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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國際間商業貿易之蓬勃，企業常透過舉辦展覽達到推廣產

品、塑造形象，促進經濟發展。也就是說，各種展覽活動已成為廠商

推廣本身產品的重要管道；展覽場上的買氣與人潮，往往成為當年度

產業景氣的指標，而商業展覽也已成為企業推廣產品的重要策略之

一。 

  本組針對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之展覽行銷策略進

行研究，目的在於探討展覽中參展廠商之展前行銷、展中行銷及展後

行銷，其展前行銷的研究範圍包括報章雜誌、入口網站、看版...等；

展中行銷的研究範圍包括攤位設計、會場現場準備事項、訪客接待規

劃...等；展後行銷的研究範圍包括展後評估與處理、買主追蹤計劃。

如此一來，完整的展覽計劃才能獲得展覽帶來的效益。 

   

關鍵詞：商品展覽、展前、展後、展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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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一一章章      緒緒論論  
 

第第一一節節      研研究究背背景景與與動動機機  

    展覽產業為會議展覽產業（Meetings, Incentives, Conventions, 

Exhibitions，簡稱MICE 產業）下之一環。會議為業者資訊交流的重

要平台，而展覽則是廠商透過陳列將商品展示、宣傳及介紹產品。 

    近年來展覽產業受到各大城市的重視，主要因為它包含旅館、餐

飲和旅遊等餐旅產業，及其他如裝潢、商業設計和零售業等，商業關

連性強且包含項目極廣，可以說是二十一世紀被視為全球化新興潛力

的產業。由於展覽產業迅速成長且具有潛在的市場需求，造就了許多

廠商對於參展這區塊有極高的興趣及意願。然而在過去傳統展覽中大

多較無實質性，近幾年展覽行銷這塊領域已逐漸成熟至多角度空間專

業發展。新的展覽行銷手段的真實性所帶來利益的收入及臨場感，遠

高於傳統展覽之結果，更讓廠商願意紛紛從傳統展覽之行銷模式，改

由專業人員規劃展覽行銷，也將展覽產業帶向另一個高峰。 

    現今世界各地皆有各種大大小小的展覽，其目的都是為了刺激展

覽產業發展及創新，目前政府不斷推動利用展覽的行銷來推廣各企業

的產品或品牌，來達到台灣自有品牌能見度提高的效果，而經濟部更

是發表了展覽類的行銷計劃進行內容產業的推動，未來願景在建構台

灣成為亞太地區展覽產業的先驅。展覽行銷具有發展知識與經濟之指

標意義，除可促進產業提升其知識含量而主形成為專業型產業，亦是

提升台灣整體產業競爭力之基礎。 

    展覽是推銷商品主要且有效的工具及國際行銷重要的一環。透過

展覽，不僅讓潛在的買方獲得產品的資訊，也讓買賣雙方有互動。在

所有面對面銷售當中，展覽成本花費較低，促使下訂單之機率較高，

且容易掌握買者最關切之問題並以此對症下藥，在展覽過程中也可不

斷累積行銷經驗做為最佳的行銷調整而精益求精。本專題有鑒於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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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產業的蓬勃發展，試前的設計、規劃、人員的安排，也日漸重要，

因而投入展覽行銷計劃書這方面進行發展研究。 

    本專題有鑒於展覽產業的蓬勃發展及展覽產業的專業培訓，因此

以嬌生ACUVUE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作為展覽行銷計畫書之研究

途徑，透過展覽產業達到行銷之目的，吸引更多消費者與隱形眼鏡業

者之注意力。產品行銷的推廣是環環相扣的，因此產品的行銷活動方

式與宣傳規劃，皆是影響產品行銷之重要因素，本專題將進而探討嬌

生ACUVUE超涵水每日拋在展覽行銷中的行銷活動方式與宣傳規

劃。 

 

第第二二節節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展覽產業已成為最具社會經濟指標的產業，不但結合國際工商貿

