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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團購產業始自 2008 年的揪團模式，到 2010 年美國 GROUPON 網站掀

起一波全球團購的風潮，團購網站的興盛與組成運作，造就團購產業特有的三

方模式（消費者、團購網站、合作商家）。台灣團購市場在 2011 年達到鼎盛，

一度同時存在 50 多家團購網站，而台灣團購產業於鼎盛過後面臨成長衰退的瓶

頸，全球最大團購網站 GROUPON 也於 2015 年退出台灣市場，既存的各家業

者紛紛尋求轉型，轉型策略成為台灣團購產業重要的關鍵議題。本研究採取資

料分析與深度訪談法，旨在探討台灣團購產業在其組成三方上所面臨的問題。

透過文獻回顧，整理出產業別轉型策略、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

市場轉型策略、垂直水平轉型策略和多角化轉型策略等六種轉型策略，以此六

種轉型策略為基礎，分析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並給予團購產業未來的轉

型策略建議。 

研究結果發現團購的組成三方利益不平衡，無法長期維持運作，既有團購

模式有無法突破的瓶頸，轉型為必要的手段。業者為洗去以往「團購」的既定

印象，都不再強調過往的「團購」概念，「團購」已成為一種行銷名詞，並非固

定的機制或模式，所謂「團購」業者與一般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漸漸難以區

別。目前的台灣團購業者分為兩類經營方式，分別為以經營宅配商品為主的網

站和以經營票券服務類商品為主的網站。台灣團購產業目前主要採用三種類型

的轉型策略：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與市場轉型策略。本研究建議

台灣團購產業在轉型時，必須要有明確定位，與市場上其他業者做出差異化，

運用或強化企業之既有資源，找出自身特色及消費族群。除了上述三種轉型策

略外，團購業者也可依企業資源和優勢進行產業別轉型和多角化轉型的嘗試。 

 

關鍵字：團購、轉型策略、虛實整合、電子商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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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台灣團購產業始自2008年興起的「揪團」消費模式，由消費者主動發起，

集結有相同商品需求者一起購買，湊齊消費人數後，以量制價，由發起者向商

家爭取較市面商品優惠的團體價格並下訂單。透過揪團這種消費運作模式，團

購市場漸漸發展出新的商機，開始出現一些團購網站，由網站平台取代原先

「揪團」模式中發起者的角色，由網站平台直接向商家爭取優惠的折扣，省去

消費者議價的時間，也省去發起者湊人數的壓力（楊璧瑜，2011）；GROUPON

團購網站在2008年於美國芝加哥成立後，帶起一波全球團購風潮，團購網站的

興起使團購模式逐漸發展為常規的一次性折扣；因為進入門檻低，2011年，台

灣團購市場上一度出現50幾家團購網站的盛況（陳怡如，2012；劉元勛，2015

年9月24日；許文貞，2016）。 

團購運作的模式是由團購網站去尋找合作的合作商家，推出多樣性的商品

或服務資訊和高折扣的商品優惠，吸引消費者聚集於團購業者提供的平台。網

站平台為消費者爭取較市面上更為優惠的商品價格；對與團購網站合作的合作

商家而言，透過團購平台增加商品曝光度、吸引潛在消費者，大幅提升商家的

顧客觸及率，以團購網站作為商家產品行銷宣傳和促銷活動的曝光平台，進而

達到擴展客源的目的，並在短時間內帶來大量訂購數（資策會，2010；陳威

如、余卓軒，2013）。 

本研究分析之台灣團購產業範圍，為於台灣市場內，作為中介平台主動尋

找商家合作，代替消費者向商家爭取低於市面優惠價格的產品，並提供網站平

台予合作商家銷售無特定類型的商品（服務），由網站發布商品（服務）訊息，

吸引消費者購買，以形成較大數額訂單的綜合型團購網站所組成的群體

（Rezabakhsh et al., 2006；李青，2008；資策會，2010；黃秋祝，2011；楊璧

瑜，2011；陳威如、余卓軒，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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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團購市場歷經2011年短期的盛況後，遭遇產業瓶頸，許多團購網站陸

續倒閉。企業經營者在面臨時代變動時，應該能夠且必須採取因應的行動

（Drucker,1998）；當市場的大環境不斷演變，就算是長期處於成功狀態之企業

組織同樣需要進行變革（徐聯恩，1996）；任何想要續求生存發展的企業都必須

經歷轉型（余治國，2006）。台灣團購市場上各家業者轉型的順序與方向雖然有

所差異，但大多數團購業者均進行過一定程度的轉型。繼全球最大團購網

GROUPON 於2015年退出台灣市場後，台灣第二大團購平台17Life 在2017年大

幅裁員，另外，已上櫃的團購電商業者 GOMAJI 夠麻吉及創業家兄弟則是股價

下跌，顯示了團購業者正面臨一場轉型硬仗。台灣團購產業自2008年發展至

今，歷經團購產業的極盛與危機，台灣團購產業現正面臨轉型與存續的關鍵時

期（黃國蓉，2015；莊雅茜，2015；許文貞，2016；TVBS，2016年4月29日）；

因此轉型策略成為影響台灣團購產業目前重要的論題。 

本研究欲探討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首先要分析團購模式的運作方式

和團購產業與模式面臨的現況與瓶頸；根據過往轉型策略的理論與相關文獻，

本研究整理出六大轉型策略類別，以之為基礎，觀察市場上團購業者的轉型策

略，並比較、分析各家業者轉型經營策略的依據與異同，試圖歸納、分析出台

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及給予未來相關產業策略發展的建議與方向。 

本章一共分為三節，第一節探討本研究的研究背景及研究動機；接著提出

本研究之研究目的與研究問題，作為本章第二節；第三節則為本研究研究架構

與流程之說明。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2009年台灣線上團購市場之消費者使用率只有11%，至2010年已成長到 

22.3%（資策會，2011），線上團購市場的規模成長快速。張旭宏（2013）指出

2012年台灣的團購產業規模大約是40億元，年成長超過五成；中華民國電子商

 



3 
 

務年鑑（2013）估計台灣網路團購市場每月約有四至五億的交易金額，且未來

幾年每年都有10%以上的市場成長率。波士特線上市調網（2013）調查指出，

調查中超過百分之七十的受訪者都有直接或間接地接觸過團購；萬事達卡

（2014）針對網路購物行為的調查也顯示，台灣民眾對於使用團購 App 有高熟

悉程度。資策會（2015）調查臺灣民眾網路團購行為，調查結果顯示內有72.5%

的受訪者曾經到過團購網站消費，而四成以上的受訪者表示，平均每個月會有

一次以上於團購網站購物的經驗。另外，根據台灣「鷹眼數據 Eagle Eye」電商

數據分析平台調查，2014年第一季前30受歡迎的購物網站裡，就包含五家團購

網站（張瑋容，2014）。團購市場持續發展，上述文獻資料皆顯示，台灣網友對

團購網站的接受度愈來愈高，網路團購在台灣消費者的生活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力，已是臺灣網友的重要網路行為。由此可知，團購已經成為台灣消費者生活

習慣中重要的一環。 

團購網站的交易模式由消費者、團購網站和產品服務合作商家三方組成，

形成團購產業特有的團購三方模式。由團購網站主動尋找合作商家，提供優惠

團購商品給消費者，以低於市價的折扣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團購網站再向供

應產品商家收取手續費或平台上架費用，一般約為成交金額的百分之三十至五

十（資策會，2010）。團購業者透過提供網站平台，一方面吸引消費者，另一方

面尋找合作商家、蒐集商家資料，並負責合作商家產品的行銷，從中向合作的

商家抽取高額佣金賺取利潤；而合作的合作商家則透過團購網站，達到短期高

效率的廣告宣傳效果；消費者透過團購網站得到低價的商品優惠；對於與團購

網站合作的廠商來說，參與團購能於短時間內聚集大量顧客，達到快速宣傳商

品的廣告效果，並有機會將顧客轉為固定回流的客源，比起需計費的關鍵字廣

告，更能直接幫助商家追蹤、記錄和預測其商品表現。此種模式欲達成消費

者、合作商家和團購網站三方皆贏的局面（資策會，2014）。 

然而，團購市場的進入門檻低，台灣團購市場自2011年起，團購業者如雨

 



4 
 

後春筍般冒出，各式團購網站在短期內大量林立，最多曾同時存在五十幾家團

購業者，各家業者能提供的商品和折扣大同小異，落入低價競爭的窠臼，消費

者對團購的訊息漸漸感到麻痺。加上團購模式本身就是以低價特色吸引消費

者，所以參與團購的消費者毫無忠誠度可言。另外，團購網站要求合作商家給

予低價格的優惠商品或服務，同時又向合作商家收取高額的商品上架費用，這

樣的團購模式使得與團購網站合作的合作商家得不到利潤、甚至必須做賠本生

意，造成虧損，因此，商家與團購網站再次合作的意願不高。商家提供的商品

或服務品質也因利潤問題，可能因此降低，形成商品或服務的落差，造成團購

消費糾紛和客訴層出不窮。不斷衍生出的各項團購負面消息，漸漸使消費者對

團購模式的疑慮漸深，最後團購模式只剩下打折的噱頭（楊璧瑜，2011；資策

會，2013；張瑋容，2014）。 

台灣團購市場的熱度，在2011年達到鼎盛之後，由於各項負面問題頻傳，

消費者對團購網站逐漸失去信心。業者始終無法突破團購運作模式所帶來的各

種問題與瓶頸，消費者忠誠度低、低價競爭與低商品（服務）品質的惡性循

環、團購商品折扣大同小異等等（資策會，2013；楊璧瑜，2011；陳薪智，

2015），再加上激烈的市場競爭，快速淘汰掉一些未跟上產業趨勢的業者。在團

購產業的全盛時期過後，多家網站陸續倒閉，續存的業者也紛紛尋求轉型，至

今市場上的團購業者仍持續進行轉型，尋求創新的策略以因應快速變動的市場

環境（陳怡如，2011；黃國蓉，2015；莊雅茜，2015；陳薪智，2015；許文

貞，2016；TVBS，2016年4月29日）。 

當企業所處的環境愈來愈差，就是企業組織進行轉型的適當時機，若企業

處於危機情境，必須更快速地進行改變，是為轉型（Jonathan，2000）。Rindova 

& Kotha（2001）也指出企業經營者在面對環境變化帶來的危機時，必須進行組

織變革、提昇企業競爭力，以求成長或生存。企業在經營過程中，當遭遇經營

環境變化或企業經營轉折時，為求突破經營瓶頸或是永續發展，經營者必須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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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改變經營結構型態或組織調整、轉換企業目標等策略，以創造出適應環境、

因應未來的經營模式（陳明璋，1994；Klein,1996）。面對各項團購模式的瓶頸

與問題，對於業者而言，應該加快轉型，加強在平台經營策略或產品（服務）

內容上的差異化，透過創新模式去減少團購產業內的同質化競爭，唯有轉型或

是改變其商業模式，才能使團購產業再度回春（王端玉，2012；資策會，

2015）。 

企業轉型不僅是因應環境變化、調整經營方式，以求企業續存發展的策

略；更是一種追求企業組織成長、積極經營未來的策略，企業轉型前的產業市

場分析與企業未來經營方向都與企業轉型策略息息相關。因此欲討論團購產業

的轉型，勢必要先瞭解整個台灣團購產業的發展與目前的團購市場狀況。台灣

團購產業自2011年全盛時期之後，市場上主要的團購業者，不論程度或方向，

在近幾年間均先後尋求轉型（鄒家彥，2014；顏瓊玉，2014；許文貞，2016），

以求突破團購模式帶來的困境與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無論是做商品服務的轉

型或跨足新領域，都考驗各家業者如何進行轉型。在大者恆大的團購市場上，

業者為突破既有產業瓶頸所採取的轉型策略，成為團購產業目前的發展關鍵；

因此，探究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對現在的團購產業發展來說，是最主要的關

鍵，值得研究探討。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問題 

本研究意圖探討台灣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在團購市場競爭激烈的環境之

下，各家業者的轉型契機及轉型策略；面對同樣的市場環境和產業問題，業者

如何進行轉型，採取何種轉型策略以因應變動的產業環境和既定市場；試圖整

理出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要探究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勢必得先就團購模式

本身的運作方式進行討論，理解團購產業背景和團購產業的盛衰過程及原因，

找出團購模式面臨的瓶頸，從中理解業者轉型的原因與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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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之研究目的是探討台灣團購產業之整體現況，探究團購模式面臨的

問題與市場遭遇的瓶頸，並探討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歷程，分析台灣團購產業

的轉型策略。回顧各種文獻資料，整理出團購模式面臨的瓶頸，以幫助釐清團

購產業進行轉型的原因及轉型當時的經營狀況；並根據轉型策略的文獻理論與

各家業者的訪談結果，分析團購業者的轉型歷程及策略。最後，本研究以回顧

過往文獻整理出的六大轉型類策略為基礎，分析各家業者轉型狀況，試圖找出

台灣團購產業在轉型時適合的轉型策略，並提出台灣團購產業未來轉型策略之

建議，以期能整理出團購產業的轉型方向，市場上業者應如何採取轉型策略，

才能夠於競爭激烈的產業環境中，找出屬於自身的定位、站穩自身市場；並整

理出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以提供業者未來在轉型策略上的建議參考。 

根據本研究上述提出之研究目的，列出之研究問題有三： 

一、台灣團購產業的問題為何？ 

二、台灣團購業者如何進行轉型，採取的轉型策略為何？ 

三、未來團購業者適合採取的轉型策略與建議為何？ 

第三節 研究架構 

本論文之研究架構如圖1-1所示，根據產業研究背景，確立本研究之研究目

的與問題，並以本研究之研究問題為基礎，整理團購產業相關的文獻資料與調

查研究等，並進行團購產業及轉型策略相關理論等文獻探討，以釐清並建立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根據過往企業轉型的相關文獻，整理出六大轉型策略類型，

以上述之文獻理論回顧作為基礎，和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以求能更深入全面的

了解團購業者的轉型原因及狀況，根據前述整理出的文獻資料與獲得的訪談結

果，進行交互參照比對，分析團購產業的轉型狀況。最後彙整本研究之研究結

果，並且提出後續的研究建議及給產業未來發展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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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研究架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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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名詞釋義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提及的重要名詞概念作簡要解釋與說明。 

一、 綜合型團購網站 

作為中介平台，主動尋找商家合作並達成協議，代替消費者向商家爭取低

於市面的優惠價格，並提供網站平台予合作商家銷售無特定類型的商品（服

務），由網站發布商品（服務）訊息，吸引消費者購買的網站。 

二、 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 E-Commerce） 

透過網路與電子化技術，整合銷售、購買、產品服務等商業活動，以改善

產品服務和提高傳送速度與服務品質，進行交易與訊息傳遞的商業模式，達成

降低成本的要求，同時滿足消費者與企業組織的需求。常見的電子商務有 企業

對企業（B2B，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消費者（B2C，Business to 

Consumer）、消費者對消費者（C2C，Consumer to Consumer）、線上到線下

（O2O，Online To Offline）等經營型態。 

三、 O2O（Online To Offline） 

整合虛擬線上與線下實體的一種電子商務模式，線上虛擬的電子商務網站

作為交易前台，從線上引導消費者至線下實體的商家店面消費的交易模式。本

研究之團購產業即屬於此種商業模式的電子商務。 

四、 虛實整合（Clicks-and-Mortar） 

指結合網路虛擬網站與實體商家店舖，打破時間與空間的限制，滿足消費

者需求，促進更多交易，以創造利潤極大化的經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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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本章將分成四節進行討論，首先第一節討論團購的定義及團購產業的發展

歷程，並以 Porter（1980）武力競爭模型來分析台灣團購產業；第二節則討論

團購產業特有的三方模式，依照組成團購的三方角色來探究團購產業面臨的問

題，整理出影響團購表現的因素，分析團購模式面臨的問題瓶頸；第三節則回

顧企業轉型的相關文獻，依過往文獻，整理出企業轉型六大策略，以作為後續

研究的分析基礎。 

第一節 團購 

本節將回顧過往團購相關文獻，討論團購的定義，並對台灣團購產業目前

的概況作了解。 

一、團購定義 

傳統的團購緣起於辦公室，透過電話或口頭招募訊息，團員大多屬親朋好

友，但因地理上的限制，能夠招募到的人數較有限（高天一，2010）。團購是指

透過群體大量購買的方式，來提升對廠商的議價能力，取得優惠的價格或服

務，消費者可以節省時間、金錢，廠商也可降低生產、運輸成本，採用薄利多

銷方式，使產銷雙贏。團購又稱為合購、群體議價，起源於2008年興起的「揪

團」模式，揪團模式是由一人發起，邀集其他有共同商品需求的人一起購買，

湊齊一定人數後，再由發起者以數量優勢向店家議價、爭取商品優惠價格，最

後下訂；從這樣的揪團方式開始，團購慢慢發展出新的商機，出現團購網站，

由網站業者取代原先糾團模式中發起者的角色，直接向店家爭取商品的優惠折

扣，同時省去揪團模式中發起者必須湊齊人數的壓力，而團購網站的業者則從

賣方收取服務傭金。在此種透過團購網站經營的消費模式下，除了消費者能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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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優惠折扣的商品之外，對於商家而言，不但省去商品的廣告宣傳費用，同時

增加消費者觸及率並拓展客源，團購網站的經營模式創造出消費者與商家互惠

的局面（楊璧瑜，2011）。 

Kauffman 和 Wang（2001）認為網路團購是透過網路集合有意願購買的消

費者，已訂購的大量數額來提高消費者對合作商家的議價能力，進而以優惠的

價格來購買產品或服務。網路團購（Online Group Buying）是由團購網站設立

平台來增進商家與消費者的互動，體驗一起購物的樂趣與過程。團購網站提供

商家網路平台服務，讓商品不受地域限制，提供資訊予消費者，吸引許多想要

購買相同商品的網友們加入，運用集體大量購買的方式，達到商品的折扣優

惠；網路團購利用虛擬社群的方式，透過網路平台聚集許多受限於地理環境之

消費者，運用集體力量來增加買方的議價能力，已成為對價格敏感又生活忙碌

的現代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購物模式（吳師豪、標郁雯，2016）。 

Kauffman 和 Wang（2001）定義網路團購平台為線上平台，運用網路特

性，讓消費者透過平台對有興趣的產品進行購買；透過團購網站，賣方可以省

去尋找消費這所需花費之成本，買方則是可以買到優惠折扣的低價商品，互惠

雙贏。團購是指根據量大價優、薄利多銷的原理，透過團購商家能夠提供較零

售價格能給出的更高折扣及由消費者直接購買得不到的優惠服務（黃秋祝，

2011）。 

Rezabakhsh 等人（2006）定義電子團購為並非位於相同地區的消費者，對

某項商品有共同的需求，進而透過電子團購網站來匯集，集結大家的購買力向

商家議價，以獲取促銷或批發進貨時才有的商品優惠價格。李青（2008）認為

團購是將網路平台變成仲介商，讓有相同需求和購買意願的消費組織起來，形

成大數量的訂單，並藉此優勢以較優惠之價格向合作商家採購商品，獲取更優

惠的服務的一種消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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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文獻，本研究之「團購產業」定義為，主動尋找商家合作並達成

協議，代替消費者向商家爭取優惠價格，並提供網站平台予合作商家銷售商品

或服務，在特定的時間內，以低於市場的優惠價格，通過網站平台發布商品或

服務的訊息，吸引消費者購買商品或服務，以形成較大數額訂單的綜合型商品

團購網站所組成的群體（Rezabakhsh et al., 2006；李青，2008；資策會，2010；

黃秋祝，2011；楊璧瑜，2011；陳威如、余卓軒，2013）。 

二、台灣團購產業概況 

2015年，資策會調查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產值，大約為一兆零六十九億元，

較往年成長14%，台灣整體電商市場穩定成長。資策會指出2016年的台灣電子

商務市場規模，較2015年約成長12％，至2017年更可望到達一兆兩千五百一十

五億元，再成長11%（何英煒，2015；SmartM，2016）。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arket Intelligence & Consulting Institute, MIC）

（2011）研究調查指出，台灣消費者對團購的使用率明顯提高，合購與網路團

購的使用率達到27%；台灣網購市場發展潛力無窮，規模從2011年的3256億

元，至2013年達到5088億元，其中約有兩成的網購消費者會使用網路合購，因

為團購與傳統的消費行為相比，為較節省的消費方式（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2011）。根據資策會 FIND（2015）調查，72.5%的受訪者有透過團購網站

進行購買的消費經驗，約有四成的受試者平均每個月透過團購網站消費一次以

上，透過團購網站消費已經成為習慣。上述資料皆顯示網路團購已成為臺灣消

費者的重要網路行為之一，團購網站也逐漸成為消費者生活習慣中重要的一

環。 

回顧台灣團購產業這幾年來的發展，自2008年由 GROUPON 帶起的團購風

潮開始，至2011年全盛時期台灣市場上多達五十幾家團購業者，但2012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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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來自中國的拉手網賣給兆赫電子；同樣來自中國的糯米網也退出台灣團購

市場；2013年台灣「集購城」倒閉；2014年，原為前十大團購網站

「17shopping」也面臨關門命運，多家小型團購網停業，競爭者相繼退出（陳

怡如，2012），甚至連曾為產業龍頭的 GROUPON 都於2015年黯然退出台灣市

場；上述資料皆顯示台灣團購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整個團購市場面臨嚴峻挑

戰和淘汰危機，但同時也有新進者以創新姿態加入。 

GoodLife 好生活（2012）彙整出各家團購業者的公開營銷數據，

GOMAJI、17Life 與 GROUPON 三家團購業者，合計就已經瓜分台灣團購產業

約 93%的市場（鄭緯荃，2012；王端玉，2012）。另外，資策會中華民國電子商

務年鑑也指出，台灣團購市場至 2013 年為止，市場佔有率大致集中於

GOMAJI、GROUPON 台灣與 17Life 等三大業者。資策會（2014）指出，台灣

團購市場佔有率主要集中在 GROUPON 台灣、GOMAJI、瘋狂賣客以及 17Life

等四大團購業者上。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4）調查，團購網站的不重

複造訪人數，前三名依序為 17Life、GOMAJI 和 GROUPON 台灣，GOMAJI 和

17Life 更已經突破一百萬網站不重複造訪人次。EZprice（2014）統計台灣團購

市場的實際訂購數量，前三名網站分別為 GOMAJI、瘋狂賣客和創業家兄弟旗

下的「生活市集」。SmartM 電子商務網站（2014）調查指出，台灣市場前三十

名的購物網站中，有六分之一是團購網站，包括 GOMAJI、GROUPON 台灣、

瘋狂賣客、17Life 以及生活市集共五家業者。另外，數位時代（2015）與創市

際 comScore 和 Alexa.com 兩家網路產業監測機構共同製作的「台灣網站 100

強」中，包括 GOMAJI 和 17Life 兩家團購業者。根據資策會 FIND（2015）調

查研究，台灣消費者最青睞的團購網站依序是 GOMAJI、17Life 與

GROUPON，GOMAJI 的市場滲透率已達五成，遠高於第二名的 17Life，顯示

臺灣團購市場已經出現領導性的業者。以上皆可以看出台灣團購市場目前已成

寡占結構，大者恆大的產業局面已成形，市場上其他同業在類似的商品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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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就愈來愈不容易與其競爭，不易開展市場。而其中 GROUPON 自 2008 年

帶起團購的風潮，2010 年併購地圖日記，成立 GROUPON 台灣正式進入台灣團

購市場，卻於 2015 年因為不夠「接地氣」而退出台灣（許文貞，2016）。以上

提及之團購業者，除 GROUPON 台灣已於 2015 年 9 月退出台灣市場，其餘四

家為目前團購市場上的主要競爭者。 

團購產業在寡占的市場結構下，各家團購網站開始轉型，強調策略經營；

GOMAJI 以旅遊、美食票券為主；17Life 則主打旅遊票券和宅配；瘋狂賣客則

主打特色宅配商品；創業家兄弟則是以商品類型為依據成立各種主題式的網

站，明顯區分各自的主力商品（陳怡如，2012）。2011年底，兆赫電子收購「瘋

狂賣客」，由最初每日一物的網購形式，轉而經營每日多物限時優惠的團購網站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4）。2011年的瘋狂賣客一度在瀕死邊緣掙扎，2012

年開始一路轉型，如開發特色商品、自設倉儲等，轉型後的瘋狂賣客毛利率高

達20％至40％；非但在近年淘汰率達75％的團購市場上活了下來，與草創時期

相比，網站營收翻了近百倍，自此躋身台灣團購產業的四強之一（顏瓊玉，

2014）。 

17Life 則是團購業者中最早注意到行動市場，並推出行動 App 與數位會員

卡的團購網站。更陸續與不同產業進行跨界的異業合作，共同推出電子票券或

商品。另外，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由郭書齊與郭家齊兄弟於 2012 年成立，

鎖定主題鮮明的垂直性電子商務網站，旗下成立多個網站，對網站做出明顯的

類型區隔（洪凱音、王莫昀，2013），經歷多次的轉型，目前其旗下三大網站，

分別為以限時特賣生活用品為主的「生活市集」、主推人氣美食點心的「好吃市

集」、以 3C 用品為主的「3C 市集」。創業家股份有限公司透過明確定位網站與

商品類型，與其他團購業者作出明顯的區格差異，在 2014 年 EZprice 公佈的團

購市場調查中，創業家旗下三大網站的訂購數量已超越單一網站訂購數第二的

瘋狂賣客。根據 EZprice 的調查數據，與 LINE 官方帳號合作的電商平台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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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近 1 年平均成長近 2 倍，其中粉絲人數最多的是創業家兄弟旗下的「生活

市集」團購網站，人數達 919 萬人，等於台灣擁有行動裝置的民眾都是其粉絲

（洪凱音，2015）。 

GOMAJI 自2010年成立，投入線上團購業務，透過在地化的業務團隊和行

銷策略，成功搶佔全台七成的市佔率成為全台灣第一大的團購網站，2014年開

始投入發展行動支付 GOMAJI Pay。受限於團購的條件與折扣等限制，2015下

半年開始 GOMAJI 的團購營收成長趨緩，決定深耕行動支付領域，然而，台灣

的行動支付環境發展尚不成熟，GOMAJI 在行動支付上的發展，未如預期中順

利，因此不再特意強調發展行動支付，並在2016年四月宣布正式轉型為吃喝玩

樂票券平台。轉型成票券平台後，GOMAJI 與其他業者最大的差異就是轉而純

粹作為平台角色，把商品折扣的高低與優惠方案，交由合作商家自主規劃，由

業者自行決定最適合自身的優惠策略。以上皆為台灣團購網站自2011年以來，

主要團購業者持續進行企業轉型的表現。 

三、五力競爭分析 

Porter（1980），在討論企業競爭策略時，提出產業競爭會受到五種作用力

的影響，以此五種力量作為產業分析的技巧與基礎，希望透過五力競爭模式分

析，在產業中為企業找出最能影響這些力量的定位和因素。 

在五力分析的模型中，Porter（1980）認為在產業的競賽中，受到五種力量

所影響，除產業內競爭之外，還包括潛在競爭者威脅（Threat of New 

Entrants）、消費者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 of Buyers）、供應商議價能力

（Bargaining Power of Suppliers）以及替代品威脅（Threat of Substitute Products 

or Services）。其結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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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五力競爭模式架構圖 

 

 

 

 

 

 

 

資料來源：Porter（1980） 

（一）潛在競爭者的威脅： 

潛在競爭者將造成產業內現有業者的威脅，產業的新進入者為獲取資源以

進行生産產品等，造成產業內相關資源的競爭與短缺，導致產品等價格下跌、

生産成本提高，業者的獲利能力自然下降。新進入的潛在競爭者帶來的威脅愈

大，產業內的競爭狀況也會愈激烈。 

（二）消費者的議價能力： 

影響消費者競爭力的相關因素有消費者産品需求的數量、消費者購買替代

商品所需成本、要求降低產品價格以及要求産品品質和要求更多延伸服務等，

團購市場競爭激烈，團購網站業者彼此削價競爭，導致團購業者的經營愈發困

難。 

 

 

產業內競爭 
供應商議價能

力 
客戶議價能力 

潛在競爭者威脅 

替代品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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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供應商議價能力： 

供應商議價能力的高低， 取決於產業內其他同業的市場狀況以及供應狀況，其

議價的條件手段有降低服務或產品的質量、提高產品或服務價格等，以影響採

購策略，突破成本高或利潤低的障礙。 

（四）替代品威脅： 

市場內出現新的產品，或是價值、功能上與企業現有產品類似的替代產

品，都會造成現有企業的威脅。會產生替代品威脅競爭主要是因為産品間存在

相互替代性，替代品價格愈低，企業受到的替代品威脅就愈高。 

（五）產業內競爭： 

產業內現有的同業競爭者之間，會運用各種行銷策略與手段爭奪市場佔有

率和顧客。同產業內規模類似的業者愈多，業者密度愈高，產業的市場相對愈

飽和，營收成長也相對地比較有限，成長速度也會較為緩慢。 

另外，在面對競爭五力的作用時，Porter（1980）提出三種一般性策略給

企業，作為超越產業內其他業者的建議方式。分別為整體成本領先地位

（Overall Cost Leadership）策略，指依據一組功能性的策略以達成整體成本領

先其他業者的目標。差異化（Differentiation）策略，創造產業內獨一無二的特

色產品。集中化（Focus）策略，專注集中於特定客戶目標、地域市場或者產品

線。 

 

 

 

 

 



17 
 

第二節 團購產業問題 

本節討論台灣團購產業面臨的問題，首先回顧由團購組成三方角色形成之

團購產業特有的三方模式；並依照其組成的三方角色，分別討論於消費者、團

購網站與合作商家等三個面向上所面臨的問題。 

一、團購三方模式 

團購網站是「服務業的電子商務」，賣的是給實體店家的服務；團購網站的

模式是「折扣優惠」與「O2O」（Online to Offline），從線上虛擬網站將消費者

導引至線下的實體商家消費（黃國蓉，2014）。根據資策會（2010）的說法，團

購網站的交易模式是由消費者、團購網站和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合作商家三方角

色所組成，形成團購產業特有的團購三方運作模式。由團購網站主動尋找合作

商家，提供優惠團購商品給消費者，以低於市價的折扣提高消費者購買意願，

團購網站再向供應產品商家收取手續費或平台上架費用，一般約為成交金額的

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團購網站作為平台配對商家與消費者的需求，提供高折扣

的商品給消費者，並為商家提供精準行銷價值。團購的運作是透過消費者於團

購網站線上交易成功後，在線下實現物流與人流的消費體驗（陳威如、余卓

軒，2013；資策會，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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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團購平台獲利架構圖 

