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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創業家是驅動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元素。因此，了解激勵人們成為創業家的動機，
以及為什麼有些創業家比其他人更成功是很重要的。本研究目的在探討從零開始的網路

創業歷程，以及了解創業家的動機、如何發掘創業契機與品牌定位與策略。本研究採用

個案訪談法，訪談六位微型創業家，其中四位創業家是為了擺脫上班族的生活的束縛因

而創立自己的公司及品牌。另外兩位創業家則是利用下班、下課後打造多職收入。本研

究發現創業家的創業動機是渴望工作自由與建立自身興趣的事業，且不管是在哪一個產

業，創業家需要具備分析市場的能力，以及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與客戶建立良

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重要。研究貢獻提供創業的心路歷程與洞見，提供營運上的建議、

持續增長穩定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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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trepreneurs are an important element in driving the country’s economic growth. It is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the factors that motivate individuals to become entrepreneurs and 
why some entrepreneurs are more successful than other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veil the motivations that an individual decides to become an entrepreneur, challenges, 
branding, and positioning strategies. This study conducted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six 
micro-business owners. 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motivations of entrepreneurship are the 
desire to work freedom and build their own interests. These entrepreneurs stated that an 
entrepreneur should have the capability to analyze markets, understand target audience’s 
favor and needs, and to maintain a good relationship with clients as well as to have regular 
interactions.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ractical insights that help potential entrepreneurs to 
realize the process of starting and running a new business. 
 
Keywords: Brand Positioning, Case study, 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Micro-Business. 
 
  



 

 

壹、 導論 

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促進國家經濟成長的重要因素，因此，了解激勵人們
成為創業家的動機，以及為什麼有些創業家比其他人更成功是很重要的(Collins et al., 
2004)。創業家(entrepreneur)的定義為透過技術或組織創新以開創市場機會的人(Estay et 
al., 2013)。技術的發展、全球化、分散管理和社會人口變化之間的複雜相互影響而加速
了經濟結構上的變化，造成了工作環境的變化和新的就業形式的出現 (Bögenhold and 
Klinglmair 2015)。在自營作業(self-employment)的領域當中，可以觀察到兼職、自營作
業和一人企業的新興的趨勢，這些新出現的創業模式被視為就業的重要替代方案

(Korunka et al. 2011)。網路的出現和資訊技術(IT)行業的成熟，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
(Greenwood and Gopal 2016)。除了土地、勞動力、資本和技術之外，任何創業家創業都
有效地運用了網路，這是為了創造公司或提高公司流程的效率(Bhattacharyya and Ahmad 
2010)。由於全球化，經濟自由化以及資訊和技術的進步，消費者的購買行為發生了巨
大的變化，因此帶來了行銷角色和重要性的變化。現代企業如果沒有有效的行銷手段，

就無法實現組織目標，行銷已經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決策者。據預測不以市場為導向、

無法了解客戶或不能滿足客戶的企業一定會退出競局，並很快從創業企業本身退出

(Chanu and Sharma 2015)。因此探索潛在創新者的行為方面以及其工作想法、知識和技
能的能力如何領導更好的微型企業績效至關重要(Mamun et al. 2017)。具體來說，本研究
主要的研究問題如下： 

 
1. 為何微型創業家會選擇自行創業，其動機為何? 

2. 創業家如何切入市場、如何經營品牌以及如何找到進入市場的機會？ 

3. 微型創業家的品牌定位策略為何？ 

貳、 文獻探討 

一、 微型創業(Micro Business) 

    企業的大小可根據員工人數而有不同的區別：微型企業(不足 10人)、小型企業(10-49
名員工)、中型企業(50-249 名員工)和大型企業(超過 250 名員工)(Bordonaba-Juste et al. 
2010)。歐盟(2014)將微型企業定義為：企業人數少於 10人(Faherty and Stephens 2016)。
對於微型創業家來說，創新性是創業人格特質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它反映了創業家的

