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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覺得電⼦商務市場「遠在天邊」嗎？讓家品透過數位⼯具打造「Micro OMO」⽤最

簡單快速的⽅法經營實體、網路市場，除了能讓品牌以較低成本試⽔溫，還能藉由

經營好的內容「走出」現實地域限制，「走進」海外消費者的⽇常⽣活。


⾯對全球數位轉型風潮、政府帶頭輔導加強企業數位知能，再加上疫情加速數位

化，如果尚未經營網路⽣意，您是否願意抓住機會嘗試呢？雖然世界仍在經歷通膨

與後疫情，整體外部環境仍未明朗，家品分享⼩微企業應該多多透過數位獲客，藉

由「Micro OMO」數位轉型來嘗試網路市場，網羅各地不同步調的景氣復甦商機，

才能協助企業分散風險、達到永續成長。

請⾒影片



董事長講話

JiapinCloud 深知企業數位轉型上的困難，我們透過深度的理解訪談，為許多企業量

⾝訂做⼀套專屬於他們的數位轉型解決⽅案，多年來也致⼒於提供最具在地化且具

競爭⼒的服務予我們的品牌、廠商，使企業皆能享有數位轉型後所帶來的新商機。


晴朗的天空、開朗的微笑是臺灣最美的模樣，守護這片⼤地，將他的美麗被看⾒ ! 

「⼀年八個⽉的晴朗⽇照，是⼤地給臺灣最美麗的眷顧」住在城市的你是否很久沒

放慢腳步⽣活？忘了親近⼤⾃然的那份悠活，在這群⼭與⼤海擁抱著的臺灣，處處

可⾒的是對⽣活充滿熱情的⼈，他們臉上灑滿著開朗的笑容，揮舞著雙⼿真切的⽣

活。JiapinCloud以⼤⾃然最貼近的⽅式共存著，協調著與這片⼤地共榮，⽤最友善

的⽅式服務著每位顧客，甚⾄⾃⼰栽種蔬果食材⽤陽光灌溉最營養的物產，⽤綠地

摘種最鮮甜的⽔果，⽤⼤海養育最肥美的海鮮，這片⼟地就像是我們的孩⼦，每⼀

步都想細⼼的呵護，也想著讓這樣的美好能傳遞到城市各個⾓落。




家品從2009年12⽉28⽇起， 
深耕花東：陪伴⼩微突破企業們走上雲前的最後⼀哩路， 
協助偏鄉從另⼀個制⾼點看花東數位的未來，並另闢捷徑。 

「JiapinCloud」家品公司不是⼀間個體公司，我們始終保持開放，甚⾄在
疫情前家品公司已經在施⾏遠距⼯作，希望全球任何的⼈才只要志同道合
歡迎加入我們「平台」，「平台」意即每個⼈⾝在何處都可以參與！
JiapinCloud最終的⽬標是要讓更多的⼈，更多的點⼦進入，將更多業界的
⼒量結合在⼀起。期盼能以「JiapinCloud」平台的⼒量，匯聚群體的愛⼼
與能量，做出⼀種良性的⽰範。 

