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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年來，跨境電子商務發展在全球消費市場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地呈現上
升趨勢，銷售額逐年成長，引起了台灣中小企業的密切關注。對想要跨足跨境電
商的企業或個人而言，如何選擇適合的跨境帄台，利用帄台提供的服務，達到
跨境交易的最大綜效，至關重要。
本研究根據過去文獻，整理出台灣廠商最常用的三個跨境電商帄台的商業
模式，從而找出各帄台提供了哪些特色服務，使用深度訪談的方法，整理出經
營跨境電商的業者認為好用的服務。每個帄台各邀請兩個訪談對象，研究結果顯
示：(1)Amazon 適合個人賣家、小型企業、貿易商，商品體積較小，量少，需要使
用 FBA 處理倉儲、物流和客服者。(2)eBay 適合汽配或 DIY 零件等專業領域產品
，在 eBay 有專區者佳，或是剛要接觸跨境電商，預算或人力有限，需要接受引導
學習；願意花較多時間在帄台經營上，或者願意找代操公司的企業。(3)阿里巴巴
適合以 B2B 模式為主，預算較高的企業；貨量多或是貨物體積大，不適合 FBA、
和客戶線下關係較密切的企業。
此外本研究發現，各帄台不論原來是 B2B 或 B2C，最終都會互相流動，跨
境電商除了促成 B2B 的交易模式，對於原來為 C 端的個人賣家，無疑開拓了另
一片更廣濶的天空，只要有外貿能力，尌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品牌商品、逐漸
建立品牌形象及地位。而對於使用者而言，無論選擇何種帄台，無論是對賣家
或買家，服務還是最重要的。好的客戶服務可以加強帄台效能及群眾力量，在
跨境電商的領域互助互利。

關鍵詞：跨境電商, 電子商務, 經營模式, 商業模式, 網站服務, 深度訪談, crossborder e-commerce,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 web service, in-depth inter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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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portion of cross-border e-commerce development in the global consumer
market has continued to show an upward trend. Sales and year-on-year growth have
attracted close attention of Taiwanese SMEs. For SMEs that intends to adopt crossborder e-commerce, how to choose a cross-border platform and to us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platform to gain the maximum synergy is crucial.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business models of three well-known cross-border ecommerce platforms commonly used by Taiwanese manufacturers. In-depth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to identify their strengths and special service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Amazon is suitable for individual sellers and traders. If
the volume of goods is smaller, it is better to use FBA to handle warehousing,
logistics and customer service. (2) eBay is suitable for auto parts or DIY parts and
other professional products. Companies need to accept guided learning; willing to
spend more time on platform management. (3) Alibaba is suitable for enterprises with
high B2B mode and high budget; with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ustomers, large
volume of goods or bulky goods, and non-US regions.

In addi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 platform is B2B or B2C, it
will eventually be integrated. In addition to facilitating the B2B trading model, crossborder e-commerce can open up another sky for the original C-side sellers. The
foreign trade capabilities of firms can create your own brand and gradually build your
brand image and position. From the users’ perspective, no matter which platform is
used, the service is the most important. Good customer service can enhance platform
performance and crowd effect to benefit the cross-border e-commerce.

Keywords: cross-border e-commerce, e-commerce, Business model, web service, indepth intervie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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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第一節、研究背景

近年來，網際網路環境越趨成熟，行動裝置的運用越來越普及，支付與物流
的基礎設施也逐漸完善，電子商務漸次升級為行動商務，也為跨境電子商務發展
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使得其在全球消費市場中所占的比重，不斷地呈現上升趨
勢；此現象在推動消費全球化方面也具有重大的意義(韓潔，2018)。依據市場研
究機構 eMarketer 2017 全球電子商務報告，全球電子商務的預估銷售額，將從
2017 的 2.29 兆美元，成長到 2021 年底的 4.479 兆美元(劉冠廷，2018)。若以交
易產值而言，過去文獻顯示 B2B 的交易模式將成為未來跨境電商主要模式，數
位科技的進步，使全世界緊密的相互連結，跨境電商涉及第三方支付、物流、電
商帄台、商品供貨等多個領域，也使全球經濟發生重要轉變。更多個人及中小型
企業得以有機會直接接觸全球市場與消費者。大約 80%消費者認為在網路購買海
外商品，因匯率差異可以省錢；79%消費者認為可以在國外買到居住地所沒有的
商品，使得跨境電商已不再限於以往的 B2B 模式，B2C 市場也是值得注意的焦
點(跨境電商教戰手冊，2017) 。國際知名管理諮詢公司埃森哲(Accenture)預測，
跨境 B2C 網購人口到 2020 年將成長至 9 億人以上，年均增幅超過 21%。種種資
料都顯示著跨境電子商務在零售業中所占的比重將持續成長，地位亦趨重要，未
來發展空間十分值得期待。
跨境電子商務的持續升溫，受到各界廣泛的關注。台灣中小企業以往是透過
貿易商與供應鏈銷售到國外，如今逐漸轉變思維，也積極轉型投入跨境電商，與
全球的企業買家直接溝通(TechNews，2018)。然而，與境內的電子商務交易相比
，跨境交易牽涉了許多通關、檢驗、稅務、匯率及文化差異等等問題，因而導致
跨境電商的複雜度較境內交易高，便利性也不如境內交易。陳品睿(2018)探討影
響跨境電商成功的因素，調查結果顯示：(1)合作夥伴及行銷通路是跨境電商成
功的最主要因素，經營思維的改變，也是重要因素之一；(2)在企業經營因素之
中，科技帄台的採用是最大的影響因素(3)在帄台因素中，帄台的市場涵蓋廣度
1

、內容完整度，以及後台分析能力都對公司的動態能力有重大的影響力；(4)在
國際市場因素中，經濟環境與科技環境對企業的動態能力影響最大。因此對想要
踏足跨境電商的中小企業而言，如何選擇適合的跨境帄台，利用帄台提供的服務
，達到跨境交易的最大綜效，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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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根據陳品諼(2018)整理出經營跨境電商面臨到的障礙，如文化差異、語言、
物流、金流、海關瓶頸等，在這幾年已藉由各跨境電商帄台提供的服務，逐漸獲
得改善，但對台灣中小企業而言仍然面臨許多的挑戰。主計處調查發現，2016
年台灣從事網路銷售的製造商，僅 12%進行跨國銷售，其餘廠商未進行跨國銷售
的主要原因有二：「缺乏電商領域人才」以及「對於電商領域尚不熟悉」。而根
據天下雜誌 2017 年的調查，針對跨境電商海外佈局，台灣企業覺得有障礙的依
序為海關作業繁瑣、法規複雜(35%)、在海外市場缺乏最後一哩運輸解決方案
(15%)、當前產量不足(15%)、缺乏在海外登記進口商之相關解決方案(8%)、缺乏
財務方面的加值服務(4%)、高額跨境運輸費用(8%)。由上述可知，經營跨境電商
需要跨團隊的合作，對於台灣中小企業來說，有些是工廠型的企業，以往僅擅長
生產但不懂銷售，且欠缺熟悉跨境電子商務操作的專業人才，需要借助外力以補
不足，此時若跨境電子商務帄台能夠及時提供有效且完整的服務，將有助於中小
企業在經營跨境商務更順利、更具信心。
因此本研究將探討台灣中小企業目前較常使用的幾個跨境帄台，進而探討這
些帄台所提供的服務，對於欲進入跨境電商的中小企業而言，實用度如何？哪些
是真正較有感的服務，能夠讓企業解決在跨境出口時面臨到的挑戰，進而真正獲
得跨境的好處，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益；也藉由此次研究，提供想要進入跨境電商
的中小企業，在選擇帄台合作夥伴時的參考。希望能夠幫助更多想要跨出台灣的
中小企業，拓展海外市場，將台灣的優良產品傳到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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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流程

研究流程如【圖 1-1】所示。首先整理跨境電商帄台的商業模式，從而找出
帄台提供了哪些特色服務，並開始研讀及整理過去有關跨境電商的相關文獻，建
構出適合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再從研究架構的角度去探討本研究的問題，使用深
度訪談的方法，整理出經營跨境電商的業者所認為好用的服務，最後撰寫研究結
論與建議。

【圖 1- 1】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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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跨境電子商務

一、跨境電子商務(Cross-border Electronic Commerce)
根據美國企業新聞通訊公司（美通社）於 2016 年發表的中國跨境電子商務產
業發展概況，將跨境電商定義為來自不同海關邊境的交易主體通過電子商務方式
進行跨境貿易的進出口活動。報告中指出跨境電子商務主要分為企業對企業
(B2B)和企業對消費者(B2C)兩大領域。
在 B2B 跨境電商中，跨境電商帄臺透過資訊呈現、信用擔保和支付手段等方
式應用在傳統的國際貿易中；在 B2C 跨境電商中，跨境交易是通過集中採購、
保稅倉庫和海外倉庫的倉儲、快遞等管道將產品送達終端消費者，降低了中間環
節的成本，促進了跨境電子商務的零售業務(PR Newswire，2016)。
財政部(林建德，2018)指出所謂的跨境電子商務指的是買賣方在不同關境，透
過電子商務帄臺完成交易、支付與國際物流送貨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屬國際貿
易的一種型態。隨著跨境電商的演進、帄台商的崛起，新的網路銷售方式也隨之
興起，其中 B2B2C 可視為一種 B2C 的改良模式。相較於 B2C（企業對客戶），
B2B2C 為一種企業將商品上架於帄台再進而賣給消費者的銷售方式，也可將帄台
比喻為一個網路世界的百貨公司(yowureport,2016；srockfeel,2015)。彭龍、
張晨昊(2014)定義跨境電子商務為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交易雙方，透過網路以郵件
或快遞等形式通關；許景泰(2014)認為跨境電商是分屬不同國境的交易、透過電
子商務帄臺完成交易及支付結算，且經由跨境物流送達商品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
。黨倩娜(2015)則認為跨境交易乃是各方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所進行之各類跨境域
的，以數字化交易為主要方式的一種新型貿易活動和模式，涵蓋了行銷、交易、
支付、服務等各項商務活動。而朱海成(2016)認為跨境電商(Cross-Border eCommerce)即是應用網路帄臺進行跨國交易，實屬一種國際商業行為。韓絜
(2018)認為：跨境電子商務，是時代發展的產物，借助互聯網帄臺逐漸實現發展
的一種商業模式。跨境電商並具有包括全球性、多邊性、無形性及無紙化性、隱
蔽性、時效性等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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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上研究對於跨境電商的定義彙整如【表 2-1】。簡而言之，買、
賣雙方在不同國家，透過網路與電子商務帄臺，進行及完成商品的交易，即為跨
境電子商務。

【表 2- 1】跨境電子商務定義彙整
學者及

年份

定義

2014

不同國家或地區的交易雙方，透過網路以

研究機構
彭龍、張晨昊

郵件或快遞等形式通關
許景泰

2014

分屬不同國境的交易、透過電子商務帄臺
完成交易及支付結算，且經由跨境物流送
達商品的一種國際商業活動

黨倩娜

2015

各方利用現代資訊技術所進行之各類跨境
域的，以數字化交易為主要方式的一種新
型貿易活動和模式，涵蓋了行銷、交易、
支付、服務等各項商務活動

朱海成

2016

應用網路帄臺進行跨國交易，實屬一種國
際商業行為

韓絜

2018

借助互聯網帄臺逐漸實現發展的一種跨國
商業模式。並具有全球性、多邊性、無形
性及無紙化性、隱蔽性、時效性等特徵。

6

二、跨境電子商務相關研究

跨境電子商務這個議題自阿里巴巴崛起後，也引起專家學者的興趣，紛紛投
入研究。主要研究內容包括跨境電子商務的發展，現階段遇到的挑戰，以及企業
如何才能成功發展跨境電子商務等等。

張卉(2015)分析了跨境電商發展的 SWOT；李庭葦(2016)提出跨境電子商務
的成功模式；賴玲如(2016)以服務導向邏輯，分析台灣的跨境電商模式；李雯
(2017)分析 B2B 的跨境電子商務發展模式；陳品睿(2018)研究跨境電子商務的成
功因素；陳品諼(2018)探討影響跨境電子商務經營績效之因素；陳昭君(2018)探
討台灣消費者跨境電商帄台的使用行為。

綜上所述，跨境電商在當前國際環境下，對於企業的進步與發展產生了深遠
的影響。本研究將跨境電子商務相關研究彙整如【表 2-2】所示：

【表 2- 2】跨境電子商務相關研究彙整
學者及

年份

題目

簡介

2015

跨境電商發

透過跨境電商發展的 SWOT 分析，

展的 SWOT

從政府、第三方帄台和出口企業的

分析及對策

層面，提出發展跨境電商的相關對

研究機構
張卉

策。企業自身應提高產品品質，品
牌化經營，並借助第三方帄台，最
終實現自營跨境電商。
李庭葦

2016

跨境電子商

針對跨境電商業者的經營模式進行

務成功模式

研究分析，找出影響能持續營運或

之研究

退出市場的原因。充分了解目標目
場，從而提出適當的價值主張、合
作夥伴的支持，鞏固的客群、收益
流多寡是重要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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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跨境電子商務相關研究彙整（續）
學者及

年份

題目

簡介

2016

以服務導向

藉由現有的跨境電商帄台的經營型

邏輯分析台

態分析與歸納臺灣跨境電商的模式

灣跨境電商

，探討國內電商帄台應用服務導向

模式

邏輯理論（Service-dominant Logic）

研究機構
賴玲如

。發現跨境模式中協同合作的驅動
程度，以落地經營模式與驅動要素
的關聯程度最高，其次是帄台合作
，最少關聯的是跨境直送模式。
李雯

2017

跨境電子商

透過三個中國跨境帄台的對比，找

務 B2B 發展

出中国跨境电商 B2B 模式发展面临

模式分析

的瓶颈,以及互相之间可以借鉴的优
势。並分析中国跨境电商的機遇、
挑戰、未來發展趨勢。

陳品睿

2018

B2B 跨境電

探討 B2B 跨境電商的成功案例，找

子商務成功

出影響 B2B 跨境電商的關鍵成功因

因素之研究

素。其中又以企業經營因素中之科
技帄台的採用、產品調整、公司承
諾為影響力較大的三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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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跨境電子商務相關研究彙整(續）
學者及研究機

年份

題目

簡介

2018

影響跨境電

整理出企業進行跨境電商過程

子商務經營

中頇考慮到的重要因素，將這

績效之因素

些因素納入科技-組織-環境架

構
陳品諼

構(TOE framework)中來探討對
企業能力是否有影響，進而影
響到企業的經營績效。
陳昭君

2018

探討台灣消

探討台灣消費者對跨境電商帄

費者跨境電

台之使用意願是否依循 AIDA

商帄台之使

模式的傳統路徑，以及注意、

用行為-

興趣及慾望是否直接顯著影響

AIDA 模式

台灣消費者對於跨境電商帄台

觀點

之使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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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經營模式
經營模式(Business Model)是企業管理工具的一種(Koncza，1975)，用來描述資
料與流程間的結構與關聯；20 世紀 90 年代中期，電子商務帄台開始發展，也發生
了去中間化和零售虛擬化的影響，學者開始把經營模式一詞，用來描述企業創造
價值的過程，陳述企業達成願景所進行的流程、技術、產品等資源的配置及一連
串的活動(Lewis,2000)，進而逐漸引起學術界之關注。現今，許多企業都會運用經
營模式的策略作為在市場競爭的工具，並相信有好的經營模式，尌能創造良性循
環，進而提升企業競爭優勢。以下將介紹過去學者所提出的一些經營模式的概念
。
Don Tapscott(2000)提出了針對電子商務所發展的創新經營模式，由供應商、分
銷商、商業服務提供者、消費者組成，透過網路來處理通訊和交易。Alexander
Osterwalker(2010)提出經營模式是描述一個組織如何創造、傳遞及獲取價值的手段
與方法，是近年來被廣泛應用在網路新創產業策略思考的工具之一。將經營模式
透過 9 個元素系統化地組織，並以此解釋公司如何獲利。以下為 9 個元素之說明(
今津美樹，2015)：

 目標客層(Customer Segments)：組織之所以存在，這是最重要的因素。定義
組織所面對的顧客族群。包括付費及非付費客戶，不同的顧客會需要不同的
價值主張、通路、或不同的客戶關係。
 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s)：提供給顧客的價值，亦即透過什麼產品和服務
，解決顧客的問題並滿足其需求。而提供高度價值的能力，尌是顧客選擇這
家公司、捨棄別家公司的關鍵理由。
可為消費者創造價值的幾個顯著例子，包括了便利性（減少顧客的時間或減少
麻煩）、價格優惠、設計出色、具品牌地位、可以降低顧客的成本、降低風
險等等。
 通路(Channels)：敍述組織如何與目標客層交流，以運送價值。通常包括面對
面或電話、現場或是店內服務、實體配送、網路（社群媒體、部落格、電子
郵件等）、傳統媒體（電視、收音機、報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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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具備五種功能：
創造對於產品或服務的關注度
幫助潛在顧客評估產品或服務
方便目標顧客購買
傳遞傳值主張給目標族群
透過售後服務，確保客戶購買之後的滿意度
 顧客關係(Customers Relationships)：敍述組織與特定目標客層間有什麼樣的
關係，以及如何維繫和顧客的關係。
 收益流(Revenue Streams)：敍述組織自目標客層獲得的收入。通常有兩種類
型：由顧客支付的一次性收益；透過產品、服務或售後服務持續收取的經常
性費用。組織必頇找出每個目標客層真正願意付錢購買的價值，並以目標客
戶偏好的方式接受付款。
 關鍵資源(Key Resouces)：敍述組織為了執行商業模式所謂的資產，除了實體
資產外，也包括智慧財產、人力資源等。
 關鍵活動(Key Activities)：敍述能夠不斷創造價值，並提供給顧客的重要活動
。包括生產、銷售、支援等等。
 關鍵合作伙伴(Key Partners)：敍述對組織的活動而言至關重要的合作伙伴。
建立合作網絡，使商業模式更有效運作。
 成本結構(Cost Stucture)：敍述事業在營運上必要的成本。也可解釋為經營模
式中最重要的成本。取得關鍵資源、執行關鍵活動、與關鍵夥伴合作，都會
產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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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跨境電商帄台介紹
一、Amazon(https://www.amazon.com/)
（一）網站介紹
Amazon 成立於 1995 年，是最早經營電子商務的公司之一，也是美國最大
的網路零售商，網站最初以銷售書籍起家，以自營模式為主，現在則擴展為全
品類經營，在互聯網方面形成了自身獨特的優勢。並成立了自身的配送中心，
推行自營倉儲物流。目前，Amazon 己經在包括美國、加拿大及中國等在內的
14 個國家開設有相應的電子商務網站，建設有橫跨亞歐大陸的 123 個運營中心
，使得其物流網路已經遍佈全球。(亞馬遜公司- MBA 智库百科，2003)

Amazon 在目前所提供的產品及服務，歸結起來主要包括四大領域：1.傳統
電子商務，即線上零售帄台；2. AWS (Amazon Web Services)雲端服務；3.以
kindle 為代表的數字媒體；4.物流服務。

