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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學～】講義 

【單元一】行銷緒論 

一、行銷（marketing）的概念 

美國行銷協會的定義－行銷是創造、溝通與傳送價值給顧客，以及經營顧客關係以便讓組

織與其利益關係人受益的一種組織功能與程序。 

柯特勒（Kolter）的定義－行銷是一種社會性及管理性的過程，而個人與群體可經由此一

過程，透過彼此創造及交換產品、價值，以滿足其需要與慾望。 

◎簡言之，行銷就是： 

 

行銷所包括的觀念： 

行銷是一種社會性及管理性的過程 

◎社會性過程─ 

 

◎管理性過程─ 

 

行銷是一種交換活動 

─是指當事人雙方，有形或無形標的物（商品或勞務）移轉的過程，亦即當事人之一方

移轉有形或無形標的物給另一方時，而對方也要移轉等值之標的物。 

行銷所運用的方法稱為行銷組合（marketing mix），即所謂行銷 4P 

產品 （Product）─ 行銷程序中進行交換的標的物，如貨品、服務、品牌、包裝、產

品組合等。產品為 4P 之首，必須優先被決定。 

價價 （Price）或訂價─ 指建立訂價目標、政策，並為各別產品訂定符合組織目標的

價格；包括牌價訂立、折扣、折讓與價格調整。 

通通 （Place）─ 指如何於適當時間、地點將產品送達客戶手中的決策；包括選擇並

管理通路成員（如批發商、零售商）及進行實體配送（physical 

distribution）的過程。 

推推 （Promotion）或促銷─ 針對目標顧客所進行的產品告知及說服的行為；包括廣

告、人員銷售、公共關係與報導、促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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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 4P 與 4C─4P 由麥卡錫（McCarthy）提出，而 4C 是指能傳送給顧客的利益 

產品（Product）                  顧客的需求（Customer needs） 

價價（Price）                    顧客成本（cost） 

通通（Place）                    便利性（convenience） 

促銷（Promotion）                溝通（communication） 

◎5P─ 4P+包裝（Package）  或  4P+人員（People） 

◎6P─ 4P+政治（politics）+大眾意見（public opinion） 

◎7P─ 4P+人員（People）+實體環境（physical surrounding）+過程（process） 

◎8P─ 4P+人員（People）+包裝（Package）+企劃（programming）+合夥（partnership） 

◎為反應整體行銷概念，有人提出「4P 的更新」─  

 

行銷管理又稱需求管理，其目的在影響需求的強弱、時機與內容以達成組織目標。 

◎需要（need）、慾求（want）與需求（demand） 

需要─  

例：馬斯洛（Maslow）的需要層級理論─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會需要、 

自尊需要、自我實現需要 

慾求─  

 

需求─  

 

 

行銷 4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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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市場需求與預期有落差時，企業應採取不同行銷策略應對。 

需求狀態 適用的行銷策略 行銷目的 例子 

 適用反行銷   

 適用低行銷   

 適用再行銷   

 適用扭轉性行銷

（轉變行銷） 

  

 適用開發性行銷

（發展行銷） 

  

 適用同步性行銷

（調和行銷） 

  

 適用刺激性行銷   

 適用維持性行銷   

行銷的標的物─「推義的產品」，指任何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東西，又稱__________

（market offering），包括： 

有形（實體）商品、服務、事件、經驗、人物、地點、所有權、組織機構、資訊、理念 

二、行銷觀念的演進 

生產導向（Production orientation） 

─假設消費者會接受任何讓他買得到並買得起的產品，因此管理的主要任務是改善生產及

分配的效率。 

─適用情況：需求大於供給時，管理者應集中精力於增加生產。 

產品的成本很高，管理者必須不斷的改良生產效率以降低成本。 

產品導向（Product orientation） 

─假設消費者會選擇品質、功能和特色最佳的產品，因此公司應該不斷地致力於產品的改

良以生產出優良品質與高性能產品。此觀念的缺點是易造成行銷近視症。 

◎行銷近（短）視症（Marketing myopia）－李維特（Levitt）所提，如企業得了近視，

將重心放在產品開發卻忽略顧客需求與利益（提供解決顧客問題的辦法）；又稱「最

佳捕鼠器謬誤」。 

◎行銷遠視症－只重視顧客需求，忽略產品開發。 

銷售導向（Sales orientation） 

─ 認為只有公司極力銷售及促銷，消費者才會購買，因此公司以推告、推銷等手法盡快把手上

的東西賣出獲利。一般公司在產能過剩時會採用銷售觀念，認為產品須經促銷才有成效。

但此觀念的缺點是常會忽略消費者反應。常應用在__________（unsought goods）的銷

售上。 

行銷導向（Marketing ori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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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該由消費者主權（consumer sovereignty）來決定市場該生產什麼，以消費者滿足為

