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第五章    研究結果分析 

會選擇以創業為論文研究方向，研究者本身對 SOHO 族的嚮往也是原

因之一。SOHO 並不是如表面所見，自在愜意地穿著棉軟拖鞋，優哉游哉地

在家等錢掉下來。個人認為，SOHO 是一份挑戰性極高的工作，如果工作者

本身沒有一定的自持力，那就會像在家唸書的考生般，時間就在開冰箱與

打瞌睡中悄悄消逝。以創業者而言，即便不以 SOHO 型態創業，但在某種

程度上，卻絕對要具備 SOHO 族的堅持與獨立。這堅持與獨立是指什麼？

就個人解讀而言，堅持便是自制力的一種表現，不能得過且過，對自己事

業遠景的規劃與落實，要一步一腳印，踏實而紮實；而獨立則是要時時抱

有孤獨的覺悟。包括創業，綜合研究中的訪談結果發現，當下定決心要完

成一件事，許多時候便會處在一種孤獨的情境。因為決心只有自己瞭解，

也只有自己知道該如何完成這個決心；所以，孤獨但快樂，是研究者對創

業下的一份註腳。 

  在研究分析部份，擬將本研究的七組個案訪談，首先依照婚姻及子

女狀況，分為三類進行討論，在本章節將針對所訪談的女性創業家，其

家庭所給予之協助、創業動機與歷程的改變，以及婚姻對女性創業者所

帶來的影響作敘述。如第一章所顯示，本研究的研究重點有以下四項： 

   （1）新時代女性創業者的角色： 

    從女性生涯動機理論的角度而言，女性創業者在為事業努力時，

受到生活中其他因素（例 如：婚姻、家庭）的影響為何？ 

      （2）女性自我認知： 

    在創業歷程中，女性如何知覺個人所發生的內外在改變？這些改

變與社會文化背景的關聯是什麼？ 

   （3）政府及成人教育機構的功能： 

  青輔會及 SOHO 協會如何增強對女性創業的協助？ 

   （4）綜合了解女性創業者所需要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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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將分別進行說明。 

 

 

第一節  女性創業者的角色 

  Farmer(1997)依據所提之女性生涯動機模式，提出三點假設，這些假

設和有效的的生涯計畫及選擇有很大的關係： 

（1）生涯計畫(career planning)必須放在一生的計畫架構(a life 

planning framework)裡，如此才能將其他生活角色(life roles)，如

配偶、伴侶、父母及其他個人角色等，列入考慮中。 

（2）生涯領域的選擇和個人的能力、態度、價值觀、興趣是一致的，

且應該是合乎社會機會與限制的事實。當女性面對不可避免的生涯與家

庭的衝突時，常會造成其生涯選擇的挫折。 

（3）在工作表現方面，造成女性未能充分發揮其潛能的因素有很多；

這些因素讓她們相信，不管是家庭、朋友或社會，並不在乎女性是否工

作。 

  在訪談過程中，Farmer的女性生涯動機模式假設不斷出現並被印證。

雖然在創業前，研究對象大多未特別針對個人生涯進行全盤規劃，但在創

業的過程中，依然不斷受到其他生活角色、家庭、旁人眼光的影響。以小

蘭兒來說，她已有份固定職業，雖然她說想創業的動機是因為可以節省孩

子的治裝費，但根據研究者的觀察，其實小蘭兒創業的深層目的，應是想

把握與孩子共同成長的機會，所以她才會有想開設「媽咪寶貝ＤＩＹ課程」

的動機。但這種倏忽即逝的意念，若不時常自我提醒，是很容易受生活中

的其他所事與壓力所淹沒而被遺忘，因此，到後來，小蘭兒對自己目前創

業行為所下的註腳，便是「還在觀望中」！ 

  至於單身與已婚對女性創業的影響，前文曾提及，男性的勞動參與率

是逐年微幅下降，反觀女性，其勞動參與率比之男性則是有逐年上升之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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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一消一漲之間，女性在就業市場的重要地位已不言而喻。而再以近