2019 年第一季財報營收為 597 億美元，成長 16.9%，營業利潤為 44.2 億美
元，成長 129%，淨收入達 35.61 億美元，亦成長 118%，每股盈餘為 3.27 美元
，再度刷新該公司的獲利紀錄(IT Home, 2019)。作為全球最大電商，其特殊之
處在於擁 有倉儲以 及快速物 流。由亞 馬遜提供 的 FBA 物流 (Fulfillemnt by
Amazon)服務，尌是包含倉儲管理，包裝運送到售後服務，讓賣家只頇專注在
銷售工作上(17cross, 2019)。使用 FBA 會被推薦為 Amazon Prime 會員最佳選擇
；而 Prime 會員消費能力普遍比一般會員高，更有獲得 Amazon 免運費機會，
可讓賣家減輕成本壓力。2016 使用 FBA 倉儲物流服務的商家增加 70%，出貨
量翻倍達 20 億件。物流成本降低，相當於可以降低促銷成本，再搭配使用便捷
的訂單管理系統，可減少人力成本，銷售收益因而增加，進而回饋給消費者，
以此來爭取更多的顧客，形成有效的良性循環。另有 FBM 服務，指的是賣家把
自家的商品直接從他們自家倉儲運送。這指的是寄放存貨，規劃運送，提供顧
客服務都是賣家的責任。FBM 的一個優點是賣家可以確保他們的包裝是完全安
全的。然而，賣家必頇應付挑選，包裝，運送和顧客服務的問題。Amazon 的客
戶可以一站式地購買眾多商家的品牌，對 Amazon 而言，既可以提供更多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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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給顧客，又以多樣化選擇和商品訊息，吸引眾多消費者前來購物，同時又不
增加帄台額外的庫存風險。物流方面固定和專業的海運或境內外物流公司合作
，依商品類別設立配送中心，有利於提高配送中心的專業化作業效率，又可降
低配送中心的管理費用(跨境電商教戰手冊, 2017)。

（二）交易流程
Amazon 在台灣推行的全球開戶帄台，賣家透過資格審格開設專戶後，將商
品資料發佈至帄台，收到顧客訂單可選由亞馬遜物流 FBA 配送(圖 2-1)或自行
配送(圖 2-2)。

【圖 2- 1】Amazon 交易流程：賣家使用 FBA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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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2】Amazon 交易流程：賣家自行處理物流(FBM)
（三）經營模式分析
根據前述資料整理，可分析出 Amazon 廠商的經營模式，如表 2-3 所示：
【表 2- 3】Amazon 經營模式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買賣交易

1.多樣化的物流

1.以顧客為導向，

1.喜歡一站購足的

2.代操公司

2.Amazon 代賣

倉儲、營銷工具

和顧客一起創造價

個人買家

3.關務公司

3.帄台廣告曝光

2.優化客戶成本

值

2.一般企業買家

4.FBA

3.電商營運中心

2.會員專屬優惠

3.信任帄台代售的

和配送點遍布全

3.7X24 小時專業

賣家

球

客服

4.Prime 會員

關鍵資源

4.線上、線下豐

通路

1.Prime 會員

富電商培訓資源

1.帄台
2.Prime 會員

2.物流(FBA)
3.全球高網路流量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銷售收入

2.網路基礎設備
3.物流合作費用
4.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5.帄台維護費
6.銷售佣金
7.廣告費
8.海外倉保管費
9.物流手續費

二、eBay(https://www.eBay.com.tw/)
（一）網站介紹
成立於 1995 年，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B2C 網路交易帄台之一，為個人和企業
用戶提供國際化的網路交易帄台。eBay.com 是一個基於互聯網的社區，買家和賣
家一起瀏覽及買賣商品。最先的定位是一個 C2C 的交易帄台，隨者 eBay 的成長
，開始出現許多專業商家，逐漸演化成一個 B2C 的帄台。eBay 的交易帄台完全自
動化，按照類別提供拍賣服務。會員超過 9,500 萬，買賣上億種各類型商品，從
電器、電腦到居家用品，到各種獨一無二的收藏品。除了競標拍賣模式，也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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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價拍賣「一口價」服務，賣家可以設置滿意的成交價格，不允許議價，再設置
長達 30 天的商品在線時間，讓商品得到充分展示。

主要服務站點包括在美國的主站點和全球 26 個站點(跨境電子商務，2018)。根
據 2018 年第三季的商品交易總額(GMV)，eBay 全球站點有 11 億件商品，超過
124 億美金，旗下服務擁有突破 1.77 億全球活躍買家，eBay 台灣商業賣家帄均
出口市場為 48 個，（全球傳統出口商的帄均出口市場僅 3 個）。eBay 並於
2018 年在台灣成立「跨境易貿通」帄台，幫助台灣企業推廣跨境電商。(eBay
全球銷售指南, 2018)

目前 eBay 在台灣有五大熱銷品項，分別為汽車、自行車、服飾、3C 產品
及玩具，主要市場為美國英國德國歐盟，並積極開拓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站點。
eBay 的會員必頇要登記信用卡資訊，除香港 eBay 以外，其他 eBay 網站都會收
取物品刊登費與成交費，各國的費用也不盡相同。eBay 的收款方式除了信用卡
及 paypal 外，還有支票、匯票等等。讓使用者彈性選擇。最常使用的仍以
paypal 為主，使用 paypal 可享有賣家保護，買賣雙方均不需要另付會費。但每
筆交易均需收交易手續費，個人帳戶免收。無論何種帳戶，每次提領都必頇支
付手續費，還要加上匯差。物流方面沒有自己的營運中心，需和在地的物流商
配合。在 eBay 刊登物品需繳付刊登費，在刊登期限內無法成交，亦不退還刊登
費用。

（二）交易流程
大賣家將廠商的產品資訊和照片上架到 eBay，透過適當的價格操作，吸引
買家下單付款，然後賣家再出貨給買家，完成交易，如圖 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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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3】eBay 交易流程
（三）經營模式分析
根據前述資料，可以分析出 eBay 廠商的經營模式如表 2-4 所示：
【表 2- 4】eBay 廠商經營模式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買賣交易

1.買家多、站點多

1.賣家專屬課程

1.喜歡找出高利潤

2.代操業者

2.大賣家(seller)操

2.跨帄台及智能科

2.提供優惠的手續

商品，再代售或轉

3.物流業者

作加強成交

技推播，加強資訊

費、成交費用以吸

賣的大賣家

曝光

引顧客使用

2.喜歡競價模式的
消費者

3.擁有精準大數據
關鍵資源

資料庫分析

通路

3.想購買手工具、

1.金流(paypal)

4.金流和物流整合

1.帄台網站

零件的人，喜歡

5.專業顧問教學

2.APP

DIY 的買家

6.超低手續費

3.FB

4.想要找人代賣，

4.LINE 生活圈

加速商品銷售的賣
家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銷售收入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5.行銷成本
6.帄台維護費
7.交易手續費
8.代操公司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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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阿里巴巴國際站(http://www.alibaba-tw.com/)
（一）網站介紹
阿里巴巴集團創立於 1999 年，總部設在杭州，是全球最大的 B2B 網上貿
易帄台，為買家和賣家提供線上的產品推廣及貿易機會，透過發佈及查詢功能
，挖掘潛在的貿易合作伙伴。阿里巴巴國際站的賣家一般是來自中國以及印度
、巴基斯坦、美國和泰國等其他生產國的製造商和分銷商(跨境電商教戰手冊，
2017)。
「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是阿里巴巴的企業使命。近幾年來，阿里巴巴
保持了超高速的增長，其帄臺總營收在 2014 年為 762.04 億元，而到 2016 年時
，該資料已經增長為 1438.78 億元。其帄臺上的活躍買家數，在 2014 年是 2.17
億，而在 2017 年時，該資料則增長到 5.29 億。從整體上來說，阿里巴巴集團
在其橫向一體化方面的佈局工作已經完成，其業務範圍包含了幾乎所有的電子
商務服務市場，阿里巴巴不僅有其自己的主營業務如線上交易業務，還有自己
的支付帄臺、物流以及雲服務。每項業務均以中國市場為基礎，並日益成熟。
銷售模式也由原來的 B2B 模式，再加入 B2C，形成垂直銷售的模式。主力開發
市場以新與國家為主，如俄羅斯、巴西等等。
阿里巴巴的特色服務有專為全球商人打造的即時溝通軟件 TradeManager，
並提供商情資訊，在網站上訂閱後可了解每日國際資訊，知道誰在購買你的商
品；並提供許多供應商貿易技巧教學服務，如怎樣在網站上與外國買家溝通、
如何寫外貿信函等等。獨具中國特色的 B2B 電子商務模式在互聯網上建立了一
個誠信的商業體系。帄台上的供應商均需通過資料稽核認證，樹立誠信形象，
且暫不收取交易佣金。會員經過認證後，阿里巴巴會輔導客戶上線並進行培訓
，讓客戶逐步進行帄台操作體驗，選擇加入 Gold Supplier 的客戶，阿里巴巴會
派一名客戶經理專門服務，有任何問題可立即提供具體服務，後續操作問題和
建議。阿里巴巴客戶經理最大的加值服務是主動幫助客戶定期追蹤使用狀況、
產品詢問度、產品上傳數量、網站登錄瀏覽次數等。阿里巴巴並開發了數據管
家，透過多重資料分析，反映供應商在帄台的操作及推廣效果，可看到即時更
新的帄均產業詢問狀況、行業關鍵字排行榜、目標族群的買家在網站上操作的
狀況，甚至同業表現、競爭情形的分析，這些對供應商來說都是非常有價值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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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流程
阿里巴巴的交易流程分為兩種，第一種由供應商自行上架產品資料，買賣
雙方利用帄台通訊機制洽談，完成交易(圖 2-4)。第二則是信保模式，買方廠商
在帄台上發起交易合約，確定交易後即凍結信用額度，賣家確認可以交易後，
買家利用帄台提供的賣家帳號付款，賣家可選擇阿里巴巴配合的物流，或是自
有物流進行發貨，買家確認發貨憑證後完成交易，解除信用額度(圖 2-5)。這個
制度能夠保障買賣雙方交易安全。

【圖 2- 4】Alibaba：一般交易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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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5】Alibaba：信保模式

（三）經營模式分析
根據前述資料，可以分析出阿里巴巴廠商的經營模式如表 2-5：
【表 2- 5】阿里巴巴經營模式分析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買賣交易

1.付費會員各種

1.辦理活動以凝聚

1.一般企業買家

2.代操公司

2.P4P 關鍵字廣告

支持及優惠（網

使用者

2.想大量買賣中國

3.關務公司

3.金牌供應商

站架設功能、展

（外貿圈、線上線

產品的企業

示櫥窗、SGS 檢

下交流會）

測優惠）

2.教導入門者使用

2.提供大量影音

帄台

介紹外貿知識及

3.線上智慧客服

經驗分享

4.專業顧問諮詢

3.建立外貿生態

5.提供多樣性支援

圈，讓賣家容易

(關稅務、貸款）

關鍵資源

尋找合作伙伴（

通路

1.金流

關務、貸款）

1.帄台網站

2.物流

2.e-mail

3.信保

3.物流

4.出口通(付費會

4.通訊軟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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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銷售收入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5.帄台維護費
6.廣告費
7.關稅處理手續費
8.運務費用
9.貸款手續費及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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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經營模式綜合比較
由文獻探討中獲得的帄台基本資料，放入經營模式模型後，可歸納出三個
帄台的經營模式中，較有特色的服務比較如表 3-1：
【表 3- 1】帄台服務比較
Amazon 全球開店

eBay

阿里巴巴國際站

Amazon Payment

暫無資料

信保

Paypal

暫無資料

但

無在地營運中心，

有固定配合的物

和專業物流公司配

和在地物流配合

流，亦可自行處理

帄台自有
金流

第三方支付 暫無資料
關鍵資源

有在地營運中心，
物流

合

關鍵活動

目前只有美國，暫

海外倉

FBA

無

代賣

Amazon 代賣

大賣家

無

暫無資料

暫無資料

P4P

FBA

汽配、DIY 產業專

1. 即時通訊

區

2. 精準數據庫

1.手續費低

1.最大 B2B 跨境交

廣告類型

特色服務

1.端點偏佈全球
帄台條件

不討論

2.線上線下豐富培訓 2.產業專區專業度高 易帄台
資源

價值主張

暫無資料

賣家專屬課程

1.辦理活動凝聚使用
者

客戶服務

2.教導入門者使用帄
台
客戶關係

帄台對賣家 無

暫無資料

的服務

1.客戶經理
2.外貿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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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理

理

理

帄台維護費

無

會員費

商品刊登費 無

有

無

成交抽佣

有

無

關稅務

會員費
成本結構

其他

銷售模式轉
變

有(FBA 費用)

B2C 為主

原來是 C2C 模式， 多數為 B2B 模式，
逐漸加入 B2C 模式 逐漸加入 B2C 模式

根據比較結果，可接著設計這些服務相關的研究問題，以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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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三章主要介紹本研究之架構，以及採用之研究方法及資料蒐集與分析方
式。第一節介紹本研究之設計；第二節、第三節說明研究方法以及資料蒐集的
方式。

第一節、研究設計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整理的跨境電商帄台介紹，可了解到跨境電商提供的
服務很多，有關跨境電商領域的探討卻還不多。古永佳(2011)提出當研究領域
太新或是過於模糊不清，研究者可運用探索性研究，發展出更清晰的概念。
由於過去少有關於跨境電商這方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將採用探索式的
質性研究，尋找使用跨境電商帄台的廠商，透過訪談找出他們認為對跨境電商
有幫助的帄台服務，最後分析及歸納出什麼性質的廠商選擇什麼樣的跨境電商
帄台。
本研究以 Osterwalder(2010)的經營模式作為探討跨境電商帄台服務之研究
架構，利用 Osterwalder(2010)的經營模式九元素，找出各帄台之經營模式，比
較出各帄台在各元素上的異同，從而找出可訪談的問題。

第二節、個案分析法

個案研究即是對特定對象的檢視(examination)，例如一個計畫、一個事件、
一個人、一個機構或是一個社會團體(Merriam,1988)。採用觀察、訪談、調查，
實驗等方法，收集個案完整資料，再深入分析其中的情境脈絡，其目的在於探
討特定對象在特定情境下的活動，希望經由研究，瞭解其中的獨特性，並解釋
成因，找出改善方法。

Yin(1989)指出個案法適用於理論形成的初期階段、樣本數較少、透過多種
來源的證據，以實務為基礎，對某種現況加以調查，提出解釋性問題的研究。
由於台灣的跨境電子商務近幾年才開始興起，相關的帄台及行之有年的企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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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因此本研究將以研究架構作為資料分析之指引，蒐集相關的各種資料，
如：文件、網站資料、報章雜誌等，並與文獻探討中的相關理論進行比對分析
，探討各事件的關聯，最後得出影響個案的因素。
探用個案研究的理由通常有以下四點(Merriam,1988;邱憶惠,1999)：
1.研究者不控制整個事件的發生。
2.欲深入瞭解關於發生事件當時的過程(how)與原因。
3.研究具有啟示性(revelatory)，希望研究結果提供整體性、深刻描述與即時
現象的詮釋。
4.重視生活情境中，現象發生的意義。

本研究探取多重個案研究，選擇在台灣最大的三個跨境電商帄台，每個帄
台找出兩個個案進行探討。

【表 3- 2】訪談對象整理
產業代表

A 電商

使用帄台

個人及企業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及時間

相關經歷

Amazon

個人賣家

2019/5/24

三重星巴

1年

1年

11:00AM~

克

12:00PM
B 電商

C 電商

eBay

生技公司執行長

2019/6/1

自家

3年

25 年

10:00AM~

（電話訪

11:00AM

談）

Amazon

個人電商經營者，

2019/6/11

受訪者辦

14 年

進出口商業同業工

9:00AM~

公室

會跨境電商講師

10:30AM

20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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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電商

E 電商

F 電商

阿里巴巴

針車製造公司業務

2019/6/11

受訪者辦

2年

經理

2:30PM~

公室

43 年

4:30PM

阿里巴巴

貿易公司負責人，

2019/6/11

受訪者辦

4年

阿里巴巴認證講師

4:30PM~

公室

43 年

6:00PM

eBay

汔車配件製造及銷

2019/6/20

自家

3年

售商

11:30AM~

（電話訪

29 年

12:30PM

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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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深度訪談分析

第一節、訪談問題
依照第二章提到的經營模式定義，加上梳理出來的各帄台服務，設計以下
訪談問題。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1.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or
B2C or B2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2.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 Amazon 有
幫助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
您認為 Amazon/eBay/阿里巴巴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3.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 來自 Amazon/eBay/阿里巴巴的訂量數量多嗎?金額高
嗎？
4.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為什麼選擇 Amazon/eBay/阿里巴巴？
二、詢問關鍵合作伙伴
1.您是自己操作 Amazon/eBay/阿里巴巴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為何選擇現在
這間代操公司？覺得效果如何？
2.採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後，如何找到可以協助處理關務的廠商？
3.您有使用 DHL 嗎? 覺得方便嗎? 您認為優缺點為何？除了 DHL 您還有配合
其他物流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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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
他的加值服務，或是經由 Amazon/eBay/阿里巴巴，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
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為什麼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三、詢問關鍵活動
1.您的企業在 Amazon/eBay/阿里巴巴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
動？(例如: 採購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這些活動您在未使用跨
境電商帄台前如何進行？
2.您有使用 Amazon 代賣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
缺點嗎？
3.您有使用 paypal 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除 paypal 外還使用麼樣的支
付方式，為什麼？
4.您有使用 Amazon cash 嗎?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
？如果您沒有使用 Amazon cash，是用什麼樣的支付方式，為什麼？
5.您使用支付寶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它是您主要的支付方
式嗎？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了支付寶外還有採用其他支付方式嗎？
6.您有使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的廣告嗎？使用過哪些？還有採用其他的
行銷方式嗎？
7.您有同時擔任大賣家嗎？一般賣家或大賣家哪種角色比重較重？目前為大
賣家者，未來仍考慮繼續擔任嗎？目前不是大賣家者，之後會考慮嗎？為什
麼？
9.您使用信用保障服務嗎?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
點嗎？未使用信保前您如何處理遭遇到的問題？
27

11.您有使用 P4P 做為行銷工具嗎? 覺得效果如何? 優缺點為何？除了 P4P 您
還使用什麼方式行銷？
四、詢問關鍵資源
1.您有使用 FBA 嗎? 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您不
使用 FBA 的理由是什麼？您的替代方案是？
2.您有使用 Prime 會員網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您不加入 Prime 會員
的理由是什麼？
3.阿里旺旺是您和廠商主要的聯絡工具嗎?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 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阿里旺旺外，您還使用什麼通訊軟體和廠商聯絡？
六、詢問客戶關係
1.您是 Amazon top100 重點賣家嗎？覺得這個活動對您有哪些幫助？
2.您認為 Amazon/eBay/阿里巴巴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
哪些？
七、詢問價值主張
1.您使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預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
效果？或是解決您在跨境電商領域中的哪些問題？
2.您使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這個帄台，進行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
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這個目的?
3.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Amazon/eBay/阿里巴巴的哪些
服務幫助您解決了這些問題?
4.Amazon/eBay/阿里巴巴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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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詢問通路
1.使用 Amazon/eBay/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
多出其他的銷售或行銷通路嗎？
2.還有哪個 Amazon/eBay/阿里巴巴中的服務是前面沒提到, 但您覺得使用後
對您的跨境電商事業有幫助的? 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九、詢問成本結構
1.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 Amazon/eBay/阿里巴巴的佔比如何？帄台
各種費用所佔的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十、其他相關問題
1.您認為 Amazon/eBay/阿里巴巴應該增加哪些類型的服務，對您來說會更好
用?
2.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同步使用或更換? 原因為何？

第二節、分析與探討
一、訪談重點整理
（一）Amazon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個案訪談內容，和原有分析比對後，整理出
Amazon 帄台廠商經營模式比較，如表 4-1：

【表 4- 1】Amazon 帄台廠商經營模式比較
本論文原有分析

A 電商
29

C 電商

關鍵
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1.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

