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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方向 

• 經過討論，我們這組以文創、電子商務、包裝行銷，此類方向來製
作，不過關於文創方面，尚未想出具體的故事性作為背景來包裝。 

• 以下為我們查詢相關論文的摘要。 



目錄(一) 

餅乾禮盒包裝插畫對消費者注目性與偏好調查 

運用電子商務提升學生學習滿意度 

顧客知識管理、銷售技巧、情緒智力與銷售績效對工作滿足之研究 

文創商品網路品牌新行銷商業模式之研究 

中文正體鉛字文創商品之創作研究 

文創商品之消費者體驗、服務品質、品牌形象與顧客滿意度、顧客忠

誠度之關係研究－以誠品松菸為例 

服務品質、價值與消費者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文創皮件商品為例 

 

 

 

 



產品與包裝設計的視覺及味覺體驗觀點:研究巧克力產業之品牌關
係品質 

從視覺與觸覺感知探討紙包裝設計-以伴手禮紙盒包裝為例 

電子商務與實體通路整合行銷之研究 

目錄(二) 



論文名稱 

餅乾禮盒包裝插畫對消費者注目性與偏好調查 

• 朱悅誼 

• 南臺科技大學 

• 視覺傳達設計系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68000091650668803860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68000091650668803860


摘要 

• 過去包裝插畫之相關研究，側重探討色彩、插畫複雜程度以及表現形式
對受測者偏好之影響。本研究嘗試結合「插畫之繪畫媒材」以及「複雜
程度」作為研究主題，以印製於西式餅乾禮盒上之插畫做為研究樣本篩
選依據，從而探討「設計背景」與「非設計背景」之受測者對餅乾禮盒
包裝插畫上之注意力與偏好差異。 

• 本研究蒐集市售餅乾禮盒，使用KJ 法依據市場樣本以媒材使用、繪製主
題、複雜程度進行分類，從中選擇較常被使用之媒材，作為繪製實驗樣
本之根據，以因子設計共創造64 個樣本進行問卷設計。本實驗共回收
280 份有效問卷，透過28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得出受測者被插畫吸引
之原因，並運用聯合分析法統計分析問卷數據，以了解「媒材」與「複
雜程度」對消費者偏好之影響。研究結果如下： 



• 1.媒材表現以「電腦繪圖」為首，其次依序為「色鉛筆」、「水墨」、
「油畫」、「版畫。插圖表現形式以「輪廓線法」數量最多，其次為
「象徵描繪」、「精密插畫」、「圖像描繪」。 

• 2.受測者在觀看插畫時，影響受測者主要原因為「複雜程度」，其次為
「色彩」。使用「電腦繪圖」、「精密插畫」的插圖，較容易抓住受測
者的注意力。 

• 3.插圖「複雜程度」之表現方式，對受測者偏好有較大影響力。僅在
「動物」插畫主題下，「媒材」對受測者偏好影響力較大，此研究結果
與受測者「是否具有設計背景」無關。而受測者偏好「精密插畫」的表
現，以及使用「電腦繪圖」作為媒材的插畫。 



論文名稱 

• 黃瀠瑢 

• 逢甲大學 

• 電子商務碩士在職專班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7 

 

  
運用電子商務提升學生學習滿意度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7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6


摘要 

• 本研究以補教業為例，並探討運用電子商務系統提升學生學習滿意
度之相關研究，而本研究目的主要是探討補教業學生對於透過電子
商務系統進行數位學習的接受度及學習滿意度，以及分析補教業學
生對於透過電子商務系統進行數位學習的接受度及學生學習滿意度
之相關性。本研究將使用量化研究之問卷調查法作為本研究主要研
究方法，並採用隨機抽樣方式，對台中地區的補教業者之高中職學
生共314位進行問卷調查，有效問卷回收率為93.60％。蒐集樣本資
料以描述性統計、獨立樣本t檢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
差相關等方法來進行統計分析。  



