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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devices, the cost and 

threshold of remote teaching have been reduced. However, although the cost of hardware 

construction has been reduced, the providers and recipients of digital content still cannot have 

a platform to match each other for specialized digital learning. Based the above phenomenon, 

this research attempts to create an online co-learning platform, “Learning Anytime”, to provide 

a convenient and instant discussion platform for college students, and to create a high-quality 

practical teaching process. This platform uses practical courses as the teaching theme. It is 

expected to increase the learning experience of students, allow students to have a longer time 

for practical learning, and conduct synchronous mutual learning and interaction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Learning Anytime” hopes to create a co-learning environment where 

teachers and students learn together, to increase students’ willingness to learn, and to improve 

students’ learning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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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因为数字科技装置的普及，使得实施远距教学的成本与门坎降低。但是虽然硬件的

建置费用降低了，然而针对专属性的数字学习，数字内容的提供者与接收者仍苦无有一个平台

能进行媒合。有鉴于上述现象，本研究尝试打造一个以大学教育为主的在线共学平台-「学无

止尽」，提供一个大学生方便且实时的讨论平台，并且在平台上打造优质的实作教学流程进行

搭配。本平台以实作课程作为教学主题，期望能够增加学生的学习经验，让学生有较长的时间

进行实作学习，并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同步式的共学互动。「学无止尽」希望能塑造一个以「教

师与学生共同学习」的共学环境，提高学生的学习意愿，进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就。 

 

关键词：成人学习、在线教学平台、教育科技、共学、社群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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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近年来因特网的蓬勃发展促使民众在许多生活层面上相当地便利，而因特网在教育上的运

用形式也日趋多元。许多教育学者运用网络的特性来引发学生学习动机与兴趣。网络学习最重

要的因素是它将个人和教学资源相互联系，而网络学习环境是一种新兴的学习趋势，可激发各

种新的学习可能性。因特网的发展大大改善了远距教学的形式，也带来一个相互合作的学习新

契机，并提供不限时间、跨越地理限制的学习机制及充份沟通互动的学习环境，藉由多媒体的

呈现以及视讯传输的工具使用，提供同步与异步式的教学，让学习者有一个多重接受知识的机

会。网络平等的特性、隐私性的对话环境及学习模式, 在现今已成为辅助学习的一大利器，并

使学习活动能采多样化进行。 

有鉴于上述现象，本研究开发了一个在线共学平台，希望大学生与上班族皆可以透过在线

平台的合作学习与群组互动来提高学习成效，同时本研究也拟定出有效的营销策略，让更多的

人能上本平台进行学习，进而提升自身的知识。因此，本研究有以下三项研究目的： 

（一）、用简单的应用程序 (App) 接口让用户达到他们的需求，并且可以轻松方便的使用。 

（二）、排除外在环境的局限, 帮助那些因为上班时间、年长者或没有管道学习的大学生与上班

族都能够更便利的学习。 

（三）、让自主学习的民众有个良好且便利的学习管道，提供比传统教育更迅速方便的选择。 

 

2. 文献探讨 
本研究主要是以大学生在线学习与共学为主轴，希望藉由社群的方式让更多人能够有一个

学习的地方，并且找到自己想学习的课程，达到自主在线学习及服务创新之目的。本研究以此

平台的关键成功因素作为研究之重点，因此本研究首先将进行下列关键词的研究与探讨，包含

「数字学习」、「在线教学平台」、「教育科技」、「共学」及「社群互动」。 

2.1 数位学习  

「数字学习」一词随着不同科技工具的发展有不同的诠释，例如：在线学习、网络学习、

远距学习等（杨正宏，2008）。数字学习的发展已逾 40 年，初期主要应用在软件、在线学习及

在线训练（黄国祯、苏俊铭、陈年兴，2012）。数字学习的前身为远距教学，主要是提供一个

学习管道给无法上学却有学习需求的社会人士（刘仲矩、林宛儒，2015 ）。 

数字学习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有一系列的国际标准规范，在台湾亦在政府的政策下推行

