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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裡>> 

 

當您打開這本小冊子時，我們相信您一定是希望將您的企業帶入電子e

化的環境裡，目前企業e化的經營模式，不斷的在推陳出新，並沒有一套可以追

隨的路徑，因此企業在面對電子e化的策略規劃時，往往不可能有所謂盡善盡美

策略。 

網路不變的原則，是網網相連，因此，如何借力使用，善用各方資源以

及藉重政府所提供的力量，往往能事先的搶在他人之前，看清市場的變化與路徑。 

參考資源網站如下: 

 

 

 政府協助企業e化之路徑： 

寬頻到中小企業計畫 http://ebiz.moeasmea.gov.tw/ 

台灣寬頻網 http://www.anet.net.tw 

 

企業e化技術服務 

中小企業電子化服務團 http://eservice.moeasmea.gov.tw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http://www.cisanet.org.tw  

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http://www.tca.org.tw  

 

經營協助與訓練 

中華民國中小企業協會 http://www.nasme.org.tw/km-portal/front/bin/home.phtml  

企業經營e網通 http://esmenet.moeasmea.gov.tw/wps/portal/  

 

市場最新資訊 

資策會電子商務中心 http://www.find.org.tw  

台灣國際電子商務中心 http://www.nii.org.tw/cnt/  

 

創業與轉型 

創業家圓夢坊 http://dream.moeasmea.gov.tw/  

微型創業貸款 http://www.moea-finance.org.tw/088_2.htm  

中小企業創業諮詢服務網 http://sme.moeasmea.gov.tw/sm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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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來的中小企業發展軌道 

 

     時光倒回四十年，小李在鄉下幫忙處理土地改革的事情，穿梭在農村與

都市之間，那時的他騎著腳踏車，穿梭在黃色泥土上。時間又過了十年，小李的

交通工具改了，變成了一輛『野狼』機車，並在 3 坪大的客廳裡，多了一台黑色

的電話機，成為他的第一間私人辦公室，合作夥伴則是小李的太太，她負責接聽

電話、連絡事務安排時間等等。 

 

     時間到了六十年代，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小李的辦公室工具，開始進

一步發生變化，多了一台的傳真機，名片上加上了傳真機的號碼，開始招募員工，

小李的業務開始拓展到都會地區的房屋與廠房租賃買賣的業務。 

 

     時間快速發展，小李的員工開始增加了，業務開始變多，台灣的土地房

屋價格在逐漸上漲，小李為結省員工的上班時間，以及因應市場的變化，開始幫

員工的家裡加裝了傳真機，公司的助理把要處理的資料，傳真到業務員的家裡，

業務員可以一早就帶著資料到客戶處，也不用再進辦公室，因為待處理資料，就

在傳真機印出來的紙上。 

 

     時間到了七十年代末期與八十年代，小李依然持績的改善辦公室的『溝

通』工具，小李開始為每位業務人員加上一台 B.B.Call，而小李為自已買了一台

『黑金鋼』，小李的名片上加印，B.B.Call 還有大哥大的號碼，小李為這個大哥大

號碼，還申請了很久呢！ 

 

     民國八十五年左右，小李在資訊展上發現了 e-mail 這樣『溝通』工具，

還有電話撥接上網工具，小李馬上申請電話撥接，填入了 e-mail 的帳號申請，在

家裡試用。過了一年，辦公室也申請了，小李在名片上印上了 e-mail 帳號，還把

家裡的撥接 modem 從 28.8K，提昇到 56K，並要求每位員工也申請 email 帳號，

接著小李開始尋問資訊廠商如何建立辦公室的 email，以及更進一步的了解 www

是什麼。 

 

     民國九十年，小李在辦公室建立 email server，每位的員工都印上了自己

的 email ，小李將辦公室的電腦連成一個網路，並宣佈網站正式上線，網友可以

看到小李的公司簡介、服務項目、有興趣的朋友可以留下訊息，對外網路連線已

經是 128K 的專線了，小李也開始要求員工的家裡也要連上網路，申請 ADSL 連

接，因為小李開始構想，如何讓員工在外也可連上公司網路，還有委託公司處理

買賣的客戶，是否可與公司連線，上網查詢委託的進度、哪些人有興趣….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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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這樣可以提高員工的生產力。 

 

