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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物流在滿足食品外送需求方面扮演關鍵性的角色，其運作績效深深

影響整體食品外送服務。然而，鮮少有研究嘗試構建食品外送在各種情

況下的物流最佳化模式。因此，本研究旨在以電商業者之角度構建食品

外送的物流最佳化模式，以解決食品外送中的物流問題。本研究首先透

過深入專家訪談，彙整出食品外送之物流商業模式；進而根據深入訪談

結果，研擬銷售、行銷、配送之三種電商外送食品物流之最佳化模式。

在模式分析上，本研究利用敏感度分析，找出影響食品物流運作之關鍵

因子；進而透過情境分析，探究不同營運環境下，電子商務食品外送之

物流行為。最佳化模式之分析結果顯示銷售模式可獲悉最佳之營收與數

量；行銷模式可求出最佳之淨現值與方案；配送模式可求得最佳之銷售

數量及配送中心設置點。基本模式分析結果搭配敏感度與情境分析結

果，本研究研擬提高總營收、淨現值、利潤三大運籌策略。本研究構建

的物流最佳化模式，可分析重要關鍵的電子商務食品外送物流行為，並

可讓外送食品電子商務業者有效地執行不同物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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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logistics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atisfying food delivery 

requirements.  Nonetheless, few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determine 

optimized models for various circumstances of food deliveries. Hence,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optimization models to tackle logistics issues in food 

deliveries. Specifically,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first taken to identify 

crucial logistics business models of food deliveries. Furthermore, three 

proposed optimization models of food logistics in e-commerce delivery 

include selling,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models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in-depth interviews. Numerical illustration demonstrate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s are effective approaches for food logistics companies to 

implement different e-commerce food delivery strategies. Moreover, the 

proposed logistics models elucidate the crucial e-commerce food logistics 

behavior associated with various situations of food deliv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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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年來，由於全球消費行為的轉變，使得電子商務產業蓬勃發展，提供消費

者更加快速及便利的服務(蔡鎤鈞, 2000)，也刺激供應面的成長；以餐飲業為例，

電商的服務範圍由以往的特定供應商（如：西式速食）擴大到一般中、西式餐飲，

不僅在外賣店家的數量，各店家的供應量也有可觀的成長。在電商餐飲外送方

面，台灣受限於市場的規模，其發展相較於中國大陸較為緩慢。 

本研究以台灣電商「foodpanda」及中國大陸電商「餓了麼」作為研究對象，

首先嘗試將兩者做市場分並加以比較，其中發現「餓了麼」擁有之優勢包含：運

費與運輸成本低廉、合作商家多元、服務範圍廣及付費方式多樣等，並以服務範

圍及合作商家進行比較(如圖 1、2)，但經過分析後發現我國與大陸的消費型態

之差異甚大，且認為上述之大陸電商外賣所佔有優勢不易直接複製於我國市場，

因此本研究著重在於“如何利用最佳化模式及策略有效發展我國之電商外送模

式”。 

 

 

 

 

     圖 1 foodpanda 服務區域                餓了嗎服務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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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現有的餐飲外送電子商務侷限於都會區，是否具有成長空間？可以由年

菜外送市場窺知一二。根據資料顯示，我國年菜市場的產值以及普及率從 2004

年開始有大幅提升的跡象，而年菜外賣商機在未來也會有逐年提升的可能。(陳

貴凰 & 石名貴, 2004)，由此可知，台灣在年菜外送方面佔有一定市場且銷售者

十分多元，其中包括便利超商、大型連鎖量販店、超級市場、餐廳、飯店(如表

1)，且由新聞資料發現本市場有逐年增大的趨勢。基此，如何找出銷售餐飲外送

之成功模式、界定使用者端的消費行為，進而設計適合我國市場特性的電商外送

模式為本研究之重點。 

 

      

 

           圖 2 foodpanda 商店數目              餓了嗎 商店數目 

表 1 年菜外賣之銷售族群(2003-20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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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述食品物流中電商與物流業關係密切，兩者運作績效深刻影響整體物流系

統，但鮮少研究以電商業者角度規劃其適宜的物流系統，又餐飲外送銷售市場之

供給端與需求端之特性複雜，導致物流之供給與需求難以相互配合，儘管有研究

探討餐飲外送之相關議題，卻鮮少針對餐飲外送電商物流進行最佳化之魔是分

析。綜上所述，茲將本研究動機彙整如後(如圖 3)。 

(1)電商與物流業關係密切，兩者間的運作績效深刻影響整體物流系統。 

(2)年菜銷售市場之供給端與需求端之特性複雜。 

(3)鮮少針對年菜電商物流進行最佳化之模式分析。 

 

 

 

 

 

 

 

 
 
 

1.2 研究範疇 

本研究將範疇分為四項進行討論(如圖 4)。 

(1)議題範疇：食品物流模式以銷售時間分為一般食品、時節性食品，本研究將範

圍縮小為單期季節性食品並以年菜為例。進一步對年菜銷售方式作定義，由

於其涉及之方式多樣化，本研究著重於「外送方式」之分析。 

(2)對象範疇：本研究將探究以電子商務為交易方式的年菜銷售市場，包含供給端

（便利超商、大型連鎖量販店）以及需求端對於電子商務的偏好程度。 

(3)時間範疇：春節前一～二個月及春節期間。 

(4)地點範疇：本研究將針對「台灣」地區之年菜配送模式進行研究，以立觀察市

場發展特性，進而提升我國在「電商食品外送模式」方面的營運效能。 

圖 3 研究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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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目的 

若餐飲店家數量增加、供應的質量與貨量也增加，食品物流之需求面將產生

極大變化，配送的供給面也應該要有適切的變化才能使供給與需求相互配合。本

研究將透過訪談方式以了解電商物流外送市場之商業營運模式，並結合文獻對外

送方面的發展研究，以此規劃一套合適的物流系統。基於前述，本研究目的以三

部分進行探討(如圖 5)： 

(1)以電商業者角度，規劃電商外送適宜的物流系統。 

(2)藉由企業專家訪談，研擬既有及潛在之電商外送物流商業模式。 

(3)根據年菜物流之供給與需求特性，發展電商外物流模式。 

本研究對數家之專家企業進行深入訪談，蒐集有關我國電商之各式資訊，並

加以整理及統合，利用此資訊以電商業者之角度，分析台灣現今之電商外送模式

之存在現象、潛在問題及優缺點。並且根據企業提供之往年的銷售資料，對商品

種類及特性與消費者之偏好做進一步了解，特別針對供給端(電商業者)以及需求

端(消費者)之特性進行分析，再根據現有模式及消費者喜好、購買習慣以規劃屬

於台灣電商專屬之行銷、銷售及外送方案。 

 

 

    圖 4 研究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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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流程 

本研究在第一階段先搜集相關文獻研究，並確立研究動機、目的及問題特

性，再針對年菜相關之銷售族群、銷售模式、消費行為等方面進行文獻探討及整

合，包含目前台灣外賣市場與中國大陸外賣市場之比較，以及外賣市場在台灣目

前運行的模式及現有之電商平台優缺點、現況，分析出外賣市場在台灣不盛行之

原因，進而研擬研究計畫書。 

第二階段，本研究在第一階段的基礎上進行企業的深度訪談，全面瞭解市場

中銷售族群對於年菜、一般食品之銷售流程、營運模式，以及其相關物流產業之

研究，預計以便利商店及量販店為主要探究對象，並彙整訪談資料依序將其特性

列出。 

第三階段，本研究將運用作業研究(Operation Research)方法進行利潤最大化

分析，嘗試根據變數(Variables)、參數(Parameters)、限制式(Constraints)與目標式

(Objective function)發展概念性模式(Conceptual model)，再向企業申請相關數據資

料而加以分析後，最後透過分析軟體 Lingo 及 Excel 構建數學模式(Mathematical 

model)，再以敏感度分析法(Sensitivity Analysis Method)，分析各項參數對利潤的

影響程度。 

第四階段，本研究將以前述之年菜成功模式為基底，嘗試發展一套電商食品

外送模式。 

本研究的步驟如圖 6 所示。 

    圖 5 研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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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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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與評析 

