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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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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發明至今已歷十多年，使用人口暴增速度、全球聯網國家遞增 
比率與企業體投入程度居是其他媒體所望塵莫及，加上科技產物自 
年齡底層引爆的效應推波助瀾。根據 EMarketer 研究報告， 2004 
年網路最重要 11 項發展趨勢，涵蓋食、衣、住、行、娛、樂等領 
域。意謂我們與網路關係更形密切，透過網路介面可以進行線上購 
物、與人互動、查詢資料庫、下單、建立網路商店 ..... 等多元化， 
個人化的行銷作為活動。 

伴隨網路發明形成的新興現象「網路行銷」在進入 21 世紀後，具 
決定性、革命性影響力，不僅帶來行銷革新、提高企業競爭力，最 
重要的是顛覆以往消費者對傳播者大規模宣傳活動毫無招架能力， 
僅能被動接受訊息的傳統思維，轉而成為集消費者、受播者、及行 
銷者等多重角色於一身。 



2.VIP 網路整合行銷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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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2B 國際貿易入口網站全方位行銷 

B2B 集合式 (YAHOO/ Google) 網路展覽館行銷 
●  

●  

●  

●  

YAHOO 

Google 

YAHOO 

Google 

國際版 (Sponsor RESULTS) 聯播廣告 
國際版 (Sponsor links) 聯播廣告 

國內奇摩 ( 贊助網站區 ) 聯播廣告 

國內 TW( 贊助商連結 ) 聯播廣告 

●  

●  

●  

頂級 VIP 關鍵字廣告  

YAHOO 原生廣告 

虛擬主機承租  

精緻響應式網頁(RWD)設計 

●  

●  

●  

網頁程式設計規劃(PHP)

動態網站 

網址申請 / 網站登錄  

網路行銷顧問諮詢 

●  



3. 上網行銷的主要步驟 
1. 網址申請 (.com 或 .tw) 

 

2. 網頁規劃 ( 一般網頁 或 RWD響應式網站) 
 
 

3. 虛擬主機承租 ( 網頁儲存用空間 容量 5G~100G) 

4. 網路行銷廣告企劃 (Google/Yahoo/B2B) Marketing 

5. 專業售後服務 ( 如 : 日升資訊服務人員 ) 

 

6. 網路行銷顧問 ( 隨時定期 meeting 相互討論與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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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網路行銷六大成功模式 

如何讓買家 (buyer) 找到貴公司 

完整展示公司概況及產品 

建立客戶良好關係 

建立公司品牌形象及商譽 

成立長期合作廠商關係 簽立長期合約訂單 

客戶介紹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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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國際買家網路搜尋主要管道 

用產品名稱搜尋 
(Products keyword search) 

B2B TAIWAN-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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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路行銷─尊爵保證版服務 

專業團隊 
網站規劃 

VIP 整體 
網路行銷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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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保證效果 

D 售後服務 

響應式網站設計，提升公司形象，產品行銷競爭力 

日升資訊服務人員每季與貴公司檢討效果即時加強保 
證效果 

Google.com + Yahoo.com + B2B Taiwan-Sources 
(sponsored links) (sponsore results) 

專業網路行銷服務團隊，提供顧問諮詢及技術指導最 
佳的行銷方式，成為您最佳的網路行銷夥伴 



6.關鍵字廣告10大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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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企業形象，塑造品牌價值知名度，領先同業優勢，讓買主更容易獲得產品訊息 

2. 增加新客戶數量及買主新訂單機會 

3. 網站曝光率大幅增加流量 

4. 網站排名，提升至（黃金版面） 

5. 針對目標客戶群精準、精確式的行銷 

6. 關鍵字廣告是目前的主流媒體（Ｂ２Ｂ與Ｂ２Ｃ成熟的網路行銷通路） 

7. 提升產品的競爭優勢與企業競爭力 

8. 節省人員拜訪的成本，快速開發目標市場（內銷與外銷） 

9. 快速將新產品及訊息傳遞給買主增加下單機會 

10. 取代傳統式行銷，更有效率的網路行銷模式 
 
 
 