      時間又過了二年，小李真的完成了企業網站（Enterprise Information Portal 

），小李的員工，不論在那裡只要連得上網，就能與公司連線，可以查看到自己

的 email、公司主管交待事項、行事曆安排…等等。小李最得意的部分是—建立

知識管理箱，小李要求員工，將工作上的疑難雜症解決的方法分享在網路上，小

李的新進員工可以在這裡得到知識的傳承，加速上手的速度，再也不用擔心員工

教育訓練問題；在這個系統架構下，小李又利用手機簡訊來通知員工重要事項，

並用手機簡訊主動告知客戶訂單進度，小李又提昇了公司員工溝通速度。 

 

      如今九十三年，小李的公司更進一步的挑戰數位溝通，小李希望給業務

同仁每位配上 PDA 手機，業務同仁可以利用 GPRS 上網直接取得公司的資料，

也可在 PDA 進行處理的事宜，加速服務的速度。 

 

      有人說台灣錢淹腳目，這句話的前題是企業主必須同時具備進取心及冒

險心，能因應大環境的變化，不斷的調整企業的腳步，超前在環境之前，當大環

境從人與人面對面的溝通走到如今用 email、手機、簡訊….這樣的變化，企業當

然必須跟著環境成長，否則在激烈的競爭下，企業很可能會留不下客戶，終將被

淘汰。 

 

商業環境的變與不變 

 

企業到底需不需要e化呢？企業每天在做什麼，e化又為企業帶來那裡的轉變？ 

 

台灣地區大約有110萬的中小企業，在過去五十年來，中小企業以講究

彈性、速度、追求效率、專注利基市場、重視成本掌控的種種特色，帶動了台灣

平均每年8%的經濟成長率。 

 

【企業的基礎活動～溝通、行銷、應酬】 

其實基礎e化的投入，在本質上與傳統的商務行為的投資並沒有什麼不

同，反而有助於強化了企業的核心能力。企業的正常活動中，以產品與服務為核

心，傳統業務拓展的方式，主要依賴業務人員拜訪客戶，而拜訪客戶的方法，不

外乎是電話連繫、親自拜訪、傳真報價等等，如果有客戶在遠地，每年免不了要

巡迴逐地的出差一一走訪，萬一碰到新產品或新服務上市時，要準備新DM，一

一寄到客戶的手上，再追蹤客戶是否有收到，因此在傳統業務拓展最大功能在進

行『溝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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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銷的工作呢？企業進行銷活動，傳統的行銷工作，主要在廣告的宣

傳，報紙雜誌平面廣告、電視廣告、廣播廣告、戶外看板等等，或者請發報公司

在街頭發送DM，製作小贈品、或者在自已的店頭上，張貼海報，企業在傳統的

行銷工作上，要做的事，用最小的經費，帶來最大的消費人潮。 

 

企業的另一項活動，是屬於資訊蒐集，企業老板加入社團、公協會等，

取得市場資訊，拓展人際關係，取得商機等等，這樣的過程，在傳統活動行為中

稱為『應酬』。 

 

【e化的『溝通』、『行銷』、『應酬』】 

基礎e化的工作，事實上並未脫離『溝通』、『行銷』、『應酬』這三

個範籌，只是方法不一樣了，

過去溝通的主要工具，是用電

話，在e化的環境下，用email

取代電話與傳真，在e化的溝

通環境下，速度絕對比傳統的

溝通快賞許多，傳統的溝通，

要寄DM，等DM印好，再裝到

信封袋，再送郵筒，客戶最快

等三天才能收到，現在溝通是

用email，編輯DM電子樣式，

一個按鍵，不論客戶數多少，

遠在那裡，大概3分鐘內就可以收到；以往的溝通，最快是電話，現在溝通最快

是MSN、ICQ，還可以直接傳影像，古人說：「見面三分情」，利用電子化的溝

通，可以更快速的反應客戶的需求，省時、省力又能節省大量成本！ 

 

基礎e化的行銷，可以利用網站，來為自己的企業宣傳，使用電子報，

發送行銷活動與產品DM，利用網路互動遊戲來蒐集，對公司產品或服務有興趣

的"準"消費者成為會員，未來持續進行電子報行銷；利用簡訊，將最新、最優惠

的產品與服務即時告知會員。 

 