本章節分為餐飲物流鏈、餐飲電子商務以及電商外送物流分別進行文獻回

顧。首先探究國內外有關電子商務食品外送平台及消費者相互間關係的文獻內

容，進而將重點聚焦至台灣地區銷售之單期季節性商品，並以年菜為例做相關研

究，提供本研究做全面性的了解，以下就其相關內容依序闡述。另外以專家企業

訪談紀錄資料深入瞭解該市場之現況。 

綜上所述，茲將其彙整成架構圖以清楚了解以下文獻回顧之內容(如圖 7)。 

 

 

 

 

 

 

 

 

 

 

 

 

 

 

 

2.1 餐飲物流鏈 

近年來，消費者逐漸重視餐飲安全及衛生的議題，茲分別以將其分成兩部分

進行探討，其一為食品製造與倉儲管理，主要以國內文獻加以支持其相關論點並

強調物流與倉儲管理的重要性；其二為食品衛生與安全，首先以一篇國內文獻強

調國人重視食品鏈中的每一個環節之程度，再以兩篇國外對於食品製造的研究加

以了解如何改善食品製造過程中所產生的問題，最後則以數篇中文及英文之文獻

強調食品運送過程之安全性。 
2.1.1 食品製造與倉儲管理 

隨著時代的演變，人們對於食品安全及衛生要求外，也相當重視個人味蕾感

受，但由於味蕾感受常因人而異，再加上食品供應商受限於資金及人力，故不易

    圖 7 文獻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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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製化生產，而團膳供應商之利潤與企業經營及食材採購成本息息相關(魏俊卿, 

2011)，無論是菜單管理、進貨管理、銷貨管理、倉儲管理等皆為重要環節，其

中倉儲管理部分與物流更是密不可分，隨全球化經濟發展及網路進步，使得電子

商務能夠迅速發展(物流技術與戰略 編輯部, 2015)。 

台灣於 1990 年開始迅速發展「物流」概念，從開始運送原物料至最終產品，

時至今日依然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份，因為其涉及食、衣、住、行各方面

(如圖 8)，許多產業常結合物流功能以此將商品運送至銷售者手中，透過物流來

降低運輸成本，並於近幾年有持續成長趨勢(如圖 9)。因此，我國企業應著重在

如何有效提升整合性服務、配送模式及在合理範圍內維持利潤等方向努力(物流

技術與戰略 編輯部, 2015)。 

 

 

 

 

 

 

 

 

 

 

 

 

 

 

 

 

 

 

 

 

 

 

 

 

 

 

 

 

    圖 8  物流概念涉及多方面 

    圖 9 我國貨運業近五年營收總額（物流技術與戰略 編輯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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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食品衛生與安全 

 

 

 

隨著食品衛生安全意識之提升，社會大眾所關注的不再局限於食品本身的衛

生，更涉及到從供應端至需求端之食品鏈（food chain）的重要性(陳玉玲、歐永

峰、簡相堂, 2011)。由此可見，食品從加工製造再到消費者手中的各個流程都應

該格外留意，有關食品加工製造的部份，Rediers 等(2009)研究有關鮮切萵苣的冷

鏈系統管理，而由實驗結果發現：溫度會對微生物的安全性以及產品的品質造成

極大影響，又為減少影響因素，Thomas & O’Beirne (2000)、de Castro 等(2005)

進一步使用人工接種蔬菜或應用人工溫度來加以改善此問題。 

而其中以「物流」串聯供給端與需求端，因此維護食品之品質及安全更是首

當其衝的任務，無論倉儲的保存還是運送過程中的配置(如圖 10)，若是發生部分

管理不當，皆可能會造成食品危害，進而影響整條食品物流鏈(Hong, I-Hsuan 等, 

2011)，James and Evans (2006)發展出冷鏈運輸中的參考指數，並強調應將溫度與

品質列為首要關心因子；Kuo and Chen (2010)共同建立聯合分佈與多點溫度控制

模型，以有效提升消費者對於冷鏈物流所運送的食品有進一步的安全保障；

Enyinda 等(2013)等發現食品在運送的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風險和不確定因素，因

此提出依層次分析模型，加以分析公司的食品供應鏈中的各種風險。供應商應完

整呈現食品相關資訊並將透明化資訊，以保障消費者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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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已有非營利組織負責發展以全國為標準的食品朔源系統，嚴格把關食品

在每一個環節的衛生安全( BD Miller 等, 2014)(如圖 11)。BD Miller (2014)發展「食

品可追溯性」概念，其可分為內部與外部，所謂內部可追朔性(如圖 12)表示商品

從原料經過加工之後，最後再產出商品；而外部可追朔性(如圖 13)則指食品供應

商將產品運送至終端需求者。 

本研究強調後者，故在此不贅述前者，外部可追溯性的概念建立在「物流」

的基礎上而非食品安全，又食品的可追溯性與食品安全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關

係，若能夠將可追溯性此部分發展完善，便可提高整體食品供應鏈之安全。食品

安全為一種質量功能，而食品的可追溯性則是一個後勤，其「運送過程」也就是

物流，為其中不可或缺環節。 

 

 

 

 

 

 

 

 

 

 

 

 

 

 

 

 

 

 

 

 

 

 

    圖 11 食品生產至銷售的整體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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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外部可追溯性（BD Miller 等，2014） 

    圖 13 內部可追溯性（BD Miller 等，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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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為維持生鮮食品的新鮮度因而採用低溫車配送，亦指冷鏈物流。我國

冷鏈物流達成率達 85%，而反觀中國大陸卻只有 12%，追究其原因才發現，大陸

並沒有將冷鏈物流概念全面落實(陳巨星, 2013)，儘管有先進設備，缺乏完善的管

理還是沒辦法達成最大效率。以保冷裝置為例，若是一夜未開，所需冷凍商品會

因此造成溫度失調，而失去新鮮度甚至腐壞，民眾自然不樂見不新鮮的食品，同

時對冷鏈食品失去信心，因此擁有完善裝置、設備是基礎，如何徹底的執行與管

控則是要件。 

2.2 電商食品物流 

茲分別將本小節分成三個面向探討。其一為電子商務發展趨勢及我國現況分

析，透過國內相關文獻及新聞報導用以清楚了解電子商務在我國發展的趨勢，進

而透過國外研究加深本趨勢所帶來的影響；其二為物流與配送，以物流配送所帶

來的技術面問題為基底，進而探討運籌管理中的正向與逆向物流；其三為配送中

心，首先強調存貨管理與配送路徑規劃的重要性，再引入“Food Hub”的概念來

使物流系統能夠完整發展。 
2.2.1 我國電子商務發展趨勢及影響 

我國人口型態轉變，頂客族及雙薪家庭趨勢大幅成長，隨著此趨勢的出現以

及現代人生活型態的改變，驅使外食族群人口的增加，越來越多人常選擇復熱的

食品，而較少選擇自己下廚，加上消費模式改變(陳信樺等, 2014)，可見得人口型

態轉變徹底改變傳統的飲食消費習慣，而藉由調查年輕人口飲食的習慣與喜好，

便可得知現代飲食、消費的新取向。購物行為之型態也隨其轉變，越來越多的消

費者會選擇網路方式購買各式種類產品，電子商務讓消費性產業跨足國際，不再

受地域的限制，隨著網路交易行為逐漸普及與購物型態的改變等因素(如表 2)，

使得未來虛擬通路營業額可望持續成長(徐志宏, 吳少雄, & 鄒伯衡, 2016)，而 Li

等(2015)即提出有關營銷模式的研究，指出 O2P（Online To Place）模型是來自 

O2O（Online To Offline）營銷模式，其關鍵概念：在線上發現消費者後，再將其

帶進實體商店(Place)中，親自體驗正在銷售的產品，以此提升消費者對於商品的

購買 機

會。 

表 2 電

子商 務

成功 之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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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宏，吳少雄，鄒伯衡，2016） 

  

 

 

 

 

 

 

 

 

