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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行銷管理

§ 行銷的定義

美國行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對行銷所下的定義為：「行銷是

規劃和執行理念、價錢、推廣，以及分散構想、產品和服務的過程，用以交換

個人欲望的滿足和組織目標的達成」。簡單地說，行銷就是去「營造一個能夠

銷售的環境，達到企業的目標」。

§ 行銷的發展歷史

現代行銷之演變過程可分為「生產導向」、「銷售導向」、「消費者導向」、「社會
導向」等四個階段。

1. 生產導向(Production Orientation)

自工業革命末期到十九世紀初，絕大多數的企業都屬於生產導向的行銷，亦

為生產種類稀少且相關資源缺乏。當時的行銷模式是，只要製作的出來就一
定賣得出去，消費者的選擇性較低。

2. 銷售導向(Sales Orientation)

美國的亨利福特一世把汽車的結構「規格化」、「標準化」，不但車廂一元化，

也把動力系統、汽車平台(底盤)輪胎等都統一成一個規格，然後利用線型生

產線的理論去實踐，1908 年組裝史上大大出名的 T 型車的出現，大幅的降低
生產成本，也將原本生產導向的行銷模式帶入到以銷售導向的行銷時代。

3. 消費者導向(Consumer Orientation)

到 1960 年代，隨著全球經濟的成長，企業的產品銷售量快速增加，行銷人員

的重要性因而提高，消費者對商品的反應亦因此受到重視。所謂消費者導向，
乃指企業以消費者需求為目標，發展並生產滿足這些需求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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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會導向(Social Orientation)

1990 年代，企業除滿足消費者需求外，也必須兼顧社會道德、社會責任與社

會福祉。例如企業在生產商品的同時，除了注意其商品是否在市場上銷售外，
也必須注意其商品會帶給社會什麼影響。

§ 服務業的定義

1931 年澳洲經濟學者 Clark 將產業分為 1、2、3 級（內野雅之，1994）。所謂 3
級產業乃指服務業，其定義為：「無製造有形物品的產業」，內容包括：支援日

常生活相關的產業，如住宿、美容、洗衣等；支援企業活動相關的產業，如商

業、金融、運輸等；維持人類發展相關的產業，如醫療、教育等（大橋昭一、

渡邊 郎，2001）。服務業的主要產品為服務，與傳統生產製造業之實體產品不

同處，在於下列四大特性：無形性、易逝性、異質性、不可分割性（Sasser，
1976；Knisely，1977；Berry，1980，1983；Sasser、Olsen and Wyckoff，1989；
Smith，1990）。根據行政院主計處公佈之資訊，台灣自民國 76 年起服務業占

GDP 比重首度超過工業占 GDP 比重，至民國 90 年服務業的比重已佔 GDP 比

重的 67%（Taiwan Statistical Data Book，2001），這正呼應了二十一世紀世界經
濟型態，即由工商業時代進入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型態之趨勢。

§ 行銷活動

1. 行銷調查:
(1)市場調查(Market Research):[初級資料(Primary Data)]
(2)內外部環境調查:策略、競爭者、總個體環境…。[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

2. 創造市場:
創造「顧客」「消費者」→滿足顧客(needs)→取悅顧客(個性化)(wants)

補充:
1. 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Degree, 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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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PLC)。
3. 研究與發展(Research & Development, R&D)。
4. 初級資料(Primary Data):是針對所要探討的問題而特別蒐集的資料。

5. 次級資料(Secondary Data):是為了其他目的所蒐集，但可以用於該調查中

的資料。

§ 策略性事業單位(Strategic Business Unit , SBU)

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Target Market)，有一個專責單位來了解目標市場(EX:對
象、地區、產品…)。

EX:
飛柔

嬌生

沙宣

EX:
非洲 美洲

歐洲 亞洲

§ 波士頓(Boston)矩陣

藉由波士頓矩陣來了解策略性事業單位(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在市場

的狀況，依市場佔有率(Market Share)來分類，用以衡量市場的吸引力:

1.問題事業(Question Marks):新事業單位進入一市場尚未達成應有之市場佔

有率前。

2.明星事業(Stars):達到市場佔有率成為市場領導者。此時要面對市競爭者，

但並非為最賺錢的事業。

3.金牛事業(Cash Cows):成長呈現衰退時，依然為市場領導者。

4.苟延殘喘事業(Dogs):市場佔有率降低，呈現虧損狀態，尚未退出市場。

波士頓(Boston)矩陣最主要的目的:

寶僑

(P&G)

B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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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性事業單位(SBU，Strategic Business Unit)在市場狀況是為了使資源做有效

分配。資源【5M，資金(Money)、材料(Materials)、機器(Machine)、人(Men)、
方法(Method)】

§ SWOT 內外部環境分析

主要是針對內外部環境分析找出影響因素，並擬定行銷策略。

擬定

+ 4P SWOT Analysis 行銷策略 實施

(Marketing Strategy)

總體環境(Marco Environment):政治、經濟、人口、科技、法令…。

個體環境(Mirco Environment):直接影響企業營運活動之因素。(EX:股東、顧

客、競爭者…等)

外部環境(External Environment):環境變動所帶來的(EX:產品品質、知名度、

與流通業者的關係…等)

1.機會(Opportunity)

2.威脅(Threat)

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公司本身所擁有的(EX: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

護法的公佈實施、消費者偏好的改變、競爭者策略改變、智慧財產權…等)

1.優勢(Strength)

2.劣勢(Weakness)

行銷策略(Marketing Strategy):4P Mix

1.產品策略(Product Strategy):行銷組合首要者是產品，沒有產品遑論設計行

總體環境
(Marco
Environment)

個體(任務)環境
Mirco(Mission)
Environment

外部環境
(External
Environment)

內部環境
(In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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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管道及定價，因產品也是行銷組合之核心。行銷人眼中的產

品範圍大於你所能想像，產品不僅包含實體，更涵蓋其它因素

如包裝，保證、售後服務、品牌、公司形象。如 Gucci 及聖羅
蘭的商品自化粧品延伸至衛浴用品，並加了許多附加價值。

2.價格策略(Price Strategy):它是買主必需支付的代價以便於換得產品，它是

行銷組合中最具彈性的因素，行銷人調整價格的頻繁度高於其
它任一行銷組合變數，它亦是競爭的利器。

3.通路策略(Place Strategy):配銷策略主要是提供顧客時間，地點之便利。批

發及零售商協助製造商將產品送達予終端使用者。實體配送包

含產品之儲存及運輸至適當地點、時間，並保持良好之使用狀
況，它也是配銷策略之一部分。

4.促銷策略(Promotion Strategy):促銷包括個人銷售、廣告、銷售推廣及公共

關係。它的角色是藉著教育、說服、提醒消費者某一產品或組

織之利益以提供雙方滿意的交換過程。好的促銷可大幅提升銷
售成績，促銷中每一元素透過協調以成為一個成功的促銷組合。

§ 消費者決策形成的過程

2.確認問題:它是決策形成的第一步驟，確認問題發生自消費者面對實際狀態

及欲求狀態的不平衡。例如:在運動完畢是否覺得口渴?電視上新

的跑車廣告是否對你有刺激購買欲望?對問題的確認是因為消費

者接收到內在或外在刺激，餓和渴是內在刺激;汽車顏色、來自於

朋友口中的包裝設計品牌名稱、電視廣告、古龍水由陌生人身上

傳來均是外在刺激。

3.資訊蒐集:確認問題後，消費者尋找不同選擇的資訊以滿足慾望。資訊收集

可來自於內部及外部，內部資訊收集是回復存在記憶中資訊的過

程，此一資訊乃由前次使用某一產品之經驗，例如在購物時見到

前次用過的某品牌蛋糕粉，從記憶中你可以回想它的味道，客人

的接受度，及調理的難易度。外部資訊來自於外在環境。消費者

對外部資訊調查程度取決於他們對認知風險、知識、先前經驗、

興趣程度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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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案選擇評估及購買:在建立起可供選擇之產品及相關資訊後，消費者可以