（曾丝宜等，2008）。在国家大方向的政策方面，台湾必须持续发展计算机及网络的建设以及

在线数字学习基础、实施认证并且取消毕业学分限制，使数字学习在传统校园中被大幅度接受

（郑明祥，2006）。陈伟泓 (2020) 认为在后疫情时代，「数字学习」因为疫情将由辅助教学的角

色，转身成为疫情中主要的教学模式。 

导入数字学习是组织推动变革的前奏、也是导入知识管理的雏型。一旦员工可以借助网络

引进信息，学习专业知识，以及寻求帮助时，每个人产生的知识便能直接放在网络上。员工在

网络上创新、学习，大家互相激荡，借助网络的运用，归纳出解决企业问题的理论，这种过程

就是「知识创造」。 

2.2 在线教学平台 

远距教学是结合信息与通信技术，藉由现代科技突破空间限制而实施的教学，提供给学习

者一个不需与老师当面学习的互动学习途径(杜瑞泽等，2013)。教学的目标是希望能让学生积

极参与学习活动，来达成所设定的学习成效，然而政府多年来推动数字学习，也发现教学平台

的建置并不等于学生学习成效提升，数字学习相对于传统课堂授课而言，教师对班级及学生的

掌控相对的减低（顾大维，2005）。远距教学对于全球想要学习各国语言的用户而言，确实带

来便利、多元、实时、互动等优势，但相对而言，也让从事在线教学的语文教师们，在技术、

教学与沟通上需要迎接更多的挑战(林翠云，2013)。王梅玲与张艾琦（2019）对数字在职专班

硕士生进行研究，发现当数字在职专班生自评的学习成效也会提高，与「评量课程平台与教

材」的关联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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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距教学虽可不受时空限制，但课后活动方面仍有许多窒碍，例如：作业缴交、成绩查询、

师生及同侪间的互动等，因此如何适时提供远距教学教师的训练以及学生适当的教学与学习支

持，是远距教学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李忠谋、邱琼芳，1999)。以远距教学进行师资培训，教

师无须到处奔波，只要坐在计算机前就能参与在线师资训练，并透过课程分享，教师们得以扩

大见识。远距教学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管道，使得教育地区扩大，也可以达到学术交流、资源

共享的目的(林振兴，2016)。远距可有效发展学生的学习以及考试表现，以及对学习内容有较

深深度的讨论，但一定要注意计算机技术层面的阻碍。教师有时经验不够，又无前例可循，所

以在课程内容与实施方式上都面临了未知的困境与挑战 (邱恩琦、潘瑷琬，2009)。 

网络学习带来了教学的新方向，因此需各教学单位开始设置网络学习平台，以满足与使用

者在学习上的多重选择与多元学习，对于一直以来实行面授课程的老师而言，必定是一大挑战

与困境。 

2.3 教育科技 

教育科技在质量的提升上一直背负着人们许多的期望，但经过数年的投入与研究，教育科

技能不能在教育现场造成多方面的影响，还不确定(徐式宽，2018)。学习的信心通常需要较长

时间的成功经验累积。班级中学习成就高的学生，会比学习成就低的学生，具有较高的学习动

机与自我调节学习能力（魏丽敏、黄德祥，2001）。目前世界各国无不将數位学习视为培育人

才，提升国家竞争力，以形塑国家竞争优势之重要关键。未来我们在面对开放竞争且充满机会

的自由竞争市场时，也必须及早备妥面对挑战的因应之道(徐敏珠、杨建民，2006)。 

教育科技是需要有基础知识。在自主学习时，学生必须要主动地、有目的地对于某个领域

的数据进行搜寻，因此要先具备该领域的知识、包含概念与关键词等（苏谖，2001）。台湾带

领儿童从知识内容与学习能力的着手，培养学生可以透过小组合作，结合学科将探讨问题的信

息素养融入到课程之架构（林菁，2018）。科技资源要融入学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流

