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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5/18 微影片行銷，一路科技黃震宇總經理分享 

     由一路科技黃震宇總經理分享，小胖老師在網路行銷，有非常豐富的實務與教學經驗，上

課也相當風趣，一開始上課，就大方介紹自己是小胖，很有親和力。整場更是笑聲不斷，與大

家互動熱烈。 

 

 

 

 

 

 

 

 

上圖:小胖老師 

 小胖老師首先點出關鍵重點，要想做好影片行銷，首先要把網路行銷的基礎打好。包括了

解目標網友行為，提供明確規格，再來是說明特色傳達優勢。這幾個步驟看起來普通，但台灣

許多的公司都沒有做好。網友的行為，一般常常忽略到細節，如日本料理店，網友不會直接搜

尋這個字，而是找「某某捷運站、高級、日式料理店」，這就是供應商與消費者思考上的差別。 

      另外是產品優勢的部份，若沒有表達出來，自然會落入價格競爭。而且產品優勢，要用消

費者聽的懂的方式溝通。例如床墊有個技術是三繞鐵，但消費者聽不懂，這是產業的專有名詞。

要直接講「彈性數十年不疲乏」，這樣才是好的行銷溝通。 

      影片行銷，是目前最熱門的數位行銷工具，許多外銷型的公司，也常使用 youtube 影片，

來爭取國外客戶訂單。在搜尋的排名上也較為優先，消費者也喜歡看影音，影音行銷的重點，

包括吸引注意，產生欲望、直白說明、讓消費者牢牢記住。例如，賣木瓜的影片，可以強調「水

果中熱量最低」及「立刻助消化」的特色，對消費者來說就是價值。 

這次的活動非常精彩，參與互動熱烈，同學們的反應都相當正面，期待下次課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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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影音直播與社群行銷，Yahoo 奇摩許雅妮經理分享 

這次邀請到 Yahoo 奇摩許雅妮經理分享。許經理在 Yahoo 有 20 幾年的工作經驗，他分享

這 5 年來電商發展快速，超越之前 10 年，可說是百家爭鳴的時代。 

  

        電商已漸漸成為主流銷售的模式，2016 年台灣每人平均網購 2. 7 萬元，網購人口以 20-39

歲為最多，但 50 歲以上的成長速度相當快。目前消費者在網路上的消費管道已相當分散，包括

電商平台、搜尋、社群平台、品牌官網、App、行動通訊，Yahoo 面對更大的競爭，也朝著精

準化行銷及影音的方向發展。 

       直播是當紅的工具，目前 Yahoo 也開始了拍賣直播的功能，只要是賣家提出企畫案經過審

核，就可以開始直播，長度也沒有限制。對賣家來說，是一個嶄新的行銷方式，例如有賣耳環

的賣家，嘗試每週進行一次直播，因為成績不錯，現在每天都進行。 

 影音行銷是強而有力的工具，如高雄果貿吳家水餃，透過議題及影音操作，16 個小時內業

績超過 300 萬，共 2 萬多筆訂單，效果不錯。 

 Yahoo 也推出 Yahoo TV，結合娛樂性，在播放的同時，消費者可直接點選商品下單購買，

更快速便利地購物，縮短交易中間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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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影音的內容，一般來說可分為「DIY」 、「主題訪問」、「網紅/直播」。DIY 是透過介紹一

些生活常識，如做早餐、剪 T-shirt 等生活影片來爭取認同。「主題訪問」可針對特定類型商品

操作，如月餅主題、粽子主題等。「網紅/直播」是請素人直接影音行銷商品，一般在做直播，

類似上電視，需要有角本來掌握內容品質。 

 影音時代來臨，要掌握影音，速度很重要，才能佔得先機! 這次的課程有很多收穫，也請

期待下次的課程囉!  

 

6/24 在嘉義主辦「數位水產，引爆電商」研討會 

台灣區農業暨食品電子商務協會與中華民國養殖漁業發展協會，6/24 星期六在嘉義創新學院共

同舉辦「數位水產，引爆電商」研討會，由一路科技黃震宇總經理分享,小胖老師幽默風趣，現 

場許多的水產養殖業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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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會場參與情形  

臉書 FB 是一種無壓力的社交平台，適合中小型企業操作，要把臉書當成頻道，做內容就是做

節目，因此好好規畫內容很重要。文章可以分為直接銷售文章，但通常不要超過 1/4 的數量，

會讓人反感。另一類是知識文章，如賣水果，可以 po 相關食材的文章。再來是目標客群感興趣

的主題。如名酒的粉絲團，也可放名錶的內容，因為都是受眾感興趣的。 

小胖老師分享的非常精彩，與學員們熱烈互動，也期待下次的活動囉~ 

舉辦第 5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 

舉辦第 5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於 2017/6/30 在協會舉辦，理監事們非常熱烈參與。由祕書處

報告上半年工作進度，共完成了 4 場課程與 1 場研討會，下半年還會持續舉辦相關的活動。 

  

上圖:會議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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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們是各領域的專家，包括電商、食品安全、肉品行銷、物流、畜牧、養殖的專業。也

