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職電子商務課程實務創新教學策略與執行
郭瑞花 孫兆華
摘要
電子商務課程在高中職校多數為校訂科目，教學目標在傳授網際網路以整合商業技術。
課程內容以電子商店平台操作管理、網頁設計概論、會計學、電腦證照…等，有些科系有專
題製作作為學生團隊實作的機會，也建置電子商城軟體模擬實務操作，但即使電子商店經營
軟體模擬逼真，但仍欠缺在實際商業世界運作的實務歷練，讓學生在新鮮感消失後難以持續
保有學習熱誠，而電子商務課程的實施，著重以電子網路技術去實現現實商業世界的交易行
為，而高中職的學生年紀尚輕，若茂然讓學生身處電子商務的實際運作，不僅在金錢資金或
是學生身心，可能都造成極大的壓力，甚至造成失敗，導致不僅未學習到電子商務經營之
道，反而打擊學生學習的信心。
本研究基於現行高中職電子商務課程實施現況，提出創新的 LPC 教學策略，本研究提出
「上課(Lecture)」 、「實作(Practice)」 、「比賽(Competition)」的 LPC 的教學三部曲策略。第
一階段「上課(Lecture)」，同學於課堂教學中，吸收教師所傳授的新知或基礎概念;第二階段
「實作(Practice)」，同學以分組團隊方式，對教師傳授的知識技能進行實作。第三階段「比
賽(Competition)」，由教師帶領學生參加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電子商務行銷比賽，藉由與別校
學生的同場競技而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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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電子商務
電子商務的經營模式是指在網際網路、企業內部網路和增網上以電子交易進行交易活動
和相關服務活動，是傳統商業活動各環節的電子化、網路化(黃瀠瑢, 2015)。電子商務透過
電腦與資訊網路來達到交換商品、商務資訊、商務管理及完成商品交易的活動，是網路技術
與商業實務的結合，以科技來提升競爭力。 電子商務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涵：一是在技術層
面，電子商務可以通過網路與電子通訊方式來完成資訊的交換，主要是在網路上進行。二是
商務活動層面，指生產、流通、分配、交換和消費等環節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活動。從商務活
動的角度分析，電子商務在資訊的查詢，而網際網路則在網上將資訊流、商流、金流和部分
的物流完整地實現。從尋找客戶，一直到洽談、訂貨、線上收（付）款、開立電子發票，到
電子報關、電子納稅等，都在網路上完成。企業透過規劃產品、通路、收費、資金、市場定
位等活動，使公司所供應的產品或服務為公司創造利潤。網路商店要成功也要讓消費者有賓
至如歸的感覺，因此能夠讓消費者購物的全部流程均能方便完成，包括資訊、品質檢視、付
款交貨、售後服務等，才能留住消費者。電子商務的成功關鍵因素，包含以下四點：
（1）產品或價值鏈中有較高的資訊應用：產品或消費過程中有較高的資訊應用，表示
可以更有效的利用網路來產生價值。消費者能以較低的交易獲得更多消費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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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報等，也是吸引網路消費的原因之一。
（2）以低成本、更好的服務凝聚客戶：電子商務讓賣方不需要花費實體店鋪的成本，
但卻需要大量的廣告及配送成本，因此如何能以較低廉的成本在網路上推銷商
品，畢竟更便宜的產品，更好的服務還是比較吸引人的，如何凝聚消費者是重要
的關鍵。
（3）比傳統市場有相對的優勢：網路商店要成功在於成本、時間與資訊方面比傳統商
店更有優勢。電子商務需要提供比傳統交易更豐富完整的商品資訊，減少消費者
搜
尋商品資訊的時間與成本，並能簡化交易流程，具有傳統交易模式無法取代的優
勢才會成功。
（4）電子商務的四流 :商流、物流、金流、資訊流，包括銷售、商情蒐集、商業服
務、商品資訊、資訊提供、促銷、行銷…以有效控管電子商務正常運作。

貳、電子商務模式
根據資策會的資料顯示，2013 年台灣電子商務產值（包括 B2C 及 C2C）已達 7,600 億
元規模，預期 2015 年，電子商務整體產值可望突破兆元，將成為台灣另一個新興的兆元產
業。此數據可知，電子商務在台灣的發展已成為近成熟型態的商業模式，並持續具有市場發
展的潛力。而目前台灣市場已有各種電商模式，包含 B2C（購物平台）、C2C（網路拍賣）、
B2B2C（商店平台）、獨立式品牌網站、團購網站、手機網站、社群團購等各種多元化服務
模式，並且持續發展出多種創新的行銷方式增加交易機會。