程，而且这个过程不能被简化。教育科技要能够融入在校园内，必须要克服许多问题，包括软、

硬件要能够安定稳定（林治强，2002）。 

信息与网络科技不仅与教育不可分离，影响所及不仅会使教学方法多元化，教师与学生之

互动方式也异于传统，对学习也产生了新的思维。无疑会对教学方式、教材形式与学习行为等

产生革命性的改变。 

2.4 共学 

网络学习是一个具有前瞻性、开放性的概念，是一种建立在知识与信息基础上的学习观

（刘明洲等，2007）。因建构主义的影响，传统教学的观念，已经由老师为主的授课与知识灌

输方式，转为以学习者为学习中心的教学趋势（陈明溥等，2002）。林雯玉（2019）认为建立

「学习共同体」是教育趋势，学生应从传统授课中的被动者释放为主动者，营造「共同学习、

分享探索、交流与思考」的「协同学习」气氛。为了达到学习的效益，学习活动也特别注重师

生、同侪与学习环境间的互动关系。信息科技已成为教学与学习上一个非常好的辅助工具（欧

阳誾等，2007）。因此「科技运用」与「互动参与」是网络教学成功的两大关键（陈麒等，

2019）。 

因此，借着现代科技的辅助学习，创造出多重整合性学习形态，此种学习形态可以提供使

用者有效地增加学生学习的机会，提高老师与学生之间互动（赖膺守等，2008）。另一方面，

小学学童缺乏学习领域的基本知识，难免会影响知识的质量（王千幸，2003）。未来，学习的

主权将从教师转移到学生，成为学生主动参与学习的教育思维（庄淇铭，2010）。戴弘政与苏

秀妹（2019）认为随着在线学习平台盛行，在网络上实施同侪共学的活动具有许多的优点，最

明显的一个好处就是不但保有原来面对面沟通的功能之外，还能让学生不受时空的限制，随时

收受同侪回馈的意见，并可保留纪录供日后参考。 

本研究认为，学生学习行为影响很多，除个人因素外，老师的教学、课程的构思、学习活

动与学习的各项环境都可能会对学生的学习行为产生非常巨大的影响。在线学习不只可以让学

生学到知识，老师同时也可增进其教学能力，因此在线学习实际上是形塑一个共学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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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社群互动 

近年来，由于信息科技的蓬勃发展，缩短了时空的差距，提供了更多知识分享的机会，这

些虚拟群组的成员分散在不同区域，藉由因特网，透过因特网学习的方式达到学习的目的，

（游佳萍、郭峰渊，2005）。网络学习已成为未来学习的新方向，但由于国内网络大学的发展

还不盛行，无可否认地必然暗藏许多问题必须解决（林甘敏、陈年兴，2002）。因此老师在上

课时，除了维持学习者对于议题的讨论技巧外，必须要进一步的鼓励学生发展在使用概念联结

与举例说明的技巧（游佳萍等，2015）。 

而在互动的方面；因为网络的特性容易导致人际互动的不足，也有研究提出网络上的学习

跟一般的教室上课最大的差别在其互动性不足（陈年兴、林甘敏，2001）。全球信息网的出现

更丰富了教学媒体的风貌，并且扩大了媒体应用的多样性与可行性（岳修平，1999）。而在互

动方式上有研究指出，若是同步沟通不足，会造成学生感到失望并且不想参与互动，反之，学

生会觉得有需要使用同步沟通（李青蓉，2000）。成人学习大部分发生在日常生活当中，而且

已迈向终身学习的趋势中。何青蓉（2021）认为社群媒体的特性是在课程与教学设计上可参考

的指标性原则，而行动上网已经成为普遍的学习方式。 

本研究认为群组透过在线讨论，透过电子媒体进行实时教学与学习已经超越传统教与学的

空间，可利用互动学习的经常使用，打造一个知识殿堂。 

综合上述文献内容，本研究提出下列结论：学习前若缺少了好的学习方法，学习中将会产

生许多不必要的麻烦以及困难，而业者也看准现在网络平台的蓬勃发展，因此透过各大电子商

务的方式来经营出全新的商业模式，这将是未来新一代的经济商机。本研究便是看到了这个商

机，因此希冀设计一个在线共学平台。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方法介绍 

本研究从文献探讨的结果发现，台湾目前学习环境并不完善，所以大多数人都愿意利用在

线平台来学习。本研究因此研发了「学无止尽」在线共学平台来协助想学习但不知该如何下手

的人，本平台操作简单，不论男女老少都可轻松上手。配合 5G 时代即将来临，藉由互联网的

发展，提供最好的服务质量。不过为了要进一步了解本研究所发展之平台在市场上是否真的有

需求或商机。因此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将采取评估研究法 (Evaluation Research)。评估研究为一

