽。 
109 學年邀請清水散歩執行長吳長錕分享如何了解客戶需求、開發文創商品

與行銷。 
3.設計情境：從業者分享及實際體驗的經驗 

以淡水、台中清水及新北投導覽為例，針對目標顧客需求，安排三個小時的

散步外語導覽行程。 
4.World Café：採各組桌討論、在壁報紙塗鴉、用問題導引討論、學習系統思維脈

絡及分享彼此心得。 
第三週至第五週採用 World Café討論方式，以各組喜愛或有興趣的地點，針

對目標顧客需求，如何思考與規劃。 
5.選擇各組喜歡主題方向 

依 World Café討論後產生的心智圖，整組學生形成共識，選定單一地點或主

題。 
6.決定關鍵字、搜尋資料與分析歸納整理 

各組依選定地點或主題，決定關鍵字，至網路平臺及資料庫搜尋資料。 
7.調查目標顧客需求 

描述目標顧客圖像，搜尋目標顧客社群，應用量化的數位問卷或資性的同理

心地圖，了解目標顧客需求與難題。 
8.企劃與規劃 

2021(第九屆)創新實務與個案研討會 
台灣 台北市 

2021 (9th) Conference on Innovation 
 Practices and Case Studies 

Taipei City, Taiwan 

252



 

 
 

依照目標顧客需求、整理的資料及三小時為原則，規劃路線不重複的行程，

並陳述為何安排導覽這些地點或有這樣的做法。 
9.踩線或試行：教師陪同與建議 

依照規劃，踩線或試做，並做記錄，是否按照計劃達成。 
10.修正或修改企劃 

如在踩線或試做時，不如預期或目標，了解原因後，修改企劃。 
11.執行與檢核 

依修改計劃，應用廣告及宣傳，在指定日期執行企劃。 
12.滿意度調查與回饋收集 

收集參與者意見及回饋，是否符合目標顧客需求。 
13.實務專題成果簡報與完成紙本 

第二學期的第十三週至第十週各組完成結案報告簡報，分享心得，經修正部

份內容完成整體實務專題報告文書檔。 
經 107 至 109 三學年的應用與執行，各組都能完成實務專題結案報告簡報與文

書，達成率為 100%。 
伍、結論與建議 

結論： 
107 學年第一次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於實務專題課

程，學生覺得壓力較大，曾反彈並投訴至校長信箱反應，為什麼實務專題不是做做

報告即可，竟然要用很多時間來完成；經由解說教學宗旨及目的，最後一學期，學

生簡報時反應從最初的反彈至最後覺得收獲很大，也了解團隊合作及分工合作的重

要。也發現有的組別在第一學期更改地點或方向時，在企劃與執行時程會非常趕。

108 學年及 109 學年時學生應有學長姊的經驗分享，學生就能適應實務專是課程，

但都會害怕無法執行完畢，最後經過課程的指導及協助，都可完成實務專題。 
 有些學生平時較少與人來往，所以只能一人操作，會與學生一起討論，並將範

圍縮小，依其喜愛及能力可完成主題，協助其完成實務專題。 
 實務專題的目的是引導學生完成主題選取，資料收集，整理歸納，目標顧客需

求，企劃規劃，執行，檢核目標，修正，討論與建議；並培養解決問題、蒐集資

料、實務應用、團隊合作、知識整合與表達能力。 
實務專題應用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是有助於學生完成實

務專題，並能培養企劃與執行能力。 
 

 
建議： 

實務專題需要老師指導各組，尤其是外語系科，需要較多的日文或英語師資的

協助語言及文字書寫，所以在課程規劃時，可以依照每位教師參與時數給於合理鐘

點費。 
四年級學生因畢業問題，課程會提早至第 15 週必需完成，對於學生們完成實

務專題的時程會較趕。 
問題導向學習法(PBL)與 World Café討論法可以應用至其他課程的教學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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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日本人對台灣製品牌烘焙堅果口味接受程度

之市調研究與分析 
A Study of the Market Research and Analysis on the Acceptance of 

Taiwan Baked Nuts toward Japanese expats in Taiwan 
程建文 1 

摘  要 
市場導向的行銷觀念自 1950年代開始發展，各學者陸續對其定義有所補充，現

今以: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跨功能協調，此三種行為為其大要。 

本研究乃針對特定族群(在台日本人)，調查其對該公司之烘焙堅果產品口味的

接受程度，故將以顧客導向的角度，探討該企業為滿足顧客對口味的需求，而直接以

該產品進行顧客的消費偏好、消費者能力以及消費行為的調查分析。目的是讓該企業

可以根據調查結果，分析其產品需要調整之處，進而增加顧客對其產品價值的認同，

延續企業經營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可作為企業重新開發產品，以及創新營銷方法，達

到動態適應或貼近顧客需求。避免企業一味發展自己推測的產能或口味，而脫離甚至

背離顧客實際需求，化被動臆測為主動研究與分析。 
關鍵詞：顧客導向、消費偏好、消費者行為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market-oriented marketing began to develop in the 1950s, and scholars 

have successively supplemented its definition. They are three behaviors, that are customer-
oriented, competitor-oriented, and cross-functional coordination. 

This study is aimed at a specific ethnic group (Japanese expats in Taiwan) and 
investigates its acceptance of Taiwan baked nuts. Therefore, from a customer-oriented 
perspective, the company will directly use the product to conduct investigations and 
analyses of customers' consumption preferences, consumer capabilities, and consumption 
behavior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consumers’ favorite flavors. The purpose is to allow 
the company to analyze the need to adjust its products based on the survey results, thereby 
increasing customers' recognition of the value of its products, and continuing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can also be used to re-develop products and innovate marketing 
to achieve a dynamic more close to customer needs. This way, enterprises could avoid 
blindly developing their own speculated flavors which often depart from the actual needs 
of customers, and turn passive guesswork into active research and analysis. 
Keywords: customer-oriented, consumer preference, consumer behavior 
 

 

 

 

 

 

                                                 
1 臺北城市科技大學、講師、cloudandtree@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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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前言 

堅果的營養近年來受到一般民眾的重視，堅果除了含有豐富的維生素 E以外，

還含有各種礦物質，例如:鐵、鈣、鋅、鎂等，且可補充不飽和脂肪酸，對預防心

血管疾病，具有正面功效。 

    一家位於新竹工業園區，從事低溫烘焙堅果的某食品有限公司，有意擴展國際市

場。首先欲針對日本市場試水溫。該公司於 2002年 1月開始銷售堅果，於 2007年 8

月設立烘焙堅果的工廠。所有堅果皆自行加工，因此在衛生品質的管控上，可以自訂

標準，嚴格遵守。2009 年 10月設立第一間門市，2020年設立旗艦店，大力推廣兼具

營養與新鮮的堅果。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該公司總經理曾有留日學習日語的經驗，對於日本食品的高品質向來欣賞。在

該公司逐步發展過程中，亦希望爭取將來擴展至日本市場的機會。 

    為了解現在日本人對其產品的接受程度，故希望先行針對在台日本人，實施試

吃與問卷調查，以進一步了解此對象對其產品的喜好度為何?同時研判日後行銷產

品至日本的可能性。並建立市場調查之資料庫，以便日後機動調配適合銷日的口

味。故委由筆者進行初步市場調查與分析，以便了解其產品的口味是否合乎日本人

的喜愛，作為日後產品研發的參考。 

三、研究範圍與對象 
本研究原先以「來台旅遊之日本人對台灣製品牌烘焙堅果口味接受程度之 

市調研究與分析」為題，從 108年 10月 25日到 109年 4月 25日，進行為期 6個

月的研究。計畫於第四個月(2020年 2月)實施問卷調查。不意 2020年 1月下旬開

始新冠狀病毒 covid-19疫情升溫，各國海外旅遊人口遞減，本調查難以完全以旅

遊來台日本人為對象，經該食品有限公司諒解，更改為在台日本人士為對象，而不

限定是來台旅遊者。對象因此擴大範圍為居住於台灣的日本人士，亦不限定受訪者

的年齡。因此「日本人士」(在台日本人對台灣製品牌烘焙堅果口味接受程度之市

調研究與分析)，為本研究實際之範圍與對象。 

貳、文獻探討 
市場導向的行銷觀念自 1950年代開始發展，各學者陸續對其定義有所補充，現

今以:顧客導向、競爭者導向、跨功能協調，此三種行為為其大要。 

本研究乃針對特定族群(在台日本人)，調查其對該公司之烘焙堅果產品口味的

接受程度，故將以顧客導向的角度，探討該企業為滿足顧客對口味的需求。直接以該

產品進行顧客的消費偏好、消費者能力以及消費行為的調查分析。目的是讓該企業可

以根據調查結果，分析其產品需要調整之處，進而增加顧客對其產品價值的認同，延

續企業經營深度與廣度。同時也可作為企業重新開發產品，以及創新營銷方法，達到

動態適應或貼近顧客需求。避免企業一味發展自己推測的產能或口味，而脫離甚至背

離顧客實際需求，化被動臆測為主動研究與分析。 

参、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讓受訪者試吃堅果產品包，因此包含了實際體驗，以及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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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藉由試吃者對產品的外觀、香氣、口感等綜合評斷對產品的接受度。在實際針

對對象施測前，則先行對台灣本地人士進行隨機抽樣測試。並分析其結果之信度與

效度。 

實際施測前的隨機抽樣問卷，以中文擬稿，題目分為:近期食用類似品項的 

經驗、試吃前對產品的外觀之好感度、試吃後整體觀感、試吃後對其香味、新鮮

度、脆度、味道的喜好度，另外詢問購買意願、價錢的接受度，以及開放自由的建

議與想法留言。 

肆、結果分析 
一、問卷實測 

由於施測對象為日本人，故問卷內容譯成日文版，所包含的項目及詢問事 

項皆同於中文版問卷。實測方式則透過施測者所認識者或隨機委託填答。因為新冠

狀病毒疫情關係，此次樣本數為 27人。 

二、問卷分析與研究 
根據實測後問卷的資料，經量化統計後，基本資料分析如下。 

1.受訪者人數，男性 3位，占比為 11%；女性 24位，占比為 89%。 

 
2.年齡分布，以 41至 50歲之人數最多，共 14人，占比為 52%。其次為 19至 

  22歲，共 6人，占比為 22%。31至 40歲有 2人，占比為 7%。其餘 13至 18 

  歲、 23至 30歲、51至 60歲、61至 70歲、70歲以上，皆各有 1人，占比 

  皆各自為 4%。 

 
 

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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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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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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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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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業分布，以學生及主婦為最多，各有 8人，占比皆各為 30%。服務業者 5 

  人，占比 18%。學校教職員及其他職業者，各 3人，占比 11%。 

 

 
 

4.生活地區，現居台北市之人數最多，共 10人，占比為 37%。原日本埼玉縣者 

  次之，共 8人，占比為 30%。原日本櫪木縣者 4人，占比為 15%。原日本福島 

  縣及台灣新北市者，各有 2人，各占比 7%。原日本奈良縣者 1人，占比 4%。 

 
    問卷題目本體部分之分析如下： 

1. 題目為:您最近一次品嘗堅果,是在什麼時候? 