易、交通運輸、金融資訊及餐飲旅遊等多項相關產業，活絡市場經濟

成長 , 增加政府稅收、有效刺激國內消費，更成為許多國家增進國

際能見度的重要方式，有助於均衡都市發展之功能，且是最有發展潛

力的明星產業。 

本專題的主要目的在於行銷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

鏡，並了解在參展前必須的策略、廣告及預算上預先做出規劃，讓在

有限的預算下發揮最大的效用。有效提升展覽績效，使企業於展覽中

可發揮最大效益爭取更龐大的商機。藉由展覽行銷計劃發展出事前的

擬訂規劃行銷策略、事中的執行宣傳計劃、事後的檢討評估計劃及顧

客滿意度調查之結合，創造廠商最大的利潤。因此本專題將對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擬定展覽行銷之計劃書。 

 

第第三三節節  研研究究方方法法  

  本專題之研究方法是依據研究背景、研究動機，進而對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擬定展覽行銷計劃書。先經由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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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研究究動動機機  

 
 
 
 
 

現現況況分分析析  研研究究目目的的  學學術術研研究究  

界界定定研研究究方方向向與與主主題題  

研研究究架架構構研研擬擬  

展展前前行行銷銷計計畫畫  

展展中中宣宣傳傳計計畫畫  

展展後後評評估估計計畫畫  

人人力力組組織織與與訓訓練練規規

  
資資料料整整理理歸歸納納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探討、資料整理，再以展覽行銷策略作為基礎，開始進行展前行銷計

劃、展中宣傳計劃、展後評估計劃及人力組織與訓練規劃的相關資料

研究，最後統整與歸納出完整的資料。 

  

第第四四節節  研研究究架架構構 

本本文文之之研研究究進進行行流流程程，，如如圖圖 1-1 所所示示：：  

 
 
 
 
 
 
 
 
 
 
 
 
 
 
 
 
 
 
 
 
 
 
 
 
 
 

 圖圖1-1  研研究究流流程程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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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章章      文文獻獻探探討討  

 

第第一一節節      展展覽覽概概論論  

一一、、展展覽覽的的意意義義  

    展覽行銷指供應者尋求合適地點、展示產品或服務，並從過程中

刺激顧客需求、發掘潛在顧客、強化顧客關係，以及塑造企業形象的

一種方式。為現代企業開發市場與拓展業務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

當公司擬定行銷策略與計畫時，便有必要將展覽作業一併納入考量。 

 

二二、、展展覽覽的的構構成成要要素素  

  現代展覽是由若干相互聯繫的要素有機構成的一個系統，在展覽

系統中存在著五大基本要素： 

(㆒㈠㊀一㆒㈠㊀一) 參參展展廠廠商商──系系統統的的動動力力層層次次  

  參展廠商亦稱參展客戶，是基於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參展廠商

為系統最基礎的要素，是指參加展覽會的企事業單位、團體以及個

體，沒有參展廠商的參與根本就不存在展覽會。參展廠商之所以成為

系統的動力層次，主要是由於市場的需求和參展廠商的存在，才產生

了展覽系統的其他要素；二是參展廠商是系統得在存在和發展的原始

動力。如果沒有參展廠商的展覽行為，就不會產生展覽組織者和觀眾

的行為，也就無所謂展覽系統了；三是參展廠商是系統活力的前提。

參展廠商數量的多少和行為的活躍與否，直接關係著展覽系統的生命

力。事實表明，凡是參展廠商群體龐大，行業組織支援度高、展覽競

爭越是激烈的地區，展覽系統越是活躍。 

 

(㆓㈡㊁二㆓㈡㊁二) 展展覽覽組組織織者者──系系統統的的主主體體  

  凡以經營展覽業務為盈利手段的單位都屬於展覽經營部門。目前

我國的展覽組織者有專營、兼營和代理三種形式。在成熟的展覽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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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展覽組織者這個要素是指專營展覽業務的機構和部門，即展覽公

司和一些行業協會。展覽組織者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與特定的參

展廠商發生業務關係，有特定的服務物件；二是創造出服務的產品（展

覽會），即提供展示環境和資訊。展覽組織者在展覽系統中的作用使

它成為系統的主體。這是因為，參展廠商雖然是活動的起點，但它只

是以服務物件的身份提出自己的服務要求，至於展覽以什麼形式和如

何組織，能夠取得什麼效果，參展廠商是無能為力的；展覽場所（媒

體）是展覽的舉辦地點，它只能決定展覽在什麼時候舉行，提供最基

本的服務而一般不參與展覽會的組織與運作或是兩套工作機構；展覽

市場是展覽賴以存在和條件，但市場的經濟性質決定它是以被動的方

式參與展覽活動；觀眾（消費者）雖然是展覽過程的終點，但他是既

定的接受者，也不可能參與展示產品的生產過程。在展覽系統中，只

有展覽組織者處於核心和支配地位，它不但決定展覽的性質、特點和

形式，而且決定展覽的最終效果，所以，展覽組織者的狀況決定展覽

系統狀況。 

 