三年行政院主計處「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觀之（表5-2），從

比例來看，未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比起有配偶或同居者、離婚分居或喪偶

者，與男性相距最小，造成這種情況之因素，應與傳統性別角色意識有關。

在文獻探討曾提及，即變夫妻雙方皆有自己的工作或事業，在性別角色劃

分的原則下，妻子的家庭角色和責任仍未減輕。雖然一般而言丈夫都會支

持妻子事業的發展，但會分擔家務的丈夫卻不多，例如三歲以前的子女有

78.6％是育齡婦女自己照顧（謝秀芬，1998）。亦即妻子仍然擔負著主要

的家務責任，而丈夫有不參與家務的事實（伊慶春，1989）。 

表 5-1  臺灣地區勞動力參與率按年齡與婚姻狀況分 

九十一年 九十二年 九十三年 
項目別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男 女 

總計 57.34 68.22 46.59 57.34 67.69 47.14 57.66 67.78 47.71

年齡 

25~44 歲 79.97 93.57 66.33 80.34 93.12 67.55 81.25 93.30 69.25

25~29 歲 81.34 90.12 72.74 81.51 89.31 73.86 82.67 89.44 76.06

30~34 歲 80.86 94.90 66.75 81.45 94.82 68.09 82.14 94.85 69.51

35~39 歲 79.88 95.31 64.28 80.53 94.92 66.01 81.39 95.18 67.52

40~44 歲 77.86 93.76 61.77 77.97 93.34 62.42 78.91 93.73 63.93

45~64 歲 59.04 78.35 39.91 59.58 78.05 41.31 59.96 78.10 42.03

45~49 歲 72.73 90.59 54.73 73.67 91.02 56.23 74.32 90.97 57.64

50~54 歲 62.78 82.86 42.60 63.59 83.07 44.09 64.31 83.65 45.00

55~59 歲 49.13 70.78 27.88 48.53 68.80 28.59 48.63 68.49 29.10

60~64 歲 33.89 51.66 17.17 34.03 50.24 18.76 33.49 49.88 17.97

65 歲以上 7.79 11.54 3.78 7.78 11.38 4.01 7.42 10.83 3.93

婚姻狀況 

未婚 54.85 55.67 53.89 55.04 55.49 54.52 56.00 56.62 55.28

有配偶或同居 61.91 77.37 46.64 61.78 76.67 47.10 61.92 76.21 47.77

離婚、分居或喪偶 34.15 48.93 26.88 35.10 49.53 27.87 35.56 50.39 28.12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臺灣地區人力資源調查統計年報 

 

  在本研究中，四組已婚的個案，除了中中與先生有針對家務作明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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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外，其他三組女性創業者與配偶皆未針對家務做分工，即代表雖然夫妻