   1個月以上者人數最多，有 14人，占比 52%。1星期以內者，有 6人，占比 

   22%。  3到 4星期，有 3人，占比 11%。1到 2星期及 2到 3星期者，各有 

   2人，各占比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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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題目:在沒有品嘗產品前,您覺得這個產品的整體外觀吸引您嗎?  

沒有吸引力者，有12人，占比45%。普通者，有7人，占比26%。吸引力不大者，

有6人，占比22%。有些吸引力者，有2人，占比7%。無人選擇有吸引力。 

 

 
3. 題目:試吃過後,整體來看,您喜歡這個產品嗎? 

不喜歡，有12人，占比45%。普通與不太喜歡，各有7人，各占比26%。有些喜

歡，有1人，占比4%。無人選擇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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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題目:如果以分數來表示,滿分為5分,您會給這項產品多少分呢?  

2分者，有11人，占比41%。3分者，有10人，占比37%。1分者，有5人，占比

18%。無人給予5分。 

 

 
5. 題目:試吃過後,您喜歡這個產品的香味嗎? 

不太喜歡者，有9人，占比33%。普通，有7人，占比26%。不喜歡，有6人，占比

22%。有些喜歡，有5人，占比19%。無人選擇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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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題目:試吃過後,您喜歡這個產品的新鮮度嗎? 

不太喜歡，有11人，占比41%。普通，有9人，占比33%。不喜歡，有9人，占比

19%。有些喜歡，有2人，占比7%。無人選擇喜歡。 

 

 
7. 題目:試吃過後,您喜歡這個產品的脆度嗎? 

不喜歡，有12人，占比44%。不太喜歡，有10人，占比37%。普通，有4人，占比

15%。有些喜歡，有1人，占比4%。無人選擇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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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題目:試吃過後,您喜歡這個產品的味道嗎? 

不太喜歡，有12人，占比44%。不喜歡，有10人，占比37%。普通，有4人，占比

15%。有些喜歡，有1人，占比4%。無人選擇喜歡。 

 

 
 
9. 題目:當您要購買堅果時, 會考慮以下哪些因素呢? 

(請選出三項最重要的因素,最重要者請填寫1,次之為2,第三項為3) 

選擇便宜為重視項目者，有7人，占比50%。選擇好吃為重視之項目者，有4人，

占比29%。選擇健康為重視之項目者，有3人，占比21%。無人選擇包括:營養、

品牌、知名度、其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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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題目:試吃過後,您覺得如果這個產品在日本上市,您可能購買嗎? 

不一定，有11人，占比48%。有些可能，有8人，占比35%。□可能，有4人，占

比17%。無人選擇不太可能及不可能。 

 

 
 
11.題目:當您要送人禮物時,您會考慮這項產品嗎? 

選擇可能者，有6人，占比40%。選擇有些可能者，有6人，占比40%。選擇不一

定者，有3人，占比20%。無人選擇不太可能及不可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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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您願意花多少錢來購買這項產品呢? 

101-200日幣者，有14人，占比52%。100日幣以下，有9人，占比33%。201-300

日幣者，有3人，占比11%。無人選擇401日幣以上者。 

 

 
13. 開放題:您喜歡這個產品的哪些方面呢? 

14. 開放題:對於這個產品,您還有其他的想法嗎? 

    此兩題開放題，填寫者大致強調了前面選項題的各種項目之補充。例如:對 

    於該產品之口味、口感或對身為日本人的接受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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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問卷結果之分析， 

1.以外觀而言，經過設計的包裝，似乎沒有得到日本人特別的喜好。 

  感覺沒有吸引力或吸引力不太者，占了 67%。 

2.試吃後，整體感覺，不喜歡者占了將近一半的 45%。加上不太喜歡者的 26%，   

  共占 71%。顯示似乎產品也沒有得到青睞。這與給分(滿分 5分)有正向相似 

  性。給予 2分及 1分者，共 59%。 

3.產品的分項接受度方面， 

  香味部分，不喜歡與不太喜歡者，共占 55%。 

  新鮮度部分，不喜歡與不太喜歡者，共占 60%。 

  產品脆度部分，不喜歡與不太喜歡者，共占 81%。 

  味道部分，不喜歡與不太喜歡者，共占 81%。 

4.分析影響購買意願的因素，前三項為:價格便宜(占 50%)、好吃(占 29%)、健 

  康性(21%)。顯示產品的價格與是否好吃，具有決定性的因素。 

5.日後的購買意願上，可能及有些可能，共占 52%。不一定者占 48%。顯現受調   

  查的日本人對這項產品的接受度，處於矛盾狀態。比較前幾項對產品口味的 

  負面偏向，卻有購買意願。似乎有其他背後影響的因素存在。 

6.比較購買意願，是否會將此產品作為送禮的禮品之提問，則有合計 80%表示 

  可能或有些可能。同樣有更多需要釐清的因素。 

7.願意用多少價錢購買此項產品的提問，100至 200日幣者，占 52%，超過半 

  數。但有 33%只願意以 100日幣以下的價錢購買。顯現小包裝的設計，有偏 

  向價格低估的現象存在。 

伍、結論與建議 
    經由上述問卷分析與研究，發現受調查的日本人對該項產品的口味接受度並不

高。建議廠商日後若有意行銷產品至日本時，宜再度收集日本人口味的資料，並重

新施作市場調查。也可能需要針對日本人的口味再設計，以便調整到最合適的口

味，否則可能無法真正掌握到日本人喜好的口感。同時，對於產品外觀設計及分量

或者內容物，也都需要進一步規劃與多方測試。 

    在行銷策略部分。則建議針對不同年齡層，鎖定口味及外觀設計的區隔。另

外，強調健康取向之外，似乎也必須注意一般消費者，仍然重視價錢與所謂的好吃

與否的個人主觀喜愛。這部分可能較難掌握，因此利用試吃進行市場調查的作法，

應該需要更多的測試，以便調整到令最大多數喜好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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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老城英語導覽初探以萬華為例 
The Explorative Walking Tour of Taipei Old Town in Wanhua Area 

葉美華 1 

摘要 
台灣在國際定位當中，一項都是全期人文匯聚之觀光重鎮。台灣的旅遊景點觀光

規劃以及執行向來是學界以及觀光產業界所重視。然而，隨著各觀光景點古蹟文化與

自然生態旅遊特色等英日文導覽需求量增加，英文導覽教材與實際案例卻未被產學

界充分檢視與分析。本研究因應旅行社對國內英日文觀光導覽寄予觀光效能提升的

需求結合學生專題行動研究，為台北地區-特別是老城萬華區之英語觀光導覽遊程提

出分析與建議。 
 

關鍵字: 行走式導覽、行動研究、遊程設計 
 

Abstract 
Taiwan has always been a hotpot for tourism area for human resources and tourists 

spots for many years. The tourists planning and execution for tourist spots in Taiwan has 
always been the emphasis for the industry as well as the school facilities.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ancient scenic spots and ecotourism,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foreigners interested in visiting the old towns to explore the slower and quaint pace of the 
cities.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a high demand of English tour-guiding information needed 
for the foreign tourists. This research hopes to focus on the old town Taipei (Wanhua area 
specially) to boost the tourist need and give analysi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sightseeing 
industry for the certain area. 
 

 

 

 

 

 

 

 

 

 

 

 

 

 
 
 
 

                                                 
1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講師、emi.ye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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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Since the Wanhua area hosted the most diverse culture aspects in Taipei; 

it has the annual gay pride parade, the famous red house, the quaint herbal 
market, just to name a few. It also hosts the most well-known temple in Taiwan, 
the Mengjia(艋舺) Longshan Temple, located in the old village part of Taipei, 
Wanhua District. This temple was built in 1738 by settlers from Fjjian (福建) 
as a gathering place for Chinese settlers. This temple has stood the test of time 
and lasted through several natural disasters and wars. The researcher worked 
with students in this area by showing them the specific routes of the place in 
the historical rambles and decided to focus on Wanhua area.  

After visiting Wanhua area several times, the students chose certain 
landmarks and find the touring information either online or on the spots to 
further edit their information data for the future oral guide tour. They tried to 
find foreigners to join their tour and give them feedback after the tour.  