 

資料來源：陳威如、余卓軒（2013）。 

團購模式本源於薄利多銷的思想，以量制價來幫商家促銷，為消費者提供

享受優惠的機會；團購網站的興起和盛行，讓團購模式逐漸發展成常規的一次

性折扣，市場進入門檻低。以過往的團購模式來觀察，利益的被補貼方為消費

者，藉由人氣的聚集，消費者以優惠價格，買到喜歡的產品服務。團購網站則

透過建立最低參與人數的規則機制，推動商家提供誘人的折扣，團購網站提供

給商家的價值則是精準定位的行銷方案。網站針對每個城市、地區的消費者習

性進行情報蒐集，並持續分析買方客戶的消費行為與喜好，團購業者的談判籌

碼在於提供商家精確的消費者行為資料，以協助商家擬訂行銷方案。 

2008年美國芝加哥的團購平台 GROUPON 酷朋誕生，GROUPON 將每日一

物的模式發揚光大，在各地區網站推出每日一檔主要的折扣商品，成功達到有

效聚焦，在限定的時效之內若達成設定好的購買數量門檻，交易便會成立，創

造出周期為一天並促成團體購買的銷售模式，於成立第一年便達成獲利，收入

五千萬美元（陳威如、余卓軒，2013）。商家藉團購網站售出大量的產品與服

務；消費者則以團購網站提供的優惠折扣價格購買到想要的商品服務。 

消費者至線下商家進行體驗 

商家透過物流提供消費者服務 

消費者對商家的隱性價值：資料調查與行銷價值 

商家提供消費者的顯性價值：折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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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ugh（1999）認為團購模式能夠吸引消費者，主要是因為消費者可用

低於市價的價格購買到商品，另外，團購可讓消費者在數量上獲得折扣，使消

費者團體聯合向合作商家進行議價。波士特線上市場調查網站（2013）調查指

出，最吸引消費者參與團購的動機，高達 92.3%受訪者表示是因為價格便宜。

網路購物族群常常需要花很多時間在商品的比價，高達 67.4%的受訪者曾有與

他人合購的經驗，而合購最主要的原因是價格便宜與節省運費（中華民國電子

商務年鑑，2013）。 

而除了團購模式本身的價格優勢特色之外，Anand & Aron（2003）提出需

求聚集與數量折扣為影響團購的兩種元素，後續更有學者進一步探討消費者為

獲取理想中的折扣價格，和商家進行議價的行為；林杏子（2008）指出網路團

購牽涉到需求聚集（Demand Aggregation）、議價行為（Bargaining）與數量折扣

（Volume Discounting）。需求聚集是指對相同服務或商品有需求的消費者，以

達到一定的購買數量的過程（Anand & Aron, 2003）。議價行為則是由消費者向

商家要求提供產品價格折扣或是其它的經濟利益，買方集結的商品需求量愈

多，也就是說參與團購的消費者愈多時，消費者的議價能力就會愈高（Yuan & 

Lin, 2004）。數量折扣為商家依據顧客對商品的需求量為基礎，提供給顧客的折

扣模式。需求聚集成為商家願意提供數量折扣的誘因，因為利於產品或服務的

銷售，顧客對商品的需求量愈多，商家願意提供的折扣也會愈高。對商家而

言，採用團購模式，是因為相信藉由折扣會吸引更多的消費者購買。團購聚集

所帶來的大量購買不僅提高產品的銷售量，對單一消費者所需花費的行銷成本

也較分散型消費者的成本更低，因此商家會願意提供較低的優惠價格（Anand 

& Aron, 2003）。 

自美國 GROUPON 網站帶起團購風潮，這種團購模式讓很多缺乏網路行銷

能力的商家有機會宣傳自家產品，利用團購網站去聚集消費者，進行網路行

銷，跨界虛實整合的結果，創造出一波波的熱門商店。團購藉由數量聚集，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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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得以用低於市價的優惠價格，買到喜歡的產品服務。團購網站透過建立

最低參與人數的規則機制，推動商家提供折扣以吸引消費者，而團購網站提供

給商家的價值則是精準定位的行銷方案。網站針對每個城市、地區的消費者習

性進行情報蒐集，連續追蹤幾個月，並持續分析買方客戶的行為與愛好，團購

業者的談判籌碼在於提供商家精確的消費者行為資料，以協助商家擬訂行銷方

案（陳威如、余卓軒，2013）。 

團購網站奇蹟般的獲利現象，使網路購物業者紛紛搶進團購市場，因為開

發團購網站的技術門檻要求不高，市場進入障礙低，業者紛紛搶進，台灣團購

市場在短時間內演變成戰國時代。團購模式的核心要素，是以最低人數限制為

門檻，促使消費以數量換得可觀的優惠折扣，當團購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冒出，

競爭過於激烈導致機制被破壞，許多團購平台不再設置最低成交人數門檻。這

種被迫放寬交易門檻的惡性競爭，摧毀團購平台模式該有的產業優勢，抹滅同

邊網路效應存在的意義（陳威如、余卓軒，2013）。 

另一方面，成本增加卻要壓低價格，直接反映在商品或服務的品質上。因

此團購消費糾紛日益增加，面臨消費者滿意度不佳，消費糾紛不斷等產業瓶

頸；當消費者對折扣開始產生疲勞與懷疑，加上不愉快的團購體驗或票券次等

待遇的服務內容，消費者對於團購的形象與商品漸漸失去信任，團購業者面臨

的困境也隨消費者心中的疑慮愈發明顯。GOMAJI 自 2013 年開始舉辦「團購奧

斯卡」活動，初衷就是希望重塑團購產業形象，要使團購產業受到消費者正

視，希望矯正大眾對團購產業負面的印象（SmartM，2015）。 

在開發商品的部分，團購業者也與一般電子商務平台不同，團購的開發對

象與商品屬於有限資源，受限於團購限時優惠時間與實體店家的空間，在資源

受限的情況下，端賴團購網站的業務團隊去擴充合作店家數，同時必須消化這

些店家的優惠兌換，形成循環運作，繼續提供多元團購商品。而在這整個團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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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過程中，也衍伸出許多技術、法令等流程串聯，日後還需要慢慢克服

（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日）。 

楊璧瑜（2011）指出，由於團購的各種售後糾紛、商品瑕疵與服務落差等

問題頻傳，消費者對團購網站的信心漸失，對團購商品的態度也愈趨謹慎，連

帶影響了台灣團購市場的熱度。團購業者必須想辦法提升團購服務的品質與商

品的吸引力，否則將面臨整個團購熱潮減退的威脅與挑戰，然而團購折扣的優

惠模式有其發展限制，市場上的業者只好尋求轉型，以突破困境。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2011）的調查報告顯示，形成團購的主要原因有量

大優惠、節省運費等因素。另外，針對台灣網友網路購物行為，資策會

（2010）調查發現，每月至少參與團購一次的受訪者中，約有 43%選擇團購是

因為價格因素。由此可知，消費者選擇使用團購網站消費的主要原因，是團購

網站提供低價或高折扣的商品。台灣網路資訊中心（TWNIC）研究調查也指

出，消費者選擇網路購物的原因主要是考慮「時間」與「價格」因素。McHugh

（1999）認為團購模式吸引消費者的主因為，消費者可用低於市價的價格購買

到商品，並在數量上獲得折扣，提高消費者的議價能力。而低價本為團購模式

的一大重要特色，目前市場上各家團購業者能提供的價格區間差異不大，故本

研究不另外討論價格因素在影響團購行為的表現。 

除團購模式本身的價格優勢特色之外，本研究以構成團購模式的三方（消

費者、團購網站和合作商家）為分類依據，將過去影響團購因素之相關研究分

為消費者面向、團購網站面向和合作商家面向作文獻探討。 

二、消費者面向影響團購的因素 

 品牌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意願， Fishbein&Ajzen（1975）也將消費

者對品牌的態度作為預測消費者行為的關鍵指標之一。消費者購買意願等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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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者願意購買產品的可能性，而消費者對商品的知覺價值愈高，購買商品的意

願就愈高（Dods, Monroe& Grewal，1991）。 

消費者知覺價值的高低是網路團購長期能否成功的關鍵，回顧過去探討消

費者購買意願與知覺價值之間關係的相關研究，指出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面

對知覺價值與風險問題時，會藉由品牌形象、產品特性等方法以降低知覺風

險。知覺價值是將服務價值定義為以服務效用為基礎，消費者對所獲得之利益

與其所付出成本的整體評估（Zeithaml，1988）。知覺價格（Perceived Price） 

指消費者為了得到一個產品所放棄或犧牲的部分，在此價格被定義為一種犧牲

（Monroe & Krishman, 1985），價格知覺包含知覺非貨幣價格（Perceived Non-

monetary Price）與知覺貨幣價格 （Perceived Monetary Price）兩種，知覺非貨

幣價格是指消費者購買產品付出的搜尋與時間成本等；知覺貨幣價格是消費者

購買此商品時知覺到的貨幣成本，也就是商品實際的價格。Bauer（1960）認為

消費者從事消費行為時，無法預測購物行為的結果導致消費者承受某種程度的

風險，所導致的結果會使消費者在整體的消費經驗感到不愉快，而消費者察覺

風險後，則會設法降低風險。蔡璞與蔡青姿（2006）認為知覺風險為電子商務

發展的主要障礙，交易過程中，消費者除了要預防被駭客竊取資料外，亦擔心

業者在管理上產生疏失，造成自己的損失和對業者不信任。團購長期層出不窮

的客訴問題、服務落差使消費者對團購模式失去信心，對團購商品也抱持負面

的印象。先前的文獻探討指出，消費者知覺價值的高低將是影響網路團購長期

能否成功的關鍵，消費者面臨知覺價值與風險問題時，會藉由品牌形象、產品

特性等方法以降低知覺風險。 

Fornell et al.（1996）指出顧客滿意度為反映消費者購買、使用商品後，比

較其品質、利益和付出成本之後，所產生滿意或不滿意的整體性判斷感覺，是

一種態度。企業開發新顧客所需的成本較維持舊顧客之成本高出六至九倍

（Peppers & Rogers，1993），因此加強和維持與舊顧客之間的關係，對於企業

 



23 
 

創造利潤有好的效果。顧客已經成為企業組織最重要的策略資源，企業必須維

持與顧客間良好的長期關係，也就是建立顧客忠誠度，以求續存發展

（Webster，1994）。顧客忠誠度為消費者對某種特定商品或服務的未來再購買

意願，並提出顧客忠誠度有短期忠誠與長期忠誠兩種（Janes & Sasser，

1995）。Oliver（1999）對顧客忠誠度的定義為，顧客對喜歡的商品或服務，在

未來再購買的意願上有很高的承諾，導致重複性的品牌購買，而且不會受到外

在環境的影響產生轉變行為。消費者購買行為會受到顧客忠誠度的影響，相較

顧客滿意度只是態度的表現，顧客忠誠度的影響更能達到使消費者重複購買的

目的（池文海，2008）。顧客忠誠度代表消費者回流購買的保證，是企業利潤

的重要來源，所以企業培養顧客忠誠度是很重要的一件事，顧客要滿意公司所

提供之服務或商品，提供客戶良好服務體驗，才擁有競爭優勢，吸引顧客忠於

品牌，而願意不受外在環境因素影響進行重覆性消費。現今社會資訊獲取容易

便利，消費者透過網路很容易可以比較商品條件，能否讓顧客對品牌或商品擁

有忠誠度就成為企業成功與否的重點因素。團購市場大同小異的商品優惠，各

家業者推出的產品服務和價格有其限制，商品的議價空間也在同一個範圍內，

網站流量大、觸及率廣，並不代表能順利轉換成消費力，在這樣的產業和市場

結構之下，顧客忠誠度將成為影響企業發展的關鍵。 

Webster（1994）提出，企業最重要的策略資源就是顧客，企業必須設法維

繫、經營與客戶之間的長期關係，就是必須投注在顧客忠誠度的經營上。顧客

忠誠度代表顧客回流的保證，是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顧客滿意企業提供之商

品或服務，企業就擁有競爭優勢，提高顧客忠誠度，提高重覆性購買機會，減

少外在環境因素對購買的影響。另外，企業開發新顧客所需的成本較維持舊顧

客成本高出六至九倍（Peppers & Rogers，1993）。因此，企業要同時吸引新顧

客和留住舊有的客戶，建立顧客忠誠度並以口碑宣傳的方式，達成口碑傳播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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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為一種很好的方式（劉晏尚，2005），加強和維持與舊顧客之間的關係，讓

顧客對品牌或商品擁有忠誠度是企業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然而，林之晨（2010）指出受到團購吸引而至網站消費的消費者，可能是

一群只想要找哪裡有好康的蝗蟲。對這些消費者而言，團購網站帶給消費者的

體驗主打便宜，並無其他價值，衝著折扣而來的消費者在消費忠誠度上也不令

人期待。團購建立在以低價折扣吸引消費者這種商業模式上，在沒有價格更低

或是更好商品的情況下，消費者也不會持續買單。而這樣的團購模式也造成原

來有興趣的消費者，因為團購提供的低價格，最後不願意多花錢成為產品或商

家的主顧客。團購模式的初衷變質之後，團購模式無法為組成的三方角色帶來

正向循環，反而造成團購業者、消費者、合作商家三者皆輸的惡性循環。 

三、團購網站面向影響團購的因素 

在團購網站面向影響團購的因素方面，購物網站的特性，包括資訊內容與

可獲得性、網站互動性、商品豐富性、決策工具易獲得性等等；網站設計面則

包括視覺效果呈現、瀏覽便利性、網站安全性與隱私、交易機制及交易安全、

個人資料蒐集以及其他網站的資訊交換等（Ranganathan, C. & Ganapathy, S. ，

2002）。綜上可知，購物網站的功能及整體設計因素是消費者重要的評估基礎。

Wang（2003）指出網站能否傳達高品質的服務為電子商務能否成功的關鍵因

素，為達網站效益，網站服務品質扮演著重要角色，消費者也較樂意於提供高

品質服務的網站中進行消費或瀏覽商品資訊（Liang & Lai，2002）。 

2011年為台灣團購市場的全盛時期，市場上一度多達五十幾家團購平台業

者，但因同類型的團購網站太多，商品大同小異、沒有特色。另外，陳威如&

余卓軒（2013）指出缺少交易量是很多新進入團購網的最大問題，若缺少交易

量，就會失去消費者，而導致消費者轉向其他團購網站，這也是多數新進入者

的難題。GOMAJI 的創辦人兼營運長涂孟郊也指出，團購網站最大的投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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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體店家接觸的業務人員」，業務占員工比例最高，「業務、服務」的重要

性，比其他電子商務平台高（黃國蓉，2014）。 

消費者看到品牌時所產生的聯想是為品牌形象，由品牌形象、產品本身形

象和使用者形象三個因素組合而成（Biel，1992），Cox（1962）認為品牌形象

可以減少消費者的知覺風險。Hawkins、Best& Coney（2001）認為品牌形象和

自我概念的一致性會影響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與購買意願，進而影響消費者實際

獲得之滿足感。Chu, Choi & Song（2005）研究指出，許多電子商務業者已清楚

建立強勢品牌，消費者可以藉由品牌識別與其他競爭者的商品或提供之服務差

異，增進買賣雙方的信賴程度。因此購物網站經營者加強投資品牌的建立，除

可提高網站品牌知名度外，亦可提升消費者在網站搜尋和連結上的效率。 

企業建立強勢品牌，藉由品牌區別出與其他產業內競爭者提供的商品或服

務差異，企業品牌的形象和消費者對自我概念的一致性，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

買意願，進而影響消費行為後能實際獲得之滿足感。購物網站業者加強建立品

牌形象，可以提高網站品牌知名度以外，同時也使消費者在搜尋品牌或商品上

更兼具便利與效率（Hawkins、Best& Coney，2001；Chu, Choi & Song，

2005）。 

Mazumdar& Jun（1993）；Harlam et al（1995）等提出產品特性會影響到

消費的購買意圖。根據 Slater& Stanley（1996）提出售後服務主要目的在於讓

顧客滿意，使顧客回購。Zeithaml, Parasuraman & Malhotra（2002）對網站服務

品質的定義為，網站促進有效益與效率的消費與傳遞過程，不同於傳統服務品

質的定義，並認為以網路服務營業為主的企業，關鍵的成功因素為服務品質而

非價格等其他因素。服務品質的表現會影響顧客滿意度，兩者之間為因果關係

（Hurley & Estelami，1998）。許多學者研究都接受服務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度

的理論架構（Dabolkar, Shepherd & thorpe，2000；Oliver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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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盧忠明（2004）也指出網站的交易安全性、個人資料保密性及購物

網站的易用性是影響消費者進行網路購物的三個要素。Hoffman 等人（1999）

指出消費者在個人隱私的部分，通常非常保護且不願分享，擔心資料被用於交

易外的其他用途，認為提供網站之個人資料應只為消費的交易過程所需

（Hoffman，1999；Warrington，2000）。而企業行銷者則希望透過消費者的相

關資料，進行分析以擬定後續的行銷策略，因此在顧客隱私資料上，消費者與

企業的訴求是互相衝突的。McKnight 等人（2002）與 Corbitt 等人（2003）皆

指出於電子商務中，消費者對網站的信任會降低顧客對網路交易的高風險與不

確定性，使其提高與商家交易的意願。 

團購業者在購物流程方面，可以藉由多種交易機制與支付的管道，讓資訊

透明化，防止網站交易因素的影響，減少消費者對網路購物的疑慮，進而增加

消費者於網路上消費的意願。17Life 總經理李易騰也表示在整個交易過程裡，

有幾種因素會影響交易結果或是交易速度，包括資訊的不公正、不透明以及困

難複雜的交易流程等（SmartM，2015）。 

關於台灣團購市場的潛在困境，團購模式誕生以來，各家網站提供的商品

大同小異，無論是業者或是團購商品之間都做不出差異化，致使後期團購能吸

引消費者的噱頭，似乎只剩下促購打折（資策會，2013）。團購網站對合作廠

商抽成又高達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對提供商品的商來說經營成本變高，長期與

團購網站合作的意願受到影響，因此團購業者可以拓展的商品折扣也愈來愈

少。 

高折扣的團購餐券確實很有吸引力，然而，伴隨高折扣優惠，團購券也有

諸多限制，包括使用期限和時段等，隨之而來的問題造成許多消費糾紛。「消

費者客訴頻仍、業者續約率降低，導致我們必須養一大群業務，在每 3 個月合

作檔期結束後，不斷尋找新的合作業者。」17Life 總經理李易騰明確指出團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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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的局限，「團購市場若不徹底改變思惟，終將無法逃避萎縮的宿命，因為

現行模式無法形成正向循環。」（謝富旭等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爭取合作商家與吸引消費者是團購網站的重點經營，必須持續地打廣告曝

光，以宣傳團購網站的知名度，這使團購網站本身的行銷費用在全部營收上占

了百分之二十以上，相較之下，高於一般行業約百分之五的行銷預算，因此也

造成團購模式不容易持續經營（陶韻智，2011）。 

四、合作商家面向影響團購的因素 

參與團購的合作商家必須提供高折扣優惠，因此折扣的高低、利潤的有無

會影響商家日後的合作意願。很多商家在與團購網站合作推出團購商品或服務

後，長期合作的意願不高，致使團購業者的業務拓展不易。願意參與團購合作

的店家數受限，團購網站能提供的商品類型也會受到影響，團購業務拓展更加

不易，團購的營收成長也會受到侷限（SmartM，2015；洪菱鞠，2016）。萊斯

大學教授 Utpal Dholakia 指出，商家無法依照團購模式，長期並持續地提供優

惠折扣，將會成為阻礙團購成長的重要因素（陳怡如，2012）。 

過往團購的概念的確幫消費者省下一些錢，但對於商家來說，就得要釋出

非常優惠的折扣，而且多數的折扣必須從五折算起，使得商家在這中間的利潤

愈來愈低，卻不見得能確實獲得新客回流（吳怡銘，2016）。另外，團購網站是

作為中介角色，負責票券或商品的促銷，對後續店家的實體服務、會員經營或

產品品質較無管理（SmartM，2015），若合作商家的服務或產品品質不佳或有

落差，容易影響消費者的回購率與團購網站、甚至是團購模式的印象。 

因為團購模式低價格的特色，對消費者而言，團購模式是種一次性的行銷

方案，不能持續帶回顧客，因而商家再次配合比例低。商品或服務品質下降與

潛在高機會成本等風險，都是於團購網站與商家合作之後，才開始慢慢浮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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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細節。因此，商家對與團購網站合作這件事，漸漸開始產生遲疑

（SmartM，2015）。Raymond James 調查與 GROUPON 合作過的商家，結果有

四成的商家表示在未來幾年之內，沒有打算再與團購合作推出優惠折扣，其中

是因為團購業者抽成太高，而參與團購的消費者回流率則是過低，成本不符

（陳怡如，2012）。 

GOMAJI 創辦人涂孟郊也指出，團購網站與實體商家合作，於網站上推出

優惠票券販售給消費者的模式，於過去幾年間成就一波新興團購商機，但這些

行業原本利潤就不是很高，團購業者也難以管理後續店家的實體服務、會員經

營或產品品質，於是在折扣、利潤與品質的拉扯下，失去團購模式的初衷

（SmartM，2015）。因此，團購網站漸漸面臨使用者流失率高或是合作商家得

不到利潤，影響與團購網站的合作意願等成長瓶頸（黃國蓉，2014）。 

陳薪智（2015）指出衝著團購優惠而參與團購的消費者，在餐飲業部分的

回客率表現不到三成。對商家來說，與團購業者合作一檔商品，大概需要二至

三個月的時間去消化團購客數，看似團購是短時間內帶來大量來客數，又同時

省下了行銷的廣告宣傳費用，但本質上其實就是以行銷預算換兩三個月無獲利

的訂單。 

團購因為低價格的特色吸引了很多消費者，但同時也令許多走高品質路線

的中高價位品牌餐廳排拒。團購折價的優惠促銷給社會大眾廉價的形象，不符

合這些中高價位餐廳的品牌定位，因此不願意與團購網站提供的折價行銷策略

合作。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蓉指出，過往一些中高價位的品牌餐廳因為團購

受限於折扣等條件限制，排除與團購業者合作，導致團購業者在拓展品牌餐廳

業務時很不容易（許文貞，2016）。 

另外，團購網站一般要求合作商家能提供高折扣優惠，部分合作商家認為

參與團購需要的折扣太高，毫無利潤可言，因此很多在與團購網站合作推出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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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商品後，長期合作的意願不高，合作的商家數受到範圍限制，團購網站業務

擴充困難（洪菱鞠，2016）。陳麗蓉假設台灣有十一萬家的餐廳業者，願意

GOMAJI 合作推出團購優惠折扣商品的，可能只會有一萬家（許文貞，2016）。

團購業者受限於許多條件限制，合作商擴展不易，因此在餐廳團購票券部分，

營收成長有其限制。這些問題造成團購業者面臨銷售天花板的瓶頸，取得客戶

的機會成本也日益增高，因此團購業者要突破這些狀況，必須以更創新的模式

來規劃產品與價值主張（SmartM，2015）。 

第三節 企業轉型 

Beckhand（1988）轉型是指事物在本質、結構或型態等面向上的變革，謝

碧枝（2000）則認為轉型是事物已有變革的現實，改變涉及時間的概念，因此

轉型是介於過去、現在及未來三種時間狀態之間的變革。徐聯恩（1996）指出

因應企業組織逐漸成長與科技環境持續演變，就算是長期處於成功的企業組織

同樣需要變革。企業組織欲在新的商業環境中續存發展，必須擁有能依據環境

變化趨勢不斷進行適應性轉型的轉型能力，尋找適應的商業模式為企業組織創

造新的價值增長點（余治國，2006）。 

根據 EZprice（2014）分析團購市場現況公佈的團購市場調查數據，指出企

業組織的生存關鍵並非是規模大小。團購市場競爭激烈，業者如何在轉型過程

中，找到自身的優勢，採取何種轉型策略、做出不同的差異化，在淘汰率高和

產品相似度高的團購市場中，與其他業者做出區隔、把握目標客群，站穩自身

的地位。本節就企業組織轉型的相關理論作文獻探討，歸納整理出企業的各種

轉型策略方式，以作為後續分析團購產業轉型策略的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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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轉型 

Hammer 和 Champy（1993）將「企業轉型」定義為思考並檢討企業組織的

結構，以組織作業流程作為經營管理的主軸，以追求品質、成本、服務等的成

長為目的。Barbara 和 Philippe（1994）認為重新規劃企業願景、策略改變與建

立企業核心競爭力，來因應環境變化、增加市場競爭力，而企業轉型是指企業

為增加提升企業獲利及核心競爭力，將經營方向、行銷模式及組織架構做全面

性轉變，成為一個新企業型態的過程。 

Jonathan 和 Michael（2000）認為當企業環境愈來愈差時，為企業組織轉型

的適當時機，當組織面臨危急狀況時，必須毅然決然切斷過去的牽扯，以更快

的速度進行改變，是為轉型。美國世界經理人文摘（1995）指出，改變世界的

15大管理趨勢之中，有兩個歷久不衰的趨勢為「對品質的執著」與「企業的轉

變」，品質改變企業的本質，決定企業如何製造產品及提供服務，品質也發揮等

化作用，讓小企業與大企業能一較長短。企業轉型不一定是企業走投無路時，

不得不選擇的改變，企業為了永續生存發展，有計劃的向其他領域開展而轉

型。轉型並不一定為全面性轉型，可以是改變產業型態或產業別、組織、產

品、市場、銷售據點、多角化或改變經營型態等等，多層次構面上的改革。因

此當企業所面對的外在環境改變，企業的營運模式也不能一成不變（吳炫東，

2012）。伍忠賢（2000）則指出企業會在檢視組織內部產品、資源，與外在環境

條件與市場競爭的狀況後，決定最適合自身組織的企業轉型策略來進行改革。 

企業轉型就是系統性地變革或改變，轉型的目的是要得到改善或進步，本

質上則是去改變企業組織原有的做法與想法（余治國，2006）。Kalakota & 

Robinson（1999）認為企業轉型為一種新經營結構型態的轉變，使企業組織通

過改變以適應外在商業環境的變化，不能依循既有的經驗與經營模式，在經營

策略、行銷策略、作業流程、組織結構方式等等許多方面，都必須進行徹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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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變化，才能轉變為一個新的經營運作型態 

Adam（1984）的轉型定義是，同時在思考與行為上完全地改變，創造出與

先前不連續且無法回復的系統。轉型是企業組織為求生存，在企業目標、宗

旨、企業文化以及組織結構等各種構面上進行重大變革，也是所謂的「二階變

革」（Second order Change），為多層次、多構面且不連續的組織改變（Levy & 

Merry，1988）。竹本次郎（1989）定義企業轉型為企業因應外在的環境變化，

所採取的經營策略。Blumenthal（1994）強調轉型是在思考、認知及行為上全

新的改變。Hammer 和 Champy（1993）將企業轉型定義為重新檢視與思考舊有

的企業組織結構，以組織的橫向作業流程為經營管理的主軸，以求促進品質、

服務、成本及速度等的績效。Shaheen（1994）指出，轉型為企業在型態、價

值、態度及策略等面向上的改變，讓組織更為彈性化，並依據環境的各種變化

做出即時的反應，進行轉型的主要目的則是持續維持企業競爭力，並促進競爭

績效，另外，企業轉型還包括組織文化、重組組織架構、產品及策略的新定位

以及企業組織核心能力的變化。 

企業轉型是指企業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改變企業經營型態的一種方

式，是由日本社會的「事業轉換」一詞發展而來。除企業難以發展而不得不轉

換的情形，企業為求發展而積極朝其他領域展開的情況較為普遍，事業轉換為

中小企業因應變化的經營策略（林寄雯，1992）。陳明璋（1994）則定義企業轉

型為企業面臨經營環境及條件變化，為突破經營瓶頸、續求生存發展，透過調

整組織或轉換企業目標等策略，改變企業的結構型態，以創造出新的能夠適應

未來發展的經營模式。Levy 和 Mary（1988）將轉型區分成四種層次，分別為

企業典範的改變、企業宗旨使命的改變、企業文化改變以及主要功能流程改變

等。環境會影響策略，策略則會影響組織結構，企業轉型正為組織因應內外在

環境條件變化，所採取的經營應變策略（司徒達賢，2001）。翁望回（1997）指

出企業為了適應環境變化，轉型通常是多重、多元並且為全方位的。企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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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未來之生存利基，指完整的企業策略性轉型思考邏輯，包括預見策略轉折點

的發生，採取並執行新的因應策略與定位等；而面對不同競爭力量所引發的策

略轉折點，也要採取不同的轉型策略。Rindova & Kotha（2001）對企業轉型則

提出企業進行改變並非強調組織層級的改變，而是在服務或是產品上的延伸或

深層改變，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必須持續地在服務、產品與企業資源中

尋求改革，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取得優勢。綜觀上述學者提出之看法，本

研究將過去國內外研究文獻之企業轉型定義，彙整如表2-1。 

表2-1：企業轉型定義彙整表 

學者（年

代） 

企業轉型定義 

Adam

（1984） 

同時在思考與行為上完全地改變，創造出與先前不連續且無

法回復的系統。 

Levy & 

Merry

（1988） 

企業組織為求生存，在企業目標、宗旨、企業文化以及組織

結構等各種構面上進行重大變革，為多層次、多構面且不連

續的組織改變。 

竹本次郎

（1989） 

企業因應外在的環境變化，所採取的經營策略。 

林寄雯

（1992） 

企業為因應外在環境的變化，改變企業經營型態的一種方

式，是由日本社會的「事業轉換」一詞發展而來。 

Blumenthal

（1994） 

轉型是在思考、認知及行為上全新的改變。 

Shaheen

（1994） 

企業在型態、價值、態度及策略等面向上的改變，讓組織更

為彈性化，並依據環境的各種變化做出即時的反應。 

陳明璋 企業面臨經營環境及條件變化，為突破經營瓶頸、續求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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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發展，透過調整組織或轉換企業目標等策略，改變企業的結

構型態，以創造出新的能夠適應未來發展的經營模式。 

翁望回

（1997） 

企業為了適應環境變化，轉型通常是多重、多元並且為全方

位的。企業轉型是未來之生存利基，指完整的企業策略性轉

型思考邏輯，包括預見策略轉折點的發生，採取並執行新的

因應策略與定位等；而面對不同競爭力量所引發的策略轉折

點，也要採取不同的轉型策略。 

Kalakota & 

Robinson

（1999） 

一種新經營結構型態的轉變，使企業組織通過改變以適應外

在商業環境的變化，不能依循既有的經驗與經營模式，在經

營策略、行銷策略、作業流程、組織結構方式等等許多方

面，都必須進行徹底的結構式變化，才能轉變為一個新的經

營運作型態 

Jonathan & 

Michael

（2000） 

當企業環境愈來愈差時，為企業組織轉型的適當時機，當組

織面臨危急狀況時，必須毅然決然切斷過去的牽扯，以更快

的速度進行改變，是為轉型。 

Rindova & 

Kotha

（2001） 

企業進行改變並非強調組織層級的改變，而是在服務或是產

品上的延伸或深層改變，在不斷變化的環境中，企業必須持

續地在服務、產品與企業資源中尋求改革，才能在競爭激烈

的環境中取得優勢。 

司徒達賢

（2001） 

環境會影響策略，策略則會影響組織結構，企業轉型正為組

織因應內外在環境條件變化，所採取的經營應變策略。 

袁素萍 

（2003）  

企業面臨經營環境與企業經營條件發生變化時，為突破現狀

或求永續經營，企業進行經營策略與思維、作業流程與經營

型態等策略性思考與大規模的革命性變革，以期促進企業經

營績效與核心能力之有效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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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張正錩，2005；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針對企業轉型的定義，可知企業組織在遇到環境變化

進行轉型時，無論是在服務、產品、市場、行業或是經營方式上，會採取最有

利於企業自身發展的策略與方向，在組織、技術、管理、人力等構面上，採取

適當且即時的因應改革，以符合企業在面臨環境變化時所需。企業轉型是企業

為求生存所採取的必要措施；促成企業轉型的原因有外在環境的誘導促使，也

有企業內部的自身需求。綜合以上文獻，本研究定義企業轉型為，企業組織在

面臨外在經營環境或是組織內部的經營條件變化時，為追求永續經營或突破現

況，在經營行業、企業宗旨、組織管理、經營策略、經營型態、目標市場等方

面之調整與變革，以期促使企業經營績效有效提升之行為。 

本研究將「團購轉型」定義為，團購網站在面臨外在經營環境或是內部的

經營條件變化時，團購網站為追求永續經營與突破現況，在經營行業、企業宗

旨、組織管理、經營策略、經營型態及目標市場等方面之調整與變革，以期促

使網站經營績效有效提升之行為。 

然而，每家企業轉型的方式，會根據企業所處的競爭環境不同而有所調整

和差異（游常山，1999）。因此，本研究先整理出過往轉型相關文獻的轉型策略

類型，再依其為基礎作後續團產業轉型策略的探究與分析。 

二、企業轉型策略 

企業轉型策略的類型很多，在實際的策略制定與運作上，企業轉型策略會

依其操作性定義不同而有不同的內容與經營重點。 

Bibeault（1982）提出企業轉型各個階段的詳細說明與分析，共提出五種

轉型類型：1.以管理過程為主的轉型（The management process turnaround）：強

調成功的管理過程式轉型，必須要包含基本面的元素，整個組織文化都必須進

 



35 
 

行變革，並非只專注在改變管理本身的不完善，企業轉型中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轉型都屬於此類轉型，一般而言，認為此類轉型才是真正的轉型。2.以經濟或

商業循環為主的轉型（The economic or business cycle turnaround）：因應產業市

場景氣發展的時機，以其商業週期而企業經營上加以調整，達成組織轉型目

的。3.以競爭環境為主的轉型（The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urnaround）：為了

使企業提供的商品在價格上具競爭力，而改變經營模式。4.以相關產品突破性

發展為主的轉型（The product breakthrough turnaround）：在產品上突破創新的轉

型。5.以與政府政策相關為主的轉型（The government-related turnaround）：依據

企業轉型成功的關鍵因素研究，此類轉型較少發生，比率小於百分之四。 

許壽峰（1989）以企業實際經營的範疇作為出發點，將轉型類型分為三

類，分別為 1.事業轉向：結束無進展甚至退步的行業，開始衝刺企業全新的事

業。2.產品轉向：根據夕陽產業的基礎優勢，試探發展有相關發展性的產品。3.