叁、台灣高中職校電子商務課程現況
由於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商務也迅速普及，各式各樣的網路商業模式的創新發
展，每每促進商業活動的繁榮，如此的發展更促使技職院校(包括高中職及科技學院)大量投
入人力物力，設立電子商務相關科系學程，甚至設立電子商務系科或電子商務研究所來培育
電子商務專門人才。
一般而言，高中職設立的電子商務科，多由資料處理科及商業經營科演化而來，電子商
務科的教學特色，多以:
(1)傳授有關電子商務之實用技術、商業經營及培養資料收集、處理、分析及操作商業網
站之應用知能。
(2)輔導取得網頁設計、電腦軟體應用、會計事務、電腦軟體設計乙、丙級證照。
課程內容包括: 電子商務實務、網路架設與安裝、商業經營實務、會計實務、程式語
2

言、文書處理、數位化資料處理、計算機應用、資料庫應用、民法、商事法與著作權法、行
銷學、商事法、電腦網路原理、網際網路實務等。

肆、電子商務課程創新實施策略
電子商務是一項蓬勃發展中的技術應用，各式各樣的資訊技術與商業模式都如雨後春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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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Yahoo!奇摩超級商城。 1.Yahoo!奇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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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PCHome 商店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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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樂天。

2.露天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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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淘寶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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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國京東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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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日本樂天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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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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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門檻寬鬆。

2.需具備品牌知名度與穩定

2.適合中小企業與品牌

2.適合個人為主與部

供貨能力。

商需要營利事業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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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者透過入口網站找尋到 1.系統將給予每個供應
特定的目的網站，會接收來自

商不同帳號與密碼，於 1. 賣 方 將 欲 賣 的 貨 品

目的社群網站的商品資料。

網站管理者所勾選的

登記在社群伺服器

商品分類中自行上架

上。

2.在 B2C 的運作模式中，使用者
通常會將個人資料交給店家，

商品資料、圖片等。 2. 買 方 透 過 入 口 網 頁

而店家會將使用者資料加以儲 2.供應商上架完商品，需
運作方式

伺服器得到二手貨

存，以利未來的行銷依據，當使

經網站管理者審核後， 資料。

用者要在某店家消費時會輸入

才能顯示於前台。待消 3. 買 方 透 過 檢 查 賣 方

訂單資料及付款資料。

費者訂購商品時，網站

的信用度後，選擇欲

管理者審核訂單確認

購買的二手貨。

3.將您的電子認證資料、訂單資
料及付款資料一並送到商店端

後按鈕通知供應商出 4.透過管理交易的平

的交易平台，店家保留訂單資

貨，供應商將送貨單號 台，分別完成資料記

訊，其他的送到認證階段的收

輸入系統，系統將同時 錄，並做付款認證後

單銀行去請求授權，並完成認

發送貨通知 e-mail 予 付款給賣方。

證。

管理者和訂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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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完成認證後，店家將資料傳送 3.管理者可隨時查詢每 5. 透 過 網 站 的 物 流 運
到物流平台，最後完成物流的