• 本研究結果發現：學生對電子商務學習系統接受度有中等程度，且
因其尌讀科系、取得證照張數、網路學習經驗而有所差異。學生對
於補教業者運用電子商務系統的學習滿意度屬中等程度，且因其教
學設備、網路學習經驗、使用網路情況有所差異。「使用態度」、
「有用性」、「易用性」、「使用意圖」與整體學習滿意度之間皆
有顯著的正相關性，且「易用性」與學習滿意度之間的相關性最高。
「師資教學」、「課程安排」、「教學設備」與整體系統接受度之
間有正向的相關性影響，且「師資教學」與整體系統接受度之間的
相關性最高。 



• 因此建議未來補教業者可以透過電子商務系統強化補教業教師的教
學內容，藉此提升補教業學生的學習滿意度外，還能夠善用電子商
務學習系統的特性，提升學生的學習興趣 以及增加學生學習的便利
性，進而達到與其他業者之間的差異化以及增加學生數之目標。  



論文名稱 

顧客知識管理、銷售技巧、情緒智力與銷售績效對工作
滿足之研究 

• 林怡萱 

• 南華大學 

• 企管系管理科學碩士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8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h1=6


摘要 

• 隨著科技不斷的進步，知識經濟的意識抬頭，公司與客戶之間不再只有
產品上的買賣，更是有知識上的交易，越來越多公司將顧客納入他們的
新產品開發流程，由顧客提供的知識、市場資訊和額外的資源，都代表
著競爭優勢的潛在來源。銷售是一種面對面為主要的產品銷售方式，銷
售人員本身除了有銷售行為之外，也是公司所提供服務的接受者，在管
理重點上也已經漸漸的遠離產品製造及工廠管理，取而代之的是對於顧
客的重視，因此了解顧客的需求，提供完善個人化服務、開發潛在的顧
客市場，將顧客的知識引入到產業的經營，是企業的首要挑戰之ㄧ。目
前國內外已經漸漸有許多探討顧客知識管理的研究，著重顧客資料進行
分析為目前研究所探討重要議題。 



論文名稱 

文創商品網路品牌新行銷商業模式之研究 

• 何敏婷 

• 國立中興大學 

• 行銷學系所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4&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4&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4&h1=2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4&h1=2


摘要 

• 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近年來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而台灣的網路行銷發展
於企業經營也越顯廣泛，本研究認為許多出色的文化創意產業的行銷端，
有許多精確的看法及經驗是值得被挖掘的；行銷端對文化商品於網路行
銷所持看法也是需要被整理的，故本研究便希望從行銷端彙整出企業如
何發展網路行銷，本研究目的如下為探索行銷端對於文化商品的認知及
文化商品應具備的條件、行銷端對文化商品的網路行銷策略、行銷端透
過網路行銷文化商品之呈現方式、行銷端經營文化商品網站挫折與成功
因素。 



• 本研究採用質化分析法，先藉由相關文獻探討及深度訪談，從行銷
端深度訪談中分析企業架設網站本身所具備的條件，協助行銷端更
進一步了解消費者需要的網站模式，各企業可針對企業網站本身的
缺陷去進行改善，拜科技之賜，企業網站設置應該呈獻完整且便利
消費者使用的網站為目標，進而增加產業之附加價值，為增進網路
行銷學術貢獻，本研究發展研究命題，對於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的企
業，也可以此論文做為參考，增加網路行銷實務的貢獻。 

 



論文名稱 

中文正體鉛字文創商品之創作研究 

• 周育寧 

•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視覺傳達設計系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8&h1=0
http://ndltd.ncl.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3POFqA/record?r1=18&h1=0