請⾒深耕地⽅

家品企業客⼾：圖太陽農場負責⼈



概況
第⼀名和第⼆名皆與原本的產業分布相同，第三名則是「農、林、漁、牧」⼀級產

業的業者為多，與疫情時代的宅經濟興起貼合。

家品數位轉型成果，本篇以企業⼈數(1-4⼈)分類。

地區分布

企業類型



業績計數
第⼀名和第⼆名皆與原本的產業分布相同，第三名則是「農、林、漁、牧」⼀級產

業的業者為多，與疫情時代的宅經濟興起貼合。

業績成果 

NT$72,905,862 
截⾄2022/06/01-2022-11/30 

家品數位轉型成果，本篇以企業⼈數(1-4⼈)分類。



概況
協助運⽤Micro OMO 虛實整合電商平台⼯具，無論在疫情前後，皆能與消費者保
持穩定的聯繫，並且穩住業績，減少產業經濟規模驟降造成的損失。

家品數位轉型成果，本篇以企業⼈數(5位以上)分類。

地區分布

企業類型



業績計數
掌握消費數據，並透過分眾服務提供深度體驗，能夠鞏固顧客忠誠度，協助業者從

疫情影響中突圍，每年平均⾄少提升10%-40%的營業額。

帶動 

NT$199,529,340 
截⾄2022/06/01-2022-11/30 

家品數位轉型成果，本篇以企業⼈數(5位以上)分類。



Taiwan朗 流量累積



系統流量及故障

後台訪問次數，平均單⽇約20,800次

後台訪問裝置

後台故障警⽰



保護您的資訊 
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家品藉由與專業技術公司合作、以及委託第三⽅公正資料保護機構，予以維持系統安全品質，並使⽤領先
全球技術來保護資料不被任何⼈所隨意使⽤，家品所有資料及分析皆透過與 Google、ZOHO、AWS合作
之解決⽅案處裡，本公司不經⼿資料儲存 。

本項基於2022/01/01 公告的 JiapinCloud 資料保護計畫辦理

SOC 2 + HIPAA - ⼀家獨立的第三⽅審計公司根據安全性審查了家品與ZOHO合作之解決⽅案爲客⼾提供的基於安全的服務的應⽤開發、⽣產⽀持和向客
⼾提供的服務相關的⼀般信息技術控制系統的描述，《健康保險便攜性和責任法案》（“HIPAA”）⾏政中簡化規定的隱私和違規要求。
Zoho的責任僅限於其作爲“商業夥伴”的作⽤。

根據AICPA的SSAE18標準和IAASB的ISAE 3402標準，家品使⽤的Zoho符合SOC 1類型II。SOC 1報告主要涉及檢查與客⼾財務報告相關的控制。 適⽤
於- 家品與ZOHO合作之解決⽅案的所有雲服務和內部部署產品。

家品使⽤的Zoho符合SOC 2類型II。SOC 2是對符合AICPA的“信託服務原則”標準的設計的評估和操作有效性的評估。 適⽤於- 家品與ZOHO合作之解決
⽅案的所有雲服務和內部部署產品。



雲端⼯具使⽤程度分析
家品透過『全景數據中⼼』掌握企業在數位轉型中的瓶頸困難透過專業的Salesiq
輔導機制，最快速最完整的協助企業在數位轉型中達到最快效率。

家品數位轉型成果，本篇以總計分類。

在⼆代轉型、⼩有名氣、公司正遇到轉型瓶頸的業者。

   雲端⼯具 重度 使⽤者

落在已有通路業者較多，使⽤⼯具將原有平台業績導入⾃有系統進⾏⼆次
消費，並將現有平台當作曝光之處，並且有些業者會以販售⾃⼰的⼿作物
為主。

   雲端⼯具 中度 使⽤者

低度使⽤的業者，多為⾝兼多職的斜槓業主，較為分⾝乏術。

   雲端⼯具 輕度 使⽤者

家品企業客⼾：圖泰源幽⾕獼米負責⼈



總計

指標 達成數

帶動合作成員

(單位:家)
938

使⽤⼈次

(單位:⼈次)
7,363,024⼈次

帶動消費⾦額

(單位:元)
272,435,202元

營收成長

(單位:元)
79,268,272元

增加海外營收成長 

(單位:元)
134,345,664元

跨通路導購轉換率 91.5%

顧客回購率 23%

服務滿意度 91%



請⾒企業案例



數位轉型
數位轉型⾏動指南：秘笈在⼿，即刻啟程！

根據 BCG 全球數位轉型調查，90% 的轉型⽬標都和數位⾏銷相關；從消
費者⾓度出發的商業⽬標包含：虛實整合全通路⾏銷、改善消費者體驗以
及創造新的商業模式。了解⽬標，才能確定好數位轉型的⽅向。

   從消費者出發，知易⾏難且持續不斷。

⾏銷成熟度將企業分為四個階段：

萌芽起步（Nascent：0 - 1）、

新興發展（Emerging：1 - 2）、

連通整合（Connected：2 - 3）、

多點覆蓋（Multi-moment：3 - 4），

⽽台灣整體的數位⾏銷成熟度為 2.0 分，仍有許多進步空間。

成熟度領先的企業擁有明顯較⾼的商業效益和⾏銷效率。

   開創未來數位新局，⾸先要認識數位轉型成熟度。

因應消費者急速數位化，企業必須調整獲客模式以抓住疫後的新⽣商機。
於此同時，善⽤新興科技所提供的可能性，打造數位服務並提升企業運營
效率。更因為數位經濟與科技改變了商業思維，最基礎的企業⽂化也須重
塑以妥善⾯對未來⼯作模式和所有可能衍⽣的挑戰。

