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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專題主要模擬製作咖啡機之商務企劃案，本專題以伊萊克斯（Electrolux)

在台灣的公司為主體，設定一款咖啡機為行銷產品，利用 TBSA企劃之

格式製作一份完整的行銷企劃案。 

 

    咖啡如今已經是一項世界性的飲料，它的消費早已遍及世界的各個

角落，台灣當然也不例外的是咖啡熱銷的國家之一。 根據台灣區果蔬汁

公會與汽水公會的統計，在一年近 400億元的飲料市場中，咖啡是過去

十年來銷售量唯一以超過兩位數字成長的飲料，顯示國人對咖啡的接受

程度不斷提昇。而台北在今天更是獲得了「全球十大咖啡之都」的美名。 

 

   本研究首先對該公司進行內、外情勢分析之後，針對該產品製作一套

完整的行銷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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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咖啡如今已經是一項世界性的飲料，它的消費早已經遍及世界的各

個角落，台灣當然也不例外的是咖啡熱銷的國家之一， 根據台灣區果蔬

汁公會與汽水公會的統計，在一年近 400億元的飲料市場中，咖啡是過

去十年來銷售量唯一以超過兩位數字成長的飲料，顯示國人對咖啡的接

受程度不斷提昇。而台北在今天更是獲得了「全球十大咖啡之都」的美

名。 

    現在台灣除了咖啡館、西餐廳、便利商店以及琳瑯滿目的飲料店有

販賣咖啡之外，一般的家庭、公司行號內部更是開始購買自己專屬的咖

啡機來煮咖啡飲用，雖然目前自行購買咖啡機的比率不是這麼的高，但

在全民健康意識的上升，會對飲品成份來源所有疑慮和對於吃喝方面的

自己動手做；加上民眾環保意念的上升，意圖減少免洗餐具的使用，以

及近年來國際咖啡豆的價格下降而這些連鎖飲料店或便利商店的價格都

沒有因此下降，揭諸以上原因，本組藉此專題的機會模擬咖啡機的行銷

並製作其企畫案。 

    近十年來台灣的咖啡市場成長快速，品牌咖啡店（星巴客、85度 C

等等）如雨後春筍般，快速佔據台灣的街頭，而原本未經營現煮咖啡的

便利超商、速食店也紛紛改裝店面設備，搶攻台灣咖啡市場。依據台灣

歷年咖啡豆進口量來看，台灣咖啡消費量呈現穩定成長的趨勢，在比較

歐洲、美國、日本、韓國等國家的人均消費量，台灣的咖啡市場仍有很

大的成長空間。 

    然而，2008年中國三聚氰胺、2011年台灣塑化劑等事件，嚴重打擊

消費者對食品安全的信心，越來越多消費者喜歡自己動手調理飲食。鑑

於此趨勢，本組將以伊萊克斯為公司主體，撰寫義式咖啡機之商務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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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一、產業面 

    (一) 了解咖啡機的近況和目前之發展以分析未來趨勢。 

    (二) 了解各品牌咖啡機所呈現的產業競爭力，及本身品牌的發展力。 

二、公司面 

    (一) 探討伊萊克斯品牌咖啡機如何替公司品牌搶占市場。 

    (二) 探討伊萊克斯品牌咖啡機如何提升公司品牌之知名度。 

    (三) 展望伊萊克斯咖啡機未來方向及目標。 

第三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透過行銷此款咖啡機，攻佔市場之外，更是提升

公司品牌在台灣的知名度，故首先必須對咖啡機產業有較深入的瞭解，

而後分析市場及產品，來做此商務企劃。以下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 

圖 1-1  研究流程 

研究目的與動機 

內部情勢分析 

 
外部情勢分析 

提出企劃 

公司及產品介紹 

文獻討論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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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公司與產品介紹 

第一節  Electrolux簡介 

   伊萊克斯是世界第二大家電品牌，歐洲最大的白色家電品牌，同時

也是世界最大的商用電器製造商。 

 

