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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在地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究的實踐 

一. 報告內文(Content)(至少 3 頁) 

1. 研究動機與目的(Research Motive and Purpose) 

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帶動農產品網路行銷的興起，“客製化銷售導向”與“身土

不二文化”的農業行銷傳播趨勢為當今農產品行銷主流(陳映廷等人, 2017)，而李

右婷(2020)的研究亦指出日本零售業運用電子商務最大的優點，根據日本經濟產

業省(2019)調查，包括下列幾項：(1)擴大銷售範圍、(2)降低資本投入、(3)EC 把

握顧客特性、(4)不受天候影響保持⼀定的銷售額、(5)全年無休服務、(6)O2O 市

場相乘效果。因此日本在電子商務蓬勃發展同時，零售業者也積極導入電子商務，

進行虛實整合，以提升零售業銷售績效。本研究計畫希望透過跨領域業師的專業

指導，讓修課同學走進農場，了解在地農產品，並藉由架設電子商務平台過程，

了解電商網站開發、產品上架、經營顧客、銷售產品等過程，其研究動機與目的

如下。 

 
    本研究的研究動機有三， 

(一)、有資源挹注教學現場面臨的問題獲得改善 

希望透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的補助，提升電子商務教學品質、學生學習成效，

與提供教學過程中所需的協助人力與農場給予學生實作時的諮詢及輔導，以使電商平台

成果能真正營運，獲得實質的研究資源挹注，使課程的推動更落實有效益。 

(二)、讓修課學生認識在地生產農產品與有機栽種方式 

    讓電商修課學生認識在地生產農產品、減少運輸物流的碳足跡、了解友善土地的有

機耕種方式，因為每人每天都需要健康均衡的營養才能維持生命活力，使公益議題與課

程教學結合，激發大學生對於生於斯、長於斯、食於斯的環境有更多的認識。 

(三)、資管系學生發揮資訊平台建置與應用的專業長項 

    農業從事人員專精技術在於種植及栽培作業，在數位平台開發與應用上，並非強項，

對於如何突顯有機、無毒農產品特色與價值，不再單純靠口碑、市集、農會、…等傳統

通路為主的銷售方式，透過加強友善土地耕種農產品的深度介紹與推廣說明，本計畫便

是要協助有機小農結合電商課程，使資管系學生發揮資訊平台建置與應用的專業長項。 

 

    本研究的研究目的有四， 

(一)、電商課程有實務操作的經營主題，讓學生走進農場觀察與了解在地生產農產品。 

(二)、結合有益於友善環境的領域，讓學生建立正確觀念與保護在地自然環境。 

(三)、資管系學生可以發揮專業所長協助數位較弱勢的農業，推廣在地農產品。 

(四)、修課學生能夠親臨合作農場蒐集資料、詢問問題、及拍攝錄影，並願意提供農產

品給學生電商平台上實際銷售。 

 

    電子商務概論為一年級下學期的必修課程，每週上課 3小時/3 學分，教學目的培育

修課同學能有實作開發能力，運用一般或免費工具，透過電商平台分析與規畫過程，即

能實作並完成作品，並能與在地廠商或農場合作，了解所銷售產品的生產製造過程，對

未來就業投入電商市場有正確的觀念與態度，本研究計畫目的如圖 1 所示。 



 

圖 1. 本研究計畫目的 

 

2. 文獻探討(Literature Review) 

本研究將對電子商務教學與實務相關研究加以彙整與分析， 

 

    一、在學學生架站營運電子商務的優點，主要累積學習經驗與知識、人際互動技巧，

此訓練對於未來就業為重要基礎。國內張志超 (2015) 針對在學學生創業的真實歷程，採

用行動研究方法，調查「 VUSE 經營團隊」之實際發展經驗為研究個案，透過研究者的

觀點，記錄其發展歷程與轉變，挖掘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並提出反思、檢討、後續應

對方式。本研究計畫希望透過與廠商的合作關係，讓學生踏進產業，了解從生產端到消

費者的運作過程，並以小組任務完成電商平台的實作 ，透過幾次互動採訪過程了解生產

過程，並引進小組的電商交易平台，實際營運與更新管理網站 。 

 

    二、在電子商務創新機會上，可以藉由目前最具標竿的網站營運流程找出新的機會

點，本研究指導學生觀摩國內知名的 superbuy 、台灣好農、聯合農產品網路商城、…，

分析網站建置內容與服務流程，激發同學的想法與創意。陳美杏 (2013)以個案來進行行

動研究，依據行動研究方法論的步驟，發掘個案電子商務流程的問題及其可改善的機會，

同時藉由內部探討及借鏡外部標竿企業的創新案例，找出個案公司電子商務流程可能的

創新機會。本課程在每周上課過程中引導學生必要提供的養分，採取相互觀摩各組的作

品，藉由觀摩找出對方好的優點與待改進的地方，爾後檢討對應到自己的作品時，小組

應該注意哪些網站經營重點及問題解決，提供很好的思索方向。 

 

