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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從網路環境的角度來做切入點，運用4C 態
 勢分析以了解在網路書店產業著重在哪些成
 本的考量，利用五力分析來分析整個網路書
 店產業的競爭程度，再以SWOT分析博客來網
 路書店，以及其在此環境下所採取的策略，
 並探討其核心能力與創造附加價值的能力



產業環境介紹

電子商務蔚為風潮

我國上網人口持續成長達835 萬人

網路購物市場規模達158 億元

網友購物比例與金額大幅提高

網路交易安全問題的降低

我國消費者對網路購物的接受度已逐漸提

升，對網路書店的發展有正面的助益。



網路書店產業的4C態勢分析

外顯成本：

單位效益成本

內隱成本：

資訊搜集成本

道德危機成本

專屬陷入成本



單位效益成本

產業技術創新變化程度

通路創新程度

買者求新求變的程度

相較於傳統的實體書店，網路書店的產業技
 術創新變化程度、通路創新程度及買者求新求
 變的程度都較高，因此外顯單位效益成本相對
 重要。



資訊搜集成本

產品本身的複雜

資訊的充斥性

網路書店的經營者必須要先能夠在消費者
 心中建立起很高的品牌知名度，才能不斷吸
 引更多消費者前來使用及購買，所以資訊搜
 集成本的解決在消費初期是非常重要的。



道德危機成本

網路書店的服務是經驗品

是否有明確且執行有力的買者保護法令

道德危機成本是否只限於產品本身

要提升網路書店的銷售量，首先就必須先
 解決網路交易安全性的問題。要進一步建立
 與維持消費者的忠誠度，就必須、以顧客利
 益為最大考量。



專屬陷入成本

網路書店的服務類型易於建立專屬資產

顧客是否可以很容易看到可能被陷入的風險

買方願意與賣方建立相互陷入的意願

專屬陷入成本在網路書店產業是建立差異
 化與競爭優勢的所在。



小結

單位效益成本 維持競爭的基礎，但若能有突破性的創新

發明，則能取得很大的效益

資訊搜集成本 初期非常重要，是成敗的關鍵，需優先解
 決

道德危機成本 初期的解決是要處理網路購物安全性的問

題，持續努力則可以建立長期的信任

專屬陷入成本 建立差異化與競爭優勢的所在，需不斷強
 化



五力競爭分析

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力(低) 下游購買者的議價能力(低)

同業間的競爭狀況(高)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低)

替代品的威脅(高)



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力

經營一家網路書店的書籍必須即廣及
 深，才能符合網路書店消費群所重視的網路

 書店特色，因此供應商的多樣化與穩定性相
 當重要。但也因為書籍的種類與出版商的數
 量繁多，相對地消減了單一供應商的影響

 力，故上游供應商的議價能力不高。



下游購買者的議價能力

網路書店的消費族群是一般的社會大
 眾，雖然現在消費者可以藉由網際網路迅速

 地搜集資訊、比較價格，網路書店的經營者
 也都一直強調顧客化的服務，但因為消費者
 太過分散，整體的議價能力仍是不高，無法
 直接影響到網路書店的訂價決策。



同業間的競爭狀況

從傳統書店、出版社到純粹線上網路書店競相
 進入，搶食這塊市場大餅的情況來看，同業間的競
 爭狀況是相當激烈的，各家網路書店都期望發展出
 屬於自己的特色來吸引消費者的目光、提高銷售

 量，如金石堂網路書店運用網路上社群經營的概
 念，提出的「個人化書店」經營構想，以及新絲路

 網路書店的「隨訂即印」服務、「新網路造書運
 動」等，都是希望在同業激烈的競爭態勢下脫穎而

 出的做法。



潛在進入者的威脅

網路書店的進入門檻雖然不高，但新進
 者要在繁多的網路資訊中建立起自己的品牌
 知名度並不容易，除非是在傳統書籍市場已
 經具有相當高的知名度，否則不易進入這個
 市場，因此潛在進入者的威脅是低的。



替代品的威脅

隨著消費型態的多樣化與改變，消費者
 購書的管道與通路也越演越多，因此替代品
 的威脅是相當高的。



台灣的網路書店

新絲路網路書店 http://www.silkbook.com.tw/emooks/

Allbook舊書電子市集 http://www.allbook.com.tw/

博客來網路書店 http://www.books.com.tw/

金石堂網路書店 http://www.kingstone.com.tw/

誠品網路書店 http://www.eslitebooks.com/



博客來網路書店公司簡介

『我比任何時候都更相信網際網路』
這是前英代爾總裁安迪‧葛洛夫在網路泡沫化之後對
記者說的一番話，也正是博客來所一直篤信的。
網路的力量不曾稍稍減弱，不論從上網人數，次數，
時間，消費力等各種指標看來，Internet在全世界的
影響力仍持續高升，就連不景氣的台灣也毫不例外。
雖然一場搶著IPO的高燒退去，淘汰了體質薄弱不切實
際的網站，但真正下苦功夫底子厚實的公司，不僅存
活，而且因為資源更集中化而愈發蓬勃。
博客來一直以打造B2C最佳購物環境為己任，博客來網
路書店於1995年由張天立創立，在獲得7-11成功零售
經驗及財務投資後，現今已成為國內最大的網路書
店，更連連邁向高成長，可望迅速達到獲利，並持續
創造高成長與高獲利。