市場轉向：企業走避惡性競爭而轉移市場。 

周佩萱（1993）在分析台灣中小企業轉型困境中，將轉型方向分成三類：

1.轉業或多角化經營：指企業放棄原本經營之產業領域，轉而投入新產業的從

事；或是企業繼續維持經營既有產業或是產品，另外同時經營或投入其他新的

產業和產品，以求降低企業的經營風險。2. 改變產銷型態：企業維持經營相同

行業，只改變產品種類，可稱為產品轉型，如原本生產針織手套改為產製針織

外套。或者企業同樣繼續原先所屬的產業和產品，但於生產類型或方式上做變

動，如變更原料、生產技術、生產流程或提高產品品質。或是企業所屬的行業

及產品沒有變更，而僅改變其行銷方向，例如經營外銷市場改為內銷市場。或

者企業考慮原料供應和投入價格，為開發新市場或是尋求降低經營成本，而將

企業之營業單位或工廠，移至適當之地點，如海外等。3. 調整企業經營組織：

組織依然繼續從事所屬的行業跟產品，但在經營方式上做調整改變，例如從原

廠委託製造改為經營自有品牌之合作商家。或者進行同業間的水平合併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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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上、中、下游工廠垂直合併經營；甚至獨立經營的企業間，基於互惠共利，

在研究發展、採購、接單或行銷網路等方面，成立組織性的合作關係。據調查

發現，廠商間欲採用「生產方式轉型」的意願最高，但是轉型的成功率則是以

廠商較少採行之水平合併或共同組織等方式較高。 

Slywotzky（1996）以企業價值轉移的觀點為基礎，提出七種轉型類型來

分析企業的轉型型態，分別為：多方向轉型、轉型不轉行、脫胎換骨型、多類

別轉型、從傳統銷售到平價流通、從傳統銷售到高附加價值、從系統整合到專

業分工等。 

陳明璋（1996）在探討企業轉型策略與成功之關鍵時，把企業轉型分為五 

種：1. 產業型態或產業別轉型：包含了三種類型，首先為產業之間轉換，例如 

電子、石化、紡織業之間的轉換；其次是業態間的轉換，例如零售、製造或批

發業者間的行業轉換；還包括其他的類型，例如縮小事業範圍或多角化等。2.

經營型態轉型：有以下幾種類型，獨立店變成加盟店、水平與垂直整合方式、

與其他的事業合併、建立策略聯盟或合作開發、合併其他公司或者與其他公司

合併。3.產品轉型：包含了調整產品線的結構、開發新產品、提升產品品質與

價值。4.市場的轉型：企業的目標顧客、通路、銷售方法以及品牌等行銷方面

的變化改善。5.經營體質轉型：有三種類型，首先是除了企業組織的行銷功能

之外，在其他面向上之功能的改變；其次則為生產設備、流程和技術面上之改

進與調整；最後為調整與改進財務、人事以及研究發展之功能。 

周佳欣（1997）則以企業經營策略的觀點，把企業轉型分成六種型態：1.

事業轉型策略：指企業完全撤出原先經營的產業領域，轉向投入新產業從事。

2.產品轉型策略：包括以下幾點，開發新產品、調整產品線的結構、提高產品

品質與其附加價值等。3.市場轉型策略：指企業於行銷方面的改變，如目標市

場、銷售方式、品牌以及通路等等。4.水平與垂直整合策略：包含了往上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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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前整合、往下游的向後整合以及同業間合併。5.經營型態轉變策略：包括由

衛星企業轉變為獨立企業，或是原為獨立店家轉變為連鎖或加盟店面，轉換業

態，例如零售與代理間的轉變。6.多角化轉型策略：指企業增加新的經營項目

或進入新市場。 

江金龍（1998）在探討中小企業如何脫胎換骨中，彙整幾種企業轉型的型

態，分別為：1.改變產業別和產業型態：例如自製造業轉型成為零售或服務業

等。2.產品或服務的改變：例如於相同的製造業裡，改變某部分或者所有的產

品。3.改變銷售據點：銷售據點的改變，例如把地區性改為全國性。4.企業內

容本質改變：例如改善生產的設備或是技術面等等。5.改變經營環境：如從衛

星企業轉變為獨立企業。6.多角化經營：企業除了繼續經營原先所屬之行業之

外，更進入新產業或是另外增加新的項目。7.改變部分產業別：企業組織保留

部分的行業或產品，再另外增加新事業。8.全面改變產業別：企業全面地撤出

原先所屬的產業，將經營領域轉移到新事業範圍。 

回顧以往相關轉型類策略文獻，本研究結合團購產業的特性及過去轉型類

型策略類型的文獻（余治國，2006；章誌虔，2004；鄭榮郎，2001；森口八

郎，2001；謝碧枝，2000；陳永隆，2001；龍澤正雄、筒井信行，1998；周佳

欣，1997；Slywotzky，1996；陳明璋，1995；陳明璋，1994；周佩萱，1993；

許士軍，1989），將企業轉型策略類型大致分成產業別轉型策略、經營型態轉型

策略、產品轉型策略、市場轉型策略、水平與垂直整合轉型策略及多角化轉型

策略，以上六種轉型策略，作為後續訪談分析的研究理論基礎。 

（一） 產業別轉型策略： 

在這一轉型類型中，包括 Kimberly 和 Quinn（1984）強調轉型與組織重組

之關係，提出企業轉型的內涵四種類型中的改造重生。龍澤正雄與筒井信行

（1988）年提到的改變產業型態與產業別，包括全面改變產業別，撤離原有產

 



38 
 

業，全面轉移到新事業領域，或改變產業型態與產業別。基本策略內容包括轉

型至其他產業別，如自原先為製造產業轉型成零售、批發業或是服務業等；原

來製造 A 產品的行業轉而製造 B 產品；由批發業轉型做製造或零售、服務業

等；由批發 A 商品轉而批發 B 商品的批發業等等；另外也包括從獨立店面轉型

為加盟、連鎖店等等。龍澤正雄&筒井信行（1988）提出產業別轉型的實例，

汽車輪蓋的專業製造廠商營業額衰退，決定設立分公司經營熟悉的批發業，並

自行生產、銷售，轉換業別為製造印刷版；製造機械工具的衛星工業轉業為板

金加工業，再轉型為室外裝潢建材的製造廠商等。 

另外，許士軍（1989）產業重組或整合的類型，不同的產業之間互相整

合，進而創造出新的市場機會或是產品。日本中小企業診斷協會（1989）提及

之改變既有所屬之行業，意指由原有產業轉換至另一種產業領域。許壽峰

（1989）所謂脫離本產業轉型策略中之事業轉向，放棄沒有進展甚至是停滯退

步之產業業，全面發展新的事業。 

經濟部（1990）曾提出十大企業轉型類型中的行業轉換，也屬於此一類型

的範圍；所謂的轉業，指放棄原先經營行業，從事新行業（周佩萱，1993；周

佳欣，1997）；李為仁（1990）與陳明璋（1995；1996）提及之全面轉型及產業

別、產業型態轉型策略類型，即由一行業全面轉變為另一行業或產品，指產業

間之轉型或是業態的轉換，如紡織、石化、電子等產業別之間的轉換；以及產

業型態的轉換，製造、批發、零售業間的轉換；其他如縮小事業範圍。 

另外，Slywotzky（1996）由企業價值轉移的觀點切入探討企業轉型的型

態，其中所指的多方向轉型及脫胎換骨轉型，如鋼鐵業化身為材料工業。森口

八郎（2000）提及之行業轉型，指從某一行業轉型到另外的行業，包括產業間

轉型，業態間轉換。謝碧枝（2001）的事業轉向與章誌虔（2004）提出之業種

轉型，指企業由既有產業轉換至其他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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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產業別轉型類型的範圍。

本研究將過去文獻，將學者在相關產業、行業別轉型上的定義，整理成表2-2。 

表2-2：各家學者定義產業別轉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產業別轉型策略 
1. 脫胎換骨轉型（Slywotzky，1996）。 

2. 改變產業型態與產業別：行業別的轉換（瀧澤正

雄等，1988）。 

3. 行業轉換（經濟部，1990）。 

4. 產業型態、產業別轉型：產業之間的轉型與業態

之間的轉換（陳明璋，1994）。 

5. 轉業：放棄原先經營行業，從事新行業（周佩

萱，1993）。 

6. 放棄原先行業，從事新行業（周佳欣，1997）。 

7. 產業重組或整合；包括生產因素的組合或重組

（許士軍，1989）。 

8. 改造重生（Kimberly 和 Quinn，1984）。 

9. 事業轉向（謝碧枝，2000）。 

10. 行業轉型（森口八郎，2001） 

11. 改變原有所屬之產業：自原有產業轉換至另一種

產業（賴進林，2001）。 

12. 業種之轉型：企業自既有產業轉換至其他產業

（章誌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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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以上相關產業別轉型的各家學者定義，本研究定義「產業別轉型」

為行業種的轉變，放棄企業原先經營之事業，轉而從事新行業。 

（二）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在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的類型上，包括 Kimberly 和 Quinn（1984）提及之策

略重新定位及組織重組。瀧澤正雄與筒井信行（1988）所謂改變企業組織經營

之內容本質，及改善經營環境、改變經營方式的轉型類型。改變企業經營內容

的本質轉型之具體策略內容包括，不變更原產業與產品，變更生產設備與技

術、原材料及生產形態，提高產品品質與附加價值；縮短產業之間的流通途

徑，改善各部門間之體質，以求降低成本、提高生產率追求效率等。改善經營

型態，具體基本轉型策略內容有，企業由衛星轉為獨立；由獨立店面轉變為加

盟連鎖店，改變其經營方式；由面對面之銷售改變為自動化的銷售、無店面販

售等。 

許士軍（1989）功能性及生產性的策略重組或整合，強調在研究發展、資

訊及後勤等功能之間的互相合作；或調整人力、資金、原料等方面，以取得企

業競爭優勢。日本中小企業診斷協會（1989）所提及之改變事業經營內容及改

變經營型態，具體策略包含維持既有行業與產品，但在經營方式或技術、品質

上做調整。經濟部（1990）十大企業轉型類型中的經營型態轉型，包含企業間

之策略聯盟。 

所謂改變經營組織，包含企業所屬之既有行業與產品都不變，只改變其行

銷方式、生產方式類型或是企業經營方式，包含除了企業之行銷功能以外，其

他面向上的功能調整改善；改善和調整生產流程、技術或設備；以及加強財務

功能、人事與研究發展面向；與其他事業整合、策略聯盟或合作開發；合併其

他企業或與其他企業合併等；如進行同業合併、成立組織性的合作關係或是建

立自創品牌等；企業由衛星轉為獨立型態；也包括經營型態的改變，如獨立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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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轉為加盟、連鎖店等（李為仁，1990；周佩萱，1993；陳明璋，1995；周佳

欣；1997；森口八郎，2000）。 

經營型態轉型實例部分，瀧澤正雄等（1988）提出老舊溫泉旅館將目標對

準美食主義的潮流，提出明確的經營理念，轉型成為具有獨特性的旅館。衛星

企業原經營廚房用品，從外接訂單轉而尋求朋友介紹並選擇銷售對象，再從幾

種試銷中選擇出幾項有展望的產品銷售，脫離衛星企業轉變為自製自銷的獨立

企業。原為獨立商店的日用品雜貨店在同業競爭下選擇加入連鎖加盟店，改變

經營方針並成功塑造商店形象，並同時採用新系統，例如在庫存方運用電腦配

合顧客的需求等。 

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經營型態轉型類型的範

圍。本研究將過去文獻，將學者在相關經營型態轉型上的定義，以表2-3整理呈

現。 

表 2-3：各家學者定義之經營型態轉型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1. 事業轉型：企業間策略聯盟、合作開發或與其

他事業整合（瀧澤正雄、筒井信行，1988）。 

2. 經營型態轉型：與其他企業策略聯盟（經濟

部，1990）。 

3. 產銷型態改變：改變行銷方式、生產方式或類

型（周佩萱，1993）；經營組織調整：改變經營

方式，如同業間合併或成立組織性的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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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文獻，本研究「經營型態轉型策略類型」之定義為，企業組織未

維持以往經營之事業，與其他事業之整合重組或重新策略定位；包括組織面的

重組、改變行銷方式、改變生產方式與其他企業進行整合、策略聯盟、合作開

發等，都屬於此範圍內容。 

（周佩萱，1993）。 

4. 經營型態轉型：企業間策略聯盟、合作開發或

與其他事業整合；與其他公司合併或合併其他

公司（陳明璋，1994）；企業除了行銷之功能以

外，在其他功能面向上之調整；改善生產流

程、設備或技術；加強人事、財務功能與研究

發展等（陳明璋，1995）。 

5. 企業型態由衛星轉為獨立；獨立店舖變為連鎖

或加盟店；轉換業態，如代理、零售、批發與

製造產業間之轉換（周佳欣，1997）。 

6. 功能性的整合或重組（許士軍，1989）。 

7. 策略重新定位；組織重組（Kimberly 和

Quinn，1984）。 

8. 改變事業經營內容、改變經營型態：品質或技

術改變、經營方式改變（賴進林，2001）。 

9. 產業內容質的轉型：生產技術提升等（章誌

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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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團購業者的經營型態轉型策略表現，全台灣第一大團購網站 GOMAJI

於2016年正式宣布轉型為吃喝玩樂票券平台，以往的團購網站必須先幫消費者

與業者談好商品或服務的優惠折扣，而轉型為票券平台後，所有平台上的優惠

方案與內容，交由與網站合作的商家決定，GOMAJI 則提供平台，並協助店家

發行電子餐券線上銷售。過往為處理團購合作商家的相關業務，像優惠檔期的

調整、商品在網站上的頁面呈現等，需要大量客服及業務人力。轉型之後，這

部分的業務回歸到合作商家，團購業者在這方面的業務人力需求就大量減少，

透過這種方式能讓商家於短時間內觸及大量消費者，達到廣告行銷效果，也不

會犧牲掉商家的利潤（何英煒，2016；洪菱鞠，2016）。轉型後和過往團購經驗

最大的差異在於，以前經常會吸引到的店家多半是有聚集人氣需求的店家，像

是新開的或生意不好的店家，才會願意用很低的折扣，大量快速地讓業績好起

來。轉型後的重點則是去思考拓展平台的目的，並探討到底折扣要開放到多深

才能去吸引到消費者（吳怡銘，2016）。 

以往作為以團購概念為核心的 GOMAJI，只能吸引到全台6%店家與4.5%不

重複計算的消費者（吳怡銘，2016），GOMAJI 轉型後，合作商家的類型和領域

更為廣泛，讓網站上提供給消費者的商品更為多元。通過合作之後，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蓉指出，以前 GOMAJI 會要求合作餐廳提供的優惠要低於八折，

轉型後則讓商家自行決定折扣內容，發現一些中高價位的餐廳或飯店，即便推

出的餐券折扣不高，依然受到消費者歡迎，因為現在的消費者漸漸不再只是追

求便宜的團購優惠折扣，相較折扣的高低，消費者開始注重商品的品質和內

容，更在意能不能吃到心中想要的餐廳，價格則為次要的考慮因素（洪菱鞠，

2016；許文貞，2016；INSIDE 網路趨勢觀察，2016 年 4 月 28日 ）。 

GOMAJI 網站的經營以票券類商品為主，宅配商品為輔。GOMAJI 分析其

內部營收，發現旅遊類商品為每年度都正向成長的事業部，年成長大約三成。

看好旅遊市場，GOMAJI 與合作的旅遊業者討論後發現大部分旅遊訂房來自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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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網站業者，GOMAJI 認為其本身熟悉台灣消費者的習性，而這些外資訂房業

者的平台仍以網頁版使用為主，GOMAJI 目前有四分之三的交易量來自手機，

以其行動端的流量作為一大利基，在行動方面有優勢，決定於2017年切入旅遊

訂房市場，推出「晚鳥訂房」服務，提供消費者在地即時的訂房服務（曾靉，

2017）。 

17Life 作為台灣三大團購網之一，也同樣因為人員組織龐大、編制浮濫造

成營收獲利狀況不佳，自2016年起開始陸續裁員，直到2017年爆發資金危機，

大幅裁員三分之二，2016年開始轉而強調自身網站為生活電商，期望能洗去以

往團購網站的既定形象，以協助實體店數位化的解決方案公司為轉型新目標，

同時將轉型的經營重點放在電子票券與會員經營上（數位時代，2016；何佩

珊，2017 年 2 月 20  日）。17Life 選擇降低高折扣團購券的比重，不再持續

擴張這部份的業務，把業務人力資源往低折扣、高品質的團購移動。17Life 總

經理李易騰表示，小折扣的團購券，雖然吸睛力不如高折扣，但因為沒有使用

限制，與廠商合作期限可以拉長，店家的續約率也很高，維繫業務也變比較單

純，減少人力成本（謝富旭等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除了過往的團購折扣券業務之外，17Life 更與多種實體通路進行虛實整合

的相互合作，以三大目標為其轉型的營運方向，分別為發展電子行銷虛實整合

技術協助企業、精選生活電商商品以及影音網路行銷方式的「策展」商品，以

趨向精緻化的策展活動，滿足各式消費者的需求，擴大觸及各階層消費者，同

時發展虛實整合的行銷技術，並繼續深耕既有的服務模式（彭慧明，2017 年 8 

月 24 日）。17Life 在網站部分將以精選生活類產品為主；旅遊類電子票券的部

分，會持續和旅遊業者合作，精選不同價位和市場的旅遊等。改變以往的經營

策略，主打「專案型策展」，配合季節規劃特色主題，策展主題商品舉辦活動

（彭慧明，2017 年 8 月 24；洪菱鞠，2017 年 10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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瘋狂賣客的營運模式早期以閃購為主，當時所買的量體要大類似團購，網

站與廠商洽談短期促銷，約7至24天，目前大部分商品已為常態性上架，團購則

仍保留部分，目前在網站操作上，則以閃購活動吸引流量，導入流量後再以銷

售常態性商品為主。瘋狂賣客的消費族群主要介於18至35歲，公司會研究其消

費行為，以便內容行銷能鎖定特定族群，其平均毛利率約為20%，會員回購率

達35%（戴國良&劉恒成，2016 年 8 月 18 日）。 

瘋狂賣客最初的「每日一物」商品模式陷入瓶頸，為了與其他同業的經營

模式做出區別，2011年被兆赫電子收購後開始轉型，創建「前店後廠」的一條

龍模式，設網站專屬倉儲物流，投入數千萬元設置六百坪的自有倉儲，並備冷

藏冷凍的倉庫，成為市場上唯一一家自設統一倉儲的團購業者。一般團購業者

是靠靠轉單直接讓合作商家出貨，較難掌握商品和服務的品質，造成很多後續

的問題，如客訴情況多、訂單爆量無法準時出貨等。選擇自設倉儲的目的是要

做為開發多元客製化商品的後盾，已能夠應付掌握庫存、儲備開發生鮮產品、

確保供貨狀況、調節售價等，較能掌控後續客服、退貨等售後服務以及掌握商

品的出貨狀況，較一般團購的預購模式更能夠掌握消費者體驗的方式（顏瓊

玉，2014；SmartM，2015）。自2015年起，瘋狂賣客的針對部分實體店業務逐

漸被侵蝕的產業開設專賣店，包含行動賣客、家電賣客、車百賣客、健康賣客

及團購網。營收佔比的部分，3C 類商品約佔四成、生活用品類約佔四成、專賣

店及其他商品則佔兩成（戴國良&劉恒成，2016 年 8 月 18 日；謝富旭等

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2007年，郭書齊與郭家齊創辦「地圖日記」社群網站；2010年被外資的團

購龍頭 GROUPON 購併；2012年成立創業家兄弟，以垂直電商的多網站模式為

經營型態，目前旗下有三個網站，分別是鎖定日常生活用品的「生活市集」、專

賣美食生鮮的「好吃市集」與經營3C 產品的「3C 市集」。創業家兄弟精準依照

商品類型設定行銷戰略像是流行的網路直播行銷，就用於流行性高的熱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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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長銷型的民生必需品則打價格戰，這種模式是創業家兄弟仿效好市多「少

樣、精選、超值」的策略而來（謝富旭等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2011 年起，行動裝置開始流行，大眾獲取網路資訊與服務的方式漸漸產生

變化，使用工具的改變讓消費者也養成使用 App 的習慣。市場上這些連接網路

的智慧設備爆炸性成長，也造成未來行動市場與行動裝置將成為購物網站的決

勝點，為因應行動裝置普及、消費者使用習慣改變與行動裝置的黏著度日益提

高這些變化，團購業者也開始做一些嘗試，因應行動市場發展新的轉型策略

（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 日），團購業者在行動購物市場的布局精

不精準，將成為未來業者能不能勝出的重要因素（張瑋容，2014）。瘋狂賣客董

事長侯銘罡也指出，以往消費者透過電視或電腦螢幕來購物，現在電子商務已

成為銷售顯學，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客人，因為客人在手機上，如何把手機

上的客人導入到實體店面才是重點（陳志仁，NOWNews，2017 年 9 月 4 

日）。 

資策會 FIND（2017）針對台灣人於社群網站的使用行為做調查，發現平

均下來每個人擁有四個社群帳號，前二名為 Facebook 佔 90.9%與 LINE 佔

87.1%，其餘依序為 YouTube 佔 60.4%、PTT 佔 37.8%以及 Instagram 佔 32.7%

等等，皆已加入社群市場的戰場，而受訪者於 LINE 和 Facebook 的每週造訪頻

率更已達 85%。Facebook 至 2016 年 7 月為止，月活躍用戶數成長至 1800 萬

人；根據 LINE 最新官方數據，LINE 台灣用戶數已超過 1800 萬，社群網站市

場未來發展不容小覷。企業在操作社群行銷時，除著力於 LINE 與 Facebook

外，若目標客群為男性消費者的品牌，還能以 PTT 與 YouTube 為社群行銷重

點；而對目標為年輕消費族群的品牌來說，則是 Instagram、YouTube 或 Dcard

等社群值得注意（資策會，2017）。 

團購業者運用社群軟體擴大觸及消費者，主要是以行動市場的 LINE 與

 



47 
 

Facebook 這兩大在台灣地區有高使用率與高普遍率的社群軟體為主。團購網站

透過創立社群軟體的官方帳號或粉絲頁，提高消費者觸擊率，加深與消費者互

動，交叉運用 LINE 與 Facebook 兩大社群，將品牌成效最大化（EZprice 公關

室，2015 年 4 月 23 日）。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容表示，運用 LINE 導入流

量至行動網站幫助 GOMAJI 在行動商務上的發展，但還是希望以 App 昨為主要

整合行銷資源的行動策略（SmartM，2015）。鑒於台灣人使用社群通訊軟體的

貼圖文化特色與即時特性，網站業者透過限時免費貼圖下載來吸引消費者使

用。根據計算，透過於 LINE 社群上的官方帳號，發布貼文進行行銷宣傳可使

流量成長達一成（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 日）。 

 17Life 在業界尚未重視行動購物的相關技術時，就開始投入開發 App 及

RWD1，2013 年推出自家原生 App，領先同業首先跨入行動商務市場（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 日）。2015 年起推出數位會員卡「熟客 17 來」，與

多家大型連鎖餐飲合作，透過 App 成為合作商家的會員，可享有商家提供的特

殊優惠。另外在旅遊商品部分，則與雄獅旅遊合作推出電子票券的旅遊商品。

17Life 平日的營收佔比，PC 端、App 與行動版網站分別佔 57%、30%與 13%；

假日時，App 和行動版網站紛紛提升至 35%與 20%，行動表現較佳（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 日）。 

創業家兄弟是台灣最積極且最早開始布局手機 App 的電子商務之一，於

2014 年便已推出 App，由於起步經營的時間早，至今下載人數已高達四百萬

人。自 2014 年起，創業家兄弟便積極透過臉書投放廣告，吸引大量網路流量，

為現在的用戶打下基礎。創業家兄弟創辦人郭書齊：「如果現在才覺悟到社群

                                                      
1 RWD（Responsive Web Design）：回應式網頁設計，又稱適應性網頁、多螢網頁設計或響應式

網頁設計，是一套能優化消費者多螢裝置網站瀏覽體驗，無需針對不同螢幕尺寸而製作多款網

站的網頁技術（EZprice，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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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力量，因為臉書廣告透過競標制度，已經非常昂貴，將付出非常龐大的代

價！」（謝富旭等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因應行動時代來臨，觀察到行動支付市場的商機，GOMAJI 於 2014 年底

開始發展行動支付，與中國信託合作推出行動支付軟體 GOMAJI Pay，作為行

銷平台角色，由中國信託負責法令與機制層面，串聯行動、支付與實體商家三

者。然而，GOMAJI 在行動支付領域發展的並不是很順利，台灣的行動支付環

境尚未成熟，經營行動支付的成本很高，需要很大的投資，進而影響 GOMAJI

的營收成長，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蓉說：「GOMAJI Pay 讓他自動 fade out」

（曾靉，2017）。2016 年，GOMAJI 大幅調整經營策略，決定放薄於行動支付

的行銷資源，重新定位網站為吃喝玩樂票券平台，不再強調 GOMAJI Pay 為行

動支付，主要結合買單優惠與票券。 

在團購業者的行銷策略上，瘋狂賣客目前的行銷工具以 Facebook 為主、

Line 為輔，以 Facebook 廣告為主，且擁有 FB 同類平台最大社群，粉絲超越一

百萬人，主要歸功於商品內容化，透過圖文的活用來吸引消費者（戴國良 & 

劉恒成，2016 年 8 月 18 日）。 

創業家兄弟到目前為止，擁有九個 LINE 官方帳號、LINE 好友超過 7500

萬、超過 100 萬的 Facebook 粉絲，旗下所屬網站的 App 合計超過 450 萬粉

絲，十分注重在行動端的經營。2017 年，創業家兄弟以「滑行的眼球商機」為

策略，積極投入直播市場，延伸多元管道來吸引行動端的消費者目光。2017 年

8 月開始將直播放上 PC 端與行動端的生活市集，並同步於捷運戶外的廣告電視

牆直播，陸續加入異業合作直播、戶外直播、直播拍賣等多元的直播操作，帶

動業績成長，也作為增加消費者的一種管道。另外，2017 年創業家兄弟看準捷

運站大量人潮流動的商機，於捷運站投放大型平面廣告，最大化廣告效益來增

加網站的導入人數並提高品牌知名度。另外，創業家兄弟也跨足電視廣告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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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藉電視廣告的高滲透率來傳達訊息，快速建立品牌知名度和網站品牌印象

