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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烘焙產業面臨嚴重的競爭問題，網路行銷可以於網路上建立口碑、傳達企業核

心理念；社群行銷能增加周圍消費者的黏著度、品牌的忠誠度、創造穩固的營業收入、

經營區域內的潛在顧客。本研究對烘焙業者進行個案研究，探討有地域性之傳統烘焙業

者在導入社群行銷後對其營運績效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社群行銷能幫助個案提升銷售業

績、宣傳優惠促銷活動、培養周遭的忠實顧客；此外推出優惠券有助於增加網路流量、

與顧客在社群平台的良好互動有助於提升顧客滿意度、Line@生活圈的聚合能力表現不

如預期。本研究可作為傳統烘焙業者進行社群行銷的參考。 

 

關鍵詞：社群行銷、傳統烘焙業、個案研究、Line@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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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烘焙業引進社群行銷之研究－              

以某小型連鎖麵包股份有限公司之個案為例 

壹、 導論 

根據烘焙原料龍頭企業德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於 2015 公佈的資料顯示，台灣麵包

烘焙業的產值高達 250 億元，業者看準烘焙業投資門檻低、高投資報酬率、易於策略聯

盟等因素紛紛選擇進入市場，也因此麵包烘焙業面臨嚴重的競爭問題，使得台灣烘焙業

者須不斷嘗試創新，具有足夠的競爭力與特色才能在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過去研究結

果顯示，烘焙業者面臨最大問題：「市場開拓」占 31.25%，「成本控管」占 25%；未來

最需改善：「經營管理」占 27.03%，「行銷活動技巧」則占 25.67%（袁素貞，2009），

由此可知，仍有許多烘焙業者需強化經營模式及業務發展。 

網路行銷指的是藉由網際網路做為媒介的行銷活動，例如：促銷折扣活動、商品廣

告、提升企業形象或曝光而組成的網路社群等。過去研究顯示，中小企業導入網路行銷

可以快速的於網路上樹立品牌形象、建立網上銷售管道、提升客戶服務質量、增強顧客

關係管理和進行市場調查（杜佳玲，2011）；烘焙業者亦能透過網路行銷，於網路上建

立良好的口碑、傳達企業核心理念；於網路社群與顧客互動並搭配折扣活動，能夠鞏固

新舊客戶的忠誠度及增加回購率（張銘憲，2014）。行動裝置的普及，使網路社群與生

活產生高度的黏著性，根據調查報告（財團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2017）顯示，台灣