种透过达成评鉴与改善服务方案的研究方法，该方法主要目的为探讨一个方案的过程、结果甚

至是效益分析。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在于希望透过商业模型的创新与设计发展出合适的平台以满

足市场供需，因此可以视为发展方案的一种。 

本研究将以此概念先透过次级数据法，根据目标市场位置，经由调查消费者使用频率，来

推估出市场大小及营收预估。再使用次级数据分析找寻相关学理依据与进行产业情报分析，接

下来透过上述观点，进一步发展出系统概念与营运流程。之后依上述资料进行统计后，再发展

出具体的 7P 营销战术，并提出结论与建议以利后续的研究者进行研究，详细的研究流程介绍

将透过以下内容进行说明。 

3.2 研究步骤 

(1)、次级资料分析－文献探讨 

透过次级资料分析搜寻过去相关研究，且从其中之资料整理学理依据，来探讨平台是否具

有商机，并进一步分析具体的产品与系统概念。 

(2)、系统产品介绍 

为了提供消费者更好的服务，因此本研究先透过文献探讨之结果发展出产品系统架构图，

以利后续的程序撰写。而在开发工具上则是透过 App Inventor 软件来撰写（邓文渊，2016），

以提供使用者最佳的服务。而在功能模块的流程设计上，透过 App 平台的方式在线整合供需两

方的创新营运模式进而达到需求者、供给者以及本平台三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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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次级资料分析－市场环境与竞争分析 

本研究透过次级数据找寻与产业相关的情报，进一步利用 PEST、五力分析、SWOT 分析、

竞争者情报分析、STP 分析等分析工具进行整理以了解现今市场环境与产业趋势。 

(4)、营销策略 

在进行市场环境分析后，本研究将进一步拟订出 7P 营销策略，针对使用者进行短期之营

销策略规划以提升平台知名度与整体流量。具体策略内容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通路策

略、推广策略、人员训练策略、有形展示策略及服务流程等七项策略。 

(5)、财务规划 

本研究为了确保未来营运上的财务状况健全，因此在营销 7P 战术拟定后做进一步的财务

规划，具体内容包括：营收预估、资本形成以及预估未来三年损益表等内容。 

(6)、结论 

在上述研究流程后，本研究于最后提出结论。具体内容包括：本研究之结论、学术与实务

意涵、研究限制及给予未来研究者之建议。并希望透过上述内容给予未来投入平台经济的工作

者或是相关行业之业者更多建议。 

 

4. 系统产品介绍 
4.1 系统概述  

本平台命名为「学无止尽」，主要意涵是希望使用者透过本平台可以没有时地限制地学习。

「学无止尽」主要锁定 18-30 岁的学生以及因工作关系无法学习的大学生及上班族，打造出一

个远距在线教学平台，以满足供需双方的需求。本系统之接口设计浅显易懂且能符合所有年龄

层适用，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实时地在在线学习，并可使用手机、平板和计算机等载具开启这

个在线教学平台以便进行实时在线教学来学习。本系统分为学生端以及老师端，并具有后台管

理系统。本研究结果发现，如果远距教学技术能广泛的运用在学习者的生活上，能使更多的人

体验到不一样的学习感受，这将是一大新兴市场。 

4.2 系统架构 

图 1 是「学无止尽」的系统架构图，由架构图可知客户端及伺服端。 

 

 

 

 

 

 

 

 

 

 

 

 

图 1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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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画面详细说明 

4.3.1 系统流程 

  据系统流程图（如图 2）可知，本系统分别有学生端以及老师端，学生端的使用者登入后

即可进入到首页画面，可以搜寻想要找的课程或书籍，并选择要进行上课还是进行练习。老师

端即可上传教材以及练习题目，使双方都可以轻松的使用本产品。 

 

 