做出決策，他們會利用記憶中外部來資訊以形成一套標準，以協

助比較與評估。例如:有兩個分別為 100 元及 150 元之 CD，而 150
元被認為太貴而不予購買，至如果有另一 250 元 CD 加入考慮的

選擇，可能 150 元的 CD 會因價格較便宜而決定購買。在作完評

估選擇之後，消費者決定購買產品之品牌或不購買，如果決定購

買，下一步驟為購買產品之後的評估。

5.購買後行為:消費者對產品購買有某些期待，這些期待亦決定了消費者對購

買產品滿足或不滿足。考量下例:購買二手車的人對車況只有低的

期待，意外的，二手車竟是她購買擁有中最好的一部，她有高滿

意度是因為當低期待已被超越。另一方面，購買新車則有高期

待，但如果車況不佳，她的高期待會引起高的不滿意程度。

§ 市場調查(Market Research)

市場調查方法(Market Survey):

1.問卷法:事先準備好問題，並設計成一份問卷調查表(Questionnaire)，在對方
回答問題的同時，探知回答者的意見感受的調查方法。

(1) 郵寄:郵寄問卷給調查對象，待對方填寫完畢後再寄回的方法稱之。優點:
問卷的回收不需要花費人手。缺點:回收率偏低且耗時外，調查單
位總是處於「等待」的被動狀態常是被詬病的地方。

(2) 訪談:調查員與尋找受訪對象利用面對面的方式來調查訪問。優點:可當

場向回答者說明，也能避免受訪者誤解問題意思，並可判別受訪者
是否認真作答。缺點:需花費大量的人手和時間。

(3) 電話:調查員利用電話進行調查，在電話中取得答案的方法稱之。優點:
最簡單省事的一種方法。缺點:不適用於過度繁雜的問題。

(4) 留置:調查員把問卷交給調查對象，幾日後再前往收回的方法稱之。優點:
適用於回答耗時的問題，或是調查對象眾多的情況。缺點:是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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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是否為當事人本人作答。

2.實驗法:是操縱某項變數以觀察其他變數受到何種影響。舉例而言，某產品

可以在某些測試商店中降價，在其他商店中則維持原價，經比較兩

者的銷售數字後，就可以推斷價格變動對銷售量可能有何影響。實

驗法在確認各變數之間的因果關係上相當有用，但往往很難在實際

的場合中有效地設計並管理，因此許多行銷調查實驗是在實驗室或
模擬商店中進行，藉以控製各項可能影響結果的變數。

3.觀察法:是觀察研究對象並記錄相關的事實與行為。例如，零售可能用觀察

法來了解顧客在店內的動線，在各個部門中所停留的時間以及檢視

多少項商品。這類資訊可供店面設計參考。同理，許多零售業者都
在各個路口計算交通流量，藉以決定最佳的店址。

§ 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

在行銷策略的基本核心中，McCarthy(1964)最早提出行銷的 4P 行銷策略中有所

謂行銷組合，它包括了「產品(Product)」、「價格(Price)」、「通路(Place)」、「促銷

(Promotion)」等 4P。

1.產品(Product):產品不僅包含實體，更涵蓋其它因素如包裝，保證、售後服

務、品牌（Brand）、公司形象等。

2.價格(Price):需支付代價以便於換得產品。它是行銷組合中最具彈性的因素。

3.通路(Place)、配銷(Distribution):實體配送包含產品之儲存及運輸至適當地

點、時間，並保持良好之使用狀況。

4.促銷(Promotion):促銷包括個人銷售、廣告、銷售推廣及公共關係。促銷是

藉著教育、說服、提醒消費者某一產品或組織之利益以提供

雙方滿意的交換過程。

§ 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ation）

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的概念乃是：消費者具有異質性，市場是有許多異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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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數量

單位所組成。而在差異中發現某些共同或相關的因素，希望將一個錯綜複雜的市

場，區分成若干個小市場，使各區隔的小市場內部的差異性減少，並顯現出單純

獨特的特徵，以作為企業營運決策的基礎，進而增進行銷的效能（Smith，1956）。
換言之，市場區隔是將消費者依不同的需求、特徵區分成若干個不同的群體，而
形成各個不同的消費群。市場區隔的標準如下:

1.以社會經濟因素: 如社會文化經濟因素、人口政策及行政配合措施問題

2.以地理環境因素:指是以國家、地區、市場規模、市場密度或氣候作為市場

區隔之用途，市場密度是指特定土地上人口數目，例如某
一人口普查區域。

3.消費者性格心理因素:年紀、性別、收入、族群及其它人口統計因素可用來

發展區隔策略，但並不足以描述全貌。人口統計變數提供

軀幹，心理統計則增加血肉，心理區隔是依據人格特質、
動機、生活方式等變數所作成的市場區隔。

4.購買行為因素:人口統計資料的普遍及容易取得性及與消費者購買，消費行

為的相關性使它常用做市區隔基礎，包括了年紀、性別、
收入、種族、背景。

§ 產品組合層面

深度（種類）

寬(廣)度（數量）

產品組合:所指的是公司中全部銷售的產品，構成了公司的產品組合。

產品組合寬(廣)度:是指公司產品線的數目。

產品線深度:是指一產品線中產品項目的數目。

§ 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 PLC)

產
品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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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期

導
入
期

成
長
期

衰
退
期

係指產品在市場上之壽命。產品經歷四個主要時期:導入期、成長期、成熟期、

衰退期。產品生命週期的觀念不適用於某一品牌，而適用於一產品種類或類
別，產品類別包括了滿足特定需求的所有品牌，如汽車、香菸、飲料、咖啡。

銷售

時期

1.導入期:產品剛推出於市場銷售呈現緩慢時期。

產品進入導入期，所使用不同的策略:

(1)快速滲透:市場大，消費者對產品不明。低價格，高促銷。

(2)緩慢滲透:市場大，消費者對產品不明。低價格，低促銷。

(3)快速搶奪:市場小，消費者對產品不明。高價格，高促銷。

(4)緩慢搶奪:市場小，消費者對產品不明。高價格，低促銷。

2.成長期:在此一階段，銷售額以快速增加方式成長，許多競爭者加入市場，大公

司開始購併早期公司，市場利潤是健康正常的，產品強調重點自基本需

求促銷（例如:CD 的促銷）轉變成為激烈的品牌廣告及品牌差異性的說
明。

3.成熟期:當銷售額增加的幅度趨緩下降時，即代表生命週期中成熟期的開始。產

品的新使用者不再增加，市場趨於飽和狀態;通常這是生命週期中最長的

階段，許多家電正處於此一時期，如洗衣機、烘乾機購買者多因所折舊
毀損而不是新使用者的購買。

銷售曲線

利潤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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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標

高

所
得

低

目
標

高

所
得

4.衰退期:銷售額大幅度下降時即代表衰退期的開始。衰退期的進展速度取決於消

費者品味改變的快慢或代替品採用的速度。許多流行便利品一夜之間喪

失市場，遺留大量存貨。其它則漸漸衰亡，例如收音機、黑白電視及非
電子腕錶。

§ 新產品的發展:

1.採用(The Adoption Process):消費者決定購買此產品所經歷之過程(步驟:認
知、興趣、評估、試用、購買)。

2.擴散(The Diffusion Process):產品慢慢在市場上散佈或滲透的現象。

§ 價格策略

1.上層吸引價格

目的:(1)成本回收較快

(2)市場先鋒，品牌定位

價格:高

生產:少量限量

販賣:高利潤少量

2.市場滲透價格:(Ex:民生必需品，用”量”來制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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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1)提高販賣量

(2)增加市場佔有率

(3)品牌忠誠度

價格:低

生產:大量生產

販賣:薄利多銷

§ 決定價格的因素:

1.成本

2.市場供需來決定價格

3.競爭

§ 短期價格策略:

1.固定金額優惠

2.特別優惠

3.折價券

4.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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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量不加價