(㆔㈢㊂三㆔㈢㊂三) 展展會會的的媒媒體體（（展展示示場場所所））──系系統統的的神神經經  

  展覽媒體是指展示傳播資訊的媒介物，這種媒介物在展覽上稱之

為展示場所（展覽館或展覽中心）。展覽專案經過策劃出來後，如果

不通過一定的方式集中向消費者展現其中的成果，展覽的意義也就不

存在了。在展覽系統中，展覽的生命在於展現和傳播，媒體與展覽組

織者（主辦單位）、市場和觀眾（消費者）發生密切的聯繫。參展廠

商與展館的聯繫通過展覽組織者來實現。在展覽系統中，展覽場所的

主要功能就是通過提供媒介及形象展示，傳播資訊，其情形恰似系統

的神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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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㆕㈣㊃四㆕㈣㊃四) 展展覽覽市市場場──系系統統結結構構的的紐紐帶帶  

  狹義的市場是商品交換的場所，廣義市場是指商品所反映的各種

經濟關係和經濟活動現象的總和。展覽系統中的市場是指廣義的市

場，因為展覽系統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所涉及的內容和經濟關係遠

遠超出了純粹商品交換的範圍。在這個系統中，既有以展覽為媒介反

映參展廠商和消費者關係的商品交換行為，也有反映參展廠商與展覽

組織者和展覽館之間的分工合作行為，所有這些關係都不是狹義的市

場能夠反映和包容的。 

  在展覽系統中，市場這個要素的重要性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日益

顯著，一方面它使系統其他要素的功能通過市場發生有機的聯繫，各

要素之間的聯繫一定要通過市場的商品交換來實現，沒有商品交換的

展覽活動是不可思議的。即使是那種以樹立企業形象和創造品牌印象

為目的的戰略性展覽也是為商品交換的順利進行所做的一種準備工

作；另一方面，市場以它特殊的功能調整著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係，

因為各要素的行為方式的變化和行為後果，都要從市場中得到回饋，

這樣通過市場這個媒介反映出的展覽資訊必然會影響各個要素的關

係，並以此為據，做出相應的反應和調整。所以市場是展覽系統的紐

帶。參觀展覽的觀眾（消費者）是系統結構的起點和終止。消費者就

是商品的購買者或使用者，包括生產消費者和生活消費者。消費者這

個要素在商品經濟活躍發展的條件下，其數量是很難確定的。它包括

兩個部分：一是在展覽直接作用下，採取某種消費行為的消費者，如

那些在商品展示過程中面對面的勸說下，引起購買行為的消費者；二

是在展覽間接作用下採取某種消費行為的消費者，如在廣告宣傳作用

下採取某種消費行為的消費者，比如由於受到同類商品消費者的消費

印象的感染，雖然沒有直接接觸商品本身，但通過展覽中的廣告資訊

傳遞在消費者之間的這種互動感染本身也是一種勸服。間接消費者的

大多數是哪些對某企業產品具有充分信任感的企業和個人，有時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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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家從未參加展覽會或做過專門的廣告宣傳，但產品品質的優良使其

成為消費者公認的第一選擇，擁有比較穩定的顧客。正是由於大量間

接消費者的存在，展覽與廣告在傳播中的作用各有異同，展覽中又含

有廣告，使展覽系統中的消費者難計其數。 

 

(㈤㊄五㈤㊄五) 在在展展覽覽系系統統結結構構中中，，消消費費者者是是一一切切展展覽覽行行為為的的起起點點。。  

  從社會再生產過程中看，如果沒有消費，便不可能存在有目的的

生產，沒有生產便不可能產生參展廠商，也就不可能有其他行為，消

費者還是展覽行為的終點，因為展覽活動之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消費

者的購買和選擇的需要，展覽效果的好壞也要由消費者最後決定。因

此沒有消費者的行為，展覽活動既失去了目的，也無法最後完成展覽

的全過程，所以，消費者是展覽系統的起點和終點。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現代展覽特別是經濟貿易展覽是由一系列