行為方面與創造力、謹嚴的思維、機會識別和專業知識相關層面(Mamun et al. 2017)。
微型企業已被認為是創造就業和減輕貧困的重要工具(Bharti 2014)，微型企業可能是家
庭式、農場式或街頭的商務活動，同時他也可以是兼職或全職的商務活動(Faherty and 
Stephens 2016)。微型企業在促進穩定和可持續的社會和經濟群體的環境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Kalimah 2011)。儘管微型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微型企業長期以來
在開展創業活動中面臨各種困難和障礙(Chanu and Sharma 2015)。鑑於小企業開展行銷
活動的困難，微型企業如何應對顧客向他們行銷產品/服務的挑戰似乎是相關的(Clark 
and Dounglas 2014)。 

二、 創業動機(Entrepreneurial motivations) 



 

 

    在創業文獻中確立了成就動機的結構，認為高成就需求的人傾向於尋求創業家的位
置以獲得比其他類型職位更高的成就感及更具管理性的人(Stewart et al. 2003)。創業動機
研究是創業過程中一個重要的面向，到目前為止創業主題的研究仍屬少數，需要更進一

步的了解(Carsrud and Brännback 2011)。觸發創業的因素來自希望獨立的前景，期望可
以擁有企業並成為老闆來滿足(Bhattacharyya and Ahmad 2010)，更好地理解創業過程和
吸引人們進入創業階段並促進創業家成功的變數是一項重要的工作(Zhao et al. 2010)。動
機是基於個人的需求、價值、願望、目標和意圖以及影響這些機制的報酬和獎勵(Grigore 
2012)。創建者(creator)希望他們的企業能帶來切實的財務和物質成果。創業家意識到他
們必須為他們的組織(管理層、商業機構等)在各個方面做出承諾。在追求價值觀時，創
業家承擔風險，利用有利的商業環境，得益於其能力，並表現出對創造力的需求。這兩

個層面(能力和創造力)與獨立性目標相關(Estay et al. 2013)。渴望獨立與創業意圖具有正
相關，獨立是指在決策過程中不受外部控制，並且通常以對自主權的渴望、沒有老闆和

創建自己的工作為代表(Ojiaku and Onuoha 2016) 

三、 品牌定位(Brand positioning) 

    “品牌”概念是在 18 世紀發展起來的，因為動物、原產地和有名人物的名字和圖
片取代了許多生產商的名字，目的是加強品牌與產品的關聯，生產商希望讓他們的產品

更容易讓消費者記住並使他們的產品與競爭對手的產品進一步差異化 (Farquhar 1989)。
品牌定位是設計品牌的產品和形像的行為，在目標市場的心中佔有獨特的地位(Wang  
2015)。對於公司或品牌來說，定位策略(positioning decision)往往是至關重要的決策，因
為這個定位可以成為顧客的觀念和選擇以及決策的核心。此外，由於市場行銷計劃的所

有要素都可能影響定位，因此有必要將定位策略作為行銷計劃發展的重點，明確的定位

策略可以確保行銷計劃要素的一致性和支持性(Aaker and Shansby 1982)。在競爭激烈的
市場中，品牌定位被視為品牌執行的關鍵工具(Aaker 1996)。當一間公司或供應商在市
場上為自己和產品建立並保持一個獨特的位置是成功的定位，在競爭的服務行業當中，

有效定位是行銷最關鍵的任務之一(Shostack 1987)。  

參、 研究方法 

第三章的部分說明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主要劃分為第一、個案研究法，

解釋為何使用此方法進行研究；第二、個案選擇與資料來源，包含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第三、實施程序，說明與受訪者的訪談等流程；第四、資料整理，說明資料如何整理及

分析。 

一、 個案研究法(Case of study)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微型創業家從零到有的創業歷程中，創業家的創業動機、創業經
歷所發生的過程，以及如何定位品牌並分析目標市場。我們進行個案研究和深入訪談，

個案研究適用於對現象知識有限或缺乏良好記錄或發展中的實踐領域(Yin 1994)。個案
研究為產生新理論和深入理解複雜現象提供了寶貴的機會(Yin 1993)。我們請創業家闡
述自身創業的故事及其背景，故事能提供豐富的見解(Henttonen and Meril ̈ainen 2008)，
了解創業者的經驗及如何開始創業可以提高我們對創業過程的理解，也有助於研究上充