6.免費安裝或服務

7.減低或免除利息

8.特賣

§ 價格與產品生命週期(Product Life Cycle,簡稱 PLC)相互關係

1.導入期:採行高價策略，原因為企圖快速收回產品研發成本，其次是需求來自
於市場的核心(顧客需要與產品特質契合)，因此是低彈性需求。

2.成長期:採行穩定價格策略，原因為競爭者的加入，產品趨於成熟，增加了產
品供給。訂價在一定的範圍之內，因競爭者的加入。

3.成熟期:採行降價策略，原因為競爭更激烈，淘汰了高成本和無效率的廠商及
較不具競爭力之競爭者。

4.衰退期:採行低價策略，價格持續下降以使少數存活競爭者利用殘存的需求，
當只剩一個公司時，價格趨於穩定。

§ 心理價格的設定

1.名聲(形象):因產品的名聲或形象給人高價的感覺，使消費者覺得擁有此產品
就顯得特別高貴。滿足自我虛榮心的產品。

2.尾數:因產品價格有零頭，使人感覺有折扣的味道。使消費者因尾數的心理作
用而產生便宜的感覺。

3.階段:同種商品有好幾個等級之區分，使消費者有較大的選擇空間，不計較價
格。

4.習慣:產品多為一般日常用品或經常性購買的一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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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別價格的設定:同一種商品不同價格

1.販賣量:因(量)不同價格而有所區別。Ex:香蕉 1 斤 10 元，10 斤 90 元。

2.場所:因(場所)不同價格而有所區別。Ex:在 7-11 可口可樂一瓶 15 元，在高速
公路休息站可口可樂一瓶 20 元。

3.時期:因(時間)不同價格而有所區別。Ex:網路咖啡店白天 1 小時 30 元，夜間 1
小時 20 元。

4.對象:因(對象)不同價格而有所區別。Ex:電影票成人 1 張 250 元，學生 1 張 220
元。

§ 折扣(Discount):因交易條件之不同產生價格變化。常用” ﹪”來表示。

1.數量折扣:買方因購買大數量或超過特定金額所得到的價格折扣。

2.通路折扣:當配銷管道成員如批發商、零售商執行協助製造商的工作會收到基
本價格折扣。

3.現金折扣:給予消費者或經銷商快速付款的優惠，賣方可降低賬單處理成本與
壞賬風險並可作資金週轉。

4.季節折扣:購買非當季商品的折扣。它能使製造商終年的生產排程正常，而將
儲存的功能移轉予購買者。

§ 通路(Place;Distribution)

從生產者到消費者物品流通的路徑。物品流通系統的演變過程如下:

1.舊有(5*5=25)

諾基亞 A 銷售

摩托羅拉 B 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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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力 C 銷售

易利信 D 銷售

西門子 E 銷售

2.現有(5+5=10)

諾基亞 A 銷售

摩托羅拉 B 銷售

新力 流通業 C 銷售

易利信 D 銷售

西門子 E 銷售

3.未來(5+1=6)

諾基亞

摩托羅拉

新力 流通業 大型賣場

易利信

西門子

§ 行銷通路(Marketing Channel)建構基準

1.產品價格高:少階段。低:多階段

2.產品耐久性高:多階段。低:少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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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產品技術高:少階段。低:多階段

4.知名度高:多階段，擁有廣大的消費群。低:少階段

5.銷售力(自製力)高:少階段，商品管理達到有效的控制(或可採直銷方式)。低:
多階段，商品管理無法達到有效的控制。

§ 通路政策的類型:生產者依其製品流通的方針所製定之政策稱為通路政策。

1.開放性:以儘量擴大方式增加流通範圍。

生產者 水平擴大(廣度)

W11 W21 W31 W41
W12 W22 W32 W42
W13 W23 W33 W43
W14 W24 … …

流
通
業
者

W15 W25 … …

零售業者

2. 選擇性:生產者根據流通業者之銷售力、償還力、配合度等條件選擇適合對
象。例如下圖:有 4 個路徑，選擇其中的 2 個路徑在走。

生產者

W11 W21 W31 W41
W12 W22 W32 W42
W13 W23 W33 W43
W14 W24 … …

流
通
業
者

W15 W25 … …

零售業者

3. 特約性:像專賣店、代理商等。

生產者

專賣店 代理商 專業代理

4. 直接性:生產者藉由郵寄、訪問方式銷售其製品。

多
階
段(

深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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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者
Mail 訪問