要素有機聯繫在一起的一個系統，構成這個系統的基本要素是參展廠

商、展覽組織者、展覽場地、市場和消費者。按照系統論的方法可把

現代展覽定義為：展覽是具有法人地位廠商出資，通過展覽組織者策

劃的組織，利用展覽這一特定的媒介向市場和消費者顯示商品和勞務

的資訊，以達到一定經濟目的的商務活動。 

 

三三、、展展覽覽的的分分類類  

    展覽的種類眾多，其分類方式亦有所不同，但大致上可依展覽的

內容、參觀者、國際化程度，做出以下分類： 

(㆒㈠㊀一㆒㈠㊀一) 依依展展覽覽的的內內容容區區分分，，可可分分為為兩兩類類：：專專業業展展與與綜綜合合展展  

    二者都是屬於大型的商展，主要是考慮參展廠商和消費者的專業

程度。專業展又稱為垂直性展覽（Vertical Shows），指在展覽會中展

出同一產業之上、中、下游產品，包括原料、半成品、零件、程品、

機器設備、製造技術，其他產業之產品則不得展出之展覽，此展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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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定某些「特定產業的業者」參加，例如：電腦展、工具機展、自行

車展。綜合展又稱水平性展覽（Horizontal Show），即在展覽會中同

時展示多種不同的產品，而非特定的產品種類，因此涉及到許多不同

的產業。相對於專業展，其便較無特定之買主對象，雖然規模會較大，

但是潛在客戶卻可能較少。（謝佳宏，2003；蘇嘉偉，2004；郁麗君，

2004） 

 

(㆓㈡㊁二㆓㈡㊁二) 依依展展覽覽的的 觀觀者者身身份份區區分分，，可可分分為為三三 ：：商商展展、、消消費費展展與與綜綜

合合展展  

  商展（Trade Shows）為僅供貿 用途的商業對商業展覽活動，

觀者需事先登記或憑邀請函 加， 觀費用一般在登記時即繳付。

消費展（Consumer Shows）則供大眾 觀， 必事先登記，入場

費於會場展覽門口支付。因此消費展又稱為門口付費展（Gate 

Shows）或大眾展（Public Shows）。綜合展（Combination or Mixed 

Shows）則為提供貿 業者及大眾 觀。（ 育德，2005） 

 

(㆔㈢㊂三㆔㈢㊂三) 依依展展覽覽的的國國際際化化程程 ，，可可分分成成四四 ：：世世界界級級展展覽覽、、區區域域性性展展

覽覽、、國國內內展展、、地地方方性性展展覽覽  

  世界級的展覽，即某個產業所屬的展覽規模為世界前三大，可採

購到的產品最多樣化、價格也最 宜，是全世界買家非看 可的展

覽。區域性的展覽，如新加坡辦的展覽，由於周遭 後國家本身沒有

這 展覽，相較於遙遠的德國，到鄰近的國家採購機器設備將方 許

多。國內的展覽，鎖定的目標是該國的看展人潮，無法吸引國外的看

展群眾。地方性的展覽，為針對一般消費者所辦的消費展， 如：在

台 世貿辦的資訊展，產品雖 宜，但消費者 得願意大 遠從南

部 上購買。（ 茂廷，台經月刊，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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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展展覽覽行行銷銷策策略略的的介介紹紹  

  在一場完整的展覽活動中，參展廠商需要處 的工作事項可分

為、展前作業、展中作為，以及展後作為，如圖2-1所示： 

圖 2-1 展覽行銷策略的介紹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一一、、展展前前行行銷銷的的介介紹紹  

  展前行動中的展前行銷工作對參展是否成功扮演重要角色，

Bellizzi and Lipps（1984）即指出參展者不能只靠在展場中吸引顧

客，而應該在展前就與潛在顧客接洽；溫月球（2005）將展前行銷

定義為參展者在報名商展後，到展出之前，為邀請買主前來參觀，所

作的各項宣傳推廣活動的總稱，這些活動包括： 

1. 配合主辦單位宣傳推廣 

2. 廣告 

3. 公關活動：如新產品發表會與記者招待會 

4. 宣傳 

展後作業 展中作業 展前作業 

行銷、宣傳 現場服務 致謝、追蹤 

展前三個月 

至 

展覽開始前 

展覽期間 

至 

展覽結束 

展覽結束後開始 

至 

新展覽開始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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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商展中人脈的累積與降低商展交易成本，是參展企業在商展中