有 1879 萬人使用網路，而有 78.9%的人曾使用網路社群，尤以使用 Facebook 的比例最

高，其次是 Line。人們透過網 路社群與朋友互動、分享資訊，包括新聞、生活知識、購

物開箱、優惠資訊，也因此企業紛紛經營網路社群，希望藉由網路社群建立企業與消費

者之間的連結以提升正面的網路口碑，也希望透過病毒式傳播獲得瀏覽量。 

網路行銷能幫助企業擴大營銷活動範圍，然而烘焙市場的競爭激烈，烘焙業者不只

需要網路行銷於網路上建立良好的口碑，還需透過社群行銷增加周圍消費者的黏著度、

品牌的忠誠度、創造穩固的營業收入，經營地域內的潛在顧客。隨著電子商務的發展，

社群平台也紛紛推出電子商務相關的功能，如 Facebook 粉絲專頁、Line 生活圈及官方

帳號，促進了各行各業電子商務的發展，並衍生出了虛實整合（Online to Offline 或者

Offline to Online，簡稱 O2O）的新交易模式，O2O 模式可以為企業提供從線上虛擬通路

導向線下實體通路的途徑，藉此獲得新的市場機會（曹金燕，2015）。 

企業經營虛擬通路需導入新的營銷工具並對過去的流程進行調整，傳統的中小企業

因為規模較小與資源較缺乏，大多缺乏因應改變進行調整的能力（陳世榮，2014）。儘

管社群行銷可以幫助地域性較強的烘焙業經營地域內的潛在客戶，烘焙業者會因為沒有

相關的執行經驗、相應的人才，導致無法透過社群行銷將商品推廣給潛在客戶。目前被

廣泛使用的網路社群平台如 Facebook、Line 都有著友善的使用者介面，再搭配各種科技

的輔助，包含：行動裝置、手機 APP、QR-code，企業相較於過去更容易透過社群行銷

經營自己的忠實顧客。綜合上述，本研究目的為希望透過質性研究，對烘焙業者進行個

案研究，探討有地域性之傳統烘焙業者如何在研究者協助下選擇社群平台與行銷工具，

並探討導入社群行銷後對其營運績效的影響。主要執行方式為透過半結構式訪談法訪問

個案之核心成員、具有豐富社群行銷經驗之專業人士與研究相關領域之學者，進而瞭解

其經營現況、選擇符合公司形象的社群平台與規劃之社群行銷操作，再透過參與式觀察

法與文件分析法瞭解社群行銷對於個案企業拓展之實際效益。 

貳、 文獻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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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銷策略組合 

行銷一詞源自於美國企業界，原本為應用經濟學的一門，起初的研究領域只是在配

銷通路上，但因其理論孕育發展自經營環境，而其活動則起於人類的需求與慾望，經後

人研究不斷的加以擴論，而成為整合涵蓋經濟、管理、人類、社會、心理學等多個領域

的應用行為科學。行銷策略係指組織對發展重點的選擇，並集中所有的資源去制訂適合

的策略，包含選定目標市場、確定市場區隔、決定市場定位及整合各種行銷策略組合等。

Kotler 和 Armstrong（2008）認為行銷策略是目標市場的選擇、選擇定位策略、發展有效

行銷組合，以達成服務目標客戶。行銷策略的基本核心是行銷組合，是指行銷者用來影

響目標市場和因應市場競爭策略的各種可控制的行銷工具。行銷學上著名的行銷策略組

合 4P 最早由 McCarthy（1981）提出，包括產品、價格、推廣、通路，為一生產者為導

向的模型。Lauterborn 在 1993 年提出了行銷策略組合 4C 的分類，他認為 4P 忽略了某

些重要的行銷活動，如服務、包裝等，且是從企業的觀點著眼，而非從顧客的觀點來思

考，在邁入消費者導向顧客至上的時代裡，4C 行銷組合更符合時代的潮流，分別是：消

費者、成本、溝通、便捷，為一消費者為導向的模型。 

二、烘焙業之行銷策略 

過去台灣烘焙業者的廣告模式以傳統行銷如 DM、報紙、發傳單等方式居多，傳統

或連鎖麵包店所執行的傳統行銷策略包含：活動行銷、特色行銷、策略聯盟、體驗行銷、

口碑行銷、善因行銷、管理資料庫（楊雅晴，2017）。而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也開始出

現烘焙業者使用網路行銷做為拓展業務的手段，過去研究調查使用網路行銷創造商機的

烘焙業者，如：元祖食品、依蕾特布丁及糖村等，顯示最常被使用的網路行銷策略為口

碑行銷、部落格行銷、社群行銷；有研究亦整理出烘焙業者在網路上的成功因素，結果

顯示選擇符合公司形象的網路社群平台可以快速建立品牌形象、建立消費者溝通的橋梁

以及推廣活動（張銘憲，2014）。 

三、社群媒體與社群行銷 

社群網站是由虛擬社群演變而來，此名詞來自於美國網際網路業界一群擁有相同興

趣與活動的人，透過網路建立線上社群讓大家可以交換資訊。而社群媒體各自擁有不同

類型之內容，而也因為內容社群媒體有了不同的特性，也決定未來使用者將怎麼透過內

容分享產生各式各樣的互動，本研究將各社群媒體的社群類型與特性，整理如表 1 所示。 

表 1：社群媒體的類型與特性（本研究整理） 

社群類型 相關網站 主要特性 

社交平台 Facebook、Google +、MySpace、tumblr 擴散、散播與分享 

影音平台 Youtube、Blog TV、Netflex 影片分享 

即時通訊 Line、WhatsApp、Skype、Google Talk 即時連線互動 

部落格服務 痞客幫、Wordpress、Blogger 個人媒體、品牌經營 

討論區 卡提諾論壇、巴哈姆特、Mobile 01  議題討論與發展 

微網誌 Twitter、新浪微博、Plurk 第一手資訊 

網路相簿 Instrgram 、Picasa、Flickr 照片分享、透過照片互動 

BBS 台大批踢踢 議題討論與發展 

資訊媒體 Inside、Tech Orange、數位時代 報導性、分享性、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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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台灣較多人使用的社群媒體包含有 Facebook、Line、Instagram、Twitter、Youtube、

