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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世界貿易組織的加入及網路商店的激增，網路行銷成功與否，攸關

該網路商店的存亡，其中線上廣告及實體郵件促銷活動即為網路行銷成

功與否相當重要的關鍵。對於經營電子商務的業者而言，如何有效制定

行銷組合策略是不可或缺的獲利關鍵。本研究考慮在市場區隔的基礎

上，發展一網路為基的決策支援系統雛形(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DSS)，以解決樣本郵件促銷決策的問題。並在系統的運用上以

多目標線性規劃處理(multiple 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 MOLP)，以獲得

市場區隔公司產品的樣品郵件預算分配的行銷決策參考，並進一步在資

料倉儲(data warehouse)中作線上分析(on-line analytic processing, OLAP)與客



戶資料挖掘(data mining)以獲得行銷資料整體面的分析結果。 此外，在網

路為基的行銷環境中，本研究整合資料倉儲、行銷知識庫及互動過程中

決策者個人經驗，以提升決策品質及實用性。系統雛形將採用農產品─

茶作為行銷標的及實證對象，而且探討該公司在預算限制下的網路行銷

產品組合設計與樣品郵件寄送的決策方式。在決策過程中，決策者可依

其行銷的產品特性，選擇適合的市場區隔進行費用預估及預測模擬，具

有完整的管理主控權，可隨時調整各項限制與參數；另外，系統可依決

策者在分析階層過程(analytic hierarchical process)中所得到具有一致性的權

重，而對於各目標的偏好進行調整，進而達到決策支援之目的。 最後，

針對雛形系統的運作與決策結果進行分析，期望得到更多的管理指導原

則，同時提出兼顧企業內外在客戶特性的整體行銷系統架構而達到顧客

化(customized)行銷，以作為公司行銷決策參考及後續研究基礎。  

摘要

(英) 

A Study for Integrating Direct Mail into a 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Marketing Mix Abstract This study presents a web-based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WDSS) for integrating direct-mail decisions into marketing mix policy. 

Based on market segmentation, a multiple objective linear programming (MOLP) 

model involving product pricing and direct-mail budget allocating decisions is 

used in the model base system. Further, some on-line analytic processing (OLAP) 

and data mining can be completed on a data warehouse, and then those can offer 

all required data of MOLP. Hence, a framework for marketing decision support 

system for pricing and delivering advertising products with a constrained budget 

based on market segmentation is presented. Moreover, the key features of the 

proposed system are the ease of data manipulation and the highly interactive 

nature of the system provided by the user-interface. The interactive schema is 

presented in three different modes. The first mode allows unfamiliar decision 

makers to change relative priority for obtaining several nondominated alternatives. 

For experienced decision makers,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the 

weighting method are added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modes respectively. This 

research describe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on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the 

structuring of market segmentation in a data warehous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WDSS, and a prototype system realizing the three techniques. 

Some examples and their managerial analysis are presented to illu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WDSS. Finally, the managerial guideline and the future discussion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ar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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