图 2 系统流程图 

 

4.3.2 功能模块介绍 

「学无止尽」平台需要登入。以下为登入接口以及登入流程图。根据使用者角色选择老师

或学生选择登入，详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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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系统登入接口操作流程 

1.第一次进入系统 2.注册会员 3.登入画面 

 在登入之前分成学生端

及老师端 

  

         点选会员注册后之画面。 

 

  

选择会员登入后之画

面。 

 
  

4.进入首页 5.登入介面流程图 

登入或注册完成后之首

页画面 

  

 

资料来源：本研究自行制作 

 

  「学无止尽」平台第一功能为【学生端】。学生可在此在线搜索想要学习的课程，

购买二手书，还能不用退出 App 直接在线搜寻。详如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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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学生端登入后接口操作流程 

1.学生端主画面      2.选择课程 3.课程画面 

登入学生端后之首页画

面。 

 

     点选想学习之课程 

     即可在线教学。 

 

      进入课程内之教程画面。 

   

       

4.买卖书区 5.搜寻 6.学生端运作流程图 

进入买卖书区后之画面。 

 

 

     点选想学习之课程 

     即可在线教学。 

 

 

 

数据源：本研究自行制作。 

 

「学无止尽」平台第二功能为【老师端】。老师可在此上传最新课程或排定未来课程，以

及出作业给学生练习。详如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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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老师端登入后接口操作流程 

1.老师端主画面 2.最新课程 3.更新教材 

登入老师端后之首页画

面。 

 

   此为教师上传课程后 

   之画面。 

 

    教师可在这里排定未来要教 

    学的课程。 

 

4.买卖书区 5.搜寻 6.老师端运作流程图 

教师可在此出作业让学生

练习。 

 

  学生写作业练习之画 

  面。 

 

 

 

数据源：本研究自行制作。 

 

5. 市场环境与竞争分析 
5.1 市场特性与规模 

本研究采用 PEST 分析、Porter 五力分析、SWOT 分析来分析市场环境与竞争分析，再用

STP 分析法，区隔出「学无止尽」的独特市场区隔，并藉由 STP 分析提出其商品定位的价值主

张，以便能够做为未来拟定营销策略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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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环境趋势情报分析 

就外在产业环境而言，由 Aguilar (1967) 提出的 PEST 分析，以政治、经济、社会及科技四

大面向分析。就分析数据看来，现有的产业外在环境极有利于「学无止尽」的发展。有关政治

法律、经济消费、社会人口与科技技术的分析如表 4。 

 

表 4 大环境趋势情报分析 

政治/法律趋势情报 经济/消费趋势情报 

1.在线教学平台与教师签订劳动合同，如

教师违反法律，平台须负起责任。 

2. 教师须持有执照，并且须有一定水平，

避免触犯刑法第 339 条诈欺罪。 

3. 网站业者于网络上提供各种书籍供人下

载，如未事先取得该书籍著作权人之同

意，则会触法。 

1.多数的消费者会优先选择免付费的交互式社

群平台、软件做使用，符合经济需求。 

2.许多成年人重视教学质量，用 App 购买的课

程通常较具有保障性，所以很多人都愿意花

钱购买课程来学习。 

3.现代人需要考许多证照，但苦于没地方学

习，本平台即可解决这个问体。 

社会/人口趋势情报 科技/技术趋势情报 

1.台湾对小孩的教育十分重视，从小就开

始培养。 

2.家长在小孩还小的时候就开始训练其学

习的能力。 

3.调查指出，想学习的成年人比率高达

45%。 

1.现在是 5G 时代，台湾的网络已经可以实现在

线的互动，各种在线产业兴起。 

2.运用大数据整合、分析目标客群习惯搜寻信

息，推荐相关的内容。 

3.5G 即将来临，消费者可以享受更高的音质和

画质来学习。 

 