電子商務亦即於虛擬店面進行買賣，其中商家與消費者之間建立的信任關係

尤其重要，如何贏得信任的方式包羅萬象。所謂成功獲得信任的服務，主要講求

消費者在交易行為中對商家行為的信任及商品品質的安心（物流技術與戰略雜

誌），無論是在一般商品還是食品，都非常講求「信任」，近年來越來越多可以在

網路上購買「食品」，無論是生鮮食品或是熟食，當消費者收到貨品時都需要看

見與商品標榜的相輔相成，這樣才能贏得消費者百分之百的信任。 

電子商務的興起，帶給消費者以及各個企業一項全新的選擇，民眾可以直接

在網路上選擇自己喜愛的商品並且以網路付款的方式進行消費，實屬人民便利性

的一大進展，Gordini(2016)提到如此發展能夠增加公司間的便利性亦減少風險，

在此過程中還需要一套完善的物流模式去做幫襯，提供電商平台、消費者、商品

供應商以及物流服務供應商的完美連結（物流技術與戰略雜誌）。 

電子商務的發展也致使民眾對「方便性」的需求大增，其中也包括了食品的

「外賣」服務，傳統的飲食模式已經無法滿足現代人的消費需求，隨著電商的發

展，外賣、外送服務也越來越普及於人們的生活當中。 

James Cascone(2015)提到使供應者改變模式的因素當然不只消費者習慣、行

為的改變，還有世代的變化，包括： 

(1) 增加便利性－在講求效率的時代，人們也對便利性的要求逐漸提高。 

(2) 人口的分佈－配送中心的設置地點需要考慮的人口的分佈，不只是都會地

區，較偏遠地區人們也會有這個需求。 

而影響食品物流的三大要素首先是設施（Facilities），設施包含運送之車體及

庫體，透過運具使運送速率更快；第二就是模式（Mode），模式有包含配送路線

及先進的技術，第三則是速度（Frequency），也就是要求更短的時間週期和準時

的交貨時間。 

2.2.2 物流與配送 

自物流概念導入開始二十餘年，直至今日，兩岸之間的發展趨勢已形成相當

大的差異，我國應突破傳統的經營管理型態，將發展目標著重在後勤系統，在運

輸過程中保有產品的品質，並且達到整體的最佳效益(余章鈞, 2016)。 

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物流配送也出現多元化的現象，在物流及配送崛起的

情況下，也面臨到一些困難，技術方面所之考驗有三項(如圖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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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籌管理在通路經濟時代愈顯重要，其中包含正向與逆向物流(王貞淑, 

2013)。一般都只針對「正物流」去探討，卻忽略「逆物流(智研諮詢集團, 2016)(如

圖 15)」的重要性，也就是企業內的逆物流活動管理，通常是指產品的退貨、維

修或回收。在這個講求便利性的時代，任何的消費、買賣幾乎都會牽涉到物流，

在物流的供應鏈中，買方總是期待收到符合預期的商品，但在運送過程中的耗損

率及產品的不良率都不可能萬無一失，產品從買方運送到買方的過程都會造成一

定比例的損耗(王森威, 2011)。所以賣方一定要掌控好供應鏈的整合及協調，避免

買方收到不良品而退貨，致使造成賣方及製造商「販售商品負擔的增加」，如果

能將正逆物流皆管理的恰當，想必能夠使整個物流體系更為完善，也能增進台灣

現今物流的

效能，配合良好的整合及協調也可以有效降低配送

過程中損耗的銷貨退回率。 

 

 

 

 

 

圖 14 技術面所面臨之挑戰(余章鈞，2016) 

圖 15 逆物流（智妍諮詢集團，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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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配送中心 

物流活動是企業創造競爭優勢來源，如何做好存貨管理與配送路徑規劃，成

為物流管理重要基石(林炯禮(Jong-Li Lin) & 胡寬裕(Kuan-Yu Hu), 2010)，在做電

子商務食品外送的過程中，牽涉許多不同產業，其中尤其重要的就是「配送中

心」，配送中心的設點對商品運送具有相當大的影響，產品配送中心之設置分布

於城市的各個區域，而這些配送中心擔任了很重要的角色，其地點、環境等等都

有可能影響產品之品質，尤其是生鮮食品，運輸與配送車輛途程問題（Vehicle 

Routing Problem，VRP），對配送中心來說一直是重要課題。 

林炯禮、胡寬裕(2010)提出，在配送過程中，車輛的動態資訊掌握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個環節，Morganti(2015)配送中心的設置也能提高該城市內之效率以及

減少城市糧食分配的不利影響，配送中心不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機制，而是透過

有效地整合，達到有效分配、運送的成果，並且經由“Food Hub”的概念(如圖

16)使其蓬勃發展，提供完善的整合服務作為城市之配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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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商品銷售之最佳化 

由於國人的飲食習慣逐年改變，使得我國鮮食產業在近年來開始蓬勃發展，

而在此產業中，最大的優勢為地狹人稠，使得連鎖便利商店相當密集，再加上便

利商店的背後都有強大的集團資源，使得能夠迅速將供應鏈進行上下游產業的有

效整合(如圖 17)，透過最佳化方式得以充分掌握銷售成本、並適時推出行銷策略

(林秀娟, 2013)。 

 

 

 

 

 

 

 

 

 

 

 

 

 

 

 

 

 

 

在達成目的之情況下，要如何以電腦程式之方式進行配送安排也是首當其衝

的重點，一套良好的配送模式不僅可以節省成本，更能間接地提高利潤。另外有

圖 17 我國連鎖便利商店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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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集貨與配送方式亦會影響物流中心之設置，以及區域性物流中心排程之方式的

不同，而會有不同的操作模式(傅愉珊, 2012)。 

而若是以傳統人工經驗排程法，往往無法達到最有效地排程，包括在時間、

路線上的安排，會浪費許多不必要的成本及時間。物流中心供應商進貨配送排程

的現況，並且採用最佳化分析方法，且表示以電腦程式可排程近百家供應商之配

送排程，且品質良好又精準(林益州 & 蘇雄義, 2008)，可見得以類似 Lingo 程式

求得出之最佳解是具有一定的可信度的，既比人工方式精準，也可以省去許多成

本及時間，效益甚佳。 

 

 

2.4 小結 

經過以上文獻回顧及分析後，茲將其整理成三個部分(如圖 18)： 

(1) 過去著重在年菜的相關議題，較少研究針對電商食品外送模式進行完整之系

統性探討。 

(2) 目前對於食品物流模式之定義不甚明確，故本研究將透過企業訪談與相關學

術理論作結合，以加以定義食品物流模式。 

(3) 目前我國鮮少有美食外帶外送平台，故本研究將針對其可能的原因作分析並

同時根據供應端、需求端做出一套電商食品模式。 

 

圖 18  文獻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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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現況分析 

本研究進行三次企業專家訪談，分別透過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100%

全家投資) 專案經理、Big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總務部事務課副理以及愛買

a.mart 物流部主管，深入了解電商外送服務相關專業知識。 

 

(1)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全家股份有限公司之物流營運模式可分為兩大種類，分別由不同之物流公

司運送。其一為全台物流，此公司為全台灣第一家導入「物流」概念之公

司，主要負責運送多溫層之商品 ; 而其二為日翊文化行銷公司本身之物流

團隊，主要負責項目為採購、運送電子商務用品，且僅運送部分食品，大

部分之食品運送則由有多溫層車輛之全台物流負責運送，多溫層車輛可保

障食品的衛生安全及品質(如表 3)。 

 

 

 

 

根據受訪者銷售年菜之經驗，第一年開始銷售年菜時，買家在年節前幾天

才能夠取貨，配合各個門市時間採先搶先贏之手段購買年菜 ; 而賣家則進

行總量控制，並且設定運送貨量及天數，並且僅承諾日期而無法保證確定

表 3 全家之物流營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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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貨時間，此銷售手法導致供不應求，甚至使公司主管階級都須親自為消

費者送貨，於是就進行了銷售方法之改良，近幾年來買家可依照不同之時

間及地點，彈性地選擇購買及取貨之門市，並且可自行訂定取貨日期及時

段，此服務是特別針對離開家鄉工作之族群為主，增加了許多便利性。此

外購買方式也更加彈性化，不僅可於門市訂貨，更可以直接透過手機購買，

為此全家便利超商設計了一款「全家便利購 app」來因應時勢之變化 ; 而

賣家則是看準了此商機，訂定從年節前三個月就可開始活動，也具有較多

的時間準備商品及配送，提供消費者有保障之服務(如表 4)。 

 