得以成功並獲得良好績效的主要因素，因此參展廠商在商展活動中要

不斷地累積與買主及主辦單位的人脈關係，並投入在降低商展交易成

本之上，在商展中才能持續地享有競爭優勢（謝佳宏，2003）。 

 

二二、、展展中中行行銷銷的的介介紹紹  

    本階段的時間為展覽執 的整個活動期間，此階段為策展單位最

後且必須吸引大 目標消費者到展場 觀的機會。因此展覽訊息必須

用各種傳播作為（廣告、公關操作、直效 銷、活動）密集傳達給

目標族群，同時在展覽現場主辦單位也必須滿足 展廠商及 觀者的

各種需求，以下為展覽期間策展單位所需進 的工作： 

1. 調查買主的身份、實力與來訪目的 

2. 了解或創造需求 

3. 推銷產品 

4. 留下洽談紀錄及待辦事項 

 

三三、、展展後後評評估估的的介介紹紹  

    在商展結束時，參展的工作可說才進行一半，還有很重要的一半

是後續的買主追踪及待辦事項處理；每參加一個商展，蒐集百餘張買

主接待紀錄表是常見的事，但這只是買賣雙方的初步接觸，能否達成

交易，全靠能否迅速確實地執行待辦事項，再定期追踪買主的反應，

經過數次的問答之後才有成交的可能（溫月球,，2005）。 

  對參展者而言應特別注意潛在客戶一定會向多家競爭廠商提出

同樣的詢價（Inquiry），而以快速的反應來彰顯公司的熱忱與效率，

絕對有助於爭取潛在客戶的好感；另外向曾經到攤位參觀的潛在客戶

致謝，也是一種經濟實惠的公關方式。因此，在此階段所需進 的工

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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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彙整買主的登記資 ，並發出感謝函。 

2. 追蹤效 ，在展後發出買主滿意 調查，瞭解客戶的展後成果。 

3. 統計 展者、 觀者的回收問卷，並加以分析、評估。 

4. 檢討評估展覽成效及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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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章章    公公司司簡簡介介  

 

第第一一節節      嬌嬌生生視視力力保保健健公公司司介介紹紹  
 

一一、、嬌嬌生生公公司司介介紹紹  
  嬌生公司位於紐澤西州新布朗斯維克，成立於西元 1886 年，

是美國一家護理、個人衞生產品、醫療器材的製造商，以製造無

菌外科手術敷料開啟在健康醫療用品的百年基業，是全球產品涵

蓋範圍最廣的醫療保健用品公司。一百二十多年來，嬌生公司致

力於推動全球醫療保健產業的發展，至今在全球 57 個國家，擁

有超過 250 家分公司，其產品銷售更是遍及 170 多個國家。 
  美國嬌生視力保健公司位於美國佛羅里達州 Jacksonville 的

VISTAKON，主力生產 ACUVUER 拋棄式隱形眼鏡。VISTAKON
早於 1988 年發明了世界最早的拋棄式隱形眼鏡－兩星期拋棄式

隱形眼鏡，為視力矯正產品帶來革命性的演進。 
 
 
二二、、嬌嬌生生公公司司獲獲獎獎績績效效  
  2009 及 2008 年，嬌生被霸榮雜誌（Barron's magazine）認

可 為 全 球 最 受 尊 崇 企 業 第 一 名 （ World's Most Respected 
Companies），這個調查的評估項目最主要包含市值、獲利成長、

企業道德、競爭優勢、管理與市場策略等指標。除此之外，嬌生

集團靠其卓越的管理、注重長遠經營哲學和實踐信條的企業文

化，獲得其他雜誌和組織的肯定。 
 
嬌嬌生生集集團團最最近近獲獲得得的的榮榮譽譽有有：：  

(㆒㈠㊀一) 2008 年 
1. 全球最受景仰企業前十名；其中在製藥業排名第一 
2. 全美最佳公司聲譽第二名 
3. 前五十大最佳多元文化企業之一 
4. 全球最受尊崇企業第一名 