1901 年 Lux 有限公司在斯德哥爾摩成立，生產 Lux 牌燈，這是一種用於

戶外的煤油燈。此燈後來使用於世界各地的燈塔上。 

1910 年 Elektromekaniska 有限公司在斯德哥爾摩成立。 

1912 年 生產出第一台吸塵器，開始在瑞典銷售。 

1919 年 伊萊克斯公司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成立 

1925 年 生產第一臺吸收式雪櫃，將食品保鮮技術引入廚房，解決瞭傢庭

食物保鮮難題。 

1930 年 出產第一臺廚房嵌入式雪櫃。 

1940 年 食品加工機進入市場。 

1950 年 推出第一款洗碗機 D10。 

1965 年 在瑞典成立專業廚具制造廠。 

1973 年 開始生產廚房配套設備。 

1984 年 收購意大利紮努西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廚房設備供應商之一。 

2000 年 悉尼奧運會廚房設備供應商。 

2001 年 在瑞典推出全新闡釋集成微波爐概念的“聯合”(Integration)

炊具，榮獲瑞典消費者協會和瑞典能源管理總局頒發一等獎。 

2004 年 雅典奧運會廚房設備供應商。 

 

    伊萊克斯的創始人愛爾克·溫爾格林希望吸塵器也能進入家庭，讓

一般民眾都能使用，於是在1912年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台家用吸塵器，1925

年又生產出第一台家用冰箱。爾後 70 多年裡伊萊克斯收購併了近 400 家



 

4 

家電廠商和品牌，除傳統家用電器以外還涉及飲食服務設施、園林設備

並成為專業家用電器製造商。公司擁有 10 萬名僱員，在歐洲擁有 22 座

工廠，佔據世界家電市場 25%的份額。全球 3億 5 千萬個家庭擁有或使用

著伊萊克斯的家電電器產品。 

 

    伊萊克斯的企業文化強調的是滿足人們的生活需求，「Thinking of 

you」處處貼心，產品的開發設計皆來自於管理大師彼得杜拉克的這句名

言。如果想讓「改變」快點發生，就要激發消費者的慾望，進一步讓產

品概念發生；有就是說，是自已要去創造一個我們想要發生的「未來」。

最重要的是要讓全球各個國家的消費者都在日常生活中皆能感受到簡

單、愉悅的心情。 

第二節  咖啡機的分類 

一、美式咖啡機 

    通常分為上下兩層，使用時將事先研磨好的粉狀咖啡豆放在裝有濾

紙或金屬濾器的上層漏斗狀容器，下層則為玻璃或陶瓷製的咖啡壺，把

冷水倒進另一個分隔的間隔。啟動時，將冷水加熱到攝氏 90度左右並漸

漸地導入漏斗狀容器內，使熱水經過咖啡粉而流入下方的咖啡壺內。 

二、義式咖啡機 

    通常具備鍋爐產生熱水，將熱水加壓到約 9個 bar後流經金屬濾器內

的粉狀咖啡豆而沖煮出咖啡，此種受壓熱水沖煮出的咖啡較一般的濃

厚，且會有乳化的油脂，通常稱為義式咖啡或濃縮咖啡。 

    義式咖啡機分很多種，一般商業用的來說，最普通的就是單鍋爐，

再來還有雙鍋爐，還有多鍋爐，當然價格也跟著變貴，除了一般的電子

控制開關，還有拉拔式的意式咖啡機，種類各有千秋。商業用的從一台

四、五萬到四、五十萬都有，種類不勝枚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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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半自動 

