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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在競爭環境愈來愈激烈的今日，企業無不希望能建立持久性的競爭優

勢，繼而興起一股以「合作」為導向的企業經營觀念。如何積極保有目

前的顧客，並與其建立長久的顧客關係，便是今日所有企業的經營重

點。而關係行銷正是與顧客建立穩固且長期的交易關係，為企業創造競

爭優勢的重要行銷策略之一，因此逐漸受到重視。此外由於網際網路的

出現與發展，更使得企業與企業間、企業與消費者間，因網路科技而產

生彼此關係的巨幅變化，因而影響了企業在進行關係行銷的實質作為。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企業在導入 B2B 電子商務後，其所呈現之功能利

益對於其關係行銷的作法上是否具有顯著貢獻，且加入電子商務涉入程



度與關係維持績效等構面，一併探討各構面間之相互影響關係。為了驗

證建立的研究假設，本研究主要是以工業行銷 ( Industrial Marketing )為

主，以國內半導體業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並利用實證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主要研究結果如下： 1.電子商務功能表現對關係行銷連結因素之影

響：本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導入 B2B 電子商務後所獲得之功能利益，將會

對其關係行銷作為產生影響，但其中屬於金流部份的電子化付款機制並

未如預期的有顯著影響，探究其因可能與國內之電子付款機制正處於起

步階段且尚未成熟有關，企業多半仍對其交易之安全性與隱私權等風險

抱持保留態度，因而仍未見此方面之功能對於買賣雙方關係之維繫產生

顯著作用。 2.電子商務涉入程度對電子商務功能表現之影響：本研究結

果顯示企業的電子商務涉入程度愈高，其電子商務功能表現將愈好，完

全符合研究假設。 3.關係行銷連結因素對關係維持擴展績效之影響：本

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在資訊交換與分享程度、雙方營運連結程度及對客戶

供應之產品與服務品質等關係行銷作為上愈好，則對企業與其客戶間之

關係維持與擴展績效表現將愈佳。  

摘要

(英) 

Nowaday, as the market competition is more and more intensive, every firm try to 

found long term competitive advantages. Thus how to actively maintain current 

customers and build up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 is management 

focus of all firms. Relationship marketing i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s this is a 

vital marketing strategy to build long-term relationships with customer and creat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long with the market competition,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has brought about huge changes in relationships 

between firm and firm, firm and consumers and so have changed the firm 

behavior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This research was aimed to study the 

advantage brought about by B2B E-Commerce to relationship marketing.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e-business involving levels with relationship 

maintaining efficiency was discussed. The research focuses on industry marketing, 

with sample of Taiwan semi-conduct industry to testify the proposed research 

framework. Questionnaires were used to collect data and statistic analysis 

provided following results. 1.Effect of e-business function performance on 

relationship marketing linkage：Research found that advantages of B2B E-

Commerce affect on firm relationship marketing behavior. But the for electronic 

payment mechanism of financial flow the effect is not significant as the 

mechanism may be at the early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benefit of Buyer–

Saler Relationship is not significant may because of firm perceived risk of 

transaction security and private. 2.Effect of e-business involving levels on e-

business function performance：The research result showed that the higher e-

business involving levels the better e-business function performance, this result 

was consistent with research proposed hypothesis. 3.Effect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 linkage factor on relationship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tter of firms information exchanging, sharing, operating 

interlinking responding to customer product providing, service quality, the higher 

efficiency in maintaining and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firms have with its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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