Google+等，其中 Facebook 與 Line 是台灣目前使用人數最多的社群平台（寬頻網路使用

調查，2017）。Line 在台灣擁有超過 1700 萬個使用者，因此許多企業、個人與媒體都

希望透過 Line 來行銷、宣傳或傳遞訊息，但 Line 申請「官方帳號」每月要花費數十萬

元的費用，不適合一般中小企業或在地店家，因此 Line 開始在台灣推出「Line@生活圈」

在地化服務，適合中小型的店家、有地區性質的分店、社團組織；Line@生活圈進入門

檻低，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申請，為在地化的中小企業帶來更多商機，Line@生活圈作為

商業行銷的優勢功能與特色包含：行動官網、動態消息與主頁、宣傳頁面與優惠券、及

點卡功能、調查頁面、群發訊息、一對一聊天、數據資料庫、多人同時管理。除了免費

方案外，Line@生活圈提供六種推廣方案給使用者選擇，本研究將推廣方案內容整理如

表 2 所示。 

表 2：Line@生活圈推廣方案整理（本研究整理） 

Line@生活圈推廣方案 

各版本比較 免費版 入門版 進階版 專業版 

費用 0 元 798 元/月 1888 元/月 5888 元/月 

有效好友數 無上限 20000 50000 80000 

傳送訊息/

投稿 

群發訊息 1000 則 無上限 無上限 無上限 

主頁投稿 10 則 無上限 無上限 無上限 

帳號管理權限 20 名 100 名 100 名 100 名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 2016 的調查數據顯示，台灣地區社群媒體服務的使用人

口中，84.6% 使用社群網站，82.8% 使用即時通訊軟體，26.3% 使用論壇及討論區等，

使用頻率則以「即時通訊軟體」的平均使用率最高，每週達 6.55 天，幾乎每天都會使

用，其次是「社群網站」達 6.16 天，排名第三的是「討論區／論壇」，其使用頻率為

4.93 天，進一步分析顯示，Line 等即時通訊軟體是讓高齡手機族願意行動上網的最大

誘因，使用率達九成五以上，與年輕世代相比毫不遜色，至於 Facebook 等社群網站則

是在 40 歲以下世代較為風行，使用率超過九成（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2016）。網際

網路與行動裝置普及後，企業很容易就能將資訊放到網路上，但若沒有經過行銷的推廣，

流量和搜尋不足仍舊無法在網路競爭中獲得消費者的目光。透過社群行銷的分享功能，

只要訊息或商品內容品質佳，透過親友推薦或網友分享的口碑行銷，品牌容易得到青睞

也比一般網站廣告更容易累積客源（Bernoff，2008）；加上社群網路有著高度互動性，

企業可即時面對與回饋消費者的提問減少消費者購買疑慮，還能透過互動增加黏著度與

品牌忠誠度。若能有效應用社群媒體來行銷，不僅可節省大量行銷預算亦可創造出驚人

的行銷成果（Schultz，2013）。過去的研究顯示，企業可以使用社群媒體加強線上產品

和服務的推廣，促進產品的銷售（Phang，2014）。 

參、 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研究方法 

個案研究（case study）是一種完整的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以科學的方式

來研究個案行為問題的歷程，是一方法論層面的研究方法，所以無特定技術，可能用多

種方法來做資料蒐集（竹中享，2014）。本研究在考量資料正確性及資料蒐集的廣度、

難易度等因素後，針對個案烘焙業者採取質性研究方法，以專家訪談進行資料蒐集，對

訪問過程中獲得之一手資料，及次級資料內容蒐集之二手資料的歸納、分析與詮釋，最

後透過實際參與觀察，驗證與探討獲得之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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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專家訪談對象分為兩個部分：企業內部人士，企業內部人士為個案公司之核心人員，

如經理、店長、麵包師傅等，以其對個案公司之歷史、經營理念、行銷方式、產品定位

等有一定程度的瞭解；與幫個案進行社群行銷的專業人士，為擁有社群行銷經驗人士與

研究相關領域之學者，對於行銷工具的使用、效益等有相當程度之瞭解，並依據訪談對

象設計適當內容。而本研究希望訪談不影響受訪者，故在訪談前告知受訪者本研究將以

匿名處理，並且詢問是否願意進行錄音。若訪談資料整理之結果顯示資料蒐集不足，將

實施第二次訪談以補強資訊不足之處。 

三、資料蒐集 

研究時為取得個案最多所需的資訊，個案研究法可以極為彈性並運用多種資料蒐集

方法來實施，本研究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參與式觀察法、文件分析法。同時採用三種