消費者 消費者

§ 連鎖販賣(Chain):水平發展販賣組織。

§ 連鎖販賣型態:

1.直營連鎖(Regular/Corporate Chain):

由總公司直接經營這些連鎖店，此種經營的優點為經營權完全控制在總公司

的手中，其缺點為由於完全由總公司出資，由總公司派人經營，在市場拓展
方面較慢。Ex:家樂福、頂好超市

A

1 2 3 4 5
直營店

2.任意連鎖(Voluntary Chain):

任意連鎖為自願加入連鎖體系的商店，主要的市場利基為加入店大多散在各地

的零售店或少數批發商為了求零售商能經營現代化又能保有其商品之獨立

性，同時又能享有永續經營的連鎖體系之市場優勢，在大部分能自己作主的情

況下，加入連鎖系統成為體系內之一家商店，用水平方式串成一販賣組織。Ex:
台灣大哥大和麥當勞及真鍋咖啡店

A

1 2 3 4 5

1-5 皆為獨立企業

3.加盟連鎖(Franchise Chain):

加盟連鎖為總公司與加盟店之間的一種契約行為，總公司將其商標、商品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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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足以象徵公司經營的標誌，供加盟店使用，同時提供經營上的 Knowhow
統一的整體設計與商品供對方使用銷售，而加盟店獲至上述權利後，須付出一

定代價(權利金)給總公司，在總公司指導及援助下，經營事業的一種存續共榮

的關係。Ex:7-11、寶島眼鏡公司

A

1 2 3 4 5

1-5 為加盟店

§ 量販店(Discount Store):簡稱 DS。

常態性折扣、低價販售

1.Outlet:庫存、瑕疪品、退貨之商品集合起來，以折扣或低價來販售。

2.Off Price:不按照訂價或參考價格在販售商品。

3.Kategorie Killer:販售專業類及專門商品。量販店只賣一、二種商品。

4.Wholesale Club:以全員為對象。以加入會員制的量販店。

§ 量販店成長的原因:

1.景氣惡化:庫存產生，競爭激烈。

2.國際貿易自由化:進口自由(外在壓力)。Ex:加入 WTO

§ 零售業商品資訊管理系統

1.銷售資訊管理系統(Point Of Sales):簡稱 POS。

將商品的資訊儲存於條碼(Bar Code)裡面，利用 POS(銷售點)收銀機來做商品

的控制，在利用電腦做商品存貨管理，每賣出商品電腦就會記錄起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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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刻補足存貨。

2.電子訂貨系統(Electric Of System):簡稱 EOS。

利用電話、網路等電子系統作雙向互動，消費者利用線上電子系統購物，在
透過物流將商品送到消費者的手中。

§ 直接銷售(Direct Marketing)

又稱為資料庫銷售(Database Marketing)。不經由中間媒介者將商品直接銷售給

消費者。利用內部建立消費者的資料庫來篩選消費者，再使用郵寄、電話、傳

真、電子郵件等及其他非人身接觸的工具，直接與特定顧客和潛在的顧客溝通
或請求直接獲得回應。Ex:型錄、TV 購物、電子購物…等。

§ 無店舖銷售

1.訪問販賣:銷售人員親自前往顧客住處，將商品銷售予顧客。Ex:南山人壽保
險、兒童教學錄影帶…等。

2.通信販賣:利用內部資料庫來篩選目標顧客，再將型錄郵寄給顧客，顧客依

據商品型錄來購物。Ex:台北郵購、花旗銀行…等。

3.自動販賣:透過機器來銷售商品。Ex:可樂、零食、報紙販賣機…等。

註:

1.2 屬直接銷售[要有資料庫(Database)]，1.2.3 點皆屬無店舖銷售。

直接銷售與無店舖銷售的差別在於自動販售(銷售)，因自動販賣沒有建立消
費者個人基本資料的資料庫(Database)，處於被動狀態。

§ 促銷組合

1.人員(Person Selling):以人員為主之銷售。Face to Face，Door to Door，Pers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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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son，利用面對面的溝通來達到銷售的目的。優點:面對
面溝通，說服力高。缺點:成本高且耗時。