    三、在電子商務實作上，每個合作有機農場生產不同的農產品，如何突顯產品的價

值與特色，學生必須親自了解與體驗，才能從消費者的觀點去思考。陳凱廷(2015)透過現

有水電工程行電子商務服務模式的研究進行探討，採量身訂作方式建置電子商務服務平

台，規劃出平台的服務項目。本計畫鼓勵同學到農場親身體驗，也鼓勵農場能夠提供完

整試吃或試喝，透過實際農產品的體驗，轉換到電商平台設計時更能掌握有什麼是消費

者想看、想了解的資訊，並加以蒐集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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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鼓勵學生建立電商網站實際營運，累積經驗是開創電商事業的第一步，其學習

的無形資源是未來最雄厚的知識資本。許哲維 ( 2013)採行動研究法，以自身在學時期進

行微型創業為研究個案，討論資源與商業模式在微型創業的發展歷程中會遇到的問題及

對問題的調整。本計畫希望藉由學生一個電商實作練習，打開通往 網路 世界的一扇窗，

未來還有更多的機會去成就無限的可能。 雖然初期以農產品為對象，但一樣需要了解產

品特性 、消費者習性、市場定位、產品價值、推廣通路、市場區隔等重要資訊。 

 

    五、電子商務實作引導學生切入商品主題，了解消費者生活脈絡與輪廓的重要性。

誰是有機農產品的消費者?他們在哪裡?購買的動機?消費能力?期待的服務有哪些?陳慧

君(2011)為瞭解使用者的行為模式以重新設計電子商務，以微觀的質性研究角度切入，

採用初階的行動研究法，深入瞭解電子商務網站運行的方式。並進入個案活動中，透過

使用者的生活脈絡，以及真實的使用情境來進行分析。本計畫透過行動研究法每周根據

學生執行進度與遇到的困難或問題，調整教學的內容與補充其他資源，每次報告教師提

供修正意見並固定放置課程社群上，供同學修正的參考，慢慢逐步的完成電商作品，讓

學生有系統的吸收課本的學理，又能結合應用到電商平台的經營。 

 

 

3. 研究問題(Research Question) 

電商網路交易最常潛藏的購物風險即是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在網路上產品可以美拍，

可以修圖，可以炫麗、可以誇大，但是商品是如何產生的?有無經過檢驗或認證的過程，

若是網站銷售人員無法透徹掌握及說明清楚，憑藉網頁上華麗的詞藻、聳動的推銷、掩

蓋細節的影音動態短片、來路不明的組合成分，將會導致消費者受騙上當，交易糾紛經

常層出不窮，因此電商課程教學上老師應該要把關，在指導實作過程了解學生銷售的產

品，如何引導學生去認識產品、追蹤溯源、辨別真偽便成為課堂上必須要做的功課。本

研究從電商教學現場所面臨的問題如下: 

 

(一)、電商課程可以有實務操作的領域主題?能夠讓學生實際走進觀察或到現場了解

產品的生產過程，同時能夠清楚知道生產履歷，合法有驗證過的產品。 

(二)、與公益結合的領域，如有益於友善環境的課題?讓學生建立正確觀念與保護在

地自然環境。 

(三)、找急需輔導或協助的產業?能讓資管系學生可以發揮所長協助數位較弱勢產業

為優先。 

(四)、能夠願意公開與接受採訪的營利組織，學生能夠親臨現場蒐集資料、詢問問題、

及拍攝錄影，同時願意提供產品可以給學生電商平台的實際運作。 

 

4. 研究設計與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本研究根據Lewin行動研究模式，第一階段透過課程規畫，實施電子電子商務實務教

學課程，在教學的過程中，以研究者教學目標與進度、合作廠商的建議、學生反饋與意見

進行教學省思，並與同領域專家教師討論、協商，適度調整EC教學策略與教材，再進入第

二階段的教學實施。並從DeLone and McLean 資訊系統成功模式(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的夠面加以觀察，系統品質(Systems quality)在網際網路環境下，測量

電子商務系統所需的特性，其包括適應性(Adaptability)、可用性(Availability)、可靠

性(Reliability)、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易用性(Usability)，本研究之行動研究

流程如圖2所示。 

 

 



 

 本研究的行動研究是每周觀察學生的進度與遇到的問題，加以檢討並調整教學內容或

補充學生缺乏的資料，例如顧客對於有機農產品的疑問?價格較高影響購買決策，在網頁設

計中可以置入競爭商品的優劣點比較，清楚解釋為何較高的原因。諸如此類，學生在實際經

營的過程，遇到的困難與疑問，都可以透過行動研究的補強，讓電商實務可以越趨完整與迅

速掌握顧客的動向。適時調整經營策略，通常課本會指出大方向原則，但在瞬息萬變的商場

上，便要盡快調整價格或數量，例如農產品新鮮度隨進貨時間成反比，因此在保存期限很有

限的情況下，能夠快速出清，又能賺到利潤的銷售策略，就必須彈性的規劃。 
 

5. 教學暨研究成果(Teaching and Research Outcomes) 