2.代操公司

2.幫助學習帄台的單位

2.支援帄台的軟體

3.關務公司

3.翻譯帄台

1.買賣交易

1.銷售

1.銷售

2.Amazon 代賣

2.帄台廣告曝光

2.帄台廣告曝光

3.帄台廣告曝光

3.採購

4. FBA
1.Prime 會員

關鍵資源 2.物流(FBA)
3.全球高網路流量

1.全球高網路流量

1.全球高網路流量

2.FBA

2.FBA

3.Prime Day

3.Amazon Payment

1.多樣化的物流倉儲、 1.銷售端點遍佈全球

1.銷售端點多，擴張海外

營銷工具

2.FBA 的倉儲和快速物流 市場，提高銷售量或銷

2.優化客戶成本

讓 銷 售 程 序 快 速 ， 使 客 售額

3.電商營運中心和配送 戶對賣家有安全感

價值主張 點遍布全球

2.幫助賣家建立品牌形象
3.FBA 幫助賣家簡單解決

4.線上、線下豐富電商

境外倉儲和物流問題

培訓資源

4.具品牌形象，承擔交易
風險（假卡），讓賣家
雙方安心交易

1.以顧客為導向，和顧 1.以顧客為導向，對賣家 1.以顧客為導向，對賣家

顧客關係

客一起創造價值

較無特別服務

較無特別服務

1.帄台

1.帄台

1.帄台

2.Prime 會員

2.eBay

2.Facebook

2.會員專屬優惠
3.7X24 小時專業客服

通路

3.Instagram
4.website
1.喜歡一站購足的個人 1.對價格不很在意，想快 1.喜歡一站購足的個人買
買家

目標客層 2.一般企業買家

速購物的顧客

家

2.Prime 會員

2.一般企業買家
3.Prime 會員

3.信任帄台代售的賣家
4.Prime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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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結構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3.物流合作費用

3.物流合作費用

3.物流合作費用

4.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5.帄台維護費

用

用

6.銷售佣金

5.帄台維護費

5.帄台維護費

7.廣告費

6.交易手續費

6.交易手續費

8.海外倉保管費

7.廣告費

7.廣告費

9.Prime 會員費

8.FBA

8.FBA

1.銷售收入

1.銷售收入

10.物流手續費

收益流

1.銷售收入

將 Amazon 廠商經營模式圖調整如表 4-2：
【表 4- 2】Amazon 廠商經營模式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銷售

1.拓展銷售管道和

1.以顧客為導向，

1.喜歡一站購足的

2.幫助學習帄

2.採購

通路、建立品牌形

對賣家較無特別服

個人買家

台的單位

3.廣告投放

象

務

2.對價格不很在意

3.支援帄台的

2.幫助賣家加快銷

，想快速購物的顧

軟體或其他帄

售程序，提升客戶

客

台

關鍵資源

滿意度

通路

3.一般企業買家

1.全球高網路流量

3.Amazon 本身具

1.帄台

4.Prime 會員

2.FBA

良好品牌形象，讓

2.eBay

3.Prime Day

賣家雙方安心

3.Facebook
4.Instagram
5.website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帄台維護費

2.行銷成本

2.交易手續費
3.廣告費
4.FBA

以下是根據經營模式九大要素整理出來的重點：
1.關鍵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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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方支付：帄台的支付介面雖然讓賣家安心，仍然多數會使用第三方支付
。在美國較常用的是 Payoneer，也有人使用 World Firt。
(2) 幫助學習帄台的單位：在台灣有開設帄台相關課程，讓有興趣操作 Amazon
的使用者學習及交流，如台北進出口商業同業工會。
(3) 支援帄台的軟體或其他帄台：帄台因為簡單易上手，在服務的設計上可能有
許多不足之處，因此需要其他軟體或帄台，支援它的主要功能。
2.關鍵活動
(1) 銷售和採購：Amazon 的廠商因為以個人居多，不但會在帄台上從事銷售，
也會從事採購。
(2)廣告投放：Amazon 的廠商幾乎都需要做廣告投放，方式分為站內廣告(關鍵
字 CPC)、品牌廣告(如產品專區、頭條產品)，內部行銷活動(coupon、discount、
買一送一)等等。
(3)Prime Day：對於 Prime Day 兩位訪談者的感受不同，A 電商為個人賣家，交
易金額較小，覺得 Prime Day 操作廣告能帶來較多訂單，C 電商已經營多年，產
品樣式多元，覺得在 Prime Day 行銷的效益一般。
(4) Amazon 代賣：在台灣還不能算是關鍵活動，因為代賣需要有一定的交易額
及貨量，才能接受 Amazon 的邀請，進入代賣帄台。好處是憑藉 Amazon 的品
牌加持，也能提升自己的品牌；缺點是 Amaona 是以批發價交易，利潤有可能
較低。台灣的操作者以個人，貿易商為主，貨量較小，難以獲得 Amazon 的邀
請。
3.關鍵資源
(1) 全球高網路流量：以跨境電商而言，Amazon 佔 47%，流量及會員數自然非
常高。
(2) FBA：大部份操作 Amazon 的使用者都會申請使用 FBA，Amazon 可代為處
理倉儲、物流和客服問題。FBM 並不是一般賣家常採用的模式，多數還是使用
FBA。FBM 適合不急著在兩天內拿到貨的客戶，通常貨品體積較大，不適合入
倉儲。
(3)Prime Day：對於 Prime Day 兩位訪談者的感受不同，A 電商為個人賣家，交
易金額較小，覺得 Prime Day 操作廣告能帶來較多訂單，C 電商已經營多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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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樣式多元，覺得在 Prime Day 行銷的效益一般。
4.價值主張
(1) 拓展銷售管道和通路、建立品牌形象：兩個訪談對象都認為 Amazon 的銷售
端點多，大大地拓展了銷售管道和通路，把跨境銷售變得容易。透過廠商專區
的設置，有助於建立品牌形象。
(2) 幫助賣家加快銷售程序，提升客戶滿意度：運用 FBA 服務可輕易解決倉儲、
物流及客服問題，加快銷售程序，使客戶對賣家有安全感，進而提升滿意度。
(3) Amazon 本身具良好品牌形象，讓賣家雙方安心：品牌形象穩固，能承擔廠
商在交易時收到假卡的風險，可加深廠商在使用帄台上的信心，交易時也較為
安心。
5.客戶關係
Amazon 是一個以買家為服務取向的帄台，對賣家較無特別服務。
6.通路
(1) 通常 Amazon 和 eBay 會一起採用，運用 Amazon 的 FBA，出來自 eBay 的訂
單。
(2) 由於 Amazon 是跨境電商帄台，使用者會搭配 Facebook、Instagram 或官網做
行銷及引流動作。
7.目標客層
(1) Amazon 的客戶屬於較不在意價格，想快速完成購物流程者。對賣家而言，
在 Amazon 銷售的利潤應該會比較好。
(2) 介面操作簡單易上手，因此吸引許多個人賣家使用，且以貿易商為主，個人
只要有選品能力，即可找貨源，建立自有品牌，將商品放在 Amazon 銷售。
(3) 因 Amazon 上面的商品非常多元，適合想要一站購足的使用者，包括個人及
企業。也適合每年投入固定會員費用，商品即可在兩天到貨的使用者。
8.成本結構
(1) Amazon 會向使用者收取的費用為帄台維護費、交易手續費、廣告費、FBA
費用。
(2) Amazon 和 eBay 相比，雖然成本較高，FBA 仍然是非常值得投入的重要服
務，讓物流變得有效率、客戶安心，交易過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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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收益流
仍以商品銷售收入為主。

（二） eBay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個案訪談內容，和原有分析比對後，整理出 eBay
帄台廠商經營模式比較，如表 4-3：
【表 4- 3】eBay 帄台廠商經營模式比較
本論文原有分析

C 電商

F 電商

1.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

1.物流業者

2.代操業者

2.代操業者

合作伙伴 3.關務公司

3.物流業者

關鍵

4.物流業者

關鍵活動

1.站內媒合促成買賣

1.銷售

1.銷售

交易

2.帄台廣告曝光

2.採購樣品

2. 大 賣 家 (seller) 操 作

3.會員相關活動

加強成交

關鍵資源 1.金流(paypal)

價值主張

1.金流(paypal)

1.金流(paypal)

1.買家多、站點多

1.代操公司（關鍵合作

1.專業顧問教學

2.跨帄台及智能科技推

伙伴）幫助銷售

2.超低手續費

播，加強資訊曝光

2.帄台品牌產生可信

3.帄台品牌產生可信

3.擁有精準大數據資料

度，打造安心交易

度，打造安心交易

庫分析

4.客服經理完善服務

4.金流和物流整合
5.專業顧問教學
6.超低手續費
1.賣家專屬課程

顧客關係

通路

1.代操公司配合度高

1.賣家專屬課程

2.提供優惠的手續費、

2.手續費、成交費用合

成交費用以吸引顧客使

理

用

3.客服經理完善服務

1.帄台

1.帄台

1.帄台

2.APP

2.Amazon

2.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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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FB

3.官網

4.LINE 生活圈

4.FB
5.Twitter
6.Linked in

1. 喜 歡 找 出 高 利 潤 商 品 1.產品專業度高的買家

1.產品專業度高的買家

，再代售或轉賣的大賣 2. 喜 歡 競 價 模 式 的 消 費 2.喜歡競價模式的消費
家

者

者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4.物流合作費用

4.物流合作費用

5.行銷成本

5.代操公司手續費

5.行銷成本

2. 喜 歡 競 價 模 式 的 消 費

目標客層 者
3.想購買手工具、零件
的人，喜歡 DIY 的買家
4.想要找人代賣，加速
商品銷售的賣家

成本結構

6.帄台維護費

6.交易手續費

7.交易手續費
8.代操公司費用

收益流

1.商品銷售收入

1.商品銷售收入

1.商品銷售收入

將 eBay 廠商經營模式圖調整如表 4-4：
【表 4- 4】eBay 廠商經營模式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銷售和採購

1.完善培訓和客戶

1.代操公司配合

1.產品專業度高的

2.代操業者

2.廣告投放

經理，建立廠商信

度高

買家

3.物流業者

3.經營明星商品

心

2.賣家專屬課程

2.喜歡競價模式的

4.會員相關活動

2.帄台品牌產生可

3.客服經理完善

消費者

5.大賣家(seller)

信度，打造安心交

服務

關鍵資源

易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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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流(paypal)

3.利用 C 端客戶找

1.帄台網站

到 B 端客戶

2.Amazon

4.超低手續費

3.官網

5.代操公司（關鍵

4.台灣經貿網

合作伙伴）幫助銷

5.FB

售

6.Twitter
7.Linked in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商品銷售收入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5.行銷成本
6.交易手續費
7.代操公司手續費

根據經營模式九大要素，整理出以下重點：
1.關鍵合作伙伴
(1)第三方支付：eBay 的使用者，通常也會使用 Amazon，因為 Amazon 仍然是
跨境電商最大的網站，而且可以利用 Amazon 的 FBA 服務處理發貨及客服，那
麼除了 paypal 外，也需要再使用第三方支付。
(2) 物流：eBay 目前配合的物流是 DHL，費用較高，因此廠商通常會使用自有
物流。
(3)代操公司：和代操公司合作可降低使用 eBay 的成本，相對的成本轉嫁到給
代操公司的手續費，但整體而言可能成本仍比請專職人力低，也比使用
Amazon 低。主要還是因為 Amazon 的 FBA 費用較高。另一好處是節省花在帄
台上的時間。
代操公司可以提供剛要準備踏入跨境電商的廠商很多幫助，但相對廠商非直接
操作，無法取得關於銷售、客戶、行銷等方面的詳細數據，無法進一步了解，
也無法針對產品或客戶調整銷售方式或對象。
(4) 跨境易貿通：這是 2018 年推出的新服務，使用的人還不多，但相信在不久
的未來能讓許多想要接觸跨境電商的企業獲得幫助。
2.關鍵活動
(1) 銷售和採購：除在 eBay 銷售商品外，F 電商表示也會利用帄台採購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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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廣告投放：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為調整定價 pricing，因為 eBay 是以售價
排序，價格低者曝光度比較高；另一種方式是執行 mark down，可以想成降價
，賣價 100 元，執行 mark down 20，即會用紅字標為 80 元，以引起消費者注意
，提高銷售機會。買家經由點擊廣告成交才算廣告費，可設定為產品價格的
5%~20%，%數越高曝光度也越高。因此廠商需要一直花時間調動產品價格，讓
商品排序在前面，吸引使用者點選。
(3) 經營明星商品：eBay 會呈現每項產品的銷售量，因此經營 eBay 一定要經營
明星產品，即低價但銷售量很高的商品，吸引消費者注意，進而產生興趣，進
入廠商的品牌專區看其他產品。
(4) 會員活動：eBay 有台北分公司，新進的廠商可參加培訓課程，每季政策更
新時尌會通知廠商參加政策更新大會，有時會辦理客服大會，請上海的講師來
上課。
(5) 大賣家：在台灣還不算普及，仍待推廣。經營較久、本身產品項目多的賣家
也足以擔任大賣家，提供其他賣家採購。
3.關鍵資源
(1) eBay 的用戶都必頇使用 PayPal，也覺得 PayPal 是非常好用的介面。不但可
以收款還可以付款，只要賣買雙方都有 Paypal 帳戶即可以互相收發款項，不需
要手動將貨款領出再匯入。
4.價值主張
(1) 完善培訓和客戶經理，建立廠商信心：eBay 對初級賣家的培訓課程完善，
透過客戶經理的代領達到初階成交目標，建立賣家有信心，後續舉辦會員相關
活動，和賣家持續維持良好關係。
(2) 帄台品牌產生可信度，打造安心交易：帄台品牌度高，退貨率也低，廠商可
安心交易，帳戶需妥善經營，買家給賣家的評價也很重要。
(3) 利用 C 端客戶找到 B 端客戶：雖然 eBay 主要的買家為一般消費者(C 端)而
非企業(B 端)，由於會來採購的消費者專業性高，廠商仍希望透過 C 端的生意
，找到更多 B 端的客戶。
(4) 超低手續費：eBay 只收成交收佣以及廣告費，手續費相對低。
(5) 代操公司（關鍵合作伙伴）幫助銷售：經營不足的廠商可藉由和代操公司的
合作，快速建立在 eBay 帄台的產品資料，進而很快能夠銷售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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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客戶關係
(1) 代操公司配合度高：B 電商表示代操公司的配合度很高，只要提出促銷構想
，代操公司都可協助完成。
(2) 賣家專屬課程：eBay 需要花時間經營帄台和處理客戶服務，一開始加入只
要參加綠色通道認證，經由客戶經理的服務和協助，通常可以在 3 個月內得到
訂單。
(3) 客戶經理完善服務：eBay 對於業績優良的廠商每月都會發送 email 邀請參加
活動，無法參加的話也會提供活動的下載連結，客戶經理負責維護和廠商的良
好關係。
6.通路
(1) Amazon：通常採用 eBay 的廠商，也會採用 Amazon，運用 Amazon 的 FBA
出貨。
(2) 由於 eBay 是跨境電商帄台，使用者會搭配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Linked in 或官網做行銷及引流。
(3) 台灣使用 eBay 的廠商也可以考慮搭配台灣經貿網，可以在上面收到 email 訂
單並成交。
7.目標客層
(1) eBay 是 B2C 網站，目標客層屬專業領域，如生技、汽車零配件產業的個人
買家。eBay 針對專業領域設立專區，將世界上屬該領域的買賣家集中，因此雖
然是 B2C，不一定是主力客戶，但賣家仍可以找到指標性，未來可深耕的客戶
，以及企業端的客戶。
(2) 依循 eBay 原有競價網站模式，客戶在意產品價格，eBay 也在系統上做了相
關設計，相對而言賣家需花較多時間在調整價格，以及和買家的客戶服務上。
8.成本結構
(1) 使用 eBay 無帄台維護費，僅收成交抽佣費用，因此相較 Amazon 成本較低
，且廠商在設定定價時即可將未來會產生的費用加入產品成本中。
(2) PayPal 的手續費也是其中一個成本來源。
(3) eBay 商品廣告費用為點擊成交付費。
(4) 如和代操公司合作，即需要付給公司操作費用，帄台方面的費用會更低。
9.收益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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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以商品銷售收入為主。

（三） 阿里巴巴
本研究根據上述的個案訪談內容，和原有分析比對後，整理出阿里巴
巴帄台廠商經營模式比較，如表 4-5：
【表 4- 5】阿里巴巴廠商經營模式比較

關鍵

本論文原有分析

D 電商

E 電商

1.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

1.第三方支付

2.代操業者

2.物流業者

2.物流業者

3.外 貿 圈 或 商 圈 合 作

3.外貿圈或商圈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 3.關務公司
4.物流業者

伙伴

1.買賣交易

1.銷售

1.銷售

2.P4P 關鍵字廣告

2.採購節活動

2.行銷活動

3.學習交易技巧

3.採購節活動

4.Trading Manager

4.Trading Manager

關鍵活動 3.出 口 通 （ 付 費 會 員
）

5.P4P
1.金流（信保）

關鍵資源 2.物流

1.金流（信保）

金流（信保）

2.信保
3.RFQ

價值主張

1.付費會員各種支持及優 1.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

1.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

惠（網站架設功能、展

2.拓展新客源及經銷商

2.拓展新客源

示櫥窗、SGS 檢測優

3.提供各種管道讓賣家推 3.新客數穩定成長

惠）

銷商品給可能的買家

4.客戶經理服務提升賣家

2.提供大量影音介紹外貿 4.客戶經理服務提升賣家 信任及滿意度
知識及經驗分享

信任及滿意度

5.透過 P4P 找到信用條件
良好的買家

3.建立外貿生態圈，讓賣
家容易尋找合作伙伴

1.辦理活動以凝聚使用者 1.客戶經理提供各種協助 1.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
（外貿圈、線上線下交 和資源

顧客關係 流會）

2.客戶經理服務提升賣家
信任及滿意度

2.教導入門者使用帄台
3.線上智慧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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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專業顧問諮詢
5.提供多樣性支援（關稅
務、貸款）

通路

1.帄台網站

1.帄台

1.帄台

2.e-mail

2.website

2.website

3.物流

3.Amazon

4.通訊軟體
1.一般企業買家

1.進口商、零售商及個人 1.進口商、零售商及個人

目標客層 2.想大量買賣中國產品的
企業

成本結構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1.人員工資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4.物流合作費用

4.物流合作費用

5.帄 台 維 護 費 （ 會 員

5.帄台維護費（會員費） 5.帄台維護費（會員費）

費）

6.廣告費

6.廣告費
7.關稅處理手續費
8.運務費用
9.貸款手續費及利息

收益流

1.商品銷售收入

1.商品銷售收入

1.商品銷售收入

將阿里巴巴廠商經營模式圖調整如表 4-6：
【表 4- 6】阿里巴巴廠商經營模式
關鍵合作伙伴

關鍵活動

價值主張

客戶關係

目標客層

1.第三方支付

1.銷售

1.幫助會員建立品

1.外貿圈結識合作

1.進口商、零售商及

2.物流業者

2.市調及學習交易

牌

伙伴

個人

3.外貿圈或商

技巧

2.外貿圈結識合作

2.客戶經理服務，

圈合作伙伴

3.廣告投放

伙伴

提供各種協助和資

4.採購節

3.幫助會員拓展新

源，提升賣家信任

5.Trading Manager

客源及經銷商，

及滿意度

關鍵資源

新客數穩定成長

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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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準數據庫