 

 

(2) Big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與其他各大百貨業不相同，Big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之物流全數商品皆由

新竹物流負責配送，採用單一物流商之概念。並且使受訪者探討台灣與大

陸電商外送之差別，台灣之土地狹小但是人口眾多，呈現了地狹人稠之現

狀，故商家與商家間、商家與住家之間的距離皆短，人們通常會自行前往

商場購買，可看見實體產品也可以確保產品之品質，而相對於土地廣大遼

闊的中國大陸而言，城鄉之間的差距有著天壤之別，許多較偏僻的地方購

買任何物品都非常不方便，反觀大陸的大城市則絕非如此，這樣的城鄉差

距導致「外送」服務變得極其重要，有了外送服務可以使鄉下地區人們的

需求也能夠得到滿足(如表 5)。 

 

表 4 全家銷售年菜之整理表 

表 5  台灣與大陸電商外送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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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項重要的議題是「機車外送」，無論是機車之購車成本、燃油成本等

等皆比汽車來得低許多，故機車外送成為一項新的商機，但是受訪者卻否

定了機車外送在新竹縣的發展性，事實上不是針對新竹縣，而是除了台北

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大都會區域適合實行機車外送之外，其餘人口較少、

地域較偏遠之地區則看不見此商機，大都會區域的人們通常生活較忙碌，

才會構成網路購物宅配到家或是外送到家之習慣，此消費習慣之不同已足

以使機車外送商機無法有效發展，消費型態之差別對物流配送方式來說影

響也不可小覷(如表 6)。 

 

(3)愛買 a.mart 

透過劉主管的訪談認識四種行內用語(如圖 19)，其一為寄賣，對於賣家而

言不需要承擔任何風險，只有商品賣出才會有抽成的可能，通常大廠比較

不能接受此方式，唯有某些希望進入市場的小廠才會接受；其二為切貨亦

即買斷貨物，賣家通常在確認貨物銷售狀況時才選擇此方式，其具有一定

的風險，賣家通常不會輕易嘗試；其三為談搭贈，抓準消費者對於贈品的

喜好感，透過此種方法有效將商品銷售出去，並增加銷售數量；最後為擋

頭亦指將商品擺放於於較為顯眼的地方，吸引消費者購買此商品的手法。 

另外，有關愛買在物流營運模式的演進可從中發現，與物流中心合作或自

建物流中心儼然成為一種趨勢，隨著物流概念的蓬勃發展，賣家將貨物的

表 6  消費習慣與機車外送之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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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放由自有倉庫逐漸轉變成為物流中心，透過與物流中心的合作能夠有效

減少相關建設及運營成本，此點與文獻回顧中的物流中心概念相互呼應。 

 

透過與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遠東集團旗下愛買 a.mart 大型連鎖量販

店以及 Big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此三大企業進行深入訪談之後，彙整得出許多

物流產業之專業知識及行內人專業術語、策略之規劃與使用，其中包括例如：物

流產業近年來的型態轉變、銷售手法的改良、因應世代改變的銷售途徑、及現今

台灣物流發產現況等等，在彙整資料並且加以分析與整理之後，歸納出屬於服務

藍圖(如圖 20)，針對供給方與需求方進行物流供應鏈環節之流程介紹。 

 

 

 

 

 

 

 

 

 

圖 20  服務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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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構模型 

4.1 商品銷售 

4.1.1 問題特性 

電商物流之商品銷售模式屬於資源分配問題，經過分析後找出各價格帶

的 銷售數量(如圖 21)。 

1.各價格銷售數量的限制是由消費者特性而來。 

2.各價格帶成本總額限制。 

 

 

 

 

 

   4.1.2 概念性模式 

1.目標式：營收最大化。 

2.限制式： 

圖 21 電商物流之商品銷售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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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各價格帶銷售量的限制。 

  (2)各價格帶成本總額的限制。 

3.決策變數：各價格帶的銷售數量。 

4.參數： 

  (1)各價格帶的單位營收。 

(組中點為單位營收，組中點定義為兩區間之合的平均)。 

  (2)各價格帶的單位成本。 

  (3)總預算。 

綜上所述，茲將概念性模式中所包含之項目彙整成圖(如圖 22)。 

 

 

 

4.1.3 數學模式 

1.目標式 

          

                                      

 

 

 為各價格帶的單位營收( =1,2,3,4,5,6,7) 

為各個價格帶產量( =1,2,3,4,5,6,7) 

圖 22 商品銷售模式之概念性模式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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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限制式 

 

         (1)  

 

          (2) 

 

為各價格帶的單位成本  

為價格帶( =1,2,3,4,5,6,7) 

   TC 為總預算 

 

 3.決策變數 

 , i∈{1,2,3,…,7} 

為各價格帶之產量 

 4.參數 

 , i∈{1,2,3,…,7} 

 , i∈{1,2,3,…,7} 

    TC 

為各價格帶的單位營收 

 
   TC 為總預算 

4.2 行銷策略 

4.2.1 問題特性 

電商物流之行銷策略模式屬於方案選擇的問題，經過分析後找出最佳行

銷策略的方案(如圖 23)。 

1.電商在規劃行銷方案時有預算限制。 

2.行銷策略方案(包含代言人、網路訂購、早鳥優惠及集點活動)之間有不同

限制，其組合有以下三項： 

(1)代言人與早鳥優惠僅擇一。對於電商而言，代言人與早鳥優惠之方案是

主要的兩種行銷手 法。 

(2)網路購物及集點 活動僅擇一。為避免消費

者都選擇線上購 物，進而造成實體店面

消費者之流失， 並限定集點活動僅適用

於實體店面。 

(3)網路訂購需與 早鳥優惠搭配。由於為

, i∈{1,2,3,…,7} 

, i∈{1,2,3,…,7} 



電商物流外送服務之最佳化模式 

                                    31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7 年) 

推廣網路購物平台，因此限制利用網路購物的消費者才能享有早鳥優惠。 

 

 

 

 

 

 

 

 

 

4.2.2 概念性模式 

1.目標式：找出最大淨現值(NPV)的銷售方案。 

2.限制式：包含兩個部分，分別為行銷策略之預算限制、各個行銷  

                   策略之組合限制，如下所示。 

 (1)代言人與早鳥優惠僅能擇一。 

 (2)網路訂購與集點數僅能擇一。 

 (3)有網路訂購才能有早鳥優惠。 

3.決策變數：是否選擇四種方案。 

4. 參數：各個方案之淨現值及所需資本、總預算限制。 

綜上所述，茲將概念性模式中所包含之項目彙整成圖(如圖 24)。 

圖 23 電商物流之行銷策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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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數學模式 

 1.目標式 

 

 

                       為各方案的淨現值( =1,2,3,4,) 

為四大方案( =1,2,3,4,) 

 為代言人 

為網路訂購 

為早鳥優惠 

圖 24 行銷策略模式之概念性模式 

Maxim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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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集點數 

 2.限制式 

 

為各方案的所需資本 

為四大方案 

TC 為總預算 

3.決策變數 

Xi, i∈{1,2,3,4} 

4.參數 

, i∈{1,2,3,4} 

, i∈{1,2,3,4} 

                             
為各方案的淨現值 

為各方案的所需資本 

TC 為總預算 

4.3 商品配送 

4.3.1 問題特性 

本模式以台中市行政區域為例進行假設，將西屯區、北屯區、大里區此

三大區域作為銷售據點，並且分別將北區、南屯區、大雅區、豐原區、后里

區、東勢區、清水區、梧棲區，此八個區域假設為買家分佈地點，並且依照

人口分佈比例假設銷售點傯貨量及買家需求量多寡。 

 

電商物流之商品配送模式屬於資源分配問題，經過分析後找出各個賣家

對於買家最符合成本的配送貨量。本研究基於配送地點不同而有不同價格的

特性，有效分配運送之貨量，以降低運費、提升外賣績效(如圖 25)。 

 