    以泵浦將熱水壓入濾器，通過顆粒較細的咖啡粉中。通常家用會有

一個沖煮頭，商業用則有多個，並擁有較大的鍋爐。此種咖啡機由於沖

煮時間短，使用在需要大量且快速的商業用途上。 

u 全自動 

    具備研磨機制，從研磨到沖煮皆由微電腦控制，不過沖煮時間較半

自動長而且造價昂貴。 

三、義式咖啡機起源 

    Expresso咖啡機的起源（Espresso 的義大利文意思就是「快速」），

可追朔到 1901年，由義大利製造業老闆(Luigi Bezzera)為了要減少員工烹

煮和等待咖啡的時間而發明了咖啡機，以增加工作效率，當時就是以高

壓烹煮來快速萃取咖啡這來製造咖啡的機器也申請了專利，當時機器的

名稱叫做叫 Tipo Gigante，這台機器因為高壓萃取加快了製作煮咖啡的時

間，但喝起來卻是苦的！四年後，Desiderio Pavoni 買下 Luigi Bezzera 的

咖啡機專利，且在不斷的測試與實驗下，得到最終的結論，他發現這台

機器做出來的苦咖啡，是因為溫度過高所致。而在經過無數次的實驗與

驗證下，最終找到烹煮咖啡的最佳參數：攝氏 90.56度的熱水搭配 8-9 Bar

的壓力。 

    而真正讓 Espresso發揚光大的是美國。美國的咖啡連鎖業者在 1990

年開始使用 Espresso機器製造濃縮咖啡來調製各種不同的咖啡飲料。台

灣也因為連鎖咖啡的興起，讓國人漸漸的習慣生活中有咖啡的存在。 一

般而言，商用的義式咖啡機構造比較複雜，可以設定很多參數，但後來

義式咖啡漸漸走入家庭，所以現在很多廠商都有生產家用機型，甚至這

幾年，已經盛行家用的烘豆機器，可讓你從生豆的烘焙到烹煮咖啡都可

以一手包辦，享受親手製作一杯咖啡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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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義式咖啡機原理 

 
資料來源：http://www.wretch.cc/blog/gaujei/7378721 

 
     

    上圖 2-1可以簡單描述一台家用的義式咖啡機的構造。各廠牌與機器

的級距差異會有所不同，例如泵浦、鍋爐的種類，溫度、壓力控制系統

等等。早期義式咖啡機剛發明時，咖啡煮起來不好喝的原因就是水溫過

高。原因在於機器的壓力來源是來自於蒸汽，所以水溫必須達到攝氏 100

度，讓烹煮得咖啡變成有所謂的焦味。泵浦的用途，就是加壓，將水送

進鍋爐加熱。一般家用的泵浦以往復式最為常見，因為電磁式往復泵浦

可以做得很小，相對在家用機種上可以縮小體積。而鍋爐，最主要的作

用就是加熱熱水，一般家用機大部分都是單鍋爐。高階版本有雙鍋爐(一

個鍋爐專門製作蒸汽)。 

圖 2-1  義式咖啡機結構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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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商務企劃 

第一節  外部情報分析 

    國內近年來因消費型態的改變，休閒風氣的興起等因素，使得咖啡

市場蓬勃發展。為掌握優勢、創造機會，更應了解其產業的大環境。 

一、新機器及技術的發展迅速 

    近年來咖啡的烹煮技術改進發展迅速，從濾紙沖泡與虹吸式煮法演

進為義大利式蒸氣咖啡機煮法。咖啡機的操作輕易簡單，使其較無人員

訓練方面的問題，同時製作出來的咖啡品質平均，不因人而有所改變，

而能吸引消費者購買。 

二、週休二日製實施對連鎖咖啡店產業發展有推波助瀾之效果 

    在政府實施週休二日後，使得上班族的工作壓力濃縮於五天內，大

多數人認為咖啡的功用為提神醒腦，在此壓力下使得飲用咖啡人口增

加；也由於週休二日制度的實施，使國內休閒風氣的興起，連鎖咖啡店

塑造的正為悠閒、品味生活的形象，使得現在會選擇假日到連鎖咖啡店

消費的人口日益增加。 

三、所得提高使消費型態改變利於其產業發展 

    隨著國民所得不斷增加，國人消費能力隨之增強，使得消費型態改

變，喝咖啡已經不在被視為高級的奢侈品，甚至其可視為日常生活的必

需品。下圖3-1為台灣歷年咖啡豆進口量，由圖可看出咖啡豆進口量呈現

上升趨勢，顯見台灣的咖啡市場正逐漸穩定成長。2008年發生了金融風

暴，該年的咖啡豆進口量也衰退了16.38%，顯見景氣狀況對咖啡市場的

影響甚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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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財政部關稅局 