雙方同樣有工作，但料理家務的擔子依然落在女性肩上。前文提及，即使

先生會給予女性創業者協助，但協助的層面多事在情感支持，而非實際的

行動；以小安為例，她會以創業取代再求職的考量，除了因年齡限制外，

以SOHO工作形式的創業能讓她擁有更彈性的時間，兼顧料理家務與照顧小

孩方面。 

  小齡曾說，結婚後她不擔心自己的婚姻會成為愛情的墳墓，但她卻很

怕因為婚姻而葬送自己辛苦努力的工作與事業。而造成女性在婚後事業停

滯的因素，家務操持便是第一要素。根據行政院主計處 91 年臺閩地區婦

女生活狀況調查摘要分析指出，若以重要度表示婦女家中家務提供者的主

要程度，第一主要提供者便是婦女本人，其擔任家務提供者最多，重要度

79.3。而由下表 6-2 可看出，妻子就業度遠低於先生。傳統女性被灌輸一

種觀念：女性可以動用一切稟賦為別人服務，但不能為自己。（鄭至慧等

譯，1997）傳統女性被灌輸人生以服務為目的的觀念，即先服侍丈夫，再

照顧子女；女性本身似乎沒有任何慾望，也不能兼顧別人與自己的利益需

求。因此，現代已有許多女性挺身而出，為自己的理想付出，因為她們發

現，「平等」是切身需要，而非理論。唯有得到平等，她們才能過自己想

要的生活。（鄭至慧等譯，1997） 

  因此，當已婚女性在事業上爭取一片天時，能否在事業與家庭中取得

平衡？小安選擇兩頭燒，創業與孩子照料兼顧；新春與如意選擇互相配

合，由於是合作創業，雙方配合彼此時間；小齡則是與婆婆分擔家務。在

這之中，似乎少了一個角色，那就是「先生」。女性創業者先生的角色究

竟該如何扮演？以中中來說，她與先生共同創業，因此家務是彼此共同分

擔，較無上述問題，但是總歸來說，女性創業者是不容易遇到願意成為「賢

內助」的另一半，能給她好建議跟適當的協助與慰藉呢？許多女性創業者

都覺得在創業的路上是孤獨而難行，非常需要有能互相打氣的人。為什麼

那人不能是自己終身的伴侶呢？新春如意的先生，一開始看待她們創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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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也是坐壁上觀，是「看這兩個家庭主婦能玩出什麼名堂」，而非給予

支持或具體建議。因此，飛雁專案的學員便自組了一個「飛雁創業互助

會」，互助會創立的主要目的，除了希望日後能以基金會的形式向政府爭

取更多協助外，最終目的便是提供眾家女性創業著一個彼此打氣，互通聲

息的場所，知道在創業的路途上，自己並不孤單。 

 

 

 

表 5-2 夫妻就業狀況 

夫妻之就業狀況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八月 單位：千對 

夫    或    妻    就    業 

項 目 別 總計 夫妻均就業 

計 夫就業 妻就業 

夫或妻 

均未就業 

總  計 4,899 2,164 1,736 1,485 251 999 

地區別 

北部地區 2,130 946 749 631 118 435 

中部地區 1,239 544 444 394 50 251 

南部地區 1,411 624 503 427 76 284 

東部地區 119 50 40 32 8 29 

家庭類型 

核心家庭 2,996 1,379 1,091 919 172 526 

夫婦 569 188 139 108 31 242 

夫婦及 

未婚子女 
2,427 1,191 951 810 141 284 

註：本表「夫妻」係指兩人共同居住於家中之夫妻，未含分隔兩地之夫妻。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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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女性在創業歷程中的轉變 