, i∈{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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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概念性模式 

1.目標式：配送成本最小化。 

2.限制式： 

 (1)各買家需求限制。 

 (2)各銷售點總貨量限制。 

3.決策變數：各個銷售點至各個買家的分配貨量。 

4. 參數： 

 (1)各買家需求量。 

 (2)各銷售點總貨量。 

 (3)各銷售點至各買家之成本。 

             綜上所述，茲將概念性模式中所包含之項目彙整成圖 (如圖 26) 

 

 

 

 

圖 25 電商物流之商品配送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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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數學模式 

1.目標式 

 

 

2.限制式 

 

   (1) 

 

 

      (2) 

Fij 為各中心對各銷售點之貨量 

TFi 為各配送中心總貨量 

Di 為各銷售點對各配送中心之貨量 

TDj 為各銷售點總需求量 

3.決策變數 

圖 26 商品配送模式之概念性模式 

, i∈{1,2,3} 

 

, j∈{1,2,3,…,8} 

 

Minim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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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 , i∈{1,2,3}, j∈{1,2,3,…,8} 

4.參數 

SijCij, i∈{1,2,3}, j∈{1,2,3,…,8} 

Dc,c∈{1,2,3,…,8} 

Fs,s∈{1,2,3} 

S 為配送中心 

C 為銷售點 

Dc 為銷售點需求量 

Fs 為配送總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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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果與討論 

5.1 商品銷售 

5.1.1 基本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 Lingo 軟件嘗試以營收最佳化做為目標以及相關價格帶的限制，

透過數學方程式找出最佳化之營收與各價格帶所銷售的數量，其結果如下所示： 

(1)最佳化之營收為 8,109,920 元。 

(2)價格帶 Q1=2880 Q2=5500 Q3=8900 Q4=700 Q5=600 Q6=300 Q7=100。(如表 7) 

 

由上述兩項結果能夠初步得知，發現其中價格帶 Q2 與 Q3 之銷售量有明顯較高

的現象，經過專家企業訪談確認後，此結果與銷售計畫相符合，當初在規劃銷售

方案時，即利用中低價位之商品做為主力價格帶，以此種方式吸引原有的受眾族

群，但同時保有相對高價位的產品以吸引中高端消費族群，兩種方式同步進行以

最佳化營收金額。 

5.1.2 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為一種質化分析方法；自所有不確定因素中尋找對項目效益產生

重大影響的敏感性因素，計算其對項目效益的影響程度，並加以分析敏感度；此

分析應用廣泛，主要是在找出模型的最佳解後，探討模型中各參數的變化程度，

而找出其中能夠使原始的最佳解條件維持不變者(何永恒等, 2012)。 

本研究選擇總成本(TC)及主力價格帶(Q2、Q3)作為本模式的敏感性因素，並

假設上述三項參數有可能會對結果有比較大的影響，針對各參數在三種不同百分

比(±10%、±5%、0%)所產生的變化結果用來判定其影響程度(如表 8)，並根據表

8 結果彙整成為趨勢圖(如圖 27)，由此圖可得知總成本為最具影響力的變數，而

表 7  基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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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主力價格帶的參數則差異不大，本結果得以驗證當初專家企業訪談的內容，

企業在進行一項尚未在市場成熟的計畫活動時，成本依然是主要考慮因素，主要

目的就是不希望有太多的虧損。  

 

 

 

 

 

 

 

 

 

 

 

 

 

 

 

 

 

 

 

 

 

 

表 8 變數之變動程度 

圖 27 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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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為質化及量化分析之結合，透過改變兩個以上的參數以預測未來的

發展，並認為未來發展有多種可能的趨勢，因此假定預測結果也是多樣的。 

本研究從消費者（買家）對商品認知的改變切入，亦即賣家從採取低價的常

規競爭手段，由於一些外來因素造成買家改變對於商品的認知，因此賣家只能改

變其因應策略來適應整體市場。造成此等現象可由兩部分解釋，對賣家而言，低

價無法支撐研發及品質，而高價決定成本投入可以是豐富多樣；對買家而言，低

價容易讓客戶形成低品質的印象，相對而言高價不一定能讓客戶擁有高品質的感

覺，卻能夠傳遞一種定位形象。因此，本研究嘗試將主力價格帶（Q2、Q3）之

數量降低至與其他價格帶相仿，可由表 9 的結果發現，改變次參數能夠使營收有

增加的趨勢。 

 

 

 

 

 

 

 

 

 

 

 

5.1.4 管理意涵 

根據相關文獻研究以及新聞報導指出：在過去「低價」商品能夠成為吸引消

費者購買的原因之一，但隨著趨勢的發展與變遷，商品顯然無法再單單以低廉的

價格來吸引消費者，其消費心理改變或其他外來因素影響，形成一種新的趨勢亦

即消費者相信高價位才會有高品質，賣家為順應市場的轉變不得不改變銷售策

略，其不應再聚焦於以中低價格作為「主力價格帶」吸引消費者，而應該以產品

本身品質、增加產品曝光度、談搭贈等方法大力提升其他價格帶之銷售數量。 

經過分析結果亦證實，不以主力價格帶為主之營收總額確實高於以主力價格

帶為主之原始方案，故建議能夠依照以下方法來提高總營收： 

(1)致力於設法提升各個價格帶產品之銷售數量。 

(2)不設限於主力價格帶之限制中。 

(3)提升質量，以產品品質吸引消費者購買。 

(4)增加主力價格帶之外產品的曝光度。 

(5)使用談搭贈等手法刺激消費者購買。 

(6)以「客製化」服務提升消費者購買意願。 

表 9 變數變動前後營收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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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其他價格帶之銷售量，除了主力價格帶之產品之外對其他價格帶產品多

做行銷，使得其他價格帶之銷售量與主力價格帶能夠相互平衡；在進行銷售規劃

時不對其他價格帶之產量、成本做過多的限制；由於消費者注重品質保證，應對

較低價之產品做品質上之保證，使消費者不會因為低廉的價格而失去對品質之信

任，另外對於較高單價之產品更應該講求高品質的質量及服務，促使消費者對高

品質產生熱忱度、忠誠度以增加銷售量；對於主力價格帶以外之產品做特殊的行

銷與推廣，建議可以利用網路購物的趨勢，除在電視上做廣告之外，也在網際網

路上之熱門頁面及社交軟體貼放廣告，以其產品之特色吸引消費者，並以強而有

力之視覺效果，一目瞭然的文字說明，使其曝光度大幅提升；利用「談搭贈」之

手法，對於較高單價之產品做銷售，此搭贈之禮品需經過市場調查，知曉消費者

心中最理想之搭贈禮品、活動項目，刺激消費者心理購買意願；最後以客製化服

務吸引消費者，產品種類雖較難做到與其他商家有所差異，但是專屬對消費者之

客製化服務卻能使店家獨樹一幟，對消費者購買商品之目的、欲購買之產品等細

節項目做一套完整的流程、規劃與介紹，使消費者無需對其餘事項太過留心，只

需要安心購買產品即可(如圖 28)。 

 

 

 

 

 

 

 

 

 

 

 

 

 

 

 

 

 

 

 

 圖 28 商品銷售之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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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行銷策略 

5.2.1 基本分析結果 

本研究首先利用 Lingo 軟件寫入一系列公式，在預算限制與四種方案間限制

下求出淨現值最大化，並運用 Excel 規劃求解分析法加以驗證結果的正確性，其

結果如下所示(如表 10)： 

(1)最佳化之淨現值為 40,000 元。 

(2)Lingo 結果顯示 X1、X2、X3 於值(Value)欄皆顯示為 0，僅 X4 顯示為 1，由此

可知方案四為最佳方案；Excel 結果亦顯示 X4 數值為 1，其餘皆為 0，故可知

方案四為最佳方案。 

 

由上述兩項結果能夠初步得知，賣家能夠透過集點數方案來吸引消費者，影

響消費者的誘因可能會因為外來因素改變，因此賣家需要與時俱進、順應變化，

以此才能獲取利潤，首先透過敏感度分析加以得知其中的敏感性因素，所謂敏感

性因素即為能夠對整體產生影響的參數，再進行情境分析假設未來市場趨勢，並

提出相關因應策略以適應市場。 

5.2.2 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為一種質化分析方法；自所有不確定因素中尋找對項目效益產生