Motivation 
The reason they decided to introduce Wanhua District 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area has been more than 300 years. 
They used to say that “一府二鹿三艋舺,” which means the first developed 
area is 府城(Tainan) the second one is 鹿港(Lukang) and the third one is 艋
舺 (Banka, the old name of Wanhua). The name “Manga” derives from the 
aboriginal language “Banka” which means “flat boat.” The Taiwanese 
indigenous people used to use the flat boat to deliver goods upstream to the 
Manga area. That’s why it got the original name “Manga.” With a history of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years, this place hosts lots of historical buildings, 
ancient lanes, famous folklores and most important of all, lots of mouth-
watering snacks. Also with its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and the perfect 
location, it’s easier for tourists to move around this area.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developed a walking tour routes for foreigners to refer to when 
they want to explore this area. We hope to lead tourists to the quaint streets 
and the ancient shops in the local area and share the stories of this place as well 
as the famous snacks around this area. 

REVIEW OF LITERATURE 
This section includes the literature reviews of the specific scenic spots of 

Wanhua area as well as our route for the readers for further reference. It 
includes the top five scenic spots from the TripAdvisor. The reason we choose 
TripAdvisor is that most of the foreigners would choose to find information on 
this smart phone application as their local guide. We also choose the top five 
scenic spots from the Tourism bureau of Taipei City. We hope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of these two sourc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ourists and the local 
Taiwanese. We also present our intended itinerary after this scenic spo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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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 FIVE SCENIC SPOTS OF TRIPADVISOR 

1. Lungshan Temple 
2. Ximendin 
3.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4. Huaxi Street Tourist Night Market 
5. Carrefour (Guilin Store) 

TOP FIVE SCENIC SPOTS OF THE TAIPIE CITY TOURISTM 
BUREAU 

1. The Red House 
2. Lungshan Temple 
3.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4. Wanhua Night Market 
5. Bangka Qingshan Temple 

OUR ITINERARY 

 

 

 

 

 

09：20 collection  Lungshan Temple  Bopiliao Historical 
Block 

Lungshan Temple MRT 
station meeting point 

 Deities of the temple/ 
how to   
worship 

 History of the area 

Introduction:The history of 
the area 

 Religious and 
culture 
experience 

 Various exhibitions 

10 min  30 min  40 min 

 

 

 

 

  

 

Bangka Starbucks 
 

Guanzhou Street 
 

Huaxi Str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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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sion relocated  Guanzhou night market  Unique building 
and history 

Historical building and 
stories 

 Local specialties and 
snacks 

 Local specialties 
and snacks 

Photo spots 20 min  Stay 30 min  30 min 

Table 1 
The itinerary of this group is not far from the Lungshan Temple MRT 

station. Therefore, they conducted the whole tour via the walking style. They 
meet at the Lungshan Temple MRT station, and then walk to the nearby 
Lungshan temple to introduce the famous temple and the main deities of the 
temple. After that, they walked to the Bopiliao historical block for the culture 
and exhibition tours for another 40 minutes. The next stop is the Bangka 
Starbucks, which is the ancient mansion of some rich man 100 years ago. With 
moderate renovation, it turns out to be a quaint, nostalgic coffee shop. Visitors 
can take lots of photos here since it’s the hotspot for the bloggers to post their 
photos. After the coffee house, they headed to the Guanzhou Street for some 
local snacks and ended this tour at the Huaxi Street Tourist Night Market. 

 
THE SCENIC SPOTS OF WANHUA 
A. Longshan Temple 

The Longshan Temple houses hundreds of statues of Buddist, Taoist, and 
Confucian deities. The temple mixes traditional Chinese four-building 
courtyard with palace architecture in its design. The temple is divided into front 
hall, main hall, rear hall, right wing and left wing. Paintings of vivid creatures 
grace the temple walls, and stone statues of mystical creatures guard the temple 
grounds. The joining of wall and roof did not use any nails or braces made of 
metal. Covered by over tapping tiles, the temple roof is decorated with figures 
of dragon, phoenix and other auspicious creatures. The figures are decorated 
with porcelain, clay, and shards of colorful glass. They represent the pinnacle 
of mosaic art in Taiwan. The temple has been declared a Secondary National 
Heritage Site. 

月老神君 Also known as the elderly under the moon, is the god of 
marriage, who in charge of marriage. In the early days, Japanese sisters sought 
for peach blossoms and marriages to worship the holy places. Now Korean and 
Chinese tourists also come to pilgrimage, hoping to bring a good marriage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old gods. Originally, many people did not know that there 
was God worship in the Longshan Temple. It was because there was a cherry 
blossom girl who came to the red line. After returning to Japan, it was not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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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 got a good marriage. She worshipped the moon at the Longshan Temple in 
Taiwan. Not long after, many Japanese female tourists flocked to worship the 
old man and ask for the red line, so that the magic miracle was well known.  

The tribute of the old gods of the moon is very particular. It’s best to have 
candy or sweets. They would also show the foreign tourist how to worship and 
ask for “love fortunes.” How to ask for the red line, with a sincere heart, tell 
your real name, date of birth, address, and what kind of good marriage you 
want to pray for, then take a cup and throw a cup after the report, if it is a cup 
(One positive and one reverse) is that the old man promised to pray. 
B. Bopiliao historical block 

 The community of Bopiliao was firstly formed back in early Qing 
Dynasty. Since then, its history evolved as Taiwan went through different eras, 
from Qing Dynasty, Japanese colonization, to early post World War II period. 
Situated in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Mengjia, architecture in Bopiliao 
reflects the different culture of which it was built. The area is uniquely 
representative of once flourishing Mengjia. In 2009, Taipei City government 
finished the repairing process of Bopiliao Historic Block, and opened it up to 
the public. It stands in Wanhua District, continuing the over-a-hundred-year 
legacy, shown through arching verandas and red-brown brick walls. These old 
buildings witnessed the development of Mengjia and now have become a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landmark. Their existence showcases local culture and 
history to the visitors, and the buildings still serve practical purpose as to hold 
art exhibitions. 

 The street house is a kind of narrow-street shopping house, which was 
called “shop house” in the Qing Dynasty. Shops are usually formed in a 
commercial and prosperous place.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ommercial 
activities on the street front, the front lobby of the “before shop” is developed 
for business. 

 The back is the home and the "bottom floor" is used as a business. 
Above the building is the pattern of living. There are currently only a few 
buildings in the form of traditional storehouses in the Qing Dynasty. 
C. Starbucks Bangka store 

In the architectural restoration and the design of the store, the original 
style of the Linjia (Lin house) ancient house is merged. The old double door is 
completely preserved from the gate. The doors and windows and the railings 
in the building can be seen in the detailed design and exquisite description of 
the Roman column head. 

On the second floor of the wall, the Starbucks Goddess embroidered 
murals, with reference to the Linjia embroidery at the time, integrated Wanhua 
station, peeling enamel and other famous attractions into the murals. After the 
renovation, Wanhua Lin House Coffee Fragrance, in addition to th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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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tion of siphon coffee conditioning service, set up 20 "community 
ambassadors" in the store, through the professional guide of the partners, the 
story of the Linjia (Lin house) ancient house will continue to pass. 

 Other specialty stores: Freshwater Cloud Gate store’s design concept 
of the main wall of art presents the coffee landscape with the layered painting 
of hand-painted pigments, echoing Starbucks' commitment 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of coffee ethics procurement and coffee tree 
planting; the use of double-layered glass material gives the effect of specular 
reflection. Let customers reflect themselves in the light and shadow while 
enjoying the paintings, and feel the reflection and influence of people in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D. Guanzhou Street 

Guangzhou Street is a night market with 3 districts and a length of 150  
meters. There are many traditional Taiwanese snacks, grocery stalls on both 
sides of the street, all kinds of shopping mall, food, and fun goods everything 
is dazzling and lively. There are also a lot of game booths, such as pinball 
machines and fishing stalls. 
E. Huaxi Street Tourist Night Market 

Specialties: Thick squid soup, oyster omelets, goose meat, meats ball. The 
Huaxi Street Tourist Night Market is the most well-known international tourist 
night market in Taipei for more than 50 years of history selling mostly tonic 
food, Chinese herbal food, crafts, commodities, gourmet snacks. Seafood 
cuisine is especially famous in here. 

METHODOLGY 
Participants: 

The target of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foreigner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English. We tried to find as many foreigners as we can. However, due to the 
restraint of time, we finally located six valid foreigners to include on the 
questionnaires. 

Research questions: 
We wanted to know how they know about Wanhua area and the specific 

features they really enjoy in   this area. Also, we’d like to know where they 
get the tourists information while visiting a new place and how much they 
enjoy the walking tour our member provides. 

Target tourist:  We hope to focus on foreigners to offer them more 
perspectives of the local Taiwa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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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DURES: the questionnaires were conducted on September 22nd, 
October 20th and November 17th while we were conducting the free walking 
tours. 
DATA COLLECTION 

Data was collected from questionnaires of free walking tour foreigners on 
the previous three days. 
DATA ANALYSIS 

Below is how the data presented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Q1. Gender 
 

Chart 1 
According to chart 1, there are 60% of participants are female and 40% 

are male. 
Q2: Age  

 

  

 
 
 

20%

20%
20%

20%

20%

15~20 21~30

31~40 41~50

6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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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chart 2, their ages range from all ages. 
Q3: Where are you from? Where do you live in? 
 

 
Chart 3 

According to chart 3, there are 40% of participants are come from USA, 
but they live in Wanhua   right now, 60% are come from UK; 10% of them 
lives in Taipei, 10% live in Sheffield. 

Q4: How to know the tourist information of Wan Hua District？ 
 
 
 
 
 
 
 

 
 
 
 
 
 
 
 
 
 
 

 
 
 

 
 

 
 
 
 

Newspaper or Magazine 
Friends 
Family 
Website 

5% 
20% 

6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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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t 4 
According to chart 4, there are 65% of people find out the information 

from website, 20% from friends; 10% from family, 5% from newspaper and 
magazine. 

Q5: What is the most impressive in Wan Hua District for you? 

 
 
Chart 5 
According to chart 5, there are 40% people like delicious foods, 25% 

interest in historical relics; 25%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festival , 10% people like 
view of street. 