   從獲客、科技、⽂化實踐商業⽬標，全⽅位推動數位轉型。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內部推動
只要公司⿎勵每位員⼯勇於挑戰現況，創新指⽇可待。

比起單打獨⾾，團隊合作才是領導統御的致勝關鍵。實務上該怎麼做呢？
如果公司讓⾼階主管和董事會與公司各團隊維持⼀致步調，全⼒邁向共同
的⽬標，就能更順利地推動數位轉型。

只要主管階層讓每個部⾨都能貫徹這項做法，就能輕鬆帶領所有團隊朝相
同⽅向前進，⽽不是像多頭⾺⾞⼀樣，疲於應付各種專案。

某公司⾏銷長表⽰：「如果能將傳統團隊和數位團隊整合成⼀個⾼效團
隊，⽽不是每個團隊各⾃為政，就能推動數位轉型。」


在公司部⾨層級中，我們也發現⾏銷與財務部⾨主管間的協同合作，是打
造具備數位化成熟度公司的關鍵因素。如果⾏銷長和財務長能夠密切合
作，不僅能釐清策略⽬標，還能讓主管階層戮⼒⼀⼼，因此格外重要。

不過請記住，光是⾏銷長和財務長有志⼀同還不夠，所有⾼階主管也必須
彼此密切配合才⾏。


舉例來說，在我們訪問的⾏銷⼈中有 74% 表⽰，負責進⾏⽇常改善的團隊
成員不只⾏銷長，還包括執⾏長、數位長和⾏銷業務部主管3。各部⾨的⾼
階主管只要協同合作，就能以相同⽅式運⽤數位能⼒做出更穩健的業務決
策，並發掘新的發展機會。如此⼀來，就能協助加快成長的腳步。

   打造協同合作模式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轉型彈性
具備實驗精神，勇於嘗試新策略和解決⽅案。

想在數位轉型浪潮中維持領先地位，有時需要立即改弦易轍。如果要順利轉變⽅
向，公司主管階層必須瞭解何時該另闢蹊徑，並具備實驗精神，勇於嘗試新策略
和解決⽅案。


我們訪問的業者均強調，維持彈性是團隊應具備的⼀項重要特質。只要主管階層
願意採納新策略、嘗試新流程和調整團隊架構，即使⾯對不確定性，公司依然能
夠成長茁壯。


我們也發現，如果負責編列年度預算的主管能保持彈性，就更能從容應對⼀年中
迎⾯⽽來的各種狀況，⽽不是困守於不合時宜的業務策略。主管階層可輕鬆將資
⾦重新分配給最符合市場競爭現況的策略計畫，或回頭檢視預算規劃，投注更多
資⾦在已達標或超越⽬標的計畫上。

我們的研究在最後得出⼀項重要結論：主管階層必須為數位轉型奠定基調，讓公
司上下能夠貫徹實踐，同時⿎勵員⼯在推動各項⾏銷廣告活動和整體計畫(包含架
構⾯和實⾏⾯) 時，要勇於實驗，從經驗中學習。如此⼀來，就能讓短期和長期策
略發揮加乘效果，並讓每個團隊能朝同⼀⽬標邁進，共享豐碩成果。如同某 B2B 
公司某位主管所⾔：「只要公司⿎勵每位員⼯勇於挑戰現況、尋找更好的⼯作⽅
式、思索新的解決⽅案，創新指⽇可待。」

   保持彈性並持續實驗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購物節致勝指南
具備實驗精神，勇於嘗試新策略和解決⽅案。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網路搜尋已是現代購物體驗的⼀部分，94% 的消費者認為在購買前獲得所
有必要資訊⼗分重要。因此，品牌若能以可靠易懂的資訊在消費者搜尋時
曝光，就可協助他們更快找到所需商品，從起點開始營造愉悅的購物體
驗。


   贏在起跑點：讓品牌資訊易得且準確

打造流暢的網⾴或應⽤程式體驗，是提供理想數位消費者體驗的另⼀個重
要做法。這包括確保⾃家應⽤程式或網站能夠快速載入、刊登的商品說明
清楚明瞭，再配上⾼品質商品圖片，協助消費者輕鬆找到符合需求的商
品。