重大影響的敏感性因素，計算其對項目效益的影響程度，並加以分析敏感度；此

分析應用廣泛，主要是在找出模型的最佳解後，探討模型中各參數的變化程度，

而找出其中能夠使原始的最佳解條件維持不變者(何永恒等, 2012)。 

本研究選擇總成本(TC)及主力價格帶(Q2、Q3)作為本模式的敏感性因素，並

假設上述三項參數有可能會對結果有比較大的影響，針對各參數在三種不同百分

表 10  基本分析結果 



電商物流外送服務之最佳化模式 

                                    42       逢甲大學學生報告 ePaper(2017 年) 

比( 10%、 5%、0%)所產生的變化結果用來判定其影響程度(如表 11)，並根據

表 結果彙整成為趨勢圖(如圖 29)，由此圖可得知總成本為最具影響力的變數，

而兩個主力價格帶的參數則差異不大，本結果得以驗證當初專家企業訪談的內

容，企業在進行一項尚未在市場成熟的計畫活動時，成本依然是主要考慮因素，

主要目的就是不希望有太多的虧損。 

 

 

5.2.3 情境分析 

情境分析為質化及量化分析之結合，透過改變兩個以上的參數以預測未來的

發展，並認為未來發展有多種可能的趨勢，因此假定預測結果也是多樣的。 

        本研究根據兩原因來設定未來發展趨勢，其一為網際網路時代崛起，消

費者逐漸改變其消費方式，從原先的實體店面消費轉變成為虛擬店面，使得網購

表 12 變數變動前後淨現值之影響 

表 11 變數之變動程度 

圖 29  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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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增加；其二為考慮消費者對於商品的偏好不易因為代言人而有所改變，通常

造成銷售數量不佳是產品本身的問題，在此推估代言人對於產品的影響力相對甚

低。因此，本研究嘗試透過提高網路訂購之淨現值、降低代言人所投入之資本及

修改方案選擇之搭配，可由表中發現淨現值有大幅提升的現象(如表 12)，且能夠

得知早鳥優惠方案為最佳選擇。 

 

 

 

 

 

 

 

 

 

 

5.2.4 管理意涵 

根據相關文獻以及新聞報導指出：隨著網際網路之出現，電子商務逐漸盛

行，許多購買行為皆是出自網際網路，越來越多消費者會選擇進行網購而非去實

體店面光顧，因此企業對於這個趨勢絕對不可忽視；而另一方面「代言人」之影

響力逐漸降低，往年消費者會因為代言人的關係去購買產品，但近年來則發現代

言人的影響力其實不如預期，而相對於代言人而言，產品本身品質之吸引力、產

品種類以及消費者對產品之熱忱度才是消費關鍵。基於以上兩項因素之影響，本

研究使用情境分析對於此現象做銷售之分析。 

經過分析結果證實，所得出淨現值較原先之淨現值高，故建議能夠依照以下

方法來提高淨現值： 

(1)提高「網路購物」之預算。 

(2)在網際網路上做行銷、廣告。 

(3)增加使用網路購物能吸引消費者之優惠、活動。 

(4)降低邀請代言人之廣告預算。 

(5)將邀請代言人之龐大預算移轉至其他廣告行銷中。 

(6)對市場做深入研究調查，了解消費者心理並對產品項目做更多檢討及規劃。 

在做銷售規劃時，將網路購物之預算增加，預算可用於設計一套完整有流程

性的、美觀的、使消費者一目瞭然也便於使用的訂購系統，網路上有許多訂購網

站雖便利，卻缺乏完整性，以致漏洞百出，回購率也因此降低，故一套完整的系

統會成功吸引消費者使用；在民眾使用網站及社交軟體時，經常可見一旁的廣告

訊息，若是廣告資訊完整、美觀，著實會吸引民眾前往該網站，再以使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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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物」之專屬優惠、網路回饋金、網購贈品等吸引消費者購買，另外許多消費者

不選擇網購之原因即因網購須等待，因此出貨及消費者收貨時間需最短，且同時

保證產品品質，得到消費者信任，可增加回購率。 

再者即降低代言人之邀請預算，邀請代言人作為廣告之頭銜雖為現今許多商

家的行銷手法，但經過研究指出一項產品之銷售程度隨著代言人而變化的極少，

需注重於產品本身品質、產品項目是否具有足夠吸引消費者購買之原因；並且將

邀請代言人之龐大的預算移轉至其他廣告中，可透過別出心裁之創意、畫面、簡

而易懂之言詞、文字，去吸引消費者；對產品市場做深入研究、調查，可利用網

路問卷或實體問卷之方式分析民眾之喜好產品、購買行為等等，深入了解消費者

喜好後再進行一套完整地銷售規劃，包括設計產品項目、使用各種消費手法之優

惠活動(如圖 30)。 

 

 

 
 
 
 
 
 
 
 
 
 
 
 
 
 
 
 
 
 
 

5.3 商品配送 

5.3.1 基本分析結果 

本研究利用Lingo軟件嘗試找出以銷售數量最佳化做為目標以及相關限制條

件下，透過數學方程式找出最佳化之銷售數量與供給與需求列表，其結果如下所

圖 30 行銷策略之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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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如表 13)： 

(1)最佳化之銷售數量為 405.00。 

(2)供需列表。 

根據結果顯示，銷售點 1(S1)為人口最多之區域，結果顯示為最適宜設置配送中

心之地點，符合人口分布及配送地點須經過需求量考量之因素，而銷售點 3(S3)

則因距離過於遙遠及人口數過少等因素而不適合進行配送，將會導致成本之浪

費；買家 1(C1)及買家 2(C2)也是人口數最多的兩個區域，結果也顯示這兩個地點

為需求量最多之地點。 

 

5.3.2 敏感度分析 

敏感度分析為一種質化分析方法；自所有不確定因素中尋找對項目效益產生

重大影響的敏感性因素，計算其對項目效益的影響程度，並加以分析敏感度；此

分析應用廣泛，主要是在找出模型的最佳解後，探討模型中各參數的變化程度，

而找出其中能夠使原始的最佳解條件維持不變者(何永恒等, 2012)。 

本研究以台中市人口最多之區域作為敏感度分析因素，因此選擇南屯區(買

家 C2)以及北屯區(銷售點 S2)至各個買家的成本為變動對象，針對各個參數在三

種不同百分比(±10%、±5%、0%)所產生的變化結果用來判定其影響程度(如表

14)，並根據表 14 結果彙整成為趨勢圖(如圖 31)，由此圖可得知以買家購買數量

之變動影響較大，而銷售點至買家之成本影響較小，故可知在此分析中獲利仍比

成本影響大，企業在進行銷售時，成本雖為其中一項重要因素之一，但如何增加

消費者購買量也是不容小覷的一項課題。 

 

表 13  基本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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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情境分析 

本研究引用知名連鎖超商之配送方式為例，實施共同配送機制，共同配送機

制能夠大幅降低物流成本。無論是企業、商家除了本身的經營模式之外，使其成

功的一項重要因素就是物流配送體系，建立一套完整地物流配送體系不但能使成

本降低，還能讓此強大的後盾作為增加獲利之因素。 

表 14 變數之變動程度 

圖 31 變數變動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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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研究按照台中市不同的區域作為劃分，組成銷售點，由該銷售點統一

集貨， 再向各買家進行配送，並且改變原先假設之方式，將銷售點由三個區域，

減少為兩個區域 (如表 15)；並將買家區域由八個地點增加至九個地點，將銷售

點減少並且設法增加買家數量(如表 16)。將台中市以南邊、北邊作為畫分基準，

分別設立一個銷售點， 對南邊及北邊區域的買家進行配送。實現高頻度之配送，

為每個買家有效率地供應商品為一項重要的配送環節。 

 

 

 

 

 

 

 

 

 

 

 

 

 

 

 

 

 

 

 