應酬看起來似乎是最與e化無關，而實際上可能未必，基礎e化可以協助

什麼？想想，參加一個社團集會，在歡樂的同時，拍了很多照片，要分享只有等

到下次的集會，如果利用portal所提供社群，就可以馬上將資訊進行分享，例如

大型入口網站—pchome有提供照片分享功能，Yahoo！奇摩家族可以利用網路社

群，將社團內的訊息，公告、精彩圖檔或文章分享，並有線上投票機制…等等，

應酬的活動一部分已經可以讓e化來協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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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社團，要如何與眾不同呢？我們都知道在網路上有所謂的domain 

name(網域名稱) .com（是指公司），要不一樣點，可申請.ebiz(這也是指公司)、.org

（是指社團組織）、.idv（是指個人），現在有一個新的donain.club（則是指某社

群），所以要突顯社群的不同，申請.club是能很快的讓人眼睛一亮，快速記住的，

並能引發話題。 

 

綜合以上，基礎e化其實是在協助企業，用更快甚至更省經費的方式與

客戶溝通，企業的基礎e化，是藉由網路這個新興工具，結合電腦，來增強企業

的核心能力。 

 

 

寬頻應用的故事 

 

網站經營篇 

【意外的訂單】～順成蛋糕，招牌老店網路新開張 

『順成蛋糕』老台北字號的蛋糕店，從糕餅店的角度出發最重要的是口

感，再來就是店面的服務，並依照傳統開店原則，只有一條路找個好地段！最好

是三角窗，再來就是好的麵包師傅、親切的服務人員。， 

 

而利用網路呢？網路開店可以怎麼做呢？順成蛋糕從『建立自己的獨特

風格』與『建立客戶口碑』的想法出發，建立了www.bestbakery.com.tw網站，網

站成為順成蛋糕接觸到新客戶的最好途徑，而事

實上這些新客戶也是順成蛋糕的老客戶，隨著網

際網路的發達，遠在美國的親友，如今可以透過

順成蛋糕，給在台北的親友送上最誠摰的禮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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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順成蛋糕的網站裡，可以看到精美的

蛋糕圖片、可以進行線上採購，消費者的付款方

式，可以選擇匯款、金融卡轉帳以及信用卡線上付款的方式，消費者有任何的問

題可以留言向網站反應。對一個老字號的麵包店來說，網路帶來的改變是增加更

多的便利性。 

 

【藝術殿堂的網路書店】～雄獅美術，長久以來專業的執著 

民國六十年就成立的雄獅美術，是伴隨著無數人的美勞作業、美學養成

的老招牌公司，透過網路又能呈現什麼樣的風貌？提到網路書局都令人連想到亞

馬遜書局，號稱可以擁有最多的書名目錄的書店網

站，那雄獅美術呢？網路的機會在那裡？雄獅美術本

 

http://www.bestbakery.com.tw/


著對美術的執著，成立了『雄獅美術網』www.lionart.com.tw，當然在這個網站可

以找得到所有雄獅美術的書籍，分類 21 項的美學圖書介紹，還有雄獅美術所提

供美術用品等等，更重要的『雄獅美術網』將停刊多年的雄獅美術月刊搬上網路，

如今在網站上已經可以查詢到各月刊的目錄了。 

每位閱讀人都希望看到知道作者的樣子，尤其美學的愛好者對於創作者

更是充滿了好奇，『雄獅美術網』更建立了作者群像，將作者的照片與將創造的

心聲讓更多的讀者分享。 

 

【善用外面資源創造網路的社群】～蓋亞文化本土奇幻文學的創造 

『魔戒』隨著中文翻譯本的問市、以及電影的推出創造全球對於奇幻文

學的喜愛風潮；『哈利波特』更是老少咸宜不分男女所喜愛的讀物，面對奇幻文

學的風潮，台灣本土的出版社行動是什麼？又該如何的設計讓本土出版作者，有

機會的邁向國際化與華文市場呢？ 

蓋亞出版社投入發掘本土作者已超過三年，要求創作物不煽腥、不色

情，推動國人的奇幻文學，成為國內奇幻文學的大宗，並且贊助「2004 第一屆

奇幻藝術獎」，當然奇幻文學絕不能脫離網路世界，但如果只是一般的網站能收

到效果嗎？蓋亞出版社，在過去的三年的經營方式則是採取了合作的模式，在青

年朋友們喜愛的網路遊戲中建立社群，如：

遊戲基地，在蒐集了蓋亞的各種出版品在青

年朋友們的反應態度之後，蓋亞在今年正式

登場網站—蓋亞讀樂網，針對每位作家開闢

討論區，創造作者直接與讀者見面的機會，

更為了吸引青年朋友的投人，蓋亞也開闢

『書寫者之城』讓青年朋友可以抒發己見，

或者將自己的創作投入刊登，讓更多的人知

道。 

 