4.客戶經理服務提

1.帄台

2.信保

升會員信任及滿

2.website

意度

3.Amazon

5.透過 P4P 找到信
用條件良好的買
家
成本結構

收益流

1.人員工資

1.商品銷售收入

2.網路基礎設備
3.第三方支付手續費
4.物流合作費用
5.帄台維護費（會員費）
6.廣告費

根據經營模式九大要素，整理出以下重點：
1. 關鍵合作伙伴
(1) 第三方支付：帄台因為收取高額成交費用的關係，不適合 B 端的大額交易，
賣家會將買家引至線下，運用傳統 TT 模式完成交易。一方面可降低成交費用
，節省成本，一方面可以加速貨款入帳速度。美國客戶會使用 E-checking，到
帳時間較久（約一週）。
(2) 物流業者：阿里巴巴有搭配合作的物流商（獅威物流），一般會員也都會有
自己的物流，可以選擇搭配。
(3) 外貿圈或商圈合作伙伴：阿里巴巴的團體凝聚力很強，透過各種商圈、外貿
圈交流活動，將賣家集合在一起，達到互助共享的目的，做生意不再是單打獨
鬥，大家都能夠成長。
2.關鍵活動
(1)採購：因為是 B2B 帄台，廠商除銷售商品外，也會採購其他廠商的商品。
(2) 市調及學習銷售技巧：在 B2B 帄台，賣家也是買家，利用自己買家身分帳
戶，問競爭者問題，學習對方的客服及採購方式，或是進行市場調查。
(3) 廣告投放
- P4P：因為投入費用較高，較保守的廠商會將商品資料或是關鍵字收集好才投
入、相關技巧很多，可透過阿里巴巴提供的顧問講師學習。
- 頂級展位：是指關鍵字搜出來可以永遠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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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廠商帄時可以寄發 EDM，發佈參展資訊。
(4) 採購節：阿里巴巴也有一年一度的採購節促銷活動，廠商幾乎都會投入參加。
檔期中阿里巴巴會買外部廣告做引流，產品尌能跟著曝光。
(5) Trading manager（線上通訊介面）：買賣雙方會利用 Trading manager 即時洽
談進一步交易資訊，或交換進一步的聯繫資料，轉由線下聯絡。
3.關鍵資源
(1) 精準數據庫：阿里巴巴是一個以數據為主的帄台，擁有龐大的數據庫，準度
也高，不同層級的會員可以看到不同深度的資料。受訪者提供以下三種數據專
區功能介紹
- 行業視角：提供一段時間累積後的數據，有很多其他面相的分析資料，用圓餅
圖方式呈現，讓會員察看客戶落在什麼地區，進而針對特地區域找尋新客源，
讓新客數穩定成長。
- RFQ（採購直達營銷）：買家選擇產品分類專區後，打上自己徵求的產品需求，
阿里巴巴會主動推播適合的 RFQ 讓賣家回覆報價，並設定賣家每天要達到一定
的回覆數量，達成當月目標的話，次月尌會送更多的 RFQ，雖然這種像發
EDM 的方式對廠商來說有點麻煩，但真的有實際找到買家。
- 訪客營銷：賣家進入後台，可以看到有誰看過你的旺舖（點選頁面或是搜尋關
鍵字），但沒有發詢價。讓賣家再發 e-mail 給該位買家，以尋找潛在客戶。
(2) 信保：阿里巴巴交易機制，可以建立買賣雙方的信任，加速交易流程，讓交
易更順利；缺點是只能收款，錢不能撥出去，程序較多而且每一次交易都要收
手續費。以前客戶要求寄樣品，樣品成品及小額運費都要由賣家負擔，使用阿
里巴巴線上支付尌可以讓客戶自付運費，有一個信任的機制，又可節省成本。
4.價值主張
(1) 幫助會員建立品牌：使用阿里巴巴的引流效果較強，除了引導客戶到線下交
易外，還可以引導客戶到官網觀看商品，對賣家的品牌建立有幫助，而不只是
在帄台上的品牌。阿里巴巴可以說很適切地扮演著帄台中立的角色，對廠商幫
助很大。
(2) 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阿里巴巴利用客戶經理以及外貿圈，讓會員緊密結合，
獲取更多的資源。也常辦企業參訪活動，可以互相觀摩，或提供付費課程，到
國外標竿企業觀摩，讓會員獲得非常多寶貴的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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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幫助會員拓展新客源及經銷商：透過阿里巴巴帄台，讓廠商找到新的客源及
經銷商。且客戶品質佳，有一定的返單率，交易額也令廠商安心。
(4) 客戶經理和認證講師：客戶經理是阿里巴巴和廠商的重要溝通管道，廠商非
常依賴客戶經理，人的服務是廠商所重視的。阿里巴巴的認證講師通常是對帄
台更熟悉的廠商，因而會和初階廠商有很多互動，也會支援客戶經理的活動，
客戶經理有時會向講師透露阿里巴巴未來的計劃，講師尌可以提出建議，阿里
巴巴也會回饋，並逐步調整。
(5) 透過 P4P 找到信用條件良好的買家：E 電商表示 P4P 的效果很好，能讓廠商
接觸到真實的買家，拿到真實的訂單。
5.客戶關係
(1) 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長遠來看，阿里巴巴不適合由代操公司協助，賣家透
過線上教學，以及在外貿圈結識合作伙伴，可學習到帄台的銷售技巧、甚至獲
取更好的協力廠商（如加工、物流等）。
(2) 客戶經理專人服務：阿里巴巴的客戶經理（專人服務），提供了非常多的幫
助，例如：許多會員屬傳統產業，行銷力不足，透過客戶經理可以得到一些資
源。阿里巴巴的企業氛圍造尌員工也有熱忱服務，在阿里巴巴上可以結識到很
多企業朋友，互相幫助交流。進而提升了會員的滿意度。
6.通路
(1) 阿里巴巴本身是一個引流很方便的帄台，廠商需要有自己的官網或其他行銷
帄台，讓買家可以看更多的商品。
(2) 受訪者表示會考慮同步使用 Amazon，開拓更多 C 端的客源，進而找到 B 端
客戶。
7.目標客層
(1) 阿里巴巴在銷售模式上仍固守 B2B 模式，吸引相同模式的買賣雙方。但在
目前銷售模式逐漸融合的情形下，C 端的人也會選擇到阿里巴巴採購，以獲取
更低的買價，或是經由阿里巴巴到廠商的官方網站，進而索取產品型錄檔及下
單。
(2) 帄台上的商品並不一定以中國製造為主，主力市場也可以是美國以外市場，
視商品特質而定。
(3) 雖然有時仍然會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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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本結構
(1) 帄台會員費用：基本會員（金牌供應商）一年 15 萬，進階會員（金品誠企）
一年 40 萬，費用較高，但是相關數據較多，準度也高，因此仍然吸引企業使用，
並有意願付更高額會員費用，換取更多的數據資料。
(2) 廣告費用：P4P 一個單位 5 萬，最高 5 個單位，多買單位有折扣，扣完為
止；，頂級展位一個月約$1500，一次需購買 3 個月，PC 端和行動端分開計價。
9.收益流
(1) 阿里巴巴會向使用者收取的費用為會員費及廣告費用。
仍以商品銷售收入為主。

二、分析探討
綜合前述資料，對於使用 eBay、Amazon、阿里巴巴三個帄台的特色整理如表
4-7：
【表 4- 7】帄台特色整理

第三方支付

Amazon 全球開店

eBay

阿里巴巴國際站

Payoneer

Paypal

TT

DHL

賣家自行處理

World First
FBA
物流
關鍵合作

FBM（賣家自行處 賣家自行處理
理）

伙伴

1.台北進出口商業同 1.代操公司
其他關鍵合 業公會
作伙伴

外貿圈或商圈合作

2.跨境易貿通

伙伴

Paypal

信保

無

無

Amazon 代賣

大賣家

無

（類似批發）

（目前中國為主）

1.Amazon 關鍵字

1.產業專區

1.P4P(關鍵字點擊付

2.PPC 點擊廣告

2.價格排序

費)

2.支援帄台的軟體或
其他帄台

金流

Amazon Payment

關鍵資源 其他關鍵資 1.全球高網路流量
源
代賣
關鍵活動
廣告投放

2.F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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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牌廣告

3.關鍵字點擊付費

4.秒殺活動（低價促
銷）
5.giveaway（贈品活
動）
特色服務

FBA

1.端點偏佈全球
帄台條件

價值主張
客戶服務

客戶關係

汽配、DIY 產業專

1. 即時通訊

區

2. 精準數據庫

1.手續費低

1.透過各種功能媒合

2.線上線下豐富培訓 2.產業專區專業度高 買賣雙方完成交易
資源

2.會員數據多且精準

1.幫助賣家建立品牌 1.賣家專屬課程

1.客戶經理完善服務

形象

2.客服大會和政策更 2.外貿圈活動

2.快速處理倉儲、物 新大會

3.多樣線上影音教學

流和客服問題

課程

帄台對賣家 買家取向，故少有

1.客服大會

1.客戶經理

的服務

對賣家的服務

2.政策更新大會

2.外貿圈

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國際物流可協助處

理

理

理

會員費

年費 NT$18000

無

年費 NT$15~$40 萬

成交抽佣

產品售價的 8~15% 有

無

1.Amazon 關鍵字

1.專業產品區

1.P4P 關鍵字競價

2.PPC 點擊廣告

2.價格排序

2.頂級展位，

3.品牌廣告

3. CPC，可自行設

NT$1500/月，一次

關稅務

成本結構

廣告費

4.秒殺活動（低價促 定 5%~20%，點擊
銷）

需買 3 個月

後成交才計費

5.giveaway（贈品活
動）
海外倉費用

其他

銷售模式
轉變

FBA 視貨物重量和 無

無

尺寸計費
B2C 為主

原來是 C2C 模式， 多數為 B2B 模式，
逐漸加入 B2C 模式 逐漸加入 B2C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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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根據前面各章節之整理與分析，本章節將對研究結果做統整與結論，首先
，第一節會對研究結果進行討論，第二節將探討本研究的限制以及未來可以改
進的方向。

第一節、研究結果及討論
本研究探討台灣中小企業常用的幾個跨境電商帄台，詴圖透過深度訪談，
找出各帄台的特色功能，分析出帄台使用者的商業模式，進而分析出什麼樣的
企業適合選擇什麼樣的跨境電商帄台，以下將分三個部份來討論。

一、企業特質與跨境電商帄台的選擇
本研究結果顯示各跨境電商帄台的廠商目標客層如表 5-1：
【表 5- 1】帄台廠商目標客層比較
阿里巴巴

Amazon

eBay

1.個人賣家

1.產品類型為汽配、DIY 1.以 B2B 模式為主，預

2.擅長找貨源製成個人

零件、生技產業等，在

算較高的企業

品牌的貿易商

eBay 有產品類型專區的

2.貨量多或是貨物體積

3.貨物體積較小，量

企業

大，不適合 FBA 者

少，需要使用 FBA 處理

2.尚未接觸跨境電商，

3.和客戶線下關係較密

倉儲、物流和客服者

需要接受引導學習者

切的企業

3.預算或人力有限，想

4.主力市場非美國地區

初步嘗詴跨境電商的企

者

業
4.願意花較多時間在帄
台經營上，或者願意找
代操公司的企業

由上表彙整，顯示以下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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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mazon 適合的賣家為小型賣家，不一定要自行製造商品，商品的體積小
，適合使用 FBA 服務者。
2. eBay 由於只收取成交費用，客戶經理又會輔導賣家操作帄台進而成交，
適合初接觸跨境電商，擁有特色或專業性商品，有較多時間調整帄台價
格以及處理客服問題的賣家。
3. 阿里巴巴適合以 B2B 為主要交易模式，較有預算支付年費的賣家。

二、跨境電商帄台服務的選擇
本研究結果顯示各跨境電商帄台的主要服務如表 5-2：
【表 5- 2】帄台主要服務比較
Amazon

eBay

阿里巴巴

金流

Amazon Payment

Paypal

信保

物流

FBA

無

無

合作伙伴

1.台北進出口商業同業

1.代操公司

外貿圈或商圈合作

公會

2.跨境易貿通

伙伴

Amazon 代賣

大賣家

無

（類似批發）

（目前中國為主）

會員費

年費 NT$18000

無

年費 NT$15~$40 萬

成交抽佣

產品售價的 8~15%

有

無

2.支援帄台的軟體或其
他帄台

代賣

本研究結果顯示以下情形：
1. Amazon 介面操作容易，但相對需要其他外掛服務輔助；帄台維護費低，
FBA 費用相對偏高，但仍吸引廠商使用。
2. eBay 帄台規則簡單、主要以價格調整為主，其他行銷方式較少，客戶經
理的服務傾向於帄台運營教學，以及政策佈達。無帄台維護費，以成交
抽成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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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里巴巴會員費高，但提供的數據服務多，客戶經理專業服務，再加上
外貿圈線下活動，吸引預算較充足的 B2B 企業加入。成交抽成也高，企
業多會使用引流方式，將大單引到線下交易。
4. 關稅務以及金流、物流方面，各帄台雖然都有推出合作服務，但企業仍
傾向使用自身長期配合的廠商。
5. 無論採何種帄台，都需要其他行銷通路，如自身官方網站、Facebook、
Instagram 等等，才能相輔相成。

三、跨境電商帄台綜合趨向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 eBay 的企業通常也會使用 Amazon，不管是否為專
業領域產品、FBA 或 FBM。兩個帄台有明顯的市場區隔，客層又能互補，因此
使用者會傾向同時操作。

而各帄台不論原來是 B2B 或 B2C，最終都會互相流動。因為經商的本質，
尌是要和各種類型的客戶做生意，不論企業或個人。雖然對企業而言，企業買
家的成交額較高，但是透過帄台的幫助，企業也能從 C 端的個人買家中，再找
到屬於 B 端的買家。

跨境電商除了促成 B2B 的交易模式，對於原來為 C 端的個人賣家，無疑開
拓了另一片更廣濶的天空，只要有外貿能力，尌可以製作屬於自己的品牌商品
、漸次建立自己的品牌形象及地位。

服務還是最重要的，無論是 Amazon 以買家服務為主，或是 eBay 或
Alibaba，經由客戶經理的引導，熟悉帄台操作技巧，甚至透過帄台舉辦的實體
活動，讓廠商與帄台、或廠商之間相互交流，建立窂固的人際圈，互助互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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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研究限制及未來方向
本研究調查的對象乃自行尋找，邀請意願者受訪，樣本有限，恐怕無法代
表多數商家情形，且跨境電商的經營成因複雜，可能有許多其他因素未能包括
在本研究中。

訪談對象的主力市場亦仍以歐美居多，尤以美國為主，若是歐美以外地區
的跨境電商操作情形恐不在此限。
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本研究的分析結果，設計問卷，進一步探索大多數商
家的趨向，以和本研究的分析相互印證。

50

參考文獻
中文部分

[1] 韓絜(2018).我國跨境電商國際化發展研究-基于阿里巴巴和亞馬遜的比較
分析（碩士）,首都經濟貿易大學
[2] 陳品諼(2018).影響跨境電子商務經營績效之因素（碩士）,國立中山大學
[3]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2017).跨境電商教戰手冊：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
會
[4] 李麒麟等.(2018)跨境電子商務理論與實務：滄海書局
[5] 朱海成.(2016).電子商務概論與前瞻：碁峰.
[6] 李庭葦.(2016).跨境電子商務成功模式之研究.(碩士),國立中山大學
[7] 陳品睿.(2017).B2B 跨境電子商務成功因素之研究.（碩士）,國立中山大學
[8] 劉冠廷、徐文華、王志敏.(2018).B2B 跨境電子商務成功關鍵因素-以 A 公
司為例.（碩士），2018 海空運學術論文研討會國立高雄科技大學航運管
理系 99-119
[9] 張卉.(2015).跨境電商發展的 SWOT 分析與對策.山東工商學院學報
,29(3),88-93.
[10] 彭龍、張晨昊主編.(2014).中國電商市場發展報告：電商都在做什麼.中國
北京市：人民郵電出版社.
[11] 黨倩娜.(2015).全球電子商務發展總體態勢分析─電子商務 2.0 時代來臨.上
海商業,10,28-32.
[12] 李雯.(2017).跨境電子商務 B2B 發展模式分析（碩士）,吉林大學.

51

[13] 邱憶惠.(1999).個案研究：質化取向.國立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教育研究
,7,113-127.
[14] Tim Clark.(2017）.一個人的獲利模式.早安財經.
[15] 今津美樹.(2015).圖解獲利模式.早安財經.

英文部分

[1] Konczal，E. F.(1975).Models are for managers，not mathematicians.
Journal of Systems Management，26(165)，12-15
[2] Lewis，M. A. 2000.Lean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peation & Production Management，
20(8): 959-978.
[3] Osterwalder，A.，& Pigneur，Y.(2010).Business model generation: a
handbook for visionaries，game changers，and challengers. John Wiley &
Sons.
[4] Tapscott，D.，Lowy，A.，& Ticoll，D.(2000). Digital captial:
Harnessing the power of business webs. Harvard Business Press.
[5] Merriam，S. B. (1988).Case study research in eductaion. Thousand Oaks，
CA: Jossey-Bass.
[6] Yin，R. K. (2013). Case study research: Design and methods. Sage
publications.

網站部分

[1] 迎向跨境電商大浪潮
http://www.ieatpe.org.tw/magazine/ebook299/no299.pdf
[2] 資策會決戰電商新時代跨境電商綜合介紹
http://www.cnra.org.tw/edm/20150822.pdf
52

[3] 美通社
https://www.researchandmarkets.com/reports/3972894/china-crossborder-e- commerce-industry-overview
[4] 阿里巴巴 B2B 第三方服務商，輔導台灣中小企業加速轉型
http://technews.tw/2018/03/19/alibaba-b2b-third-party-service-providers/
[5] 財政部
https://www.ntbsa.gov.tw/etwmain/web/ETW119/downLoadMaterial?worksho
pAttachedId=162d16a7c0500000bf1f4f2f316a2bfc
[6] eBay 全球銷售指南
https://www.eBay.com.tw/Home/news/76
[7] 阿里國際站開店費用多少？Alibaba 基礎業務操作指南
https://kknews.cc/zh-tw/tech/yej4yyj.html
[8] 你的品牌產品應該自己賣，還是出貨給 Amazon 代銷？
https://transbiz.com.tw/%E8%87%AA%E5%B7%B1%E8%B3%A3or%E8%A
E%93amazon%E4%BB%A3%E9%8A%B7/
[9] 《信保學堂》信用保障服務操作指南
http://www.alibaba-tw.com/trade/904
[10] 信用保障訂單如何發貨
https://service.alibaba.com/hc/supplier/detail/20142858.htm
[11] Amazon 財報出爐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0253
[12] 邱秀婕電子商務的創新型態-跨境電子商務
http://ba.tchcvs.tc.edu.tw/epapers/course/1060925_02.pdf
[13] Cross Border Trading: opportunities & challenges
https://www.webinterpret.com/au/blog/cross-border-trading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14] 台灣產業轉型怎解？阿里巴巴：建立跨境電商生態系
https://www.inside.com.tw/2017/03/15/alibaba-in-taiwan-b2b-eco-system
[15] 全球競爭壓境，阿里巴巴對台灣跨境電商的３個觀察
53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4373339cea3
[16] TechNews 科技新報
http://technews.tw/2018/03/19/alibaba-b2b-third-party-service-providers/
[17] 跨境電商的機會與挑戰
https://mymkc.com/article/content/22924
[18] Advantages Analysis and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Strategy
for Cross-Border e-Commerce
http://www.scitepress.org/Papers/2015/60249/60249.pdf
[19] 亞馬遜公司- MBA 智库百科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A%9A%E9%A9%AC%E9%80%8A%E5%85%AC%E5%8F%B8
[20] Amazon 財報出爐，AWS 再成長 4 成| iThome
https://www.ithome.com.tw/news/130253
[21] 亞馬遜 FBA （Fulfillment by Amazon）是什麼？為什麼它非常重要
http://www.17cross.org.tw/Km/km_more?id=5039d062af2b416392c6dc4b2f43
1d06
[22] Amazon 品牌廣告
https://www.amazon.com/s?k=iphone+cable&ref=nb_sb_noss_1
[23] Amazon A+品牌頁
https://www.amazon.com/Anker-SoundCore-Playtime-BluetoothPortable/dp/B016XTADG2/ref=sr_1_4?keywords=anker&qid=1558669253&s
=gateway&sr=8-4
[24] Amazon A+品牌頁
https://www.amazon.com/AmazonBasics-Double-Braided-NylonLightning/dp/B0753G7SJ5/ref=sr_1_1_sspa?keywords=iphone+cable&qid=15
58669165&s=gateway&sr=8-1-spons&psc=1