不同的蒐集法，目的為使不同資料來源、解釋觀點以及不同時間、地點、場域得到的資

料得以完整蒐集，以下分別加以說明： 

（一） 半結構式訪談法 

深度訪談是資料蒐集方式之一，透過有目的的會談，以瞭解有關被訪者的經驗、想

法及感覺等無法透過觀察理解的層面。所以當想要瞭解受訪者對事件的看法、感覺、認

知或意見時，深度訪談是頗為適當的資料蒐集方法。本研究採用半結構式訪談法，研究

者有較多的控制權，可透過事先擬定之訪談大綱向受訪者提出問題，並允許被訪者充分

反應己見，以獲得較完整的資料，亦可比較不同的訪談結果。 

（二） 參與式觀察法 

參與式觀察法就是實地觀察法，特別強調以研究者的觀察為中心來進行資料的蒐集，

並可輔以攝影、觀察筆記等，將觀察所得包括事件、行為及現象逐一記錄下來。本研究

主要使用參與式觀察法，探討社群行銷對個案營運現況的成效，社群平台由研究者協助

導入並由組織成員一同經營，為觀察社群平台的使用情形，因此採用參與式觀察法增加

資料蒐集來源。 

（三） 文件分析法 

文件分析法的主要用途為檢核與增強其他資料來源的證據，在研究中能和觀察及訪

談的資料相印證或補充，並且有助於探索一個現象的順序、時間背景與爭議性的問題，

因此從個案獲得的各項文件資料皆可能是情境脈絡中重要的線索或依據。本研究以個案

提供之財務報表做為分析社群行銷成效的主文件分析，輔以問卷調查、個案組織營運相

關文件，主要目的在於瞭解個案現況及改變，並與訪談內容相互對照與互補，做為訪談

的佐證資料。 

四、資料整理與分析 

個案研究蒐集的資料為描述性的資料，包括訪談紀錄、文件、觀察現場記錄以及問

卷調查等。隨著研究的進行，各項資料逐漸累積，對大量資料做即時的整理將成為後續

資料分析的基礎。因此蒐集資料的過程要隨時將大部分的資料輸入電腦，加以分類、編

號，運用歸納的方式將蒐集的資料進行分析，且時常予以檢視，以避免龐大多重的資料

迷失。以下小節將說明半結構式訪談、觀察記錄、檔案文件等三種資料來源的整理方式。 

（一） 訪談資料 

訪談結束後隨即進行逐字稿轉錄的工作，為避免錯誤，研究者將在逐字稿完成後再

次交給被訪者再進行校閱，以確保能確實紀錄被訪者的意見。被訪者校閱時若對訪談內

容有補充或修正之處，亦於此時予以加註。本研究將參與訪談的對象編以代碼，訪談逐

字稿在經被訪者確認轉錄內容之後，以代碼、訪談日期及訪問次數為文件編號。再將訪

談逐字稿編製成摘要，分析該段落的意義與範圍，將重要的文具及可能用到的資料以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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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字體做註記，以便於日後引用；資料分析時在概念或主題間找出共通或相異之處，再