 
 



6.網站建置10大優勢 
1. 提升公司的企業形象與專業度 

2. 節省每年目錄印刷的成本費用，導入Ｅ化的趨勢 

3. 提供完整的產品訊息與技術支援服務 

4. 提供與客戶溝通反映問題的討論平台，增近更好的互動關係 

5. 提供與客戶需求服務，沒有區域時間上的差別即時性服務 

6. 網路可連接內部公司的系統，完成資源整合服務，節省成本 

7. 幫助公司做網路行銷，發揮最好的效益功能 

8. 節省參展大比金額費用，與人力成本服務費用 

9. 快速開發新的市場與客戶，增加公司營收成長 

10. 領導市場、創造市場、開發市場，提升公司全球競爭力 

 

 



7.Yahoo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A.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線圈 
關鍵字 : power indu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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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Sponsor Result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12,100 次 

1. 廣告上線 8 年已接獲多筆全球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12,1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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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線圈 
關鍵字 : power inductor 

1. 廣告上線 8 年已接獲多筆全球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A.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線圈 
關鍵字 : power inductor supp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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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91 次 

1. 廣告上線 8 年已接獲多筆全球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旭燿有限公司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246,0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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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  : LED 產品 
關鍵字 : auto led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www.bsunlight.com 
產品  :LED  產品 
關鍵字 : led light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四名 全球每
月搜尋量 2,740,0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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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bsunlight.com/


www.bsunlight.com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  :LED 產品 
關鍵字 : led bulb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
前廣告位置第四名 全球每
月搜尋量 550,0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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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bsunlight.com/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www.bsunlight.com 
產品  : LED  產品 
關鍵字 : led bulbs manufacturer 

Yahoo sponsor result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2,400 次 

7.Yahoo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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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http://www.bsunlight.com/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www.lampbulbs.com.tw 
產品  : LED  產品 
關鍵字 : headlight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每
月搜尋量 2,740,0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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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lampbulbs.com.tw/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www.lampbulbs.com.tw 
產品  : LED  產品 關
鍵字 : auto halogen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每月搜尋量 4,4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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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lampbulbs.com.tw/


www.sunmarker.com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  : LED  產品 
關鍵字 : truck led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22,2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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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sunmarker.com/


B.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www.sunmarker.com 
產品  : LED  產品 關
鍵字 : trailer light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90,500 次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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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廣告上線 6 年已接獲多筆歐美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http://www.sunmarker.com/


C. 鉅高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跑步機 
關鍵字 : motorizwd treadmill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18,100 次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1. 廣告上線 5 年多已接獲多筆全球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5. 鉅高維持 27 年的信譽 22 



C. 鉅高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跑步機 
關鍵字 : motorized treadmill 

Yahoo sponsor result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三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18,100 次 

7.Yahoo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1. 廣告上線 5 年多已接獲多筆全球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5. 鉅高維持 27 年的信譽 23 



D.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產品  :  螺絲 
關鍵字 : self drilling screw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9,900 次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1. 廣告新上線三個月 即接獲國際 200 萬美金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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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產品  :  螺絲 
關鍵字 : self drilling screw manufacturer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二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170 次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1. 廣告新上線三個月 即接獲國際 200 萬美金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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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產品  :  連接器 
關鍵字 : s.o. dimm socket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12,100 次 

1. 廣告新上線三個月 即接獲國際 200 萬美金大訂單 
2. 每年節省上百萬參展廣告費用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光年國際有限公司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26 



1. 廣告上線一年 即接獲歐美大訂單 營收業績成長 30%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一百多封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E.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輪胎設備 關鍵
字 : tire equipment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49,500 次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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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輪胎機械 關鍵
字 : tire machine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
每月搜尋量 74,000 次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1. 上線廣告一年接獲歐美大訂單 營收業績成長 30%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一百多封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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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E.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輪胎機械 關鍵
字 : tire machinery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每月搜尋量 9,900 次 精元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1. 上線廣告一年接獲歐美大訂單 營收業績成長 30%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一百多封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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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銳寶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  :  齒輪馬達 
關鍵字 : gear motor manufacturer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1,000 次 