(1) 教學過程與成果 

一、教學過程 

(一)、電子商務概論為一年級下學期的必修課程，在 18 週教學課程，依照課前規劃的教

學進度執行。每週都有請業師蒞臨班級授課，教師講授電子商務教材重點佔 1/3，檢討電商架

站進度佔 1/3，業師授課佔 1/3，固定每週四下午開放輔導課，鼓勵學生蒞臨雲端行動商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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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室問題討論。此外，每組必須前往農場拍攝與體驗農產品，教學過程說明如圖 3 所示。教

師執行計畫過程有視狀況調整教學內容與進度，由於每組學生的程度略有差異，提供適當的

學習誘因與輔導，讓學生清楚知道學習之後的好處，並多提供參訪、體驗、研習的活動，有

助於學生能夠了解學習本課程的益處。 

 

 
圖 3. 本計畫教學過程說明 

 

    整學期的教學方式包括，一、課堂講授，指定教科書並每周(除期中考、期末考試外)講授

課各章節的重點，教師補充教學資源將放置於學校雲端數位學習區。二、全班以分組方式進

行，每組 3~5 人共同完成一學期的實務作品。從訪談農場主人、認識農商品、電商平台企劃

構思、實地採訪、架設網站、商品進貨、實際銷售、粉絲經營、推廣活動等按步執行。三、建

立課程展示平台，每組於第五周起(除期中考、期末考試外)開始報告執行進度與修正。 

 

    在教學活動有以下部分，一、認識電商部分，由教師授課、展示範例、電商作品指導。

二、架設電商網站，本此教學以 wordpress、google web-site 架站工具兩種可以選擇。三、微

電影拍攝，以威力導演(含手機版)工具製作微影片。四、企劃書簡報，將構想逐步落實於最終

的運作平台。每週檢討進度，實驗室提供小攝影棚拍攝農產品，課外輔導時間授課教師與業

師回答同學問題，各小組成員並可親到合作農場進行參觀與訪談，作為網站製作的內容與素

材來源。 

        

二、教學成果 

    本研究彙整 108-2 電子商務概論課程在歷經一學期 18 週的學習，期中考試採筆試，期末

考以成果展示方式。教學成果如表 1.電子商務概論課程營運的電商平台與表 2.電商平台期末

作品展示與業師評審意見，全班共 35位修課同學，參加成果展示的總組數為 7組，扣除兩組

因功能不完整未能實際營運外，其餘五組皆能線上電商操作。電子商務概論修課同學參訪農

場的情況如表 3所示，本研究計畫電子商務概論期末成果發表會的業師評分與輔導情形如表 

4 所示。而表 5-1為第 1-2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彙整，表 5-2為第 3-4 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

彙整，表 5-3第 5組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彙整，表 6為電商期末成果頒發獎品給各組得獎作

品。而本研究實施過程中相關的測量工具、輔導業師、參考範例、進度檢核追蹤指標、農產

品電商拍照廣告看板、期中(末)教學反應評量表、FB粉絲專頁-萬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Line

社群-萬能資管系農產品電商社群、以及 FB 的 108-2-電子商務概論-資一乙課程社群、電子

商務概論-課程數位教材媒體，如附錄 A~K所示。 



表 1. 電子商務概論課程營運的電商平台 

評比項目 

組別名稱 

第一組 

茶茶家園 

第二組 

劉盛鈞小站 

第三組 

挂機小組 

第四組 

五大天王方

便購 

第五組 

養生家園 

企劃書簡報 V V V V V 

拍攝農產品 V V V V V 

架設網站 V V V V V 

工具 Wordpress、 

Woocommer

ce 

Google web-

site 
Wordpress、 

Woocommer

ce 

Google web-

site 
Wordpress、 

Woocommer

ce 

網站經營 V V V V X 

名次 1 2 3 4 5 

10 位業師評比 

總分 

834 分 822 分 805 分 788 分 765 分 

第一組 茶茶家園，網址: https://gogo123.com.tw/shop/02/ 

第二組 劉盛鈞小站，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liu43431 

第三組 挂機小組，網址: https://gogo123.com.tw/shop/03/ 

第四組 五大天王方便購，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view/5wonbangbanggo/%E9%A6%96%E9%A0%81?authuser=1  

第五組 養生家園，網址: https://gogo123.com.tw/shop/01/ 

 
    本計畫業師教學研習活動建立於 FB粉絲專頁-萬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並有、Line社群:

萬能資管系農產品電商社群，可以讓各組成員推廣其電商農產品，社群群組成員多為學校教

職員、與校外教師為主，此外，建置 FB的 108-2-電子商務概論-資一乙課程社群，作為教師

與學生雙向交流的管道，整學期的電子商務概論上課教材放置於雲端數位學習區的教材媒體，

讓學生方便下載閱讀。電商平台期末作品展示與業師評審意見如表 2 所示，評估角度如下，

1. 網站架設完成度(本項佔 30%)，評比項目包括：產品介紹、-農場介紹、-團隊介紹、-產品

訂單、整體友善設計。2. 影音製作部分(本項佔 20%)，評比項目包括：可連上 youtube、-可

撥放影片、動畫或拍攝。3. 簡報製作部分(本項佔 20%)，評比項目包括：企劃構想書、運用

課本學理、名片設計。4. 學習心得部分(本項佔 15%)，評比項目包括：個人學習心得、業師

聽講心得、本課程學習。5. 現場提問表現(本項佔 15%)，評比項目包括：提問學生當場回應

表現與團隊合作表現等等，評審完再請業師給予輔導的建議與修改的方向。讓全學期參與授

課的業師與各組學生面對面針對建置的電商平台提出寶貴意見，相當具實務的價值與貢獻。 

 
表 2. 電商平台期末作品展示與業師評審意見 

組別 業師評語-優點 業師評語-待改進建議 

第一組 

茶茶家園 

A業師 

 ①實地走訪多家農場蒐集資料 

F業師 

 ①整體網站架設完整 

 ②簡報流場 

 ③個人學習心得很好 

 ④提問回應表現好 

I業師 

 ①電商平台介紹 OK 

 ②FB, Line 有鎖定特定客群 

F業師 

 ①產品說明可以更細膩 

 ②只有採訪照片沒有影片 

G業師 

 ①布景配色不佳 

H業師 

 ①未做影音檔 

 ②介紹農場需插入地圖更佳 

 ③網址顏色不清楚 

I業師 

https://gogo123.com.tw/shop/02/
https://gogo123.com.tw/shop/02/
https://sites.google.com/view/sliu43431
https://gogo123.com.tw/shop/03/
https://sites.google.com/view/5wonbangbanggo/%E9%A6%96%E9%A0%81?authuser=1
https://gogo123.com.tw/shop/01/


 ③有團隊精神 

J業師 

 ①網站產品最多樣 

 ②粉絲專頁經營有加分效果 

 ③農場介紹完整，包含四個農場的產

品介紹。 

H業師 

 ①有建立粉專很棒 

 ②分工做得很好 

 ①沒有製作影音的部分 

  

第二組 

劉盛鈞小

站 

H業師 

 ①網站架得很棒 

 ②簡報有對各家廠商詳細介紹 

I業師 

 ①網站架夠清楚，使用 google表單 

J業師 

 ①網站功能完整，有連結 FB、內容

豐富，表單訂購齊全 

 ②影音有配音樂、字幕，影音剪輯製

作認真  

H業師 

 ①照片橫拍，影片效果會更好 

J業師 

 ①學習心得要加強 

第三組 

挂機小組 

I業師 

 ①網站做得不錯 

J業師 

 ①網站建置完整、有後台管理。 

 ②影音介紹內容頗佳。 

 ③簡報報告內容詳細。 

 ④學員簡報表現優秀，談吐說明佳。 

H業師 

 ①網站功能薄弱 

 ②影音部分要上字幕 

第四組 

五大天王

方便購 

A業師 

 ①學生能夠從不同領域了解農業的面

向 

G業師 

 ①網站設計還不錯、影音部分有做產

品介紹 

I業師 

 ①線上訂購用 google表單快速 

J業師 

 ①網站功能完整、素材製作用心 

 ②剪輯技術頗佳 

 ③學習心得內容豐富 

G業師 

 ①產品說明不夠豐富 

H業師 

 ①網站、簡報名稱不一致 

 ②農場名稱打錯 

J業師 

 ①微電影有音樂旁白更好 

 

第五組 

養生家園 

I業師 

 ①有做菜微電影 

J業師 

 ①網頁簡潔有力。 

 ②自行拍攝剪輯，蔬菜麵食料理頗具

創意。 

 ③簡報內容完整 

 ④組長、組員默契頗佳 

H業師 

 ①加強網站架構、團隊介紹 

 ②影片直拍影響畫面 

 ③廠商介紹插入地圖更佳 

 ④心得要加強 

 ⑤問題回覆不清楚 

I業師 

 ①沒有經營 FB粉絲 



第六組 

茶個毛 

 

J業師 

 ①功能齊全。 

 ②簡報段落清楚、內容呈現完整 

 ③創意網頁功能完整 

G業師 

 ①網站配色不佳 

 ②沒有影音 

 ③簡報的配色與排版不佳 

H業師 

 ①用粉專取代網站 

 ②未製作影音介紹 

I業師 

 ①執行過程出問題未能完整介紹 

J業師 

 ①有臉書粉專，但缺少按讚的動因 

[註 1]以上期末成果展示 10位評審業師一一提問並給予每組成績。 

[註 2]第六組茶個毛電商網站後因執行上問題，口試結束後關閉網站營運。 

資料來源: 本研究 

 