  以女性創業者而言，她們除了在創業的過程中經歷較男性更多的限制

與挑戰，文獻中提及的生涯中斷問題也是阻礙女性創業的問題之ㄧ。如何

克服並進一步化阻力為助力，便是本節所要討論之處，將就研究個案中筱

佳、中中、小蘭兒、新春與如意進行說明。 

（１）筱佳： 

  筱佳個性隨和，口頭禪是「嗯，好啊」或「都可以啦」，因此，當初

會答應父親管理他投資的快餐店，也是因為「阿，就好啊」，沒有經過特

別的考量。但，但由於父親並未完善規劃創業細節，因此，由於是在興沖

沖的情況下，再加上本身缺乏相關經驗，與父親在投資前並未做好通盤規

劃與考量，因此一頭熱栽下去的後果，便是快餐店經營不善。在面對快餐

店日益慘澹經營的情況，筱佳也驚覺，這樣下去是不行的！因此她決定，

要將快餐店做轉型，即使父親不置可否，僅說若要將餐廳轉型，一切開支

筱佳請自行負責；而當時她也不知憑著哪來的勇氣與決心，對父親說出：

「嗯，好啊！」這句雖是原本平常的口頭禪，但卻是促使這間店、促使她

發現自我的關鍵句。 

  在籌備店面轉型的期間，筱佳不斷上課進修，除了青輔會的創業相關

課程外，由於從事的是餐飲業，先前無相關經驗的她也選擇自己較有興趣

的法式料理與紅酒鑑賞課程作為進修，也在課程中發現店面轉型的契機及

現在的合夥人。在這段學習過程中，筱佳覺得，現在的自己，每天都很忙，

但是卻覺得日子會閃閃發光，以前就算是在英國留學，心理面一直都有的

茫然與渾噩之感，在這段期間都不曾出現過。致力於店面轉型的這段日

子，除了上課以外，與合夥人討論店內事宜便是她生活中的重心，此外，

原本對轉型不甚看好的父親，此時也會以創投顧問之姿，給予許多建議，

眼光與言語中也更多了份信任。筱佳說：「創業，很累啊！但是我覺得很

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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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中中： 

  雖然目前是夫妻共同創業，但根據研究者的觀察，或許由於個性上的

互補，中中急先生慢，再加上適當的溝通，因此在事業上的齟齬並未在日

常生活中出現。反而是雙方家庭由於對 SOHO 工作性質的不熟悉，所帶來

的負面壓力較大。前文提及，中中是公務員世家，先生則是長子，即便兩

人創業的出發點之ㄧ，便是為了擁有彈性的工作時間以便照顧父母，但家

中長輩對 SOHO 工作者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認為那是遊手好閒不務正業

的人，因此，即使被雜誌採訪多次、生活不虞匱乏，但依然得不到父母的

認同。此時，中中說，能怎麼樣？就苦笑一下然後繼續努力吧！ 

  此外，為了達成自己的夢想，與同樣喜好四處旅遊先生，除了經營目

前的電子商務外，他們想在台灣建立一家 YH 青年旅館的願望也同樣並排

進行中。為了實現夢想，除了四處找尋理想地點，蒐集政府方面可提供的

協助外，中中說，現在請他們規劃電子商務的企業主她也有留意，因為她

希望這些顧客，能成為以後她 YH 的資金贊助商之ㄧ。 

（３）小蘭兒： 

  小蘭兒在創業的路途中，與其他六組個案相比，不知該說她遭逢阻力

是最小，還是最大。在家務操持與照顧小孩方面，都是和先生平均分擔；

在創業的過程中，先生也是給予支持協助；再加上雙方皆有穩定的收入，

小蘭兒似乎算是幸福的女性創業者吧！但從小蘭兒的個案中，我們可以發

現若不經一番寒徹骨，其實是很難聞到撲鼻的花香！因為一開始抱持著

「衣服若賣不出去，就給自己孩子穿」的心態，到後來，小蘭兒進的衣服

真的都穿到自己的小朋友身上。因為雖然她是以 YAHOO 拍賣作為創業場

域，其進入門檻極低，每筆拍賣僅需支付 3-5 元的手續費，但由於依然有

些不可避免的瑣碎工作，像常需上網回答提問、將商品拍照等，小蘭兒偶

因怠惰，將進度推遲，因此，反而不似其他個案已有具體的創業成績，她

依然停留在嘗試、玩票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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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新春與如意： 