5.3.4 管理意涵 

表 15 變數變動前後最佳銷售量之影響 

表 16 各個銷售點至買家之貨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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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傳統配送方式 

圖 33 加入配送中心概念 

根據相關文獻及新聞報導指出：知名連鎖超商相當成功之原因除了它具有廣

大的市場及影響力之外，一套強而有力的配送系統作為後盾也為企業增添許多益

處，而此配送系統即稱為「共同配送系統」。經過與企業專家訪談得知：傳統配

送方式為供應商配送至店家(如圖 32)，隨著市場型態的改變，企業為降低運輸成

本及其他相關成本，而提出配送中心的概念，因此演變成為＜供應商－配送中心

－店家＞(如圖 33)。本研究將利用共同配送中心系統其中一項環節，亦即將某地

區依等距離劃分，在每一個地區設立銷售點作為配送中心，降低建設配送中心之

成本，並且以密集性之方式進行配送，使其在成本降低的同時也能確保產品原有

的品質。 

 

 

 

經過分析結果證實，使用此系統不但能夠減少成本，也提高了分析後之最佳

銷售量、增加利潤及收益，故建議能夠依照以下方法來提高總利潤： 

(1)實施共同配送，設立配送中心。 

(2)增加店舖(買家)數量，提高銷售量。 

(3)店舖地點區位考量。 

(4)高頻度配送。 

(5)預估各個地點需求量。 

 

設立配送中心改變傳統配送方式，由供應商先集貨，再依照各個店鋪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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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對其所屬之配送中心進行發貨，設立配送中心的同時也須考量到成本限制，由

於設立配送中心成本高，故可參照運輸規劃中最佳化路線概念，依距離(節線)或

各地點(節點)之需求量劃分，以多個地點組成一個配送區域，每一區域只需設立

一個配送中心，以此可節省不必要之成本；在設立配送中心的同時亦需設法增加

店舖(買家)數量，降低成本的同時也能提高銷售量即可達成最佳銷售、增加利潤；

而當買家增加時也須考量到區位因素，店舖或買家之需求量經常受到該地點之內

部影響，例如人口密度、人口組成、收入分布等，皆會影響到需求量，故在進行

配送時應將當地之購買力、需求量納入考量；實施高頻度配送，須在短時間內送

貨至各個店鋪或買家，在短時間內送達產品可保障產品之品質，取得消費者信任

與認可；在進行銷售配送之前，須對每個地點需求量做預估，可根據往年之銷售

紀錄做預估，以避免生產、配送過多或過少，不符合需求量，即會造成多餘之成

本(如圖 34)。 

 

 

 

 

 

 

 

 

 

 

 

 

 

 

 

 

 

 

 

 

 

 

 

 

六、結論與建議 

圖 34 商品配送之彙整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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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主要以電子商務業者之角度，嘗試構建出最佳化模式用來建立一套對

電商外賣最適宜的物流系統及規劃方案。由於台灣之外送系統與其他國家相較之

下尚未十分完整，導致民眾的使用率不高，僅有的電商外送業者也因為成本、預

算考量等諸多限制無法發展完善，且尚有許多問題存在，於是本研究根據對業者

之訪談深入了解既有的電商外送模式，再根據產品特性構建出專屬於電商外送之

最佳化模式，對模式進行近一步的分析得出結果後提出有效的管理方案及策略。 

6.1 結論  

本研究經過文獻之評析與探討，了解電子商務物流趨勢以及食品相關物流研

究，透過企業專家訪談深入探討台灣物流發展現況，並建立三套完整之模式去做

銷售、行銷與配送之最佳化，再根據時事與現象以敏感度分析及情境分析對未來

趨勢做分析，對結果進行討論並規劃策略及方案。最後將本研究之重點統整成以

下項目，並且提出有效之未來規劃建議。 

(1)深入了解我國餐飲電子商務及外送物流兩大課題，並將其做規劃整合。 

(2)根據專家企業訪談，了解我國既有之電商外送特性，包含我國電商物流之

缺失(例如：運費與運輸成本高、合作商家少、服務範圍有限及付費方式

缺乏多樣化⋯⋯等)並進行分析。 

(3)研究發展符合我國市場特性之電商外送模式以提升營運效能。 

(4)以七個價格帶作為產品分類，並利用最佳化模式求出最佳營收解以構建商

品銷售模式。 

(5)設立一個總預算限制，並在限制之內完成四個方案（代言人、網路購物、

早鳥優惠、集點數活動）最佳化之搭配，進而構建行銷策略模式。 

(6)以台中市為例，設立銷售點，並求出最佳銷售量及個銷售點至各個買家之

最佳分配貨量，根據相關條件構建出商品配送模式。 

(7)由本研究所建構之三種模式發現成本皆為重要影響因素，此結果發現與專

家企業訪談之內容相互驗證，因此能夠確認本結果具有一定的正確性。 

(8)與其他研究之差異 

i. 對電子商務、食品、物流做詳細的介紹與整合之研究甚少。 

ii. 本研究是以電子商務「業者」之角度進行分析研究與最佳化模式。 

iii. 根據不同的項目建立不只一套之最佳化模式。 

(9)本研究對社會之貢獻 

i. 探究出台灣食品外賣不盛行之詳細原因，並提出改善方法。 

ii. 建立三套完整地銷售最佳化之模式並提出管理策略與方法。 

iii. 將模式與各種未來趨勢做整合，分析出可能的結果變化。 

iv. 有效拓展外賣市場的範圍，共同創造兩岸的蓬勃發展。 

 

6.2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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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經過完整地分析與整合之後根據電商現況與外送之優缺點對電子商

務業者提出幾項建議，目的是在增加電商外送與平台的使用率，讓電商外送成為

社會盛行之服務之一，其中包含需解決外送運費過高之情形、拓展外送區域面

積、增加網路外送平台多元化之付款方式、增加電商外送平台使用點加之數量、

量身打造專屬電商業者之一條龍銷售規劃之服務，並在以下做詳細的介紹： 

(1)解決運費過高之問題：台灣雖也有一些電商食品外送平台存在，但是都

始終無法盛行，其中有諸多的原因，其中包括「運費過高」。當消費者看

見如此昂貴，甚至比商品貴出一倍之多的運費就會打消使用的念頭，故首

當其衝應解決的問題就是運送成本過高、運費過高的問題。 

(2)拓展外送區域面積：拓展外送區域，不再只侷限於台北市、台中市等都

會區使用，應多增加其他縣市，可依據縣市的人口數量多寡決定安排之車

輛數、外送人員數量，可拓展商機也可以適當的節省成本。 

(3)增加網路外送平台之多元化付款方式：有許多網路外送平台皆有限制付

款方式，便利性下降許多，若是能使付款方式增加，例如可利用信用卡、

現金、及新興之付款方式(例如：Apple Pay)，與時俱進之付款方式可增加

許多不同的消費族群。 

(4) 增加電商外送平台使用店家：中國大陸外送 app 中有數以萬計的商店，

而反觀台灣卻寥寥無幾，因此需增加使用平台進行外送之店家數目、種

類，使消費者能夠盡情挑選自己喜愛之店家及產品。 

(5)打造「一條龍」銷售服務：打破傳統只提供平台供店家使用之方式，為

使用平台之店家量身打造一套「一條龍」的銷售服務，從生產、配送、銷

售，甚至是到消費者手中的流程，皆由平台提供經過最佳化之方案，使店

家在使用平台時，能夠感受到客製化之服務，付出之成本與回饋能成正

比，也利於店家數目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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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議題：台灣連鎖超商物流配送型態及模式 