 
FINDINGS 
 

There were six valid participants on the three walking tours; two of them 
were female and four of them were female. Their ages range from all ages. As 
to their nationalities, there are 40% of participants are come from USA, but 
they live in Wanhua right now, 60% are come from UK; 10% of them lives in 
Taipei, 10% live in Sheffield. As to the tourist information resource, 65% of 
people find out the information from website, 20% from friends; 10% from 
family, 5% from newspaper and magazine. We can see the impact of the 
internet from this answer. As to the impressiveness of what Wanhua has to 
offer: 40% of people like the delicious foods, 25% of them were interest in the 
historical relics; 25% of the participants were interest in traditional festival, 
another 10% of people like view of street. 

 
 
 
 
 

0 10 20 30 40 50

delicous food

historical relics

street views

traditional festival

most impressive in Wan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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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Implication: 

Since the time constraints and the target audience location is not easy to 
find, the study did not have enough participants to include in the research. 
Therefore, more questionnaire samples were recommended to conclude during 
the process. Otherwise, it would also be a good choice to conclude the 
questionnaires via the google form on the Internet for the foreigners to fill out. 
In this way, there should be more valid participants offered for the data analysis. 
Guide: 

The tour guide should use more colloquial, more familiar, more fluent 
languages to express their ideas to the tourist. Also, the tour guide should scout 
the route a few more times to find the proper route for tourist to walk around 
Conclusion: 

With time goes by, the history can never be changed. The students 
pondered on this experience and learned something more form this expedition. 
There are more things to enjoy and to do in the area of Wanhua. We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our surroundings and find more highlights for ourselves 
as well as for our foreign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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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1. 
Questionnaire 
1. Gender □male □female 
2. Age  □15-20  □21-30  □31-40  □41-50 □50+ 
3. What is your nationality? 
4. How do you know the tourist information of Wanhua district? 

□friend or family □ newspaper or magazine □Internet □ 
5. what is the most impressive place for you in Wanhua district? 

□delicious food □historical relics □street views □traditional festival  
6. Are you satisfied with this tour? How are you going to rate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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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疫情時代下教育環境的改變及因應之道 
Discuss the Changes in the Education Environment in the Epidemic Era 

and Correspondence  
駱佳鈴 1 

摘要 
新冠肺炎的出現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學習中斷，據統計至少有 200 個國家以上超

過 2 千萬名學生、教職員及學習機構受到影響，學校機構以及相對應的學習機構例如補習班、安

親班、才藝學習等等相對應的教育體系與空間也被迫關閉，疫情影響改變了整個世界的運作也導

致學生無法到學校上課，因為疫情所產生的種種防護措施讓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產生了劇烈的改

變，口罩、社交距離、隔離、封城、居家辦公、遠距教學的種種措施也徹底的改變了我們的生活，

所有的休閒、工作、教育、交通嘎然停止，隨著疫苗的接種普及，大家也慢慢的找到與疫情共存

的方式。 
教育界也是受影響最深的一個產業，學生如何從以往聚集在教室內學習轉而個別在家裡透過

網路、電腦、視訊會議來獲取知識，老師也必須改變以往面對面的授課方式，與學生的互動、教

材設計、上課方式、成績評量等等都必須有別以往的實施。 
本研究就是探討在疫情的影響下，教育學習的方式被影響的程度與如何因應疫情來進行授課

教學活動。原本在課堂上怕影響學生專注度的手機、平板跟電腦現在成為學生再加上線學習的基

本工具，市面上有眾多的視訊會議軟體例如 Zoom、Skype、Microsoft Team、Google Meet 等等軟

體成為老師授課的良伴，藉由軟硬體以及數據通訊網路的協助，讓學生可以在家接受教育，不至

於因為疫情封鎖的狀況導致學習中斷。 
本研究介紹市面上較受歡迎的視訊會議應用跟如何應用視訊會議軟體來進行線上教學，以及

線上教學所需注意的事項，來面對後疫情時代的教育環境，將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以作為教師

在疫情時代下線上教學和學生學習的主要參考依據。 
關鍵字：新冠肺炎、線上課程。 

Abstract 
The changing of Education delivery in New Post-Pandemic Era.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the largest disruption of education in our history affecting over 2 million students, faculty, and 
education systems in more than 200 countries. After being lockdown, all face-to-face social activates 
have been forbidden, therefore, the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is evaluating all possible alternative to 
delivery education.  

Face to face lecture is most common education delivery method in education system history. 
However, all face-to-face activities has been suspended due to COVID-19 pandemic and schools 
have been lockdowned to make sure all students stay at home for healthy regulations. During 
lockdown period, people is looking for alterative and make sure students could enjoy same 
knowledge learning as before.  

Fortunately, internet has been part of our daily life and well implement in all social activities. 
All international meeting has adapted video conference system in their routine operations to reduce 
traveling expense. Suddenly, all mobile device including cell phone, pad, and computer become 
essential devices for education to help students continue learning at home.  

With variety on-line video conferencing platform such as Zoom, Skype, Teams, Google Meet, 
and others, students could enjoy education and receiving lecture from teachers without travel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home and school. This research will introduce the popular video 
conferencing tools and how to utilize these tools in lecturing. 
Keywords: COVID-19, Internet Learning, On-line Video Conferencing Platform  

                                                 
1臺北城市科技大學、助理教授、taiwanwind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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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造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學習中斷，據統計至少有 200個

國家以上超過 1.6 billion 的學生受到影響，學校機構以及相對應的學習機構例如

補習班、安親班、才藝學習等等相對應的教育體系與空間也被迫關閉，疫情影響改變

了整個世界的運作也導致學生無法到學校上課，因為疫情所產生的種種防護措施讓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也產生了劇烈的改變，口罩、社交距離、隔離、封城、居家辦公、

遠距教學的種種措施也徹底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所有的休閒、工作、教育、交通嘎然

停止，這對我們生活的各個層面都帶來了深遠的變化，社會疏遠和限制行動政策嚴重

擾亂了傳統的教育實踐。 

在 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短時間內，全球一些學校、學院和大學已經停止了面

對面的教學。人們擔心在未來會比 2020年甚至失去更多，當下最需要的是創新和實

施替代教育系統和評估策略，COVID-19 大流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為數位學習鋪路的

機會。 

隨著疫苗接種的普及，大家也慢慢找到與疫情共存的方式，教育界也是受影響最

深的一個產業，學生如何從以往聚集在教室內學習轉而個別在家裡透過網路、電腦、

視訊會議來獲取知識，老師也必須改變以往面對面的授課方式，與學生的互動、教材

設計、上課方式、成績評量等等都必須有別以往的實施，本研究的主旨為探討在

COVID-19 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下，教學和學習的方式被影響的程度與如何因應疫情來

進行教學活動與評量，總結 COVID-19疫情期間線上教育的挑戰和機會，並提出未來

努力的方向。 
貳、 相關議題及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本章探討相關議題及文獻，第一節為 COVID-19 疫情重創世界，

第二節為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嚴重問題，第三節為線上教學法，第四節為教學者與學

習者的挑戰藉，第五節為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機會，第六節為遠端視訊會議軟體優缺點

比較，第七節為視訊會議要注意的事項，藉由相關議題及文獻的回顧與整合，建立本

研究的理論基礎。 
一、 COVID-19 疫情重創世界 

Coronavirus Disease（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又稱新型冠狀病毒 或

簡稱新冠肺炎（WHO, 2019） ，最初約在 2019 年 12 月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被 發

現，隨後在 2020 年初迅速擴散至全球多國，逐漸變成一場全球性大瘟疫。根 據格

林威治時間 11 月 15 日下午 4 點目前疫情累計已超過 53,766,728 人感染，死 

亡人數也超過 1,308,975 人（WHO, 2020） 。被多個國際組織及傳媒形容為自第二 

次世界大戰以來全球面臨的最嚴峻危機以及史上最嚴重的公共衛生事件 

（Wikipedia, 2020），影響人際間與國際間的互動，世界如何因應考驗著人們的智

慧。 

二、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嚴重問題 
    從全球發展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快速在全球蔓延，已是四海一家無分國家地 區

皆會遇到的大麻煩。所面臨的問題大都相似，包括環境惡化病毒無所不在，醫 療物

資缺乏，尚未有充足疫苗能有效控制疫情，各國經濟受到嚴重衝擊，各國針對疫情之

發展，展開各種防疫措施，有的封城鎖國，隔絕了國與國的往 來互動，大多數人都

戴上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也拉開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苒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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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Jones, Palumbo, & Brown, 2020）。疑似染疫者須隔離治療、自主管理、居

家 檢疫距離，不僅影響大眾日常生活，也影響企業正常運作，更造成旅遊、交通、 

及經濟活動等大蕭條，嚴重影響社會、教育與政治的問題。 

三、 線上教學法 
    由於 COVID-19 疫情蔓延而採取的封鎖和社會疏遠措施導致大多數國家的學校、

培訓機構和高等教育設施關閉，教育工作者透過各種線上平台提供優質教育的方式

發生轉變，儘管對教育者和學習者都構成了挑戰，但線上學習已成為應對這一前所未

有的全球流行病的靈丹妙藥。從傳統的面對面學習過渡到線上學習對於學習者和教

育者來說可能是一種完全不同的體驗，大家必須適應這種體驗，幾乎沒有其他選擇。

教育系統和教育工作者透過各種線上平台採用 “應急教育”，被迫採用了一個大家

都還沒有準備好的系統。電子學習工具在這場大流行期間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幫

助學校和大學在大學和學校關閉期間促進學生學習（Subedi 等，2020）。在適應新

變化的同時，需要相對應地衡量和支持教職員和學生的準備情況，固定型思維模式的

學習者難以適應和調整，而成長型思維模式的學習者適應新的學習環境很快。線上學

習沒有一種萬能的教學法，有各種各樣的主題，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學科和不同年

級的學生需要不同的線上學習方法（Doucet 等，2020）。 

    隨著學校為因應疫情全球大流行而關閉，全球的學生、家長和教育工作者都感受

到 COVID-19蔓延的意外連鎖反應。雖然政府、一線工作人員和衛生官員正在盡最大

努力減緩疫情爆發，但教育系統正在努力在這些困難時期繼續為所有人提供優質教

育。線上教學法的使用可能取決於教育者和學習者的專業知識和對網路平台的接觸，

迄今為止台灣常使用的一些線上平台例如 Zoom、Microsoft Teams、Google Meet等，

它們允許教師創建教育課程、培訓和技能發展計劃（Petrie，2020），它們包括工作

場所聊天、視訊會議和文件存儲選項，可讓課程井然有序且易於工作，它們通常支持

共享各種內容，如 Word、PDF、Excel 文件、音頻、視訊等等，有些還允許通過使用

測驗和對提交的作業進行基於評分的評估來追蹤學生的學習和評估。 

四、 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挑戰 
    隨著大量平台和線上教育學習工具的出現，教育者和學習者在使用或參考這些