(㆓㈡㊁二) 2007 年 
1. 年度前十名最佳領導人企業 
2. 連續 22 年名列在職母親最佳工作職場之一 
3. 連續 3 年名列在最佳工作平等職場之一 

(㆔㈢㊂三) 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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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連續五年獲得綠色能源領袖獎 
2. 創辦人 RobertWood Johnson 獲選美國勞工部門名人榜表

彰 Johnson&Johnson 對改善美國勞工生活的貢獻 
(㆕㈣㊃四) 2005 年 

1. 年度五十大多元化雇主調查之”最理想企業雇主”第六名 
 
三三、、嬌嬌生生拋拋棄棄式式隱隱形形眼眼鏡鏡的的發發明明史史  

1. 1983 年美國嬌生為鑄模的製造科技取得專利，再將其精良

化，將由聚合物為主複製品得以大量生產。 
2. 1987 年 ACUVUER 拋棄式隱形眼鏡於佛羅里達州進行試售。 
3. 1988 年 ACUVUER 拋棄式隱形眼鏡於全美國開始銷售，成功

開拓隱形眼鏡的全新種類，這種拋棄式隱形眼鏡可以免除清洗

步驟，並可連續配戴多達 7 天後直接丟棄，完全突破一般傳統

隱形眼鏡的配戴模式。 
4. 1989 年 ACUVUER 拋棄式隱形眼鏡正式進軍歐洲市場。 
5. 1990 年 ACUVUER 拋棄式隱形眼鏡於亞洲市場推出。 
6. 1991 年 SUREVUE 推出市場，VISTAKON 成為以總營業額計

算全美最大的隱形眼鏡製造商。 
7. 1994 年 1 DAY ACUVUER 每日拋棄式隱形眼鏡於奧瑪哈

及拉斯維加斯進行試售，成績理想。 
8. 1995 年 1 DAY ACUVUER 每日拋棄式隱形眼鏡正式於美

國、加拿大、日本及部份歐洲國家推出。 
9. 1998 年 ACUVUER 品牌的 BIFOCAL 系列推出市場。 
10. 2000 年 ACUVUER TORIC 隱形眼鏡上市。鑑於一般隱形眼

鏡未能應付散光的矯視需要，ACUVUER TORIC 鏡片備有雙

層纖薄設計，確保鏡片能穩妥地貼服於眼球。 
11. 2001 年全新改良的 1 DAY ACUVUER 每日拋棄式隱形眼

鏡推出市場，取代第一代的每日拋棄式隱形眼鏡。 
12. 2002 年推出 ACUVUER COLOURS 隱形眼鏡，備有喜躍天

藍、浪漫灰調、俏麗倩綠及舒懷蜜色，色澤專為眼睛較深色的

亞洲人而設計；針為眼睛色彩較淺的消費者。 
13. 2003年 VISTAKON宣佈聯同知名足球員 Jason Sehorn推出

青年視力健康推廣計劃（Program for Teen Eye Health）。 
14. 2005年在台率先推出市面上唯一有衛署核可字號的放大美麗功

能的 1 DAY ACUVUER DEFINE 睛漾每日拋棄式隱形眼鏡。 
15. 2006年在台率先推出1 DAY ACUVUER MOIST超涵水每日

拋棄式隱形眼，是有獨家專利 LACREON 水凝科技的全日鎖

濕新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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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ACUVUE MOIST 超超涵涵水水介介紹紹  
  

