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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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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mmerce B2C e-commerce related issues on-line transaction 

摘要

(中) 

電子商務應用普及，改變了交易方式，而「線上交易」為電子商務中應用

最廣的面向。企業應用「線上交易」之軟硬體設備與網站設計會隨著科技

的進步改善，然而更重要之議題為考量交易是否有透過「線上交易」進行



之必要性。本研究以「旅遊業」及「汽車經銷業」為例，探討「B2C 線上

交易」之可行性因素，針對「B2C 線上交易」之必要條件進行實證研究。 

本研究經由行銷學、流通業行銷學、國際貿易實務三個理論基礎及專家訪

談歸納出「B2C 線上交易之可行性因素」共十三項。經由「單因素變異數

分析」，實證出「旅遊業」及「汽車經銷業」於「B2C 線上交易」可行性

因素之考量確實不同。自「t 檢定」分別檢定「旅遊業」及「汽車經銷

業」於個別因素上是否差異顯著，其中共有十一項因素差異顯著。故本研

究經由「敍述統計分析」、「t 檢定」及「單因素變異數分析」顯示以下

研究結論： 一、由「B2C 線上交易」之可行性因素共十三項可知，僅靠

技術的進步，並無法滿足 B2C 線上交易之十三項可行性因素。 二、A 產

業「B2C 線上交易」可行，B 產業不見得可行。本研究證實即「旅遊業」

可行，而「汽車經銷業」不見得可行；同一行業中，A 公司，B 公司不見

得可行。 三、經銷點有其存在之必要性。因其可滿足諸多「B2C 線上交

易」之可行性因素。 另經由專家訪談，對「汽車經銷業」較不可行之原

因提出建議方案。  

摘要

(英) 

The application of e-commerce has been widely promoted and this causes that the 

way of transaction is changed. In which the B2C on-line transactions in the e-

commerce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pplication type. As to aspect of technology, 

it is fairly matured and sufficient to support the B2C on-line transaction. However, 

it remained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of marketing. Based on the three theories of 

marketing, practic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addition to the dialogue with the related 

expert, I have come up with a list of B2C on-line transaction practicable factors. 

The analysis of “one-way ANOVA” has showed that B2C on-line transaction 

helps the tourism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in a different way. Using “t test” 

analysis, I have examined thirteen practicable factors in tourism and automobile 

industry to see whether there are remarkable differences? And I have concluded a 

total of eleven differences. In this thesis, the methodology for data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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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ONA, and T test in addition to frequency analysis have been conducted： 1. We 

kn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IT technology can’t satisfy with the demand on-line 

transaction factors. 2. The study shows B2C on-line transactions may not applicable 

to, i.e. applicable to A industry may not applicable to B industry, and yet in the A 

industry applicable to A company may not in the B industry. 3. Traditional 

distribution stores will not be totally substituted by B2C on-line transaction. The 

study shows that B2C on-line transaction is not applicable automobile industry as 

much as the tourism industry. By consulting with some experts, I have also 

provided some possible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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