摘要 

• 本設計創作的研究目的在發展一款可以活化鉛字產業的文化創新設
計。從探索時代背景下鉛字活版印刷業何以走入歷史出發，體認鉛
字活版印刷業伴隨1960年代台灣報業快速的發展而達到巔峰，
1980年代中期以後也因平版印刷與DTP印前技術的引進而快速隕落。
研究者不僅覺察到日星鑄字行能自主完整保存鑄字產業，是台灣印
刷史上彌足珍貴的文化資產，也從發生在產業體內部的各種趣聞軼
事，觀察到台灣特有的鉛字產業文化，是文化創意豐富的靈感來源。 

 



• 在前期研究部分，由「造字人對談－我的漢字夢」專家對談得到
「永續發展中文正體鉛字產業之典範模型」勾勒出鉛字活版印刷在
當代三點發展對策：（1）進行數位典藏（2）數位排版設計（3）
文創商品開發設計，做為本設計創作的理論支撐點。另，根據台灣
活版印刷文化保存協會理事長張介冠先生與台北市印刷職業公會理
事長林金仁先生的訪談，建立創作論述，發現鉛字活版印刷業者對
文化創新設計的期待有兩點：（1）活絡整個產業鏈是讓鉛字活版
印刷自我永存的最好方法。（2）文創商品的開發設計，最好能兼
顧在產業體內運用既有技術和設備生產。 

 



• 基於上述兩部分的理論發展，共同支持本創作研究的設計執行，除了得到設計產出，並證實本
創作研究的問題觀點： 

• （1）在鉛字活版印刷盛行的年代，設計業並不發達，良好的視覺設計確實能重新為鉛字印刷
業注入新的活力。 

• （2）隨著CNC鋅凸版的技術，印刷端可以完整支援電腦排版設計，混搭鉛字活版與鋅凸版，
確實能為鉛字印刷在設計排版方面，找到創新的解決方案。 

• （3）隨著美學消費的崛起，鉛字印刷品獨有的韻味在充分的設計支持下，肯定有機會成為富
有特色的文創商品。 

• （4）而關於更全面的問題，永續發展鉛字文化產業的必要條件是讓整個產業鏈能被重新啟動，
並且有源源不絕的印量可以持續支撐營運，使鉛字活版印刷產業能自我永存。此部分除了視覺
設計師的介入，還需要有印刷專業的人士持續投入對鉛字活版技術的創新，以獲得更好的競爭
力。 

• 關鍵詞：中文正體鉛字、扎根理論、文化創意、文化階段 

 



論文名稱 

文創商品之消費者體驗、服務品質、品牌形象與顧客
滿意度、顧客忠誠度之關係研究－以誠品松菸為例 

• 李芝瑩 

• 世新大學 

• 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研究所(含碩專班)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97441039095425033728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97441039095425033728


摘要 

• 本研究以誠品松菸為研究個案,探討消費者對於誠品松菸的消費者體
驗、服務品質、品牌形象、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之間的關係與
影響。藉此為誠品松菸提出行銷策略上的建議。 

• 研究首先以問卷調查法進行,針對網路及店頭發放問卷進行調查,共
計回收 647 份有效問卷,進行資料分析,並根據量化資料的結果與發
現,輔以質化訪談,向學員進行深度訪談,以了解對於誠品松菸之實際
想法。 

 



• 研究發現, 消費者體驗、服務品質、品牌形象對於顧客滿意度、顧
客忠誠度皆呈現正向的影響,其中以品牌形象對顧客滿意度、顧客忠
誠度的影響最大。進一步探討消費者體驗、服務品質、品牌形象中
的主要影響因素,結果顯示為行動關連體驗、可靠回應性與品牌形象。
因此,若能加強誠品松菸對於消費者的自我連結，並且加強其服務人
員的回應性，與加強其品牌形象有助於顧客滿意度、顧客忠誠度。
最後,研究者結合量化資料及質化訪談結果, 針對誠品松菸提出行銷
策略建議，期望作為誠品松菸與相關文創產業提升競爭優勢的方向
參考。 

 



論文名稱 

服務品質、價值與消費者行為意圖關係之研究：以文
創皮件商品為例 

• 黃光甫 

• 南華大學 

• 文化創意事業管理學系文創行銷碩士班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19865852259364615116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19865852259364615116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19865852259364615116