1. 上線廣告一年營業額增加  200 多萬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上百封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銳寶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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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F. 銳寶企業有限公司 
產品  : 伺服馬達 
關鍵字 : servo motor manufacturer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球每月搜尋量 590 次 

1. 上線廣告一年營業額增加 二百多萬美金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上百封 
3. 增加全球多國家代理商 Agent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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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年代電視台 
產品  : jacket 
關鍵字 : MONCLER Jacket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次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年代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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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次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G. 年代電視台 

產品  : bag 
關鍵字 : COACH bags 

 
 

年代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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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 sponsored links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全
球每月搜尋量 次 

7.Google 全球關鍵字廣告成功案例 
G. 年代電視台 

產品  :headphone 
關鍵字 : Monster Headphones 

 
 

年代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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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全球最佳網路整合行銷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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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各國入口網站與搜尋引擎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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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全球主力市場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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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A. 銓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產品  :  配電盤  
關鍵字 :  配電盤 

38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二名 
每月搜尋量 2,400 次 

1. 上線廣告五年多 接獲國內各大機關工程標案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一百五十封 
3. 增加國內新客戶超過五十家以及業績成長至營收兩億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銓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A. 銓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關鍵字 :  高低壓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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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每月搜尋量 2,400 次 

1. 上線廣告五年多 接獲國內各大機關工程標案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一百五十封 
3. 增加國內新客戶超過五十家以及業績成長至營收兩億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銓興電機股份有限公司 



B. 嘉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www.jia-yih.com.tw 
關鍵字 : 氟碳烤漆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三名 
每月搜尋量 16,672 次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多筆大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十五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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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a-yih.com.tw/


B. 乘新堡科技有限公司  www.platingmachine.com.tw 
關鍵字 : 電鍍設備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
廣告位置第三名 全球每
月搜尋量 6,600 次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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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B. 乘新堡科技有限公司  www.platingmachine.com.tw 
關鍵字 : 連續電鍍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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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latingmachine.com.tw/


C. 金凱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www.jinkalyang.com.tw 
關鍵字 : 燃料油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二名 
每月搜尋量 2,900 次 

1. 上線五年 接獲國內各大企業多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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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jinkalyang.com.tw/


D. 隆熹纖維有限公司 http://www.ls-pmc.com.tw 
關鍵字 : 浴室門檻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每月搜尋量 140 次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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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D. 隆熹纖維有限公司 http://www.ls-pmc.com.tw 
關鍵字 : 廚房門檻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45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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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隆熹纖維有限公司 http://www.ls-pmc.com.tw 
關鍵字 : 門檻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每月搜尋量 8,100 次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三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46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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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二十封以上 
3.  業績成長 20%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47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 灯原環保企業社  www.fandengyuan.com.tw 
關鍵字 : 專業拆屋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一名 

http://www.fandengyuan.com.tw/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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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灯原環保企業社  www.fandengyuan.com.tw 
關鍵字 : 資源回收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四名 
每月搜尋量 5,050 次 

1. 上線五年 已接獲國內多家廠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二十封以上 
3.  業績成長 20%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http://www.fandengyuan.com.tw/


F. 阿財農產行  http://www.shao-tsai.com.tw 
關鍵字 : 發糕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二名 
每月搜尋量 1,900 次 

1. 上線四年 已接獲大小多筆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二十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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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全鑫門實業有限公司 http://www.e-csm.com.tw 
關鍵字 : 實木門 

Yahoo 關鍵字廣告 
目前廣告位置第四名 
每月搜尋量 260 次 

1. 上線三個月 即接獲訂單 
2. 每月有效詢價超過三十封以上 
3. 增加經銷商超過十五家以及業績成長 
4. 有效提升品牌價值及完整售後服務 

11.Yahoo 國內黃金版位的廣告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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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上網效率不彰之原因 
  