（莊丙農，2017 年 6 月 21 日）。 

根據調查，台灣零售市場 2014 年營收約 4.4 兆，其中電商型態占了五分之

一，五分之四則為線下市場，也就是實體店面。團購虛實整合就是要結合線上

與線下的商業模式，與實體通路合作，消去實體與虛擬通路互相對立的衝突

（EZprice，2015 年 4 月 23 日），團購業者也與不同產業進行異業結合。 

2012 年起，17Life 與全家便利商店開始策略合作，整合團購概念推出線上

優惠券，消費者於網站上購買，再至實體便利商店門市取貨付款，將線上消費

者導入實體門市消費。並推出全家商品專區，同時提高 17Life 會員對其網站的

黏著度和增加全家的來客數；2013 年，17Life 為新光三越百貨建置 App，一方

面收取建置 App 的費用，同時成為新光三越所有商家購物折扣優惠券的合作電

商；更與台新金控與新光三越週年慶活動合作，於網站推出百貨周遭餐廳的虛

擬優惠餐券配合台新刷卡抽獎活動，結合三者的資源進行行銷。以百貨實體週

年慶活動吸引線上消費者目光；以線上虛擬餐券導引消費者至實體百貨回流消

費，消費者持活動發票可參加抽獎活動，透過異業合作的整合行銷活動，活動

期間新光三越的全省容留量提升一成；台新銀行的刷卡量則成長三成；17Life

網站成長率更達到百分之百（EZprice 公關室，2015 年 4 月 23 日）。17Life

在 2014 年選擇與愛評網跨平台合作，串聯彼此的資料庫，17Life 與商家合作推

出團購優惠，愛評網則提供素人體驗分享文資訊，以團購加上口碑的方式合

作。另外，17Life 也跨界合作行動裝置的遊戲軟體，於遊戲中置入店面，將虛

擬的通路透過遊戲實體化，也能在遊戲裡獲得團購電子優惠券。2016 年，

17Life 與新光三越共同推出新一代新光三越 App，進行跨界數位策略合作，運

用 17Life 的推播技術、大數據分析資料庫以及虛實整合系統，提供更精準的客

製化服務，消費者透過 App 可以即時掌握商品優惠資訊，使用手機享用商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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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17Life 從 2016 年開始與實體通路合作推出透過網站在線買咖啡，於實體店

面領取的虛實整合服務；2017 年，進一步結合社交軟體的特性，推出咖啡寄杯

活動，將「團購」加入社交功能，消費者可以將購買的寄杯咖啡，透過社交軟

體送給好友，帶動實體通路的咖啡銷售。除了咖啡以外，17Life 未來計畫結合

其他商品，如餐券或旅遊住宿券等，進入『社交電商』的領域，任何商品都可

透過行動商務作為社交禮物，如今 17Life 與新光三越、全家超商等實體通路合

作的營收，已占總營收三成，顯示已改善過去以低價餐券為主力的體質（謝富

旭等人，2017 年 9 月 21 日）。 

GOMAJI 則早在2010年創立之初就與 YAHOO!奇摩網站合作，成為國內第

一家有外力資金挹注的團隊。藉雅虎奇摩入口網站的高瀏覽人數，快速增加網

站本身的網路觸及人數，並透過奇摩的合作商家在短時間內保證團購商品不虞

匱乏（洪菱鞠，2014 年 7 月 30 日）。最初 YAHOO!奇摩採觀望態度，後來發

現團購市場成長太快，似乎先機已經無法介入，適巧 GOMAJI 為其熟悉的團

隊，所以 YAHOO!奇摩給予全力的支持，在資金挹注的同時，GOMAJI 也開始

從市場上尋找專業經理人，為內部體質和策略進行調整。2014年，GOMAJI 與

提供叫車服務的「Uber 優步」App 進行異業合作，推出於 GOMAJI 消費就送

Uber 乘車金的活動；陸續更與多家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合作，透過滿額抽獎等行

銷活動吸引消費者於 GOMAJI 進行購買行為（吳怡銘，2016）。 

每個企業組織核心條件與能力不同，提供給市場的價值與服務也應該有所

差異，專注於顧客所需要的服務價值，是企業經營的不二法門（許英傑，

2017）。團購業者採取許多以消費者為核心的策略，利用會員經營的方式，提

供消費者客製化的服務，也採取許多策略與機制去提高消費者對消費體驗的滿

意度，以維持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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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AJI 便於 2014 年推出線上評價功能，接受消費者公評。消費者使用

票券後即會收到由 GOMAJI 發出的消費者評價機制，由消費者來評價商家的服

務，若超過一半的評價低於三顆星，就會將店家下架並列入黑名單，GOMAJI

則會告知店家原因，如果未來要繼續合作，則必須改進問題。2017 年開始，

GOMAJI 將消費者評價機制加上留言功能，讓消費者能夠直接反應其消費體

驗，也幫助店家改善問題。以滿分五分的評價機制來看，GOMAJI 在各頻道都

有四分的高評價（吳怡銘，2016）。另外，GOMAJI pay 除了有行動支付功能

之外，同時作為店家與客戶關係管理的行銷系統角色，也提供商家一種行銷工

具，透過 App 記錄消費者的消費資訊、需求或喜好，像是位置資訊或收藏的商

品和店家等，商家則可以透過 App，對特定的消費族群，發送即時優惠訊息

（許文貞，2015）。GOMAJI App 也一直不斷持續改版，2017 年加入許多新功

能，如個人化推薦、情境式購物體驗以及即時排行榜等，預計在 2018 年將會員

經營與行動支付做進一步的整合，並增加與社群的連結（曾靉，2017）。 

17Life 過往以團購概念為核心的模式為主要經營方式，推出數位會員卡卻

未達到預期效果，後來改以會員經營的概念為基礎，也就是客戶關係管理，輔

以團購等形式，以減少閒置率為目標與實體店家合作（何佩珊，2017 年 2 月 20

日）。創業家兄弟也透過客製化的廣告推播與商品排序帶動其廣告點擊率增長

一倍、轉換率也提高了 20%（楊雅婷，2017 年 12 月 4 日）。 

另外，台灣便利商店分布的密度是世界第一，加上超商全天候能夠隨時取

貨的特性，使台灣消費者使用網路購物時取貨的方式也漸漸受到影響。受到物

流公司發達、消費者習慣改變等影響，各家團購業者在物流配送上也不再局限

於宅配到府，紛紛提供消費者多元的商品取貨方式，如超商取貨等。資策會產

業情報研究所研究調查指出，消費者較常使用的網購付款方式，依序為刷卡支

付 75.7%、超商取貨付款 66.4%以及 ATM 轉帳 25.2%，顯示超商貨到付款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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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消費者網購主要的支付方式之一；在常用的商品配送物流方式上，選擇超

商取貨者已占 82.4%，成為台灣消費者最習慣的配送方式。另外，消費者在購

買美妝保養品時，選擇超商取貨者高達八成（吳家豪，2017 年 10 月 18 

日）。 

（三） 產品轉型策略： 

在產品轉型策略類型上，過去相關的研究文獻有瀧澤正雄和筒井信行

（1988）提到的改變產品（商品、服務），定義為在同樣的行業中改變所有或部

分的產品，或是改變所有或部分的服務內容。日本中小企業診斷協會（1989）

提及的改變產品內容，指企業不改變所屬之既有行業，而在產品種類上做變

更。經濟部（1990）在十大企業轉型類型中提及之產品轉型和生產方式轉型，

皆屬此範疇。許士軍（1989）重組或整合產品與服務項目的類型，也就是指重

組或整合企業既有之產品或服務，進而發展並推出新的商品或服務。許壽峰

（1989）所謂不脫離本行業之轉型策略中的「產品的超越」轉型，包括不斷推

出新產品和自行建立品牌以創造企業本身之利基市場並取得產品的主控地位。

產銷型態改變類型中的企業維持就有行業，只改變產品種類；所謂產品轉型，

包括開發新產品、調整產品線結構、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其附加價值以及建立自

身品牌等（李為仁，1990；周佩萱，1993；陳明璋，1996；周佳欣，1997；森

口八郎，2000）。產品的轉型，亦為產品轉向，即改變生產產品（章誌虔，

2004；謝碧枝，2000）。 

瀧澤正雄等（1988）提出關於產品轉型的實例，室外裝潢建材的製造廠商

為突破既有市場瓶頸，鎖定木造住宅為目標市場，因應高級化、藝術化的需求

趨勢，製造其他大型廠商不製造的高級品；配合消費者需求的不同，以彈性價

格、高品質產品及完善服務為目標策略。另外，眼鏡製造商原以金屬眼鏡框為

主力商品，百分之百產金屬眼鏡框，轉型為開發高性能、高品質、新潮的差別

 



53 
 

化產品，同時轉換為製造鈦框眼鏡等。 

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產品轉型策略類型的範

圍。本研究整理過去文獻，將學者在相關產品轉型上的定義，以表2-4呈現。 

表2-4：各家學者定義之產品轉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上述過往學者針對產品轉型的定義，本研究定義「產品轉型策略類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產品轉型策略 1. 改變產品與服務：改變部分或所有產品（瀧澤正雄、

筒井信行，1988）。 

2. 產品轉型（經濟部，1990）；生產方式轉型（經濟部，

1990）。 

3. 產銷型態改變：改變產品種類（周佩萱，1993）。 

4. 開發新產品、調整產品線結構、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其

附加價值以及建立自身品牌（陳明璋，1995；周佳

欣，1997）。 

5. 產品或服務項目整合或重組（許士軍，1989）。 

6. 產品轉向（謝碧枝，2000）。 

7. 改變產品內容：產品種類改變（賴進林，2001）。 

8. 產品的轉型：改變生產產品（章誌虔，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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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企業不改變原屬行業，但改變部分或全部商品，包括開發新產品、調整

產品線結構、提升產品的品質與其附加價值以及建立自身品牌等。 

GOMAJI 過往的業務主力是電子服務票券商品這塊領域，一開始沒有投注

太多資源於開發宅配商品，而檢視營收佔比後，發現宅配商品的利潤最高，所

以才決定在宅配商品這塊積極發展（廖千瑩，2016 年 11 月 18 日）。目前

GOMAJI 的業務佔比，宅配商品的部分已經拉高至三成，包含生活類商品、家

電用品、流行服飾以及生鮮食品等各式類別；在票券商品的部分，餐廳約佔28

至30％、旅遊類佔27％、美容類則是7％，其中，宅配是利潤最高的商品類別，

未來則看好旅遊類商品的成長（曾靉，2017）。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蓉則表

示，GOMAJI 的營收有四分之一是來自宅配商品，其他四分之三則來自美容、

餐飲和旅遊等電子票券（INSIDE 網路趨勢觀察，2016 年 4 月 28 日）。 

根據 Deloitte（2017）調查發現，相較於一般普通的商品，消費者願意花費

多20%的金額購買客製化商品，37%消費者重視商品品質勝過價格，未來品牌

力及產品力將成為行銷關鍵。因此，瘋狂賣客在成立之初，即以一天一項特色

商品，配以趣味性文案和的行銷方式，成功於當初競爭激烈的團購市場立足，

並於2012年開始開發客製化商品，轉型後的瘋狂賣客毛利率達二至四成（顏瓊

玉，2014）。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平台的商品是愈多愈好，Amazon、阿里巴巴或 momo

這些大型電商平台的商品動輒上萬，瘋狂賣客目前站上的商品，也已由剛成立

時的百樣商品，到現在約兩萬品項（戴國良&劉恒成，2016 年 8 月 18 

日）。然而，創業家兄弟則篩選出當下最受消費者歡迎的商品，選擇以精選商

品的模式來經營網站，旗下每個網站的平均在線商品數維持在五、六千樣，每

個月做一次更新。在商品篩選的部分，創業家兄弟於2015年成立品管中心，供

應商提報新產品時必須提供樣品，讓網站品管人員進行商品標示、價格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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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品質三個階段的嚴格審核，平均只有五成商品能正式於網站上架（曾靉，

2016）。 

另外，台灣的咖啡市場一年商機高達七百億，看準喝咖啡已經成為台灣人

生活形態之一，GOMAJI 於2017年聯合全家便利商店、丹堤咖啡、肯德基、85

度 C、萊爾富以及 cama café 等六大通路品牌，推出「麻吉咖啡館」，透過 App

購買咖啡，至實體門市兌換，並贈送相同金額的現金點數（TechNews，2017年

10月18日）。17Life 同樣也聯手實體通路，吞出咖啡季杯的活動，17Life 總經理

李易騰表示，除了咖啡市場，依循這樣的模式，會繼續將商品延伸至茶飲或麵

包等，讓網站服務的產品更為多元（何佩珊，2017 年 2 月 20 日）。 

（四）市場轉型策略： 

包括瀧澤正雄等（1988）提出之改變銷售據點，具體的基本策略內容有，

將內銷市場改為外銷市場；如原先之銷售據點為 A 地區轉變為以 B 地區為主；

銷售據點由區域性改變為全國性；銷售由原先同行業別轉變成不同行業領域；

將出口地點由 A 地區轉變為 B 地區；目標顧客由一般性的消費者轉變成為中年

人、主婦、年輕族群或老年人等不同的消費族群；改變銷售途徑，如油批發商

銷售轉變為直接銷售予消費者或零售商等銷售突警的改變；或是由實體店面銷

售轉變為無店舖的銷售管道；另外還包括混合化各種銷售據點。 

經濟部（1990）十大企業轉型類型中的市場轉型及海外投資。周佩萱

（1993）的產銷型態改變，即開發新市場，將企業之營業單位或工廠移至適當

地方，如海外等；市場轉型指基於市場環境的改變或受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

響，改變企業在行銷方面的策略，包括目標客戶與市場、通路、品牌或地區等

（李為仁，1990；陳明璋，1995；周佳欣，1997；謝碧枝，2001；章誌虔，

2004），如因幣值的升降，外銷與內銷市場的轉換（森口八郎，2000）。許士軍

（1989）指出市場轉型即重組或整合市場，包括整合為單一市場或分散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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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市場的轉型為企業於生產或行銷等面向上帶來效益。日本中小企業診斷協

會（1989）所提及之改變或分散市場，意指轉換目標市場。許壽峰（1989）所

謂脫離本產業轉型策略中的市場走向，還包括走避國外的惡性競爭。瀧澤正雄

等（1988）提出市場轉型的實例，眼鏡製造商本並維持產品百分之三十內銷、

百分之七十外銷的比率；後來將外銷出口全部轉為國內銷售。 

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市場轉型類型的範圍，本

研究將過去學者對相關市場轉型的定義，以表2-5呈現。 

 

 

 

 

 

 

 

 

 

 

 

 

 

 



57 
 

表2-5：各家學者定義之市場轉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根據以上定義，本研究對「市場轉型」之定義為基於市場環境的改變或受

到其他外在因素的影響，改變企業之行銷策略及目標市場，包括區域、通路、

目標市場與顧客以及品牌等行銷面向上的改變。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市場轉型策略 1. 改變銷售據點或改變目標顧客對象；目標客戶與市

場、通路、銷售方法以及品牌等行銷方面上的改

變。（瀧澤正雄、筒井信行，1988）。 

2. 市場轉型；海外投資（經濟部，1990）。 

3. 產銷型態改變：開發新市場，將企業營業單位或工

廠移至適當地區（周佩萱，1993）。 

4. 目標顧客和市場以及通路等行銷面向的改變（陳明

璋，1995；周佳欣，1997）。 

5. 市場整合或重組（許士軍，1989）。 

6. 市場轉向（謝碧枝，2000）。 

7. 改變或分散市場：轉換目標市場（賴進林，

2001）。 

8. 市場轉型：根據市場環境的改變或是受到其他外在

因素影響，改變其行銷策略及目標市場（章誌虔，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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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購業者在市場轉型上的策略，GOMAJI 於2015年底鎖定中國遊客來台觀

光的商機，2016年率先宣佈與中國最大的虛實整合電商網站新美大2合作，讓來

台灣的中國遊客能夠以與台灣當地同等的價格購買團購電子票券，中國遊客在

兩岸打開美團或大眾點評就可以找到 GOMAJI 的店家，省去看者旅遊手冊找小

吃的時間，幫助在地商家拓展中國遊客的消費市場。初期由 GOMAJI 選擇適合

的商品推薦給新美大，最初是以旅遊商品為主，後續逐漸加入美容與餐廳類的

票券商品，再透過新美大所得到的消費者資訊，GOMAJI 作為未來經營調整的

數據參考（INSIDE 網路趨勢觀察，2016年4月28日；吳怡銘，2016）。 

以 O2O 模式運作的平台，強調的是在地化經營，GOMAJI 未來也有與其他

國家地區合作的計畫，如東南亞、日本、南韓等鄰近地區，各地區都有票券平

台的存在，也都有其所屬會員，未來會把會員做交流，GOMAJI 的會員可以到

其他國家享受他們的團購服務，由在地商家提供商品，串聯彼此的互聯網（吳

怡銘，2016）。 

另外，鑒於台灣持有智慧型手機比例已超越個人電腦，行動商務已佔台灣

整體電商營收近4成。另外，國內中小企業超過135萬家，但缺乏經營虛擬通路

的能力，目前有於 B2B2C 購物平台設立線上虛擬店鋪的商家僅3萬左右，尚有

很大的市場空間。針對 B2B2C 行動商務市場缺口，創業家兄弟除了本身旗下目

前的三大網站之外，其子公司創宇行動鎖定行動購物族群，2016年5月底成立

「松果購物」，鎖定行動商務模式的 B2B2C 購物平台發展，開拓新的行動商務

市場，累計至今交易額已將衝破3億元大關，目前 App 下載數有45萬，行動端

的業績表現高達八成。目前松果購物網站上的合作供應商超過2000家，擁有7萬

商品數。針對手機世代的特性，「松果購物」以大數據分析及社群互動為行銷策

略，透過大數據分析呈現給使用者客製化的頁面，強化買賣雙方社群互動，推

出賣方免租金、買方免運費的消費機制，將消費者與供應商消費成本降至最

                                                      
2 前身為阿里巴巴的美團網站和騰訊投資的大眾點評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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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攻占行動市場（馮景青，2016 年 5 月 30 日，中國時報；楊雅婷，2017 

年 12 月 4 日）。 

（五） 垂直或水平整合轉型策略： 

此類型包括事業轉型類型中的垂直及水平方式整合（瀧澤正雄、筒井信

行，1988）。經濟部（1990）十大企業轉型類型中的垂直整合與水平合併。陳明

璋（1996）垂直以及水平方式的整合。周佳欣（1997）指涉之同業間合併、向

前整合以及向後整合。許士軍（1989）水平或垂直整合策略，企業透過垂直或

是水平方式的整合，以擴大其市場或規模，進而突顯出企業的某項功能，以掌

握產業上由與下游之價值鏈等。森口八郎（2000）事業轉型中的垂直及水平方

式整合；謝碧枝（2001）垂直與水平整合策略，指同業合併、向前或向後整

合。 

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垂直或水平整合轉型類型

的範圍，本研究將過去學者對相關垂直／水平整合轉型的定義，整理成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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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6：各家學者定義之水平或垂直整合轉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綜合上述各家學者定義，本研究「垂直／水平整合轉型」之定義包括企業

透過向前整合、向後整合，掌握上下游價值鏈，以突顯某種功能。 

（六） 多角化轉型策略： 

Alfred D. Chandler（1962）發現企業的發展與其各階段的策略有關，當原

有產品或市場漸趨飽和，發展受到環境限制，為保持企業的持續成長，將會尋

求新市場或新產品，而以多角化策略來經營。多角化的定義依研究之不同而有

些差異，大致可以由兩種觀點角度來定義多角化，分別有產品與市場的角度和

企業的發展角度來界定多角化。 

從產品與市場觀點出發的多角化定義，Ansoff（1965）指出多角化強調的

不是狀態而是行為；Jauch 和 Glueck（1988）利用產品、市場、策略來作定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水平或垂直整合轉型策略 1. 事業轉型：垂直及水平方式整合（龍澤正

雄&筒井信行，1988）。 

2. 垂直整合；水平合併（經濟部，1990）。 

3. 同業間合併、向前整合、向後整合（周佳

欣，1997）。 

4. 垂直或水平整合（許士軍，1989）。 

5. 垂直與水平整合策略，指同業合併、向前

或向後整合（謝碧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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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包括產品、市場或功能的改變；透過內部或外部完成；相關或非相關的變

化。 

而從企業發展觀點來看，對多角化的定義有 Chandler（1962）多角化是企

業發展新產品之策略行為；Berry（1975）增加一企業所從事之行業數目。Pitts 

& Hopkins（1982）用事業替代產業的概念定義多角化，多角化為企業增加其所

從事的事業項目；Riley（1987）則表示企業組織透過從事或投資不屬於企業既

有事業之範疇，包括新顧客區隔或區域、新產品與服務，以企業內部合資、授

權、購併等發展方式達到多角化目標；Ramanujam & Varadaraja（1989）企業組

織藉由其內部事業發展過程裡，進入新的經營領域，連帶影響其結構組織或其

他管理面向上的改變，是為企業多角化。 

多角化經營是一邊繼續以往的產業別與產品，一邊增加新的營業項目，所

以成功比率高（龍澤正雄&筒井信行，1988）。如若只以產業別或一樣商品系列

來經營的話，不足以應付顧客的廣泛需求，對經營方面不利；要以多角化經營

來應付多於化的需求，求經營的穩定成長。 

關於多角化轉型類型之過往文獻包括，經濟部（1990）十大企業轉型類型

中的多角化轉型。Slywotzky（1996）所謂多方向轉型。多角化經營指持續舊有

的行業與產品經營之餘，再加入從事新事業或新產品，另外拓展新事業（周佩

萱，1993；陳明璋，1995）。周佳欣（1997）除維持經營既有產業以外，進入新

產業或增加新事業項目。瀧澤正雄和筒井信行（1988）提到的多角化經營，具

體的策略定義為企業再維持原有產業的經營之外，另外增加新的事業項目以實

施多角化經營。森口八郎（2000）多角化經營；多角化轉型，指相關事業多角

化及複式多角化，企業一編維持舊有行業或產品，同時投資或是創立新產業或

產品（謝碧枝，2000；章誌虔，2004）。 

在多角化經營方面的實例，瀧澤正雄與筒井信行（1988）提出日式糕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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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商號決定調整經營方式，除原本的日式糕餅外，另推出西餅和蛋糕，到西點

麵包店見習，並引進新設備；同時賣多種產品。傳承兩代的麵館決定一邊繼續

供應麵食，一邊推出西式餐飲、果汁等，並學習新技術及引進新設備等。本研

究根據以上過去相關多角化轉型的文獻定義，整理成下表。 

表2-7：各家學者定義之多角化轉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上過去的轉型策略相關研究文獻，皆屬本研究多角化轉型類型的範圍，

本研究因在轉型策略分類類型上，已區分出產品、市場、經營策略等的轉型類

型，故在多角化轉型類型上，本研究排除產品、市場等的改變，定義「多角化

轉型」為相關事業多角化，企業除持續經營既有的所屬產業之外，另外進入新

轉型策略類型 學者定義 

多角化轉型策略 1. 多角化轉型（經濟部，1990）。 

2. 多方向轉型（Slywotzky,1996）。 

3. 多角化經營：維持舊行業經營，同時投資其他行

業或產品，降低經營風險（周佩萱，1993）。 

4. 多角化經營：企業持續經營舊有行業，另外再加

進新事業（陳明璋，1995）。 

5. 除了持續經營原先所屬之產業以外，進入新的產

業或增加新事業項目（周佳欣，1997）。 

6. 多角化轉型，包括相關或複式事業多角化（謝碧

枝，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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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或是增加新行業項目；改變企業的部分行業別或部分產品，同時增加經營

或是投資其他行業或產品，以求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 

本研究彙整過往轉型文獻後，整理、分類出之六大轉型策略。產業別轉

型，指放棄舊有行業，全面從事新行業。經營型態轉型策略內涵則包括，企業

型態的轉變，衛星轉為獨立、獨立轉為連鎖加盟等；另外也包括轉換業態，如

零售、批發、代理及製造業之間的轉型。產品轉型策略內涵，包括開發新產

品、調整產品線結構、提昇產品品質與其附加價值等。市場轉型策略內涵，則

包含基於市場環境之變化或受到其他的外在因素影響，改變其行銷面向之策

略，包括區域、目標客戶與市場、銷售通路以及品牌等。垂直或水平整合策略

的內涵，則是指企業透過向前整合、向後整合，掌握上下游價值鏈。多角化轉

型策略，內涵則包括相關事業多角化，企業除持續經營既有的所屬產業之外，

另外進入新產業或是增加新行業項目；改變企業的部分行業別或部分產品，同

時增加經營或是投資其他行業或產品，以求降低企業的經營風險。本研究將以

上六大轉型策略類型之策略內容定義整理呈現於表2-8。 

表2-8：六大轉型策略及策略內容定義表 

轉型策略 策略內容定義 

產業別轉型策略 行業種的轉變，放棄企業原先經營之事業，轉而

從事新行業。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企業未放棄以往經營之事業，與其他事業之整合

重組或重新策略定位；包括組織面的重組、改變

行銷方式、改變生產方式與其他企業進行整合、

策略聯盟、合作開發等，都屬於此範圍內容。 

 



64 
 

產品轉型策略 企業不改變原屬行業，但改變部分或全部商品，

包括開發新產品、調整產品線的結構、提高產品

品質與其附加價值、自創品牌等。 

市場轉型策略 基於市場環境的變化或其他外在因素，改變其行

銷面向之策略，包括區域、目標客戶與市場、銷

售通路以及品牌等。 

水平或垂直整合轉型策略 企業透過向前整合、向後整合，掌握上下游價值

鏈，以突顯某種功能。 

多角化轉型策略 相關事業多角化，企業除持續經營既有的所屬產

業之外，另外進入新產業或是增加新行業項目；

改變企業的部分行業別或部分產品，同時增加經

營或是投資其他行業或產品，以求降低企業的經

營風險。 

資料來源：周佳欣，1997；謝碧枝，2000；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以上述六大轉型策略為分析台灣團購產業轉型策略的基礎，以實際

的轉型策略文獻資料做初步分析，發現台灣團購產業在轉型策略的選擇上，以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以及市場轉型策略三種轉型策略為主。因

此，本研究於後續的分析中，將以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以及市場

轉型策略，此三種轉型策略來分析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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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參章 研究方法 

本章分為兩節，第一節依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列出本研究之三項研究問

題。第二節為研究方法，本研究透過文獻分析法與深度訪談法進行研究分析，

並說明本研究之訪談對象選取方式與訪談大綱之內容；最後則說明本研究之研

究流程進行與製作研究流程圖，作為本章之第三節。 

研究方法可以分為兩種，分別為量化的研究方法與質化研究方法，不同的

研究方法擁有不同研究途徑及結果。質性研究與量化研究差別在於，不透過數

字或統計來進行驗證，而是透過多元的資料，透過資料間的交叉分析，來增加

研究的信效度。質性研究則偏向面對個別的事物進行深入、細緻的分析。 

團購自2008年起開始在台灣發展，由於產業發展持續變動中，本研究範圍

牽涉轉變過程，無法透過直接觀察或量化的分析得出結論；回顧本研究之三項

研究問題，分別探討台灣團購產業在各面向上遭遇的問題；台灣團購業者以何

種轉型策略進行轉型；以及未來團購業者適合採取的轉型策略與建議。上述本

研究所探討的問題牽涉到企業的商業性策略問題，若以量化方式進行研究，可

能無法詳細且精準的回答到本研究欲探討之研究問題，故筆者決定採取質化的

研究方式，透過深度訪談法與文獻分析法進行本研究。 

本研究透過各種管道進行資料蒐集過往相關研究，回顧國內外學者專家的

專書、學術資料庫、產業研究報告、期刊雜誌、報紙新聞、網路資料等各種文

獻，分析台灣團購產業的現況發展；透過文獻耙梳產業相關資料，由團購網站

從美國開始發展、再擴展到全世界及台灣的發展背景，深入了解團購進入台灣

市場之後的發展情況和團購模式一路以來的轉變，以文獻分析法進行整理分

析，建立台灣團購產業的發展概況。再透過回顧過往轉型策略的相關理論，彙

整出六大轉型策略的類型，以之為基礎，輔以深度訪談來進行後續的分析研

究，透過與業者面對面的訪談，能夠更了解台灣團購產業整體現況與團購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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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型策略與轉型歷程；將文獻分析結果與深度訪談獲取之資料做對照分析，

勾勒出台灣團購產業模式面臨的問題，試圖分析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及提

供產業未來轉型方向的建議，以期能達成本研究之研究目的。 

第一節 文獻分析法 

Neuman（2000）指出文獻分析法為一種系統且客觀的評鑑方式，去綜括界

定並且證明的研究方法，作為準觀察工具，用以確認過往事實的結論與真實

性，主要用意與功能是對過去詳細瞭解、深入地解釋現在以及對未來做預測、

推測（高世威，2000）。文獻分析為進行理論探索的初步方式，導引出研究後續

的發展方向為其目的。 

文獻分析法為根據特定的研究主題或研究目的，透過蒐集相關的產業資

訊、市場動態、調查研究等文獻資料的方式，整體全面地掌握所欲探討之研究

問題的一種研究方法。文獻分析首要力求廣博豐富的蒐集內容；再將自各處獲

得的龐大文獻資料，經過整理後進行歸納分析後，再去深究現象或事件的原

因、背景淵源、發展歷程以及其帶來的影響意義等。在取得文獻資料的來源管

道部分，可以是論文、書籍或期刊等學術資料，也可以包括報章雜誌的報導數

據、政府各部的研究報告、實務界的產業研究或企業組織提供的資料等等。而

進行文獻分析的步驟，首先是閱覽整理（Reading and Organizing），再來是描述

（Description），進而進行獲取資料的分類（Classifying），最後是做文獻資料的

詮釋（Interpretation）（Thomas Herzog,1996/朱柔若譯，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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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深度訪談法 