行動關懷篇 

【簡訊～顧客關懷的好工具】燦星旅遊網的貼心設計 

2003 年台灣 B2C 電子商務市場規模達新台幣 220.9 億元，較 2002 年 157.5

億成長近 40.3%，就產業面來看，市場規模以線上旅遊一枝獨秀，佔整體 B2C 市

場 48.5%。 

如果在 Google 上打上『旅遊網站』用繁體中文搜尋網頁，總共會跑出

919,000 個結果，由此也可知旅遊網站在電子商務

裡的競爭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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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何的勝出呢?燦星旅遊網在客戶訂

購後，立即發出一封簡訊，告知消費者交易了什

麼產品，提醒他們注意事項，讓訂購的消費者感

http://www.lionart.com.tw/


到安心。業績也因此蒸蒸日上。 

 

【簡訊應用－防止被欺騙】北台灣珠寶商公會的應用 

簡訊目前最大的詬病是，成為詐財與色情的傳播管道，其實簡訊也可以

成為防止詐騙的好工具，在北台灣的某珠寶商公會，早就利用簡訊，將金融商品

的價格發給各個會員，如果發現可疑份子，公會馬上利用簡訊將可疑者的特徵通

知各公會會員，降低詐騙事件發生率。 

 

 

【善用科技，取巧於前】錄影帶業者的早一步行銷計畫 

錄影帶店到處林立、大街小巷中往往不只一家的錄影帶店，還有強勢連

鎖品牌林立，要如何突出，爭取客源呢？ 

台中一家位於西屯區一家影視服務業者，巧思的利用『簡訊服務』，創

造貼心的個人化服務，每次客人上門租片，臨走的時候，老闆不忘詢問客人，喜

好那一類的片子，或是有哪些新片想要租借，貼心的記錄客戶要的影片名稱，並

請客戶留下手機號碼，新片一到，老闆即利用簡訊，通知那些對新片有興趣的客

戶，提醒他們上門租片。 

目前利用商務簡訊服務平台，所發出的簡訊每通的成本大約在 1.2～1.7

元之間，比打電話還便宜，利用簡訊平台所發出的簡訊，還可以達到客製化及互

動的功能，每封簡訊的抬頭，絕對是收訊者的名字，讓收信者感受到這封簡訊，

是專屬製作的，租片店的老闆還特別指出，發簡訊的小技巧，一定要提出保證或

誘因，才能讓客戶上門，例如："為您將片子保留到何日何時，請您務必前來"；

讓客戶具有時間急迫性，可以加強客戶的記億促成交易。 

 

 

e 化不是口頭講講！腦袋想想！而是行動的開始～ 

寬頻到中小企業第一步—e 化問卷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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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寬頻 e 化問卷 / 輔導紀錄表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公司名稱  統一編號  

公司地址  公司電話  

負責人  公司傳真  

公司資本額  員工人數  

填寫人姓名  填寫人電話  
填寫人電子郵件  

 
第 
一 
部 
分 
、 
基 
本 
資 
料 填寫人職稱 □企業負責人□高階主管□中階主管□MIS 經理□MIS 專員□一般職員□其他:_________ 

 
 
 
 

第 
二 
部 
分 
、 
寬 
頻 
e 
化 
問 
卷 

『寬頻到中小企業計畫』問卷 

E 化已經成為 21 世紀企業競爭力的主要關鍵，您的企業 E 化指標知多少？ 
*填寫此問卷立即可了解貴公司的 e 化程度，並獲得專屬診斷書  
 
1.請問貴公司員工規模 ？ 

□1 ~ 5 人□6 ~ 20 人□21 ~ 50 人□51 ~ 100 人□101 ~ 150 人□151 ~ 200□201 人以上 
 
2.請問貴公司的的服務與行業 ？ 

□社會及個人服務業 □商業 □製造業 □營造業 □金融保險不動產業 □運輸倉儲通信業 
□農林漁牧業 □礦業及土石採取業□ 水電燃氣業 □其他                       

 
3.請問貴公司是否使用 e-mail 電子郵件?  

□使用自有郵件伺服器  □向 ISP 租用信箱空間  □使用免費電子郵件 □沒有使用 email 
 
4.請問貴公司是否使用資料庫 ?  