分理解網路實踐的影響(Anderson et al. 2010)，來探索真實的情境。 

二、 個案選擇與資料來源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微型企業的創辦人，並與此六位微型創業家進行面對面的深度
訪談。訪談期間為 2017年 12月到 2018年 3月，訪談時間約一到兩小時，分別產業有
資訊業、保養品業、經銷商、網際網路相關業(見表 1)。參與者一是資訊公司，主要開
發產品為會員行銷系統，目標客群為咖啡廳業者。參與者二是保養品公司，主要通路為

網路做販售，目標客群為女大學生。參與者三是經銷商，主要販售綠色商品，目標客群

為環保人士。參與者四是網際網路相關業，目前身份是上班族，主要運用蝦皮網站販售

代購商品。參與者五網際網路相關業，目前身份是學生，主要運用蝦皮網站販售飾品類

商品。參與者六是保養品公司，主要通路為網路做販售，目標客群是男性。 
 

表 1、微型創業家的基本資料 

 

三、 實施程序 

    在訪談前會讓參與者(participant)了解訪談內容，為了要讓參與者確切的了解訪談目
的，會先將訪談動機寄給參與者，並確認參與者是否同意參與本研究問題再進行訪談。

訪談前會與參與者約定受訪時間與地點，並在訪談當天讓參與者確認並同意後簽寫訪談

同意書。訪談過後，研究者會依照訪談的錄音檔, 一邊打字轉成文字稿，以書面的方式
記錄所有訪談內容，得以保留完整的訪談記錄。 

四、 資料整理 

    經由訪談收集到的資料打字成逐字稿，再轉化為意義單元(meaningful units)。我們
依照參與者(例如：創業家)的資料順序進行整理，在閱讀文本時，與研究主題有關之意
義單元指出，將關鍵字眼(label)加上底線，例如敘述文本為:  
我比較重視說，產品到底好不好用，流程好不好用，介面好不好用，因為我又是偏設計

多一點這樣子，所以我比較喜歡的是那一種我們搜集了很多不管是使用者跟店家的意見

回饋之後，我們一直去優化他，讓他變得真的是符合一個...因為我總覺得你只要做到一

個真的有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或解決他們問題的產品，自然就會...後來有一個店家自己

介紹其他的店家來用這樣子。(0120) 

    這段敘述中，將「產品到底好不好用」、「使用者跟店家的意見回饋」、「我們一直去
優化他」、「符合使用者需求」、「解決他們問題的產品」等標示出來，並標上「了解使用

者需求」來表示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重要。

因此整理之後為： 

參與者 產業別 成立時間 網站 性別 年紀 受訪者職稱 職業狀況 社群經營 
01 資訊業 2014 自有網站 男 41 創辦人 全職 Facebook 
02 保養品業 2016 自有網站 女 27 創辦人 全職 Facebook 
03 經銷商 2017 自有網站 女 35 創辦人 全職 Facebook、

Instagram 
04 網際網路

相關業 
2017 蝦皮 女 25 創辦人 上班族 Facebook、

Instagram 
05 網際網路

相關業 
2016 蝦皮 女 25 創辦人 學生 無 

06 保養品業 2014 Pinkoi 男 33 創辦人 全職 Facebook、
Instagram 



 

 

主題（theme） 個案

（case） 
頁數

（page） 
標示

（label） 
文本 
（text） 

 01 20 產品到底好

不好用 
使用者跟店

家的意見回

饋 
我們一直去

優化他 
符合使用者

需求 
解決他們問

題的產品 

我比較重視說，產品到底好不

好用，流程好不好用，介面好

不好用，因為我又是偏設計多

一點這樣子，所以我比較喜歡

的是那一種我們搜集了很多不

管是使用者跟店家的意見回饋

之後，我們一直去優化他，讓

他變得真的是符合一個...因為
我總覺得你只要做到一個真的

有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或解決

他們問題的產品，自然就會...
後來有一個店家自己介紹其他

的店家來用這樣子。 
又例如： 
因為我跟我弟，通常是我跟我弟會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都是二十幾歲吧，所以就可

能會看一下最近流行什麼，然後就知道他們可能像之前玖壹壹，那個東西其實我一開始

有點疑惑到底要不要上架，然後我弟就說最近玖壹壹很流行欸，然後就叫我上架，就是

可能會去了解，然後那個東西真的蠻賣的，就是你可能了解...例如我們目標是二十幾歲

好了，你了解他們的大概在流行什麼，通常上架就賣的不錯，可是玖壹壹那個東西真的

有銷，我也是有嚇一跳。(0513) 

