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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這次報告的主題是電子商務網站，我們的目的是了解電子商務運作的

流程、架構、經營模式和電子商務的好處。在一個電子化的時代中，為何

這項產業需要電子商務來支持運作，才會更容易有獲利的能力？或是在許

多電子商務網站中如何較其他業者更有競爭優勢。我們選擇茶葉這個主題

作為我們探討電子商務的例子。首先，了解茶葉的產業結構，再經由內外

部分析，了解產業的優勢與劣勢，擬定策略使茶葉這項產業電子商務化。

後續的作業，如網站頁面建構、商品型錄、付款方式、出貨方式、訂單處理、客

戶管理、報表管理，都是我們要研究的。電子商務不只是一個新通路，更是賺取

利潤、節省成本的好方法；但在電子商務網站的經營與管理中，更是需要了解整

個產業結構才有辦法做更深入的分析，進而將此網站付諸實行。 

電子商務在與客戶的流通也是很重要的一環，需要非常了解才能成功。 

 

 

 

 

 

 

 

 

關鍵字：電子商務；茶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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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簡介 

1.1 產品介紹 

 我們賣的是阿里山高山茶。阿里山高山茶經過我們的分級後，以不同型式包

裝，較好的茶葉採用禮盒的方式販賣，價格上也會比較高。根據研究指出全世界

最優良的茶園集中在北回歸線附近約 50 公里的山區，阿里山茶區即在這個最佳

位置，茶園都介於海拔 1000~1700 公尺之間，大規模產區主要集中在梅山鄉、番

路鄉、竹崎鄉、阿里山鄉、大埔鄉和中埔鄉，生產面積約 2300 公頃；其中以梅

山鄉的 1200 公頃為最多［2］；千峰萬巒，山明水秀，終年雲霧壟罩，平均日照

短，晝夜溫差大，新葉成長緩慢，葉片豐潤渾厚，果膠質含量高，因此我們所產

製的高山茶別具特色，滋味甘潤淳厚，香氣幽雅持久，風味絕佳，色澤新鮮，水

色明亮；製程方面，上等「好茶」與平價「菜茶」的優劣差別，在於從樹苗選擇、

茶樹栽種、茶園管理到採菁、萎凋、浪菁、發酵、殺菁、揉捻、布揉、團揉、乾

燥和烘焙等繁瑣的過程中，我們請來專業的人士監督與指導，以確保我們產品的

品質。 

 

1.2 產品為何要電子商務 

 因為在台灣買茶葉主要都去茶行或產地購買，且茶葉種植地都在鄉下地區；

在現代社會人們較少出門的情況下，上網點一點就能買回家或是送禮盒給別人，

並可以快速的拿到茶葉；網站 24 小時開放，不會遇到店家關門的情況，亦可直

接聯繫客戶和線上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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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產業分析與產品策略 

2.1 產業概況 

 茶葉，早已成為飲料市場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品種。茶葉市場競爭也日益

尖銳，90 年代以來各主要茶葉生產消費者都不斷出現新的經營方式。可以說，

茶葉已經日益成為某種邊緣商品，茶葉行業也日益成為某種邊緣行業。

 

圖一：顯示台灣出口在茶葉市場不再以外銷市場而改以內銷為主 

         

 茶葉出口生意越來越難做了，很多原來做外銷的都不得不把目光重新放回到

國內市場。2002 年中國大陸平均每人年喝茶 400 公克〈1993 年為 200 公克〉，目

前茶葉產值約 300 億人民幣。台灣每人年喝茶量約 1,200 公克［3］。由此可見，

台灣人對茶葉的需求依然很高，目前台灣茶葉進口量相當大，所以在台灣，茶葉

的市場還是很廣的，不過競爭也相當激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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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內外部分析 