  這是一組友伴攜手創業的成功個案。由於她們是利用自己私房錢為創

業基金，沒有貸款問題，因此雙方家人一開始雖都抱持著存疑，甚至看好

戲的心態，但並未阻止。在創業過程中，雙方的合作是需要磨合的時間，

但因為新春與如意自有一套良好的溝通模式，即：你說我聽，我說你聽；

因此，並未因意見相左而有衝突發生。但在家庭家務操持方面，雙方家庭

不論先生或公婆，並不會在家務上給予協助或分工，因此她們得靠自己，

除了兩人以輪班的方式照顧店面，如意讀大學的孩子也會在事業方面給予

協助，比方說是購物網站的建構與商品圖樣拍攝等。此外，在她們創業有

一番成績後，新春是東港在地人，如意則是潮州人，她們提到，我們台灣

人去外國，如果被問到說台灣的文化在哪裡的話，回答不出來不好，基於

不願讓子女有回答不出自己生長背景在地特色的窘況，她們便希望能將東

港特殊的漁業文化及王傳技等習俗保存。但在此時他們也發現，保存許多

東港寶貴記憶的東港漁會建築已十分老舊，因此，她們將它承租下來，作

為東港漁業文化展示館，並在展館的一樓開設產品販賣區外，也有一間黑

鮪魚主題餐廳，因此她們除了開始有能力經營實體店面外，她們也發現，

如果要對記憶中的文化進行保留與修復，是需要花費許多金錢。所以，在

2004 年 10 月新春與如意也登記成立「屏東縣漁業文化促進會」，希望透

過這個促進會，結合產、官、學界的力量，將屏東文化與特色推廣出去。 

  在訪談過程中，如意曾說她認為，志業與事業是不可分開的，雖然創

業的目的之ㄧ便是營利，但如果不對自己生長的文化座保存與貢獻，等有

一天它消失了，那將會是很悲哀的一件事。因此，有志一同的兩人，便決

心在行有餘力之際，貢獻地方，如意說，她希望能讓東港不僅有吃的文化，

也要有看的文化。因此，透過雙方的默契與體貼，新春與如意已將許多不

可能化為可能，這也說明，溝通、行動、毅力在創業的成敗上，是扮演著

多麼關鍵的角色。而這些正面的個人特質，多半是經由創業過程而被激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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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也變成女性自我成長與改變的重要特色。 

 

 

第三節 對青輔會及 SOHO 協會的具體建議 

本研究中的研究對象，七組創業女性，其創業場域有四組皆選擇在由

青輔會交與 SOHO 協會協辦的「SOHOMALL 集合式網路創業育成」中的

SOHOMALL 網路商城進行創業行為，因此 SOHO 協會其對女性創業這的影響

可謂極為重要。因此研究者根據在參與觀察中的發現，與歸納協同研究者

的訪談紀錄後，發現承攬政府業務的 SOHO 協會仍有許多可改進修正之處。

以下先針對 SOHOMALL 網路商城的服務內容及講師部份做建議，再就網路

商城經營者本身提出經營上的具體方案。 

年費九萬九千把百元的 SOHOMALL 網路商城，較之其他網路商城，如

YAHOO 購物，其實惠價格也是吸引許多女性創業者的因素。以 YAHOO 購物

的拍賣收費來說，其收費方式如表 6-1，可發現 SOHOMALL 的收費是十分低

廉的。 

 

表 5-3 Yahoo!奇摩網路開店報價表 

名  稱 說  明 設計建置

(第一年)

平台租用 

(每年) 

費用總計 

開店-A 套餐 
1~50 項產品上架空間，商店平台租用(一年)、基本形象網

頁設計 
18,000 56,000 

商品搜尋上

架服務(A) 

1~50 項商品可以在 Yahoo!奇摩購物 1搜尋引擎中被搜尋到

(一年) 
 24,000 

98,000 

開店-B 套餐 
1~300 項產品上架空間，商店平台租用(一年)、基本形象網

頁設計 
18,000 68,000 134,000

商品搜尋上

架服務(B) 

1~300 項商品可以在 Yahoo!奇摩購物 1 搜尋引擎中被搜尋

到(一年) 
48,000  

開店-C 套餐 
1~500 項產品上架空間，商店平台租用(一年)、基本形象網

頁設計 
18,000 80,000 16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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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搜尋上

架服務(C) 

1~500 項商品可以在 Yahoo!奇摩購物 1 搜尋引擎中被搜尋

到(一年) 
64,800

開店-D 套餐 

 

1~1000 項產品上架空間，商店平台租用(一年)、基本形象

網頁設計 
18,000 98,000 

商品搜尋上

架服務(D) 

 