	 	 	 	相同的，將「我跟我弟會討論這件事情」、「看一下最近流行什麼」、「目標是二十幾

歲」、「了解他們的大概在流行什麼」、「通常上架就賣的不錯」等標示出來，並標上「了

解目標客群」來表示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

重要。因此整理之後為：	

主題 
（theme） 

個案 
（case） 

頁數 
（page） 

標示 
（label） 

文本 
（text） 

 05 13 我跟我弟會討

論這件事情 
看一下最近流

行什麼 
目標是二十幾

歲 
了解他們的大

概在流行什麼 
通常上架就賣

的不錯 

因為我跟我弟，通常是我跟我弟

會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都是

二十幾歲吧，所以就可能會看一

下最近流行什麼，然後就知道他

們可能像之前玖壹壹，那個東西

其實我一開始有點疑惑到底要不

要上架，然後我弟就說最近玖壹

壹很流行欸，然後就叫我上架，

就是可能會去了解，然後那個東

西真的蠻賣的，就是你可能了

解...例如我們目標是二十幾歲好
了，你了解他們的大概在流行什

麼，通常上架就賣的不錯，可是

玖壹壹那個東西真的有銷，我也

是有嚇一跳。 



 

 

     

接下來，在整理資料時，會把標示群集 (clustered data)分別分類為相同主題(theme)。 例
如上述兩段，在群集資料後，我用「目標客群」作為 主題。因此整理之後為: 

主題 
（theme） 

個案 
（case） 

頁數 
（page） 

標示 
（label） 

文本 
（text） 

目標客群 01 20 產品到底好不

好用 
使用者跟店家

的意見回饋 
我們一直去優

化他 
符合使用者需

求 
解決他們問題

的產品 

我比較重視說，產品到底好不好

用，流程好不好用，介面好不好

用，因為我又是偏設計多一點這

樣子，所以我比較喜歡的是那一

種我們搜集了很多不管是使用

者跟店家的意見回饋之後，我們

一直去優化他，讓他變得真的是

符合一個...因為我總覺得你只要
做到一個真的有符合使用者的

需求，或解決他們問題的產品，

自然就會...後來有一個店家自己
介紹其他的店家來用這樣子。 

	 05	 13	 我跟我弟會討

論這件事情 
看一下最近流

行什麼 
目標是二十幾

歲 
了解他們的大

概在流行什麼 
通常上架就賣

的不錯	

因為我跟我弟，通常是我跟我弟

會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都是

二十幾歲吧，所以就可能會看一

下最近流行什麼，然後就知道他

們可能像之前玖壹壹，那個東西

其實我一開始有點疑惑到底要

不要上架，然後我弟就說最近玖

壹壹很流行欸，然後就叫我上

架，就是可能會去了解，然後那

個東西真的蠻賣的，就是你可能

了解...例如我們目標是二十幾歲
好了，你了解他們的大概在流行

什麼，通常上架就賣的不錯，可

是玖壹壹那個東西真的有銷，我

也是有嚇一跳。	
 

肆、 研究發現 

    本研究發現渴望工作自由與建立自身興趣的事業為創業家的創業動機，並在訪談當
中察覺不管是在哪一個產業，創業家需要具備分析市場的能力，以及在創立階段中了解

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重要。 

一、 為何微型創業家會選擇自行創業，其動機為何?	



 

 

    創業動機通常被定義為放進合適的”推動(Push)”或“拉動(Pull)”的分類裡面
(Kirkwood 2009)。“推動”理論認為是個人被負面的外部力量所推動，如工作不滿、就
業困難、薪資不足或工作時間不靈活。“拉動”理論認為是個人想追求獨立、自我實現、

財富和其他理想結果的創業活動中(Gilad and Levine 1986)。在經濟危機和失業率上升的
時期，在沒有其他機會的情況下，個人可能會被推向自營作業。在更有利的條件下，個

人可能會因為與市場機會、財務改善或個人自主權有關的各種積極原因而被吸引到自營

作業(Dawson and Henley 2012)。Amit and Muller (1995)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創業家：“推
動”是創業家是他們對當前職位不滿, 由於各種原因與他們的創業特徵無關，因而推動
他們開始創業。第二種類型“拉動”，創業家被新的創業想法所吸引，因為商業理念的