摘要 

• 近年來文創產業蓬勃發展，文創商品廣受消費者的喜愛，相關產業
也開始涉獵文創產業，而各種相關研究都相繼產出，然而針對文創
皮件的研究卻寥寥可數，本研究以在【K-康格維hls手創皮件】消
費之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用量化研究，發放350份問卷，刪除無
效問卷後，有效問卷327份，回收率93%。並以SPSS21.0以及
AMOS21.0分析軟體來驗證影響手工皮件消費者的行為意圖，本研
究以刺激-有機體-反應架構(SOR)為架構，將服務品質、情緒模組
及購物價值為中介變數，探討對消費者行為意圖之影響，再以IPA
重要-表現分析法及結構方程模式來做樣本的研究分析。 



• 經實證與分析結果發現： 

• (1)服務品質對消費者的愉悅情緒、喚起情緒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 (2)消費者的愉悅情緒、喚起情緒對於消費者購物價值中的享樂、實
用價值均有顯著正向影響。 

• (3)消費者購物價值中的享樂價值、實用價值對消費者行為意圖有顯
著正向影響。 

• 最後本研究依據建立之架構及實證結果，提出相關管理實務意涵及
後續研究建議。 

 



論文名稱 

產品與包裝設計的視覺及味覺體驗觀點:研究巧克力產
業之品牌關係品質 

• 邱政瑋 

•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 管理學院經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http://handle.ncl.edu.tw/11296/ndltd/86575301864628668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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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由於經濟發展帶動國民所得的增加，人們的價值觀亦有所轉變。人們注重生活
品質與享受美食，使得消費型態也有所改變。消費者在消費的同時，所期待的
不再只是注重外在感受，而是內化為「體驗」一個內在的感受。過往行銷模式
在本質上大多著重於產品的功能與效益、偏重於描述產品特性與找出具競爭優
勢以吸引消費者青睞。但 Pine II & Gilmore (1999) 兩位學者提出不同觀點，
他們認為經濟發展此刻正進入一個新的領域，經濟行為的核心已圍繞在體驗的
舞台上，並早已超越銷售產品及提供服務的銷售方式，而是提供各式精心設計
的體驗，意圖將所經營的事業當作表演之舞台，在消費者心中留下難以忘懷的
回憶。在商品銷售環節裡，包裝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它是商品無形的代言人
也是企業品牌的象徵。巧克力商家透過包裝賦予巧克力靈魂與人格特質，進而
挑動消費者的味蕾。 



• 本研究以Fournier提出的品牌關係品質與對關係穩定性的影響度之
模型為基礎，並進一步透過產品及包裝設計給與消費者視覺、味覺
體驗的觀點進一步修正Fournier（1994；1998）的品牌客戶關係
模型，來說明巧克力產業如何藉由產品及包裝設計給與消費者視覺、
味覺的體驗觀點建立其客戶品牌關係。本研究的目標即在於建立一
個本土手工巧克力的品牌與客戶關係品質之模型，以提供本土手工
巧克力商家做為提升競爭力的參考。本研究採用「個案研究」
（Case Study）之方式進行，以某特定巧克力品牌為研究對象，用
「深度訪談」的方式和該品牌的總經理、副總經理及店長進行訪談，
以瞭解個案如何藉由包裝視覺設計及味覺體驗來塑造良好顧客-品
牌關係品質。 