    108-2-電子商務概論-期中/期末教學反應評量表如附錄 F、G 所示，期中教學反應

評量表整體滿意度為 4.5，期末教學反應評量表整體滿意度為 4.0，略有下降，應為期

末電商作品成果須於期限內完成，製作時程上較趕，因此滿意度略降，但都有保持

4.0(含)以上的水準。整年度執行計畫活動、師生研習、農場實地參訪，都建置於 FB 公

開粉絲專頁-萬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農產品推廣則於 Line 社群-萬能資管系農產品電商社

群，透過兩個社群經營，有助於在地合作農場的介紹、農產品推廣。 

 

 

  



表 3. 電子商務概論修課同學參訪農場 

實地蒐集農場資訊 實地蒐集農場資訊 

 
修課學生參訪亞植有機農場-拍攝育苗中心 

 
修課學生參訪亞植有機農場-採訪農場主人 

 
走進農場實地拍攝有機蔬菜種植環境與採收 

 
走進飼料廠參觀烘培黃豆玉米過程與拍攝 

 
修課學生實地體驗農場工作 

 
修課學生參訪添福有機農場-採訪農場主人 

 
修課學生參訪國展有機茶園-採訪農場主人 

 
學生參與烘培有機茶葉研習活動 



表 4. 本計畫電子商務概論期末成果發表會 

各組報告與相片 各組報告與相片 

 
第一組 茶茶家園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一組 茶茶家園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第二組 劉盛鈞小站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二組 劉盛鈞小站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第三組 挂機小組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三組 挂機小組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第四組五大天王方便購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四組五大天王方便購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第五組 養生家園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五組 養生家園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第六組 茶個毛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1 

 
第六組 茶個毛 期末報告與展示成果-2 

 
108-2 資一乙各組接受 10 位業師輔導、建

議、評審、回饋、討論 

 
108-2 資一乙各組接受 10 位業師輔導、建

議、評審、回饋、討論 

 資料來源: 本研究 

 

 

 

 

 

 

 

 



表 5-1. 第 1-2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彙整 

第一組選單功能有: 首頁、商店、平台介紹、我的帳號、結帳、聯絡我們、購物車 

 
第一組 首頁部分 

 
第一組 商店部分 

 
第一組 商店部分 

 
第一組 聯絡我們 

第二組選單功能有: 產品介紹、有機蔬菜、合作農場、產品訂購、聯絡資訊 

 
第二組 首頁部分 

 
第二組產品介紹(微影片拍攝) 

 
第二組 有機蔬菜介紹 

 
第二組 合作農場介紹 

註: 礙於篇幅限制無法對網站每個頁面加以擷取 



表 5-2. 第 3-4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彙整 

第三組選單功能有: 首頁、我的帳號、購物車、商店 

 
第三組 首頁部分 第三組 我的帳號(會員) 

 
第三組 購物車畫面 

 
第三組 聯絡我們 

第四組選單功能有: 首頁、產品介紹、合作農場、產品訂購、聯絡資訊 

 
第四組 首頁部分 

 
第四組產品介紹(微影片拍攝) 

 
第四組 合作農場介紹 

 
第四組 產品訂購 

註: 礙於篇幅限制無法對網站每個頁面加以擷取 



表 5-3. 第 5組組電子商務期末作品彙整 

第五組選單功能有: 首頁、我的帳號、購物車、聯絡我們 

 
第五組 首頁部分 

 
第五組 我的帳號(會員) 

 
第五組 購物車畫面 

 
第五組 聯絡我們 

 

 

 

 

 

 

 

 

 

 

 

 

 

 

 

 

 

 



表 6. 電商期末成果頒發獎品給得獎作品 

 
第一名 茶茶家園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二名 劉盛鈞小站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三名 挂機小組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四名 五大天王方便購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五名 養生家園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六名 茶個毛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第七名 王詠麟 電商作品業師頒獎 

 
全班獲獎同學與授課教師、業師合影 

資料來源: 本研究 



(2) 教師教學反思 

       一、要根據學生程度篩選適合的電商開發工具 

建置電商網站，可以考量學生程度使用不同的平台，但以免費使用為原則，除非學生

可以自行負擔網址、伺服器的費用(視提供功能與儲存空間而有不同價位)，如 Wordpress、

GoDddy，而 Google web site 建置快速並可以結合 Google 表單作為訂購單與問卷調查，兩者

差異在於前者參數設定上較為繁瑣及複雜，學生要能細心與耐心一一完成，但功能與介面與

市面上商業網站的設計雷同，外觀上呈現更專業。後者即建置即可瀏覽，速度上可以在短時

間開發完成，但在功能與介面設計上較為制式，缺乏更細步選項功能。教師在教學過程須留

意學生的反應與程度。 

 