B2B Taiwan-Sources 

51 

據統計貴公司網站若能曝光在採購商 
搜尋的第一頁中 
被點選入內參觀的機會為 80% 
第二頁則為 60% 
第三頁則為 40% 



13. 國內最佳網路整合行銷通路 

.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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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網路市場現況 & 使用比率 
網路市場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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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國內網路市場現況 & 使用比率 
國內網路市場使用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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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B2B 國際貿易入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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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入口網站集合式 ( 網路展覽館 ) 行銷 
關鍵字 : Power Inductors 

power inductor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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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入口網站集合式 ( 網路展覽館 ) 行銷 
關鍵字 : Power Inductors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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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入口網站集合式 ( 網路展覽館 ) 行銷 
關鍵字 : led bulbs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Led bul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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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入口網站集合式 ( 網路展覽館 ) 行銷 
關鍵字 : led bulbs 

 
 
 

旭燿企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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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產品網路行銷生命週期 

一般公司 ( 年 ) 廣告預算編列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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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網路行銷生命週期 



17. 廣告市場(預算)分析圖 

一般公司 ( 年 ) 廣告預算編列如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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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網路行銷生命週期 



17. 上下游廠商業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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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行銷方式比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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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模式 日升資訊網路行銷 參展行銷 雜誌行銷 業務人員行銷 

成本費用 

包含: 
1.國外參展費用 

2.20%~30% 價格 

3.網站規劃費用 
4.網路行銷費用 

包含: 
1.國外參展約 
  50 萬 ~150 萬左右 

2.產品運送至展覽場 

3.員工的來回機票費 
4.員工的住宿伙食費 
5.展覽的租賃專櫃費 
6.現場其他雜費開銷 

成本: 
1.小篇文字 
  約一萬元左右 
2.小篇文字 + 小圖

片 
  約5 萬左右 
3.文字敘述 + 圖片 
   8 萬左右 
4.各家雜誌封面 
  約 25 萬 ~100 萬 

成本： 
1.薪水 
  約3~8萬/月 
2.退休金及勞健保 
  約2000元/月 
3.機票費用 
4.食宿費用 
5.交通費 
6.職務加給 

產品介紹 • 網路目錄 
• E-mail與網路電話 

• 服務人員講解 
• 提供現場目錄 

電話聯絡買主，郵寄目錄 
• 服務人員講解 
• 提供現場目錄 

時間效應 整年度365天每天24小時 每季參展約10~15天 一年出3-4個版本 一天約3~5家客戶 

買主區別 國內買主：台灣縣市眾多 
國外買主：世界各地眾多 

國內買主：台灣縣市較少 
國外買主：世界各地較少 

國內買主：台灣縣市畸零 
國外買主：世界各地畸零 

國內買主：台灣縣市皆有 
國外買主：世界各地皆有 

廣告位置 由網路公司排序版位 由展覽公會內部排序 由費用多寡購買版面 無 

曝光性質 網路搜尋式曝光 人員式曝光 書面式曝光 面對面談話 

廣告效果 效果成交率約65%~80% 效果成交率約35%~50% 效果成交率約25%~40% 效果成交率約10%~30% 

服務窗口 
無需付費： 
網路E-mail或MSN線上諮詢 
網路電話SKYPE諮詢 

部分付費： 
現場諮詢及電話諮詢 

需付費：電話諮詢 
無需付費： 
電話諮詢及人員拜訪 



19. 網頁設計規劃成功案例 

澤聯運通有限公司 荷堤鄉村休閒景觀餐廳 立川國際有限公司 博士門股份有限公司 

鉅高股份有限公司 竹林山觀音寺 盈豪金屬工業有限公司 統宇電研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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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oogle 全球最具權威關鍵字查詢建議工具 

所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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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20.Google 全球最具權威關鍵字查詢建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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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oogle 全球最具權威關鍵字查詢建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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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oogle 全球最具權威關鍵字查詢建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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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Google 全球最具權威關鍵字查詢建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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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Yahoo 國內最具公信力關鍵字建議查詢工具 

配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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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Yahoo 國內最具公信力關鍵字建議查詢工具 