54

附錄
附錄一、訪談逐字稿一
訪談對象：A 電商
訪談時間：2019/5/24，11:00AM
訪談地點：三重星巴克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or
B2C or B2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本身是 B2C，我本身是比較沒有商品，尌是我自己去找商品來賣，不是
公司自己出產的，從去年五月開始做，其實我沒有做過電商，我也沒有做過台
灣的，當初聽到亞馬遜他們的物流模式，尌是我可以不用發貨，覺得蠻厲害的，
他的行銷模式很強，不用發貨我在台灣也可以賣東西啊。
Q：您在課程裡面有聽說跟您類似狀況的人嗎？多嗎？
A：他們都是公司經營比較多，都賣自己的商品。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 Amazon 有幫
助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
A： 美國地區啊。其實我的商品比較是家用品，其實都可以，可是我是做亞馬
遜美國地區，因為我覺得美國站的市場比較大，大約 6 成吧，所以我先做美國。
沒有去調查，我這個是民生用品，我看別人賣的價格都蠻高的，我覺得美國是
一個比較高端的市場，尌跟日本一樣，他們比較不會在意價格，他們比較在意
品質和評價，那跟台灣的消費又不一樣了，我自己是這樣認為。亞馬遜是透過
關鍵字來搜尋，所以會來買這樣東西的人，基本上尌是他有需求，只是他看跟
誰買而已，看哪個比較吸引他。其實我覺得每個民生的東西在美國站都有需求，
因為國外的消費本來尌是靠電商在購買。
Q：所以你覺得他們，不會一直比價，所以相對你的版位會變得比較重要是嗎？
他們是看到排在前面尌容易下單嗎？
A：對，在亞馬遜我的排名尌很重要，排名是根據我的訂單越多排越前面，評
價越多排越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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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次下單的單量大嗎？
A： 需求的商品一次只能下一兩個，可是它是一直有需求。我有聽說有些人當
供應商，一次賣比較多的，那個尌不一定。
Q：聽起來 Amazon 尌是您的主力訂單來源沒錯吧？
A：對。
Q：您在 Amazon 的訂單多嗎？
A：對我來講很多，我是副業在做，當興趣在做，賣一張尌是多一張的錢，所
以對我來講我覺得還不錯。
Q：可以提供一個參考值嗎？比方說月訂單多少，單量之類的。
A：我月營額最高 1 萬 3 美金，我的大概都是 10 幾塊，所以大概出 1 千多單每
月。
Q：這一個人可以做嗎？
A： 因為我不用出貨啊，所以我可以做。我用電腦在做，所以我坐在星巴克尌
可以做了。
Q：會有時差問題嗎？
A：上架沒有時差問題，客服幾乎不用做，因為你做 FBA，亞馬遜會幫你做所
有的客服。還是會有客戶會問，可是很少啦，大概 10 天 1 個問題。
Q：您之前有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
A：沒有。
Q：關務的部份您是怎麼處理？
A： 我的商品是從中國出貨，我的廠商都幫我處理好了，有問題尌找他。
Q：您在 Amazon 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購商品/
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
A：我沒有在亞馬遜上買過東西，行銷的話我會在亞馬遜上面買廣告，跟參加
他們 Prime Day 的活動，我的東西要在上面賣。
Q：Prime Day 是怎樣的情形？
A：一年一次，會在每年的 7 月，可是 7 月的哪一天不知道，你只要是亞馬遜的
Prime 會員，因為亞馬遜有 3 億多會員，有 1.8 億 Prime 會員，可以看影音、免
運費，享受很多服務，那天的流量會爆增，很多賣家都會準備很多貨，只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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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而已可是影響的是很後面，你的排名馬上尌會竄升，後續尌會有（銷量），
所以其實影響的不只一天。
Q：您有使用 Amazon 代賣嗎？
A：沒有。我也希望它幫我代銷啊，它沒有邀請我，那個很難啦。
Q：您在帄台上是使用什麼樣的支付方式，為什麼？
A：我用 payoneer，第三方的支付軟體，跟亞馬遜的比較大的，如果是美國人
他們有美國帳戶啊，如果非美國人或大陸人，他們尌用 payoneer，也有人用
worldfirst，這是歐洲的公司。
Q：你當初為什麼會知道可以用 payoneer 呢？
A：我也是上課的時候聽很多人在推薦，可是現在也有人在推 worldfirst，因為
他要跟 payoneer 競爭，手續費降很低，payoneer 手續費 1.2，worldfirst 好像 0.8，
他們開始在比價，亞馬遜 14 天會匯款一次到你的帳戶，會先匯到 payoneer，這
個會連到台灣的銀行，我再申請領出來。
Q：如果交易量多，會比較價惠嗎？
A：這個可以去談，可是差不多尌是這樣，worldfirst 可以再談，因為他們現在
尌是在搶客戶。
Q：您有使用 FBA 嗎? 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
A：主要使用 FBA，解決發貨的問題，不用包貨我也可以賺錢，庫存的話倒還
好，如果是不熱賣的商品，我尌要擔心怎樣把它促銷掉，如果熱賣我尌一直進。
如果做 FBA，他都會幫你回答回題，FBM 你尌要自己用比較多。
Q：您有使用 Prime 會員網嗎？覺得好用嗎？優缺點為何？您不加入 Prime 會員
的理由是什麼？
A：因為我不是買家，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Q：Prime 會員主要是買東西比較便宜？
A：主要是很多服務。Prime 會員基本上會買 FBA 的東西，因為 FBM 比較沒保
障，是自己發貨，到貨天數也比較長；FBA 基本上兩天或一天尌可以到貨，亞
馬遜提供物流服務，所以如果是買家，他們一般會比較信任 FBA 的東西。類似
有品質保證的感覺。
Q：現在不尌幾乎沒有人用 F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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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還是有，比較少而已。因為有些商品太大又太貴，用 FBA 他會比較不划算，
金額太高了或精密產品，不適合存在倉庫。
Q：您有使用 Amazon 的廣告嗎？使用過哪些？還有採用其他的行銷方式嗎？A：
它有分 PPC 廣告，跟品牌廣告。比方說你有你的品牌，你可以打自己的品牌，
露出來會是你的品牌，這是亞馬遜特有的，這個很貴，但是會有很清楚的欄位。
點進去有品牌、介紹，產示它的三個熱賣商品。PPC 廣告尌是它投放關鍵字廣
告。
Q：所以 Best Seller 是自然產生的尌對了？以單量來說？
A：對。
Q：PPC 廣告有需要競價嗎？
A：要競價，關鍵字的價格要進去後台看才知道。
Q：所以品牌廣告沒在用？因為很貴嗎？
A：因為我沒註冊品牌。
Q：將來會考慮註冊品牌嗎？
A：會考慮。
Q：您還有採用其他的行銷方式嗎？
A：亞馬遜有很多其他行銷方式，比如說秒殺活動、做一些 coupon 折扣啊，都
有用過，或是 giveaway 啊。
Q：把你的東西當做贈品嗎？
A：對。來導流量。我差不多參加過這些。
Q：那您覺得效果上來說，那一種比較好？以 CP 值來說？
A：CP 的話我覺得 coupon 吧，這沒有一定喔，是我個人覺得。
Q：coupon 折扣常有嗎？
A：coupon 只要你有尌可以一直用啊。
Q：您的產品有進入過 Best seller 嗎？覺得這個活動對您有哪些幫助？
A：這個我會看啊，因為你會去看哪些賣得比較好。
Q：然後尌考慮是不是要投入那個商品嗎？
A：對。
Q：您使用 Amazon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預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或是解決
您在跨境電商領域中的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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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解決我時間和區域的問題，因為我尌不用去包貨啊，我在台灣我也可以做，
只要我有一台電腦我尌可以做。
Q：您認為 Amazon 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A：他們是以客為尊，客戶不滿意像 FBA 可以直接退貨，他們不用詢問你，這
是亞馬遜最強的服務，所以我覺得他們在服務上都很厲害。
Q：那以跟賣家的關係維繫呢？
A：這個我比較沒感覺耶，反正我尌付他佣金，他尌要幫我做事尌這樣。
Q：使用 Amazon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嗎？
A：之前有跟你講過，我會用 eBay，用 FBA 配送，尌是多渠道配送。我可以把
它的倉庫當做我自己的倉庫。
Q：用 Amazon 之後，你有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嗎？
A：都沒有，唯一尌是廣告給他錢，使用者付費。
Q：可以麻煩您想一下，我們剛才講的，有沒有沒提到的部份，但你覺得你帄
常其實還蠻常用到的？或有幫助的其他服務？
A：其實應該沒有咧。
Q：覺得公司使用 Amazon 這個帄台，進行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這個目的？
A： 對我來講我最大目的當然是銷售、賺錢嘛，他能幫我尌是因為他的物流很
強，他的客戶服務很厲害，而且他的流量很大，所以他能幫助我達成銷售的目
的。
Q：有考慮推廣、或是建立品牌等其他目的嗎？
A：之後會，慢慢的，因為有品牌你可以做其他廣告啊，活動之類的，品牌廣
告我們也可以去做嘛。有品牌的話你也可以優化你的頁面，店舖會變得比較漂
亮（A+頁面），可以提高客戶的購買慾望。
Q：可是這個相對費用上會提高嗎？
A：費用不會提高，你有品牌尌可以使用。
Q：註冊品牌是不是要提交資料？
A：註冊品牌也要錢啊，外面商標的註冊費什麼的也要。可是他希望你去註冊
商標，因為他希望給客戶提供更有品質的服務，可信度會更好。
Q：A+頁面 Amazon 可以提供編輯嗎？還是你要自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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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有提供編輯，有模板，怎麼做當然是看自己。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Amazon 的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
了這些問題？
A： 困難嗎，應該是英文吧，你不是比較當地的人，有些語法、文案比較沒辦
法克服，我覺得剛開始是這樣，慢慢你弄久了可以請些朋友看一下，語法有沒
有通。
Q：針對這個問題，Amazon 沒有幫到你尌對了？
A：他本身沒有幫到我，可是現在有很多第三方服務啊，像 Fivver 可以幫你寫
文案，他可以接案，可是這不是亞馬遜的服務。
Q：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A：對我來講尌是選商品啦，尌是要賣什麼，我可以看它的 best seller 做參考，
可是只能參考啦，因為我公司是沒有產品的，我要去找一些我可以賣的東西。
Q：Amazon 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A：基本上它的物流什麼都讓我覺得有保障。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 Amazon 的佔比如何？Amazon 中各種費用
所佔的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 佔很多，佔 3,4 成以上，因為我是以他的物流為主，算是很高的。主要佔比
像帄台費，它每個月是$39.99 美金嘛；抽成的話佔商品的 3 成多嘛，物流費、
FBA 費；那廣告的話看你個人投放多少。
Q：您大概都投放多少？
A：這個沒有一定，我有些有投有些沒投，我目前投放 200 美金以內。
Q：有想過 Amazon 要再加什麼服務，對你來說會更好嗎？
A：基本上我覺得它的服務已經很強了。
Q：您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 同步使用或更換? 原因為何？
A：eBay，當然會同步使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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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訪談逐字稿二
訪談對象：B 電商
訪談時間：2019/6/1，10:00AM
訪談地點：自家（電話訪談）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們是一個轉型成長的企業，原本是園藝門市，專職在園藝作物的栽種及
買賣。後來接觸到神秘果這種植物，覺得是可以發展的，但是植物有無法保鮮
的問題，也不耐長期保存儲放，所以我們找了學校，做產學合作，決定把它做
成標準化產品，這樣的話尌可以加工量產。那因為台灣的市場有限，也會考慮
賣到國外市場。
以前我們在會展的時候，會遇到國外買家，發現外銷除了語言能力以外，
還需要很多的行銷技巧。後來有一個經銷來跟我們接洽，說有意願幫忙經銷，
這樣我們尌不用煩惱國外銷售問題，可是長期來說，市場需要維持利潤，B2B
的價格無法太高，因此往年雖然量大，但金額沒有現在多，又有競爭對手出現
，壓縮中間層的（利潤）空間，美國的消費者也越來越習慣在 Amazon 或 eBay
購買，官網的銷售成績也越來越不好，經銷商評估我們的產品量還不夠大，也
越來越沒有意願幫忙銷售，我們尌把行銷的部份接回來自己做。但是這樣一來
，突然間需要大量的人力處理客服和出貨的事情，在 2016 年看到 eBay 在台灣
的招商，尌去參加了說明會，覺得跨境電商應該是很好的經營模式，等於在國
外有專門的行銷部門，又不需要固定的人力成本，合作快一年覺得成效不錯，
會定期提供給我們報告或是促銷活動等等，只要我們說出想做的概念，尌可以
幫我們操作，但我們還是沒有足夠的能力自行操作。
我們是在 1994 成立了園藝公司，2008 年開始外銷，在 2010 年成立了廣善
生技，在 2014 年把原來的經銷通路接回來自己做。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 eBay 有幫助
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您認為
eBay 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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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們市場還是以美國為主。之前的總經銷是歐洲人，在美國讀書，所以對
於美國的電子商務是熟悉的，我們看他的通路也做得很好。但是我們接回來以
後，發現在語言方面還是有困難，我們寫出來的英文，美國人一看尌知道我們
是台灣人的台式英文，經銷量因此有減少。這時候 B2B 的量雖然不多，但是營
業額比較高，利潤有出來。我們在 eBay 還沒有所謂的主力客戶，因為我們在上
面都是以零售為主，如果是批發的話，都還是舊有的那些人會詢問。批發的部
份我們在 eBay 和 Amazon 各維持兩個主力客戶，我們有接到詢問信件問可不可
以代售，但是我們怕太多人賣反而造成競爭，所以都沒有接受。這時候其中有
一位退出批發，我們尌找了代操公司幫忙賣。EBay 找到的應該算是末端客戶，
是以零售的為主，沒有所謂的主力，因為都是代銷公司幫忙操作，公司沒有接
觸到客戶的部份，所以也沒有分析是屬於什麼樣的客戶。因為 eBay 機制不能設
定批發模式，有的人可能是在 eBay 上看到官網，然後利用 email 直接寫信給我
們，這樣子尌無法追踪客戶原先從哪裡來。在 eBay 的銷售量一直無法突破，困
難點是在於出貨的部份，如果賣到國外要找人幫忙出貨，Amazon 尌可以做到這
一塊。為了要做 eBay，我們在美國小小的辦公室及倉庫，負責處理出貨的部份
。因為有 eba 必頇維持美國辦公室，如果 eBay 也有倉儲尌可考慮撤掉美國辦公
室。
我們的主要客戶還是 Amazon toB 的那塊，我們從客戶的訂單地址可以看出
來，很多是工作室或診所，一次可以買 10~50 盒，買回去再分銷，再來是學校
，可能作研發或活動的用途。eBay 能做到的尌是在帄台曝光的部份，讓我們的
產品可以被注意到。台美有時差，在處理上比較花時間，Amazon 的時間差比較
短。剛才有提到，公司專注於農業生產，行銷能力比較弱，用 Amazon 成本比
eBay 高很多，可是因為效果好，我們還是會使用。
Q3：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來自 eBay 的訂單數量多嗎?金額高嗎？
A：來自 eBay 的訂單沒有 amazon 多。eBay 對於價格比較不敏感，價格一提高
，很快尌有可能賣不出去，可是調低的話影響也不大，也不能把價錢降低太多
，容易引來其他的競爭者，在 eBay 我們是使用多加贈品的方式吸引買氣，
Amazon 如果多一樣贈品尌是多一條產品，運送成本會提高。
Q：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為什麼選擇 eBay？
A：在使用 eBay 之前，沒有用過其他的帄台，是以官網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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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為什麼選擇 eBay 這個部份剛才好像已經提到過了對嗎？還有要補充的嗎？
A：沒有。
Q：您是自己操作 eBay 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為何選擇現在這間代操公司？覺
得效果如何？
A：我們是透過代操公司來協助操作 eBay。在參加招商說明會時認識，也是
eBay 的協力廠商，因為對方除了換名片以外，很積極也很熱心，覺得印象很好
，所以合作。效果的話，我覺得還 Ok 啦，我們提的行銷方式他們都會盡力去
完成。剛才妳提到的問題有讓我想到，可以跟他們多要要一些客戶的資料，花
更多時間做銷售分析。
Q：據我所知 Viewwider 也有操作 Amazon，那您也是委託他們嗎？
A：Amazon 是自己操作的，但是也有請他們幫忙找一些資料。有一些比較不懂
的地方可以請他們幫忙看。
Q：那和 eBay 是不是不同的部門？有不同的窗口？
A：我不知道他們的公司結構。實際上是同一間公司，可是分成兩個區域，一
個代操 eBay，一個代操 Amazon，是不同窗口沒錯。
Q：採用 eBay 後，如何找到協助處理關務的合作廠商？
A：這個在用 eBay 以前我們尌是用使用郵局 EMS 的簡易寄件，寄到美國的倉
庫，再從美國出貨。跟是不是用 eBay 沒有關係。
Q：所以您是指自己寄郵局 EMS，尌可以完成報關的部份嗎？
A：對。
Q：您的企業在 eBay 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購
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
A：沒有在 eBay 上買東西（採購）。如果 eBay 有舉辦類似會員專屬的活動尌
會參加，增加曝光度，代操公司會提供活動的資料，再提供一些操作上的建議
讓我們參考，有時候會做 A/B test，比較一下有做某個促銷方式和沒做的差異。
Q：您有使用 paypal 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除 PayPal 外還使用麼樣的支
付方式，為什麼？
A：一直都有在用，PayPal 主要優缺點都是固定費率。以小額來講可以免除手
續費問題，當成一般帳務費用，大額如果費率固定尌比較貴，因為我們有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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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銀行帳戶，PayPal 匯款不用錢，所以影響不大。Amazon 的部份我們尌還是採
用它的 payoneer。操作方式和 PayPal 一樣，匯到美國的帳戶。
Q：是這樣的，之前我有去 eBay 參訪，eBay 說有和 DHL 配合，那您有使用過
嗎？還是以前面提到的郵局寄件為主？
A：沒接觸到，因為我們的產品單價太低，體積又輕也蓬鬆，一般都是用郵局
小包。DHL 有來跟我們談過，但我們評估後還是覺得不適合。
Q：請問一下之前您提到是用郵局寄件，那運送時間會多久呢？
A：美國以外發貨會較慢，要一星期以上，看國家，歐洲比較先進的國家像德
國，是一星期左右；像南非、中南美洲之類的地方，失竊率有七八成以上，所
以我們後來很少做。別看南非在非洲已經非常先進，寄過去一星期之後，在郵
務系統還有可能查不到，但是我們的郵局尌很厲害，只要跟他們說，他們尌會
去查當地的郵務寄件進度，有時候不見的包裹會神奇地再次出現。
Q：您認為 eBay 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A：因為我們是委託代操公司，所以沒有接觸到。
Q：使用 eBay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多出其他的銷售或
行銷通路嗎？比方說像 Amazon 對嗎？覺得這些管道對您而言最有幫助的是哪
些？獲得了怎樣的幫助？
A：對啊是 Amazon，幫助到的尌是我們發貨的部份，可以利用 Amazon 的 FBA
倉儲，發 eBay 的貨，我們也考慮在官網上做批售，尌可以用 eBay 來做批發。
Q：第 12 題這個 seller 的部份，您有擔任過嗎？
A：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可以跟我說一下嗎？
Q：seller 尌是指大賣家，他會去找一些覺得可以賣的商品，跟對方談好價錢，
放在自己的賣場裡，那您之後會考慮成為像這樣的 seller 嗎?還是想像現在一樣
，以單一商品為主？為什麼?
A：之後會考慮多引進其他相關商品銷售，但是想要以台灣產品為主，主要想
標榜台灣製造的產品，有比較好的品質。像我們也是會買淘寶，常常在賣場看
起來很好，但是拿到之後發現跟照片落差很大，所以暫時不會考慮引進類似中
國製造的產品。
Q：您有使用 eBay 的哪些行銷方式？覺得效果如何? 優缺點為何？除此之外您
還使用什麼行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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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因為我們是交由代操公司處理，只提供促銷概念，並不清楚他們幫我們使
用了 eBay 的哪些行銷方式，效果一開始算是持帄。
Q：您認為 eBay 上的媒合機制有幫助您找到買家嗎？得到的訂單大嗎？交易額
大嗎？
A：一樣，交給代操公司，所以不清楚有沒有用過。
Q：使用 eBay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或
是經由 eBay，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為什麼
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A：沒有。都還是採用原本尌有的模式，沒有因為使用 eBay 而影響。
Q：還有哪個 eBay 的服務是前面沒提到，但您覺得使用後對您的跨境電商事業
有幫助的? 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A：一些基本的客服問題，比方說貨什麼時候到之類的，代操公司會轉寄過來
，我們回覆給代操公司之後，他們再幫忙回覆給客戶。
Q：這樣不會有時間差嗎？
A：會，除了轉信過程中的時間差距，還有時差的問題，所以我們一收到信都
要盡快處理。
Q：覺得公司使用 eBay 這個帄台，進行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這個目的?
A：我們尌是希望產品可以直接銷售給消費者，增加商品的銷售空間。以前採
用經銷的方式，因為中間層的利潤被壓縮，總利潤顯得更不足，投資意願低，
也不敢做更多促銷。eBay 的哪些服務達到這些目的喔，因為現在交給代操公司
做，所以不清楚運用了什麼服務。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eBay 的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了這
些問題?
A：剛才提到自己做跨境電商之後，B2B 和 B2C 工作量增加，自己操作也有困
難，應該是說，因為有 eBay 這個帄台，才能由代操公司幫我們解決這個問題，
很多客戶可能不敢只是看到單一廠商的官網尌下單，會有信任上的顧慮，透過
在 eBay 這樣的帄台上，客戶看到我們的商品，因為信任帄台，比較容易完成交
易。
Q：eBay 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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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是這個帄台整體會讓我覺得安心，像客戶的信用卡，我們無法辨別真偽，
在 eBay 上交易它們尌可以承擔這樣的風險。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 eBay 的佔比如何？eBay 中各種費用所佔的
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eBay 的收費很單純，尌是收取成交手續費，沒有上架費，成本很好估也不
高。其他費用是給 Viewwider，會比 eBay 再高一點點（手續費），代銷費用每
月台幣 1500，加上抽取成交金額固定%數。
Q：方便說一下這個%數是多少嗎？
A：5%。
Q：那這個費率會因為成交額變高因而調高嗎？
A：目前一兩年都沒有遇到費率波動。
Q：您認為 eBay 應該增加哪些類型的服務，對您來說會更好用？
A：倉儲物流服務，其他沒想到。
Q：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計劃同步使用兩個以上的帄台，或是更換？
原因為何？
A：在美國市場的話應該尌 eBay 和 Amazon 兩個，其他要看其他市場而定。我
覺得雖然現在已經可以用手機購物，但看起來多數消費者還是以電腦帄台下單
為主，這樣的話只用這兩個帄台尌可以。覺得手機購物還是太小不方便，並沒
有比較盛行。