  1 DAY ACUVUE MOIST 超涵水每日拋棄式隱形眼，結合水凝

科技，提升鏡片的舒適度。即使長時間配戴，雙眼保持濕潤，幾乎感

覺不到鏡片的存在。  

表 3-1 產品介紹 

 ACUVUE MOIST 

超涵水™每日拋 

直徑 14.2mm   底部弧度 8.5/9.0 

特性： 

(a) LACREON 吸附住水分整天舒適:創新水凝科技吸附鏡

片中的 PVP 保濕因子，減少水分蒸發，全日水潤舒服。 

(b) 高效的防紫外線保護:有效隔離 82%之 UVA 及 97%之

UVB。 

 ACUVUE MOIST 

超涵水™散光每日拋 

直徑 14.5mm 底部弧度 8.5 

特性： 

(a) 創新 ASD「迅速穩定設計」，影像全日清晰穩定：散

光是由於眼球屈光面不平均，造成模糊影像，所以散光

隱形眼鏡比近/遠視鏡片需要更高穩定性，才能保持清晰

穩定的視力。 

(b) LACREON 吸附住水分整天舒適:創新水凝科技吸附鏡片

中的 PVP 保濕因子，減少水分蒸發，全日水潤舒適。 

(c) 高效的防紫外線保護:有效阻隔 82%之 UVA 及 97%之

UVB。 

ACUVUE EasyGo 

依舒日拋 

直徑 14.2mm 底部弧度 8.6 

特性： 

(a) 輕鬆戴鏡片設計，讓鏡片配戴更容易。 

(b) 每天更換，享受便利的鏡片配戴模式。 

(c) 貼心入手價省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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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UVUE DEFINE 

睛漾每日拋 

直徑 14.2mm 底部弧度 8.6 

特性： 

(a) 用舒適的方法放大您的美麗:獨特創新科技，將色彩嵌在

鏡片中間讓色彩不會直接接觸眼睛，好舒適。 

(b) 高效的防紫外線保護:有效阻隔 82%之 UVA 及 97%之

UVB。 

三種設計，襯托您的獨特個性 

(a) 深邃黑－眼睛瞬間深邃 ACCENT STYLE™ 

適合希望優雅出眾的眼睛，深色環狀圈，襯托不造作的

深邃眼神，散發你的完美氣質。 

(b) 炫閃晶－眼睛瞬間晶亮 

適合希望閃亮迷人的眼睛，炫閃晶絲，隨環境變換不同

層次光感，展現你的晶亮魅力。 

(c) 耀眼棕－眼神靈活閃耀 

適合希望活潑生動的眼睛，棕色漸層設計帶來人見人愛

的靈活眼神，釋放你的熱情活力。 

資料來源：本組彙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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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章章    嬌嬌生生展展覽覽行行銷銷分分析析  
 

第第一一節節    展展覽覽行行銷銷  
 

  展覽行銷指供應者尋求合適地點、展示產品或服務，並從過程中

刺激顧客需求、發掘潛在顧客、強化顧客關係，以及塑造企業形象的

一種方式。為現代企業開發市場與拓展業務的重要管道之一，因此，

當公司擬定行銷策略與計畫時，便有必要將展覽作業一併納入考量。

因此，擬定展前、展中、展後行銷計畫方式，為參展做好準備，迎接

最佳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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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二二節節    展展前前行行銷銷分分析析  
  本公司在此次 2013 年隱形眼鏡特展，除了主辦單位宣傳外，深

知展前行銷的重要性及目的性，對於保存現有的顧客和具有潛在性的

顧客，在參展中引導到本公司的攤位。展前行銷活動方式(總表)如下： 

 

表 4-1 展前行銷活動方式 

＜＜一一＞＞  

專專
業業
雜雜
誌誌 

項目 目標對象 刊登版面 刊登日期 

(1)當代眼鏡雜誌 大眾讀者 封面 2012/11/30 

(2)天下雜誌 大眾讀者 內頁 2012/12/20 

(3)美麗佳人雜誌 大眾讀者 內頁 2012/12/30 

(4) Beauty 美人誌 大眾讀者 內頁 2012/1/1 

 

＜＜二二＞＞  
報報
紙紙 

項目 讀者分析 刊登版面 刊登日期 

(1)蘋果日報 大眾讀者 頭版(A3) 2013/1/20 

(2)中時電子時報 大眾讀者 頭版(C2) 2013/1/20 

 

＜＜三三＞＞  

入入
口口
網網
站站 

項目 用戶分析 刊登版面 刊登日期 

(1)雅虎官方網站 大眾用戶 
焦點新聞 

跑馬燈 
2013/1/25 

(2)facebook 大眾用戶 
資訊部落

格 
2013/1/25 

 

＜＜四四＞＞  
街街
頭頭
看看
板板 

項目 對象 刊登地點 刊登日期 

(1)定點廣告(看板) 
路人 

開車人士 

百貨公司 

T 霸、櫥

窗 

2013/1/25~ 

20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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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行行
動動
看看
板板 

項目 對象 刊登地點 刊登日期 

(1)公車 
路人 

通勤人士 
公車 

2013/1/25~ 

2013/2/3 

 