深度訪談也被稱為「質性訪談」，屬於質性研究中經常採取的一種研究資料

蒐集方法，透過與受訪者的口語交談，就事件或現象的看法等，進行意見或態

度的交換與建構。深度訪談採用相對較少量但較具有代表性的樣本，由訪問者

建立對話的方向，由訪問者與受訪者針對研究主題來進行交流互動，並非限定

於固定一組特定問題，訪談者需要能夠改善訪談資料品質，才能依據受訪者於

訪談過程中所提出的資料加以追問、深入探究。研究者可以於過程中提出額外

的問題，也可以對訪談的內容加以解釋。（Babbie,1998/李美華等譯，1998；畢

恆達，1996）。深度訪談是以中性化的探索技巧進行非操作化的訪談，並藉由蒐

集、組織分析與歸納整理獲取之結果，來提出系統性、綜合性較深入與較有價

值的問題，深入瞭解較具複雜性的研究對象。 

深度訪談的主要目的在於分析訪談內容的事件真實內容、帶來的影響衝擊

以及未來的發展方向和解決方法。雖然深度訪談必須花費的時間和成本比一般

訪談要多上許多，但透過深度訪談得到的資料結果，也較一般訪談更能真實反

映和瞭解事物或現象的真實狀況，以此為後續研究分析的根據（萬文隆，

2004）。 

深度訪度除可獲得深入、大量且詳細的資料外，同時針對敏感性較高的問

題，能提供較為精準的答案。相較其他研究方法，訪問者較容易接近一些受到

限制的課題。訪問者能夠依據受訪者的當下反應對訪問方式做調整改善，以求

獲取對研究有助益的訪談資料，所以當研究涉及較敏感的主題時，較適合採取

深度訪談的研究方法（Singletary,1993/施美玲譯，1997；李天任，1995）。 

王文科（1993）認為訪談研究有五大特色，訪談過程中可因受訪著的反應

改變訪談內容及方式容易取得較完整詳細的資料；可以針對訪談者進行中的話

題導入更深層的層面，深入了解問題核心；可適用於特殊的對象；利用人際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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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及社交延伸與高層關鍵人物作較深入問題的訪談；訪談中提問者可以利用環

境變數，增加訪談的多元性及真實性；提問者可以針對訪談者當時受訪情形調

整問題的次序，將問題的時間性及邏輯性做合理導正。 

Miller & Crabtree（1992）把訪談法分成三種，分別為「結構式」訪談、

「非結構式」訪談與「半結構式」訪談。結構式訪談指的是透過研究技術的運

用進一步釐清認知或進行決策；非結構式訪談則是以專家訪談式或日常生活的

閒聊方式來取得資料內容；半結構式是擬定「訪談大網」進行訪談活動，不需

要隱藏研究者之研究目的，訪談對象則可以包括個人或團體（畢恆達，1996）。 

本研究為釐清團購產業轉型的發展脈絡與策略選擇，使用半結構式的開放

訪談方式，擬定訪談大綱，並根據受訪者的交流與回應，挖掘出更為詳細與全

面的資料，期能有更多更新的發現。 

一、訪談對象 

在本研究深度訪談對象的部分，於第貳章文獻探討時可以發現，本研究所

聚焦之團購產業，其運作模式中包括團購網站、消費者與合作商家三者的參

與。由於團購市場變遷快速，業者在經營模式上也不斷進行各種不同轉型的嘗

試，目前台灣並沒有針對團購產業的業者統計資料。因此，本研究參考資策會

調查研究；GoodLife 好生活統計各家團購網站的公開數據；數位時代、

EZprice、SmartM 等的統計調查資料，以及各式媒體報導數據，整理後顯示目

前的台灣團購市場佔有率主要集中在 GOMAJI、瘋狂賣客、17Life 以及創業家

兄弟四家業者上。 

另外，根據資策會 FIND（2015）的台灣民眾團購行為研究，調查消費者三

個月內使用團購網站的情形；有使用 GOMAJI 購買團購的受訪者最多，占超過

五成；其次為 17Life 占 21.6%；GROUPON 則占 19.8%；生活市集 17.6%；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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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賣客為 11.5%；123 團購網 9.4%；ihergo 愛合購 14%；iFit 團購網 3.2%；好

吃宅配網 8.6%；生鮮市集 4%；919momo 團購網占 3.6%；PoPular 團購網

2.9%；博客來團購網 17.6%。以上文獻資料皆顯示臺灣的團購產業已經出現領

導性的業者。 

統計上述各式文獻所列出之台灣團購業者，共有 GOMAJI、17Lfe、

GROUPON、瘋狂賣客、創業家兄弟旗下的「生活市集」、「好吃市集」與「3C

市集」。另外還有 iFit 團購網、PoPular 團購網、123 團購、ihergo 愛合購、博客

來團購網與 919momo 團購等等。上述的團購業者中，全球最大的團購網站

GROUPON，於 2015 年九月發出聲明，強調經過評估全球各市場的經營狀況

後，認為台灣區市場近期內並無經營獲利的基礎，因此做出終止營運的決定，

終止 GROUPON 在台灣地區的服務。123 團購網也於 2016 年 11 月宣布關站、

停止交易；另外，919momo 團購網為 MOMO 購物網旗下的團購網頁；博客來

為網路書店的經營方式；PoPular 團購網則涉及會員直銷經營制，ihergo 和 iFit

團購網則不符合本研究之綜合型團購網站的定義，皆不屬於本研究的團購產業

範圍。 

本研究根據以上文獻，整理出目前台灣團購市場的幾家主要網站，分別為

GOMAJI 夠麻吉；17Life；瘋狂賣客；創業家兄弟旗下的「生活市集」、「好吃

市集」及「3C 市集」，以上述四家團購業者作為研究對象。並以此四家團購業

者作為本研究欲進行深度訪談之對象，最後接受訪談有三家業者，一家業者截

至筆者截稿前尚未能確認訪談時間，本研究以次級資料蒐集的方式作為代替，

分析未能順利獲取訪談資料的對象。以下為上述四家業者的基本資料： 

（一） GOMAJI 夠麻吉 

台灣第一大團購網站夠麻吉（GOMAJI）創立於2010年10月，由一起行銷

股份有限公司所經營，提供電子商務 O2O 服務，董事長為吳怡霖，主要股東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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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團隊尚有 YAHOO、聯發科等。夠麻吉是台灣首家與 YAHOO 奇摩合作的

服務型團購平台，2014年推出行動支付，並於2016年1月正式上櫃，成為台灣第

一家上櫃的團購網站，另外，於2016年4月宣布轉型為票券平台。 

（二） 17 Life 

17life 的前身是午餐王，整合實體商家，讓消費者在網路下單，享受餐點外

送的服務；2009 年正式併入 PayEasy，更名為 17Life，提供全省團購商品。以

虛實整合為初衷的 17Life，自前身「午餐王」上線以來，致力打造環繞區域生

活網的虛擬消費平台，為消費者、實體店家、虛擬通路創造三贏，強調自身為

生活電商。繼獲得創投公司、PayEasy 等的投資後，2012 年與全家便利商店等

實體通路合作，率先將網路客群帶入實體店面，打破虛擬通路與實體通路相抗

衡的局面，並於 2013 年推出原生 App，並於陸續與愛評網等不同產業跨界合

作。 

（三） 瘋狂賣客 

瘋狂賣客成立於2008年，最初每天只賣一個特色商品，搭配搞笑文案介紹

和有趣宣傳手法，每次推出就造成瘋狂搶購，也讓瘋狂賣客闖出名聲，在競爭

激烈的網購市場異軍突起。瘋狂賣客2011年一度於瀕死邊緣掙扎，最後被電子

廠兆赫轉投資公司地壹創媒收購，轉型為團購網站。2013年期年營收3億元，跟

草創時期2008年相比，翻了99倍。瘋狂賣客也是團購網中唯一設有統一倉儲的

業者。 

（四） 創業家兄弟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創辦人為郭書齊、郭家齊兄弟檔，2007 年時

曾經共同創辦「地圖日記」，後來轉型團購市場成立百萬網友團購網，成為台灣

最大團購網站，「地圖日記」在 2010 年時被全球最大團購公司美國 Groupon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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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創業家股份有限公司鎖定電子商務領域，對網站的類型做出明顯區隔，其

大網站分別是以生活用品限時特賣為主的「生活市集」、鎖定美食生鮮電子商務

的「好吃市集」與主打 3C 產品的「3C 市集」。根據 2014 年 EZprice 公佈的團

購市場調查中，創業家旗下三大網站的訂購數量加起來已坐二望一，超越單一

網站訂購數第二的瘋狂賣客。 

在文獻回顧的部分，本研究根據過往文獻資料，整理出團購產業六大轉型

策略類型，以之為基礎擬定訪談大綱，與上述提及之 GOMAJI、創業家兄弟、

17 Life、瘋狂賣客四家業者進行深度訪談，訪談對象則以能決定或實際參與執

行企業組織轉型及影響轉型策略的對象為主，訪談內容主要為企業組織的轉型

經驗及轉型策略的選擇；根據訪談結果，分析各家業者的轉型策略及整理團購

產業適合的轉型策略方向。 

表 3-1：訪談對象列表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訪談大綱 

根據本研究之研究目的、問題以及文獻回顧整理之資料結果，列出本研究

的訪談大綱，和市場上的團購業者進行深度訪談，以期釐清團購產業的轉型策

略及轉型過程，並試圖找出適合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方式。本研究之訪談大綱

團購網站業者 受訪者 職稱 

瘋狂賣客 侯銘罡 董事長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生活市集、好吃市集、3C 市集 

郭書齊 董事長 

GOMAJI                    

（夠麻吉股份有限公司） 

受訪者 A LB 事業處台北三部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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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一）團購網站的模式主要由三方面組成，分別為網站平台、合作商家與消費

者。團購模式能運行主要是靠低於市面的商品價格吸引消費者，因此除了

價格因素之外，在團購模式的三方組成上有哪些影響團購表現的因素；這

樣的團購模式造成什麼樣的問題與瓶頸。 

1. 您認為在消費者方面，影響團購表現的因素有哪些？ 

2. 您認為在合作商家方面，影響團購表現的因素有哪些？  

3. 您認為在網站平台方面，影響團購表現的因素有哪些？ 

4. 您認為在這樣的團購模式下，團購產業面臨最大的問題、瓶頸為何？ 

（二）台灣團購市場從2011年的盛況至許多業者退出市場，既存業者都曾進行程

度不一的轉型；目前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狀況、轉型策略的選擇與依據。 

1. 貴公司自成立至今在組織、管理或經營策略上，有過調整或轉變？ 

2. 促使貴公司轉型的原因為何？轉型的目標和期望為何？ 

3. 貴公司在轉型前的經營狀況如何？ 

4. 貴公司進行轉型時，有無考慮過放棄團購，從事新的行業？除原有經

營產業之外，是否有增加新的事業項目或進入新產業？ 

5. 在企業組織面上，進行什麼樣的調整？是否重新策略定位企業目標？

在行銷方式上，有什麼樣轉變？ 

6. 貴公司進行轉型時，在產品的種類選擇、開發或品質上有什麼調整？ 

7. 貴公司在通路、目標市場、目標客戶上有什麼轉變？ 

8. 貴公司進行轉型時，是否有水平或垂直上下游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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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轉型的過程中遇到什麼困難？貴企業如何解決因應？ 

（三）台灣團購市場持續變動中，針對未來團購產業的轉型方向或建議。 

1. 貴公司未來的轉型計畫與策略為何？ 

2. 您認為團購產業未來適合的轉型方向？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確立研究目的和研究問題後，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與爬梳，分析台

灣團購市場的現況、團購產業的瓶頸與業者轉型原因；回顧過往轉型策略的相

關文獻後，整理出六種轉型策略類型，分別為產業別轉型策略、經營型態轉型

策略、產品轉型策略、市場轉型策略、水平與垂直整合轉型策略以及多角化轉

型策略。本研究以此六大轉型策略類型為研究基礎，設計訪談大綱，以各家團

購業者進行轉型的經營狀況為考量，探討轉型策略選擇的依據與過程，分析整

理出適合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並與團購業者進行深度訪談，比較各家業者的

轉型經營策略，透過觀察團購市場上業者的轉型狀況，根據文獻資料和訪談結

果，分析其轉型策略，試圖歸納出適合團購產業轉型的策略類型和方向，提供

轉型策略的建議。 

本研究以台灣的團購市場作為研究場域，共分為五章，各章節的安排說明

如下。第壹章為本研究之緒論，共分四節。以第一節詳述本論文之研究背景與

動機，回顧過往團購相關的研究文獻及團購產業的現況，推衍出本研究的研究

目的及研究問題，作為本章第二節；第三節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第四節

則為名詞釋義。第貳章為文獻回顧，首先於第一節回顧過往團購相關研究，探

討團購定義，並蒐集文獻資料以釐清團購產業與市場的現況，以 Porter

（1980）的五力競爭模式為基礎，分析台灣團購產業之現況；第二節則根據本

研究列出之研究問題，將過往團購的相關文獻加以分析整理，探討團購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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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其組成三方上各遭遇何種瓶頸；第三節則回顧並整理企業轉型的定

義、企業轉型策略等相關文獻，整理出轉型策略的六大類型，作為本研究後續

進行訪談、研究的分析基礎。第參章為研究方法，第一節為文獻分析法，以文

獻分析法蒐集過往相關的研究與文獻資料；第二節則為深度訪談法，根據與業

者進行訪談的結果，分析團購業者轉型狀況，根據企業轉型類別的理論文獻，

整理出六大企業轉型類別；並以之為基礎設計訪談大綱，以深度訪談法與業者

進行深度訪談，透過第貳章文獻探討整理之初步研究基礎，本研究根據 EZprice

公關室（2014）統計及資策會（2014）等提供之的團購產業資料，以四家團購

業者 GOMAJI、17Life、瘋狂賣客和創業家兄弟為本研究之訪談對象。第三節

則說明本研究之研究流程。 

第肆章為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透過深度訪談及文獻分析的結果，整理各

家業者的轉型歷程，找出各家團購業者的轉型類別與轉型策略，試圖歸納出台

灣團購產業的轉型方向，並依據企業轉型及轉型策略等相關文獻理論，探討團

購業者的轉型策略類別。本章分成三小節，第一節討論團購產業面臨的問題，

分析團購產業現況與其三方所遭遇之問題；第二節則探討團購產業的轉型策

略，以六大轉型策略類別及深度訪談結果為依據，分析各家業者轉型的條件與

歷程，整理出業者的轉型策略，並分析台灣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與轉型過程及

轉型策略有何異同；第三節則討論適合團購產業未來轉型的建議。 

第伍章為本研究之結論與建議，以第肆章資料分析的結果與發現為基礎，

加以整合、歸納出研究發現與研究結果，最後做出本研究之結論，並提出產業

建議供團購業者後續發展的策略參考，並依據研究過程遇到的問題，提供後續

研究者研究方向與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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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資料分析與研究發現 

本論文旨在探究台灣團購產業的全盛時期過後，市場上續存的各家團購業

者紛紛進行企業轉型，以求突破產業瓶頸。本研究欲先探討團購模式的既存問

題，並分析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試圖整理出未來團購產業的轉型方向。 

回顧本研究之研究問題如下： 

一、台灣團購產業在各面向的問題與瓶頸為何？ 

二、台灣團購業者如何進行轉型，採取的轉型策略為何？ 

三、未來團購業者適合採取的轉型策略與建議為何？ 

本章會針對本研究之三項研究問題進行討論，共分成四節。根據各種文獻

資料的彙整與深度訪談獲得的結果，第一節以 Porter（1980）的五力競爭模型

為分析基礎，進行台灣團購的產業競爭分析，並探究台灣團購產業面臨的問題

與瓶頸；第二節為分析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第三節則就第二節分析之結果，

給予未來團購產業適合的轉型方向與策略建議；最後以第四節作小結為本章分

析之整理結果。 

第一節 團購產業面臨的問題 

過去最一開始消費者的揪團行為，是為了聚集購買數量來節省或分擔運

費，或是為了湊達門檻數額以獲取價格上的折扣，在最初的揪團模式中，通常

折扣不會太高。而實體店家多數為中小型自營商家，沒有像大企業般雄厚的資

源能夠投放大型廣告，因此這些商家缺乏行銷資源與管道。團購網站便是在這

樣的需求市場環境下，結合技術與趨勢興起，為消費者謀取優惠的折扣商品，

同時成為商家有效的宣傳行銷管道，使店家能實際掌控行銷活動的投資報酬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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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有意願與 GOMAJI合作的店家，大多狀況是生意或地點不好、知名度不

高或是比較弱勢一點的店家，他自己沒有多餘資金做行銷廣告，就會比較有

意願和我們合作（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整個團購市場的運作，是由團購網站、合作商家與消費者三種角色所組

成。團購網站的宗旨訴求，除了提供折扣的優質商品回饋消費者，為消費者謀

求福利之外，還要讓實體店家以網站作為廣告宣傳管道推廣、販售其商品或服

務，以達到提升店家知名度與實際來客數等。團購模式的初衷企圖達到團購網

站、商家與消費者三方皆贏的效益。對消費者而言，參與團購能夠享有較市面

上價格較低的優惠商品，免去自行搜尋商品、比較價格的繁複過程；對於合作

商家而言，團購網站在最短時間內提供了商家廣告宣傳效果與商品的大量訂

單，幫助店家快在短時間內宣傳、推廣商品訊息，達到促銷最大化的目的。然

而，台灣團購產業從2011年全盛時期至近年產業停滯，開始出現成長趨緩，主

要原因在於團購模式的三方運作之間，受限於團購的低價特性及許多的條件限

制，產業成長發展受阻。 

因此，欲回答團購模式的問題，本節將分成兩個部分進行討論。第一部分

本研究根據 Porter（1980）提出的五力競爭模型（潛在競爭者威脅、供應商議

價能力、消費者議價能力、替代品威脅），對整個台灣團購產業做產業概況分

析。第二部分則以團購模式的三方運作模式為討論依據，分析團購模式三方

（團購網站、合作商家、消費者）之間的利益關係與帶來的影響衝突，探究團

購模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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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團購產業競爭分析 

以 Porter（1980）的五力競爭模式作團購產業的競爭概況分析。首先，團

購產業潛在競爭者的部分，在2011年，市場進入門檻不高的團購領域，短時間

內大量業者林立，變成戰國時代。然而，缺少交易量是很多新進入團購網的最

大問題，缺少交易量就會失去消費者，而導致消費者轉向其他團購網站，這也

是多數新進入者的難題。自2015年起，台灣整體團購市場成長趨緩、產業停

滯，無法突破團購模式瓶頸，既存的團購業者紛紛尋求轉型，新進入團購市場

的業者逐漸減少，意味著團購產業的潛在競爭者減少，就團購市場本身而言，

新進入者不多，潛在競爭者減少。另一方面，既有業者不斷轉型的同時，將依

轉型後的型態變化，持續面臨不同潛在競爭者的挑戰。以既存業者轉型後來討

論，則會面臨轉型後市場的改變，影響潛在競爭者的多寡然而，業者在不斷轉

型的過程中，也將持續面臨新的潛在競爭者，不再只是團購市場中的同業，更

包括各種電子商務網站，例如大型的購物商城，阿里巴巴、Amazon 和 momo；

也包括新興的社群電商及拍賣網站，如 Carousell 旋轉拍賣、蝦皮等等，既有的

台灣團購業者在轉型過程中，不斷面臨新領域與新競爭者的挑戰。 

消費者議價能力的部分，根據《5折日報》網站報導，2011年，台灣的團購

業者超過四十家，所有團購網站單月提供的團購商品數家總可達千檔以上，因

此團購業者因應市場需求和激烈競爭，不斷增加產品、提供更多的折扣，以滿

足消費者需求，增加競爭力。網路時代的資訊獲取方便，消費者透過網路很容

易可以比較商品條件，各家業者不斷削價競爭，再加上商家希望藉由團購網站

提高商品曝光度與消費者觸及率。因此，無論是團購網站或是商家之間的競爭

程度皆很大，由消費者來選擇網站與商品，所以在團購產業內，消費者議價能

力相對非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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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供應商議價能力看團購產業，供應商的角色有兩種層面，一是以團購網

站本身作為供應商的角色，二是以與團購網站合作、實際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商

家作為供應商，兩者的議價能力有很大的差別。整個團購模式對供應商來說，

幾乎毫無利潤可言，商家獲得是廣告的曝光度，把參與團購所提供之折扣、甚

至虧損當作其行銷成本，期望藉團購促銷快速接觸大量消費者，提高知名度後

能夠吸引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機會。參與團購的供應商必須配合團購網站，提供

幾乎無利潤、甚至是賠本的高折扣優惠服務或商品，以吸引消費者購買，才能

達到短期衝刺大量訂單數的廣告效果。以合作商家作為供應商角色時，為了吸

引消費者達到大量曝光的目的，配合團購網站的低價特色，商家利潤幾乎為

零，因此，供應商的議價能力相對非常低，幾乎沒有議價空間。然而，若以團

購網站為供應商角色時，供應商議價能力高，因為作為中介平台，團購網站本

身沒有商品成本的壓力，在符合門檻的折扣範圍裡，價格直接由團購網站主

導，因此團購網站的議價能力高。 

在替代品威脅的部分，也可以分成兩種層面來看，一種是以團購商品來看

其替代品威脅，另外則是以團購網站本身來看替代品威脅。在傳統的團購產業

中，因團購商品本身主打低價格、高折扣為團購模式的特色與核心價值，團購

商品的價格比起實體的店面，如量販店或百貨公司等，來得更為低廉，相較之

下，同樣的商品，價格較低者自然會贏得消費者的青睞，所以團購商品在替代

品上較無威脅。。在這樣的條件中為產品價格有一定限制，差異不大，因此在

產業內的替代品威脅低。然而，若以團購網站本身為主體來看替代品威脅，狀

況則完全不同。對轉型後的團購產業而言，要視轉型後的市場領域變化，來探

討替代品威脅的高低問題。團購業者林立，提供的商品和服務又大同小異，在

無法做出自身網站特色，又無法培養忠誠顧客的狀況下，團購業者很容易就被

其他業者所取代，替代品威脅偏高。另外，近年來隨著團購業者在經營模式上

的轉型，加上許多新成立的電商網站或資金條件雄厚的外資電商網站紛紛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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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市場，共同分食電商市場，團購網站若無法繼續提供市面上最低價格的商

品，在替代品的威脅上是偏高的。 

而團購產業內的競爭狀況，以團購市場中的市佔率來看，團購市場目前已

成寡占結構。根據資策會（2014）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提到台灣團購市場

的佔有率主要集中於四大業者，包括GROUPON台灣、GOMAJI、17Life和瘋狂

賣客；消費者最為青睞的團購網站依序則是GOMAJI、17Life與GROUPON台灣

（資策會，2015）。而GoodLife好生活（2012）彙整各家團購網站的公開營銷

數據，也顯示GOMAJI、GROUPON台灣、17Life合計已囊括台灣團購產業 93%

的市場。自 2008 年由GROUPON帶起一波全球團購與優惠票券的熱潮，並於

2010 年併購地圖日記之後，正式進入台灣團購市場，一度成為台灣市場中最大

的團購業者，卻因經營不善於 2015 年黯然退出台灣（許文貞，2016）。另外，

台灣團購市場依實際訂購數量，前三名網站分別為GOMAJI、瘋狂賣客和創業

家兄弟旗下的「生活市集」（EZprice公關室，2014 年 3 月 30 日）。SmartM

電子商務網站（2014）調查，台灣前三十大購物網站中，有六分之一為團購網

站，包含GOMAJI、GROUPON、瘋狂賣客、17Life以及生活市集。因此撇除已

於 2015 年退出台灣市場的GROUPON之外，目前台灣團購市場的佔有率主要集

中於四大業者，分別為GOMAJI、17Life、創業家兄弟與瘋狂賣客，以上四家業

者為目前台灣團購市場上的主要競爭者。 

目前在台灣要單做團購，應該很難繼續生存下去，以前有做低價團購至今還

生存的業者也就大概四家，瘋狂賣客、創業家、GOMAJI和17Life（侯銘

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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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1：台灣團購產業五力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團購三方模式的問題 

團購模式中，團購網站本身、消費者瀏覽意願與合作商家的類型數量等

等，三方運作之間於團購的表現上相互扣連、交互影響，團購網站業者必須於

平台提供優惠折扣價格和優質商品服務，才能吸引消費者瀏覽，進而增加團購

網站的知名度、網站流量與實際訂購數，透過一定程度的網站知名度、流量與

訂購量，商家看的到合作效益，才會提高與團購網站合作的意願，團購網站才

進而拓展更多元的商品和服務領域。 

以目前的團購業者來看，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以票券類商品為經營

主體的團購網站，另一種則是專營宅配商品的團購網站。團購經營模式主要是

結合線上虛擬網站與線下實體店家，進行虛實整合。就線上和線下兩部分討

團購產業內競爭： 

GOMAJI 

17 Life 

瘋狂賣客 

創業家兄弟 

供應商議價能力低： 

配合團購業者推出高

折扣低價商品 

消費者議價能力高 

潛在競爭者威脅高： 

競爭者眾多 

市場競爭激烈 

替代品威脅高： 

商品內容與價格大同小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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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線上網站負責導流、行銷以及金流物流等，在線上的部分，團購網站與一

般電子商務網站沒有太大差異；線下的部分，一般的電子商務網站是由產品開

發人員去與提供產品的商家洽談合作、決定商品的上架與否，主流為宅配商

品，這部分與以宅配類型為主的團購網站類似。而以票券類商品為主的團購業

者，則必須同時面對合作提供服務的實體商家與參與團購的消費者，商品類型

除了宅配商品之外，還發行使用於實體店面的服務類型電子票券。另外，團購

業者與一般電子商務平台開發商品的方式不同，團購的開發對象與商品屬於有

限資源，受限於時間與空間，在整個團購模式的運作過程中，尚有許多流程面

與技術面的問題需要克服。團購網站的經營除了提供優惠的折扣價格與開發商

家呈現多元商品以外，推出的時機和方案內容等也會影響團購表現。因此，多

元的方案與企劃內容對團購網站而言也會造成很大的影響，網站的行銷人員必

須具備商品敏感度。另外，商品的時間性差異也是團購跟一般電商有很大差異

之處，一般的電商網站通常為顧客產生商品需求時，才會搜尋商品和進行消費

行為。一般電商網站的商品變動率也不高；團購網站則因合作商家資源有限的

前提，主打限時限量的商品、服務，商品變動率較高，導致消費者回頭率提

高，也增加消費者因商品變動性高，養成固定瀏覽團購網站習慣之可能性。 

團購網站可以說是團購三方模式中最大的獲利者。團購網站作為中介平

台，提供平台予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商家，同時以低價的特色平台吸引消費者，

以此向商家收取高額平台上架費用。爭取合作商家與吸引消費者是團購網站首

要的任務，因此為了宣傳團購網站的知名度，業者必須持續地打廣告曝光，讓

團購網站本身的行銷費用高於一般行業。加上團購網站作為中介的角色，消費

者與商家通過團購網站接觸後，涉及到商家利潤與消費者使用便利性的問題，

後續跳過團購業者直接進行交易的可能性也很高，皆造成團購模式不容易持續

經營。 

團購產業最初的初衷是要透過折扣票券吸引客人上門，讓餐廳冷門時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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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座位可以充分被利用，消除餐廳空桌率，而且若沒有達到一定數額或是在

一定的期限之內，訂單不會成立。但隨著市場競爭愈發激烈，開始出現不需要

大量訂單就能成立的商品檔，團購一詞的涵義漸漸失去初衷，轉變成一種行銷

的名詞噱頭，各家業者轉向流血競價，彼此削價競爭，形成惡性循環。 

美國 GROUPON一開始成立的初衷，是要消除餐廳空桌率，但發展到後來初

衷已經變調，變成一種惡性競價的負循環（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

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團購」一詞的涵義隨著產業發展不斷變化，最初的團購機制也不復存

在，失去原先 GROUPON 風潮時期的團購初衷。現今台灣的團購業者在網站上

呈現的商品，多半已經不會要求限時限量，而趨向常態性的商品販售，結合了

一般電子商務網站和以往團購網站的特性，用團購的低價格，銷售常態性商

品，不再以量制價，商品也不再設有門檻人數，消費者無時間人數限制的壓

力，選擇也較以往團購商品更為多元。然而，相對地，這樣的改變使團購網站

少了以數量門檻議價的能力，商品價格也失去以往較一般電商更為優惠的競爭

優勢，服務的範圍也與一般電子商務的領域重疊。因此，部分業者也會配合特

定時機，推出限時限量的商品，以不同的促銷活動來吸引消費者，團購網站與

一般電子商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市場漸漸重疊。 

傳統網購的購物車概念是可以任選，而團購是買愈多愈便宜，兩個的邏輯本

身不太一樣，以前只能選擇一個，我們現在把它加在一起，保留了團購最重

要的 DNA「買愈多愈便宜」，只是不再用團購去包裝我們的網站，因為這個

名詞已經不再符合世代的認知，所以幫它加上一個新的定義，變成購物車裡

面有團購的功能，擴大面向和服務呈現給消費（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

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團購」其實已經變成一個行銷包裝名詞，現在這些網站商品，一定要聚集

 



83 
 

很多人才成立嗎？根本沒有這件事情。團購這個 term 現在是假議題，在整個

商業模式或整個消費者體驗的流程中，其實根本沒有這件事情存在（郭書

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宣布轉型為票券平台之後，其實無論消費者或是店家都還一直認為我們是團

購，我們主要業務其實也沒有太大變化，只是把「團購」一詞拿掉而已（受

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團購網站最主要的作用是提供平台來聚集群眾，但台灣團購市場有限，加

上團購市場進入門檻低，造成短時間內業者大量林立，加上電子商務經營模式

隨著時代與環境的變化，市場上的競爭者愈來愈多。然而，合作商家可以供應

產品給任何一家電子商務網站，造成許多網站業者的商品大同小異，各業者之

間並無做出明顯的企業特色或差異，造成消費者除了價格因素之外，沒有太多

其他的考量。資訊時代的來臨又使消費者透過網路搜尋商品、比較商品時快速

且容易上手，於是業者只能互相競價，彼此落入價格競爭。 

如果大家都做一樣的結果就是落入流血競價，誰都沒有好處，如果只是流血

競價，就是在比看誰的資源多而已，沒有明天（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

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網路上本來就是價格極度競爭的一個場域。對通路電商來講，只要那個商品

不是他生產的，消費者唯一會考量的就是取得商品的成本，那網路上因為沒

有交通和時間成本的問題，所以就變成很赤裸裸在比商品價格（郭書齊，創

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團購靠著低價格特色為噱頭吸引很多消費者，但低價格的特色同時給予社

會大眾廉價的形象，不符合中高價位品牌餐廳的定位，造成這些餐廳不願與團

購合作，因此團購業者在拓展品牌餐廳業務時並不容易。另外，團購網站一般

要求商家提供高度折扣，合作商家參與團購需要的成本變高，甚至在有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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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毫無利潤，因此很多商家在與團購網站合作過一檔商品後，再次合作的意願