□網路版資料庫 □單機版資料庫  □沒有資料庫 
 
5.請問貴公司的電腦設備使用狀況？  

□並未使用個人電腦設備  
□已使用電腦及應用軟體 

  5-1 關機軟體為 □DOS □WINOW 95/95 □WINDOW2000 □WINDOW XP 
 □辦公室已全面資訊化，電腦配備一應俱全 
 
6.請問貴公司連接網際網路的方式是？  

□目前尚未連網  □透過電話撥接 
□ADSL：□正在申請 □安裝完成己使用   年   月 
□Cable Modem  
□固接專線(如 T1)  
□其他：                  

 
7.請問貴公司是否有內部網路建置? (如：共用印表機、共用檔案資源分享等)  

□有主機 (伺服器) 統一管理資源的網路（例如：透過主機進行印表機列印） 
□無主機統一管理的簡單網路（例如：利用 PC 連線進行印表機列印）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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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請問貴公司是否已經架設企業網站？  
□自有網站伺服器  □委託 ISP 租用網站空間  □使用免費網頁服務  □否，沒有企業網站 
8-1 請問貴公司網站多久維護一次 
 □日／週 □月 □季／年 □沒有規劃 
8-2 請問貴公司網站已建置完成多久 

 □半年內 □半年～一年 □一年～二年 □二年以上 
 
9.請問貴公司是否可以多人同時上網？ 
□是  □否 
 9-1 請問貴公司有多少台電腦可以上網： 
 □1-5 台 □6-10 台 □11-20 台 □21-50 台 □50 台以上 
 
10.請問貴公司是否計劃增加網際網路的頻寬： 
 □ 是 □ 否 
 
11.請問貴公司目前的會計與業務軟體： 
 □沒有使用 □購買套裝軟體 □專人開發 
 
12.請問貴公司去年投資於電腦軟硬體設備之支出 
 □五萬元以內 □五萬～十萬元 □十萬～二十萬元 □二十萬元以上 
 
13.請問貴公司認為投資 e 化，是否打算增加公司內部人員 
 □沒有必要．委外合作 □委外合作，預計增加  人 □內部打算成立開發團隊 
 13-1 請問貴公司打算增加的 e 化人才是 
   □網站美工設計人才 □程式開發人才 □網路行銷人才 □網站管理人才 
 
14.請問貴公司認為投資 e 化一年合理的經費(網路、網站、電子郵件、軟體)等，預計： 
 □五萬元以內 □五萬～十萬元 □十萬～二十萬元 □二十萬元以上 
申請公司填寫: 

一、現況與障礙說明   
 
 
二、輔導建置需求內容: 

企業寬頻上網  電子郵件代管 網站製作代管 網域名稱申請 進銷存+會計總帳 
網路電話簿與網路商城 行銷簡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補充說明: 
 
專案輔導人員填寫  

三、申請公司寬頻 e 化建置內容 : 
企業寬頻上網  電子郵件代管 網站製作代管 網域名稱申請 進銷存+會計總帳 
網路電話簿與網路商城 行銷簡訊 其他:(_________________)  

 
四、申請公司寬頻 e 化計畫未來建置期:  

暫不打算 15 日 1 個月 3 個月 6 個月 一年  其他: (_________) 

 
 
 

第 
三 
部 
分 
、 
輔 
導 
紀 
錄 
表 

 

專案輔導人簽章: 
 
 

填寫人簽章: 
 
 

計畫網站: http://ebiz.moeasmea.gov.tw  服務傳真：(02)6638-1393  諮詢專線：

0809-00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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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先 e 其器 

 

e 化的藍圖 

 

 

寬頻連網是企業的 e 化基礎，連網之後，即可延伸出各方面的應用： 

e 化的溝通：郵件整合代管服務 

e 化的業務：企業網路交易與網路服務 

e 化的行銷：網站行銷、電子報行銷、商務簡訊行銷 

企業資訊系統：管理系統、進銷存系統、會計總帳系統 

企業 e 化內部應用：企業入口網站、網路電話 VoIP 的應用 

 

企業 e 化的第一步～寬頻上網 

 

 

在寬頻連網之前，企業應要想到，企業內部的網路是否已經連接起來，

只要二個人以上的公司，有二部電腦以上者，就要想到如何讓資源能夠共享，例

如同時使用印表機，或者可以同時上網等，讓公司的電腦設備利用線路能夠連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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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來，形成企業內部網路。 

 

