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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為探討企業在建置 B2B 線上交易系統時，不同行業別

是否其可行性因素有所差異－以電子業及軟體業為例。完成買賣交易之

完整流程，必須滿足交易的必備交易要件，因此，本研究強調 B2B 線上

交易，除了具備網路技術外，尚須結合商業流程設計，符合國際貿易、

行銷學及流通業行銷之各項交易要件，方能完成買賣交易流程，研究中



分為電子業及軟體業兩組，透過各項交易要件的一一檢驗，歸納出各項

可行性因素，希望研究結果能做為未來電子業及軟體業在建置 B2B 線上

交易系統時之參考，並有助於此二行業之廠商做正確的判斷及投資。 本

研究之資料蒐集方法包括專家訪談及電話訪談，至於統計檢驗採取單因

素變異數分析、T 檢定及敍述統計描述之次數分配分析。 研究結果發

現：(1)儘管網路科技技術蓬勃發展，企業要提供 B2B 線上交易系統不是

純粹的技術問題，還必須滿足前述行銷學、國際貿易及流通業行銷等觀

點之各項交易要件。(2)根據本研究統計分析之結論得知，建置 B2B 線上

交易系統之可行性因素，因行業別不同而有所差別。(3)建置 B2B 線上交

易系統，A 產業可行，B 產業不見得可行；A 產業中的甲公司可行，乙

公司不見得可行。(4)由於 B2B 交易金額龐大，根據本研究顯示，一般而

言金流是其最大障礙。(5)任何一項交易要件對於買方按下訂單確認鍵與

否有其影響性，必須全部滿足，交易才可能成立。  

摘要

(英) 

The objectiv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explore if there are differences among 

different industries while they were deploying B2B on-line transaction systems. 

We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prerequisites have to be done to complete the 

whole process of a trading transaction. Therefore, this study would emphasize, 

other than networking technologies, that the design of business flow, international 

trading rules, marketing and especially logistic industry marketing methodology 

should be included as a whole to comprehensively complete a single transaction of 

B2B. This study were trying to understand two different industries – Electronic 

Industry and Software Industry, and inductively find out the different factors of 

feasibility of each other by examining marketing factor in the transactions, and 

accordingly to provide some help for these two industries on deploying B2B on-

line transaction systems. In this thesis, the methodology for data collection 

including expert interview and telephone interview. As to the statistic test, the 

ANOVA and T test in addition to frequency analysis have been conduct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were found in the study: (1)Although the internet technology was 

blooming and making a good progress, yet the key success factors of B2B on-line 

transaction are not only about the technology, but about the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Trading, and retail marketing also. (2)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the feasibilities of deploying a B2B on-line transaction system were related 

to the industries themselves. (3)A successful deployment of B2B transaction 

system on industry A does not mean the success in other industries; likewise, a 

successful deployment of B2B transaction system in company A does not mean the 

success in other companies, even they are in the same industry. (4)Payment is the 

critical obstacle of B2B on-line transaction due to the large transaction amount. 

(5)The mentioned marketing factor must totally and simultaneously satisfied, the 

customer will press the submit button on B2B on-line transac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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