低落，無法形成長期合作的正循環。團購業者的合作商家數受到範圍限制，團

購網站業務擴展自然困難。這些問題都造成團購業者面臨成長瓶頸，取得客戶

的機會成本也愈來愈高。 

團購網站作為交易平台，網站本身雖然不生產商品，但必須更嚴格挑選並

把關網站上各種商品與服務的品質，因為呈現於網站上的商品或服務，代表著

團購網站本身的形象和口碑，會影響消費者對網站的印象和使用意願、態度。

網站若未做好販售產品之品質把關，雖然產品並非由網站本身製造，但服務或

是商品品質的問題，除直接反映消費者對商家態度之外，也容易影響消費者的

滿意度與網站口碑形象，進而影響再購的意願。 

我們主要是聚眾，將消費者導入平台，所以嚴格篩選上架商品和把關品質非

常重要，若採購到商品地雷很容易會造成品牌形象扣分。像在食安風暴那一

陣子我們甚至暫停美食類商品，必須以消費者利益為優先去思考行動（侯銘

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然而，也因為網站上的商品並非由業者本身自行生產，所以在商品與服務

的品質管理方面，實際操作有些困難。另外，在供應商端，有許多與團購業者

合作的對象並非產品供應商本身，而是廠商委託行銷公司代以操作，以團購合

作作為行銷手段，因此造成團購業者要對商品進行控管更為不易。所以團購業

者在商品的選擇上，必須主動採購、篩選合適的商品，而非被動的依賴供應端

進行品質控制。 

商品端的合作商家其實大部分都不是真正大的品牌工廠，是以行銷代操公司

為主，合作商家端的體系不是那麼健全，所以不能依賴合作商家，要網站本

身擁有採購能力（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除了產品品質特性及品牌知名度會影響到消費的購買意圖之外，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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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ter& Stanley（1996）指出售後服務主要目的在於讓顧客滿意，使顧客回購。

而電子商務能否成功的關鍵因素，必須傳達高品質的服務，消費者傾向透過具

有高品質服務的網站來瀏覽相關資訊及進行商品購買（Wang，2003；Liang & 

Lai，2002）。餐廳或美容類等的票券服務類商品，可能遇到淡旺季訂位問題，

依時段落差極大的來客數，造成消費者消費體驗不佳，進而影響消費者對於商

品的評價，對店家來說不僅對解決閒置率沒有幫助，反而造成營運的困擾等。 

團購業者提供的商品包括宅配類型的實體商品與虛擬票券類的服務，相較

之下，虛擬票券類的服務商品品質更難控管，因為涉及消費時間、實體店家的

空間設備配置、服務人員及消費者個人體驗等等不同的因素。相對團購網站能

在短時間內賣出大量的服務票券，實體的服務店家卻不能在短時間內消化同樣

數量的訂單，因此造成許多服務品質或服務落差的問題，若是消費者體驗不

佳，店家還可能產生宣傳的反效果。團購業者作為中介商，難以主動管理實體

店家的服務品質，只能依靠事前的系統管理與事後的改善機制來調整或要求商

家改善。所謂事前的管理，例如訂位系統的安排，事後的改善機制則有消費者

評價機制等。然而，團購業者合作的實體店家多半屬於中小型商家，設置訂位

系統的導入成本高，像訂位服務業者 EZtable，也是以高端餐廳為主要對象，但

團購業者賣大多是中小型店家的票券，訂位管理不易。 

實體商品比較能夠假設是 unlimited的、品質也比較一致；服務類型商品則是

有限的無法保存，即便賣出很多票券，但沒有導引在適合的時間去分散流

量，就容易都集中在一些本來就滿座的時段。對服務業來講，團購帶來的高

峰無法成為常態，多半店家會選擇以既有人員應付短期的消費高峰，這樣

user的 feedback 和消費體驗一定不好，回購率就會很差，業者沒有辦法好好

解決這些問題的話，就會變成成長瓶頸。（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

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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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團購的服務落差、客訴等問題，使消費者對團購模式失去信心，對團

購商品也抱持負面的印象。團購業者必須想辦法重塑團購產業形象，矯正大眾

對團購產業負面的印象，藉由提升品牌形象、產品特性等方法以降低消費者的

知覺風險。另外，網站的交易流程、安全性、資訊透明度、隱私保密性及易用

性等都會影響消費者進行購物的體驗。團購業者在交易流程上，可以透過多種

支付管道與交易機制，讓資訊透明化，減少消費者的疑慮，進而增加消費者於

網路上消費的意願。 

轉型改名為 GOMAJI票券平台，就是不想讓消費者覺得我們是團購，要把團

購這個名詞去掉。因為之前團購的意思比較像是集合一些人數之後去購買某

一樣商品，現在的模式裡這個概念已經不存在，所以把它拿掉（受訪者 A，

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 2017年 12 月 28日）。 

團購市場琳瑯滿目的優惠商品，各家業者推出的產品服務和價格有其限

制，而這些商品的議價空間其實都在同一個範圍內，團購網站流量大、觸及率

廣，不能代表實際的銷售量，許多參與團購的消費者只是抱著撿便宜的心態，

哪裡便宜就往哪裡去，有些消費者則只是跟流行，團購的確帶來短時間的大量

訂單，但回購率不高。 

台灣人有「一窩蜂」、「吃到飽」、「喜新厭舊」的消費習性，求新求變，變動

得非常快速（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企業最重要的策略資源是顧客，開發新顧客所需的成本較維持舊顧客成本

高出許多，因此，維繫與顧客的長期關係，經營、培養顧客忠誠度是企業經營

的重要策略。團購業者應設法提高顧客忠誠度，同時吸引新客戶並留住舊有客

戶，加強和維持與舊顧客之間的關係，建立其忠誠度，讓顧客對品牌或商品擁

有忠誠度是企業經營成功與否的重要因素。 

然而，對於受到團購低價吸引而至網站消費的消費者來說，網站上永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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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不完的好康商品。團購網站帶給消費者的體驗主打便宜，並無其他價值，

衝著折扣而來的消費者也毫無消費忠誠度可言。建立在低價折扣上的團購模

式，相同的商品消費者只會受到價格因素影響意願，這樣的團購模式也造成原

來有興趣的消費者，因為團購提供的低價格，最後不願意多花錢成為產品或商

家的主顧客。團購模式的初衷變質之後，團購模式無法為組成的三方角色帶來

正向循環，反而造成團購業者、消費者、合作商家三者皆輸的惡性循環。 

像美類的票券產品不太可能像一些品牌餐廳只給八、九折的折扣，因為台灣

的消費者其實已經有點被養壞了，價格太高消費者不會願意買單（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團購模式對實體店家來說，比較偏向一次性的行銷方案，商品或服務品質

下降與潛在高機會成本等風險，都使店家對與團購網站合作產生遲疑，團購業

者抽成太高，而參與團購的消費者回流率過低。因此，商家再次配合比例低。

許多商家在合作一檔商品後沒有再次合作的意願，是因為對商家來說，與團購

業者合作一檔商品，其實就是以行銷預算，去換短期無獲利的訂單，對店家的

知名度和顧客回流不一定能達到預期的效益。再加上這些與團購合作的行業，

通常原本利潤就不高，團購業者對後續店家的實體服務、會員經營或產品品質

管理也不容易。在折扣、利潤與品質的拉扯下，團購網站漸漸面臨使用者流失

率高或是合作商家的合作意願等不高成長瓶頸。 

GOMAJI抽成以業界來講其實不低，實際抽成根據商品類別有些許不同，像

餐廳的話一般大概是25%到30%，美容類的商品甚至會抽到50%（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會拒絕的店家通常是因為價格太低、折扣太高，成本不符合；另外還有

GOMAJI導入的客人與店家預期的客人不同，認為帶去的客人都只是可能受

到價格吸引、貪小便宜，店家認為這些消費者不會變成主顧客（受訪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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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團購網的商業模式是透過試用行銷，在短時間內透過團購網站聚眾，吸引

消費者以達到廣告效果。以商家的立場來說，團購模式較適合短期的行銷操

作，透過團購的方式，的確能為商家於短期內帶來大量人潮及消費額，也能增

加店家的知名度，但長此以往，團購模式並非適合商家的長期經營策略。 

然而，其實任何實體店家都會遇到淡旺季的問題和時段滿座率的問題，像

五星級飯店的 buffet 賣餐券在不同時段有價差，原因在於想要利用價差以減低

空位閒置率。對店家來說，空間成本是固定的，減少空位就是增加營收。與團

購業者合作，對商家來說不見得能保證賺錢，但至少能減少損失，就像百貨公

司每年都要舉辦周年慶，原因是在創造短暫的彌補效果（吳怡銘，2016）。因

此，其實實體店家還是存在與團購業者合作的需求，關鍵在於店家與團購業者

如何進行合作，以吸引消費者並製造雙贏。 

三、小結 

 綜觀目前台灣整個團購產業，以往的團購模式在其組成三方上所引發的問

題層出不窮。在消費者面向上，團購的低價特色，面臨消費者只以價格為考量

因素，消費者忠誠度低等問題；團購主打的低價特色也造成原先對商品有興趣

的消費者，久而久之只願意等團購折扣的商品，不願意多花錢成為產品或商家

的忠實顧客。 

「團購」名詞的意義，隨著市場和產業的變化，漸漸變為一種行銷的手

段，而非固定的商業模式，造成現今各家電子商務網站的差異化不高，提供的

商品也大同小異，商品或服務品質不穩定更對網站口碑與消費者印象造成不良

影響，加上其他電子商務搶進分食網路購物市場，市場競爭非常激烈。團購業

者也因合作商家不願長期配合團購等問題，在合作對象的方面面臨拓展不易、

商品開發受限等瓶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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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合作商家的部分，團購業者作為中介商，向合作商家抽取三至五

成的上架費用，同時要求商家給予高度折扣，使商家的成本提高，在利潤和品

質的拉扯下，進而影響商品或服務品質等問題。以往的團購模式對商家來說，

只是一種短期行銷的選擇，不會成為長期合作的行銷策略。 

團購的初衷變調，然而因為團購模式的問題而長期累積的負面評價，造成

消費者對團購失去信心，社會大眾對「團購」的印象不佳。既有的團購模式遭

遇難以解決的瓶頸，無法形成組成三方的正向循環，「團購」概念已無法成為吸

引消費者的形象，市場上各家業者都面臨成長停滯的問題，團購業者為突破困

境，紛紛在各方面經營上尋求轉型。 

 

圖 4-2：台灣團購產業組成三方面臨之問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團購網站面向：

商品服務無差異化，落入競價

網站業務拓展不易

面臨去中介化問題

商品服務品質控管困難影響網站形象

初衷變調，「團購」概念變化

消費者面向：

團購消費族群之消費忠誠度低

消費者開始注重其他考量因素

供應商家面向：

高折扣導致利潤低

長期合作意願低

適合短期行銷操作

團購網站導入顧客非理想顧客

服務落差導致行銷效果不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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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 

台灣團購市場已經產生領導型業者，對市場上其他的業者來說，要與目前

市場上幾家主要的業者競爭實非易事。 

網路時代變化非常快，資訊落差愈來愈小，商品生命週期愈來愈短，所以必

須要一直不斷地創新，跟著市場應變，重點是不能脫離市場，面對新興市場

要怎麼去做整合，提供更完整的商品買賣服務，未來每一個環節都是資訊

戰，愈早得到資訊、判斷愈正確，得到的利潤可能就愈高（侯銘罡，瘋狂賣

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以 Porter（1980）提出的三種一般性策略，「差異化策略」、「專精化策略」

與「成本領先策略」來檢視台灣團購產業轉型狀況，其中「差異化策略」與

「專精化策略」較適合成為團購業者的策略目標，因團購產業本就主打低價，

且市場進入門檻不高，所以在成本上做不出太大的區別。以往消費者只針對商

品本身的需求，逐漸轉向以消費體驗至上的趨勢，現今消費者消費決策的重點

逐漸變為個人價值的展現與豐富消費體驗，消費者開始重視消費的整個過程，

而非單就某種商品的需求而進行的制式購買行為。市場競爭激烈，業者要設法

在商品（服務）內容或網站經營策略上做出明顯的差異化，例如發展垂直型網

站等，經營某一類型的垂直領域，形成網站特色，以與目前市場上幾家主要團

購業者做出區別。市場上的既存業者也隨產業環境的變化一直在嘗試不同的轉

型，尋找新的經營模式以適應市場。 

商品服務要有差異化，大家都架設一樣的平台，但能不能賣一樣的東西就不

一樣了。商品品牌不是你的，所以商品再怎麼好也不是你網站好。商品、服

務差異化就是源頭端，或是將整個銷售過程直至最後到客人手上的售後服務

當作你能提供的服務或商品，在這個部份作出差異化（侯銘罡，瘋狂賣客董

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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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也會想做所謂的垂直電商，因為會有更多彈性，可以用比較深的品牌印

象，或是經營自有商品，抓住我自身特色的消費市場（侯銘罡，瘋狂賣客董

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根據各種文獻資料與訪談的結果，台灣團購產業仍持續轉型中，本節將以

本研究整理出的六大轉型策略為理論基礎，對團購業者所採取的轉型策略進行

歸納分析，並描繪出台灣團購產業在各階段轉型的策略應用。本研究整理發

現，台灣團購業者在轉型的過程中，未見產業別轉型、垂直整合轉型與多角化

轉型策略，故此三類轉型策略，本研究不再多做討論。本研究發現台灣團購產

業的轉型策略，多屬於六大轉型策略中的經營型態轉型、市場轉型、產品轉型

此三種轉型策略的領域範圍。 

本節將依此三類轉型策略，分成三部分討論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策略。 

一、團購產業的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台灣團購業者在轉型時多有改變經營宗旨與企業的方向與定位。2015年，

GOMAJI 行銷副總陳麗蓉曾表示 GOMAJI 要在2018年之前，轉型為 O2O 服務

業者，並以行動支付為企業主要業務。2016年 GOMAJI 對外宣布轉型，定位網

站為吃喝玩樂票券平台，希望專注在平台內容的經營，將企業的發展重點擺在

會員經營系統與電子票券的經營，改由合作商家自主推出最適合其自身的優惠

模式，GOMAJI 不干涉商家的商品折扣與方案內容。以往為了處理合作商家的

相關業務需要大量客服及業務人力，轉型之後，這部分的業務回歸到合作商

家，這方面的業務人力需求就大量減少。以往作為團購平台的 GOMAJI，受限

於團購的條件限制，約只能吸引到全台6%店家，轉型後讓業者自行規畫則能在

不侵蝕業者的利潤下，擴大合作商家的範圍，加速合作店家的規模和滲透率。 

這部分目前改變的，就只是對外我們不會再用團購的名義去招商，會希望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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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為我們是一個票券經營的平台。消費者來我們這邊購買，並不是因為用

它用團體的力量來達到個優惠的方式（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

業務，訪談，2017 年 12 月 28日）。 

過往團購很少落實差異化，以往的團購業者提供平台，協助店家發行電子

票券的線上銷售，會先幫消費者與業者談好商品或服務的優惠折扣，而轉型為

票券平台後，所有平台上的優惠方案與內容，交由與網站合作的商家決定，談

好團購合約之後就決定商品價格，不管顧客什麼時候來都要隨時候著，所以常

會有店家認為生意好的時段，沒有必要與團購合作的狀況，店家心理不平衡，

消費者也會因為店家的態度影響其消費體驗。 

團購業者所謂的去團購化，以實質業務的改變來看，就是將店家折扣的限

制放寬，團購業者則負責協助店家做價格即時調整的概念，設法使其長時間處

於客滿的狀況，以降低固定成本、降低閒置率。在店家容易客滿的時段，由網

站端祭出些微優惠，便能吸引消費者，不會讓店家感到有折扣壓力，而閒置時

段則由店家提高折扣幅度，以優惠價格吸引消費者，將閒置空位降到最低。另

外，GOMAJI 轉型之後，因為折扣彈性變大，合作對象範圍變廣，增加了以往

主打團購時期接觸不到的一些中高價位餐廳，也發現部分高質感餐廳，即便折

扣不高，依然受到消費者歡迎。顯示對現今的消費者來說，價格高低不再是唯

一的考量，消費者也開始注重其他的服務面向，像是商品品質與服務內容等。 

近年台灣整體團購市場停滯不前，甚至衰退，團購業者獲利不佳，各家團

購產業面臨成長停滯、業績差以及其他電商網站分食市場的問題。17Life 作為

台灣三大團購網之一，也同樣因為人員組織龐大、編制浮濫造成營收獲利狀況

不佳，自 2016 年起開始陸續裁員，直到 2017 年爆發資金危機，大幅裁員三分

之二。17Life 從 2016 年起開始慢慢轉而強調自身網站為生活電商，期望能洗去

以往團購網站的既定形象，以協助實體店數位化的解決方案公司為轉型新目

標，發展電子行銷虛實整合技術協助企業。另外，17Life 將轉型的經營重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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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電子票券與會員經營的電子熟客卡上。在網站部分以精選生活類產品為主；

電子服務票券的部分，則持續與旅遊業者合作，精選不同價位旅遊等。改變過

往的經營策略，以趨向精緻化的策展活動，滿足各式消費者的需求，擴大觸及

各階層消費者，繼續深耕既有的服務模式。 

團購從開始到所謂成長的冷淡下滑，總共大概只有四到五年的時間，注意

到團購模式中餐飲業環境的惡性循環，加上既有的票券市場已呈現飽和狀態，

所以瘋狂賣客在第二年轉型時，決定不加入餐廳票券這一塊市場，由每日一物

的模式轉為每日多霧的經營型態，專注經營宅配商品，商品包括生活類日用商

品、3C 通訊周邊產品以及旅遊套裝行程等等。 

曾經也想過經營到店服務的票券這塊市場，但太晚起步，票券這一塊的主要

消費族群是女性，我們原來的主要消費族群是男性，本身起步條件就已經略

遜一籌，加上要開發店家和消費者都要成本，我們再去做重複投資只是重複

成本、落入競價而已，所以決定由每日一物變成每日多物的型態，以商品零

售為基礎，很多是生活必需用品，接觸消費者較無障礙（侯銘罡，瘋狂賣客

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另外，瘋狂賣客自 2015 年發現來自網站外部搜尋的人不多，只能透過一波

波行銷活動來衝業績，網站空有流量卻無法被搜尋，以往網站只要做好每日一

檔商品的行銷，商品數日益增加，消費者購物習慣的工具畫面則愈縮愈小，導

致商品出現在首頁的量變少，所以要讓消費者搜尋到商品，還必須要倚靠搜尋

引擎優化（SEO）。在這個部份，瘋狂賣客選擇與外部團隊合作。 

我們自己內部要培養專業人員不容易，還是讓專業的人負責比較快（侯銘

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成立的時候，考量到台灣市場已有許多大

平台式的電子商務網站，像是 PChome、momo 等。因此，決定要做不同於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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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垂直電商，鎖定電子商務領域，對網站的類型做出明顯區隔，經營以商品類

型為分類的垂直整合型電子商務市場。 

當初就是想做跟市場不一樣的垂直電商，我們公司其實進這個市場的第一天

就面臨很大競爭者，所以企業文化跟 PChome、momo 等大型商城是很不一樣

的，比較像是在打戰的感覺（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一路以來，創業家兄弟前前後後成立了 20 幾個不同類型主題的網站，不斷

嘗試新的商品領域，觀察市場反應並進行整併、調整，目前創業家兄弟旗下三

大網站分別為以限時特賣的生活類商品為主的「生活市集」、主推團購美食生鮮

的「好吃市集」以及鎖定 3C 商品的「3C 市集」，這些網站就是從不斷嘗試的經

驗中衍生出來的。 

從 GROUPON時期的團隊到現在，這十年間做了大概 20幾個網站，我們會

看個別網站創造的效益，如果效益不好，就看是要調整、整併，或做什麼樣

的改變，這是我們一直持續都會做的事情。考慮營收、利潤的狀況，各方面

像 ROI（投資報酬率），還包括各網站的重疊度會不會太高，或是放在一起會

不會產生更好的綜效等，參考因素是綜合的考量（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

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自 2011 年起，行動裝置漸漸普及，數位時代的來臨，導致消費者的消費習

慣改變，行動裝置黏著度提升等現象，進而影響行銷的工具與策略。智慧工具

的爆炸性成長，導致在未來行動市場與行動裝置將成為購物網站的決勝點，業

者能否在行動購物市場精準布局，將成為未來業者能不能勝出的重要因素。隨

著科技的變化和使用者習慣的改變，行動端的市場漸成為各家業者的主要角力

的領域。團購業者也開始做一些嘗試，因應行動市場環境變化，發展新的轉型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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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行動這一塊應該也算在台灣做的還 ok的，現在Mobile的營收大概佔

75%，比例算是很高的。我們現在主要經營重點是放在行動端，PC端是輔助

（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因應行動時代的來臨，2011 年，GOMAJI 曾結合 LBS3技術推出與餐廳合

作的 App，然而，受限於當時行動裝置尚未非常普及，行動市場也未成熟，因

此沒有達成預期成效。2013 年，GOMAJI 決心積極布局行動商務市場，與

LINE 合作建立官方帳號，行銷目標自 PC 端轉移至行動裝置，相較於其他的團

購業者起步是較早的。自 2014 年起，GOMAJI 則開始重視經營活躍會員與 App

的開啟率，發現消費者於行動裝置的消費表現比 PC 端佳，至 2015 年，行動營

收已佔 GOMAJI 整體營收的六成。瘋狂賣客則於 2014 年起開始著力於手機購

物市場，發展行動應用程式，並於 2017 年 10 月正式將 Facebook 的粉絲頁更名

為行動影音購物網站，以示以行動端為主要經營重點的決心。 

轉型為行動購物網站的形式是我們從 2014 年下半年就開始著手進行的。現在

手機使用率高於電視或 PC，所以我們將戰場自 PC 移轉到手機市場，毅然決

然決定要投資在手機的終端設備上（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隨著時代與消費者使用行為的變化，團購業者除了發展 App 和行動版網頁

之外，在行銷的策略和方式上，也因為消費者的使用習慣而有新的因應，像是

近年來影音行銷的電子商務成為主流趨勢，許多團購業者逐漸於網站開始增加

影音，取代傳統圖片的視覺方式來表現商品，透過影音表現去加深消費者的印

象並加強與消費者的互動等。17Life 也透過影音拍攝，鎖定符合時節的主題進

                                                      
3 LBS（Location-Based Service）：適地性服務又稱行動定位服務，透過行動業者的定位方式，

如 GPS 或是無線電通訊網路獲取行動終端用戶的地理位置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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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類似策展的行銷專案，與店家攜手規劃特色的短片影音，搶攻季節性的消費

商機，擴大觸及各階層消費族群。 

現在是影音時代，在 FB上觀看影音已經是流行的使用習慣，所以我們今年

開始大力推廣影音，這是配合 FB發展的行銷策略，把行動購物進化到影音

購物，圖片和影片介紹商品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效益大概可以差到 4倍。

影音有更多資訊是加值服務，比較有機會脫離競價、做出差異化，消費者至

少能夠記住是瘋狂賣客告訴他商品的使用方式（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

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隨著消費者習慣和使用工具的改變，團購業者依照自身企業的特色，嘗試

不同的行銷策略，甚至調整企業內部組織來因應市場需求的變化，以提供不同

的服務做出網站間的差異化。順應市場及消費者對影音需求的發展，瘋狂賣客

於 2015 年便另外成立內部團隊，來負責影音購物的部分，在影音表現的商品選

擇上，以有表演性質的商品為主要包裝對象。除了影音以外，近來風靡網路社

群的直播，其現場即時性容易聚眾，並能增加與消費者之間的互動，也漸漸成

為各家業者的重點行銷策略工具之一。 

瘋狂賣客強調「新、特、奇」的商品，所以需要很清楚地告訴消費者商品的

使用方式，後續發展自然演變出影音的需求，所以我們成立影音團隊包裝產

品，讓消費者看完影片就對商品清楚理解。剛開始團隊人數比較少，現在已

經比較完整，未來會隨需求量的狀況繼續增加。最近會再加上直播，用現場

來聚眾行銷，也可能會以 KOL4來操作拍片或直播，加深和消費者之間的互

動（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現今社群軟體已成為大眾生活中重要的一環，很多使用者會在社群網站分

                                                      
4 KOL（Key Opinion Leader）：2015年開始出現，直譯為關鍵意見領袖。對一定數量以上的族

群有感染力，能夠獲得認同並長期影響其想法和行動，就可稱為 KOL。現在很多人都把網路紅

人當成 KOL（數位時代，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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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個人生活，其中也包括很多消費體驗心得。消費者購買的商品在社交媒體中

如何被評價，也會影響消費者在最後對其消費商品的評價。商品在網路上的評

論、經驗分享等資訊容易被搜尋，也都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透過網路社

群大量且迅速的訊息傳遞，網路社群上的正面評價容易擴大引發口碑效應，反

之則會影響企業與產品的品牌形象，在網路時代，網路社群的力量對企業經營

的影響甚鉅。觀察台灣的行動市場，消費者在行動端的使用習慣以即時通訊、

社群和遊戲為主，社群網站市場未來發展不容小覷。企業在操作社群行銷時，

可依消費族群使用社群軟體的不同，來制定不同的社群行銷策略。 

行動購物我們著力透過社群去接觸消費者，尤其是 Line和 Facebook 這兩

個，累積了我們滿大程度的品牌知名度與消費者，瘋狂賣客在行動購物上面

應該算是穩紮穩打，比較沒有像其他業者做比較暴衝式的廣告行銷（侯銘

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團購業者運用社群軟體導入流量以擴大觸及消費者，主要是以行動市場的

LINE 與 Facebook 這兩大在台灣地區有高使用率與高普遍率的社群軟體為主。

團購網站透過創立社群軟體的官方帳號或粉絲頁，提高消費者觸擊率，加深與

消費者互動，交叉運用 LINE 與 Facebook 兩大社群，將品牌成效最大化。鑒於

台灣人使用社群通訊軟體的貼圖文化特色與即時特性，網站業者也透過限時免

費貼圖下載來吸引消費者使用。17Life 就與插畫家合作推出免費貼圖來吸引消

費者，利用貼圖導入大量用戶。 

重點還是在消費者互動，主要的平台還是放在 Line、Facebook 和瘋狂賣客的

App。希望未來還是以我們自己的 APP 為主，去收攏這些認同我們的消費

者，而不是透過 Line 或 Facebook，只是現在還沒有辦法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替

代掉這兩個工具（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在社群行銷上 FB、LINE跟 Google都大概佔我們的三分之一，LINE 的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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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號，我們公司就包了九個，是在台灣單一公司擁有最 LINE帳號的公司

（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除了深耕行動市場，完善行動網站與 App 的技術設備外，部分團購業者也

朝向行動支付的方向發展。GOMAJ 於 2014 年底推出行動支付軟體 GOMAJI 

Pay，作為行銷平台角色，串聯行動、支付與實體商家三者。GOMAJI pay 除有

行動支付功能之外，同時作為店家與客戶關係管理的行銷系統角色，也提供商

家一種行銷工具。透過 App 記錄消費者的消費資訊、需求或喜好，結合 LBS 技

術，店家可以透過 App，對特定的消費族群，發送即時優惠訊息。然而，經營

行動支付領域成本很高，需要很大的投資，影響營收成長，2016 年 GOMAJI 又

大幅調整經營策略，決定放薄於行動支付的行銷資源，重新定位網站為吃喝玩

樂票券平台，不再強調 GOMAJI Pay 為行動支付，也一直不斷持續進行改版，

預計 2018 年與行動支付做進一步的整合，並增加與社群的連結。 

行動支付的部分依舊有專門的部門在負責發展，只是現在主要是用電話開

發，並非公司目前的發展主力。之前有想過若行動支付這塊做得起來，要連

美容部分全部加進來，目前配合的很多店家沒有提供刷卡，行動支付可以直

接代替刷卡，店家透過行動支付也好跟消費者做一些後續的服務（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行動支付、數位錢包，未來應該兩三年內應該就會發生，尤其是現在金管會

主委換了，速度會比以前加快。未來服務會 base在購物上做加值，做 Value 

up而非競價（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除了在網路廣告與社群行銷上的經營，團購業者透過不同的廣告投放方

式，來吸引消費者注意，增加網站的導入人數並快速提高品牌知名度、建立品

牌印象。例如創業家兄弟選擇將獲利作為行銷資源，大手筆買下捷運站的實體

廣告看板，利用捷運站的大量人潮流通，最大化平面廣告的效益，另外也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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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廣告的黃金時段，希望藉電視的高滲透率，快速增加企業的知名度與消費

者觸及率。另外，創業家兄弟也選擇於戶外做實體活動的廣告宣傳，持續著力

在擴大網站的規模。 

過去我們投資都是在網路廣告，網路廣告是比較容易追蹤成效的，但到一個

程度後，會發現實體廣告相對變得很便宜。我們有愈來愈多在 online以外的

投資跟策略，以目前判斷其他業者應該沒那麼多資源可以做這些事情（郭書

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對團購業者這類型的 O2O 平台來說，顧客服務是非常重要的，網站必須扮

演媒合消費者和店家的橋樑，確保兩方的溝通管道暢通無礙，同時收集兩方顧

客的回饋加以改善，使整個模式能夠順利運作。團購業者必須以消費者為核

心，以消費者的需求出發去提供產品、服務或是延伸的加值服務，企業經營的

重點不在賺取一次性消費的利潤，必須長期經營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以建立

與客戶間的長期關係和品牌知名度去經營網站，透過提升服務內容和消費者體

驗才能降低消費者不滿意或市客訴等問題，進而提高團購網站的回流率、長期

運作。團購業者以往以團購概念為核心的模式為主要經營方式，後來漸轉變為

以會員經營的概念為基礎，也就是客戶關係管理，輔以團購等形式。 

現在的基礎就是照顧好消費者，你最懂你的消費者想要什麼，合作商家只是

藉網站宣傳，所以必須主動找到消費者想要的商品，做服務品質的競爭或是

往加值服務發展（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年 11月 9日）。 

因此，團購業者為了經營與消費者的長期關係，做出了許多相應的策略與

機制，結合線上與線下消費者的消費行為等資訊，透過大數據分析發展精準行

銷，預測不同消費族群的需求，意圖在消費者意識到自身需求之前滿足其消費

需求。例如，GOMAJI 推出會員經營系統，向業者收取會員系統的使用費。透

過系統記錄的會員消費資料數據，提供給合作餐廳在制定行銷策略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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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MAJI 也設置消費者服務專線和企業客戶服務專線，並推出線上評價與留言