個供應商出貨狀況、銷

送機制，將貨品送到

配送。

售報表，提升會計人員

買方。

每月對帳效率。

交易對象為平台業者，買家選擇 交易對象為專業商家，買

交易對象為個人型賣

家，買家可選擇賣家，
交易對象 商品不需考慮供貨商，商品重複 家可自行選擇供貨廠商，
商品具高度重複性，商
性少。
商品具重複性。
品涵蓋二手商品。

付款方式

統一金流付款方式，包含信用卡
(含分期)、ATM、超商付款。

需使用平台提供的金流
方式，部分可付款給商
家。

寄送方式 平台統一寄送(包含商家寄送)。 商家各自寄送。
保固與客
服

平台負責，統一客服服務。

商家負責，平台監督。

對比的

平台提供第三方支付
工具，包含信用卡與
ATM 等，但以超商取
貨付款為多。
賣家自行處理，部分可
面交。
賣家負責，平台不介
入。

百貨公司
大型賣場
夜市
通路印象
般出現，因此在「電子商務」的教學過程中，教師需將創新思維及作法融入教學，藉以提高
學習效果。「創新」在教育上應是以一種有組織、有系統的工作方式，對教育內涵與方式進
行不斷的改善和有意義的教學實踐，因此教師需要不斷調整出最適切的教學方式來教育學生
(曾瓊慧, 2010)。「教學創新」(Instructional Innovation )指的是「引進新的教學概念、方法、工
具」，創新是一種改變的力量，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根據原來的狀況改變了舊的形式或
樣貌，產生了新的作法、觀點和價值。電子商務為一實務應用導向的學門，學生於習得基礎
理論後，應搭配實務應用的課程單元，方能達成「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 的技職教育
目的。因此本研究提出「上課(Lecture)」 、「實作(Practice)」 、「比賽(Competition)」的 LPC
的教學三部曲策略，作為教師於電子商務相關課程教學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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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提出的 LPC 模式，是一循環式的課程實施模式。如下圖，在第一階段，同學於課
堂教學中，吸收教師所傳授的新知或基礎概念，讓同學對於電子商務的產業趨勢有一整體的
宏觀(Overview)，於此階段，教師需不斷吸收新知，於課堂上灌輸同學電子商務營運的操作
管理知識，同時也訓練同學對網路技術的操作應用能力。在第二階段，同學以「分組合作」
方式，對教師傳授的知識技能進行「實作」，例如:於「網頁設計」課程，同學得經由教師的
指導，而實作一旅遊導覽的網站。在技職體系的教育理念，即是強調「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具體實踐，在電子商務的領域中更是如此，多數的研究與創新服務商品的開發都是
在
反覆的實作過程中，透過「嘗試與錯誤」(Try and Error)進行無數次的修正而後得到的結果。
但是高中職的學生年紀尚輕，社會經驗是一張白紙，而電子商務實務經營必有金流的發生，
稍有疏失，不僅是金錢上的損失，更可能成為法律案件; 因此在電子商務的實務運作上，實
無讓學生「嘗試與錯誤」的空間。所以，教師與業師應擔負起「經驗分享」
、「支持後盾」的
角色，給予學生最堅實的支持與鼓勵，盡力減少學生犯錯的可能性。第三階段，是由教師帶
領學生參加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電子商務行銷比賽，藉由與別校學生的同場競技而驗證學生的
學習成效，比賽過程，乃是學生團隊的整體能力的展現，可以培養學生創新思考模式，訓練
學生從「進貨、銷貨、庫存、人際溝通、財務、資訊技術應用」….等實務整合能力。並藉此
讓同學與指導老師共同發揮創意，整合學術科能力，師生角色強調以學生為主體，教師從旁
輔助，提供適切的合作學習環境。

圖一、LPC 電子商務創新課程實施策略

伍、實際案例
南部某高職管理科為縮短學用落差，強化學生學習信心，採用本研究提出的「LPC 教學
策略」，第一階段，該高職科系與某科技大學企管系策略聯盟，導入「雙師(教師、業師)協同
教學」，由大學教授協助發展特色課程，經由業界師資的課堂授課，教導學生理解電子商務
技術新知與產業趨勢，引發學生對電子商務的學習興趣。第二階段，由高職科系、大學院所
及電子商務專業廠商三方產學合作，資訊廠商提供電子購物平台讓同學可以將商品上架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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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該電子購物平台提供「刷卡」、「ATM 轉帳」、「超商取貨」.. 等金流服務。如下圖。

圖二、電子商務平台提供多種金流付款方式
第三階段，師長帶領學生參加全國性或地區性比賽，因高中職生年紀尚未成年，於電子商務
經營上尚無法獨當一面; 因此採取與大學院校的學長姐合組團隊，一同參與比賽，在比賽過
程中，同學學習到網路商店經營管理及各式各樣網路行銷的技巧，例如:(一)、在購物平台
的經營管理方面，實體商品進貨、庫存、銷貨報表及網站商品上下架作業、商品訂價策略、
商品圖片拍攝與編輯…等，讓同學對電子商務四流的運作流程能清楚了解，並能熟練操作。
(二)、在網路行銷方面，同學能擅用現行熱門的網路行銷媒介，舉凡 FB 粉絲團、Line 會員
群組或內部成員群組，同學運用影像編輯軟體設計紙張 DM，與客戶進行直接銷售動作，甚
至拍攝微電影，以故事行銷感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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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電子商店經營與網路行銷

陸、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提出創新的 LPC 教學策略，目前屬先導研究，未來將持續推動，並以問卷調查
同學學習滿意度，作為研究改善的依據。

柒、結論
技職院校的教學理念是期許同學實務操作，從做中學(learning by doing)來逐步學習，技
職教育重視學生自主學習，認為學習的重心既能符合個人興趣又能發揮學校教育使命，學習
不僅止於課堂知識傳授，更從課堂教室延伸至社會，結合網路科技與資訊教育的教學策略提
供更多元化的學習。本研究基於現行高中職電子商務課程實施現況，提出創新的 LPC 教學策
略，本研究提出「上課(Lecture)」 、「實作(Practice)」 、「比賽(Competition)」的 LPC 的教學
三部曲策略。第一階段「上課(Lecture)」，同學於課堂教學中，吸收教師所傳授的新知或基礎
概念;第二階段「實作(Practice)」
，同學以分組團隊方式，對教師傳授的知識技能進行實作。
第三階段「比賽(Competition)」，是由教師帶領學生參加全國性或地區性的電子商務行銷比
賽，藉由與別校學生的同場競技而驗證學生的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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