工具時經常會遇到問題，許多研究人員發現一些挑戰，總結如下：電子學習面臨的廣

泛挑戰是可以達成的、是可以負擔的、是彈性學習、是終身學習的教育政策 
(Murgatrotd, 2020)。線上教育給學習者增加使用螢幕時間的風險，因此學生在疫情期

間進行非線上活動和自主學習已成為必不可少的環節。對年輕學習者而言，由於父母

雙方都在工作，缺乏父母監督指導，是另一個挑戰。原來就有學習動機的學習者在學

習上相對不受影響，因為他們較不需要監督和指導，而學習能力薄弱的學習者則面臨

困難。由於學習者面對面學習的接觸時間減少以及在遇到學習或理解困難時缺乏與

老師的協助，學生的學習成績水平可能會下降（Sintema，2020）。 
五、 教學者與學習者的機會 

    儘管從不同角度來看，線上教育對教育者、學校、機構和政府是一項巨大的挑戰，

但不可諱言 COVID-19 疫情蔓延為電子學習系統創造了機會。它在老師和家長之間

建立了前所未有的緊密聯繫，在家自學需要家長在學業和經濟上支持學生的學習， 
探索和嘗試使用 Microsoft Teams、Zoom、Google meet 虛擬學習環境和社交媒體等線

上平台以及 Line、Messenger 等各種小組論壇進行教學和學習。即使在恢復面對面教

學之後，也可以進一步探索這一點，這些平台可以為學習者提供額外的資源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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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教師有義務制定有助於克服虛擬教學局限性的教學方式及改進線上教學的方

法，許多教育組織免費提供線上學習工具和解決方案，以在更具互動性和吸引力的環

境中協助教學和學習，與正常課堂環境中的教學和學習體驗不同，線上學習提供了創

新方式進行教學和學習的機會。 
六、 視訊會議要注意的事項 

    線上課程的進行必須注意的事項：熟悉視訊會議平台、發送所有上課教材並詢問

學生的反應、建立上課流程並將其發送出去、因應不同課程準備各種活動吸引學生、

準備額外可能需要的課程資料、使用適當的背景、著裝得體隨時準備入境、提前將筆

記型電腦或手機充電、確保網路連接穩定、將所有程式 app使用靜音、清除不希望參

加線上課程同學看到的所有東西、調整好相機角度、測試音量設置、制定基本規則、

預先制定中斷應急計劃。注意以上線上課程注意事項，將有助於完成更棒的線上課

程。 

    綜合上述可以更加了解在 COVID-19疫情大流行期間對教育的影響成程度及因應

之道，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下，教學和學習的方式被影響

的程度與如何因應疫情來進行教學活動與評量，總結 COVID-19疫情期間線上教育的

挑戰和機會，並提出未來努力的方向。 

叁、遠端視訊會議軟體優缺點比較 
    本研究結果為針對 COVID-19疫情下，學生、家長、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均被這

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得手忙腳亂，學校機構紛紛開始尋找遠距教學的方式來取代傳

統面對面的教學方式，教師與學生也為了因應新的學習方式準備相關的軟硬體設備，

本研究針對常見的遠端視訊會議軟體做優缺點分析如下： 

1. Zoom 
    Zoom在 2019年成功完成公開募股上市後，如今已成為視訊會議領域數一數二的

公司。雖然最近關於 Zoom資安問題吵得沸沸揚揚，官方也承認在資安方面出現問題

但仍然不能否認它是一款很好用的視訊會議軟體。Zoom 允許你進行簡單的一對一視

訊聊天，當然也可以將視訊會議升級到內部和外部多人群組通話，因此培訓課程和網

路研討會也可以使用，它最厲害的地方就在於可以同時讓 1000位成員參與會議，並

且能同時顯示多達 49個高清視訊影像在螢幕上，簡單來說就是你用它來舉辦一個全

球高峰會都沒有問題。Zoom 的操作方式很簡單，如果你是會議舉辦方，需要下載並

安裝它們的主程式，接著你就可以把 Zoom系統產生的會議連結發給對方，如果你是

被邀請加入會議的一方，可以直接透過連結用網頁版參加會議，它支援電腦版和手機

版。另外，它支援用戶端到用戶端安全加密，有效保障雙方的會議使用安全，並提供

容易使用的螢幕分享和協作工具，同時也將會議邀請和行事曆系統完美整合，甚至還

可以讓你將會議過程儲存到電腦或雲端硬碟上，還可以把會議過程變成文字記錄，方

便後續瀏覽和確認。 

優點： 

無需申請帳號：只需安裝軟體，免註冊就可以參加會議。 

多人會議：防疫期間最多可以免費百人參加會議，符合疫情期間百人以內的研討會，

符合大數人的需求。 

容易分享：透過 URL 連結，讓有裝軟體的同事們點擊後就可以加入會議討論。 

防打擾功能：多人發言時，可以用舉手功能，讓想要發言的參加者可進行言，於會議

中指定發言的人開啟麥克風，其它人按下麥克風靜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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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及文字分享：可以分享程式的畫面 / 傳檔案 / 打字等等功能。 

缺點： 

資安疑慮：前陣子 Zoom 有「會將使用者資料傳送給中國」的新聞出現。 

退訂不方便：只有 E-mail較不方便。 

隱私權及安全性問題：Zoom 的快速竄起也讓各國安全研究人員，針對安全性及隱私

分析研究，覺得這軟體安全性堪憂。 

2. Microsoft Teams 
    Microsoft Teams並不是單一產品，它被合併到 Office 365的功能中。 

只要使用個人電子郵件地址，就可以免費註冊 Microsoft Teams 的免費版，它支援

最多 300 位成員同時參加線上會議，也能讓外部訪客一起參加。它提供一對一通話

和小組視訊功能，還能快速分享文件，單一使用者上限 2GB，整個團隊上限 10GB，螢

幕分享及 Office應用程式集成功能也都可以使用。 

優點：可以挑選背景。線上會議時常遇到多人同時發言的狀況，導致聲音聽不清楚，

Teams 有舉手功能，可以不發出聲音就讓主持人看到誰想發言，進而能口頭排序，避

免搶發言雜音四散。可多人同時分享螢幕、白板、文字聊天室。 

缺點：若是跟非同一個團體的人會議，非發起人無法使用文字訊息，這是 Teams 較

麻煩的地方，必須先建立同團體，並在那個團體發起會議，大家才能都享有同等的功

能。 

3. Google Meet 
    舊版為 google hangout，只要有 google 帳號即可使用，沒有 google 帳號

也可加入會議。 

優點：可以挑選背景，挑選辦公室背景營造在公司上班的環境還能藏起凌亂的房間。

分享螢幕（可多人同時分享）、白板、文字聊天室等。 

缺點：免費版沒辦法分組討論、錄影。 

4. Skype 
優點： 

跨平台視訊順暢：除了擁有電腦版，行動裝置也都無縫支援，還有網頁版可以直接免

登入使用，且使用上不會有卡頓的情況。 

投票表單：唯一一個內建投票表單的視訊軟體。 

代替長途電話：直接使用 Skype 內建通話系統代替漫遊。 

缺點： 

著重於文字交流：內建表情符號、GIF 動圖等功能，但能彌補無法現實面對面交流的

相關的功能比較少。 

5. Google Duo 
優點： 

介面乾淨：與手機通話介面很像，功能簡單好上手，一鍵就能撥打視訊通話。 

支援多平台：除了手機安裝下載 APP 後即可隨手使用外，還可直接用網頁版本通話，

無縫接軌。 

黑名單功能：最特殊的就是可以建立黑名單，讓他人無法隨意與你通話。 

缺點：人數限制：由於最多只能 12 人通話，因此 Google Duo 僅適合單純視訊交

流、小團體簡單開會使用。 

6. TeamVie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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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點： 