的功能，接受消費者公評，藉由消費者的反饋，以評價機制來維持、調整網站

上的商品與店家品質。 

我們是根據市場需求去做網站的類型和內容，有很多 user端的數據去做判

斷，我們不太會去預設消費行為市場對這些東西的影響（郭書齊，創業家兄

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團購業者也依照消費者的作息去調整曝光策略與工具。例如，電腦為平日

上班時間的主要載具；中午的休息時間則為使用手機的高峰期，業者會於特定

的時段，透過 App 或社群軟體向消費者傳送推播通知，依照各種消費族群的不

同需求，來發送折扣邀請或優惠內容。例如店家想降低閒置率、空桌率時，可

以發放限時折扣；針對舊客則可以發送優惠券來提高回流率等。另外，個人化

精準行銷為在經營行動會員和電腦網路會員時的最大的差異，網路廣告在以往

是根據消費者購買的內容與頻率去提供相關資訊，難以追蹤廣告成效。透過行

動載具可以即時調整與消費者溝通的行銷方式，廣告在結合行動裝置後，能精

準記錄使用者個人的消費習性，企業就能依據各種消費者的消費習慣進行個人

化推播通知。團購業者發展推播系統，提供適地性服務，透過定位系統，根據

消費者行動裝置的位置資訊彈性地推播使用者位置附近的店家訊息，以達到最

佳的行銷目的。對商家而言，可視客流量隨時調整推播通知，來降低空桌率，

或是促銷存貨。 

數據累積做得好可以精準了解消費者習慣、跟消費者互動，未來便不需要依

賴媒體工具做廣告行銷，而是用會員經營的數據做更多服務。如果可以黏住

這些消費者（會員），當規模夠大的時候，其他的服務會來找你，不是你去

找他們，因為我們已經擁有這麼多消費者了，它要重新 recruit 成本是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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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未來的整合，消費者的認同很重要（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

2017 年 11 月 9 日）。 

虛實整合的市場競爭很激烈，但因為要整合線上與線下通路牽涉到的範圍

很廣。近年來，台灣團購業者也積極透過異業合作，與各式產業的虛實通路跨

界合作，透過知名品牌的店家來提高網站的口碑和知名度，避免落入競價。在

意業合作的部分，17Life 整合團購概念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推出線上優惠券，

將線上消費者導入實體門市消費，同時提高其會員黏著度並增加全家的來客

數。17Life 結合台新金控與新光三越的資源，透過異業合作的整合行銷活動，

同時提升了新光三越的全省容留量、台新銀行的刷卡量及 17Life 網站成長率。

2014 年，17Life 則選擇與愛評網跨平台合作，串聯彼此的資料庫，以團購加上

口碑的方式合作，另外也跨界合作行動裝置的遊戲軟體。2016 年，17Life 則與

新光三越共同推出新一代新光三越 App，進行跨界數位策略合作等。 

GOMAJI 早在2010年創立之初就與 YAHOO!奇摩網站聯名合作，藉雅虎奇

摩入口網站的流量，快速增加網站本身的觸及率，並透過奇摩的合作商家保證

團購商品量。2014年，GOMAJI 則與「Uber 優步」App 進行異業合作，推出於

GOMAJI 消費就送 Uber 乘車金的活動；也與多家旅行社和航空公司合作，肄業

合作的行銷活動吸引消費者於 GOMAJI 進行消費。 

另外，台灣便利商店分布的密度是世界第一，有 24 小時提供物流取貨的特

性，加上現今消費者開始注重個人隱私等安全性，使超商貨到付款成為台灣消

費者網路購物主要的支付方式之一，超商取貨也成為台灣消費者最習慣的配送

方式。因此，團購業者選擇與超商合作，增加商品的物流通路，，消費者可於

商品到店後進行付款取貨，也可於線上付款超商取貨，取貨更為便利、付款也

更安心。17Life 於 2017 年宣布啟動全家便利商店取貨服務，推出「超商取貨」

宅配購物專區。其他如 GOMAJI、瘋狂賣客與創業家兄弟也皆有提供超商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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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流方式。 

超商取貨基本上已經是台灣消費者的一個普遍行為，除了方便之外，很多人

不想讓人知道購買內容等隱私也是原因之一（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

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二、團購產業的產品轉型策略 

以團購產業來說，所謂產品包括團購網站上提供的商品或是服務，因此團

購產業產品，包括所有在網站上販售的團購宅配商品和電子票券。綜合型團購

網站上的銷售品項太多，消費者只會被產品吸引，卻不會記住團購網站這個通

路本身，所以團購商品通常回購率不高。為突破團購商品本身無法在同業間突

出的瓶頸，團購業者轉而以不同的差異化策略，想辦法吸引消費者的目光，突

顯自身網站的獨特之處。現今消費者重視商品品質勝過價格，未來品牌力及產

品力將成為行銷關鍵。目前市場上的團購業者提供的產品大概可以分成以宅配

商品為主的業者與以票券商品為主的業者。GOMAJI 與17Life 以票券類商品為

主要商品；瘋狂賣客與創業家兄弟的網站經營則是以宅配類商品為主。 

生活市集大概是在2013年六月才上線，落後其他業者三年，但我們在宅配商

品的規模比他們都大很多，交易額一個月可以達到3、4億，其他業者還有一

些服務票券類的東西，所以宅配商品類可能一個月就是七、八千萬（郭書

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GOMAJI 的營收比分成旅遊、餐飲、宅配等多個大項目，全省合作的店家

約 1.3 萬家，網站商品檔次約維持在兩千檔。GOMAJI 是從餐廳起步，之所以

會轉向其他類別的產品服務，是因為累積許多消費者，有足夠的能量可以向外

擴張，首先拓展出去的是旅遊線商品，是台灣團購市場第一個切入旅遊項目的

團購網站。隨著網站的發展，也漸漸地發掘出消費者的各類商品需求，才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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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線再度往外延伸到美容舒壓、美髮、美甲等，慢慢延伸出家庭消費者，有親

子娛樂的需求，進而推出家庭類、生活類的產品。GOMAJI 過往的業務主力是

在電子票券這塊，沒有投注太多資源於開發宅配商品，而檢視營收佔比後，利

潤以宅配商品為最高，未來看好旅遊類商品的成長。目前宅配商品的部分已經

拉高至三成，在票券商品的部分，則以餐廳、旅遊類為主力商品。 

除了票券類商品之外，宅配商品的部分一開始其實生活市集是做最好的，

GOMAJI發現之後就開始招商，有一段時間甚至有超過生活市集，宅配商品

類佔了 GOMAJI很大一部份的營收（受訪者 A，GOMAJI LB 事業處台北三

部開發業務，訪談， 2017年 12 月 28日）。 

GOMAJI 在 2016 年宣布轉型為票券平台之後，放寬合作對象的折扣條件，

從原本要求三至五折的折扣，到近期由合作店家自行決定優惠折數與方案內

容，因此吸引了許多高檔飯店或餐廳的加入，網站上的商品也更為多元。 

轉型之後，餐廳類的折扣有放寬，像一些高檔餐廳的餐券消費者是很願意買

單的，加上 GOMAJI網站會做不定期折扣，這樣加上餐券原先的折扣之後，

消費者可能可以得到七折的折扣，這部分比較像專案會另外討論（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2017年 12 月 28日）。 

瘋狂賣客在成立之初，以一天推出一項特色商品，配以富有趣味性的文案

和宣傳方式，成功於當初競爭激烈的團購市場獲得一席之地，2012年開始開發

客製化商品。瘋狂賣客會根據商品開發人員的專長分配，類似量販店的分線方

式，期能深耕其所擅長的產品線。創業家兄弟則是將在線商品數控制在五到六

千樣，平台商品每個月做一次更新，篩選出當下最受消費者歡迎的商品，並成

立品管中心，供應商提報新產品時必須提供樣品，讓網站品管人員進行商品標

示、品質、價格競爭力等三階段審核，平均只有五成新品能通過審核正式於網

站上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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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每日一物變成每日多物，用多元化商品吸引更多消費族群，在選擇商品

上，我們最基本的 DNA就是「新、特、奇」，另外，廠商給的價格是否有競

爭力也是很重要的決策因素，會根據消費者購買決策因素去做引入商品的判

斷基準（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大範圍商品類型以網站切分，細項則會有數據資料，例如在去年同期什麼東

西賣得不錯，但今年的比重比較少這種缺口；或現在 user在網站上搜尋什麼

商品等，我們有滿多工具做輔助型資訊分析和報表給前面的開發團隊做考量

（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另外，在團購網站上，每一個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店家都是團購網站的商

品，合作商家的服務或產品直接決定消費者對團購網站的觀感印象，因此，團

購業者對合作商家的商品品質與物流等供應鏈都有一定的要求。各家團購業者

在對商家產品品質、價格與物流等供應鏈部分的要求上，也有許多機制來進行

控管，以維持良好且穩定的產品品質，以確保不會因為產品的品質問題影響團

購網站的口碑與形象。 

開發商品後，會有另一個部門做商品競爭力審核，包含性價比、功能等，通

過審核後，系統會依據網站的銷售狀況排定商品上檔日程等。回到價格競爭

力的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做 selective item，PChome的商品數大概是我

的四百倍，交易額大概八倍，但我們毛利率其實差不多。表示我平均每個商

品比他賣50倍好，所以供應商的產品在生活市集可以賣到 PChome 的50倍以

上，它會給誰比較好的價錢？（郭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GOMAJI 的行銷顧問團隊在各地區都有顧問長期駐守，將合作店家當作

GOMAJI 自身的商品，不斷地和店家共同擬定適切方案以吸引消費者上門。在

合作商家的選擇上，GOMAJI 掌握很多方式，一種是由行銷顧問自行開發，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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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由各大評價網站部落客或網友推薦，選擇產品口碑好、服務家的店家，親自

以消費者的身分去消費體驗，通過基本測試的店家，才會進一步與之進行提案

合作計畫，另一種方式是由內部的商業發展經理來進行區域搜尋。 

公司會給一些商家的名單試著開發，以 GOMAJI平台上，會知道哪些類別賣

得比較好，像美類賣得比較好的就是美髮跟按摩，不會特別看店家的特性，

但會以中小型店家為優先考慮對象，評估這些店家適不適合合作（受訪者

A，GOMAJI LB 台北三部開發業務，訪談， 2017年 12 月 28日）。 

另外，團購業者看準台灣咖啡的商機潛力， GOMAJI 於2017年聯合六大通

路品牌，推出「麻吉咖啡館」，透過 GOMAJI App 直接購買咖啡，至全台多家

門市兌換。17Life 除了與通路合作實體推出咖啡以外，更計畫將商品延伸至茶

飲、麵包等，讓產品更為多元。 

另外，在產品線的供應鏈上，一般團購業者是靠靠轉單直接讓合作商家出

貨，較難掌握商品和服務的品質，造成很多後續的問題，如客訴情況多、訂單

爆量無法準時出貨等。部分團購業者為解決此狀況，並和其他業者做出區別，

另外設置倉儲管理。瘋狂賣客成立最初的「每日一物」商品模式陷入瓶頸，為

了與其他同業的商品做出區別，創建「前店後廠」的一條龍模式，設網站專屬

倉儲物流，物流則直接委託物流公司來操作。選擇自設倉儲的目的是要做為開

發多元客製化商品的後盾，以應付掌握庫存、儲備開發生鮮產品、確保供貨狀

況、調節售價等，較能掌控後續客服、退貨等售後服務以及掌握商品的出貨狀

況。透過自設倉儲，商品的周轉速度快，對於銷售不佳的商品可快速退回給廠

商，以動態管理的方式，利用高迴轉率的方式增加倉位坪效。 

電商的競爭核心其實就是你倉庫有多少貨可以賣，我們當初思考所謂的購物

車概念，購物車上面可以做很多的行銷，像滿額贈、加價購、紅配綠等這些

行銷方式可以變化多端，所以想要自建倉儲讓自己有包裝能力，才可以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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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然而，瘋狂賣客在實際操作倉儲物流之後，發現不容易實現妥善的倉儲管

理，因為商家接單出貨之後，商品變成要積壓在團購業者的倉儲，無法完全掌

握商品的進貨與出貨量，快速周轉的實現有困難，瘋狂賣客檢視狀況重新調整

之後，目前以商家的出貨能力及商品的預期訂購量作為是否進貨倉儲的判斷依

據，用分散式的管理方式減少貨量爆單或出貨不及的狀況。 

很多合作商家是批發商，沒有零售，包裝容易出問題。重新檢視後，沒能力

出貨的商品就移到我們這邊、有能力出貨就回歸商家，分散式管理方法彈性

更大，貨品也不會集中在一個地方，較能應付爆單出貨狀況（侯銘罡，瘋狂

賣客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相較瘋狂賣客以自建倉儲的方式來分散物流風險，創業家兄弟則認為過去

是因為物流端尚未成熟，才會難以控制，常常出現一些在物流面向上的問題缺

失，導致消費者在那個時期的消費體驗不佳。現今物流公司發達，市場已成熟

且競爭激烈，服務品質愈來愈好，對供應商來說出貨不再是一件困難的事，所

以設倉儲的需求沒有那麼高，也會增加營運成本。 

針對與團購業者合作的供應商，瘋狂賣客以要求其商品必須在 72 小時內到

貨，能否準時並按標準出貨亦列為商品是否持續上架的標準，確保消費者能夠

準時收到商品。創業家兄弟則選擇以對產品品質嚴格的要求，衝高商品訂購

量，再以高銷售額的網站優勢來提高網站的議價能力，進而可以對合作商家在

物流上的保證做要求；針對延遲出貨的合作商家，創業家兄弟會有對商家祭出

罰款或是下架其商品等機制應對。 

假如你是供應商在各個平台上架，平台把單轉給你，你會先出誰的單？要嘛

就是銷售量大的，要嘛就是不出貨會被罰錢的，我們公司量是一個優勢，另

外則是如果商家晚出貨罰錢罰的很重，我們是在業界裏頭，執行這件事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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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格的公司。對廠商來說最大的 penalty不是我罰你錢，而是不讓你上架。所

以當兩個平台都有轉單給廠商，廠商會優先把貨保留給我們（郭書齊，創業

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三、團購產業的市場轉型策略 

台灣團購業者也做了許多應對以拓展新市場，突破產業停滯的困境。以

O2O 模式運作經營的團購網站，強調的經營重點是在地化經營，前幾年大量中

國遊客來台，部分團購業者看見陸客商機，選擇與中國平台合作，將來也計畫

依此模式將合作拓展到其他地區，台灣團購業者攜手當地的票券平台或商家，

彼此會員交流，台灣業者的會員至其他地區能享受當地業者提供的服務，反之

其他國家的業者會員制台灣地區也可享受台灣業者提供的服務。例如，

GOMAJI 於2016年宣佈與中國電商新美大合作團購電子票券，提高來台灣的中

國遊客便利性，並幫助台灣商店家拓展中國遊客的消費市場。 

近年來，旅遊市場成長快速，且 GOMAJI 本身在旅遊類商品類的年成長率

表現佳，相較外來的旅遊訂房業者更為熟悉台灣消費者的習性，加上目前市場

上的旅遊訂房業者仍以網頁版為主，GOMAJI 目前則有四分之三的交易量來自

手機，以既有耕耘的手機流量作為一大利基，在行動方面有優勢。因此，

GOMAJI 於2017年也開始切入旅遊訂房市場，推出「晚鳥訂房」服務，做在地

即時的服務。然而，作為新進入者，GOMAJI 與旅遊業者洽談的過程中經營成

本降不下來，無法與市場上其他大型的訂房業者競爭，於2018年1月放棄晚鳥訂

房市場，看好國人日本旅遊的市場，在旅遊類目上轉型專門經營日本旅宿。 

另外，綜觀整個網路購物市場，主要的消費群體為女性，而各團購業者的

主力消費群體則依業者所提供的商品類型而有所不同。如美容類的票券商品主

要消費者為30至50歲的女性；3C 類商品主要的客群則為男性消費者；生活用品

主要客群為家庭主婦等等，依不同商品的屬性類型會有不同的消費群體。團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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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也會推出不同的商品以吸引不同的消費客群，以其拓展新的客層市場。瘋

狂賣客的商品一開始是以3C 類商品為主軸，因此當時吸引的消費族群以男性為

主；然而，整體網路購物的消費市場，是以女性消費者為主力，所以自2013年

起，瘋狂賣客也開始慢慢增加其他生活用品等類目的商品，消費客群由原本男

性為主逐漸提高女性會員的佔比，目前瘋狂賣客的女性會員佔比已提升至

55%。2017年，瘋狂賣客更推出「瘋狂愛美」頻道，以女性化妝品、保養品、

美材及生活用品為主，搶攻女性為主的消費市場。 

我們一開始主打3C 產品，所以消費族群是男生的比例比較高，後續增加生活

用品、美食等，其他族群的消費者就會進來（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長，訪

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瘋狂愛美」是準備要推出的新頻道，準備經營女性市場，因為女性還是網

購的主力，所以我們還是想要再做女性消費者這塊（侯銘罡，瘋狂賣客董事

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9 日）。 

創業家兄弟於2012年成立後，前前後後共架設了二十幾個購物網站，以市

場上消費者對網站的反應來決定經營的方向，才發展成旗下目前的三大網站，

「生活市集」、「好吃市集」與「3C 市集」。2016年時，創業家兄弟觀察其旗下

最大網站生活市集的消費者占比，男女比例約為一半一半，相比整個網購市場

以女性消費者為多數，創業家兄弟認為在女性市場還有增加的空間。因此，為

抓緊女性消費市場，2016年11月，另外於旗下成立姊妹購物網，至2017年姊妹

購物網的消費者中，女性佔比已達九成以上。然而，隨其旗下網站生活市集的

規模日益擴大，目前生活市集的女性佔比也來到七成左右，考量兩個網站的類

型屬性及市場重複度，創業家兄弟在2017年10月底選擇將姊妹購物網併入生活

市集。「好吃市集」則結合了原先好吃宅配網的團購美食、餅乾零食類及生鮮市

集的肉品、水產與鮮果，成為綜合食品網站，主攻食品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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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消費者本來在網購消費中佔的比例就高，一年多前生活市集的女性消費

者大約占五成多到六成，成立姊妹購物網是希望能夠有一個網站提高女性消

費者比例。發展一年多後，生活市集本身的女性消費者來到七成，另外獨立

網站服務女性市場的意義變小，所以後來將姊妹購物網併進生活市集（郭書

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另外，看好台灣投入網路開店創業者眾，使用行動購物的人口比例快速成

長，除了創業家兄弟本身旗下三大網站之外，創業家兄弟旗下的子公司創宇行

動，於2016年5月底另外成立電商平台「松果購物」，鎖定行動商務模式的

B2B2C 購物平台發展行動市場。創業家兄弟和創宇行動在產品組成或策略定位

上不一樣。與創業家旗下的三大網站相比，松果購物較屬於單純提供供應商平

台來販賣商品，供應商擁有完整的定價權，商品內容的照片與文字、產品如何

包裝行銷也由供應商來自定上架。 

創業家兄弟走的是 selective item，但 suppliers 大概有三千多家，供應商產品

要上架很難。平均一個廠商大概就是一兩個 item 在上面賣，他們也會希望有

更多的合作，所以我們做一個 B2B2C 的 model 讓供應商自己定價，提供一個

平台給供應商在上面賣東西；創業家兄弟對商品價格就有很嚴格的要求（郭

書齊，創業家兄弟董事長，訪談，2017 年 11 月 29 日）。 

四、小結 

以六大企業轉型策略來討論台灣團購產業在轉型策略上的選擇，四家業者

的轉型策略主要以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與市場轉型策略三種為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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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台灣團購產業採取之轉型策略 

 GOMAJI 17 Life 瘋狂賣客 創業家兄弟 

產業別轉型策略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 ✓ ✓ ✓ 

產品轉型策略 ✓ ✓ ✓ ✓ 

市場轉型策略 ✓ ✓ ✓ ✓ 

水平與垂直整合轉型策略     

多角化轉型策略     

資料來源：本研究 

在經營型態轉型策略方面，首先是團購業者在企業宗旨和目標上的轉型改

變，四家業者可區分為兩類，GOMAJI 與17Life 是以虛實整合的平台為轉型目

標，目前以銷售電子票券類的商品為主，宅配商品為輔；瘋狂賣客與創業家兄

弟則是以提供各式宅配商品的電子商城自居，以宅配商品為網站主力，未涉及

經營票券類商品的領域，其中創業家兄弟是以商品類型分成各式垂直型電子商

務經營，而瘋狂賣客未來也有朝向垂直型電商發展的計畫。 

另外，各業者的轉型策略還包括數位社群行銷策略、異業合作策略、消費

者核心策略與多元通路策略等等。在數位社群行銷策略面，因應網路時代與消

費者使用習慣的變化，團購業者皆將主要角力戰場鎖定在行動商務市場，積極

發展各種與行動裝置和市場相關的技術功能，如行動 App、LBS 推播等。而社

群行銷主要是透過高普及率與高使用率的社群網站或軟體，來增加團購網站本

身的流量與消費者觸及率；或利用社群的大量、快速傳播的特色，累積網站或

商品的口碑或製造最佳廣告效果。在異業結盟部分，主要是知名的店家或實體

通路為合作對象，進行線上線下整合，達到雙贏或多贏效果。以消費者為核心

的策略則包括「會員經營系統」、「大數據分析」與「精準行銷」等重點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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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團購產業在產品轉型的策略上，各家業者皆以提供分類式的商品為發展

方向，只是分為單網站和多網站經營的不同方式。就傳統的團購網站來說，網

站上的商品是愈多愈好，然而現今為做出與大平台式業者的差異，團購業者注

重的是商品類型的挑選與品質的選擇。GOMAJI 及17Life 主打美食、美容的票

券商品，但同時經營宅配商品；瘋狂賣客則是主打新、特、奇訴求的特色商

品，企圖塑造網站品牌的特色形象；創業家則是建立各種不同類型的垂直電商

網站，提供分類式的商品服務，以期能網羅各種族群的消費者。 

市場轉型策略的部分，因為女性在網路購物市場上為主力消費族群，各家

業者皆注重女性市場的經營與拓展。國內市場部分，以票券經營為主的業者則

看好旅遊業發展，不斷拓展旅遊市場。另外，在海外市場的部分，則以鄰近國

家地區的平台合作、交流為主要的市場轉型或拓展方向。 

表4-2：台灣團購產業轉型策略內容 

 經營型態轉型策略 產品轉型策略 市場轉型策略 

GOMAJI 票券平台 

異業合作 

社群行銷策略 

會員經營系統、精準行銷 

消費者評價機制 

票券類商品為主 

宅配類商品為輔 

中國遊客市場（與中國

新美大合作） 

旅遊訂房市場（日本旅

宿、晚鳥訂房） 

17 Life 生活類電子商務 

社群行銷策略 

會員經營系統、精準行銷 

消費者評價機制 

票券類商品為主 

宅配類商品為輔 

季節性專案商品 

異業合作 

中高價服務市場（品生

活） 

瘋狂賣客 影音購物平台 

異業合作 

社群行銷策略 

會員經營系統、精準行銷 

宅配類型商品為主 

客製化商品 

自設倉儲管理 

女性市場（瘋狂愛美） 

創業家兄弟 依類別分為多網站經營 

垂直型電子商務 

異業合作 

宅配類型商品為主 

精選商品 

B2B2C 市場（松果購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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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行銷策略 

消費者評價機制 

會員經營系統、精準行銷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第三節 團購業者適合採取的轉型策略建議 

觀察既有團購模式的需求與供給循環，呈現供需不平衡的狀態。團購業者

必須設法同時滿足需求端（消費者）與供給端（合作商家）的顧客，才可能永

續經營。因此，團購業者在轉型時，必須先思考如何將消費者和廠商兩方都導

入網站，團購網站給予消費者和商家的價值是不一樣的，必須使兩方都於團購

模式中得到滿足，團購模式才能持續有效運作。 

企業在開發新領域或是實施企業轉型時，瀧澤正雄和筒井信行（1988）指

出轉型計畫必須配合經營資源與產業別、產業型態逐步計畫。轉型的基礎則應

根據本公司的經營資源、產業別與事業型態的特性，掌握企業自身資源。因

此，團購業者在轉型時，應先檢視企業自身資源與競爭優勢，找出自身特色，

強調差異化服務，才是企業經營的長久之策。 

轉型計畫推行時，企業應設法招攬人才、補充資金並增強設備技術。將統

籌管理、作業管理、銷售管理、進度管理等加以系統化等。因應行動時代來

臨，隨著消費工具使用的改變，消費者的消費習慣也受到影響。業者應因應時

代，著力於行動商務市場的發展，以適應環境時代變化的行銷策略與工具來吸

引消費者，獲取最佳行銷效果；如直播、網紅合作、影音等流行的行銷工具與

方式。未來「客製化服務」將是電子商務的經營重點，業者除了依產品分類

外，應再針對不同的族群規劃不同的產品及行銷策略。在網站設備技術端，業

者與應強化站內搜尋引擎，使網站和商品更容易被搜尋；優化網站與 App 的介

面設計與商品分類、減少頁面捲動等，以提高消費者在使用上的便利性。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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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業者也必須加強網站的交易安全性，增強消費者個人隱私的保護等。 

以團購產業來看，團購業者累積了大量在地消費者的消費紀錄與數據，在

在地化策略的發展和經營上，較其他電商網站更有優勢，GOMAJI 當初能在台

灣市場打敗 GROUPON，最主要的一個重點即為在地化的策略。團購網站累積

的在地消費資訊，使團購業者相較其他的電子商務網站，更瞭解在地的消費需

求，業者可以延伸這樣在地化的能力與數據資料，發展適合當地需求的購物網

站。另外，票券服務類的團購網站合作的商家，多半是餐廳、美容等服務業，

這些行業在資訊化程度是相對較低的，因此，團購業者需要協助合作店家進行

資訊化轉型。以餐廳類來說，台灣目前約有 12 萬家餐廳，還有很多店家不是團

購站業者的合作夥伴（吳怡銘，2016），如果想要拓展合作對象，就必須要在價

格上作策略調整，讓店家自行規劃其適合的優惠內容，以拓展團購業者合作對

象的領域範圍，讓網站提供的商品更為多元，跳脫團購的限制發展更大的市

場，同時也能轉變消費者對團購業者的既定印象。 

另外觀察目前的業者市場轉型狀況，部分業者有轉向行動支付市場的趨

勢。2014 年，美國推出 Apple Pay 引發行動支付商機，根據 Gartner 報告指出，

兩年內全球行動支付市場的年成長率將超過三成。其中，亞太、非洲、北美與

西歐將佔全球市場的 87.9%，亞太更是全球最大的行動支付市場。另外支付寶

與微信已經成為中國使用者重度依賴的消費工具。資策會調查，全台有超過六

成的智慧手機用戶聽過行動支付，但實際在使用的消費者僅佔整體的 4.8%。以

上皆反映行動支付將會是台灣下一步市場的發展趨勢（吳怡銘，2016），團購業

者可以繼續在行動支付的領域持續耕耘。 

虛實整合的交易模式要維持良好運作，必須解決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問題，

團購業者與實體商家共同合作提供商品或服務給消費者，容易引發服務內容與

品質的落差，進而影響團購業者或商家的口碑及形象，商品或服務品質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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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回流率的關鍵因素。因此，團購業者必須要需要加強管理合作商家在商品

或服務上的履行。針對一些可能影響消費者體驗的問題，如商品品質好壞和票

券類商品的訂位、排隊問題等，團購業者需要透過一些方式來控制消費者與商

家之間供需的平衡。目前部分業者雖有提供廠商訂位系統，但落實困難，發揮

的效益不大。 

GOMAJI 以往經常會對消費者做調查，多數消費者第一考量的因素會是品

牌、服務，最後才是價格。在資訊化的時代，一個平台可以將兩端串連，就是

很好的商機。因為消費者一直都在，只是業者要如何創造消費需求和找到消費

者需要的商品。團購業者若能提高市場滲透率，便可減低被去中介化的狀況，

價格也不會成為消費者考慮的唯一因素。 

團購的概念不再是過去以量制價的模式之後，變成一種行銷名詞，因此各

式的電子商務網站都成為既有團購業者的競爭對象。近兩年，蝦皮在台灣掀起

電子商務大戰，電商競爭白熱化，包含大型的電子商城都受其威脅，而電子商

務過往的增長是從線下實體移動到線上虛擬，成長緩慢有限。受到蝦皮進入台

灣的影響，加上媒體的渲染，讓虛實之間板塊移動的速度加速許多，目前受到

最大的影響大概就是實體店面。各家團購業者要在急遽變動的市場環境中永續

經營，必須檢視自身企業的競爭優勢與資源特色，找到適合自身的轉型策略。 

另外，以本研究於第二章整理出之六大轉型策略來看，台灣團購產業目前

的轉型狀況大致是以經營型態、產品與市場等三種轉型策略為其轉型過程中主

要採取的轉型策略方式。因為以往團購產業本身主打的低價等特色，設立了許

多限制條件，限制了產業的發展可能，使得整個產業在 2011 年達到鼎盛之後，

漸漸停滯衰退，於是在經營型態上是有必要做轉型與調整的。而產品的轉型也

為其轉型過程中之必要手段之一，若團購產業要突破其低價折扣的限制，就必

須找出自身商品的特色，與電子商務市場中的其他業者做出區隔，才能找到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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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市場與消費族群，以求產業的穩定發展。另外，在市場轉型的部分，台灣