圖3-1  台灣歷年咖啡豆進口量 

 

四、國人飲食文化改變及工商社會的發展助其發展 

    依據波仕特2011年的調查發現，51.2%的人每天平均飲用平均1杯以

下，9.1%的人每天平均飲用平均2杯以下，2.1%的人每天平均飲用平均3

杯以下，37.6%的人不喝咖啡，調查結果如下圖3-2。同個調查研究也發

現，收入越高，不喝咖啡的比例越低。調查結果如下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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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波仕特2011年的調查 

圖3-2  台灣消費者咖啡飲用習慣圖 

 

表3-1  收入與無飲用咖啡習慣交叉分析 

收入級距 3萬以下 3~4萬 4~5萬 5萬以上 

不喝咖啡比例 41.7% 33.6% 25.9% 18.9% 

 

五、台灣每人每年咖啡平均消費量仍有成長空間 

   依據下表3-2全日本咖啡協會所作的調查發現，2010年台灣每人咖啡平

均消費量僅有0.77公斤，相較於飲食習慣及GDP比較相似的韓國，仍有

1.48公斤的差距，而相較於GDP較高的日本，則有2.63公斤的差距。由此

研究可看出，台灣的咖啡市場仍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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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各國咖啡人均消費量      單位：公斤/每人每年 

國家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歐洲 4.95 4.88 4.79 4.92 

美國 4.09 4.17 4.09 4.11 

日本 3.43 3.33 3.36 3.4 

韓國 1.78 2.07 1.93 2.06 

台灣 0.60 0.50 0.58 0.77 

資料來源：全日本咖啡協會 

   

第二節   內部情報分析  

一、公司簡介 

    伊萊克斯（Electrolux）股份有限公司是世界知名的電器設備製造公

司，是世界最大的廚房設備、清潔洗滌設備及戶外電器製造商，同時也

是世界最大的商用電器生產商。1919年創建於瑞典，由 Lux有限公司和

Elektromekaniska有限公司合並而成，總部設在斯德哥爾摩。目前在 60

多個國家生產並在 160個國家銷售各種電器產品。 

    伊萊克斯是全球最大的廚房、清潔以及戶外用途的家電製造商，產

品包括冰箱、洗衣機、廚房用具、真空吸塵器、鏈鋸、剪草機以及園藝

拖拉機等。2003年，公司銷售額為 1,240億瑞典克朗(170億美元)，擁有

員工 77,000名。每年，伊萊克斯集團向全球 150多個國家售出 5,500多

萬件傢用和專業電器。伊萊克斯集團旗下擁有許多著名的電器品牌，比

如：Electrolux(伊萊克斯)、AEG、Zanussi(紮努西)、Frigidair(北極牌)、

Eureka和 Husqvarna(胡斯華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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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司大事記 

1912年 發明全世界第一臺家用真空吸塵器(LUX1) 