目標導向。欲達成公司目標，關鍵在於探究消費者的需求及慾望，並採整合性行銷使公司

能較其競爭者更有效果、有效率達到消費者滿意以獲取利潤。 

◎消費者主權─由消費者決定市場該生產什麼 

◎整合行銷（integrated marketing）－企業採取整合性方式來進行其行銷。 

整合行銷職能內策略─確保行銷 4P（產品、價價、通通、推推）可以相互協調配

合，使企業能為消費者創造、溝通並遞送價值。 

整合行銷職能外策略─行銷功能應與公司其他功能（生產、人力資源、研發、財務）

整合，以達成企業目標。 

社會行銷導向（Societal marketing orientation） 

─除消費者需要，更要滿足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長期利益；以公司目標、消費者需求、社會

福利三者並重。 

◎社會行銷金三角 

 

 

◎綠色行銷（Green Marketing）－又稱環境行銷（Environmental marketing）或生態行銷

（Ecological marketing），指企業的行銷策略或行銷組合，不論是產品的設計、製造、

定價、配送通通及促銷活動，均不會對環境造成傷害。 

◎善因行銷（cause-related marketing）－指企業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喚起消費者皆共同

參與慈善活動的行銷方式。 

三、銷售導向與行銷導向的比較 

銷售觀念是由內而外（inside-out），著重產品的推銷與促銷活動，重點在征服顧客、短

期銷售。 

行銷觀念是由外而內（out-inside），著重明確市場的界定及顧客需要，在顧客價值及滿

意的基礎下與顧客建立長期關係，從而獲利潤。 

李維特（Levitt）認為－銷售是以賣方的需求為主，行銷是以買方的需求為中心。 

杜拉克（Drucker）－行銷的目的是將銷售變成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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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觀念與行銷觀念之比較一覽表 

項目 行銷觀念 銷售觀念 

起始點 產品生產之前 產品生產之後 

終止點 產品成交之後仍進行 產品成交之後即終止 

焦點 顧客需要 產品本身 

重心起點 市場 工廠 

手段 整體行銷（4P） 推廣及促銷 

目的 組織利潤與顧客滿足同步達成 為組織利潤不惜犧牲顧客滿足 

後續交換 重複交換 單次交換 

買賣關係 關係深厚 關係淺薄 

利害結果 雙贏或多贏 零和（你輸我贏） 

關鍵技術 顧客需要的界定 銷售技巧 

利潤來源 顧客滿足 銷售量最大化 

四、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價值 

顧客滿意度（Customer Satisfaction）─滿意度取決於消費者認知之產品價值是否符合顧客

的期望價值。依據「期望不吻合模式」（expectancy disconfirmation model）， 

顧客滿意度（CS）=P（perception，顧客事後認知）－E（expectation，顧客事前期望） 

◎當 P>E   

◎當 P<E   

◎當 P=E   

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指顧客使用產品所獲價值與取得產品成本之差。 

◎顧客知覺價值（Customer-perceived value, CPV） 

＝整體顧客利益（total customer benefit, B）－整體顧客成本（total customer cost, C） 

＝ 

 

◎當 B>C   

◎當 B<C   

◎當 B=C   

顧客終生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顧客終其一生所能帶給企業的總淨利。 

顧客權益（Customer equity）─公司所有目前與潛在顧客的顧客終生價值之總和。 

關係行銷（relationship marketing）－以個別消費者為基礎，利用資訊科技掌握並針對特

定顧客進行一對一行銷，培養雙方長期的良好關係，和顧客建立起合夥關係，謀求雙方互

惠的行銷方式。 

◎顧客關係管理（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CRM）─ 

◎夥伴關係管理（partn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在組織間由對立轉為合作的情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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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夥伴關係是未來實施供應鏈管理最好的組織合作模式。當雙方同意改變單獨的經營