這些建議做法雖著眼於內容表象呈現，但可不是只做表⾯功夫。實際上，
這類細節對於獲利有著深遠影響。將⾸⾴調整到最佳狀態，讓載入速度加
快 3 倍之後，該公司的⾏動轉換率就提⾼了 16.9%。


   ⾃由探索：順暢導流、輕鬆結帳

對品牌⽽⾔，提供令⼈滿意的消費體驗意謂著以符合需求的資訊曝光，因
此必須避免對消費者投放不相⼲的擾⼈商品廣告。別忘了，精⼼設計的個
⼈化內容可是在雙 11 購物節期間讓購買轉換量提⾼ 91% 的幕後功⾂。

若想提供符合需求的體驗，品牌就要先瞭解散佈在⾃家網站、應⽤程式或
實體通路等多種平台的消費者。


   打造客製化體驗：運⽤第⼀⽅資料以開啟更多商機



共好價值⼼商務
「亦商亦友」、「共好價值」的關係與其互動、並開拓這片藍海「⼼商務」。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全球通貨膨脹、台灣⼈⼝紅利消褪， 整體商業環境讓出⼝與內需都更加具
備挑戰性；與此同時，台灣相對穩定的未來通膨率、逐年提升的每⼈可⽀
配所得，以及逼近 9 成的全⺠上網普及率，都讓這個看似「最壞的時代」
蘊藏許多新商機，⾜以讓我們扭轉成「最好的時代」。


   新消費紀元：市場的「變」與「不變」

消費者想要買得「更有價值」，他們開始關注個⼈化、品牌信賴感與永續
發展，更願意⽀持重視企業社會責任的品牌；消費者還期待品牌「更體
貼」，洗髮精、保健食品因⽽推出更精準細分需求的產品；消費者更希望
數位步驟變得「更輕鬆」，因為⽇常⽣活⾼度數位化的他們，愈來愈信任
能幫他們預判需求、省時省⼒的數位設計。


   新需求浮現：這商品有寫我名字！顧客的「對號入座」⼼理

既然數位環境拓展了顧客眼界，⼤幅降低資訊不對稱，消費者與品牌的關
係也變得對等。這讓品牌能藉由數位管道與消費者建立「亦商亦友」新關
係，思維也從「如何讓顧客購買」升級為「顧客想滿⾜什麼」。

⽽品牌該如何滿⾜消費者？講究⽣活情境的⼈們，願意為產品設計與美感
⼀致的居家⽤品不斷買單；在乎數位創新的顧客，願意留在持續進步的官
網 App；追求客製化需求的粉絲，願意認同合適 KOL 代⾔的產品；關⼼企
業社會責任的客⼈，願意⽀持長期協助弱勢兒童的服飾品牌。


   不是單向賣你商品，⽽是雙向與你交流



定價策略
⼀個商品擺上貨架前，勢必需要賦予它「價值」

請⾒數位轉型⾏動指南

「加成定價」通常就是根據基礎成本，加上⼀個「倍率」後的售價，像是
食品產業通常都是成本價加上 2-4 倍的⾦額後作為最終售價。


「⽬標定價」則是設定⼀個⽬標利潤的比例，如 25-40%，再依投資的成
本與預期銷售量來評估可⾏性後所定出的價格。

（公式可參考：⽬標定價 ＝ 單位成本＋(期望⽬標利潤率 × 投資資本) ／預
期銷售量）

   成本導向定價法

「現⾏就市定價」：簡單來說就是與平均市價保持⼀致的價格來獲得平均報
酬，消費者也不會因為品牌的價格與市價相差太多⽽有反彈。


「產品差異定價」：品牌藉由⾏銷包裝與商品特點來決定⼀個⾼於或低於競
品平均價格的作法，較具有攻擊性，但銷售表現是否良好也會取決於品牌商
品在消費者⼼中所建立的價值。


「密封競標定價」：常會是企業採購原物料、設備時所採取的定價策略。


   競爭導向定價法



團隊
我們來⾃各地，是社會⼤眾傳達內容的使者

我們隨時隨地為客⼾快速⾼效地提供全⽅位解決⽅案。

請⾒銷售團隊



請⾒企業會員制度

JiapinCloud  
的專屬企業禮遇， 
尊榮非凡，精彩每⼀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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