1919年 伊萊克斯公司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成立 

1925年 生產第一臺吸收式冰箱，解決家庭食物保鮮難題。 

1930年 出產第一臺廚房嵌入式冰箱。 

1940年 食品加工機進入市場。 

1950年代末推出第一款洗碗機 D10。 

1965年 在瑞典成立專業廚具製造廠。 

1973年 開始生產廚房配套設備。 

1984年 收購義大利紮努西公司，成為全球最大的廚房設備供應商。 

2000年 雪梨奧運會廚房設備供應商。 

2001年 推出全新闡釋集成微波爐概念的“整合”(Integration)炊具。 

2004年 雅典奧運會廚房設備供應商。 

三、伊萊克斯小家電開創「品質增值行銷時代」 

    相對於各個家電廠商主打的品質牌，品質增值營銷是更高層次的行

銷策略，也是伊萊克斯集團“想你所想”品牌理念的最佳體現。以吸塵器

為例，按一般的品質標準，目前市場上銷售的吸塵器都符合國家品質標

準，也就是普通的品質標準。但以伊萊克斯的品質增值標準而言，那麼

能符合的就少之又少了。因為充分瞭解消費者的需求，全面為消費者著

想設計出來的產品才能滿足品質增值的標準，正如屢獲國際設計大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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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管家二代吸塵器」，無線式的設計不僅滿足了消費者隨時清潔的

需求，而且從二合一的機體，體貼設計的防滑膠墊，到輕巧的彈灰裝置

的眾多設計細節，無不滿足瞭消費者使用時的全方位需求，這樣的產品

當然廣受市場好評瞭”。可以說伊萊克斯小傢電開創瞭「品質增值行銷時

代」。 

四、國際化思考、品質增值行動 

    國際化思考、品質增值行動本身就是創新，而創新就意味著突破。

小家電企業大都透過代理商運作，很多品牌往往將貨發給代理商就完事

了。伊萊克斯則不然，從銷售團隊到通路建立，以及終端開拓，伊萊克

斯始終秉承國際品牌形象與品質增值行動相結合。例如在歐美的傢電賣

場，產品都是依據規格而非品牌進行陳列（1200瓦、1500瓦、1800瓦等

等），各個品牌吸塵器按照不同規格進行陳列。這是由於歐美市場較為

成熟，品牌集中度高，各品牌之間的品質差異較小，顧客只需根據自身

需要選擇適合規格的產品。國內市場則完全不同，品牌眾多，品質差異

較大，在商場內，都是以品牌為單位按品類各自陳列銷售。而伊萊克斯

擁有近百年的家電生產歷史，累積了濃厚的品牌文化，形成自身獨特的

設計風格，如經典風格以黑色搭配金屬銀色，尤其在咖啡機，食品調理

機，烤麵包機上都體現出這種個性鮮明的元素，更為關鍵的是每個產品

都包含了體貼用戶的人性化設計，也就是伊萊克斯全球“產品 DNA”，可

以說這正是伊萊克斯在歐美等國的銷售模式下能夠脫穎而出的秘訣。面

對國內國際巨大的差異，很多國際品牌往往入境隨俗，完全按照國內模

式，而伊萊克斯則不然。基於伊萊克斯全球“產品 DNA”的小家電產品都

是按照設計風格陳列的，雖然起初國內很多商場還是不願接受，但效果

卻是很好，很多顧客原本只想買一台咖啡機，但由於喜歡設計風格，結

果連同一外觀風格的果汁機也一併買了回家。這就是設計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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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演繹品質增值新概念 

用戶價值=(產品品質+產品功能和外觀+品牌+服務+價格)/產品周期使用

成本 

從以上的公式中可以看出，當各個產品功能，價格，售後服務趨同時，

以用戶價值為核心的高品質及獨特的人性化工業設計也就是產品 DNA

尤為重要，只有站在用戶角度考慮，才能提升用戶價值。同理對於咖啡

機，伊萊克斯也不是簡單銷售產品，而是提供一種品味優雅的體驗，從

咖啡分類，營養價值，不同的製作方法，讓每一個用戶都能得到自己滿

意的咖啡文化體驗，這種超越簡單推銷的品質增值服務，必將提升用戶

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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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五力分析 

 

    資料來源：本組透過官網、台灣咖啡協會等資料整合 

圖 3-3  五力分析 

一、市場上已有競爭者 

    目前市場上的義式咖啡機品牌眾多，價格從一台一千餘元到二十多萬

的高價專業機種均有。然而，義式咖啡的消費者對咖啡品質要求高，機

器價格不會是消費者的首要考量，因此品質差的低價機種在市場上很難

存活。唯有可滿足義式咖啡愛好者味蕾的機種，才能擄獲消費者的心。 

二、新進入者的威脅 

    義式咖啡機雖然已是一項成熟產品，但仍須對調製義式咖啡的兩項

關鍵因素—溫度、壓力投入研發能量，設計出可靠、高品質的機器，因

此新進入者仍須具備一定的研發能力，才能製造出高品質的義式咖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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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替代者的威脅 