（2）产业情报分析 

Porter (1990) 提出五力分析，本研究将本系统与市面上的教学产业竞争对手进行分

析如图 3。本平台为成长期，而在当今产业内影响因素的分析中，由其五种竞争作用力

的分析中可知，由于本平台主要以 App 接口来经营。且因 App 操作简易，其他业者容

易以相同模式进行模仿，故潜在竞争者的威胁偏向中等。也因远距教学的完整学习平

台较少，因此市场进入障碍高，所以现有竞争者的竞争力相对来说是低的。因为所需

的成本基本为人力，故讲师对于课程售价的决定权较低，因此供货商的议价能力为低。

目前市场上的实体课程多且性质相同，所以替代品威胁相对来说是高的。此外消费者

无法自主决定和商讨价格，所以消费者议价能力相对来说是低的。未来随着营业规模

的扩大，「学无止尽」因有更大知名度的关系，所以潜在竞争者以及替代品的问题可随

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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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五力分析图 

 

（3） 竞争者情报分析 

  Porter (1990) 提出竞争者分析，以便厂商针对竞争者的策略提出本身的营销策略。本研究

将本系统与市面上的教学业者做竞争对手分析如表 5，本系统的确较现在其他的教学业者占较

多竞争优势。 

 

表 5 竞争者分析表 

 

（4）SWOT 分析 

Weihrich (1982) 提出 SWOT 矩阵策略配对法分析，透过此竞争态势分析模式，可以评价企业内

部的优势 (Strengths) 和劣势 (Weaknesses) 与外部竞争市场上的机会 (Opportunities) 和威胁 

(Threats)。「学无止尽」将善用机会与优势、化解机会及避免劣势,针对其所面临的内、外在环

境加以检视，并辨识出影响竞争力的主要因素。SWOT 分析详如表 6 所示： 

 

 

 补习班 家教 「学无止尽」 

教学方式 多对一 一对一 多对一/一对一 

时间性 固定开课时间 时间自行协调 不限制时间 

开课课程 各科系固定科目 自行找家教 各种课程不限制 

方便度 低 中 高 

付费 有 有 有 

潜在竞争者威胁(中) 
 

翻转教育为未来趋势，

将有更多同类型业者投

入线上课程。 

供货商议价能力（低） 
 

好学校为平台的提供

者，故讲师对于课程售

价的决定权降低。 

现有竞争者威胁（低） 
 

现有竞争者仅有实体的

技能补习班为主。以及

有远距教学资源的高级

学校。 

消费者议价能力（低） 
 

消费者无法自主决定和

商讨价格，消费者对于

价格仅有会员价格以及

信息。 

替代品的威胁（高） 
 

目前市场上的实体课程

多且性质相同，故替代

品威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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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SWOT 分析 

短期目标(第一年)：善用股东与社会

资源，达到单月收支平衡，维持净

现金流入。  

中期目标(第三年)：维持与别的在线

教学平台相较优良的质量，让更多

人下载此产品。 

长期目标(第五年)：引入更多优质教

师，突破经营的门坎，成为品牌第

一的在线学习平台。 

O机会 T威胁 

1.数字技术提供更多元、

更多样、更多量的信

息 ， 提 升 学 习 的 效

率。 

2.让学习者在数字环境下

学习，可刺激情境式

学习成效。 

 

1.现在市面上有许多的数字学习

平台，都主打不同的功能与

特色。 

2.许多人还是习惯面对面的授

课，不愿意尝试在线教学。 

S 
优 
势 

1.可以全年无休的学习，并无

空间限制。 

2.素材的整合给予学习者虚拟

现实的学习环境。 

3.让学习者在虚拟环境中进行

学习。  

（SxO）发展策略 （SxT）去除策略 

1.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

学习者安排、主动求学

的学习模式。  

2.提升特殊专长学生或特

殊教育学生的学习发展

机会。 

1.让学习者了解并建立数字伦理

的概念。 

2.师生间的互动学习，若没有

好好利用平台，会使平台功

能衰退，丧失原本设计的功

能性。 

W 

劣 
势 

1.学习者需要较高专注。 

2.可能因为使用网络而造成学

习者分心。 

3.没有类似图书馆的学习氛

围。 
 

（WxO）补足策略 （WxT）放弃策略 

1.纪录仅供学习脉络，无

法纪录行为。 

2.老师能带领学生使用，

知道问题就可立即解

决。 

1.偏乡人力资源不足的困境，规

模 不 够 ， 导 致 维 护 成 本

高，。 

2.与电信业者结盟，让全台客户

利用本平台学习。 

 