更深入建式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聯性，找出資料的主軸核心。 

（二） 觀察記錄 

研究者在進行觀察資料整理時，以代碼、觀察日期及觀察次數為文件編號。 

（三） 檔案文件 

檔案文件的來源及形式不一，整理主要在於分類，本研究針對個案提供之財務報表

分析財務面，以及社群平台的網站流量分析工具分析民眾參與構面。多數為數位電子檔，

研究者於取得檔案文件資料後，依據本研究主題製作檔案文件的摘記表，記錄該檔案文

件的編號及資料來源，以輔佐訪談調查結果互補或對照的細節。 

肆、 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個案之社群行銷理念與目標 

個案於民國 77 年成立，成立後便引進德、法、日本等國先進設備及技術，為台灣

早期販賣歐式麵包的知名麵包店。在產品方面強調天然健康、高纖營養，符合顧客對養

生的需求；在生產銷售各方面都嚴格要求，並提供完善的顧客服務。 

個案經營即將邁向三十周年，過去二十年來從未導入傳統行銷以外的行銷方式，與

個案管理者的訪談中，發現個案之顧客多為在附近活動的長青族，包含:上班族、退休人

士、中老年族群。顧客忠誠度高，吃慣了個案的麵包後便吃不慣同業者的產品，這樣一

吃便成為十幾二十年的忠實顧客；然而隨著忠實顧客年齡增長或搬家遷移等等因素，忠

實顧客逐漸減少。此外個案曾經歷裝修與遷移，也使忠實顧客沒有管道得知個案的資訊。

個案為了找回區域內的忠實顧客以及吸引與忠實顧客此種相同類型的客群，計畫透過社

群行銷達到此目標，本研究蒐集個案之相關文獻並訪談其內部從業人員，從中歸納出下

列社群行銷理念與目標： 

（一） 經營虛擬通路 

過去個案只有透過實體通路來販售產品，包含實體店面、接受企業訂購、受到企業

集團邀請去某些地點銷售，若顧客需要預留產品會透過電話預訂。然而烘焙市場競爭激

烈，業者又容易受到地域限制，顧客會前往距離近且認識的店家購買，儘管個案產品與

服務品質優良，也不容易推廣給潛在顧客。因此個案希望透過網路社群經營虛擬通路，

同時利用網路社群來傳遞企業經營理念、優惠訊息、熱門產品，並提供社群成員一個意

見回饋、預定產品的通路。 

（二） 建立品牌形象 

透過與個案管理者的訪問得知，雖然相較於那些不斷創新推出新產品吸引顧客的業

者，個案已經很少推出新產品，不過使用的原料與技術仍然像二十年以來一樣講究，個

案對產品的用心與堅持仍受到地區內顧客的喜愛，因此希望透過社群行銷建立屬於個案

之品牌形象，在與社群成員互動的過程中提供優良的服務，以維持一直以來的經營理念，

在顧客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 培養個案之忠實顧客 

個案企業過去從來沒有使用傳統行銷以外的宣傳方式，傳統行銷方式包含：DM、

報紙、傳單，然而傳統行銷只是單方面的將資訊推播給顧客，而不像社群行銷是一個雙

向的管道，能夠建立與顧客之間溝通的橋梁，用以推廣活動或得知顧客的意見。因此個

案企業希望透過社群行銷經營屬於自己的網路社群，透過網路社群來回答顧客的問題或

提供虛擬通路的服務，因而培養出一群忠實顧客。 

（四） 打響品牌知名度開發新顧客 

個案身為早期台灣販賣歐式麵包的知名麵包店，曾推出一系列受忠實顧客喜愛的歐

式麵包，此外個案企業的貝果產品遵循過去的做法，亦受到忠實顧客的喜愛。然而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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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資訊爆炸的時代，市場不同於過去行銷不只依靠人們的口耳相傳，透過網路行銷才能

讓資訊更快速的散播，因此個案企業希望透過社群行銷打響品牌知名度，並透過良好的

口碑使資訊如病毒式散播，開發新的顧客。 

二、選擇符合個案公司形象之社群平台 

本研究蒐集個案企業之相關文獻並訪談其內部從業人員後，將訪談結果整理完畢請

社群行銷專業人士協助個案挑選符合公司形象之社群平台，訪談結果顯示：個案由於店

面減少以至於麵包生產量降低以及商品供應量不穩定，不適合使用資訊散播速度極快的

社群平台，如：Facebook、Twitter；由於個案歷史悠久且過去已在地區內培養出許多忠

實顧客，適合使用能向加入社群平台的成員傳遞即時訊息、並提供一對一聊天服務的社

群平台。最終考慮到個案之社群行銷理念與目標，專業人士選擇為個案建立 Line@生活

圈來執行社群行銷策略。 

三、個案之社群行銷具體策略 

本研究蒐集個案企業之相關文獻並訪談其內部從業人員，發現其社群行銷具體策略

可以透過 4C 的行銷策略組合進行討論，Lauterborn 在 1993 年提出了行銷策略組合 4C

的分類，他認為 4P 忽略了某些重要的行銷活動，如服務、包裝等，且是從企業的觀點

著眼，而非從顧客的觀點來思考，在邁入消費者導向顧客至上的時代裡，4C 行銷組合更

符合時代的潮流也更適合用來探討社群行銷的策略，4C 分別是：消費者、成本、溝通、

便捷，其個別的說明與社群行銷之具體策略為： 

（一） 消費者 

取代 4P 中的產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為重心，不能只賣企業想製造的產品，而

是要提供顧客確實想買的產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和慾望比產品功能更重要。企業要把