方式，進而相互整合，一起控制彼此共有企業體系的某個部分，並且共享利益共擔風險

形成夥伴關係，並且認為組織若改以團體合作、可以合力創造新的價值給顧客的經營方

式。 

◎相互行銷（Mutual Marketing）─買賣雙方皆主動尋求交換，互為行銷的過程。例如買

方市場→賣方為行銷者；賣方市場→買方為行銷者。 

◎交易行銷與關係行銷比較 

交易行銷 關係行銷 

  

  

  

  

  

  

  

  

◎破水桶理論（leaky bucket theory）─ 

五、行銷創造的效用 

空間效用（Place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存在著地理上的距離，透過調整因

地理距離的空間因素所造成的供需失調，而創造了空間效用。 

時間效用（Time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存在著生產與消費時機的不同，因此

行銷調整因生產與消費時機不同所造成的供需失調，而創造了時間效用。 

資訊效用（Information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往往存在著資訊的不對稱，透

過行銷調整因為資訊差異所造成的供需失調，而創造了資訊效用。 

形式效用（Form Utility）－組織將各種不同來源的原物料加以轉換，來形成另一種形式

的產品，而創造出形式效用。 

價值效用（Value Utility）－由於廠商的成本與目標顧客所獲得的效用之間往往不相等，

因此透過強化兩者的距離，而創造了價值效用。 

擁有效用（Possession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存在所有權的差異，因此行銷

調整所有權的差異所造成的供需失調，而創造了擁有效用。 

數量效用（Quantity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存在著數量差異，因此行銷管理

人員透過行銷活動，來調整大量生產與小量消費間的數量差異，而創造了數量效用。 

組合效用（Merchandising Utility）－由於廠商與目標顧客之間存在著產品組合的差異，因

此行銷管理人員透過行銷活動，來調整產品品類組合的差異，而創造了組合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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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行銷管理的內容 

行銷管理為有效地管理產品（Product）、價價（Price）、通通（Place）、促銷（Promotion）

等活動，以滿足顧客需求的策略規劃、組織、執行與控制等過程。 

◎行銷管理（marketing management）─ 

 

行銷管理過程： 

行銷規劃─描繪行銷的重點及資源如何分配 

進行環境分析－外部與內部分析（SWOT） 

選定目標市場─市場區隔（S）、市場選擇（T）、市場定位（P） 

訂定行銷組合（4P） 

─產品（Product）、價價（Price）、通通（Place）、推推（Promotion） 

行銷組織與執行─組織行銷人才，實際推動計畫 

行銷控制─透過行銷控制系統之配合，驗收成果並評估績效 

◎行銷稽核─ 

 

 Kotler 強調行銷即為顧客創造價值並建立顧客關係，曾提出行銷流程： 

步驟一：瞭解顧客需要 

步驟二：規劃行銷策略 

步驟三：訂定整合式行銷組合 

步驟四：建立有利的顧客關係 

步驟五：創造顧客價值與權益並獲取利潤 

七、非營利組織行銷 

非營利行銷的產品提供，通常是服務和行為交換而非實體產品，非營利組織可藉由行銷來確定

其所提供的服務確實與變遷快速的社會需求相關。 

非營利行銷的主要類別 

服務行銷－為無形貨品創造交易的行銷。 

人物行銷－爭取人們對某一個人或某些人做有利反應的行銷。 

地方行銷－爭取人們對某一地區做有利反應的行銷。 

理念行銷－推推和爭取人們支持某一理念或議題的行銷。 

組織行銷－為某一特定組織吸引會員、捐款者、參與者或志工以及提升該組織形象的行

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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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和營利導向行銷的基本差異 

非營利行銷 營利導向行銷 

關心組織、人物、地方、理念、以及產品服務 主要關心產品和服務 

交換可能是非貨幣的或貨幣的 交換通常是貨幣的 

目標較複雜，因為成敗不能只用財務單位來衡量 目標通常用銷售、利潤和現金收入來表示

非營利服務的利益通常與消費者付款無關 利益通常與消費者付款有關 

人們可能預期或要求非營利性組織去服務那些無

利可圖的區隔市場 

營利性組織只服務那些有利可圖的區隔

市場 

非營利性組織通常有兩個主要的目標市場：客戶

和捐助者 

營利性組織通常只有一個主要的目標市

場：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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