5.2 STP 定位 

(1) 市场区隔 

Kotler and Keller (2015) 提出 STP 分析，现今市场上教学产业的机构和平台非常多，而本服

务可解决那些对因自身关系而无法学习的顾客，可用此平台在线学习，系统会有专属人员为您

服务。用最低的价钱得到最良好服务。 

(2) 目标市场 

本研究将广大市场以区隔变量分类之后，接下来就要评估区隔后的每一个市场；哪一个市

场将会是「学无止尽」最合适的目标市场，如表7所示。「学无止尽」针对喜欢学习与教学的

大众提供一个有机会学习和教学的机会，让他们可以有更好的学习；「学无止尽」平台提供学

习各种课程，也可以在线教学所有课程，让消费者享有更好质量的学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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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目标市场 

市场区隔变量 项目 分析 

人口统计变数 

年龄 18-30 岁 

收入 男生、女生 

职业 大学生、上班族 

地理变数 区域分布 全台湾 

心理变量 

生活型态 喜欢利用智能型手机来并且爱学习的人 

动机 想吸收更多知识、喜爱教课 

使用时机 无时无刻想学习 

行为变量 追寻利益 想要更好的学习环境也想找到更好的家教 

 

(3) 商品定位 

「学无止尽」提供给各种年龄层想学习的人，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学习各种知识，让人「活

到老学到老」，透过平台上的老师评价也可知道哪位老师的评价好，就可以预约此教师上课也

可以在平台分享学习进度。本研究将商品定位为下列四点: 

1、在线教学平台让使用者可以利用空闲的时间快乐学习。 

2、当人们不想出门上课就可以拿出平板、手机和计算机进行在线学习。 

3、市场上几乎都是上单门课程，而本平台可以多元学习更多知识。 

4、可吸引各个年龄层，也可让同一年龄层的消费者一起快乐学习。 

 

6. 营销策略拟定 

  依据上述研究中对内外部的环境分析以及以 STP 找到目标客群后，本研究依据郑启川等 

(2013) 的研究提出如何进行 7P 营销策略，本研究对消费者行为、内/外在的环境及竞争对手

做了调查分析后，拟订出 7P 营销策略，针对使用者进行短期之营销策略规划，并分为 7P 拟定

营销策略如下： 

6.1 产品策略 

为了让使用者在使用「学无止尽」时能够享受更完整的学习服务、更清楚自己需要学习的

部分，以及有更完整的需求服务，本研究拟定下列四项之具体产品策略： 

(1)、管理账户：使用者登入后如有不定时的优惠方案，会以简讯通知账户。 

(2)、学习测验：可提供使用者了解其自身之优势能力以及劣势，有助于使用者了解自己需要加

强科目。 

(3)、二手书籍：学生在本平台可买到比网络上更低廉价格的书。 

(4)、历届试题：学生可以在平台练习各科目会考、学测、指考等历届试题。 

6.2 价格策略 

「学无止尽」的营业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分别为专属会员收入与广告商收入，现

分述如下： 

(1)、会员面 

「学无止尽」将使用者分为一般会员及专属会员，而本研究将针对专属会员进行价格策略。

专属会员将采取年费制度，一经缴费开通后，即可体验更完整的功能，如：学习测验、历届试

题……等服务，也可移除在使用此 App 时出现的任何广告。目前专属会员采月、季、年费的方

式收费，分别为$10/月、$25/季及$80/年。 

  