重是顧客放在第一位，強調創造顧客比開發產品更重要。 

社群行銷具體策略為定期在社群平台上宣傳產品資訊、與優惠活動，調查消費者喜

好去調整網路社群上推播的內容，並在各種時節舉辦商品優惠、促銷活動吸引消費者購

買，另外還有週年慶特價促銷、週促銷活動等。 

（二） 成本 

取代 4P 中的價格，指消費者獲得滿足的成本，或是消費者滿足自己的需要和慾望

所肯付出的成本價格，行銷價格因素延伸為生產經營過程的全部成本。很多因素會影響

成本，包括：採取新的商品、服務、以及客戶不選擇競爭對手商品的成本。因此企業要

想在消費者支持的價格限度內增加利潤，就必須降低成本。 

 社群行銷具體策略為透過在社群平台上與顧客分享產品資訊，傳達個案使用天然的

食材、對製作流程進行嚴格控管、追求顧客幸福與滿足等理念。最終透過對品質的堅持，

利用網路社群於網路上創造網路口碑。 

（三） 溝通 

取代 4P 中的推廣，指與用戶溝通代表比單純行銷更廣泛的目標。企業可以嘗試多

種行銷策略與行銷組合，不能依靠加強單向勸導顧客，而要著眼於加強雙向溝通增進相

互的理解，培養忠誠的顧客。 

社群行銷具體策略為讓顧客加入社群平台，在社群平台中可以一次性的向所有人推

播優惠訊息，也可以在社群平台上介紹產品、回答顧客的問題；社群平台提供顧客一個

意見回饋的平台，發放問卷與調查表調查顧客的喜好與對服務的滿意度，得知顧客的評

價後進行檢討改進。完善的顧客關係管理不只能積極開發新客戶，還可以幫助舊顧客的

回流，提升顧客的忠誠度。 

（四） 便捷 

取代 4P 中的通路，指購買的方便性。因為網際網路的普及與購買的多種模式，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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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已經越來越不重要。便捷性考慮到購買產品、發現產品、發現產品信息和相關其他因