22. 每季提供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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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季提供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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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季提供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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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每季提供成果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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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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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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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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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79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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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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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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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 



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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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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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 



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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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電子郵件 
公司名稱 
聯絡人員 
公司地址 
所在國家 
所在地區 
電話號碼 
 
網址 企
業類別 
員工人數 
產品類別 
成立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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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需求 



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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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B2B Inquiry 詢價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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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網路行銷五大趨勢、策略、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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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網路行銷鐵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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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銷售鐵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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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企業核心三活動 

企 
業 
要 
為 
成 
功 
找 
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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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為 
失 
敗 
找 
理 
由 
及 
藉 
口 



28. 二十一世紀的新雁型模式 
由日本帶頭的雁行形態發展模式，在 70 至 90 年代十分盛行， 
但在 BRIC 和 VISTA 以中國為首，出現一種互相較勁的新意識 

93 

亞洲的雁行形態發展模式  (70~90 年代 ) 

● 以日本為首，將競爭力轉弱的產業 
移往後續的國家和地區，以期升級自 
己國家的產業 



28. 二十一世紀的新雁型模式 
2000 年以後新興國家的競爭和發展模式 

● 出現一種互相較勁的新意識 
● 成為新興國家相互競爭的引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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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巨大市場中國的主要經濟特區 

招攬企業的情形 ( 以江蘇工業區為例 ) 
 
● 全球大型企業進駐 
● 未開發工業園區以公權力 

大規模撤遷住宅區 
● 同意純外資的企業設立 
● 法人稅為 15% ，地方所得稅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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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產品行銷六大步驟 
1 

2 

96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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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何謂「會變得如何假設」 ? 

「會變得如何假設」，就是綜合「未來的狀態」與 
「之所以變成這般狀態」的說法 

就有好的發展 
 
 

變成想要的未來 
只要肯努力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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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何謂「會變得如何假設」 ? 

94 

我們就像在搭乘「往後退的車」，雖然可以分析、瞭解過去的事， 
但也容易被過去束縛，若只著眼於過去情報的收集勢必受限。  

首先我們能做的努力就是想像 (imagnation) ，  
持續想像能激發靈感 (inspiration) ，  

然後變成發明，甚至成就劃時代的變革。 

容易被 
過去束縛 

想像未來， 
力求改變 

過去 
( 參展 , B2B,  雜誌 ,  網路行銷 ) 

現在 未來 
(Yahoo sponsor results, 
Google Sponsored Links ) 



32. 企業成功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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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研究→創造→發明」 

● 人能成功不在於你做對的事情，在於你少做錯的事 

● 魔鬼藏在細節裡，不論做任何事 :  

    一，要有責任心 

二，一定要有學習面對困難、挫折與挑戰 

三，說到就到 

● 自己的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規劃與目標 



33. 結論 

10
0 

● 幸福企業註解： 

一，安全健康  

二，穩定  

三，發展 

● 成功要有「渴望」與「欲望」；因為，「力量來自渴 
望，成功來自堅持。」如果沒有渴望，沒有創新，停止 
行動，就不能躋身「贏者圈」。所以，「轉個念頭，改 
變心境，付諸行動」，成功就在自己手上。 



33. 結論 

10
1 

●  沒有景氣問題，只有競爭問題 
人生的過程，如何讓自己能夠真正成功是相當重要的， 
但就有賴於你必須發掘出自己的競爭優勢，因為你的競 
爭優勢，就是你的成交關鍵。企業如果沒有競爭優勢， 
就要創造競爭優勢，一句有利的說詞勝過千言萬語。信 
任與尊重 = 影響力 = 掌控能力 = 利用每一個對雙方有利 
的機會，創造更多市場佔有率。 
●  

●  

●  

最聰明的決定是一切成功最重要的關鍵  

成功的三部曲：選好策略、下定決心、用對方法 

時間 = 金錢 



34.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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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Boss決策考量評估因素 

10
3 



      企業經營管理成本分析 

10
4 



       小型加工行業新趨勢 

10
5 



    企業經營競爭力六大(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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