交流分享了許多想法，包括食品安全近來很受重視，也有許多新的作為。 理監事們都相當支持

協會，一起努力推動農漁畜食品電子商務~~~~ 

產業重大事紀 

超市拚電商 頂好 2hr 宅配到府 

2017年 06月 02日   

李麗滿／台北報導 

 實體零售增長趨緩，不僅百貨業難成長，就連平民經濟的超市、量販業增長幅度也從過往兩

位數縮至個位數，促使業者紛紛強化電商以擴大營收。頂好超市昨宣佈，北市 12區電商網購 2

小時貨到，出貨來自東湖等 4家門市；家樂福也加快便利購擴店，可進一步縮短出貨時程，網

購商品亦將從現有 3萬個擴大至 5萬個品項。 

頂好超市指出，6月 1日起擴大「頂好新鮮 GO」網購宅配服務範圍至台北市 12個行政區，推

出 2小時宅配到家服務，挑戰超市宅配第一且快；生鮮食材、零食和生活必需品一應俱全，體

積較大或重量較重的商品都可宅配到家，消費者只要透過電腦或是手機註冊成功，訂購消費滿

一千元即可享免運服務，估計可衝出比去年電商業績 3倍成長。 

頂好表示，將以台北市包括東湖、正義國宅店與天母等 4家門市為出貨中心來宅配到家，今

年還將把 2小時宅配到家推展至淡水、新竹等地區。 

家樂福台灣總經理貝賀名則指出，家樂福全台包括大型量販店與便利購已達 96家，電商網購

商品品項無限量，會持續強化商品品項，最好能跟實體門市一樣 5萬多項商品都能在網購購得，

期能挹注全年業績能優於去年 6％成長。 

好市多的線上購物經常推出門市沒有的全球採購商品，業者強調，依照節慶與季節需求不同

推出不少全球性採購商品，均獲得不少回響，每年業績成長均在兩位數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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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電商交易額 占全球 4 成 

「剁手族」在網上痛快下單時，他們已同時推動中國連續多年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網路零售

市場。2017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活動之一的 2017中國（北京）電子商務大會日前舉行，

大陸商務部電子商務和信息化司巡視員聶林海表示，去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 26.1兆元（人民

幣，下同），年增 19.8%，交易額約占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的 39.2%。 

 

北京晨報報導，林海發布「中國電子商務報告（2016）」顯示，2016年中國網路購物用戶規

模、電子商務交易額、電子商務從業人員數量穩步增長。其中，中國網民規模達 7.31億，普及

率達到 53.2%，網絡購物用戶規模達到 4.67億，占網民比 63.8%，較 2015年底增長 12.9%。其

中，手機網路購物用戶規模達 4.41億，占手機網民的 63.4%，年增長率為 29.8%。 

 

中國電子商務進入平穩增長的發展階段。2016年中國電子商務交易額 26.1兆元，年增 19.8%，

交易額約占全球電子商務零售市場的 39.2%，連續多年成為全球規模最大的網路零售市場；電

子商務服務業市場規模實現新突破，達到 2.45萬億元，年增 23.7%。在網上零售商品中，交易

額居前列的主要實物商品為服裝、家居家裝、家用電器、手機數碼、食品酒水、婦幼等。 

近年來，大陸電子商務服務業已成為中國新經濟發展的亮點，市場規模進一步擴大，市場結

構持續優化、分工體系日趨完善。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電子商務服務業市場規模實現新突破，

營收規模達到 2.45萬億元，年增 23.7%。 

 

其中，電子商務交易平台服務商服務內容不斷延伸，營收規模達 4000億元；支撐服務領域中

的電子支付服務、物流服務、電子認證等市場規模持續高速增長，達 9500億元；衍生服務業務

範圍不斷擴大，新興業務類型不斷湧現，市場規模呈現爆發性增長，達 1.1兆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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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社群商務 e 講堂秋季班 

9 月週四晚上，台北犇亞會議中心熱烈登場~ 

2017/9/14(四)18:50~21:00    厚生市集主講 

社群行銷與故事行銷 

成功經營粉絲團建立品牌口碑！ 

 粉絲團如何做電子商務 

  內容行銷，打造社群互動 

   Facebook之外還可以做什麼？ 

 2017/9/21(四)18:50~21:00 

話題社群行銷     果物配主講 

內容行銷與故事行銷 

粉絲團經營心法 

內容行銷，打造社群互動力 

農產生鮮電商經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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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生鮮電商「跨業」論壇--數位行銷心法 

擁抱電商，前進未來 

 緣由:  

  透過網路電商，生產者可以直接與消費者溝通產品的特色故事，建立品牌並開展全新的

通路，消費者也能買到信任的產品。 

為協助農產、水產、畜牧業者切入數位行銷，強化電商經營概念，協會繼 2015年底辦理的

「生鮮電商跨業論壇 」反應頗受好評，特別於今年再次舉辦本論壇，歡迎農漁畜業者、對

此議題有興趣之社會大眾參加。 

 活動時間: 2017年 9月 28日(四) 9：00-12：20 

 活動地點: 台北南港展覽館，約 200人會議室 

 主辦單位: 台灣區農業暨食品電子商務協會、亞洲博聞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議程 

時間 議題 備註 

9:00-9:20 報到進場 

9:20- 9:30 貴賓致詞及合影 

9:30-10:00 
生鮮電商現狀與展望 

■ 生鮮電商未來 

商業發展研究院  

林原慶組長 

10:00-10:30 
社群經營與粉絲團心法 

■ 累積與活化粉絲 

鮮乳坊 

龔建嘉創辦人 

10:30-11:00 
生鮮農產與會員流量經營 

■ 如何讓更多人看到網頁 

厚生市集 

郭曜郎總監 

11:00-11:20 茶歇時間 

11:20-11:50 
生鮮水產電商直播行銷 

■ 運用影音掌握商機 

生鮮市集 

郭書齊創辦人 

11:50-12:20 
在地農產-數位感動行銷 

■在地小農，網路社群行銷實務 

台灣幫棒農 

劉美蘭總監 

散會與交流 

免費參加，名額有限，額滿為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