    對義式咖啡機的功能—煮咖啡這一件事來說，市面上有多種不同的

選擇，例如：美式咖啡壺、手沖壺、摩卡壺等等，甚至一般便利超商所

銷售的現煮咖啡，亦是義式咖啡機的替代品，因此替代者的威脅程度高。 

四、供應商的談判能力 

    伊萊克斯是全球最大的家電製造商，也必定是全世界家電製造商中

最大的零組件採購者，因此對供應商的談判能力是強勢的。 

五、購買者的議價能力 

    面對競爭激烈的義式咖啡機市場及眾多的替代品威脅，伊萊克斯對

購買者的議價能力，相對而言較弱勢。伊萊克斯唯有透過公司的產品設

計優勢、降低製造成本，以達產品差異化。 

	  

    綜合以上所作之五力分析可發現，義式咖啡機是一個高度競爭的產

業。不但產業內競爭激烈，潛在進入障礙低，還有各式各樣的替代品威

脅著義式咖啡機產業。伊萊克斯在五力中擁有最強的力量，僅有其對供

應商的議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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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SWOT分析  

一、SOWT分析表 

表 3-3  SWOT分析表 

Strengths（優勢） Weaknesses（劣勢） 

ü 歐洲最大家電製造商。 

ü 強勢採購能力，有效降低製造成

本。 

ü 產品設計能力強。 

ü 產品使用介面簡單易懂。 

ü 在台灣的品牌知名度低。 

ü 配銷通路尚未健全。 

ü 廣告行銷預算不足。 

Opportunities（機會） Threats（威脅） 

ü 台灣咖啡市場正處於成長期。 

ü 景氣不佳促使消費者自己煮咖

啡的比例越來越高。 

ü 消費者喜歡操作簡單的咖啡機。 

ü 台灣消費者對歐系家電不熟

悉。 

ü 台灣擁有全世界密度最高的便

利商店，消費者採買義式咖啡

的交易成本低。 

ü 消費者認為調製義式咖啡需要

高度技術。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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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略形成 

  (一)推出平價、操作簡單、可調整喜好、全自動義式咖啡機。 

  (二)利用 YouTube、Blog、網路論壇等網路工具，以口碑行銷、置入性 

     行銷達到行銷目的，克服行銷預算不足的問題。 

  (三)健全配銷通路，提高伊萊克斯義式咖啡機在各大 3C賣場的上架率。 

     提供可搭配咖啡機功能的義式咖啡食譜，讓消費者不但能喝咖啡，     

     還可以玩咖啡。 

第五節  市場目標定位 STP 

一、市場目標定位 STP 

    相較於美式咖啡，義式咖啡可以讓咖啡的風味更加突出，也因為如

此，義式咖啡的愛好者有日益增加的趨勢。但要煮出一杯香濃的義式咖

啡，所需的設備與技術門檻較高，消費者需要投入較多的成本購置機器

與學習烹煮技術，而這也是義式咖啡機尚無法普遍的最主要原因。有鑑

於此，將市場目標地位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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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Segmentation 

 

 

 

價 

格 

半自動、高價 全自動、高價 

半自動、低價 全自動、低價 

 操作方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 

圖 3-4  義式咖啡機市場區隔圖 

    如上圖 3-4，將義式咖啡機依機械結構（半自動、全自動）及價格（低

價、高價）作區隔。由於半自動義式咖啡機，操作較為複雜，須投入較

多的學習成本，對於一般的非專業消費者而言，吸引力低。因此，為了

讓義式咖啡機能在台灣市場普及化，選定操作簡易的全自動咖啡機作為

市場區隔。 

(二) Targeting 

    依人口統計變數，選定在職場努力耕耘了 5~10年，年齡介於 25~35

歲的白領階級，每天喝一杯以上咖啡，熱愛義式咖啡的消費者為目標市

場。在這個目標市場中，消費者已具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較有能力購買

義式咖啡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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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Positioning 