Strength：優勢 
 現今台灣進口的茶類為數眾多，但是茶類來源不明，品質不穩定。本團隊會

在採購時派專人實地考察，再決定是否向茶農購買茶葉，且採用小批量多種類進

貨以維持購買的品質，加上本公司販賣時是以電子商務網站為主體，並無實體店

面，且團隊成員中有人家中是經營茶園，能以較低廉的成本取得品質好、價格較

便宜的茶葉，因此我們的成本較同業為低；我們提供網路訂貨，讓客戶可直接在

網路上下訂單，而不必大老遠跑去原產地購買。我們的人才優勢在於團隊中每個

成員皆有學習過電子商務的相關課程，較熟悉電子商務運作。 
 
Weakness：劣勢 
 由於我們皆是剛踏進社會沒多久的新鮮人，社會經驗的不足，在向茶農購買

茶葉時，與茶農議價的空間相對的減少，且剛踏進此行業沒多久，不熟悉產品的

價格，容易因此花上冤枉錢購買到貴且品質不良的茶葉。而目前公司僅有大學同

學共 6 人，是否能將整個電子商務網站的買賣及銷售順利的完成是我們要認真看

待的問題。 
 
Opportunity：機會 
 在台灣的市場中，始終無人將電子商務淋漓盡致應用在茶葉上，因此這將是

我們的機會，利用電子商務的優勢，成為台灣知名的茶葉販售商，並進一步將茶

葉研發成其他商品，像茶葉餅乾、茶葉蛋、茶豆花、茶香粽、茶貢丸、茶冰棒、

茶腰果、茶餐料理、茶葉禮盒。另一方面，由於近年來人口老化的關係，人們越

來越注重養生，我們可以藉此機會將茶葉大力推廣出去。 
 
Threat：威脅 
 在茶葉這塊市場上，近年來茶葉進口值不斷的增加，顯示著台灣的茶葉市場

有擴大的趨勢，競爭非常劇烈，且由於近年來年輕人都不喝茶，將茶視為年老的

象徵，因此未來市場的擴大將是我們重要的課題，而大部分買茶葉的人都會繼續

向原商家購買，如何吸引顧客，也是我們要努力的方向。而近年來由於金融風暴

的關係，人們的收入減少，可能影響消費者購買茶葉的意願，這也是我們必須正

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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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策略擬定 

 在我們擬定策略之前，就必須將 SWOT 分析中所分析的問題一一的往

下進行深入研究，找出我們所面臨的問題及經營的方向，針對將茶葉運用

電子商務需如何販賣，才能將我們獲得的利潤達到最大。由前面的 SWOT

分析中，我們可以發現，目前我們要將電子商務運用在茶葉上有利有弊，

因此在進行策略擬定時，要針對我們的競爭優勢跟劣勢進行改進，對於優

勢需不斷的精進，對於劣勢要持續改進。 

    由上述分析的 S(優勢)可得知，我們的成本較許多商家便宜，也維持在

高品質上，因此在我們擬定策略時，會著重於高品質的維持以及成本的降

低為主，藉由我們在工業工程中所學的品質管制、成本管理課程。而 W(劣

勢)是我們必需即時改善的問題，對於我們剛進入此行業，要能盡快熟悉此

產業的特性，並增加此產業的相關人才及向此行業的熟悉者學習相關知

識。其次 O(機會)中，可看出能將電子商務網站完美的運用在茶葉的人不

多，因此我們將會全心全意的專注在網站的管理，即時發現產業相關訊息，

針對訊息做策略的制定，在藍海階段時馬上投入，使我們持續保有優勢。

最後是 T(威脅)，茶葉的市場穩固，不易開發且競爭激烈，因此我們將會

根據各年齡層和消費層進行問卷調查，察覺原因並對其制定相關方案，拓

展我們的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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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 

  本行業以網站經營茶葉販賣；發佈與茶葉相關的資訊、提供茶葉有關話題與

茶葉相關產品銷售平台的茶葉專業網站［1］。 

 

B2C 茶葉直銷網站 

  B2C 模式是一種經營模式最簡單的商業模式，只要通過網站把商品賣出去就

可以了。但茶葉畢竟不是工業化產品，多數沒有標準，不是單純在網上銷售後出

貨就可以解決問題的，先不考慮網上購物的誠信度及安全問題，單從服務方面入

手，就很難做好；茶葉有其特殊性，如保質期、保鮮、防潮防壓等。所以在這方

面，就需要有更多經驗和行銷手段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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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商務商站建構 

3.1 商品目錄 

 
 

3.2 最新商品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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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商品目錄（阿里山烏龍） 

 

 

3.4 商品細節（頂級烏龍茶） 

 

 

3.5 特價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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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客製化服務 

3.7 購物車 

 

 

3.8 必須先登錄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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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出貨資訊 

 

 

3.10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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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商品確認單 

 

 

3.12 購物成功 

 

3.13 客戶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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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結論與建議 

  經由實作網站的營運規劃及管理中，讓我們體驗到將商品電子商務化並非

想樣中的容易，除了架設行銷網站外，還需考慮很多層面；像我們探討的主題－

茶葉中，需分析為何要將茶葉販賣電子商務化、如何鑑定茶葉的品質、如何增進

客源、如何改變市場模式等，都需要多方面的審慎思量。 

 

5.報告製作參與狀況 

葉文祥：負責工作的分工、中文摘要、網頁製作 

黃榆渙：負責資料的統整、內外部分析、PPT 製作 

張登喬：負責資料的收集、策略擬定部分 

林懷哲：負責資料的收集、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上台報告 

張家諺：負責資料的收集、內外部分析、網頁製作 

張軍毅：負責資料的收集、網頁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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