P a g e  | 85 

Vol. 1 No. 2 2021 

(2)、厂商面 

「学无止尽」将提供各大企业进行广告刋登，经后台工作人员审核确认此项广告无触及法

律，即可在网站上进行刋登。本平台依据企业需求及使用者点阅与流量多寡订定分级收费标准。

因为本平台初期知名度不高，所以收费比照主流媒体平台的六成。 

6.3 通路策略 

由于科技日益发达，且本研究的产品为 App 平台，为了方便使用者下载， 并迅速抢占市

场，故将采取零阶通路，目前主要的通路策略有以下五种： 

(1)、手机商店下载 App ( App Store /Google Play )。 

(2)、各大入口网站关键词搜寻链接。 

(3)、知名社群网站媒体设定相关链接。 

(4)、学校相关科系 QR Code 扫描宣传分享。 

(5)、合作广告企业机构。 

6.4 推广策略 

「学无止尽」因正值导入期，所以在营销初期首要工作就是要提高知名度，将利用各网站

媒体及广告链接置入性营销的手法，并适当提供使用者体验，在短时间内提高知名度、满意度，

提高使用率，并阻止竞争者加入市场。本研究将使用平台整合因特网中分散的信息，让用户分

享信息、意见交流。故将利用以下三点策略来推广： 

(1)、透过学校网页推广，让学生观看浏览。 

(2)、校内大型活动参与，于活动之余推广该平台。 

(3)、入班宣传，邀请使用者一同了解该平台之效益并增加学生下载意愿。 

6.5 人员训练策略 

本研究将客服人员区分为咨询人员与营销人员，观察市场顾客趋势针对客户需求提出产品

功能不完善之处以配合系统开发作业；为顾客在使用产品时遇到的技术层面问题做解答，相关

系统与产品兼容性问题将回报至测试人员协助改善问题。人员训练将聚焦于以下四种人员进行

训练： 

(1)系统人员：定期软件维护，掌握系统后台，以及持续更新系统。 

(2)营销人员：针对客户的需求，提供有效益的产品介绍。 

(3)测试人员：系统功能测试，回报系统缺失与问题。 

(4)咨询人员：熟悉本产品的功能与理解客户问题点并解答。 

6.6 有形展示策略 

有形展示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和享用服务之前，会根据那些感知到所提供的信息而对服务产

品做出判断。故「学无止尽」在经营初期，将透过使用者的口碑营销，并结合现有资源、锁定

目标客群，利用因特网推广的方式，推动此平台之整合、带动平台之发展，整合职涯规划系统

让用户能够更清楚自己的职涯规划，并拟订以下三点策略： 

(1)、专业服务流程以及实际操作。 

(2)、与学校合作推行活动。 

(3)、参加公益活动，以提高曝光度。 

6.7 服务流程策略 

现今在线学习平台非常盛行，许多消费者将更能接受在家自主学习，因此「学无止尽」以

近年来的消费者需求提供三项服务策略: 

(1)、使用者可透过操作 App 简单便利地学习。 

(2)、使用者在学习途中还可以跟教师讨论自己不懂的问题，达到双向互动。  

(3)、能在本平台找查询到丰富的资源，让使用者了解自己的优势与劣势。  
 

7. 结论与建议 
随着时代的演进，科技不断的创新改善了民众生活。「学无止尽」是一项结合众多生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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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学习平台，提供良好服务，以提高客户的满意度与忠诚度，进而提升获利，因此，本系统

的市场占有率及顾客的重复使用意愿，是系统永续经营的目标。「学无止尽」期望让使用软件

的民众在取得信息后，对于社会能有更积极的参与、生活更加有规划，以达到「学无止尽」的

目标，抓住用户的心，再藉由使用者需求，使得产业界对本创业企划案产生需求，符合现代创

新服务之趋势，对经营者及使用者形成双赢局面，本平台也会利用社群的力量推展出去，就目

前产业现况分析，此时正是投入之最佳时机。 

本研究针对平台中所面对之相关问题进行了相对应的解决方案，就由以下解决方案来对平

台进行改善及优化，希望可以提供更加及优质的服务，方案如下： 

一、 藉由平台中的聊天社群及讨论区的功能，「学无止尽」可完全使用在线的功能将用户不懂

的问题跟在线用户讨论，与其他相同使用者进行想法交流。 

二、 「学无止尽」制作一个不同科目主题分类的社群，让各个使用者可以依照不同的分类标签

快速及有效的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来进行学习及讨论。 

三、 因应青少年及青壮年使用智能型手机逐年上升趋势而产生，「学无止尽」配合自我呈现技

术结合服务创新，让用户可以对于自己课程进度暸若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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