素，相較於傳統的行銷管道，新的觀念更重視行銷過程中的服務環節，強調為顧客提供

方便性，讓顧客既買到商品也購買到方便性。企業要深入瞭解不同的消費者有哪些不同

的購買方式和偏好，把方便性原則貫穿於行銷活動的全部過程。 

社群行銷具體策略為在社群平台提供麵包預定的服務，過去個案只透過電話來接訂

單，但是用口頭敘述難免出差錯，透過社群平台與顧客溝通，顧客只需要留下產品與數

量，個案能清楚的與顧客確認訂單與取貨時間，進行良好的溝通。 

四、個案之社群行銷成效 

企業導入社群行銷工具與服務後，應評估導入的具體效益。一般而言，可由技術面、

財務面、組織政策面（內部）、民眾參與（外部）等四個構面之各項關鍵績效指標，以

量化來檢視具體執行成效。本研究以學術研究切入評估面，加上研究者非內部員工關係，

所以無法分析技術面、組織政策面之評估，但可以透過個案提供之財務報表分析財務面，

以及社群平台的網站流量分析工具分析民眾參與構面。 

（一） 財務面 

針對財務面本研究分析網路社群上的行銷操作與個案提供的財務報表數據，評估社

群行銷對於財務面之影響，從中歸納出下列分析結果： 

1. 社群行銷有助於個案增加營業額 

本研究分析個案提供之前年與當年營業額差異比較表，個案於當年 9 月開始進行社

群行銷，將當年 9 月後的營業額與前年 9 月後的營業額比較後，顯示分店 A 當年之營業

額較前年成長了 46%，分店 B 當年之營業額較前年成長了 56%，由於分店Ｃ於前年 8 月

至 11 月在進行店面裝潢，故只比較分店 A 與分店 B 之營業額差異，分店 A 與分店 B 之

營業額皆顯著成長。適時的於優惠活動前幾天或當天提醒消費者，相較於過去沒有使用

社群平台推播優惠訊息時，有助於增加消費者購買。 

2. 社群行銷有助於推廣個案所舉辦的商品優惠、促銷活動  

本研究分析個案所提供之當年與前年週年慶營收狀況比較表，顯示使用社群平台推

播促銷活動訊息，有助於提高活動銷售業績，週年慶營收狀況比較表如表 4 所示： 

表 4：前年與當年週年慶營收狀況比較表 

 分店 A 營業額 分店 B 營業額 分店 C 營業額 

前年週年慶 209,224 元 112,768 元 44,843 元 

當年週年慶 226,066 元 136,590 元 97,231 元 

差異金額 16,842 元 23,822 元 52,388 元 

差異% 8.1% 21.1% 116.8% 

 分析個案所提供之週年慶營收狀況比較表顯示，各分店於促銷活動的營業額皆有成

長，其中又以分店Ｃ表現最為優異，分店Ｃ所處的地理位置，不像分店Ａ與分店Ｂ周圍

的街道上總是人潮眾多，因此使用社群平台宣傳週年慶活動，可以吸引周圍地區的顧客

特地前來店裡進行消費，達到良好的宣傳效果。 

3. 使用社群行銷後有助於培養周遭的忠實顧客 

本研究訪談個案企業中，曾使用社群平台與顧客溝通的門市人員，發現社群行銷確

實有助於提升品牌與顧客之間的關係，顧客會因為在社群平台上和門市人員取得店內產

品的情況，使用預定與取貨的服務而更願意購買，接受完善的服務後進而培養社群成員

的忠誠度，促進個案產品的銷售。此外，利用社群平台舉辦抽獎活動有助於顧客體驗新

的產品，中獎人士至門市領取獎品時，還可促進領獎者再購買。 

（二） 民眾參與面 

針對民眾參與構面，網路社群的基本數據有三種層面：網站流量、互動關係、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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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每個層面皆有可參考之數據項目，本研究將 Line@生活圈各層面的基本評量指標

整理成表 5。                                                                            

表 5：Line@生活圈基本評量指標（本研究整理） 

評量項目 參考指標 指標意義 

網站流量 

好友人數 

封鎖人數 

有效的好友人數 

好友人數代表社群的規模大小；有效的好

友人數越多，代表回訪率的情況。 

互動關係 

一對一聊天使用情形 

優惠券與活動使用人數 

貼文瀏覽數 

一對一聊天使用情形越好、優惠券與活動

使用人數愈多、貼文瀏覽數越多，代表互

動關係越好。 

聚合能力 

引用 

邀請 

分享 

指標數越大表擴散率越高，經常舉辦活動

能增加聚合能力。 

1. 網站流量 

本研究使用個案 Line@生活圈管理後台所提供之數據，搭配相關文獻與訪談其內部

從業人員來分析網站流量，分析結果顯示：於 Line@生活圈推出優惠券與促銷活動有助

於吸引顧客加入 Line@生活圈，不過顧客可能會有透過行動裝置使用優惠券的困難；過

於頻繁的推播產品資訊與優惠訊息會引起網路社群成員的反感，使成員退出社群或封鎖

社群；分析 Line@生活圈滿意度調查問卷結果顯示，顧客不樂於收到與自己無關門市的

優惠訊息，但由於個案社群平台經營人員有限，無法為每家分店建立獨立帳號。 

 個案於 8 月 23 日推出加入 Line@生活圈便給與優惠券的活動，吸引了消費者加入

社群平台，個案每週都會固定圖文並茂的宣傳活動以吸引消費者至店面消費，個案於 10

月 2 日在 Line@生活圈上舉辦抽獎形式的促銷活動，也成功吸引消費者加入社群平台，

個案於 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11 月 13 日這三週改變了宣傳促銷活動的頻率，結果顯

示過於頻繁的宣傳造成社群成員的反感，也因此退出社群或封鎖社群的人數增加，個案

之後便決定將宣傳頻率降低。個案於 12 月 11 日這週開始個案使用週年慶促銷做為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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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吸引顧客加入社群平台。 