吸引力及其個人影響而開展了創業活動。研究指出個人成為企業家主要是由於“拉”因

素，而不是“推動”因素(Segal and Borgia 2005)。透過個案分析，本研究發現創業家創
業的動機有渴望工作自由與建立自身興趣的事業為主要因素： 

(一) 渴望工作自由 

個案一的參與者述說： 
就是大概會讓我離開有一個是推力跟拉力，就是說 外面把我往外推的...往外拉的力量就

是說可能是我有做一些東西已經有一點點的成績這樣子，再來就是內部把我往外推的就

是說，我後來要一直去大陸出差，我就去深圳跟鄭州我都去過，我不是很喜歡出差，可

是那時候老闆就一直叫我要出差，那我就覺得說如果一直出差...我可能去都是三個月半

年那種，我就覺得...我覺得去短暫，像 Cathy 那種去兩個禮拜，他那種很短我就覺得 ok，

但是我每次去都是三個月半年那種，我不是很喜歡，而且我們都是住那種廠區呀，那種

環境都不是很好，工廠的環境不是很喜歡，那時候就覺得說應該差不多這樣子，對，待

了四年，我是 2009 到 2013，2013 年的八月底離開這樣子。(0117) 

 

    參與者認為會進行創業有推力與拉力的因素，在訪談過程中了解到參與者因前工作
經常有出差的情況，以及長期在外地工作的影響，有了離職的念頭，並且在參與者的述

說下提出了因為自身的工作因素有往外拉的力量而有了創業動機。 
 
個案二的參與者述說： 
就是我當初選擇想創業的原因其實我在別的公司也要扶植一個新創品牌的誕生，我在幫

別人做的時候我就想說，欸，其實我也可以幫自己做，所以就因為這樣就想要創業。(0201) 

 

    參與者敘述本身有品牌經營的技能，可以扶植品牌成長，自身擁有的技能或是不同
的經驗，對於他在辨識看到機會時，將其運用在熟悉的場域上，在前一份工作當中發現

可以利用自身技能進行創業。另一方面，個案三的參與者亦有同樣的發現： 
由於當時我負責公司的總管理處，是老闆的經營幕僚，對於一家公司各環節的運作相較

其它員工更為清楚，那時對於工作我是相常投入，把公司當作自己的公司一樣，所以家

人與當時的主管就鼓勵我，何不嘗試自己出來創業。(0301) 
 
(二) 建立自身興趣的事業 

    然而，對於一些創業家來說，財富並不是他們的主要動機(Rindova et al. 2009)。初
創的創業動機是由自我實現、創新和獨立而來的(Carter et al. 2003)。對於許多人來說，
尤其是創業家，因為他們有創造自己的工作環境的自由，我們發現成功的定義是要獲得



 

 

工作中的滿足感 (Kauanui et al. 2010)。有創業家尋找和做他們真正熱愛的事物提供了一
條豐富而有價值的工作經歷。很多時候，它可能根本不像工作;相反，對於一些人來說，
工作被描述為巨大的樂趣(Porras et al. 2007)。 

個案四的參與者述說： 
一開始是我自己很喜歡買東西，後來就是覺得那個美妝的東西國外也賣得蠻便宜的，也

蠻多人推薦的，然後我們就自己也有用那個網站常自己買過，後來就發現也可以幫人家...

因為我朋友也喜歡也想買，然後我就直接幫他們買，後來想說那乾脆我就用代購，就是

也是幫路人就幫他們代購呀，然後產業主要就是美妝，就是興趣吧。(0401) 

 

    參與者從生活環境中發現需求與環境，或是興趣，這使得創業者辨識到機會並進行
創業的想法，個案六的參與者亦有相同發現： 
本身那時候女朋友又開始大學生嘛，大學生就接觸保養品，那我就覺得 ，欸，看他在

用的時候我也覺得很有興趣，啊陰錯陽差之下，然後我就在退伍的時候，那時候剛好台

灣那波經濟不是很好，我也沒想說找工作，我本身又讀土木工程，然後我就看到，欸，

有一個職訓局，職訓局他有受訓那個化妝品的東西，那我想說基本的我去了解一下。

(0601)  