1~1000 項商品可以在 Yahoo!奇摩購物 1搜尋引擎中被搜尋

到(一年) 
 90,000

206,000

開店-E 套餐 
1~2000 項產品上架空間，商店平台租用(一年)、基本形象

網頁設計 
18,000 115,000 

商品搜尋上

架服務(E) 

1-2000 項商品可以在 Yahoo!奇摩購物 1搜尋引擎中被搜尋

到(一年) 
129,600

262,600

資料來源：Yahoo!奇摩網路開店合作企劃書 

 

  因此，擁有低進入門檻的競爭優勢，SOHOMALL 網路商城的低廉收費吸

引許多有心創業的女性。但在收費較低廉的背後，其配套服務市府也能同

樣令人滿意呢？茲將本研究的建議整理如下： 

（１） 服務內容：  

  SOHOMALL 對進駐商家對外的主要行銷方式有以下四點：媒體報導曝光

與行銷廣宣活動機會之安排、政府專案曝光機會之爭取與安排、其他行銷

宣傳機會(ex.顧問於平常演講當中以案例分析之方式，增加商家夥伴網站

曝光機率)、聯合參展機會。而 SOHOMALL 本身的行銷口號便是「創業明星

最多的網路開店市集」，本意是強調在 SOHOMALL 中所有的商家皆是創業明

星。但當明星聚集星光熠熠時，焦點何在？因此有進駐商家會感到，同是

繳交相同平台使用費，但為什麼在媒體曝光、參展受訪的就是那麼幾家

呢？因此建議 SOHOMALL 對提供其網路商城的商家的曝光機會時應留意此

部份，勿以打明星牌的方式推銷固定商家，若如此，商城中的其他經營者

將情何以堪！ 

 

（２）講師陣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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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創業是實務性的工作，如果想用理論說明，恐怕是一言難盡。不

論是 SOHOMALL 提供的網路創業課程，或是青輔會飛雁專案中的女性創業

研討會與其中相關研習課程，都無法僅用理論說明。因此在講師的選擇上

便十分重要，此君也許極有此方面學術背景，但毫無創業實務經驗，那在

課程安排時可能就得留意。以本研究個案中中為例，她原本也是 SOHOMALL

網路商城經營者一員，但除因為前述第一項因素外，中中會參加青輔會女

性創業研討會之因，則是在於其元深感原本商品以不符合市場需求，因此

亟欲轉型。但在課程後與講師討論時，對市場脈動不了解的講師，卻大力

認同中中本想撤手的商品，因此，造成中中錯過轉型黃金時期，留下扼脕

之感。她提到： 

講師沒有做功課啊！我覺得他不知道市場的脈動，這個商品

明明已經退了那個潮流，但他們卻還拼命炒，讓我們錯過轉型的

黃金期⋯⋯。 

  其實，沒有人敢斷言自己是否能成為一位創業家，有時即使已創了

業，也尚且不敢定論。因此最好的方式，便是捫心自問，問自己是否想讓

此生過的很有意義？而所謂的有意義，並不是指獲得金錢、權力或名聲，

也不是為自己營造有趣的工作場所。此外，創業的目的，獲取利潤雖是重

點之一，但良好的社會形象也應同等重要，因此，當事業經營到某種程度

時，行有餘力後，更應投入社會公益，以實際行為帶動社會發展，此舉非

但能穩固知名度，且最終都將回饋到經營者本身，何樂不為？以新春如意

來說，秉著回饋地方心情，承攬下東港漁業文化展示館的業務，個人認為，

這種想要嘗試去做有意義事情的心情，只要肯努力嘗試，即使失敗，也是

雖敗猶榮，因為這個出發點，是一種正直、有榮譽感的思維。此外，對於

SOHO Mall 而言，其知名度不如 YAHOO 奇摩、PC Home 等大入口網站下的

網路商城，因此買氣相對不如它們高，但個人認為，若 SOHO MALL 能在政

府協同下，進行許多回饋社會的公益活動，以公益正向的形象為訴求，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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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整體形象與行銷效果，效果將會是許多行銷策略的加乘。 