2. 互動關係 

本研究透過 Line@生活圈滿意度調查問卷，搭配相關文獻與訪談其內部從業人員來

分析互動關係，分析結果如表 7 所示：對於一對一聊天，36%的顧客對於社群平台的服

務感到非常滿意，43%的顧客感到滿意，13%的顧客感覺普通，5%的顧客沒有在使用，

3%感到不滿意。 

表 7：Line@生活圈一對一聊天滿意度調查 

 
對於服務內容，分析結果如表 8 所示：22%的顧客對個案回答門市相關的問題感到

滿意，35%的顧客對個案回答優惠活動相關的問題感到滿意，39%的顧客對提供用 Line@

生活圈預定麵包感到滿意，2%的顧客希望個案提供麵包出爐的時間，2%的顧客沒有在

使用 Line@生活圈的服務。 

表 8：Line@生活圈服務內容滿意度調查 

 

3. 聚合能力 

本研究使用個案 9 月至 12 月底 Line@生活圈管理後台所提供之數據如表 9 所示，

搭配相關文獻與訪談其內部從業人員來分析聚合能力，分析結果顯示：Line@生活圈在

主頁內容之留言、分享的參考指標表現皆不優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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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Line@生活圈主頁內容 

 不重複訪客 按讚 分享 

人數 290 18 3 

 

Line 屬於封閉式的互動社群，聯絡人是由手機的電話簿或由 ID 搜尋來建立，自己

的社群大多是出現在通訊錄內的人，使用時相當於電信商提供的多媒體簡訊服務，Line

雖然也有主頁功能，但不像 Facebook、twitter 這麼頻繁的被使用；而通常會加入個案

Line@生活圈的顧客多為從實體店面掃描店家的 QRcode 加入。 

伍、 結論與建議 

 隨著網際網路與行動裝置的快速發展，企業行銷通路產生了巨大的改變。網路行銷

能幫助企業擴大營銷活動範圍、為中小企業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然而烘焙市場的競爭

激烈，烘焙業者不單需要透過網路行銷於網路上建立良好的口碑，還需努力經營地域內

的潛在顧客；透過社群行銷烘焙業者可以增加周圍消費者的黏著度、品牌的忠誠度、創

造穩固的營業收入。本研究透過個案研究，探討地域性強的傳統烘焙業者如何透過社群

行銷增加其營運的效益，最後依據實證結果提出具體建議。 

 本研究對個案使用半結構式訪談法、參與式觀察法與文件分析法，探討社群行銷對

地域性強的傳統烘焙業者營運上的效益；進行社群行銷的第一步，是要選擇符合公司形

象的網路社群平台，選擇適合公司的社群平台可以快速建立品牌形象、建立消費者溝通

的橋梁以及推廣活動。社群行銷的具體策略，包含：在社群平台上宣傳產品資訊與優惠

活動吸引消費者；透過社群平台回答顧客的疑問、取得顧客的評價進行檢討改進；透過

社群平台提供麵包預定與取貨的服務，培養忠實顧客。本研究透過分析訪談資料、個案

提供之財務報表與相關文獻，證實社群行銷幫助個案提升銷售業績、有助於優惠促銷活

動的業績提升、有助於培養周遭的忠實顧客；在經營社群平台的部分，推出優惠券有助

於增加網路流量、客服人員與顧客良好的一對一聊天有助於提升顧客滿意度、Line@生

活圈在聚合能力的表現不如預期，大多的成員皆從實體通路加入。 

在未來研究建議方面，本研究個案為一台北地區某小型連鎖麵包股份有限公司，

為了選擇符合個案公司形象的網路社群平台，最終只有使用 Line@生活圈做為社群平

台，因此除了研究此類產業在 Line@生活圈上的效益之外，仍有其他社群平台可成為

未來研究目標；此外還有時間上的限制，社群經營效應是持續性且長期累積的，建議

未來研究可以使用更長期的時間進行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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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aiwan bakery industry continues to grow, and is facing serious competition problems. 

Online marketing can help the baking company build a good reputation on the Internet and 

communicate the core ideas of the company. However, the baking company needs to increase 

the loyalty of the surrounding consumers, create stable business revenue, and further manage 

potential customers in the region by using social marketing. This study conducted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he case baking company.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he 

local conventional baking company on its operational performance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social marketing. This study found that social marketing can help cases improve sales 

performance, contribute to promotion activities, and cultivate loyal customers. In the part of 

managing social platform: the introduction of coupons helps to increase network traffic, good 

interaction helps to improv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Line@ performance in Aggregation 

ability is not as good as expected. This study can be used as a reference for conventional bakery 

industry using social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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