    依產品外觀及性能定位產品：簡潔外觀設計、簡易操作介面、清理

保養容易、環保無耗材。 

第六節  行銷策略 4Ps 

    依據 STP所定義的市場區隔定位，擬定新款伊萊克斯義式咖啡機

4P行銷策略組合如下： 

一、產品(Product) 

    高質感簡潔外觀設計、One Touch（一鍵完成全自動操作）、無操作

學習成本、可設定口味喜好。產品設計概念如下表 3-4： 
 表 3-4  產品設計概念表 

商品概念要素 內容 圖像呈現 

目標客群 

ü 25~35歲，年薪約 50萬元白

領階級。 

ü 喜歡喝咖啡，懂得生活品味
的人。 

 

產品使用情境 

ü 在家也可以享受到與咖啡店
一樣的咖啡。 

ü 享受一個人的悠閒時光。 

ü 咖啡機也可以變成室內裝潢
的一部分。 

 

為客戶創造的利

益 

ü 隨時都可輕易煮一杯咖啡。 
ü 只需市售咖啡的一半價格，
就可以享受到香濃的義式咖

啡。 
ü 操作簡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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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價格(Price) 

    目標市場選定 25～35歲，月收入 3萬～4萬的白領階級，將產品終

端價格定在一萬左右，讓目標消費者輕鬆擁有。 

三、通路(Place) 

為增加產品上架率，將通路區分為實體通路與虛擬通路兩大部份，

並嚴格控制產品終端售價，避免實體通路商與虛擬通路商產生衝突，損

及公司利益。 

u 實體通路：力求與各大 3C通路（如燦坤、家樂福、大潤發、全國電

子等）合作，讓產品在全國 3C通路上架。 

u 虛擬通路：與 PC Home、Yahoo奇摩商城等虛擬通路合作，並利用產

品外觀設計及包裝之不同，與實體通路區隔，避免通路競爭造成衝

突，傷害公司商譽及利益。 

四、促銷(Promotion) 

為克服行銷預算不足，仿造知名果汁機 Blendtec之行銷方法，以網路

行銷為主軸，並輔以實體通路的試用體驗來進行行銷活動。 

u 網路行銷：以置入性行銷的方式，在各大網路論壇（如Mobil 01、卡

提諾等）、Blog，以開箱文、試用體驗等文章，達到行銷宣傳之效果。 

實體通路試驗：選定例假日客流量多的時間，在各大 3C賣場擺攤讓

消費者做操作體驗、咖啡試飲體驗，以實際的產品體驗，讓消費者了

解伊萊克斯義式咖啡機。藉由賣場銷售人員解說及促銷活動，吸引消

費者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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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與建議 

    首先，由於伊萊克斯（Electrolux）的品牌雖然在歐、美等地區是非

常知名的品牌，但是此品牌在台灣的知名度卻是不高，也因伊萊克斯公

司在歐、美等地區是非常知名的品牌，所以公司的資源非常充沛，故可

以透過一些行銷手法，來達成此品牌在台灣的知名度。 

    我們的商務企劃案，將產品以中間偏低的價格、高等的品質進入市

場，以求快速的提升相對市場占有率，並且以優質的服務、專業的技術

以及完善的行銷流程作為強而有力的後盾，然而此行銷企劃案不能創造

非常高的營業收入，但卻可以快速地搶占市場並且有效的提升品牌知名

度。 

    在品質絕對優良的情況下，只有不斷地提升品牌的知名度和持續的

創新才能在市場中保持一定的市佔率，甚至是突破現有的狀況，達到在

市場上具有領導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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