 

    從本研究的個案四與個案六的敘述中，發現到除了自身興趣而投入創業之外，也因
身旁友人及家人的因素進行創業，在個案五的參與者亦有相同發現：	 	
就是因為我爸爸他就是再開..就是做飾品工廠，然後就是怎麼講，就是他是最上面的上

游廠商，所以就是可能中游跟他訂的時候，他就會多做...可能訂三百他做四百個之類的，

那那一百個客戶如果沒有要續訂的話就會剩下來，然後所以我們家倉庫有很多...很多飾

品，然後我就覺得那不然我就把那些東西放在網站用便宜的價格去賣，這樣子，所以就

因為爸爸的關係才會做這個。(0501) 
  
二、 創業家如何切入市場、如何經營品牌以及如何找到進入市場的機會？	

    市場細分(market segmentation)的概念是美國市場學家Wendell R. Smith於 20世紀
50年代中期提出來的(Smith 1956)。成功規劃行銷活動需要將產品差異化和市場細分作
為市場戰略的組成部分(Smith 1956)。其基本論點是為了實現競爭優勢，從而實現卓越
的財務業績，企業應該確定需求細分市場、針對具體細分市場，以及針對每個目標細分

市場開發特定的市場結合(mix) (Hunt and Arnett 2004)。針對不同細分市場的行銷計劃(無
論是產品、價格還是廣告資訊)必須呈現不同的優勢，如果這些優勢得到很好的選擇，
那麼消費者將自己選擇他們應該選擇的內容(Moorthy 1984)。自 20世紀 90年代中期以
來，研究顯示只要滿足價格和品質要求，公司的聲譽和品牌在購買決策中扮演著越來越

重要的角色 (Lindgreen et al. 2010)。定位對於新產品來說至關重要，不僅新產品必須為
客戶提供所需的好處，而且它必須比競爭對手做得更好，在開發定位時，行銷人員必須

考慮四件事情，第一、目標市場，第二、產品如何與競爭對手做出差異性或更好，第三、

差異性對目標市場的價值，第四、對目標市場擴及或傳播這個差異的能力(Gwin and Gwin 
2003)。透過個案分析，本研究發現創業家在建立公司或產品需要具備分析市場的能力： 

個案一的參與者述說： 



 

 

還好我們有一個營運長是他原本就是開店的，開咖啡店的，所以從我們開發第一版初期，

他就是我們的產品開發的顧問，因為他最知道說這種櫃檯呀，店家他們的流程這樣子，

因為包括説我們以前在鴻海都一樣，就是沒有這種實際的這種在店家待過的人，都是包

括主管都一樣，都是技術導向，他們就會想一個自以為可以滿足這些顧客的產品出來，

事實上並沒有。 (0134) 

 

個案一的參與者接著說： 
還好就是我們有一個營運長就是他自己開很多店，對呀，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原來這個

流程，不是說這個功能是怎樣設計會比較好，或者我們也會去訪談店家，聽店家的意見

的回饋。(0134) 

 

    參與者強調兩次公司的營運長是開咖啡店的，因為這個原因能讓產品更貼近使用者
需求，以及去會拜訪使用者和店家進行使用上的訪談，將回饋作為產品的改善的方針，

並在敘述過程中能夠發現使用者回饋以及合作夥伴的重要性。 
 
    個案四的參與者利用蝦皮網站進行販售，運用自身的評估、分析市場需求來挖掘商
機。這位參與者述說： 
Youtuber 介紹的一定要馬上上架，然後或者是那個品牌可能比較熱門，那就會去搜尋看

看這個品牌大家都賣什麼，然什麼什麼東西賣的好，就跟他們上一樣的東西。有觀察熱

銷品，那些東西就會多訂一些當現貨賣，就是會去看哪些是賣得特別好的。(0401) 

 