連線簡單：下載後點開，輸入彼此代碼就可以馬上連線通話，使用上很方便。 

功能齊全：內鍵白版等功能。 

缺點： 

介面設計較不人性化：當你需要輸入文字或傳送檔案等，所有的功能視窗都會在螢幕

右下角跳出，視窗非常小，一不注意很容易找不到而慌亂。 

7. Line 
優點： 

人數上限高：可同時視訊人數龐大，多達 200 人。 

版本齊全：除了行動裝置版本，日前電腦版也有視訊功能。 

內建貼圖：做文字輸入時比較生動。 

缺點： 

容易公私不分：如果沒有開會專用的帳號，你就得使用個人的 LINE 加入會議，一

不小心大家都會看到你的私密的訊息。 

8. Facebook Messenger 
優點：擴充功能多：視訊的時候可用濾鏡、遊戲等功能。 

缺點：容易公私不分：與 LINE 有相同的困擾，如果沒有開會專用的帳號，你就得使

用個人帳號加入會議，這樣一來，大家就會知道你用的帳號是什麼，還可以看到你所

有公開的發文。 

9. FaceTime 
優點：蘋果用戶免費。 

擴充功能強大：包含蘋果自製的 Animoji、內建 GIF 動圖、濾鏡及遊戲等皆可使用。 

缺點：完全不支援 Android。 

以下就常見的遠端視訊軟體做比較分析如表 3-1： 

表 3-1 

  Micro

soft 

Teams 

Google 

Meet 

Skype 

Meet 

Now 

LINE Zoom 

版本 免 費

版 

免費版 免費版 免費版 免費版 

人數限制 250人 100人 無限制 200人 10人 

使用時間 無 限

制 

無限制 無限制 無限制 40分鐘 

發起人限制 需 帳

號 

需帳號 免帳號

軟體 

需 帳 號

軟體 

需 帳 號 軟

體 

參加者限制 免 帳

號 軟

體 

免帳號

軟體 

免帳號

軟體 

需 帳 號

軟體 

免 帳 號 、

裝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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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權限 網 址

直 接

加入 

主持人

接受 

網址直

接加入 

先 加 入

群組 

密碼 

固定視訊網

址 

無 可彈性 有（相

對不安

全） 

先 加 入

群組 

有 ， 也 可

彈性 

行事曆預約 付 費

版 功

能 

Google

日曆 

無 無 外掛 

 Micro

soft 

Teams 

Google 

Meet 

Skype 

Meet 

Now 

LINE Zoom 

主持人 由 發

起 者

設定 

發起者 發起者 無 可設定 

靜音他人 主 持

人 

主持人 無 無 主持人 

關掉他人視

訊 

無 無 無 無 主持人 

踢出他人 主 持

人 

主持人 無 無 主持人 

共享畫面 一 次

一人 

一次一

人 

一次一

人 

一 次 一

人 

一次一人 

可共享內容 螢

幕 、

軟

體 、

簡報 

螢幕、

軟體 

螢幕、

軟體 

螢幕 螢 幕 、 軟

體、文件、

簡報 

    2021 年 5 月中，台灣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以來的第一次的三級警戒，全國各級

學校全面停課，學校教學、會議、跨校課程、研討會、研習課程等全面改成線上教學，

經過 5 個多月的做中學習，研究者就本身任職的臺北城市科技大學線上課程採用

Microsoft Teams平台使用加以說明：研究者認為本校採用的 Microsoft Teams平台

輔以本校的 Moodle系統，在疫情下協助學生完成停課不停學的心願，扮演了很重要

的角色。Microsoft Teams 有很簡單的界面，每個課程教師皆可先將有修課的同學名

單先鍵入，以防學生忘記加課或沒收到課程代碼而無法進入線上課程上課，系統還可

在上課時呼叫沒進來上課的同學，這個功能可協助不小心錯過上課時間的同學，系統

上傳上課內容檔案、繳交作業及分享畫面都很方便，唯獨上傳資料上課的任何人都可

下載，若遇到考試作業就須配合本校的 Moodle系統上傳較完善，視訊時可以挑選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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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線上上課時遇到多人同時發言的狀況，導致聲音聽不清楚，Teams 有舉手功能，

可以不發出聲音就讓老師看到誰想發言，也可多人同時分享螢幕、白板、文字聊天室，

Microsoft Teams平台在疫情蔓延期間暫時彌補無法面對面上課的困境。 
肆、討論 

全球 98.6%的學習者都受到 COVID-19 疫情蔓延的影響，代表了 200 個國家（聯

合國，2020）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 17.25 億兒童和青年都受此而影響了學習型

態。可用於面對面學習的教學法通常不適用於線上學習，線上課程教學法，需要適當

的專業發展和培訓教師，以適應學生真實的評估和及時的反饋。由於所有學生的作業

和考試都是在家進行的，學生評分又是另一個研究領域。 
    研究者針對本身在 COVID-19疫情蔓延全校停課時採用線上教學的實際狀況，提

出以下各方面的本身經驗加以討論： 
1. 學生心態與互動方式 

對於大學生來說，線上課程可以在家或任何定點非定點進行，減少從家裡到

學校的路程交通時間，可以有多一點的睡眠，甚至可以同時進行其他事，

2021 年 5 月中一開始施行線上課程時，學生都很喜歡，連常缺課的同學都

意外出現在線上課程中，但是到了學期末 6 月底時，積極認真上課的同學，

認為線上課程的評量方式較無法評量出他們的實力，課程疑問線上輔導及

面對面現場輔導就是不一樣。大多數的同學皆認為到校面對面的大學社交

活動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包含和同學之間的及和教師之間的互動，線

上課程無法滿足學生們的社交關係。線上課程教師與學生的互動盡量接近

實體課程時況，可以請同學隨時打開視訊瞭解同學寫作業狀況及上課回答

問題，讓學生在沒有老師實體在旁邊監督下也能盡量專心上線上課程。 
2. 授課型態 

線上課程的授課型態必須盡可能接近實體課程的授課模式，為了彌補無法

面對面教學的不足，增加更多輔助的線上課程分享檔案是必須的，時時請同

學打開視訊確認同學寫作業狀況及請童回答問題，讓學生在沒有老師實體

在旁邊監督下也能盡量專心上線上課程，並且避免少數同學名字出現在線

上課程中，但人不知去向,無法達到上課的目的。 
3. 考試方式與成績評量 

研究者本身的線上課程採用的評量方式根據課程的屬性分成兩種，一種是

線上報告，另一種是線上 open book 考試。學生很喜歡線上報告，因為大部

分同學對上台報告都很害怕，採線上報告可以減少同學上台面對全班同學

的緊張感，報告時只要把稿子唸熟，也不會被發現照稿唸且不用背稿較省

事，因為線上報告意外發現學生其實潛力無窮，只是比較被動不願意背稿，

也因為線上報告發現學生面對面的報告需要加強訓練。線上 open book 考試

發現很多同學誤以為 open book 考試不用準備，所以藉此教導學生 open book 
考試準備的方向及重點。 

    綜合以上觀察，研究者認為線上課程在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期間造成停課時，

可以解決學生停課不停學的權宜之計，就研究者實際進行線上課程教學的經驗，認為

以下幾點是在進行線上課程必須注意的：線上課程內容盡可能活潑緊湊，吸引學生注

意力、線上課程可根據課程屬性增加互動內容，以了解學生上課狀況及課程內容吸收

情形、必須找出更接近實體課程評量的線上評量方式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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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本章旨在探討 COVID-19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下，教學和學習的方式被影響的程度

與如何因應疫情來進行教學活動與評量，關於 COVID-19疫情蔓延大流行對世界各地

教學和學習影響的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對有效的線上教學和學習的教學法的進一步

探索和調查是一個新的研究領域，用於真實評估和及時反饋的工具也是另一個研究

領域，世界各地的教育系統都需要投資於教師的專業發展，尤其是通信技術和有效的

教學法，使線上教學具有創造性、創新性和互動性也是另一個研究和開發領域，這將

有助於教育系統為未來的這種不確定性做好準備。從 COVID-19疫情蔓延大流行中吸

取的教訓是，教師和學生學習者應該以使用不同的線上教育工具為導向，在 COVID-

19大流行恢復正常課程後，應鼓勵教師和學習者繼續使用此類線上工具來加強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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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 電子商務盃專題競賽-以舒油頭為例 
CEO E-Commerce Contest-Taking Slowly Yo as an example  

王敏姿 1、楊雅婷 2、吳品蓁 3、張博雅 4 

摘要 
手搖飲料可以說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之一，近年來手搖杯也從隨手買、隨手喝的消

暑飲料，變成了浮誇系、吸睛好拍的打卡新歡，隨著手搖飲及咖啡店營業據點的擴增、飲品口味

推陳出新，加上近年來行動裝置的普及，提升訂購及付款的便利性，以及外送電子商務業者進入

市場，帶動飲料店蓬勃發展，營業額自 94 年以來逐年攀升，飲料店營業額連續 14 年正成長，讓

台灣的手搖杯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也一定要夠有特色，才能不斷引領話題。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了各行各業，但為了防堵擴散，大家都盡量避免前往鬧區逛街購物，連帶讓實體門市零售業進入

「銷售寒冬」，人潮與業績驟降。為防範疫情，消費者選擇在家網購，外送或外帶，實體人潮轉變

線上流量，帶動電商逆勢成長。電子商務崛起，相關方面人才的培養，業界存在相當大的需求，

產官學界也運用了相關競賽來引進成功經驗業師、平台、業者、學校來從做中學實務養成，快速

學以致用及交流，期許共創三贏及機會。藉由專題學生參加 CEO 電子商務盃專題競賽給本組成

員一個實作機會，在此活動過程中，除了學習對 CEO 電商平台操作，開始從尋找及拜訪廠商-舒
油頭手搖飲連鎖店及網路上查詢及參考一些相關廠商及產品在電商平台操作的手法及體驗實體

店面，從了解廠商及商品、拍攝商品及美工處理、產品上架、優化選單內容及拍攝網美行銷廣告

影片等等，經過與組員們討論與團隊合作，才讓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這次的活動，最後得到創意網

站獎項第三名，收穫良多。 
關鍵詞：電子商務、舒油頭、網美、手搖飲連鎖、專題競賽 

Abstract 
Tea shop/tea house i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food cultures in Taiwan. In recent years, 

handshake tea have also changed from a refreshing beverage to a favorite, flamboyant, eye-catching clock 
in. With the expansion of tea house and coffee shops,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beverage flavors, the 
popularization of mobile devices in recent years, the convenience of ordering and payment, and the entry 
of e-commerce delivery companies into the market, the tea shops have flourished and opened up. The 
sales have been increasing since 1994, and growing for 14 consecutive years. Competition in Taiwan's 
tea house market is getting fiercer. Must be distinctive enough to continue to lead the topic. The covid-19 
epidemic has affected all walks of life.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spread of virus, everyone tried to avoid 
shopping in downtown areas. The retail industry in physical stores entered a "sales winter", and the crowd 
and performance plummeted.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epidemic, consumers choose to shop online at home, 
deliver or take away, driving the growth of e-commerce companies against the trend. 