ADSL的寬頻連網 

寬頻上線的途徑很多，目前時下最流行且最被接受的方式就是利用

ADSL 上網，ADSL 上網是利用電話線路加裝上 ADSL 數據機，即可利用同一條

電話線路傳輸語音及數據信號，用戶可以同時撥接電話並高速上網，不會互相干

擾且保密性佳，目前只要每月付固定的費用就可以不限時數的上網，24 小時的

連線。 

 

目前市面上流行 ADSL 有 1M/64K、2M/256K、2M/384K、2M/512K．．．．

等等，這些數字是指上行下行頻寬，如此設計，是因應用戶上網時通常下載資料

大於上傳資料，也為符合電話頻譜的相容性，讓同一條線路能同時使用電話。 

 

固定制ADSL與非固定制ADSL的差異 

 

 固定制 ADSL 非固定制 ADSL 

IP 分配 固定 IP 位址 動態 IP 位址 

連線方式 隨時處於連線狀態 透過軟體撥接(PPPoE) 

上網前要先執行 

認證機制 不需經過認證 需輸入帳號密碼認證 

適用對象  24 小時連線，需要高速寬

頻，及減少專線上網費用的企

業用戶者 

 架設網站，有固定 IP 需求的

用戶；架設區域網路，有多人

同時上網需求的企業用戶 

 重度依賴網路者，如 SOHO

族 

 單機上網者，不需固定 IP 者

 欲使用寬頻的中小企業用戶

 追求高連線品質者，或高效率

的家庭用戶，可分享 1-2 台電

腦上網 

 

電子郵件的使用 

依據統計數字來看，65%以上的人上網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收發 email，目

前的上網企業更是離不開 email 的使用，主要用於增加與客戶溝通的時效與方便

性，大幅度減少時間與溝通的成本，另一個使用電子郵件的目的，在於增加企業

的曝光與促銷商品。 

 

市面上電子郵件的使用模式： 

 使用免費的電子郵件帳號：MSN、YAHOO、．．．． 

 向 ISP 租用電子郵件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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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或個人自己架設電子郵件伺服器 

 郵件整合代管服務 NEW! 

 

企業電子郵件的應用需求： 

 提供專屬郵件信箱及行動整合功能 擺脫過去依附於 ISP 業者網域名稱的 

不便，讓企業有自己的專屬 

電子郵件信箱，展現企業的特色。 

  易於管理的企業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具有整合的功能，MAIL、FAX、簡訊的整合模組。 

 企業無須購買軟硬體，無須自行維護相關網路的管理問題。 

 可以在任何時間、只要能上網就可以接收與傳遞。 

 

郵件代管整合功能介紹：以台灣固網 SuperMail 為例 

基本功能 加值服務功能 

管理功能 

1.企業用戶自行控管權限，具階層式的

管理功能，並可自行切割郵件空間大

小 

2.可針對各成員設定各項加值功能使用

權限 

郵件服務 

1.提供用戶個人郵件信箱 

2.支援 SMTP、POP3、IMAP4 協定與 WEB 

BASED MAILER 使用介面 

3.自動轉信系統 

4.郵件傳遞狀態通知 

5.假期中自動回郵 

6.郵件剩餘空間狀態通知 

加值整合服務（可獨立提供 Server） 

1.web 郵件系統 

 ．一般郵件編輯功能 

 ．支援多種格式通訊錄匯出入功能 

 ．自動回轉、轉寄（支援一次轉寄多

封） 

 ．信件過濾、信箱容量提醒、重要信

件提醒 

 ．線上掃毒 

2.Mail to SMS（郵件到簡訊） 

3.Web to SMS（可大量發送） 

4.Mail to Fax 

5.Mail to Fax（大量傳真） 

 

網站的建置 

www 隨著電子商務發展越來越熱，網路已經是企業的另一個重要市場

與行銷的管道，要如何投入這個市場呢？ 

 

投入網路商務，可以從三個方向考量，第一：加入網路商城；第二：使

用電子商務平台，以ASP模式採用套裝軟體；第三：業者本身投入資源量身訂做

一個專屬的網站。如果有實體的商品則加入網路商城或使用電子商務平台，大都

可適用，但以服務主體，網路很可能是以廣告作為宣傳介面，以推廣服務形象為

主體，就採電子商務平台，業者本身投入資源量身訂做一個專屬的網站，需要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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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大量的人力及經費，必須具有網站規劃能力、建置技術等等。 

 

網路商城vs.電子商務平台 

 