（3）對 SOHOMALL 商家的建議 

以青輔會交與 SOHO 協會協辦的「SOHOMALL 集合式網路創業育成」中

的 SOHOMALL 網路商城而言，研究者針對之中經營者其經營方式，以價格

面、商品面、服務面、行銷面，分別進行如下分析與建議（鄭淑雲，2003；

Robert J.Calvin，2002）： 

（Ａ）價格面：首重掌握進貨管道，如此方能使價格合理化。許多選

擇上網購物的消費者，多半是認為能以較低價格，在網路上購得所欲之商

品，但網路創業者若因此以削價進行競爭，只會陷入一惡性循環，因此，

如何在不損及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卻又能提供較低價格給消費者？運用電

子商務流程節省人事管銷、營運成本，便是經營者可思考的方式。此外，

找尋是當進貨供應商並與之保持良好關係，更是經營者必須注意的要件，

如此可避免為取得較低進價大量進貨，卻反造成囤貨賠錢的狀況，而以較

好價格與適當進貨量向供應商進貨，提高商品的競爭力。 

（Ｂ）商品面：這部分可再細分為兩方面 

a.產品展示：由於網路商店無法與消費者直接接觸，商品也無法讓消

費者「望、聞、問、切」， 因此在做商品介紹時要格外細心。 

b.購物氣氛的營造：由於網路商店不似實體商店，能讓消費者當面交

易，銀貨兩訖，因此商店形象好壞，便是顧客再度光臨與否的關鍵。因此，

善用創意、文字、影像以在短時間吸引消費者繼續瀏覽，便是經營者必須

仔細思索的。因為精美的網頁，通常在第一印象中，給予人一種較專業的

印象，從而吸引消費者駐足、消費。 

（Ｃ）服務面：可分為以下三點 

a.提高附加價值：商家可在商品外，提供顧客更多附加價值與更專精

的知識，以獲取消費者信任，提高顧客忠誠度，如此可便於建立長期的主

客關係。舉例來說，SOHO MALL 中，張雅媛經營的 Me Care 女人假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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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賣女性生理用品為主，其不僅販賣商品，更提供相關知識，如：家長如