With the rise of e-commerce, there is considerable demand in the industry in related fields. The 
industry, government, and academia have also used relevant competitions to introduce successful 
experienced teachers, platforms, industry players, and schools to learn from the practice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quickly apply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nd communicate. Hope to create wins-wins and 
opportunities together. Participating in the CEO e-commerce contest, students earned a practical 
opportunity. In this activity, in addition to learning to operate the CEO e-commerce platform, they also 
had to find and visit manufacturers - Slowly Yo teahouse. Search related information on the e-commerce 
platform and experience physical store. From understanding manufacturers and products, products photo 
art processing, product launching, optimizing menu content, and making marketing advertising videos, 
etc. After discussing and working with the team, we finally completed this activity, and won the third 
place in the creative website award, which is a lot of rewards.  
Keywords: E-commerce、Slowly YO Tea House、Influencer、Tea House Chain、E-
commerce Con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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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隨著手搖飲及咖啡店營業據點的擴增、飲品口味推陳出新，加上近年來行動裝置

的普及，提升訂購及付款的便利性，以及外送電子商務業者進入市場，帶動飲料店蓬

勃發展，營業額自 94 年以來逐年攀升，飲料店營業額連續 14 年正成長[1]。 

    手搖飲料可以說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之一，近年來手搖杯也從隨手買、

隨手喝的消暑飲料，變成了浮誇系、吸睛好拍的打卡新歡，而且每到夏日，來杯手搖

杯更是許多人的消暑首選。種種原因，讓台灣的手搖杯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也一定

要夠有特色，才能不斷引領話題[2]。 

    109 年起全球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影響了各行各業，台灣疫情雖然受控，但

為了防堵擴散，大家都盡量避免前往鬧區逛街購物，連帶讓實體門市零售業進入「銷

售寒冬」，人潮與業績都驟降。為防範疫情，消費者足不出戶在家網購，實體人潮轉

變線上流量，帶動電商逆勢成長。 

   零售餐飲等適應大環境，把握機會進行企業體質數位轉型，無論是賣美妝、服飾

鞋包、生活用品，經營品牌官網對於業績成長就像「避險手段」。大環境有變動時，

原本光顧實體店的顧客會轉到線上消費，店家便可經營網路社群，把在家滑手機、不

外出逛街的人導到官網消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電商購物趨勢銳不可擋。 

  全球電商崛起，相關方面人才的培養，業界存在相當大的需求，但學校相關人才

的培養似乎不足也不夠快，所以透過業界培訓之外，產官學界也運用了相關競賽來引

進成功經驗業師、平台、業者、學校來從做中學實務養成，快速學以致用及交流，期

許共創三贏及機會。 

  藉由專題學生參加 CEO 電子商務盃專題競賽給本組成員一個實作機會，在此活

動過程中，除了學習對 CEO 電商平台操作，我們開始從尋找及拜訪廠商--舒油頭手

搖飲連鎖店及網路上查詢及參考一些相關廠商及產品在電商平台操作的手法及體驗

實體店面，從了解廠商及商品、拍攝商品及美工處理、產品上架、優化選單內容及拍

攝網美行銷廣告影片等等，經過與組員們討論與團隊合作，才讓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這

次的活動，最後得到創意網站獎項第三名，收穫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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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一、 連鎖飲料店環境趨勢 
    經濟部統計處 2019/6/17 日發布統計，飲料店營業額自 94 年以來逐年攀升，至

107 年已達 962 億元，平均每年成長 8.9%，108 年 1-4 月營業額續增 4.8%，預期全

年可望突破 1,000 億元。 
    隨著手搖飲及咖啡店營業據點的擴增、飲品口味推陳出新，加上近年來行動裝置

的普及，提升訂購及付款的便利性，以及外送電子商務業者進入市場，帶動飲料店蓬

勃發展，營業額自 94 年以來逐年攀升，飲料店營業額連續 14 年正成長[1]。 

 
圖 1 飲料店營業額連續 14 年正成長。圖由 經濟部 提供 

    根據統計處指出，前十大飲料店展店情形，根據流通快訊店數統計，108 年 4 月

底前十大飲料店共 3,908 家，其中以清心福全 930 家最多，五十嵐 533 家居次，星巴

克 460 家第三。若與 106 年底比較，路易莎咖啡較 106 年底增加 120 家或增 37.6%，

一芳水果茶增加 66 家或 56.9%，展店較為快速。 
    由於飲料店進入門檻較低，競爭激烈，加上近年薪資租金調漲，致經營面臨一些

困境，根據本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結果， 107 年飲料店經營面臨的

困境（複選）依序為：「人員流動率高」（占 54.6%）、「同業間競爭激烈」（占 52.7%）、

「營業成本上升」（占 52.7%）。為提升競爭力，飲料店業者認為未來營運發展計畫前

三項為：「研發新產品」（占 50.9%）、「加強食品安全控管」（占 49.1%）、「降低人事

成本」（占 40.0%）。 
    手搖飲料可以說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飲食文化之一，近年來手搖杯也從隨手買、

隨手喝的消暑飲料，變成了浮誇系、吸睛好拍的打卡新歡，而且每到夏日，來杯手搖

杯更是許多人的消暑首選。種種原因，讓台灣的手搖杯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也一定

要夠有特色，才能不斷引領話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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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各式特色手搖杯-圖片來源[2] 

二、 新冠肺炎疫情衝擊帶動電商逆勢成長 
  新冠肺炎疫情現蹤後，我國自 2019 年 12 月 31 日率先對武漢直航入境班機進行

登機檢疫；2020 年 1 月陸續禁止湖北、廣東、溫州入境進行管制；2 月 11 日全面禁

止陸港澳人士入境，最後到 3 月 24 日，全面管制外籍人士入境。新冠肺炎疫情衝擊

我國觀光旅行業，據交通部觀光局統計，來台旅客估將年減千萬人次、經濟損失近

4,000 億元。觀光局官員直言，此疫情史無前例，他們以嚴謹的條件評估，恐需兩年

的時間，才能讓全年來台旅客，重回疫前每年約千萬人次的水準[3]。 
目前台灣疫情雖然受控，但為了防堵擴散，大家都盡量避免前往鬧區逛街購物，連帶

讓實體門市零售業進入「銷售寒冬」，人潮與業績都驟降。 
多數時候民眾選擇待在家，連帶快遞、網購服務等需求增加，鉅額商機從實體門市中

移轉至線上。中國的阿里巴巴、京東等電商公司，以及台灣的 PChome、momo 都於

本波中受益，聯合伯恩斯坦公司（Alliance Bernstein）的分析師便認為「當前的狀況

非常適合電子商務的增長」[4]。為防範疫情，消費者足不出戶在家網購，實體人潮

轉變線上流量，帶動電商逆勢成長。 
    有別於實體門市會受限於營業時間、地點，達到 OMO 虛實融合的品牌網店並

不受此限制，官網對於消費者來說就像 24 小時的隨身店鋪。根據 財團法人台灣網

路資訊中心 統計，受訪者中有 65.2% 會透過網路購物，平均一個月花費 2661 元，

代表網物購物的經濟潛力龐大，品牌只依賴實體店人潮的話將十分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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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資料來源：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2019 台灣網路報告 

       
    零售適應大環境，把握機會進行企業體質數位轉型，無論是賣美妝、服飾鞋包、

生活用品，經營品牌官網對於業績成長就像「避險手段」。大環境有變動時，原本光

顧實體店的顧客會轉到線上消費，店家便可經營網路社群，把在家滑手機、不外出逛

街的人導到官網消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電商購物趨勢銳不可擋，生鮮農產品更

成為消費新寵兒 
    【愛傳媒報導】109 年起全球籠罩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在防疫優先下，零接觸的

宅家經濟反向爆發成長。依據經濟部今(110)年 1 月 15 日發布的資料顯示，109 年非

店面零售業(含電子購物、郵購及直銷等)銷售額突破 3,200 億元，年增 12%以上，創

歷年新高；以銷售農產品為主的農業電商，去年業績成長至少達 2 成以上。而從今年

5 月開始國內防疫措施升級，近一個多月以來，電商業績更成長超過 400%，包括「蔬

菜箱」、「水果箱」、「水產箱」及「肉品箱」等防疫箱成為熱門商品，這些生鮮農產品

直送到家的服務，成為最受消費者歡迎的網購品項[5]。 
    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公布的 2020 年的網路使用習慣調查報

告，台灣的網路使用者，在個人網路使用方面，近半年 12 歲以上的上網率為 83%，
使用無線上網的比率為 79.3%; 12 歲以上上網的民眾中，使用手機上網的民眾占了 
82.9%，其次為桌機(31.5%) 與筆電 (29.5%); 行動上網方面，每個人每個月上網平均

費用則是 $686 元[6]。 
以大家較為集中的主要上網時段 18:00- 23:59 這個時間區段來看，「即時通訊」

(14.2%)、「社群媒體」(13.0%)、「影音娛樂」(11.1%) 這三大類型比例上沒有太大的

差異。行動支付使用在各品牌、銀行、店家合力推動下創新高，LINE Pay、Apple Pay 
在今年仍然分別以 57.9% 與 41.7% 新高拿下消費者最常使用的行動支付方式。 

社群使用方面，屢屢因為改版、審查機制被大家詬病的 Facebook 卻仍以 94.2% 
的使用率拿下第一，其次分別是 IG (39.2%)、LINE (35%)、Twitter (6.4%)、PTT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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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個人網路使用習慣-圖片來源[6] 

 
圖 5 不同世代使用網路服務資料-圖片來源[6] 