2.廣告(Advertising):廣告是一種付費的溝通方式，常用媒體有電視、收音機、報

紙、雜誌…等，藉由媒體達到宣傳、銷售的目的。優點:
範圍廣。缺點:成本高，說服力低。

3.公共活動(Publicity):藉由第三者以報導方式宣傳。利用免付費的大眾傳播媒體

新聞，以擴大知名度方式來達到宣傳銷售的目的。優點:
成本低，可信度高。缺點:無法任意表達。

4.銷售活動(Sales Promotion):利用短期的方式、工具等來刺激需求立即增加，多

採用展示會、試用、試吃、贈品、折價卷等方式，來達到
宣傳銷售的目的。優點:效果大。缺點:成本高。

§ 廣告的機能

1.情報、資訊傳達:藉由媒體將資訊、情報以較廣泛、快速的方式傳達給大眾。

2.創造需要:提供消費者需求選擇。

3.信賴性:當資訊被廣為傳遞時，較易形成對其信賴。

4.文化性:以該地區、國家之文化背景為主軸。

§ AIDMA Model

消費者心理 購買行為

1. Attention 注意

2. Interest 興趣、關心

3. Desire 需求、刺激購買

4. Memory 記憶

5. Action 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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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點廣告(Point Of Purchase Advertising, POP):較花費成本

它是建立在零售商賣場地點以吸引人潮，並彰顯廣告產品，並企圖造成衝動型

購買。購買點展示包括在貨架上或凸出貨架之外、推車上、走道上、收銀台邊

的電視螢幕，賣場內語音廣播及視聽展示。它的主要優勢是給予製造商一個抓
住消費者的機會。

§ 比較廣告:較花費成本

與同質性或同等級的商品作比較。商品特性包含:外觀、價格、實用性…等。

§ 公共關係(Public Relationship, PR):簡稱公關。較不花費成本。

公共關係可以用來評估公眾態度、確認公眾關切的主題並取得認同，良好的公

共關係方案與整體行銷計劃及促銷組合必需有密切配合關係。藉由人的傳播、

人際際關係，負責建立各單位與個人之間的關係進而提升企業的形象及知名
度。常用的溝通工具:出版刊物、新聞、演講、公共報導、研討會…等。

§ 知識經濟時代下的行銷

知識經濟的重點不是知識，而是轉知識為利潤。如果知識是重點，教師應是知

識經濟的很大受惠者，因為教師是知識傳輸者，也是最直接的知識工作者。但

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教師的經濟地位並沒有在知識經濟中提高。也可說，使

用科技知識比擁有科技知識更重要，有許多比台灣人口少的國家，如芬蘭、瑞
典、新加坡，其在新科技之應用就比台灣廣泛。

此外，「知識」經濟亦為「智識」經濟，因為「智慧」「常識」乃是經過思考或

實踐所獲得的知識、經驗與有效的價值。因此智識經濟時代是一個須要常常動

腦的時代，藉由思考去創造或創新價值，例如：事業創新，像是這幾年才興起

的坐月子中心、網路咖啡中心、生物科技公司、軟體公司、電子商務、企業產

業 e 化……等等。產品創新：一種是開發新產品，另一種是在舊產品中，增加

其附加價值，生產智慧化的產品，例如現在的資訊家電、有機食品的研發。製

程創新：從生產過程中想辦法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效率。生產線的國際分
工，戴爾電腦透過網路，與各國代工廠商合作，快速生產個人化的電腦……等。

§ 行銷未來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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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品差異化日趨式微的今天，企業如何使自已的產品甚至於企業文化能在市

場上受到重視，去掌握「流行的趨勢(Fashion)」就成為首要的重點。同時，企

業除了獲利之外也必須肩負「時代的任務(Mission)」，以達到企業永續經營的

目標進而受到社會及消費者的認同。為了達成以上的二個目標，企業的「有效
的行動(Action)」將成為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