    參與者在上述當中提到如何辨識熱賣商品以及自身如何分析市場需求以外，表示代

購日韓美妝的飽和，後來因為較少人在代購歐美美妝，而選擇代購歐美美妝，在競爭的

蝦皮網站當中呈現優勢，參與者又接著說：  
就是因為我們賣美妝嘛，然後就是日韓的美妝太多了，很飽和，然後而且假貨又特別多，

所以就是有想賣過，可是上架之後好像就是沒有很多人詢問，然後也沒有很多人買，所

以就是還是就是選擇歐美的，然後歐美比起日韓沒有那麼多人做，可是也是蠻多人，然

後就是另外就是...口碑吧，就是口碑好。(0418) 

     
    個案五的參與者也是運用蝦皮網站進行商品販售，參與者站在消費者的角度了解到
顧客在乎的是商品的品質。在訪談中，參與者除了分析到市場的需求的之外，還述說商

品照片是自己拍攝和自行後製照片，為的是在網站中與其他賣家作為一個區隔，並呈現

優勢，也為了讓消費者了解到賣家的用心。這位參與者述說： 
我自己覺得你可能要營造一個風格，然後你的品質也要顧好吧，因為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做這個行業就跟我們自己買網拍一樣，就是你覺得那間服裝店的品質好，你就會想要一

直再去買，我覺得這個也是一樣。(0503) 

 

靠拍照跟修圖，感覺修圖蠻重要的欸，因為蝦皮很多都是那種...怎麼講，我看的時候就

覺得很多都是那種淘寶批貨的照片，然後那種圖都是一樣的，好像就是覺得如果你自己



 

 

拍的話，就可以做出一個區隔，也感覺你比較有用心在這個商品上面的感覺，所以我全

部的照片都是自己拍。(0515) 

 
三、 微型創業家的品牌定位策略為何？	

     成功企業家的典型特徵是能夠承擔風險、創新能力，對市場運行、製造技術知識，
市場行銷技能、商業管理技能以及合作能力的認識(Littunen 2000)。在品牌建設方面，
行銷管道來說服和激發消費者的能力尤為重要。透過融合資訊、娛樂和經驗，行銷管道

可以對消費者產生認知、情感和努力企求(或行為)影響。消費者可以了解一個品牌，它
做了什麼，為什麼它是特殊的。他們也可能了解管道如何促進品牌購物和購買。他們可

能能夠參與品牌特定的交流活動並體驗互動服務(Keller 2010)。企業需要對客戶需求、
產品或服務技術以及競爭對手分析進行詳細了解，以提高競爭力並提高性能、評估可行

性和涉及的風險的資源需求對於產品和市場開發選擇是必要的 (Clark and Dounglas 
2014)。因此，微型企業要以市場為導向，採取創新的行銷方式、克服困難，為企業發
掘巨大潛力已成為必須做的或必不可少的(Chanu and Sharma 2015)。透過個案分析，本
研究發現創業家進行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以及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

等同重要： 

(ㄧ) 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 

    客戶喜歡了解企業故事，比如創始人如何捕捉品牌的精髓，網站不僅提供了論壇講
述這些故事，而且可以為讀者量身定做(Chun and Davies 2001)。參與者也說道會分享公
司產品開發的過程與公司日常在社群網站作為發文的內容，並將實用的知識向消費者傳

播，讓消費者透過社群的方式參與品牌的經營。 
 
個案二的參與者述說： 
我們每天固定 Po 文，然後每天至少都要 Po 兩篇，然後每一篇文章他都有不一樣的...不

一樣想要達到的目的，對，有一些做內容的，我們就希望給大家一些實用的知識，然後

有時候 Po 我們公司的日常，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跟我們比較沒有那種廠商跟客人的距離，

所以就是各式各樣的貼文其實我們都發，或者是產品開發的一些過程，發生的一些事情

就會想要跟他們分享，讓他們完全的透過社群的方式有辦法參與品牌的經營。(0222) 

 

個案四的參與者述說：	

評價吧，評價真的超重要的，因為大家其實就是買東西之前一定會先看評價，當然就是

也是有不看評價，那就先不要提，就是他一定會...因為像我自己就是很希望就是客人在

評價上面拍上他自己用的產品的照片，就不然就是很一般，大家的評價都是出貨很快什

麼什麼的，就比較簡短，可是我會希望他們就是多打一點在這裡消費的感想，然後或者

是他們自己使用實拍的照片，就是比較不會像假的那種洗評價的那種，所以就是我就會

在出貨的時候就會附一個就跟他們說如果有附照片然後又給好評的話，下次就可以折扣，

然後這還蠻有效的。(0402) 