        二、教師可建立交流互動社群以強化雙方的學習共識 

計畫執行者在電商課程都開設Facebook課程社群，可以分享眾多電子商務相關的影片，

尤其是最新電商交易需注意的法規要求，此外可以作為師生交流互動的一個管道，每週進度

製作的網站雛型、企劃構想書、期中/期末報告上傳到群組，可以讓修課同學互相參考，借鏡

觀摩，藉以提升同學之間的良性競爭與參與程度。校內的教學資源區則放每週教學簡報與補

充資料，方便修課的同學可以擷取及閱讀。授課教師即時回饋相當重要，本計畫課程採取每

週追蹤網站完成進度的報告與建議，逐步檢討完成網站的架設。 

 

       三、教師扮演好合作農場端與學生端的重要橋樑 

執行計畫教師扮演合作農場端與學生端的橋樑，教師必須先前往了解農場狀況，說明計

畫目的與效益、如何協助學生拍攝農場環境與當季農產品、還有學生農場問題的諮詢與輔導，

都必須事先告知和時間安排。此外，在學生從農場進貨、銷貨、售貨服務，所有資訊應該鼓

勵同學將訊息發布在網站及社群平台上，以確保最新動態的運作。在建置網站過程，教師不

必過於限制學生的發想，鼓勵同學從與農場、消費者的互動中，如何將好的在地農產品推廣

給購買者，增進使用者的健康及營養。 

 

(3) 學生學習回饋 

資一乙修課學生共 35 位，擷取自學校雲端數位學習系統，學生們的心得整理彙整如下， 

教學。 

 

一、很難得的體驗走進農場實地了解農產品的生長過程 

 在科技進步神速時代，很多大學生從小便接觸 3C 產品，對於農產品的由來不是很清楚，

所在的桃園市屬於工商發達的城市，接觸到農場的機會較少，在開發建置電商網站過程，各

組同學都有與農場約定參訪活動，實地走入農場參觀，不論有機蔬菜、有機稻米、有機茶葉、

有機雞蛋、有機菇類、採收蜂蜜、…，都讓學生大開眼界，也正因走入生產現場，才能對有

機栽種、培育方式多一層認識(蕭 O 榮同學、李 O 峰同學)。 

 

二、電子商務課程內容非常豐富學到很多的知識 

修課學生反應本學期課程學到很多的知識，有網站建置的技術、認識有機農產品、手機

拍攝微電影、社群經營管理、….等等。業師蒞臨教室現場的簡報分享非常的棒，他們都有帶

來農場的產出讓我們了解來源，不懂的問題問業師，他們都不厭其煩的解釋，其堅持專業程

度，令人感動(駱 O 宜同學，王 O 麟同學)。 

 

三、自己建置電商平台給學生未來充滿信心與憧憬 

 自從上了電子商務的課程發現了本科系未來的出路，發現此行業很有未來前瞻性，能靠

電子商務闖出一片天。讓學生了解農業的辛苦，農產品的生產及推銷的方式(姜 O 銘同學)。



這學期跟授課老師上了那麼多次的課程，老師請了許多的外面的專業人士請到現場教導我們

許多的知識，我從來沒看過有那麼認真的老師會為了學生努力成這樣的，每節課都為了我們

盡心盡力，完全沒有讓我們放在那邊各玩各的，教導我們架設網站，學習許多的架站資訊，

認識許多的農業發展、銷售知識等，直接讓我們有一個確實可以賺到真正的錢的方式，那就

是架設網站，而且我們不需要繳任何的費用，就可以直接學到非常多對我們真正是有幫助的

事情，網站設計這種事情可以用在許多的行業上，學習知識的同時，也同樣是在賺錢，真的

是非常的厲害，如果還有機會可以有這門課，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再修更多這門課(楊 O 昇同

學)。 

 

四、從業師身上學習樂於分享就是最好的推廣方式 

    這學期修了這門電子商務概論除了書本内容，每星期都會有不同業師來講課，學期開始

有教如何自己架構電商，就是把商品放在自己製作的網站上賣，這個對以後蠻有用的。然後

後面來分享的都是各種各樣的農場主。他們分享自己的農場經驗和一些知識，還提供商品給

我們銷售與實際體驗，真的很好呢!還有一個星期來了一個教我們如何製作微電影。還有手工

肥皂等等很多豐富的知識，業師會把他們的產品送給我們一些，很大方。這門課有很多豐富

的知識不來會吃虧的(謝 O 錦同學)。 

 

五、懂得未來應用的機會與學習時間的寶貴 

    在這堂課程讓我學到了架設商務網站和在商務網站中上架商品美化網站的各種技巧，還

有各產業的業師帶我們了解到各行各業辛苦和各種產業的生產，也讓我知道了如何推銷自己

在網站中的商品。而且我覺得這堂課可以讓我在工作生涯中有好的運用而對於這堂課的建議

就是可能是我不專心的原因讓我再稍微恍神的時候進度有點跟不上(林 O 傑同學)。 

 