(二)受訪者：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經理 吳東村先生 

(三)訪談時間：一〇五年十一月十一日 

(四)地點：桃園市大溪區新光大溪前瞻園區 

(五)訪談內容 

1.問：請問能夠簡單介紹貴公司嗎？ 

答：日翊文化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93 年 5 月創立為全家書報社)；主

要負責採購、電子商務(含文化出版品、網路取貨、部分食品)，配送

體系並無運送食品；由全家併購成為百分之百子公司。 

備註：統一 7-11 架構幾乎一樣。 

2.問：物流公司營運模式？自有物流公司還是有跟其他公司合作？ 

答：主要為自有物流公司亦即全台物流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負責運

送常溫、冷凍、生鮮食品等多溫層商品；原為日商，一開始發展就存

在；約佔有 51%的股份。 

3.問：自有物流公司是因為成本低嗎？ 

答：本公司引進日本的架構，所有商品皆由自有物流公司做運作。 

(1)評估原則 

  若由廠商直送門市，其品質和貨物量不易清楚估計； 

  若由自有公司則能因為大量向廠商進貨，能夠有效掌握品質、空間

利用，還有議價空間。 

 （門市最大成本為租金，希望能夠有效利用空間） 

(2)補充 

a.本公司採「高頻率配送週期」，店鋪端能夠有效把關商品品質及以

最佳數量呈列在門市內，要不然庫存一多的話，會很辛苦。 

b. 自建物流公司概念－全家第一個促流公司。 

4.問：年菜商品會在特定時間提供嗎？ 

答：年菜屬於季節性商品。近年來，鍋類商品在過往接受度高(根據每年

銷售數字)以及包裝成本問題，所以已在非年節時期開始販售，以有

效掌握銷售商機。 

5.問：年菜市場方面所涉及對象？賣家、買家、物流商，三者間的整體流  

   程為何？ 

答：以店舖為主；便利商店、供應商(代工廠)、物流配送體系。 

6.問：請問貴公司在銷售年菜方面的經驗為何？ 

答：第一年運送模式：年節前幾天才能至該店家取貨或宅配方式。 

    數據結果顯示：量太大（消費者嘗試心態，訂購不只一次）、太過於

集中，且運送車輛之空間有限，所以供不應求；由於取貨方便性改變：

過年前 3 個月開始活動，訂購後任何一天取貨；他家取貨，時間彈性、

取貨點方便，主要針對離鄉工作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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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問：請問未來會朝什麼方向改進現有的年菜市場模式？ 

答：(1)「搭公車」方式－某時間點剛好有某些貨物可運送。 

(2)消費者取貨日前一天，一定會在前一天送到店家，可選擇日期、

分為三個時段。過年前幾天：業務量過大，只能承諾日期、但是

時間有調整，彈性配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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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議題：巨城購物中心之物流配送 

(二)受訪者：總務部 事務課助理 鄭保志先生 

(三)訪談時間：一〇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四)地點：新竹 BigCity 遠東巨城購物中心 

(五)訪談內容： 

1.問：請問貴公司所合作的配送業者為何？ 

答：全數商品皆由新竹物流公司負責，與其他各大百貨最相同的地方。 

2.問：請問您認為台灣與大陸在外賣市場的消費行為有何不同？ 

答：台灣太方便且地小人稠、國家特性不一樣，以人性角度來看：所花費 

    時間很短，大陸地域廣大。 

3.問：(承上題)您認為外賣市場在台灣可行嗎？其方案為何？ 

答：首先需解決運輸成本過高的問題，就像最近很火紅的 uber，該平台不需

要另外花錢去養運輸車隊，透過會員方式來營運，只要會員有空就順帶

幫忙，而未來可實行老人照顧送餐(日本有在做)。 

4.問：剛剛您提到合作的配送業者是新竹物流，想冒昧請問您知道該公司不發

展機車外送之原因嗎？因為機車通常能夠有效降低運輸成本。 

答：本公司還未在新竹看見此商機，除非是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大都會地

區才可能會選擇採用機車作為運輸工具。 

5.問：請問您認為消費型態會因為所在地區而有所差異嗎？ 

答：會。不同地點之消費習慣會有所不相同，舉例說明，新竹人與台北人之

不同，新竹人習慣自己去購買商品且看見實際商品才安心購買；而台北

人由於生活較忙碌、早出晚歸，於是通常選擇以外送、網購宅配到家等

方式進行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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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訪談議題：愛買大型連鎖商場物流相關議題及模式 

(二)受訪者：物流部主管 劉麗玉小姐 

(三)訪談時間：一〇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四)地點：新竹市愛買分店 

(五)訪談內容 

1.問：請問貴公司採用何種方式營運年菜銷售市場？ 

答：本公司採用「寄賣」和「切貨」，寄賣沒有風險，有賣才有錢，但是

有些大廠(如統一)不接受，而有些小廠想要進入市場就會配合，例如

(1)由於簽約金的問題導致無法繼續與統一、大潤發合作。(2)販售由台

灣菸酒公司出產的商品須由本公司付費才能有貨物，且屬於零利潤商

品，本公司不得不如此，因消費者發現賣場沒販售會覺得怪異；而切

貨則是買斷貨物，需要承擔風險，通常擁有穩定銷售狀況之商品才會

採用此種方式。另外，還有行內用語「談搭贈」，例如：買 10 送 1 代

表可以賣出 11 件商品，一來消費者喜歡贈品，二來我們也可以因此

增加銷量(透過賣場通路和消費者接觸)；最後，賣場會根據陳列位置，

稱為「擋頭」亦即消費者走過去就看得到，廠商也會需要再多出錢。 

2.問：請問能否簡單介紹貴公司的物流營運模式？ 

答：以下詳述本公司物流中心的演進。 

(1)過往合作：主要與 welcome 合作，雙方因契約問題最後不合作。 

(2)目前合作：僑泰公司(新屋) 

a.車體類型：運輸車(大貨櫃車)。 

b.司機型態：司機屬於個體，進而加入物流公司。 

c.優點：不用買車，只需做好管理就能成功。 

(3)近期將簽約合作：中法興(中壢) 

a.負責貨物類型：乾貨。(已與家樂福合作約莫 10 年) 

b.營運方式：擁有土地作為倉庫。 

c.物流模式：廠商在下單後，將全部貨物送至物流中心(物流中心可以

此節省成本)，然後視各分店的需求去物流中心收貨。 

d.缺點：未運送冷藏(凍)商品，因此合作廠商須自行負責協調運送。 

3.問：請問貴公司如何處理退換貨之商品？  

答：順風車帶走以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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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184*Q1+300*Q2+500*Q3+700*Q4+900*Q5+1000*Q6+1500*Q7; 

Q1*100+Q2*184+Q3*300+Q4*400+Q5*700+Q6*800+Q7*900<=5000000; 

Q1>=500; 

Q2>=5500; 

Q3>=8010; 

Q4>=700; 

Q5>=600; 

Q6>=300; 

Q7>=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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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TS: 

x: Available,Earn, Cost ; 

EitherOr( x, x); 

onlyIf( x, x);  

endsets 

 

DATA: 

X= 

X1 X2 X3 X4; 

Earn= 

76 28 80 40; 

Cost= 

40 15 20 30 ; 

Availablecost=30; 

!Can do either,but not both; 

EitherOr= 

X1 X2 

X3 X4; 

!Can do 2nd,only if 1st is done; 

OnlyIf= 

X2 X3; 

ENDDATA 

 

MAX=@SUM(X(i): Earn(i) * Available(i)); 

 

@SUM(X(i):Cost(i)*Available(i))<=Availablecost; 

 

@FOR(EitherOr(i,j): 

Available(i)+Available(j)<=1); 

 

@FOR(OnlyIf(i,j): 

Available(i)>=Available(j)); 

@FOR(X:@BIN(Availabl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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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MODEL: 

! 3sellers,8customers; 

SETS: 

sellers:capacity; 

customers:demand; 

LINKS(sellers,customers):cost,volume; 

ENDSETS 

DATA: 

!sets members; 

sellers = s1 s2 s3; 

customers = c1 c2 c3 c4 c5 c6 c7 c8; 

!attributes values; 

capacity = 60 55 80; 

demand = 15 10 8 7 2 3 7 4; 

cost = 5 5 5 10 15 15 10 10 

5 15 10 10 15 10 20 15 

10 10 15 20 30 20 35 25; 

ENDDATA 

!The objective; 

MIN=@SUM(LINKs(i,j):cost(i,j)*volume(i,j)); 

!The Constraints; 

@FOR(customers(j):@SUM(sellers(i):volume(i,j))=demand(j)); 

@FOR(sellers(i):@SUM(customers(j):volume(i,j))<=capacity(i));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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