經營理念：

為廣大華文閱讀人口在虛擬環境中提供真實、有效
率的服務，並以謙虛的態度接受環境的要求，
為知訊需求人口而努力，建造最便捷的書籍訊息管
道。

員工人數：100人
資本額：2億
公司負責人：徐重仁









博客來目前採取哪種網路經營（商業）
 

（獲利）模式

B  to  C





核心能力/價值是什麼

1.消費者有個人化空間
2.廠商會針對消費者的喜好
3.種類多、方便、尋找容易
4.以服務為導向、學習為取向
5.建立「到店取貨」的物流模式
6.購書享有優惠的折扣



主要是靠提供什麼產品來獲利

書籍、音樂、DVD、雜誌、MOOK(雜誌式
 書籍、期刊式書籍)美妝、親子、精品、玩
 藝、百貨．．．還有哈利波特、推理小說

 區、滾石經典唱片、小叮噹區．．．每項
 當中還有更細的商品。



法律規範

1.認知與接受條款
 
2.註冊義務

3.博客來隱私權政策
 

4.會員帳號、密碼及安全

5.資料授權
 

6.兒童及青少年之保護

7.博客來得依實際執行情形，增加、修改或終
 止相關活動，並選擇最適當方式告知會員。

8.交易行為
 

9.廣告

10.智慧財產權的保護



SWOT概念

SWOT分析共分為內部環境分析和外部環境分析，內
部環境分析是為了了解企業資源、文化、結構，也
就是為了了解企業的優勢及劣勢；外部環境分析是
為了了解企業所面臨的一般環境及任務環境，其目
的是為了分析企業可獲得的機會及威脅。

神通集團董事長 苗豐強先生 稱之為「策略算
命」。



步驟

SWOT分析程序常與企業策略規劃程序相結合：
步驟一：進行企業環境描述。
步驟二：確認影響企業的所有外部因素。
步驟三：預測與評估未來外部因素之變化。
步驟四：檢視企業內部之強勢與弱勢。
步驟五：利用SWOT分析架構研擬可行策略。
步驟六：進行策略選擇。



2×2項策略型態

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力、爭取機會（SO:Maxi-Maxi)策
略：此種策略是最佳策略，企業內外環境能密切配
合，企業能充分利用優勢資源，取得利潤並擴充發
展。
投入資源加強優勢能力、減低威脅（ST:Maxi-Mini)策
略：此種策略是在企業面對威脅時，利用本身的強勢
來克服威脅。
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力、爭取機會（WO:Mini-Maxi)策
略：此種策略是在企業利用外部機會，來克服本身的
弱勢。
投入資源改善弱勢能力、減低威脅（WT:Mini-Mini)策
略：此種策略是企業必須改善弱勢以降低威脅，此種
策略常是企業面臨困境時所使用，例如必須進行合併
或縮減規模等。



SWOT分析矩陣

S W

O

T

攻擊策略(S-O) 轉型策略(W-O)

多角化策略(S-T) 防禦策略(W-T)



內部環境分析

優勢:

書籍項目完整

顧客取貨據點多(7-11)

提供折扣

提供完善退貨流程

付款方便

劣勢:

缺乏實體店舖

訂單處理時間太長

無法宅配到家

補貨速度慢



外部環境分析

機會:
拍賣網站交易將收費
上游出版書商缺乏銷售能力
下游消費者要求一次購足
網路商務發展看好
網路人口成級數增加 政策
環境的配合
台灣目前網路書店銷售量不
大

威脅:
傳統網路書店(亞馬遜、新
絲路)
實體書店進入網路戰場(誠
品、金石堂等)
市場成長並趨向飽和
頻寬不足的問題
網路安全性遭質疑
成交金額偏低



建議策略

攻擊策略(S-O)
‧與入口網站策略聯盟，建立連結系統。
轉型策略(W-O)
‧加快訂單處理速度。
‧取消350元以下運費制度。
多角化策略(S-T) 。
‧與實體書店策略聯盟，提供更完善服務。
‧M & A
防禦策略(W-T)
‧加強及時補貨系統。
‧提供顧客宅配到家服務。



附加價值分析
所謂附加價值，就是各企業透過生產或製造而創造之價
值。具體的說：附加價值乃企業從總生產值中減除由他
企業購入耗用原材料及產品之價值的餘額，即企業產出
之淨生產值。
武田哲男(1994)認為，為滿足人心，企業和組織必須提
供高品質的附加價值。
舒適、便利、安全、樂趣、安心、快速、有趣、文化
性、充裕、清潔感及實在感。
在成熟化市場中，消費者所要求的不是商品本身，而是
其附加的價值和服務，講得更深入些，就是指購買商品
時得到的滿足感。
滿足的內容是附加價值(如舒適、便利和文化性)，現在
已經是企業必須投資創造附加價值的時代。
如果消費者要求的不單是商品本身，而是在於該商品的
附加價值或延伸出去的服務的話，能夠滿足這部分，才
能和商品購買搭上線，企業也會同時跟著一起成長。



博客來附加價值

產品創新
‧不只是賣書的地方，提供顧客多方面需求

流程創新
‧讓顧客不用出門就能買到書

‧方便的取書與安全的付款系統(7-11)

經驗創新
‧提供顧客最新資訊

‧提供個人化服務



結論

1.克服虛擬介面的障礙

2.克服經濟規模的侷限

3.克服人力資源的挑戰

4.發展更多元化的產品

5.郵資的處理

6.克服消費者網路線上交易的安全問題



Thanks for Your 
Listen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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