6. 建議與省思(Recommendations and Reflections) 

一、執行計畫建議的部分 

(一)、整合教學型的金流、物流資訊系統 

目前資管系已有雲端 POS 系統可以讓學生學習操作，後台可以即時觀察整體銷售狀況與

消費者購物消長行刑，但是因授課時間不足關係，很難全部雲端化操作，建議系上能有一系

列課程規劃，搭配電子商務或行動商務課程，前後實務串聯應用，對於未來學生對業界就職

將有很大的助益，如電子商務銜接雲端進銷存系統、雲端會計系統、雲端物流配送系統等。 

 

二、執行計畫省思的部分 

(一)、讓師生瞭解有機栽種的農產品價值 

    珍惜友善土地耕種的產出，學校與在地農場關係必須建立長期合作關係，尤其是有機農

場的生態工法、病蟲害防治、混植栽種、益蟲與害蟲平衡、荷爾蒙誘蟲、植物圍籬、隔離水

渠設計、黑水虻廚餘分解、…等友善耕種的做法，以達到不施灑任何農藥與化學肥料，仍有

一定農產品產出，值得同學認識與了解，進一步珍惜友善土地耕種的產出，農產品產出雖有

限，但是對於土地長期耕耘使用，絕對有正向的助益，同時教導同學要珍惜天然物資，不輕

易浪費可食用的菜餚，肯定有機友善栽種的價值。 

(二)、對於低學習意願的學生多給予學習誘因與互動 

   目前國內普遍少子化，學生來源銳減，大學生接觸各種資訊來源多元與複雜，上課學習



專注力受到很大影響，對於專業科目學習意願、學習動機受到很大的考驗，尤其是課堂上滑

手機、沉迷於玩線上遊戲，如何有效讓學生回歸到課堂上學習，教師必須要更費心進行課程

規劃與設計，提供學習誘因與刺激學習的動力，多與學生互動交流，有實質作品與即時反饋。 

(三)、踏出教室提供顧客需要的服務是商管學生成長必經之路 

    鼓勵學生在校園成立小型市集或是用創新方式吸引顧客的注意，進而推廣產品與顧客面

對面溝通(不論是線上或線下)，是商管學生成長的一條必須之路，學理與實務的結合，在真實

的運作下才能發現問題進而求解，累積重要的行銷經驗。學生不容易踏出舒適圈，也很容易

因為一些挫折喪失繼續前進的動力，老師與業師都應該從旁協助，讓學生的勇於嘗試成為將

來的創新、創意、創業的希望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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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A. 資一乙 電子商務概論 期末作品與報告 評分表 

日期: 2020/06/22 時間: 10:00-12:00 地點: S705 教室 

業師簽名:                       業師聯絡電話:                  

※ 請業師評分前先確認該組的學生，並請打勾確認，每項評分標準是參考值，業師可以自

行斟酌，若學生有缺該項所有內容則以 0分計算 

評分項目 分數 評語 備註 

1. 網站架設完成度 

(本項佔 30%) 

-產品介紹 

-農場介紹 

-團隊介紹 

-產品訂單 

-整體友善設計 

  

※請業師可以實際操

作，網址可以請同學

提供，以及電商營運

情形 

2. 影音製作部分 

(本項佔 20%) 

-可連上 youtube 

-可撥放影片 

-動畫或拍攝 

  
※請業師可以實際觀

看 

3. 簡報製作部分 

(本項佔 20%) 

-企劃構想 

-運用課本學理 

-名片設計 

  
※請業師可以檢視學

生的構想與企劃 

4. 學習心得部分 

(本項佔 15%) 

-個人學習心得 

-業師聽講心得 

-本課程學習 

  
※請就本組的學習心

得予以評定 

5. 現場提問表現 

-提問學生回應表現 

(本項佔 15%) 

 

  
※請業師就學生臨場

表現給予評分 

總分   
※請業師加總後提供

給授課教師 

授課教師: 陳美純，聯繫電話:0973-355-794 

 

 

 

 

 

 

 
 



附錄 B. 108-2 期末成果發表會輔導業師一覽表 

推廣在地農產品的電子商務實務教學之行動研究的實踐 

作品評審與輔導

業師類型 

業師姓名 

/編號代碼 

服務單位 業師專長 

1.農產品業師 黃朝廷先生 

(A) 

桃園市大園區 添福有機農

場負責人 

有機蔬菜栽種，桃園中小

學營養午餐葉菜類供應，

桃園有機產業協會榮譽理

事長 

2.農產品業師 鍾隆增先生 

(B) 

桃園市龍潭區 芯耘有機農

場負責人 

有機稻米栽種，生產黑米、

糙米、白米，榮獲桃園青農

楷模 

3.農產品業師 江文幼女士 

(C) 