何協助初經來臨的女兒、怎樣才能成功調經理帶，讓月事不再「亂來」外，

也提供許多與生理期相關議題的常識，像：利用生理期减重、適合生理期

做的運動等等，使消費者不僅在有購物需求時會上她的網路商店，平時也

會連上去，看看是否有新的訊息。而這便是巧思成為商機的最好例子。 

   b.強化顧客關係管理：最理想的狀況便是與消費者成為好朋友，讓消

費者在購物之餘，還能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進而形成一種網路特有的虛

擬社群，而這種虛擬社群是以共同嗜好與共同話題形成，因此經營者可藉

由此一社群進行無形的行銷。如新春如意在 SOHO MALL 所建立的網路商

店，是以冷凍宅配屏東東港黑鮪魚為訴求網路商店，觀察之中的留言，除

了有一吃成主顧的熟客留言外，也有許多好奇消費者的詢問。在網路商店

留言板上，不但創造不斷的商機，亦有發掘異業合作的可能。  

c.掌握出貨流程：網路消費者在購物時，最希望的還是今天訂貨，明

日即可送達。因此，若網路商家能把握出貨流程，做到迅速交貨這一項，

交貨迅速的良好形象，亦是一種最佳且具體的行銷方式。 

  （Ｄ）行銷面：由於消費者喜歡折扣與促銷，因此網路商務亦可定期

舉辦網路的促銷活動，以直效行銷或資料庫行銷的方式來增加與消費者間

之互動，並吸引消費者之注意。此二種行銷不同之處，在於直效行銷主要

針對短期的促銷活動；而資料庫行銷則是針對顧客群之特性，定期且有目

標地將商品推廣與特定顧客。資料庫行銷倘運作順利，可為網路行銷之利

器，具體的作法為在客戶群中，擇取特定客戶群，並針對此特定客戶群量

身訂作合適的商品或服務，並可透過特定回饋方案，建立與顧客間之良好

商務關係，然後再由此特定顧客群出發，以點券或其他回饋方式鼓勵顧客

群介紹新顧客，以增加顧客群之人數，達到增加收益的方式（鄭淑雲，

2003）。再者，近年來，除經濟因素外，就業女性所追求的是擁有更豐富

的人生、工作滿足、存在的意義，又或者是單純的爲一圓夢想，從而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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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自身的事業。由此可見，現代女性的生命，不再只是婚姻、生養孩子

而終老。 

 

 

第四節 女性創業者所需之協助 

  整理七組訪談的結果可發現，女性創業者有三項迫切需要的協助： 

（１） 資金來源； 

（２） 提供心理支持、情緒抒發、經驗分享的場域； 

（３） 具體的教育訓練。 

  在資金來源方面，不論是獨立自主的妮可，或是家庭主婦小安、新春

如意，或是職業婦女小蘭兒，在創業初期多半是利用本身現有的儲蓄為資

金，等到有了一番局面後，才思及貸款問題，而她們也覺得貸款流程頗為

複雜，僅有筱佳覺得貸款申請不會對她造成困擾，因為筱佳說青輔會的創

業貸款課程讓她收穫很大，因此建議政府及成人教育機構，除可針對女性

在貸款方面的問題開設專題或課程外，已可提供財務規劃、經營管理方面

的研習機會。 

  而在心理支持、情緒抒發、經驗分享的場域這點，以研究者所涉入的

場域觀之發現，女性的積極與主動求生意念非常強。原本僅是自主性參與

的女性創業研討會學員月聚活動，在研究者涉入觀察不到一年半的時間

裡，便因眾人需求，將原本非正式的聚會，成為一個具體的「飛雁創業互

助協會」，組織章程及職務分工皆已一目瞭然。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女

性創業者對於尋求一個能相互扶持場域，那種急切與渴求的程度。 

  然提到具體的教育訓練，雖然青輔會有一系列具體的課程規劃與推動

方案，但依然無法顧及到所有有心創業的女性。因此，當地政府機構亦可

提供相關研習課程，讓更多女性能在創業這條路上，發現自己的多可能，

讓自己的身分，不再僅侷限於家庭主婦、職業婦女、職場菜鳥，而能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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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性。 

 至於其他的成人教育資源方面，Betz 和 Fitzgerald 於 1987 年先歸

納影響女性生涯發展的因素為兩大類，分別是刺激變項及反應變項。刺激

變項包括—文化、次文化、及環境因素中的性別角色、職業角色刻板印象、

社經地位、種族文化、家庭背景及角色楷模等。反應變項則包括個人的性

向、興趣和人格特質等因素。有些影響女性生涯發展的因素，由正面角度

來看，可促進一般女性的生涯發展，反之，有些由負面角度來看，反而阻

礙了女性的生涯發展。例如：「角色楷模」這個因素，在傳統以男性為主

的職業領域中，欠缺優良的女性角色楷模，女性追求傳統男性化職業難免

受到影響，而阻礙重重。但是如果有優良的女性楷模，女性反而能因此得

到鼓勵，發揮其潛能天賦，達成自我實現（田秀蘭，民 83）。質是之故，

建議成人教育者應該盡可能協助女性克服或減少追求生涯發展上的阻礙

及困境、提供優良女性榜樣激勵女性化阻力為助力，讓每位女性都能充分

發展其潛能天賦。此外，亦可協同政府開辦女性創業輔導相關課程與活

動，建立訓練機制，以期形成一套完整的創業輔導機制。 

 


	第一節女性創業者的角色
	第二節女性在創業歷程中的轉變
	第三節對青輔會及SOHO 協會的具體建議
	第四節女性創業者所需之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