• 研究結果顯示：巧克力商家之包裝設計與產品呈現能刺激消費者的
視覺及味覺體驗，因而正向影響品牌關係品質，促成關係的穩定性。
包裝設計的愈精緻，整體質感愈好，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品質就愈肯
定，滿意度也就愈高，對品牌的評價也就愈高。在產品呈現方面，
現在消費者在乎巧克力的純度高低、巧克力口味多寡、造型及顏色
的豐富與否，本土巧克力店家能根據上述消費者需求設計產品跟做
出區隔，對於提升消費者滿意度及建立良好品牌關係品質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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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本研究主要從視覺、觸覺感知探討消費者對於包裝設計之感性需求。
彙整視覺、觸覺意象之伴手禮紙盒包裝相關感性形容詞語彙，進行
語彙意象分類與屬性因素分群，篩選出最為合適之相對感性形容詞
語彙做為受測樣本尺度語彙。 
實驗過程則運用模糊理論綜合評價分析開放式問卷之屬性量化數據，
以模糊權重對模糊區間之決策選項進行擇優評價，評估市場競爭力
之優劣排序定位。建立以下四項為伴手禮紙盒包裝設計準則與權重：
(1)視覺、觸覺共同意象相對形容詞語彙設計因素；(2)受測者理想
樣本設計因素；(3)受測者評估具備市場競爭力設計因素；(4)量化
價值因素群之形態、材質量化權重比重排序。 



• 以下為研究實驗分析結果： 

(1)伴手禮紙盒包裝「精緻的」、「高級的」形態意象傳達；「細緻的」、

「溫暖的」材質意象傳達，可使受測者對於產品產生高度的偏好。反之，「粗

獷的」、「廉價的」形態意象傳達；「粗糙的」、「冰冷的」材質意象傳達則

較不偏好。 

(2)消費者認為伴手禮紙盒包裝形態意象以量化價值因素之「高級的」重要度

最高；材質意象則以親近性因素之「溫暖的」重要度最高。 

 



(3)「六角梯形體幾何形態」、「圓弧長方體幾何形態」、「圓形體
幾何形態」、「花瓣有機形態」形態設計；「表面單一性」、「厚度
高」材質設計，能傳達較佳之伴手禮紙盒包裝產品意象。 
後續驗證實驗為評估驗證模型設計準則之適確性，以及未達理想評價
屬性設計因素。於未來設計伴手禮紙盒包裝，因應設計因素需求差異
與理想屬性設計因素不符合之部分進行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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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透過網路的商品交易，消費者不須親臨實體商店或販售點，只要透
過網路的虛擬交易機制即可買到任何商品，可以預覽、不必出門、
不必付現、不滿意更可以無條件退貨。如此輕鬆的購物行為，迫使
實體商店必須E化來因應，虛擬網際網路對傳統產業的影響不再單
純只是E潮流的衝擊，而是傳統產業結構性的衝擊。 
從研究設定的個案來分析，當虛擬網站建立一定程度的品牌認同及
資源時，在考量市場規模及競爭構面時，虛擬品牌往實體通路跨幾
乎是不可擋的趨勢，而「虛擬與實體間」因整合所可能產生的互容
性差異、系統差異、文化差異等問題，將是本研究所欲探究的議題。 



• 本研究在於尋找並驗證虛擬通路及實體通路共榮的機會與實證、期
能提供網站經營者和傳統產業一個新的營運思維，永續經營。建立
電子商務新模式的第一步，是從三種不同角度來分析網路特性： 
一、誕生自網路的新組織立足於電子商務市場上。 
二、傳統定位在離線市場的既存組織即將邁向網路。 
三、以新式組織型態結合在一起的集團，即所謂的「e化集團」，
目的在於透過線上組織所形成的「虛擬架構」提昇個別公司或合夥
集團的競爭優勢。 
 



• 本研究主要分為「電子商務與實體通路整合行銷現況及趨勢」與
「個案分析」兩大部份。前者以虛擬商店經營理論、與實體互相整
合行銷因果之探討，輔以購物網站經營構面，規範設定研範圍；後
者以實體與虛擬整合行銷實例訪談方式探討，實務面經營策略、成
果及未來「虛實整合」發展趨勢之關聯。 
關鍵字：「電子商務」、「虛擬網站」、「整合行銷」、「購物網
站」、「網路服務價值鏈」、「虛擬與實體整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