 到網路商城開店 

所謂的網路商城概念，類似實體世界的量販店，是要能廣納各式商家，

讓消費者能在這裡一站購足，到網路商店開店的最大考量點是，商城平台所提供

的基本功能與服務，例如訂單管理、網店的維護是否簡易操作、是否有客服的應

答服務、如果有物流工作，則物流的責任歸屬，必須事前了解，除此之外，還必

須考量商城的品牌形象（招商者）、是否有高流量的網路到訪人次，以及商店能

否提供招攬流量的活動與工具，eDM或電子報等等。 

 

網路商城的優點，可以利用商城本身的知名度帶來流量，就像在百貨公

司開專櫃一樣，但在經營上，則少了自我控制的彈性，例如在會員的經營上、電

子報的配合上、公司品牌的印象，必須配合商城來行動，此外還要考量商城本身

的商店家數，商店家數多，會增加消費者來店數，可是要考量未來曝光會不會掉

到第二層或第三層裡，消費者不易找得到。 

 

 二．利用電子商務平台採ASP模式開店 

選擇套裝網路開店軟體，通常由資訊系統公司規劃出的網路ASP系統，有以下優

點：  

1.系統使用：以模組化的方式，方便操作者使用  

2.功能使用：有較多的附加功能，例如：會員的管理、討論區、公佈欄、E-dm的

發送等等  

3.網站的活潑性：網頁呈現美感，是網站吸引消費者的重要工具，ASP的網站開

店，可以方便網站經營者，有較大的彈性進行網頁管理及設計。 

 

採用電子商務平台，使用ASP軟體，有點像實體世界裡，選擇一家店面

自已當起老闆，電子商務平台具有多樣的功能，可是開店者必須自行摸索，系統

功能使用越熟悉，可變化的程度也相對提昇，因此一開始選擇適用的軟體就是最

大的關鍵。另外，建置者本身在採用系統前，最好能事先規劃所需功能，以所需

功能尋找開店的軟體，因為系統越複雜，成本負擔也越高，需同時考量人力、時

間的使用成本。 

 

網路電子商務的經營，具有一定的難度，第一次計劃從事網路電子商務

者，最好先進行多方比對，經營者一定最了解自己的產品和服務，最好能先上網

了解同行其規劃與服務銷售方式，以作為自己網站未來的經營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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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 M 化行銷 

簡訊的應用，是目前最普遍的 M 化應用，中小企業多以使用單向文字

簡訊為主，目的在於告知宣傳或客戶服務，而有一些媒體廣告公司亦運用雙向簡

訊來達到雙向互動目的。 

目前運用簡訊廣告的類型有： 

類  型 說  明 

單向文字的簡訊廣告 簡訊文字內容包含促銷訊息。 

電話回應型簡訊廣告 含可供回撥號碼的簡訊，使用者可藉由回撥號碼回覆該訊

息。 

雙向簡訊廣告 直接透過回覆該則簡訊廣告，可與目標消費者進行雙向互

動溝通。 

Outlook 傳簡訊服務 可轉寄 outlook 物件成為手機簡訊，包括郵件、會議、約

會、聯絡人、記事、工作及通知等。 

資料庫簡訊 擁有多家系統業者資料庫，可鎖定目標客群代發簡訊廣

告。 

 

各行各業的簡訊廣告應用 

行 業 別 應 用 方 式 

百貨業/量販店/美容業 換季拍賣、新品上市、週年慶活動、兌換贈品通知、折價

卷傳送 

補教業/安親班 學生到校或缺曠課時，師長可立即發簡訊通知家長掌握狀

況 

媒體、廣告公司 利用簡訊打媒體廣告，與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搭配使

用，手法最新、費用最低 

銀行業 信用卡刷卡高額通知、存款餘額不足緊急通知、大筆金額

異動通知、信用卡盜刷通知、信用卡申請成功通知、逾期

催款通知、定存續存通知 

保險業 保險繳款通知、保單到期通知、體檢補件通知、保單對保、

緊急連絡、保險員業務開發 

旅遊業/航空業 熱門旅遊行程促銷、臨時行程變更通知、機位確認通知、

登機資訊 

傳銷業 對夥伴的定期關懷及激勵、整合行銷、組織活動通知及提

醒 

電子商務業 商品服務訂購通知、優惠折扣通知、會員專屬服務 

政治、宗教團體 選舉拜票訊息告知、教友連繫、禮拜及活動提醒 

企業內部網路 開會通知、重要公告、行程提醒通知 

其他 自動維修通知、物流送貨通知、郵局取貨通知、客服中心

通知系統、工作媒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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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簡訊的好處 