桃園市楊梅區 亞植有機農

場負責人 

有機雞、有雞雞蛋、有機滴

雞精、有機蔬菜生產，獲全

國傑出百農獎 

4.農產品業師 徐韋婷女士 

(D) 

桃園市大溪區 添丁有機菇

農場負責人 

有機菇栽培、生產、銷售、

木耳露、菇盆栽教學，全國

百大青農 

5.農產品業師 劉勝為先生 

(E) 

桃園市中壢區 協盛養蜂場

負責人 

中華民國養蜂協會成員，

生產龍眼蜜、荔枝蜜、百花

蜜、花粉、蜂王乳 

6.農產品業師 張坤泰先生 

(F) 

桃園市蘆竹區 桃泰狼有機

農場負責人 

各類有機蔬菜、生菜沙拉、

薑黃粉、魚菜共生系統、桃

園模範青農 

7.網站架設業師 葉冠君先生 

(G) 

https://gogo123.com.tw/ 

版主、碁峰資訊講師 

Wordpress+ Woo Commerce 

網站架設，電子商務教學

業師 

8.微電影拍攝及

製作業師 

林寶瓊女士 

(H) 

桃園市美妍工作室 手機微電影教學業師，烹

飪料理、手作農產品應用，

擁多張國家專業證照 

9.農產品應用業

師 

武曉潔女士 

(I) 

台北市蓋婭手工皂負責人 農產品與手工皂結合、香

草香包、推拿精油製作，擁

多張國家專業證照 

10.網購專家業

師 

巫仁傑先生 

(J) 

台北市欣欣生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人 

樂活團購網版主，農產品

網路行銷專家，電商推廣

養生、健康農產品二十多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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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C.業師輔導參考範例 

 

1. 運用電子商務(EC) 課本範例及參考的教學資源  

2. 完整規劃電子商務(EC) 企劃構想與分工進度規劃，拜訪合作機構行程規劃  

3. 完成電商架站工具使用，Google 我的商家或 Wordpress 蓋站與外掛、超連結功能  

4. Line@生活圈申請與使用，最新商品進貨資訊通知會員最新產品資訊  

5. FB 社群粉絲專頁成立與經營建議，整合網路直播介紹產品  

6. 設計本組的名片、將各接觸通路網址轉成 QR Code，並輸出列印  

7. 到電子商務(EC)合作農場拍照與錄影，微影片重點文字編輯上傳到 Youtube可供觀賞  

8. 進行 SWOT、4P、競爭商品、市場區隔分析，紀錄顧客消費資料與特徵  

9. 繪製本組 電子商務(EC) 平台進貨、銷貨、存貨、退貨流程，網頁放置交易注意事項  

10. 實際進貨、上架、拍照上傳社群與網站實際經營，excel結算每周營業狀況  

11. 參與校內市集 O2O，有更多機會接觸消費者，並與生產端緊密合作、回報消費者意見，

拓展商機  

12. 檢討電子商務(EC)的經營問題加以分類，尋求問題解決方案，並積極建立顧客回流的機

制 

 

 

 

附錄 D.電子商務課程教學進度檢核追蹤指標 

評估項目 \ 狀況 分析項目 缺 完成度說明 

1.企劃書  

 

 運用課本第幾章節的分析架構? 

2.參訪合作農場   農場名稱: 

參訪日期 

3.拍攝農產品    

4.架設網站銷售    

5.製作微影片    

6.FB社群推廣    

7.Line社群推廣    

8.校園市集推廣

與銷售 

   

9.其他表現    

[註]每參訪一家農場即必須填寫一張訪談進度表 

 

 

 

 

 

 

 

 



附錄 E. 資管系農產品電商平台廣告看板 

 

 

[註] 大型看板做為學生或農場拍照介紹農產品使用 

 

 

 

 

 

 

 

 

 

 

 

 

 

 



附錄 F. 108-2-電子商務概論-期中教學反應評量表 

 

 

 

 

 

 



附錄 G. 108-2-電子商務概論-期末教學反應評量表 

 



附錄 H. FB粉絲專頁-萬能資管創客電商社群 

[註] 截至 8/31 為止，FB 公開粉絲專頁已有 562 人說這讚，576 人在追蹤。 

 

 

 

資料來源: 本研究 

 

 

 



附錄 I. Line社群-萬能資管系農產品電商社群 

[註] 截至 8/31 為止，Line 社群群組成員共 279 位，各組組長加入社群方便練習推廣農產

品。 

 

  



附錄 J. 108-2-電子商務概論-資一乙課程社群 

 

 

[註]本 FB 課程社群主要作為教師、業師、同學雙向交流的管道，每組作品上傳區，以及業

師演講活動分享區，透過每週學習紀錄的建置，掌握教學的問題、反應與進度。 

 

 

 

 

 



附錄 K. 108-2-電子商務概論-課程數位教材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