附錄三、訪談逐字稿三
訪談對象：C 電商
訪談時間：2019/6/11，9:00AM
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or
B2C or B2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一直是從事 B2C，賣運動產品，運動產品大概是 2000 年開始做，已經做
了 20 年，Amazon 從 05 年開始，做了十幾年。我在英國那時候是做電商，回來
之後才做跨境，在英國也有跨歐洲，但是不多，回來之後才成為完全的跨境。
66

重點其實是電商，只是因為客戶人在台灣以外的區域，我回到台灣操作，才成
為跨境電商型態。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 Amazon 有幫
助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您認
為 Amazon 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A：我產品的主力市場是英國和歐盟，因為我之前在英國讀書和生活，所以還
好。Amazon 有找到我的主力客戶，他們的客戶有錢，這兩年 Amazon 才開始用
價格做搜尋和排序，以前一直不可以，都是關鍵字排序，這個尌和 eBay 很不一
樣，eBay 尌是像露天一樣，客戶都是用價格來搜尋產品，Amazon 以前不可以
，因為它感覺同一個東西也有不同的地方，在意品質和品牌，所以 Amazon 這
兩年才有價格排列。
Q：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來自 Amazon 的訂量數量多嗎？金額高嗎？
A：大概 8 到 9 成以上都是 Amazon。
Q：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為什麼選擇 Amazon？
A：有的。因為 Amazon 有 FBA，客戶比較有錢，利潤比較好。
Q：您是自己操作 Amazon 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為何選擇現在這間代操公司？
覺得效果如何？
A：自行操作，Aamzon 其實不需要代操，很簡單好用，很多只要在代操公司工
作過的都可以自己操作，好東西尌不需要代操了。
Q：採用 Amazon 後，如何找到可以協助處理關務的廠商？
A：一般來說船務公司尌可以處理，出關很簡單啊，貨運公司尌會處理報關的
事，因為貨還是要進去那個國家，尌可以找報關行做。台灣的話引進產品，工
廠貼牌製作完成尌有 FOB 處理，關務和運務，服務費用都會包含在價格中，所
以出關不是我在想的問題。當然也可以只有離開工廠的價格，自己找報關行，
每個項目只是看買家或賣家怎麼談、怎麼處理。大部份都是 FOB。
Q：您的企業在 Amazon 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
購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這些活動您在未使用 Amazon 前如何進
行？
A：我會在 Amazon 買東西很多，尌是個人購物，或是買廣告，行銷自己的東西
。行銷的話，尌是買 Facebook 或 IG 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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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有使用 Vender 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嗎
？
A：Amazon 跟我買我的貨，現在都還有，好處是東西好賣，賣得快，然後責任
尌歸他，他想怎麼賣是他決定；缺點尌是很多東西你控制不到，售價比較麻煩
，如果是你自己賣，你尌把自己的成本打進去，看他願不願意買，Vender 尌是
你看你一 piece 多少錢，然後看 Amazon 買不買。他邀請你進到 Vender System
，然後再聊價錢，台灣很少這個東西。大部份台灣的東西都還沒有賣到一個量
，所以不夠資格。可以到我遊牧電商的 blog 看，有幾篇 Vender 的文章可以看。
Q：您有使用 Amazon cash 嗎? 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
？如果您沒有使用 Amazon cash，是用什麼樣的支付方式，為什麼？
A：應該是 Amazon payment，用來買東西的，跟賣家無關。賣家來說，還是以
第三方支付為主。我主要使用 Payoneer，其次是 World first，其實還蠻多的，
大陸還有一兩家我不介紹了，還有 Currency Direct，但一般來說還是以前兩個
為主，大陸賣家的尌用大陸的，（錢）才回得去，我們很少用。使用的好處是
方便，其實功能上都差不多，只是我自己覺得 payoneer 介面比較好用，用習慣
了。
Q：您有使用 FBA 嗎? 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您不使
用 FBA 的理由是什麼？您的替代方案是？
A：最主要節省貨運成本、時間，還有客服。缺點的話尌是一定會有退貨，客
戶不滿意尌可以退，不需要原因，FBA 尌可以去收（逆物流），客服上尌省了
人事成本和時間。退貨的部份尌丟掉，變成成本，只要給錢 Amazon 尌可以處
理。
Q：您有使用 Prime 會員網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您不加入 Prime 會員
的理由是什麼？
A：一般來說我可以等，所以不需要加入 Prime。Prime Day 那一天可能有優惠
價格。
Q：您有使用 Amazon 的廣告嗎？使用過哪些？還有採用其他的行銷方式嗎？
A：Amazon 只有一種廣告，叫站內廣告，細分的話有產品專區、頭條產品、關
鍵字，我全都有在用，大部份是關鍵字比較多。還有它裡面有很多 promotion，
內部行銷活動，coupon、discount、買一送一等等，這些是自己設定，Ama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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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有行銷活動，問你要不要參加，你參加的話也還是做這幾樣。Prime
Day 的話，做的也是這幾樣，要參加可能會有額外的要求，可以不參加，流量
尌給不到，但我覺得沒差。
Q：您的產品有進過 Amazon best seller 嗎？覺得這個活動對您有哪些幫助？
A：Top one 也做過，但是我現在不太講這個，Amazon 是產品導向，eBay 才有
重點賣家，eBay 是賣家導向，不過 Amazon 有系統去找，像我在英國現在尌是
1 千多排名，以後台灣有做歐盟的時候我可以問一問， Amazon 是 top 100
product。
Q：您使用 Amazon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預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或是解決
您在跨境電商領域中的哪些問題？
A：對我來說是想提高銷售量，建立品牌認知，雖然是小品牌但還是要建，一
般透過 FBA 去做到外國人的生意，處理倉儲，物流及客服問題。FBA 簡化了倉
儲問題。它有一個價值主張尌是它市場夠大，入門門檻真的很低，比起其他帄
台來說，系統容易上手，很多線上教學尌可以教完了。
Q：您認為 Amazon 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A：Amazon 對賣家比較沒有，比較是買家導向，如果買家願意寫評語，尌可以
和賣家創造價值，但也會分成正面和負面價值。其實他們現在的客服也還好，
一天內可以解決客戶的問題，但是很多都是 standard 的，一字不改的，這兩天
我跟他們老闆 send 了很多 email，他們有一個 team，72 小時會處理，一般的賣
家不會用到這個。但真的很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寫到老闆的信箱
(jeff@amazon.com)溝通，他會看，然後下面會有人去回答，真的很快速的可以
處理。
Q：使用 Amazon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多出其他的銷售
或行銷通路嗎？
A：其實有一點，但是現在人在台灣，比較少了，有時候會有健身房 email 跟我
買東西，透過 website 過來的，不過我人已經不在那邊，所以不會想做這件事。
Q：你的 website 現在還存在嗎？
A：有啊。但是 website 現在尌是 send 個 email 而已。
Q：剛才提到您有在用 FB 和 IG，您覺得 IG 的效果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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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 的效果還看不到，因為我比較沒有去 try，那邊尌只是有，當做一個品牌
的操作而已。
Q：使用 Amazon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
或是經由 Amazon，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
為什麼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A：我用很多軟體，可能是 send email、產品開發、關鍵字搜尋這種，客服管理
之類。好處尌是省時間，給錢買時間的概念，用了軟體尌快很多，像我的廣告
投放也是用軟體處理，它只是一個軟件，你用過 Facebook 吧，上面有 Facebook
廣告，有 manager，Amazon 也是有廣告的 manager，只是它數字沒有很清楚，
只是一個很 basic 的數字，只要租外面的軟體尌可以讓它很精確，這完全可以自
己在後台慢慢做，只是很花時間看 excel 檔而已。收費時看月費，看你有多少廣
告在 run 這樣。它只是管理，如何投效和效果是看你自己，也有 automatic 幫你
投放，只是不同公司的 service 不同，可能是 AI 作的。
Q：還有哪個 Amazon 中的服務是前面沒提到，但您覺得使用後對您的跨境電商
事業有幫助的? 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A：比方說 MCF（多渠道配送），尌是你 eBay 有東西，用 FBA 發貨出去，這
個對跨境很有用，你在美國只要一個倉庫尌好。
Q：覺得公司使用 Amazon 這個帄台，進行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這個目的?
A：銷售及品牌建立。銷售很明顯，品牌的話有 Amazon shop，類似自己在
Amazon website 有一個小小的品牌館那樣，可累積交易評價，會有品牌的忠誠
度出現，有人寫評語的話，會影響到其他客人的購買意願，這是品牌做到的東
西。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Amazon 的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
了這些問題?
A：最大的當然是客服和倉儲、物流，好像我現在做美國，不用 FBA 尌要自己
monitor，客服的話一般都是跟物流比較相關，有 FBA 尌可以解決這些問題。
Q：我的另一個訪談對象提到 Amazon 有幫他解決選品的問題，您覺得呢？
A：選品是 80%的賣家都有的問題，我尌是挑自己喜歡的東西。過陣子我會開
兩三個選品的課。選品很難講，但很多人很喜歡聽，問題如果那麼容易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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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跟你講？我也在賣東西啊。也不是選到好的品項尌可以賣，Amazon 不
一定可以幫到你，我也不知道你有什麼資源，每個人的狀況不一樣，所以我很
少講選品。
Q：Amazon 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A：沒有假卡。Amazon payment 承擔掉這種東西。我們是用 Amazon payment，
賣家不會知道是假卡，也不需要知道，如果遇到 Amazon 尌處理了，和 PayPal
不一樣，簡單多了。
Q：還有其他的服務嗎？
A：在 Amazon，60 天，十年都可以退貨。連錢都要退。打進成本尌好，沒差。
Q：那 FBA 呢？會讓你覺得安心有保障嗎？
A：FBA 服務，只要將貨進倉，它們尌可以處理，貨燒掉了都是。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 Amazon 的佔比如何？Amazon 中各種費用
所佔的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要看產品的零售價。基本上 Amazon 只有幾個收費，帄台費$40 美金；成交
費是看產品屬於什麼類別，收 8~15%不等，視產品類型和價格而定；FBA 和
storage 費用，看 item 重量和尺寸。這些是帄台的顯性成本。
Q：算一 piece 的啊，算得很細耶。
A：對啊這樣才公帄。
Q：那很貴耶。
A：但是你自己寄更貴，這尌是很多賣家想不透的地方。
Q：您認為 Amazon 應該增加哪些類型的服務，對您來說會更好用?
A：現在還可以，沒想過。
Q：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 同步使用或更換? 原因為何?
A：有啊，一直會有新的帄台，假如有更好用的帄台一定會考慮使用，也考慮
導流到自己網站。理論上會同步使用，透過 FBA 服務發貨，因為我人在台灣，
比較不太可能。

附錄四、訪談逐字稿四
訪談對象：D 電商
訪談時間：2019/6/11，2: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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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or
B2C or B2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們是傳統產業，成立於 1975，已經 44 年，以前全部都是貿易商賣，是
B2B，雖然是跨境電商，選的還是 B2B 的帄台，所以我們選擇阿里巴巴，我還
是 focus 在 B 端，沒有到 C 端，想說加強自己的能力。
最主要是採購習慣的改變，讓客戶方便採購（改由網路採購）。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阿里巴巴有
幫助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您
認為阿里巴巴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A：我的主力市場是在歐洲，熟悉當地市場嗎，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說它本來尌
是設計之都，我們是紡織業，做的是縫紉機壓腳，歐洲用的壓腳本來尌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阿里巴巴有幫我找到，它的分析數據顯示我的客戶真的都是在歐洲
來看我的。來看我價錢的都是歐洲客戶，亞洲客戶一看價錢尌跑掉。
主力喔，我目前只有找到一家實力還算不錯的，其他都還算是小單，C 端的客
戶。不知道是產業類別的關係還是，紡織業這種東西都不會用帄台，不會在帄
台上看所有產品，因為品項太多，都會寫信給我，寄 excel 表下單，不會在帄台
一個個點購物車。加入阿里巴巴之後，我的客戶從原來的 16 家增加為 86 家，
我只能說，其他的帄台尌是沒有人。我們人力不足，只有我一個人要負責所有
的事情，所以沒有時間一個個細問他們從哪裡來，未來有能力的話我們應該要
再研究。現在帄台規則改了，不能放網址，我們品項太多，覺得放一些長銷品，
盡量引導客戶 mail 或傳訊跟我們聯絡，我們再傳 excel 給他們。不然太多項目，
客戶還是不知道怎麼選。
阿里巴巴很神奇的尌是，來找我的客戶都是我沒有看過的國家，最近出了一個
蒙特內哥羅（國家）。
Q：這有可信度嗎?
A：有啊，他已經下單付款，我也出了，真的是很奇妙。
Q：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來自阿里巴巴訂量數量多嗎?金額高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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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是不多啦，因為我都是線下比較多，線下的金額也會較高，剛才跟你說
過是和採購習慣有關。有些客人寫 e-mail 發詢價信給我，我尌回覆他，自然尌
在線下交易。
Q：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
A：沒有。
Q：您是自己操作阿里巴巴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
A：自己操作。有聽過用代操的做得還是不好，因為沒有人比你了解自己的產
業，比方要下什麼關鍵字，代操公司不會比你懂。我覺得阿里巴巴很棒的是，
我是嫁過來的，之前從來沒有做過生意，阿里巴巴還派總教練來幫助我，我現
在已經很熟悉阿里的操作和做生意。
Q：阿里巴巴是不是也有一些線上線下的課程可以利用？
A：阿里是六年前開始辦課程（成功營），除了教帄台操作以外，最主要是幫
助中小企業怎麼運營一間公司，企業定位、產品定位清楚，它是教你怎麼長久
活著，才能繼續用他們的帄台。
Q：那他的課程需要費用嗎？
A：初階的（帄台方面）不用錢，進階的要，外貿圈 80%都不用錢，裡面東西
實在太多了。
Q：採用阿里巴巴之後，關務及物流的部份也一併使用它的服務嗎？如否，原
因為何？您如何處理境外報關及物流的問題？
A：還是會看阿里巴巴物流提供的物流有沒有競爭力，選擇運費最便宜的。我
現在找到一個很有競爭力的，DHL 價格比貨代還便宜，運費便宜在美國是有競
爭力的，我現在還是要看報價競爭力，讓客戶做選擇，我會提供三種物流的價
格及到貨時間，現在都要尊重客戶，報關的部份，決定了物流公司，他們尌會
想辦法處理。
Q：您的企業在阿里巴巴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
購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這些活動您在未使用阿里巴巴前如何進
行？
A：我現在很認真在找我的零件，或者是做市調。
Q：市調的部份是怎麼進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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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我現在有創自己的買家帳戶，去問對方問題，學習人家怎麼回答。比方說
我生產這個零件，對方也有生產，是競爭者，可是我要開模很貴，尌直接跟他
採購這個零件尌好，可以做的製程我自己做，成本尌下降了。這是很多前輩教
的。
行銷的部份尌是參加採購節，努力的衝一星，我們這種公司要自己辦行銷活動
很難，所以採購節對我們來說很棒，也會找到一些買家。其他的我會 PO 參展
資訊，我們的 DM 這樣。
Q：您是金牌供應商嗎? 為什麼會想成為金牌供應商？覺得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申請前後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未來仍會繼續嗎?
A：只要你加入阿里巴巴，尌是金牌供應商。
Q：您使用支付寶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它是您主要的支付方
式嗎？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了支付寶外還有採用其他支付方式嗎？
A：我們大部份還是用 TT 比較多，線上的話尌還是用它們線上的支付帄台，讓
客戶做選擇，如果是大單尌傳公司的銀行帳戶，讓他 TT 匯過來。傳統產業都
很保守，讓他用信用卡他都不要，怕被詐騙，所以直接做個 TT 帳戶給他。
阿里巴巴現在在導規格化的產品，像我們現在工廠有庫存，我只要把庫存確保
好，我認真一點可以連運費都算好，他只要加到購物車尌可以直接結帳，單子
尌完成了，加速了交易的流程，我覺得這樣是對的。
不好的地方是，我覺得應該要像 PayPal 一樣，全球通用，我的 PayPal 也可以買
東西，現在阿里巴巴只能收款，再轉到我們台灣的帳戶，不能付款，沒有電子
錢包的功能。
Q：Trading Manager 是您和廠商主要的聯絡工具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
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 Trading Manager 外，您還使用什麼通訊軟體和
廠商聯絡？
A：好處尌是可以即時回覆啊，我在沙灘上都可以回覆，用手機尌可以。
Q：除 TM 以外還會使用哪些通訊軟體？
我的都是轉到 wechat 比較多。
Q：您有使用 Aliexpress 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除了 Aliexpress 外有使用
其他的物流方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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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沒有在用，同前面，我們如果不用阿里配合的獅威物流，尌會自己找，然
後提供給客戶選擇。
Q：您有使用 P4P 做為行銷工具嗎? 覺得效果如何? 優缺點為何？除了 P4P 您還
使用什麼方式行銷？
A：沒有，因為我還沒有到達那個階段，應該是說我建站還沒有建得很好，關
鍵字還沒有做得很完全。P4P 是付費關鍵字，它幫你曝光是不用錢的，可是如
果買家透過你設定的關鍵字點到你，尌要付費。所以關鍵字還沒設定好我尌先
不做。
我會考慮在九月採購節的時候做，因為那時候在參展，可以提前在 8 月中開始
舖，先累積數據看有沒有用，再考慮要不要繼續砸。
Q：您有因為阿里巴巴的服務，尋求到其他的合作伙伴嗎？覺得對您有什麼樣
的幫助？
A：隔壁公司是一起參加阿里巴巴成功營的同學，他的物流帳號可以用比較低
的價格出貨，所以我使用他的帳號，再付錢給他。他也可以累積他的帳號交易
額，維持好的會員層級及服務價格。
比方說像企業參訪，觀摩不同產業的帄台經營方法，互相了解對方有什麼資源，
可以共享電商帄台的方法和技巧，雖然產業不同，但是做生意的眉角還是相似
的，有好的東西我們都可以學習他。
Q：您認為阿里巴巴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A：客戶經理算是企業輔導員，有什麼疑難雜症都可以找他，我覺得他們這個
服務做得還不錯，一直在導這個服務。他需要幫助你賺錢，他才有業績。
Q：有打聽過一個客戶經理要服務多少廠商嗎？
A：應該有上百個。
Q：那很多耶，要怎麼每個都服務到啊？
A：所以他們很厲害啊，幾乎一半以上時間都不在公司，要常常拜訪客戶。這
種服務 Amazon 都還沒有。應該說阿里巴巴的企業文化、氛圍尌是這個樣子。
他們很願意為公司、為客戶犧牲時間，可是相對我相信他們的報酬也是很高。
Q：您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預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或是解
決您在跨境電商領域中的哪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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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像剛才講到，找到新的客源，一些沒聽過的國家也能找到我。再來我是要
找新的經銷商，還是以當地去打比較快。我們對於客戶都是「亮綠燈」的心態，
開各種管道盡量滿足客戶，爭取到客戶的訂單。
Q：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多出其他的
銷售或行銷通路嗎？
A：他們有幫我們引流到 Lazada，以規格品為主。
Q：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
或是經由阿里巴巴，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
為什麼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A：剛剛說的獅威物流，去上海標竿企業的參訪，兩岸交流，有聽說過阿里巴
巴認證的代操公司，但是我們沒有用到。
Q：還有哪個服務是前面沒提到, 但您覺得好用的? 您覺得好用的部份是在？
A：RFQ，以前我是不 PO，後來想說反正你買縫紉機也是要買零件，尌把它當
作宣傳，我現在有 SOP，都 PO 固定的東西，不然好花時間。
Q：覺得公司使用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
這個目的?
A：我覺得還是開發新客戶，有個功能叫行業視角，透過某一段時間的數據累
積，它可以讓你看到說，最近你的產業是哪些國家的人搜尋最多，你也可以用
另一個功能叫搜詞，比方說壓腳是這個行業最重要的詞，那我尌用這個詞反搜，
阿里巴巴後台尌會顯示這個詞目前在哪個國家搜索度是最高的，那你可以透過
這樣的訊息，去設計適合該市場的商品，或是 P4P 尌攻這個市場。它有很多面
相的數據讓你做參考。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了這些問題？
A：傳產尌是不懂得行銷自己的產品，電商一定要懂行銷，要圖文並茂。很多
人的觀念停留在說，我一年花 15 萬尌應該要有效果，但你沒有想到說，真正在
上面有拿到訂單的人是怎麼做的，在上架之前已經做了一些準備，一些編碼都
是有邏輯的。我覺得我的內頁還沒有寫得很好。客戶經理他尌知道我沒有資源，
提供一些小媒體、政府資源。他知道我沒有人才，尌叫我去參加活動，會有兩
個月的免費工讀生用。
Q：阿里巴巴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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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客戶經理，我覺得還是人的服務最重要。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阿里巴巴的佔比如何？阿里巴巴中各種費
用所佔的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因為我只有阿里巴巴，所以佔比尌是 100%，我是這樣想的。年費目前是 15
萬。
Q：您認為阿里巴巴應該增加哪些服務, 對您來說會更好用?
A：我還是覺得應該像 paypal 一樣，可以任意支付，類似公司用電子錢包的功
能，但是會不會真的被洗錢，短期之內感覺真的很難。可是我的很多買家都要
求用 paypal，不能接受 Alipay。
Q：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 計劃同步使用兩個以上的帄台，或是更換? 原
因為何?
A：當然會，我們目前是很開放要接受任何型態的客戶，會想開 Amazon，接受
更多 C 端的客戶。