 

 

 

    在蝦皮網站販售商品的參與者的敘述中，顧客購買商品前會先查看商品評價為決定
購買的條件之一，因此會運用下次購買會打折的方式讓客戶留下好的評價。另外一位參

與者也是運用蝦皮網站做販售，並敘說在回應顧客上要有耐心的重要性。在研究當中可

以發現與顧客有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重要，個案五的參與者述說： 
顧客回應吧，就是...我就覺得回應顧客可能要有智慧，就是有很多奧客或是什麼的，或

是很多會問一些其實你頁面上面已經有講資訊，然後他還是會問你一次，就是你要很有

耐心什麼的。(0504) 

 

(二) 與客戶建立良好關係及持續互動等同重要 

    新產品推出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於創新是否符合消費者對品牌的看法，這表明如果創
新結果與品牌先前的定位的不匹配，該品牌的長期消費者可能會質疑品牌的持續存在的

地位(Beverland and Farrelly 2010)。與行銷相關的前三大活動包括口碑宣傳和面對面交流，
從客戶那裡獲得直接反饋，並為自身產品/服務確定目標市場(Clark and Dounglas 2014)。 

個案一的參與者述說： 
我比較重視說，產品到底好不好用，流程好不好用，介面好不好用，因為我又是偏設計

多一點這樣子，所以我比較喜歡的是那一種我們搜集了很多不管是使用者跟店家的意見

回饋之後，我們一直去優化它，讓它變得真的是符合一個...因為我總覺得你只要做到一

個真的有符合使用者的需求，或解決他們問題的產品。(0120) 

 

    參與者敘述在開發產品的過程中，會搜集使用者與店家的意見後，進行產品的優化，
達到符合使用者需求並做出解決使用者問題的產品。在個案二的敘述當中，與個案一也

有相同之處，為了解消費者進行調查： 
但是之前實習生在的時候我們曾經請他們去發過一些問卷，去問說大學生一整天的生活

作息有沒有，一整天的生活型態，大概是長什麼樣子的。就有時候我也會問我弟的女朋

友，說欸你們大學生每天都在幹麻，逛網拍，那逛網拍都買些什麼，淘寶，那淘寶都買

些什麼，收納比較多，接下來就衣服，然後再來就是保養品，就是他們會有這樣的，對，

就類似這樣，去了解他們現在生活到底都在幹麻。(0219) 

 

    另一方面，個案五、個案六的參與者亦有相同的發現： 
通常是我跟我弟會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我們都是二十幾歲吧，所以就可能會看一下最近

流行什麼，然後就知道他們可能像之前玖壹壹，那個東西其實我一開始有點疑惑到底要

不要上架，然後我弟就說最近玖壹壹很流行欸，然後就叫我上架，就是可能會去了解，

然後那個東西真的蠻賣的，就是你可能了解...例如我們目標是二十幾歲好了，你了解他

們的大概在流行什麼，通常上架就賣的不錯，可是玖壹壹那個東西真的有銷，我也是有

嚇一跳。(0513) 

 

我自己的想法，然後我們在做民調，還是會做一下民調啦，因為不一定我想的別人喜歡，



 

 

我們民調其實就是先以周邊的人，可能小編啊什麼的，你們的想法怎麼樣，然後我們來

改，改了之後他們分享出去。(0603) 

伍、 結語 

    本研究運用個案訪談法，深入了解創業者的創業經歷，研究發現微型創業者主要是
希望工作自由與自身興趣建立事業為主要動機，不管是在哪一個產業，創業者需要具備

分析市場的能力，在創立了解目標客群的喜好與需求之外，建立一個與客戶有良好的關

係，後續和客戶持續互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本研究貢獻可以幫助未來創業者更了解

開創事業的過程，以及如何挑選目標市場和了解消費者需求。本研究的限制與未來研究

主要如下: 因為地理和時間的限制，研究對象主要是在高雄和台北地區的微型創業者，
未來可尋找更多不同地區的研究對象。目前訪談的產業類別只要為資訊業、保養品業、

經銷商、網際網路相關業，未來可尋找其他不同的產業類別以了解不同的產業創業生態

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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