 節省人力及作業時間 人員的電話連繫成本以及時間的浪費 

 隨時瞭解消費者參加狀況 測試市場反應，以進行應變措施（增減活動宣傳） 

 與消費者建立新的溝通管道 進行各種行銷目的的測試與意見調查等 

 建立消費者資料庫 掌握再次行銷的名單 

 

中小企業寬頻 e 化好夥伴 

 

【寬頻上網方案的提供者】 

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解決方式 

 1.寬頻連網：ADSL中小企業優惠方案 

 2.溝通平台：電子郵件系統 

 3.行銷平台：影音電子郵件、電子報 

 4.營運的基礎平台：網域名稱申請、網站代

管、郵件整合代管、主機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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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廠商】 

 

廠商名稱 服 務 內 容 

寬頻上網服務及應用加值服務 

台灣固網 
◎連絡方式：24hrs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9-000-680 

網址：www.tfn.net.tw 

 台灣寬頻網：www.anet.net.tw 

網路建置平台 

際標科技 

聯絡人：陳國誠經理 

行動電話：0922438037 聯絡電話：27351197  

傳真：27351126  E-mail：julius@jetbean.com.tw  

公司地址：臺北市大安區和平東路三段 63 號 12 樓之 2 

簡訊平台 

成大科技 

聯絡人：鄭美麗 部門/職稱：店長  

行動電話：0982-0982-12 聯絡電話：07-631-1919  

加盟專線: 0800-009-119 網域名稱: www.SamQ.com.tw  

傳真：07-6317559 E-mail：llion@anet.net.tw  

公司地址：台南市東門路3段273巷26弄12號  

網路電話 

呈祺科技 

聯絡人：黃立文經理  

行動電話：0921-191-252 聯絡電話：02-66385960#602  

傳真：02-2701-7409 E-mail：leon@citron.com.tw  

公司地址：台北市大安區復興南路一段321號6樓之3  

出口貿易、進口貿易、進銷存系統、人事薪資、營業申報管理

鉅茂科技 

聯絡人：呂婉玲專案經理  

行動電話：0961-155122 聯絡電話：02-2560-2899  

傳真：02-2560-2988 E-mail：linda@datawin.com.tw  

公司地址：(104)台北市松江路158號9樓之3 

e化軟硬體規劃建置 

正曜資訊 

聯絡人：王博正 經理  

行動電話：0939-848231 聯絡電話：(02) 2996-3980  

傳真：(02) 2276-3797 E-mail：jeng@jengyau.com.tw  

公司地址： 242 台北縣新莊市福樂街5號1F 

世成科技 EIP企業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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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絡人：屈益中 組長  

行動電話：0932-325921 聯絡電話：02-2517-7770 ext 8338  

傳真：02-25177772 E-mail：michael@novax.com.tw 

公司地址：台北市104南京東路三段68號8樓 

網路分享伺服器 

蕃薯網科技 

聯絡人：林福龍 經理  

行動電話：0919378224 聯絡電話：8227-1989*314  

傳真：8227-1952 E-mail：William@yamnet.com.tw  

公司地址：台北縣中和市建一路176號7樓 

電子型錄服務、中小企業教育訓練服務 

大普資訊 

聯絡人：唐素玲 專員  

行動電話：0939833497 聯絡電話：02-2726-2700  

傳真：02-2726-1050 E-mail：nicole@topinfo.com.tw  

公司地址：台北市忠孝東路五段508號16樓之3 

網路電話交換機 

聯智科技 

聯絡人：簡佑丞 總經理特助 

行動電話：0937-607-675 聯絡電話：02-2729-9199 

傳真：02-2729-9170 E-mail:norman@towise.com 

公司地址：台北市信義路四段415號10樓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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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底>> 

 

歡迎加入寬頻到中小企業的行列 

 

如果您是資訊廠商，歡迎您將解決方案與服務告訴我們，一同加入我們服務中小

企業 e 化的行列！ 

 

如果您對於中小企業 e 化的問題，有深入的了解與心得，願意與我們分享者，歡

迎您加入我們服務中小企業 e 化的行列！ 

 

如果您是中小企業不論是老板或是員工，對我們的計畫有興趣，或者希望我們的

協助，歡迎您與我們連絡： 

 

寬頻到中小企業計畫～連絡方式 

計畫網站：http://ebiz.moeasmea.gov.tw

24hrs 免付費客服專線：0809-000-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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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biz.moeasmea.gov.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