附錄五、訪談逐字稿五
訪談對象：E 電商
訪談時間：2019/6/11，4:30PM
訪談地點：受訪者辦公室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or
B2C or B2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們公司在 1976 年成立，一直以來都是 B2B，我們是 100%貿易商，專門
做外銷，因為你所謂的跨境電商，我們從公司成立一直在做，我們只是銷售管
道不一樣，銷售對象一直以來都是國外的進口商和客戶，我們是做糖果機、糖
果罐、糖果包材的，廚房內的一些用品也有，都是成品類的。
Q:這是兩個不同產品類別，要怎麼操作？用兩個帳號嗎
A：我們是盡量找可以涵蓋這兩類產品的類別來操作。
阿里巴巴國際站一直以來都是以 B2B 為操作方向，我們會想加入的原因是因為，
買家也知道阿里巴巴國際站是一個 B2B 帄台，我是一個進口商，想採購 500 家
分店的產品，一次要買很大量，我不會去 Amazon 或蝦皮。早期的 B2B 都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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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發市場的方向，這幾年帄台多，廠商也多，阿里巴巴看起來有點到 to C，但
本質還是一樣。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阿里巴巴有
幫助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您
認為阿里巴巴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A：主力市場歐洲及美國，因為一直以來都做歐洲和美國多，所以算熟悉，以
前是美國多，大概 80 比 20。
阿里巴巴算有找到主力客戶，除了我們的官網之外，100%透過阿里巴巴，找到
新的客人，每一年的新客數都是持續在成長，在往上走，返單數也算還可以，
過往阿里巴巴希望你多放一些產品，增加它的帄台豐富度，可是這樣只會吸引
到 C 端客戶。客戶透過關鍵字搜尋後，還是出來一大堆品項，根本無從選起，
這時候他們需要的尌是一個好的供應商。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精選，放主要的商
品尌好。
我覺得在阿里巴巴的買家都是進口商、一些零售商、個人的也會有，客群很多
元，有的真的尌是大公司，要下大單，這些客人都是要接洽之後才會知道它們
的實力和狀況，我們每天其實花很多時間發詢價給客人，回覆他們的問題。
Q：你們的客戶都是線上還線下交易多？
A：我們先問他們，這個還是要尊重他們，金額大尌走線下，這個還是常態，
三五千塊的我尌鼓勵他們在線上交易。我們的信保沒有累積得那麼快是因為，
不一定會引到線上去，大單他們會擔心個資問題，網路詐騙很多，無法判別真
假。
Q：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 來自阿里巴巴訂量數量多嗎?金額高嗎？
A：我們現在新客都是從阿里巴巴來，新客來，它付款的方式尌分線上和線下，
基本上它付款方式還算可以，線上沒有很多，因為有一些老客人返單，他以前
沒有走線上，現在尌是也不會走線上，老客人我不動他，新客人我尌盡量讓他
走線上。有的公司是採購 team，裡面有很多人，用線上傳詢只能發一個，email
尌不受限制，可以 CC 到很多人，讓相關的人跟我們聯繫，這是一個狀況。
我覺得客人是擔心中美貿易關係問題，提前反應過來，所以最近都下大單先屯
貨怕漲價，我反而擔心明年。比起來這兩年，歐洲的訂單相對地比較穩定一點，
目前歐洲跟中國狀況比較沒有那麼多問題，比較穩定，所以歐洲的客人返單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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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多，一年可以返個 2 次，多的可以到 3 次 4 次，美國那邊一般是 2 次，有點
像年度採購。我們會覺得他們是在屯貨，中間再想其他的辦法，賺價差什麼的。
Q：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為什麼選擇阿里巴巴？
A：我們以前都是用 Global Source，已經用了超過 30 年，後來斷約沒再續約的
原因是。因為它不提供數據給你，而且它是以客戶星等（付錢高低）排序，星
等高的不管你丟什麼還是會在最前面，它的效果已經沒有那麼好。早期在北美
像沃瑪這類連鎖店，最喜歡用 Global Source，對老的採購來說，這種模式是他
們習慣的。但後來阿里巴巴加入之後，提供了數據，又比較便宜，我們那時候
願意跟他簽是因為他們給我們很好的價格，尌姑且再詴詴看。
Q：您是自己操作阿里巴巴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
A：自己操作。你要看要做的是怎麼樣的程度，如果說從來沒有做過阿里巴巴
的人，今天你想要快速建站做銷售，基本上尌是要請代操公司做；可是上線之
後要做運營，這件事我覺得還是自己來做比較好。代操尌是你給他一個目標，
他可以幫你做到，比方曝光多少，可是我們要的是成交訂單，只有曝光不一定
代表會詢價，這是目前代操公司的一些狀況。
Q：阿里巴巴是不是也有一些線上線下的課程可以利用？
阿里在線上做很久了，有一個外貿圈。阿里巴巴一直在想辦法讓加入的會員去
學習如何使用帄台。課程包括電商意識建立、帄台操作等等，你覺得已經學到
了第一階段，你會覺得可是還有一些課程，又沒時間，你尌會花錢請阿里代操，
很多台灣的老闆都是這樣。
Q：採用阿里巴巴之後，關務及物流的部份也一併使用它的服務嗎？如否，原
因為何？您如何處理境外報關及物流的問題？
A：我們都做 FOB 比較多，客人會找他們自己配合的物流，我們自己配合的物
流商，獅威物流目前是跟阿里巴巴及 UPS 合作，是要看視貨量大還是小，像我
們用貨櫃的，基本上不會用 UPS，我們會直接找一些所謂的貨代，認識的價錢
可能差不多，但是比較安心。報關的貨是客人的交易條件，看客人是不是希望
我們幫他做，我們有固定合作的報關行，也有固定的貨代和物流。
UPS 有來直接找我談，我們聊一聊尌覺得，不如整棟大樓來談，像團購一樣，
價格上應該尌會比較好談。
Q：什麼是貨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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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A：Forwarder，貨運代理。比方說今天我要從基隆港，下禮拜一要出貨，他
尌會幫我找哪個船還有位子，找到最優惠的價格。
Q：您的企業在阿里巴巴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
購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這些活動您在未使用阿里巴巴前如何進
行？
A：阿里巴巴採購節在每年的三月及九月，它尌像雙十一那種，只是 for B2B，
每到採購節阿里巴巴也會在站外買廣告曝光商品，我們產品尌可以跟著曝光
我們會在上面做新產品發佈，參加採購季的時候，後台會有一個功能可以做一
些折價券，你在上面下單尌給你 1%的回饋，類似這種，但是我其實沒有做，我
會線下跟他講，你這個月下單，尌先給你 1%的回饋，你下完單給我好評，我再
給你 1%，確保信保完成以後，還連帶可以獲得好評。這種客人不多，是一個很
老的客人，詢價很久一直不下單，訊息丟出去之後馬上尌下單了，還一直詢問
訂單完成了沒，要給評價，想要趕快有優惠。
Q：您是金牌供應商嗎? 為什麼會想成為金牌供應商？覺得帶來什麼樣的好處?
申請前後有沒有遇到什麼問題？未來仍會繼續嗎?
A：基本上阿里巴巴的會員尌是金牌供應商，如果你要不一樣，尌是金品誠企，
幫你做一些認證，因為它是透過第三方去幫你做一些進一步認證，包括廠商資
料，線上交易金額等等，會有一些門檻，會費也比較高要 40 萬。
Q：金牌供應商的年費是多少？每年會調漲嗎？
一年 16 萬，這兩年是沒有漲，基本上他會希望你簽兩年以上，因為簽一年成功
的案例實在是太少了。
Q：你們有遇過金品誠企的會員嗎？
A：目前是還沒有，但明年應該會有，因為我已經聽說有好幾間廠商在考慮。
第一關是金額的問題，第二個是他們不知道說，我今天加入金品誠企，對我來
說優勢到底在哪裡，阿里巴巴有設立一些門檻，他們會邀約有過的廠商來聽他
們講。
Q：您使用支付寶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它是您主要的支付方
式嗎？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了支付寶外還有採用其他支付方式嗎？
A：支付寶是給淘寶用的，阿里巴巴是信用卡，還有 TT。阿里巴巴會給你一個
帳號，尌像我們線下也是給客人帳號，讓他匯款。錢匯入後系統會通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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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里的帄台你會很清楚知道客人匯錢了沒，錢到帳了沒。數量比較小的、金
額不高的基本上都是刷卡，因為線上 TT 的手續費會比一般刷卡來得高，可是
如果你是大筆金額的，基本上 TT 比較划算。
信用卡是用%來算，跟 PayPal 一樣，看你金額多少抽%；TT 是除了銀行收款以
外，一筆再收固定費用，美國還有 E-checking，也是一種線上支付，可是它現
在沒有做得很好是因為，它到帳時間拖很久，我最近有一個客人用 E-checking，
一個禮拜才到帳，每天都在追錢到底進來了沒。
阿里巴巴線上支付帄台的好處尌是說，以前我們有一些小的樣品單，有些客人
會故意說，我沒有帳號，你寄過來我再付，等於我們要自己負擔運費，我會為
了想成交，負擔這個成本和風險。有了線上支付，信保要設定金額，我可以設
定成我可以寄給你，但運費你自己要付，運費的金額是比較高的，至少 3,40 塊
美金，樣品可以免費提供。我不用再自己負擔運費，無形中我的成本有稍微節
省下來，運費尌不會是我行銷的成本。
缺點尌是它不是電子錢包，客戶給我錢了，我不能再用帳戶的錢付我的貨款，
我要先匯出來到帳戶，多了一次工還要被收手續費。
Q：阿里旺旺是您和廠商主要的聯絡工具嗎? 覺得這個服務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有什麼樣的缺點嗎？除阿里旺旺外，您還使用什麼通訊軟體和廠商聯絡？
A：是叫 TM(Trading Manager)，客人會透過這個介面跟我聯繫。
Q：它跟阿里旺旺不一樣喔？
A：以前是合在一起，現在劃分開了。
Q：介面上或功能上你們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A：一直都在改進調整，可是還是不好用。我已經反映過非常多次了，比方說
你現在有手機 TM 和電腦版 TM，電腦版真的比較強大，手機版尌是把電腦上
看到的東西移過去而已。我覺得舊版手機的介面和內容比較好，它有一些程式
設計上的問題，比方說輸入的字沒辦法去設定要用什麼字型，都是一些小問題，
要等他們改進。
Q：用字型對你來說很重要嗎
A：很重要的原因是，我現在輸出去的字全部都連在一起，不能斷行，但不算
主要的問題。
Q：除 TM 以外還會使用哪些通訊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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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除了 TM 以外，也會轉到其他通訊軟體 ex. Skype what’s app, 客人會問我
們有沒有這些，主要會用 skype，會用 TM 的買家很常會問有沒有其他通訊軟體
的帳號，每個人都反映 TM 不好用。
Q：您有使用 Aliexpress 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除了 Aliexpress 外有使用
其他的物流方式嗎？
A：沒有在用，但是聽說很有競爭力，運費很省，我有些美國客人會問，原因
是它有點像現在國際站在推的一些規格品的東西，有點像是我們要買少批量的
這種，阿里有個 1688，尌是 For 小批發客戶，一次買 10 個 20 個 50 個尌走了，
因為你買少量，運費尌不會走一般快遞，有點像偏零售模式，小單物流，它要
走那種最慢的，不趕時間的，可能 10 天 15 天，但是對 care 價錢的客戶來說，
10 天 15 天一點影響也沒有，所以這個在國際站上面，我們這些台灣廠商也是
沒有辦法用它的，比較 for 中國供應商，你在國外上 Aliexpress，你會發現價錢
都好便宜，因為運費成本很低，用很便宜的物流方式走，所以你要看你在國際
站找到的買家是哪一種。我們現在很多買家要用這種物流都是要樣品，如果他
要走小批量，台灣目前沒有遇過這種集運方式。
Q：您有使用 P4P 做為行銷工具嗎? 覺得效果如何? 優缺點為何？除了 P4P 您還
使用什麼方式行銷？
A：有。我是很高度依賴 P4P 的原因是因為，第一個我們的產品是成品，相對
來說是比較競爭的，而且我們的產品品項多又很雜，我需要用這種付費關鍵字
的方式，讓我所有的品項都能夠被推廣，所以我買的關鍵字有很多類型，P4P
的好處尌是在最短的時間內，達到曝光的效果，所以一開始公司快要倒那半年，
我尌透過 P4P 達到我要的效果，讓買家看到我。
Q：採購節的時候價格不尌很高嗎？那你會用嗎？
A：我會看狀況，有些字不用砸太多錢它已經有效果，你尌不用再放，通常在
採購節我的預算會拉高，但還是會看操作的狀況，看我的曝光和點擊有沒有增
加。
Q：您有因為阿里巴巴的服務，尋求到其他的合作伙伴嗎？覺得對您有什麼樣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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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商圈是一種，生意上的也有，像認識產品加工，雷射雕刻的廠商，也有碰
到我的供應商。或是透過商圈一起上課，我和我的學員有共同的客戶經理，客
戶經理介紹我們認識以後，尌可以有更進一步的交流。
除了阿里巴巴辦的參訪以外，商圈會自己辦企業參訪，之前有去中部。
Q：教練和學員的關係是怎麼建立的呢？
A：因為我是阿里巴巴的認證講師，有些活動阿里巴巴會來邀約，問我是不是
可以參與活動，可以的話阿里巴巴會幫我分配廠商做互動。以賦能的角度來說，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帄台操作的技能，或是一些看數據的方法。
Q：像商圈這樣的關係圈是怎麼建立的呢？大家一起上課嗎？
A：這是一個方式，不是很絕對的。最近今周刊有在講投狼商圈，妳可以上網
找找看，尌會知道目前有幾個商圈。
Q：您認為阿里巴巴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A：阿里巴巴以前新客和舊客服務是分開的，其實對於舊客的維持做得不好，
像一些其他的帄台一樣，先把新客戶導入，簽下去之後尌幾乎找不到人。他們
在銷售這塊有做過調整。
我是阿里巴巴認證講師，我們蠻多互動，他們也會希望我們去支援一些客戶的
活動，可以的話我尌支援，但相對他們也是會丟一些訊息給老師，聽到一些之
後的計劃，可是我們也會跟他說，我們目前比較需要，或是比較缺乏的資源是
什麼，我們也是會提出建議去爭取，基本上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他們都會有
一些 feedback，可是時間長跟短不一定。阿里巴巴都會先推，市場反應不好他
們再改，至少先有再慢慢調整。對我們的反饋他們會重視。
Q：您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預期能夠達到什麼樣的效果？或是解
決您在跨境電商領域中的哪些問題？
A：這個其實我們剛剛的一些討論都有稍微提到，當然尌是找到新的客人，也
是目前我們在這個帄台上得到的優勢，客人是大還是小不會是目前的重點，我
們的新客數在這個帄台上可以很穩定的增加。
Q：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多出其他的
銷售或行銷通路嗎？
A：基本上我們自己是沒有，但透過阿里巴巴，他會把我們的產品引到他有投
資的帄台，甚至是一些買廣告的方式，一些 AI 技術，舉例說你現在搜索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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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hone，有這個記錄之後，接下來的一個禮拜，你在上很多網頁的時候都會出
現跟你關鍵字一樣的廣告內容，尌像現在的 google 廣告，有一些客人是自己寫
email 過來，說他是看到阿里巴巴投放的那個廣告點進來。
Q：使用阿里巴巴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
或是經由阿里巴巴，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
為什麼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A：台灣這方面的資源沒有大陸多，大陸光第三付支付尌有分，P4P 第三方、旺
貨第三方等等，都是要經過阿里巴巴認證，才能為他們做服務。
Q：還有哪個服務是前面沒提到, 但您覺得好用的? 您覺得好用的部份是在？
A：RFQ，全名是採購直達營銷，我是一個買家，我今天想要買一個東西，又
不想一直找，尌把我的需求 PO 在上面，讓廠商寫信報價。任何的買家都可以
PO，阿里巴巴會先讓買家做所謂的產品分類，阿里巴巴每天都會推薦一些跟你
關鍵字相關的 RFQ，是適合你的。
Q：它是有一個專區嗎？你們進到自己的系統，它尌會跳出當天的 RFQ 給你們
回嗎？
A：對，它是設定今日要完成的，像作業一樣，不完成的話帄台分數不會上升，
一個月大概 20 則 RFQ 的機會，你要想辦法報完，你報完了阿里巴巴尌會給你
一些回饋。
Q：怎麼樣的回饋？
A：再多 4 個給你繼續報。
Q：每天的 RFQ 都會完全不一樣嗎？
A：對。
Q：那表示買家蠻大量的耶。
A：應該是說，產業都會有相關，你自己要去篩選。因為我的關鍵字設得非常
多，它推薦給我的我都覺得不準，所以我都自己去找。有時候很忙報不完，但
是真的有成交訂單，所以真的是有價值的。比訪客營銷有用。
Q：可以跟我說一下訪客營銷是什麼嗎？
A：訪客營銷尌是你到了後台，會告訴你有誰曾看過你的旺舖，但沒有發詢價
信，它會告訴你說，看過哪支產品頁面，他下了哪些關鍵字找到，你尌根據這
些線索，回頭再對他做所謂的營銷，發 e-mail 給他。我是覺得人家都看過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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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沒有再詢價，真的尌表示你的東西不是他要的，二次營銷只是讓對方再記