      今年全球也因為 COVID-19 的影響讓全球網路生態有著重大改變，但對台灣

使用者來說，因為疫情關係有所增加使用頻率的前三名分別是「餐飲外送」（增加 

36.5%）、「線上學習」（增加 25.1%）與「瀏覽網路新聞」（增加 19%）。也因為疫情

的關係，今年多了許多「居家上班」的朋友，也因此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TWNIC) 特別針對「居家上班」的族群進行大家是透過哪些網路服務在家上班的調

查，結果發現以「e-mail 聯絡事情」(70.7%) 為最高，其次依序為連線會議 

62.6% 、電話連線 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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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社群使用排行榜-圖片來源[6] 

     

     網路消費者行為受疫情影響甚多，受到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情影響，

全球經濟受到劇烈衝擊。民眾生活受到影響，消費習慣也隨之改變。對於品牌企業而

言，數位轉型迫在眉睫。品牌為維持營收，開設線上商城、拓展「零接觸」商機已成

趨勢。另外根據國外調查機構 Mediakix 研究，品牌投注於網紅行銷的預算到 2022 

年將上看 150 億美元，網紅行銷成為絕佳宣傳。台灣雖疫情相對影響不大，但借鏡

全球現況評估台灣趨勢，在大環境不利於線下市場的情況下，搶攻線上社群市場是品

牌不可忽略的戰場。 

三、  舒油頭簡介 
  新冠疫情衝擊各行各業,餐飲業尤其受創嚴重,不少連鎖加盟餐飲業關閉分店更

別說想展店擴張，然而舒油頭卻自 2019 年 3 月以來每週都開一家新店,最高紀錄一個

月開 6 家,直到 8 月底已擴張到 36 家店。舒油頭餐飲集團董事長林致兵表示這些新開

的店除了直營店外也有不少加盟，光是今年 3 月的台灣連鎖加盟促進協會舉辦的春

季展，就有高達百餘張加盟主的簽約單是所有參展廠商中成績最好的品牌，疫情下逆

勢成長並受到加盟主愛戴的主因在於林致兵勇於創新，做別人不敢做的事，一步步打

造自己的連鎖加盟王國，期許舒油頭成為茶飲界的粉紅星巴克[7]。 
    台灣 5、6、7 年級生，在年輕時大多對小歇泡沫红茶印象深刻，點了一杯红手

後，就能在裡面聊天約會，他將舒油頭定義為升級版的小歇，同時也是要茶飲界的粉

紅星巴克。所謂升级，不只是飲料口感，連整個空間設計都升等到媲美網美咖啡廳等

級，讓年輕人聚會聊天，除了在星巴克聚會聊天外，還有另一個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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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舒油頭大事紀-圖片來源[7] 

以「粉紅系」網美打卡手搖飲爆紅的「舒油頭」，整個店面維持一貫的粉紅色系

在門口處就打造各種粉紅淋浴泡泡球紅、卡拉 OK 舞台、復古美髮店等打卡裝置，讓

大家一起來打卡，搭配淡粉紅色系的乾燥花草裝飾品，每個角落都好拍，消費者一入

內手機相機閃個不停。他笑著說不管開在哪個商圈，還在裝潢期間就吸引不少路人詢

問，一開幕就人潮爆滿立刻躍升社群媒體打卡熱點還被網友譽為「網美系手搖品牌」，

喝茶也能享受視覺與味蕾雙重饗宴。 
舒油頭的外在裝潢很炫麗，飲品内容一點也都不馬虎。對吃相當講究的林致兵除

了用小綠葉蟬叮咬後的茶菁所製成的红茶外，如招牌炙燒烤焦糖布丁奶茶堅持要用

每顆成本 45 元的手工布丁製作，炙燒焦糖後的布丁為飲品增添香氣，現在布丁已成

為招牌像是白鬍子系列裡的炙燒烤焦糖布丁、手做黑糖布丁奶茶都相當有人氣。他將

舒油頭定位為手作布丁奶茶研究中心，希望消費者一想到布丁奶茶就直覺聯想到舒

油頭。 
舒油頭目標鎖定年輕客群，在杯款與飲品設計都大量使用「戀愛元素」，舉例來

說飲品精心命名為「茉綠蘭花紳士」、「青澀檸檬男」，杯子內有時下流行的撩妹金句

如「不要抱怨，抱我」，相當適合男性做告白。至於杯款也相當有創意，如「一公升

名模杯」，將以往大容量的胖胖杯改為如名模般的超高挑造型；而鑽石杯則是利用杯

身完美菱紋切割面透出鑽石般的閃耀光澤，讓喝手搖飲成為一種趣味及享樂。 
加盟族需受訓 18 天而且考核通過才能開店，為了掌握加盟店的品質，林致兵要

求加盟者必須先找到共 6 名員工團隊，一起到總部與分店接受 18 天的受訓，先學習

設備保養、茶葉知識、手摇技巧等，接著在門市實際操作，結訓最後一天還要通過筆

試與實作考試達 90 分以上，才能展店。舒油頭的加盟金為 258 萬(以 8 坪為例) 包含

訓練成本、設備以及裝潢設計等。在設備上，他特別選用全自動化煮茶機，一方面可

以透過標準化穩定飲料品質，同時也可以協助店主降低人事成本，一年可以省下 36 
萬的人事費用。也積極參加加盟展拓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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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CEO 電子商務盃專題競賽」 
  在全球化競爭下，電子商務是企業進行行銷的重要一環。為訓練學生具備創業、

網頁設計、產品發表及網路行銷之能力，CEO 國際認證中心策辦「2021 CEO 電子商

務盃競賽」活動[8]，以實踐實務教學理念，激勵青年學子共同切磋創新與創業能力。

競賽主題分為『創業組』與『行銷組』兩大組，提供參賽隊伍不同面向的發展。由於

競賽內容頗為生活化，且涵蓋了電子商務的許多層面，當能激發青年學子之創意潛

能，培養全方位商業職能。同時透過競賽觀摩、跨越校際，形成傑出青年同場較勁之

平台。 
    今年競賽時間 2021-10-23 08:00:00〜2021-12-17 23:59:00，前幾年也都在 9 月~12
月，競賽官網為 www.ceoic.com.tw，競賽時程如下： 

 
圖 8 CEO 電子商務盃專題競賽及時程規定 

 
参、實作方法與步驟 

一、參訪與體驗舒油頭 
  我們先以消費者去體驗幾個分店，除了品嘗體驗實際產品外，也試拍攝產品，他

們的產品蠻漂亮的，更自己當網美來取景他粉紅的裝潢。從 MENU 中挑出最喜歡喝

及最有感覺的手搖杯來包裝去上架，也體驗了 Bling Bling 的造型鑽石杯。 

 
圖 9 參訪舒油頭及體驗產品、網美取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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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舒油頭 MENU 及上架商品架構 

  感謝店長分享給我們舒油頭的創業理念及加盟感想。已下是本組製作之商業模

式分析圖。 

 
圖 11 舒油頭商業模式分析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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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意電子商務網站實作 
首先，除了從網路相關資料分析，並藉由實地去參訪一些分店，自身體驗了解

消費者感受。舒油頭的主要客戶為喜歡嘗鮮、喜歡分享之年輕上班族及高中職及大

學生，年齡約在 16歲到 45歲。大多數客戶的購買管道喜歡經由實體店面、手機外

送等。用粉紅色系來建構網站，營造少男少女情懷，並用年輕活潑的話語，來搭配

年輕的調性，親近大眾，提高舒油頭知名度及印象。網站網址如下，

http://61.221.204.9/competition_ceo11/main.php?site_id=11，請參考圖 12作品成果。 

 
圖 12 舒油頭網站設計-本小組製作 

選單架構除了最新消息、尖叫精神、尖叫駐點、及客戶互動等等之外，並有相

關廣宣活動。並提供 FB及 Line、IG，與顧客互動，傾聽客戶的聲音等等，如圖

13。 

 
圖 13 舒油頭選單架構-本小組製作 

參訪各分店時也注意到每個分店都有一句戀愛名言，我們也把它用舒油頭語錄

網頁呈現出來，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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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舒油頭戀愛語錄-本小組製作 

 

 
圖 15 舒油頭行銷活動企畫海報-本小組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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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舒油頭行銷廣告影片-本小組製作 

 

肆、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與建議 
  首先，很感謝 CEO 國際認證中心主辦單位及舒油頭手搖飲給本組成員一個實作

機會，在競賽過程中，剛開始從舒油頭分店及網路上查詢及參考一些相關的資訊及行

銷手法，從了解廠商及商品及美工處理、上架商品規劃、選單內容設計、橫幅設計及

廣告影片拍攝等等，經過與組員們討論與不斷優化，才讓我們順利的完成了這次的活

動。相信全組組員們在這次都學到了不少東西，希望我們將來真的能以此經驗為基

礎，未來再學以致用，謝謝指導老師及隊友的支持與鼓勵。 
  網站就是要美觀且有內涵質量，雖然行銷組可以不必像創業組要自己拍產品照

片，可使用廠商的照片，如果是我們拍照片，可能無法如此傳神，還好廠商的照片

都很有質感，看得出來是有專業規劃，但選擇規劃及歸類，符合創意網站之要求，

仍是首先必須對自家產品瞭解及有感覺，並對圖片的剪輯及部分美工符合上傳規定

也我們就花了不少時間，對此品牌及產品有了感情，再到 CEO 網站平台的操作及

持續優化，是否符合期目標市場區隔及定位，但 2 個月的時間真的很趕，其實很想

建議在多一個月，後來還好在全體組員大家努力之下都能一一解決，也越來越有成

就感，最令我們感動的是，我們的團隊一直堅持到底，終於完成各階段需求，得以

進前十名決賽，最後得到創意網站獎項第三名，辛苦有了代價，也可以在未來實習

或就業時寫上一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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