的市場有限，企業若尋求產業突破或是永續發展，則有必要積極拓展不同的市

場，吸引更多不同的消費族群，無論是區域、年齡、性別或文化喜好等。 

除了上述三種目前台灣團購產業採取的轉型策略外，本研究整理出之六大

轉型策略中，產業別轉型、垂直或水平整合轉型以及多角化轉型三種策略，台

灣團購產業於轉型過程中尚未積極利用。首先，本研究之產業別轉型指涉全面

性的改變既有之產業別，而目前市場上的團購業者未有全面改以從事新行業的

業者。團購產業目前市場競爭激烈，除了既有的團購業者外，也面臨各式電子

商務的挑戰與威脅，因此，本研究認為團購產業在轉型時可以嘗試發展與既有

事業相關的新事業，以既有事業的資源和優勢發展相關新事業，未來若發展順

利，也可考慮全面轉型，以新事業為發展重心。如 GOMAJI 目前仍在嘗試的行

動支付等，目前台灣行動支付的環境漸趨成熟，業者若能把握先機，利用本之

既有之優勢與資源，或許能在新的產業中站穩一席之地。 

其次，因為團購產業的組成較為特殊，形成三方循環的特有模式，與一般

產業的上下游廠商較為不同，因此，本研究認為垂直或水平整合轉型策略並不

適用於團購產業的轉型。另外，本研究認為未來團購產業於轉型時，也可嘗試

發展多角化轉型策略。像是最近掀起的「新零售」趨勢，全球電商龍頭

Amazon 與阿里巴巴皆搶開實體店面，或許團購業者能在新零售領域中看到新

的發展可能，成立類似像「格子趣」或「小三美日」等寄賣或代購的實體店

面，打造屬於團購產業特色的實體通路，讓消費者能實際接觸團購商品，降低

對團購商品的疑慮，也更能實踐線上虛擬與線下實體的全面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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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伍章 研究結論與建議 

經過文獻探討與深度訪談等各式資料分析整理之後，本研究對台灣團購產

業的概況與轉型策略做歸納整理。本章將分為兩節，將於第一節提出本研究之

研究結論，第二節則是本研究於過程中面臨的研究限制與對未來研究的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回顧本研究的研究問題，欲探討台灣團購產業的問題為何，進一步探究台

灣團購業者採取何種轉型策略進行轉型，試圖找出未來團購業者適合採取的轉

型策略方向，並提供建議。本節將根據研究問題，依序提出經過資料分析與討

論之後獲得之相關研究結論。 

一、團購組成三方利益不平衡 

從全球最大團購網 GROUPON 退出台灣市場，全台最大團購網站

GOMAJI 宣布去團購化，轉型經營定位自身為票券平台等現象看來，台灣既有

的團購產業似乎已逐漸式微，哈佛商業評論曾指出：「GROUPON 模式的根本問

題在於沒有可行的商業模式。」 

團購網站作為團購三方模式中的中介平台，既有的團購模式無法維持團購

組成三方長期的平衡，呈現供需利益不對等的現象。商家希望找到的是會回流

消費的長期顧客，然而，依照以往動輒三折五折的團購模式，團購業者為商家

導入的顧客，則多是衝著低價特色購買的消費者，沒有所謂消費忠誠度可言，

這對商家而言等於是做賠本生意，無法獲利。既有的團購模式中，利益偏向消

費者與團購業者，商家在以往的模式中幾乎得不到利潤。所以當參與團購的宣

傳效益不如商家原先預期時，商家為了維持自身的利益，不會長期與團購業者

合作。在商業模式中，當組成的某一方利益受損、失去平衡時，就無法長期運

作。另外，團購網站作為中介平台，容易面臨「去中介」化問題，網站營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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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供給端與需求端交易的抽成，這使得供需兩端都有誘因跳過平台做交易。 

所謂「團購」已經失去最初的初衷，無法形成其組成三方（團購網站、消

費者、合作商家）皆贏的長期正循環，既有業者轉型有其必要性。以往的團購

運作模式有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產業進而遭遇瓶頸，現今業者已無法單做以

往的團購，勢必要進行轉型、尋求突破。因此，欲維持團購組成三方之間的平

衡，各家業者都推出尋求解決的方案。GOMAJI 推出手機支付工具、17 Life 也

有類似功能的熟客卡會員系統、瘋狂賣客與創業家也都分別採用會員制的方

式，企圖以會員經營的方式，讓商家更能掌握消費者，進行二次行銷，提高顧

客回流率。 

二、「團購」概念的變化 

在台灣市場，「團購」一詞最初在揪團模式中，代表的是由消費者自行召集

固定商品的購買量，以量制價，壓低商品價格。至 GROUPON 帶起的團購網站

興盛時期，「團購」的意義變成由網站主動尋找商家合作折扣商品，達到一定門

檻的訂購數量時，則團購訂單才會成立。然而，隨著產業環境一路發展、轉

型，「團購」演變至今，已成為一種代表低價格的行銷名詞，並非固定的機制或

模式，所謂「團購」業者與一般電子商務網站的商業模式漸漸無法區別。 

現今台灣的團購業者在網站上呈現的商品，多半已經不是限時限量，而趨

向常態性的商品販售，結合了一般電子商務網站和以往團購的特性，用團購的

低價格，銷售常態性商品，不再以量制價，也不再設有購買達標的門檻人數。

消費者免去時間和人數限制上的壓力；相對地，也同時失去了以數量門檻議價

的能力，商品在價格上也就失去以往相較一般電子商務網站的優勢。因此，許

多業者會保留「團購」的名稱，在部分商品或是分類項目上，加上「團購」的

名號，以吸引消費者購買。另外，部分業者也會配合特定時機，推出限時限量

的商品，以不同的促銷活動來吸引消費者。然而，不再以過去團購機制運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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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購網站與一般電子商務的界線愈來愈模糊，導致其競爭者的愈來愈多，所屬

市場的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團購業者必須重新思考其自身定位，以與市場上一

般的電子商務站做出區別，找出自身的競爭優勢。 

三、台灣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 

台灣團購業者仍持續不斷地在進行轉型，根據本研究之分析資料及訪談結

果，目前的台灣團購業者目前的轉型狀況可以分為兩類經營方式，分別為以經

營宅配商品為主的網站和以經營票券服務類商品為主的網站兩種類型。經營宅

配商品為主的代表業者為創業家兄弟與瘋狂賣客；經營票券服務類商品為主的

代表業者則為 GOMAJI 與17Life。而四家業者為了洗去以往給大眾的「團購」

既定印象，經營的業務領域雖然與過往類似，但目前都已將團購的名詞拿掉，

不再強調過往經營的「團購」概念。GOMAJI 更名為吃喝玩樂券平台，17Life

以生活電商為其網站目標，創業家以網站形式經營垂直型電子商務領域，瘋狂

賣客則以購物網站自居。 

而在本研究回顧過往文獻整理出之六大轉型策略中，台灣團購產業在產業

別轉型、垂直或水平整合轉型與多角化轉型領域中，未有轉型策略的應用。台

灣團購業者主要採取的轉型策略為經營型態轉型策略、產品轉型策略與市場轉

型策略三種轉型策略為主。GOMAJI 與 17Life 以票券類商品為主要經營範疇。

另外，GOMAJI 自 2014 年就開始佈局行動支付領域；17Life 則是不斷與實體業

者合作，協助實體業者數位化轉型，嘗試轉型作為協助實體店家虛實整合的公

司。創業家兄弟則繼續耕耘垂直電商市場的領域，不斷擴大規模；瘋狂賣客則

是特色商品，企圖建立網站特色，建立其網站專屬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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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台灣團購業者的轉型策略建議 

團購模式要能長期運作，首要的問題便是要使團購組成之三方維持平衡。

團購具有集客力，但傾向不支持長期性的低價團購，團購成長空間有限。對商

家來說，不論目前的經營狀態如何，都有拓展新消費者的需求，尤其許多中小

店家缺乏行銷資源與能力，所以對團購業者來說，其實實體商家對團購網站給

予的曝光需求是一直存在的，只是團購業者若想與店家長期合作，則必須在經

營模式上轉型或調整策略，才有穩定成長的機會。 

以往的團購模式有無法突破的瓶頸，因此團購產業轉型為必要的手段，本

研究整理出幾個重點，給未來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建議，無論業者進行何種轉

型行動，都必須重新評估企業本身資源，彌補本身之不足或弱點。首先，電子

商務市場競爭激烈，團購業者在轉型過程中必須要有明確的定位，發展自身企

業的特色，與市場上其他的業者做出服務或商品差異化的區隔，運用或強化企

業之既有資源，找出自身特色及消費族群，例如朝垂直性電子商務發展或以行

動支付為發展目標等等。以經營既有消費者，爭取消費者認同平台提供的商品

或服務為基礎，建立網站的品牌印象，才能與市場上的大型電子平台競爭。 

其次，由於網路市場相較實體商店較無通路成本，因此在價格上競爭更為

激烈。加上現今社會的消費者消費決策的考量因素，已從過去的價格主導漸漸

轉變成為其他的個人體驗價值，相較商品價格，消費者更在乎整個消費體驗的

過程，因此競價不適合做為團購業者競爭的主要策略。然而團購既有的低價特

色，雖然容易衍生出廠商產品或服務品質等問題，造成團購的消費糾紛層出不

窮，但同時其低價的特性，對消費者來說依舊是相當有吸引力的。業者應嘗試

在轉型中保留下團購的精神，並抓住消費者習性，延伸網站在其他面向的發

展。另外，因應消費者的消費與使用習慣，行動市場勢必成為未來電商的主要

角力場域，因此團購業者在轉型過程中，不能忽略行動市場或行動相關技術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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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相應之行銷工具與策略運用的重要性，應著力於行動商務市場的發展經

營。 

產業雖遇到瓶頸但其實消費需求與商機仍然存在，業者需要思考的是如何

創造消費需求和提供精準的商品，並提高企業的市佔率。團購業者若能提高市

場滲透率，讓消費者習慣使用其網站進行消費，便可減低團購業者作為中介平

台可能被去中介化的狀況，價格因素在消費決策上的影響也會變弱。現代的消

費者，多會以商品品質、品牌或服務等做為購買的優先考慮因素，價格因素的

影響在現代消費者的決策中已經不若以往有決定性作用。在轉型過程中，業者

必須以消費者核心策略，回歸消費者需求的初衷，同時傾聽合作商家的需求。

經營會員系統、累積交易數據，以大數據分析，依不同消費族群制定不同的精

準行銷策略，未來「客製化服務」將是電子商務的致勝關鍵。 

在轉型的行銷策略方面，則應觀察環境與消費者變化，以符合時代變化的

行銷工具，制定出符合時勢的行銷策略，如社群行銷、網路紅人的策略運用

等。另外，業者也應與合作商家共同進行系統設備及流程的轉型，例如，系統

優化、流程自動化、強化搜尋引擎、優化應用程式等等。團購業者在進行市場

轉型或開發新市場時，應掌握新市場與顧客的實際狀況，掌握消費者的需求及

市場規模。 

除兩種類型網站皆適用的轉型策略之外，針對目前以票券型商品為主、宅

配商品為輔經營的團購業者，以虛實整合模式累積的交易數據和會員經營，是

值得長期投入發展的項目，對陷入瓶頸的團購業者來說，或許可以成為未來發

展的方向。業者累積了大量在地消費者的消費紀錄與數據，並擁有許多在地店

家合作的基礎。因此，在在地化策略的發展和經營上，相較其他一般的電子商

務網站更有優勢，團購業者可以延伸這些在地化的能力與資源，發展在地化的

延伸服務。另外，全球行動支付市場的年成長率將超過三成，亞太地區更是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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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最大的行動支付市場，行動支付將會是台灣下一步市場的發展趨勢。結合在

地商家，虛實整合模式的團購業者也許可以以在地化經營策略繼續耕耘行動支

付的領域。 

本研究認為台灣團購產業在轉型時，除了已採用的經營型態、產品與市場

三種轉型策略外，也可嘗試利用企業既有的優勢與基礎資源進行產業別轉型，

發展新事業，跳脫團購產業的限制與瓶頸。另外，本研究也認為團購業者能視

資源條件在多角化上進行新的嘗試，像是在經營網站的同時，也發展實體通

路，以團購的特色成立類似寄賣或代銷方式的店面，成立特有的團購實體店

面，實踐虛實整合，並降低消費者對團購商品之疑慮。 

第二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於本節將分成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兩個部分做說明。 

一、 研究限制 

由於團購產業的運作模式為團購三方模式，牽涉到團購業者、合作商家與

消費者三個層面，牽涉範圍甚廣。而本研究於選取研究對象時，僅能以團購業

者作為主要研究對象，未深入探討團購產業在另外兩方組成角色（合作商家、

消費者）上如何影響轉型，這部分的資料，本研究主要是透過文獻及資料分析

進行合作商家面向與消費者面向上概要的整理，並未列入受訪對象，所以在合

作商家與消費者的面向上，較無深入分析。 

另外，台灣團購產業的業者數量眾多、變化消長快速，各家網站運作的模

式類型不盡相同也不斷在變動，目前的文獻中未見完整的團購業者組成資料。

因此，本研究僅能根據本研究之產業定義範圍，依照現有資源，參考資策會與

具公信力的各家市調公司調查的結果，彙集出四家市場上的主要業者作為本研

究之研究對象。另外，本研究以深度訪談作為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四家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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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兩家業者未能訪問到預期設定有決策能力的主管對象，選擇以其他的訪

談對象作為輔助的彌補，在訪談資料獲取上稍嫌可惜。 

二、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聚焦於台灣團購產業的轉型，因目前產業仍然在持續轉型中，變化

日新月異，未有穩定發展的跡象，加上前述的研究限制，本研究尚有許多不足

之處，根據本研究之結果提供未來研究者相關的研究建議。 

首先，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對象為團購業者，因此本研究的內容著重於團購

網站業者的分析。然而，整個團購運作由團購業者、消費者與合作商家三方角

色所組成，三方皆牽涉其中且互相影響，本研究在消費者與合作商家的面向，

未進行深入訪談，欠缺深入的分析討論，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從消費者或合作商

家的角度出發，讓團購運作的三方討論更加全面而完整。 

其次，本研究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團購」本身的概念在市場上發展至今，

已與最初的團購涵義全然不同，團購的定義也還在隨產業發展變化，甚至現今

其本身的存在與否都有討論的空間，既有的團購業者在轉型過程中也不再強調

過往團購的概念，所謂「團購」的定義和界線漸漸模糊，建議後續研究可以將

團購結合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進行研究分析。 

另外，團購產業屬於電子商務的範圍，目前全球正掀起一波電子商務的大

戰，台灣電子商務市場競爭也同樣白熱化，而電子商務的相關政策與法令規範

等尚不完善，建議後續研究可以進行電子商務相關法規的分析，加上政府面向

的角度，討論適合台灣市場的相關政策及產業的發展建議。 

 

 

 

 

 

 



123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EZprice 公關室（2014 年 3 月 30 日）。〈2014台灣團購市場分析 海外團購進

軍影響〉，《EZprice 公關室》。取自 http://news.ezprice.com.tw/3133/ 

EZprice（2015 年 4 月 9 日）。〈台灣網購10大電商團隊 –【GOMAJI–行銷副

總 陳麗蓉】訪談系列〉，《EZprice 公關室》。取自

http://www.bnext.com.tw/ext_rss/view/id/678848 

GoodLife 半價團購情報（2012 年 10 月 4 日）。〈台灣團購市場統計〉，

《GoodLife 好生活》。取自 http://blog.goodlife.tw 

SmartM 人才培訓網（2015 年 9 月 22 日）。〈從 GROUPON 看餐飲團購的美

麗與哀愁，台灣業者怎麼說？〉，《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7459/BN-2015-09-22-225204-84 

TVBS（2016 年 4 月 29 日）。〈團購退燒？平台轉型「吃喝玩樂通包」吸

客〉。《TVBS》。取自 http://news.tvbs.com.tw/life/651582 

中華民國電子商務年鑑（2012）。〈我國電子商務市場發展現況〉，《中華民國電

子商務年鑑》。取自 http://ecommercetaiwan.blogspot.tw/2012 

王端玉（2012 年 11 月 19 日）。〈Let's 購 團購市場泡沫化〉，《電子商務時

報》。取自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21118232939 

司徒達賢（2001）。《策略管理新論─觀念架構與分析方法》。台北：智勝。 

伍忠賢（2000）。〈企業轉型的策略方案抉擇〉，《管理雜誌》，314：106-110。 

朱柔若譯（2001）。《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與資料分析》。揚智文化，1996。（原書 

Herzog, T. [1996]. Research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竹本次郎（1989）。〈從勞動密集到技術密集的轉型〉。台北：日本文摘雜誌社。 

何佩珊（2017 年 2 月 20 日）。〈團購市場持續衰退，17Life 轉向思考，從寄

杯服務尋找新出口〉，《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3258/business-transformation-of-17life-2017 

何英煒（2014 年 2 月 17 日）。〈創業家兄弟 拼年底登興櫃〉，《工商時報》。

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217000210-260206 

 



124 
 

何英煒（2015 年 3 月 3 日）。〈資策會：今年電子商務市場將破兆元〉，《工商

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50303000216-

260210 

何英煒（2016 年 6 月 22 日）。〈夠麻吉喊轉型、不玩團購了〉，《工商時報》。

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622000137-260204 

吳怡銘（2016）。〈GOMAJI 的專案管理〉，《專案經理雜誌》，28：16-52。 

吳師豪、標郁雯（2016）。〈影響華人企業網路團購再惠顧意願之研究─關係行

銷觀點〉，《商略學報》，8（4），251-270。 

李天任、藍莘譯（1995）。《大眾媒體研究》。台北：亞太圖書。（原書 Wimmer, 

R. D., & Dominick, J. R. [1994]. Mass Media Research-An Introduction. 

California：Wadsworth.） 

李青（2008）。〈淺談網上團購〉，《現代商業》，15：149-150。 

李為仁（1990）。《電子業轉型之環境、策略與關鍵性成功要素研究》。台灣科技

大學工程技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李美華等譯（1998）。《社會科學研究方法》，台北：時英。（原書 Earl, B.  

[1998].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8th ed., Belmont. CA: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 

周文祥、慕心編譯（1998）。《巨變時代的管理》，台北：中天。（原書 Peter F. 

Drucker [1995]. Managing in a Time of Great Change. NY: Harvard 

Business.） 

周佳欣（1997）。《台灣中小企業策略性轉型之研究》。東吳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碩士論文。 

林之晨（2010 年 10 月 15 日）。〈GROUPON 模式的黑暗面〉，《動腦 brain》。

取自 http://www.brain.com.tw/news/articlecontent?ID=14648&sort= 

林寄雯（1992）。《日本經貿專著選譯叢書 中小企業轉型策略（上）》。經濟部國

貿局。 

波士特線上市調網（2013 年 12 月 19 日）。〈全民瘋團購〉，《波士特線上市調

網》。取自

http://www.pollster.com.tw/Aboutlook/lookview_item.aspx?ms_sn=2252 

施美玲譯（1997）。《大眾傳播硏究方法》，台北：五南。（原書 Singletary, M. 

[1993].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Contemporary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125 
 

洪凱音（2015 年 5 月 26 日）。〈靠 LINE 貼圖 生活市集擁有逾900萬粉絲〉，

《中時電子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50526004508-260405 

洪凱音、王莫昀（2013 年 7 月 30 日）。〈國發基金首度投資電子商務〉，《中

國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30730000782-

260110 

洪菱鞠（2014 年 7 月 30 日）。〈團購網跨資本市場 GOMAJI 明年掛牌上

櫃〉，《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40730/384100.htm 

洪菱鞠（2016 年 4 月 29 日）。〈GOMAJI 轉型吃喝玩樂票劵平台 向團購說

Bye Bye〉，《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goo.gl/L75e7c 

科技報橘（2013 年 1 月 24 日）。〈團購平台不該壓榨商家，沒有他們你什麼

都不是〉。取自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3/01/24/group-

purchase-platfrom-should-help-retailers/ 

科技報橘（2016 年 4 月 29 日）。〈【團購已是過去式】擁抱行動支付，Gomaji 

一舉轉型最大吃喝玩樂劵平台〉。取自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6/04/28/gomaji-end-off-group-buying-

business-to-payment/ 

徐聯恩（1996）。《企業變革系列研究》，台北：華泰。 

翁望回譯（2008）。《策略管理與競爭優勢》。台北：華泰。（原書 Barney, J. B. 

& Hesterly. W. S. [2005].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高天一（2010）。《以科技接受模式探討團購網站對消費者行為意圖的影響》。國

立成功大學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論文。 

張正錩（2005）。《我國傳統製造業轉型觀光工廠之經營策略探索性研究》。中原

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張旭宏（2013 年 1 月 28 日）。〈團購真夯！GOMAJI 去年業績倍增衝破16億

元穩居龍頭〉。取自

http://news.cnyes.com/Content/20130128/KH5L2OWPK1LN6.shtml 

張瑋容（2014 年 4 月 14 日）。〈2014年第一季台灣 Top30購物網站造訪排行

榜出爐〉，《SmartM 電子商務網站》。取自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13633cea3 

 



126 
 

畢恆達（1996）。〈詮釋學與質性研究〉，胡幼慧（編）《質性研究：理論、方法

及本土女性研究實例》。台北：巨流。 

章誌虔（2004）。《公營事業推動多角化與轉型模式初探 以台電公司為例》。台

灣大學工業工程學研究所。 

莊雅茜（2015 年 10 月 1 日）。〈「接地氣」太累 團購王酷朋敗走真相〉，《商

業週刊》，1455：80-84。 

許文貞（2015 年 8 月 26 日）。〈GOMAJI 新定位：O2O 服務，目標3年內改

以行動支付為主要營收〉，《數位時代》。取自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37190/BN-2015-08-26-170648-143 

許文貞（2016 年 5 月 4 日）。〈餐飲團購優惠市場遇瓶頸，GOMAJI 「告別

團購」拼轉型〉，《數位時代》。取自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39447/BN-2016-05-04-181454-143 

許英傑（2017 年 11 月 12 日）。〈許英傑觀點：電商同業惡性競爭，面臨經營

模式轉型〉。取自 http://www.storm.mg/article/354634 

許壽峰（1989），〈小巨人躍昇的時代〉，《戰略生產力雜誌》，397：16-37。 

陳怡如（2011 年 8 月 11 日）。〈台灣團購大戰開跑一年，淘汰機制啟動！〉，

《數位時代》，207：50-53。 

陳怡如（2012 年 11 月 19 日）。〈Let‘s 購 團購創新分天下〉，《電子商務時

報》。取自 http://www.ectimes.org.tw/Shownews.aspx?id=121118231751 

陳明璋（1990）。《企業贏的策略：掌握成功的4項關鍵：經理人、接棒、轉型、

創新》。台北：遠流。 

陳明璋（1994）。《臺灣中小企業發展論文集》。台北：聯經。 

陳明璋（1995）。〈企業轉型的經營策略與作法，扭轉乾坤─台灣企業突破變局

的成功實例〉，《中華民國管理科學學會》，頁13-14。 

陳明璋（1996）。〈企業轉型的策略與成功關鍵〉，《貿易週刊》，1690：18-21。  

陳威如、余卓軒（2013）。《平台革命》。台北：商周。 

陳薪智（2015 年 9 月 22 日）。〈【GROUPON Taiwan 倒下，解密台灣團購網

專題】網購的寒冬將至，GROUPON Taiwan 傳即將關閉？〉，《SmartM 電

子商務網站》。取自 https://www.smartm.com.tw/article/31353937cea3 

陶韻智（2011 年 9 月 3 日）。〈半價團購下一步往哪走？〉，《INSIDE》。取自

https://www.inside.com.tw/2011/09/03/GROUPON-next-move 

 



127 
 

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4 年 6 月 3 日）。〈ARO / MMX 觀察─零售購物類

別網域使用概況〉，《創市際雙週刊第十八期》。取自 https://goo.gl/o6RQxr 

彭慧明（2017 年 8 月 24 日）。〈17Life 現轉機 B 輪融資達陣〉，《經濟日

報》。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12/2660598 

曾靉（2017 年 5 月 24 日）。〈拚轉型！GOMAJI 跨足台灣晚鳥訂房市場〉，

《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44641/gomaji-enters-

latehotelsdeal-market 

森口八郎（2000）。《開拓中小企業的活路─企業轉型成功實例》，台北：華泰。 

馮景青（2016 年 5 月 30 日）。〈瞄準滑世代 創宇行動「松果購物」今開

站〉，《中國時報》。取自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60530002901-260412 

黃宏義譯（1987）。《策略家的智慧》。台北：長河。（原書 大前研一[1983]. The 

Mind of Strategist. New York,NY: Penguin.） 

黃秋祝（2011）。《網路團購網站競爭策略行為之探討：愛合購個案研究》。國立

交通大學高階主管管理學程碩士班碩士論文。 

黃國蓉（2014 年 12 月 29 日）。〈營運長涂孟郊專訪／夠麻吉跨兩步 跳脫團

購框架〉，《經濟日報》，頁 A4。 

楊雅婷（2017 年 12 月 4 日）。〈創業家兄弟創辦人專訪 ／創業家科技讀心 

做大版圖〉，《經濟日報》。取自

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49/2854261 

楊璧瑜（2011）。〈台灣團購網站的現況與趨勢發展〉，《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

院》。取自 http://ciis.cdri.org.tw/irr/content.aspx?sid=0B311565696956925447 

經濟日報（2015 年 1 月 20 日）。〈GOMAJI 攻支付 聯發科入股加持〉。取自

http://edn.udn.com/article/view.jsp?aid=796369&cid=47%27#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2010）。《ICT 產業研究，2010台灣線上購物市場

規模》。取自 http://www.iii.org.tw/service/3_1_4_c.aspx?id=127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2011）。《2011年團購快速成長 手機購物潛力商

機》。取自

https://mic.iii.org.tw/micnew/IndustryObservations_PressRelease02.aspx?sqno=

243 

資策會產業情報研究所 MIC（2012）。《台灣線上購物市場規模3,583億元》。取

自 http://www.iii.org.tw/service/3_1_4_c.aspx?id=127 

 



128 
 

資策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 FIND（2015）。《臺灣民眾網路團購行為調查分

析》。取自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8554# 

鄒家彥（2014 年 2 月 26 日）。〈創業家兄弟宣布準備 IPO，創辦人郭書齊：

台灣網路產業能量大，只是沒有足夠刺激〉，《科技報橘》。取自

https://buzzorange.com/techorange/2014/02/26/interview-with-jerry-kuo-2014/ 

廖千瑩（2016 年 11 月 18 日）。〈夠麻吉拚轉型 衝 Q4業績〉，《自由時報》。

取自 http://news.ltn.com.tw/news/business/breakingnews/1890969 

劉元勛（2015 年 9 月 24 日）。〈GROUPON 酷朋崩塌給我們的反思〉，《健康

365》。取自 https://goo.gl/Qy9ST9 

數位時代（2015 年 2 月 27 日）。〈網路產業誰領風騷？2015 台灣百大熱門網

站揭曉!〉，《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35475/BN-

ARTICLE-35475 

蔡佳良（2011 年 10 月 3 日）。〈團購力量大〉，《資策會 FIND》。取自

http://www.find.org.tw/market_info.aspx?n_ID=5508 

鄭榮郎（2001）。〈傳統產業向上提升的轉型策略〉，《能力雜誌》，540：77-80。 

鄭緯荃（2012）。〈GoodLife 2011年臺灣團購市場走勢分析〉，《數位時代》。取自

https://www.bnext.com.tw/article/22035/BN-ARTICLE-22035 

賴進林（2001）。《我國中小企業轉型的個案研究》。國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

研究所碩士論文。 

戴國良、劉恒成（2016 年 8 月 18 日）。《瘋狂賣客 兼具創新及高成長性之網

購平台》，ETtoday 新聞雲。取自 https://goo.gl/3k85TD 

謝富旭、勵心如、張朝鈞（2017 年 9 月 21 日），《垂直發展、虛實聯盟、跨

境出擊 戰國時代下的電商新顯學》。取自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article/category/80393/post/201709210019 

謝碧枝（2000）。《企業轉型中的多角化策略選擇-以食品業為例》。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農企業管理碩士論文。 

顏瓊玉（2014 年 2 月 27 日）。〈雜碎團購網 單挑 GROUPON 的重生術〉，

《商業周刊》，第1372期。取自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KWebArticle.aspx?id=53570 

瀧澤正雄、筒井信行（1988），江金龍譯，《成功的企業轉型-中小企業如何脫胎

換骨》。台北：尖端。 

 



129 
 

英文部分 

Anand, K. S., & Aron, R. (2003). Group buying on the web: A comparison of price-

discovery mechanisms. Management Science, 49(11), 1546-1560. 

Bibeault, D. B. (1982). Corporate turnaround: How managers turn losers into 

winners. NY: McGraw-Hill. 

Corbitt, B. J., Thanasankit, T., and Yi, H. (2003). Trust and e-commerce: a study of 

consumer perception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2(3), 

203-215. 

Jonathan D. D. (2000).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without a crisis. New York, NY: The 

McKinsey Quarterly, 4, 116-128. 

Kalakota, R. & Robinson, M. (2001). E-Business: Roadmap for Success. MA: 

Addison-Wesley. 

Kauffman, R. J., & Wang, B. (2001). New buyers' arrival under dynamic pricing 

market microstructure: The case of group-buying discounts on the Internet. 

Journal of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ystems, 18(2), 158-187. 

Kimberly, J. R. & Quinn, R. E. (1984). Managing Organizational Transition, 

Homewood, IL: Jessey Base Inc.  

Klein, M. M. (1996). Tip for aspiring reengineers. Planning Review, 24(1), 40-41. 

Kotter, J. P. (1995). Leading Change: Why Transformation Efforts Fail? Havard 

Business Review, 82(2), 59-67. 

Kotter, J. P. (1999). What Leaders Really Do. Boston, MA: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Levy A. & Merry U. (1988). Organizational Transformation: Revitalizing 

Organization for a Competitive World. New York, NY: Preager Press. 

McHugh, J. (1999). Consumer collusion!, Forbes, 164(5), 222-223. 

McKnight, D. H., Choudhury, V., & Kacmar, C. (2002). Developing and Validating 

Trust Measures for E-Commerce: An Integrative Typology,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3(3), 334-359. 

Miller, W. L., & Crabtree, B. F. (1992). Primary Care Research: A Multi-Method 

Typology and Qualitative Road Map, in Miller & Crabtree, Doing qualitative 

 



130 
 

research. Newbury Park, CA: Sage Publications. 

Porter, M. E. (1980). Competitive Strategy: Techniques for Analyzing Industries and 

Competitors. New York, NY: Free Press. 

Rezabakhsh, B., Bomemann, D., Hansen, U. & Schrader, U. (2006), Consumer 

power: a comparison of the old economy and the internet economy, Journal of 

Consumer Policy, 29(1), 3-36. 

Rindova, V. P., & Kotha, S. (2001). Continuous “morphing”: competing through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m, and function.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44(6), 1262-1280. 

Shaheen, G. T. (1994). Approach to Transformation, Chief Executive, 2-5. 

Slywotzky, A. J. (1996). Value Migration: How to Think Several Moves Ahead of The 

Competition,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vard College. 

Yuan, S. T., & Lin, Y. H. (2004). Credit Based Group Negotiation for aggregate 

sell/buy in e-markets. Electronic Commerc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s, 3(1), 74-

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