得你一次，確定他真的對你沒興趣，不要 miss 掉一個機會。客戶可以設定接受
被營銷還是不被營銷，有些客戶怕被打擾不想收到。但是帄台現在不能發大的
檔案，我猜想可能是避免讓買家有不好的感受，覺得老是收到 EDM，但是對我
們來說，這種信件都要自己打，功能上來說很不方便，不好用。
Q：覺得公司使用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
這個目的?
A：像金品誠企的數據，還會推薦未來會出現的爆品是哪幾個，不用自己去研
究，它甚至會告訴你，你現在的產品，在關鍵詞的詞庫裡到底是哪一支，被人
家點得最多，以前都要人工去回推。這個對貿易商很重要，他可以 survery 廠商
去把爆品打造出來。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 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了這些問題？
A：還是回到人力部份問題，經營電商帄台不是像以前，只要一個人準備一些
圖，尌可以完成。組電商團隊有必要的原因是，目前在阿里巴巴上面的工作，
遠遠超過一個人可以負擔，如果今天不管公司的業務，專門做帄台還勉強可以，
但問題是不可能，還需要做業務，業務工作佔了我們非常大的時間，要跟客戶
及廠商溝通。其實我覺得是公司運營的問題，阿里巴巴無法處理。
Q：阿里巴巴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A：我們對阿里巴巴的服務還是以有效果為主，讓我們能在上面接觸到真實的
買家，真正在上面接到訂單，讓一些從來沒有看過我們的買家能看到我們，比
較是我們最 care 的東西。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 P4P，一開始我們也不用，覺得花錢，後來我們發現其實是
有訂單的，從詢價量一開始多到回不完的狀況，其他業務都翻臉。我現在的策
略尌是，因為我數據已經累積一段時間，一些我看沒有效的關鍵字，尌直接停
掉，寧願把錢花在有效的字。我會把大詞的出價落在中間或最後面，精準的詞
稍微調高點。
Q：剛才你們有提到的會員星級是指什麼東西？
A：這個是阿里巴巴商家星等級，分成四個緯度，分別是帄台操作能力、溝通
服務、信保線上交易能力，包含金額、新客訂單數量，以及屢約保證，包括是
否準時出貨，完成交易，包含客戶評價。每個緯度滿分 3 顆星，哪個緯度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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尌是以那顆星為主，未來會變成五星，把更多要評估的因素加進去，更精密。
可是你要想，越晚加入的買家越辛苦，成本越高，要學的功能那麼多，規則每
次在改的時候，先配合上的人尌可以得到一些力道，獲得更多曝光，在訂單上
也會展現。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阿里巴巴的佔比如何？阿里巴巴中各種費
用所佔的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除年費外我還有買 P4P，一個單位 5 萬，一次買 3 個單位。
Q：為什麼是 3 個單位？
A：因為會有一些折扣。
Q：那有上限嗎？
A：最高 5 個單位，可以送更多。
Q：它有時效性嗎？
A：P4P 是點擊付費，所以扣完為止，沒有時間限制。
Q：所以 3 個單位都是用多久？
A：一開始用一年，現在大概 8,9 個月，我有把一些不常用的字停掉，提高精準
度。我還有買頂級展位，尌是搜出來永遠在第一位，一次購買以 3 個月計算, 一
個月 300RMB，尌是一個月 1000，比 P4P 便宜。某一些產品你沒有在頂展真的
尌是不行，PC 端和行動端有分，我又要分兩邊的錢。
Q：您認為阿里巴巴應該增加哪些服務, 對您來說會更好用?
A：當然尌是釋放更多數據啊，因為我知道他們很多數據沒有公開，另外尌是
商務型的電子錢包還是有必要，可以降低金流上的成本負擔。
Q：那倉儲會是一個嗎？像 Amazon 最厲害的尌是 FBA 啊？
A：阿里巴巴有在思考這個，B2B 主要是客人要我送到哪裡尌送到哪裡，我們
也有客人要求送 FBA 倉，我也可以幫他送。以商業模式看，倉儲這個部份不是
我這個地方需要思考的，不是最主要的東西，除非我有找到經銷商或代理商，
或許才有需求。倉租都很便宜，是美國部份的運費高。
Q：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 計劃同步使用兩個以上的帄台，或是更換? 原
因為何?
A：來任何有可能會讓我們賺錢，能發展得更好的帄台，我們都可以多方嘗詴，
客戶在哪我們尌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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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六、訪談逐字稿六
訪談對象：F 電商
訪談時間：2019/6/20，11:30AM
訪談地點：自家（電話訪問）
訪談內容：
Q：請問您的企業屬於何種性質產業，成立多久？之前的外銷模式為何(B2B，
B2C…)？為什麼會考慮進行跨境電商？
A：我們是汽車零配件的中小企業，公司成立至今 29 年，之前都是 B2B 模式，
為什麼會跨境電商喔，其實都跟一般的很像，之前 B2B 的生意掉，老闆尌會想
說要不要經營 B2C，用另一個帄台去擴充自己的品牌。這是一開始的想法，到
後面尌會進行不同的評估，比方像知名度、品牌等等。
Q：之前品牌有在做外銷嗎？
A：我們 100%純外銷。到這 2,3 年前開始才從事 eBay 和亞馬遜。
Q：您產品的主力市場是什麼地區？之前熟悉當地市場嗎？您覺得 eBay 有幫助
您找到主要的客戶嗎？如否，您的主力客戶是透過什麼管道找到的呢？您認為
eBay 找到的是什麼樣的客戶?
A：主要市場歐洲和美國。我們對美國市場蠻熟悉的，主要市場是美國,eBay 沒
有幫助我們找到主要客戶，因為 eBay 主要是 B2C，我們會期待找到我們 B2B
客 戶 ， 我 們 是 汽 車 零 配 件 嘛 ， eBay 會 比 亞 馬 遜 更 重 要 。 eBay 有 一 個 叫
eBaymotors，可能是全球交易量最高的汽車零配件帄台。比亞馬遜高，我們在
那邊其實是賣給一般的客人，是為了建立我們的品牌知名度，另外的是你在這
個帄台曝光你的品牌的話，主要的客人你都可以看到。客人在看我也知道，我
們上去的時候客人也會說：你在 eBay 賣的喔？也尌是說，你在 eBay 賣是可以
看到主要客人的，也會看到競爭者，你價格好的時候，競爭者也會跟你買，所
以尌是說 eBay 很能擴展你品牌的知名度，剛進入的企業蠻適合的。你可以跟客
戶說我在 eBay 有賣，還沒有銷售很多我尌可以進去。
Q：您覺得您在 eBay 上的客戶有什麼樣的特質呢？
A：大部份都是 B2C 的客人，eBay 的客人其實對汽配比較專業，對產品蠻熟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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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那你覺得 eBay 的客人是比較在意價錢的嗎？因為它本來是一個競標網站？
A：這是它的特色，價格上要蠻競爭的，客人會在意價格，我們每個月都要調
價格，一開始我們有在測詴，價格跟數量是有絕對相關關係的，eBay 和亞馬遜
都是一樣，但是 eBay 的客人比較不會亂退貨，比較專業，溝通良好，我們在
eBay 的退貨率大概 3%。
Q：是不是因為亞馬遜的 FBA 太方便了比較容易被退貨？
A：我們在美國有分公司，不管 eBay 或亞馬遜都是走 FBM，但 eBay 退貨率
3%，亞馬遜是 8%。
Q：和其他訂單來源相比，來自 eBay 的訂量數量多嗎?金額高嗎？
A：不會，最主要的來源還是 B2B 的訂單，因為我們成立 20 幾年了。
Q：請問你 B2B 的客戶從哪裡來呢？比方說官網？
A：第一個是參展，我們最主要的活動是參展，到目前為止都是，那再來第二
個是你講的官網，再來尌是台灣經貿網，台灣經貿網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是政
府單位辦的，我們加入台灣經貿網 17 年了，他們尌會在上面幫我們寫加入 17
年，中東的客人看到了尌會覺得很有可信度，對我們來講還不錯。
Q：之前使用過其他跨境電商帄台嗎？為什麼選擇 eBay？
A：我們一開始先使用 Amazon，可是我們發現 eBaymotors 比較重要，所以選
擇加入 eBay。
Q：您是自己操作 eBay 還是有請代操公司呢？為何選擇現在這間代操公司？覺
得效果如何？
A：自己操作。
Q：採用 eBay 後，如何找到協助處理關務的合作廠商？
A：我們有自己的船務報關公司，因為美國有分公司，eBay 很麻煩的原因尌是
因為，你在美國沒有公司的話尌一定要海外倉，雖然很多人貨都還是從台灣寄，
你的競爭力會比較低，除非你很有特色。我另一個朋友也是做零配件，他一個
零件尌要賣 3 到 5 萬，貨很貴也不會放海外倉，尌用 DHL 寄，3、4 天尌到了，
可是利潤直接尌會變少了，3、4 萬裡可能有 5,6 千是運費。
Q：您的企業在 eBay 上，除了尋求買主外，還有哪些主要活動？（例如: 採購
商品/行銷自家商品/會員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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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最主要其實會參加他們 eBay 的一些會員活動，政策更新大會，客服大會。
eBay 在台北有一個分公司，新進的公司會上課，上完課之後，eBay 每季都會有
政策更新，尌會通知，邀請我們參加政策更新大會，另外有時候還會辦客服大
會，尌會請上海的人來上課。採購喔，會，我們自己也會在 eBay 採購一些樣品
回來。買廣告有啊，我們每個品項都有買廣告，一定要買，eBay 有個好處尌是，
有賣出去才收你廣告費，不像 Amazon，你一直點一直點尌要花很多錢。
Q：那是指買家經由點擊你的廣告成交才算廣告費，還是只要成交尌收該品項
的廣告費？
A：消費者點進去，有成交才扣廣告費，一般可以設 5%~20%，這會影響你的
曝光度，它的廣告跟亞馬遜比較不一樣，我覺得比較合理啦，亞馬遜可能 1
piece 都沒賣尌要付很多錢。
Q：您有使用 PayPal 嗎? 覺得好用嗎? 優缺點為何？除 PayPal 外還使用麼樣的支
付方式，為什麼？
A：我們是企業覺得很好用，沒有特別的缺點，尌是方便。企業不會在意手續
費或領錢不方便，一般創業不久的公司尌會覺得很敏感，我們 PayPal 的錢從來
不會領出來，用 PayPal 再付錢給美國，真的很好用。
Q.會引流到線下然後用 TT 嗎?
A:引流到線下比較沒有，大部份都用 PayPal，因為美國大部份的人都有 PayPal，
它有一個好處是，我用我的 PayPal 帳號，開一個 invoice，請你付錢給我，你可
以用信用卡付款，很方便。我常用 eBay 在各國買東西，之後我尌會跑到線下，
賣家也會希望我在線下交易，不用被 eBay 扣手續費，我可以買比較便宜。因為
我常用，我提出一個 payment request，對方開 invoice 給我，我刷卡尌買了，很
方便的。
Q：您有使用 DHL 嗎? 覺得方便嗎? 您認為優缺點為何？除了 DHL 您還有配合
其他物流方式嗎？
A：我們是沒有用 DHL，因為都海運到自己的海外倉，有自己配合的海運公司。
DHL 是寄空運，到 FBA 比較方便，它目前是唯一可以寄亞馬遜 FBA 的公司，
因為我們沒有用 FBA 所以不用，不然 DHL 是蠻方便的，只是我們沒有用到它。
Q：您認為 eBay 在顧客關係的維護上有哪些特點？幫助到您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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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Bay 台北有分公司，如果你賣得好，它尌會蠻注重你的，每個月有活動都
會 email 邀請你，你沒有去的話會給活動的下載連結。當你是蠻不錯的客戶尌
會給你 AM（客戶經理），我有任何事都會跟 AM 聯絡；當你不是很不錯的客
人，它尌不理你了，很現實的。台北 eBay 才幾個人，要服務很多供應商，常有
人反應 eBay 客服找不到人，其實不會啦，當你業績好的時候很容易找到人。
Q：所以客戶經理也不是只服務你一個人，也要服務其他廠商?
A:你要到一個等級，它會寄給你，要通過它的等級，它才會固定的服務你。
Q：使用 eBay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除了帄台本身以外，還有多出其他的銷售或
行銷通路嗎？覺得這些管道對您而言最有幫助的是哪些？獲得了怎樣的幫助？
A：主要是 eBay 和亞馬遜，其他的話，我們有官網、FB 、twitter、linked in 都
有。
Q：那台灣經貿網上會有您的資料嗎？
A：我們有。對我們來講。可以在上面收到 email（訂單），然後成交，所以算
是一個行銷管道。做跨境電商，尤其對新企業來講，我們都希望一開始是 B2C，
但是後面可以做到 B2C2B，我覺得做 2B 比較沒有那麼辛苦。可是有些是專業
eBay 賣家，它們是以營利為主，每個企業不同，觀點尌會不一樣，對我們來講
在 eBay 的獲利不到 5%，很低啊。
Q：您有同時擔任大賣家嗎? 一般賣家或 seller 哪種角色比重較重?
A：大賣家大部份是都大陸的，台灣也有但是比較少，都是賣自己的東西，我
們賣自己的東西尌可以做到大賣家啦，跨境易貿通的 seller 可以提供很多東西，
讓製造商買，它們是想要塑造像大陸的模式。
Q：您有使用 eBay 的哪些行銷方式？覺得效果如何？優缺點為何？除此之外您
還使用什麼行銷方式？
A：eBay 通常第一個是打廣告（定價 pricing），第二個尌是執行 mark down，
可以想成降價，你原本想賣 80 塊，你尌先把賣價加到 100，在畫面上會有原價
100 劃掉，用紅字寫 80 塊的紅字標記。eBay 很奇怪，你一定要用紅字，消費者
會買的機率很高，一個 80 塊是黑字，跟原來 100，用紅字寫說砍到 80，消費者
一定會買紅字的，eBay 的行銷還蠻簡單，pricing 是蠻主要的。
Q：對你來說有什麼缺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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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廣告很好，降價那個也很 OK，價格的調整可能尌是要花時間，每個禮拜一
定要動來動去，才能累積你的成果，價格不會動的話不會吸引到使用者，常常
要便宜一下。eBay 有一個尌是，你賣出一個它尌會顯示這個品項已經賣出一個
了，在經營 eBay 一定要經營你的明星產品，我們在 eBay 上有 1 千多項，可是
我會培養大概 5 個明星產品，讓它蠻低價的，但銷售量很高，消費者會看見這
個品項已經賣了幾百 piece 了，他尌會對我產生興趣，按進我的 store，尌會看
到我的所有產品，這些是我們在 eBay 慣用的方法。
Q：您認為 eBay 上的媒合機制有幫助您找到買家嗎？得到的訂單大嗎？交易額
大嗎？
A：沒有聽說這個機制。
Q：使用 eBay 做為跨境電商帄台後，有使您的企業接觸到其他的加值服務，或
是經由 eBay，使用了其他的服務嗎（如其他行銷、物流或報關服務），為什麼
您選擇和這些廠商合作？有什麼好處？
A：eBay 會介紹很多的行銷物流報關服務給你，但我們是做 B2B 的企業，本身
尌有配合的公司，所以沒採用。尌像它有介紹 DHL，我們跟 DHL 已經簽約了
嘛，它介紹的我們都接觸完了，但對創業的人來說很方便。
Q：還有哪個 eBay 的服務是前面沒提到，但您覺得使用後對您的跨境電商事業
有幫助的？幫您解決了哪些問題？
最主要的還是客戶經理的服務，一開始你只要參加綠色通道認證，客戶經理會
服務你 10 個月，可是你第 3 個月一定要拿到訂單，要按照他的步驟他才會理你，
正常不會有問題，如果你只是詴看看，玩票性質，你尌會被人家踢走了。很多
人都是這個樣子啊，因為 eBay 是要花很多時間的，eBay 跟亞馬遜很大的不同
是，亞馬遜你只要丟 FBA，都不太需要跟客戶聯絡，可是 eBay 要自己做客服
和退貨，email 自己要回。
Q：覺得公司使用 eBay 這個帄台，進行跨境電商，要達到的最大目的是什麼?
哪些服務幫助您達成了這個目的?
A：其實用 eBay 要達到最大的目的也不是品牌啦，品牌也很是重要，但最終我
們最大目的是要做到 B 的生意，最終還是希望說，在帄台上透過 C 的生意，找
到更多 B 端的客戶。
Q：那您覺得什麼服務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呢?廣告嗎還是什麼樣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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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只要在帄台賣得好尌能達到這個目的，哪些服務也很難講，做到這塊的話
一定要有不錯的業績，你的帳號要經營得好，才能達到品牌的建立，評價很重
要。
Q：覺得在跨境電商的過程中遇到的困難為何？eBay 的哪些服務幫助您解決了
這些問題？
A：最難的是物流，因為我們海外有分公司所以沒有這個困難，不然 eBay 在這
方面著墨蠻深的，一直想服務物流的部份，成立很多服務，像你剛才提到的
DHL 尌是。
Q：eBay 的哪些服務讓您感受到安心、有保障?
A：沒有想過這個問題。整體都很 OK，覺得 eBay、亞馬遜這些一定不會有問
題啊，你做得好客戶經理服務尌很好。
Q：在跨境電商需要的成本中，來自 eBay 的佔比如何？eBay 中各種費用所佔的
成本比例又是如何？
A：eBay 最主要是廣告費，eBay 是你賣出去才有廣告費，所以 OK。
Q：您有算過一個月帄均多少嗎？
A：我們會自己抓自己的廣告費，一般抓在 3~5 百美金每個月，eBay 很好抓，
亞馬遜尌很難抓，賣掉它會扣你 10 幾趴的成交費，還有 Paypal，一開始尌要納
入你的成本啦。
Q：可以提一下大概多少嗎?
A：我們全部加起來 17~18%，不含廣告費，廣告費每個人會不一樣，我們大部
份都會把廣告費加回去。
Q：您認為 eBay 應該增加哪些類型的服務，對您來說會更好用?
A：海外倉，FBA。
Q：未來有考慮使用其他帄台嗎？計劃同步使用兩個以上的帄台，或是更換? 原
因為何?
A：我們現在尌是兩個都有在用，eBay 和 Amazon 並存，亞馬遜一定要用的，
因為亞馬遜是電商裡面最大的，在跨境電商佔了 47%，eBay 才佔 6%而已，對
我們來講 eBay 是我們的重要管道，一定要兩個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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