＜＜六六＞＞  

公公
關關
新新
聞聞
稿稿 

對象 發布會場 發布日期 

(1)媒體 

(2)展覽消費者及訪客 

(3)產品相關工會或會員 

(4)商品展覽前預定主 

台北市大

安區敦化

南路二段

319 號 4

樓 ( 嬌 生

公司) 

2013/1/20 

上午九點整 

 

＜＜七七＞＞  
邀邀
請請
函函 

對象 發放日期 發放數量 

(1)VIP 貴賓 

(2)會員 
2013/1/1 100 份 

 

＜＜八八＞＞  產產
品品
目目
錄錄 

對象 發放地點 發放日期 

(1)路人 各大眼鏡行 
2013/1/1~ 

2013/1/7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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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參展產品為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是屬

於醫療保健產品，參展日期為 2013 年 2 月 1 日至 2 月 3 日，地點為

世貿中心一館，我們將刊登廣告作為方向，有助於大眾更了解本公司

產品。 
 

一一、、專專業業性性雜雜誌誌刊刊登登廣廣告告  

  為了吸引對產品有興趣者，將在專業性雜誌封面刊登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廣告，如圖 4-1： 

 

 

 

 

 

 

 

 

 

 

 

 

 

 

 

 

 

 

 

圖 4-1 專業性雜誌刊登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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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報報紙紙廣廣告告  

    在銷售量較高的蘋果日報及中時電子時報嬌生 ACUVUE 超涵水

每日拋隱形眼鏡廣告，如圖 4-2： 

 

圖 4-2 報紙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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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各各入入口口或或影影音音網網站站刊刊登登網網路路廣廣告告  

1. 雅虎官方網站網址：http://tw.yahoo.com.tw/ 

 

 

圖 4-3 雅虎官方網站 



 

  29  

2. facebook 網站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圖 4-4 FACEBOOK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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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街街頭頭廣廣告告看看板板  

  在人群聚集多的地方，刊登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

鏡的定點廣告，如圖 4-5、圖 4-6、： 

       

 

 

 

 

 

 

 

 

圖 4-5 頭廣告看板 

 

 

 

 

 

 

 

 

 

 

 

 

 

圖 4-6 街頭廣告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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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  行行動動看看板板  

   跟大都會客運合作，刊登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

公車佈景廣告，如圖 4-7： 

 

 

圖 4-7 客運行動看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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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公公關關新新聞聞稿稿  

以新聞稿的模式發送給媒體，藉由報導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如圖 4-8： 

超超涵涵水水就就愛愛這這個個 Fu 
 

活活動動名名稱稱：：2013 年年 隱隱形形眼眼鏡鏡特特展展 

活活動動日日期期：：2 月月 1 日日（（星星期期五五））9：：00 

活活動動地地點點：：世世貿貿中中心心(一一館館) 

參參展展公公司司：：嬌嬌生生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至至今今，，隱隱形形眼眼鏡鏡誕誕生生已已有有 100 多多年年歷歷史史，，專專供供矯矯正正視視力力問問題題（（如如近近視視、、

遠遠視視、、散散光光或或老老花花））之之用用。。在在過過往往，，隱隱形形眼眼鏡鏡配配戴戴時時有有欠欠舒舒適適，，並並會會減減少少

對對眼眼角角膜膜的的輸輸氧氧量量。。隨隨著著科科技技進進步步，，嶄嶄新新的的隱隱形形眼眼鏡鏡物物料料，，如如矽矽水水膠膠，，則則

能能為為眼眼球球供供應應足足夠夠氧氧氣氣，，提提高高雙雙眼眼氧氧流流量量。。幾幾乎乎每每個個人人都都可可以以配配戴戴隱隱形形眼眼

鏡鏡──甚甚至至兒兒童童出出現現視視力力問問題題時時，，也也可可利利用用隱隱形形眼眼鏡鏡作作為為矯矯視視工工具具。。 

展展覽覽期期間間除除了了舉舉辦辦新新產產品品發發表表會會以以及及 SHOW GIRL 走走秀秀，，在在攤攤位位展展示示產產品品

的的同同時時，，也也展展出出近近年年來來超超涵涵水水每每日日拋拋系系列列產產品品。。超超涵涵水水讓讓你你的的眼眼睛睛從從早早到到

晚晚，，水水潤潤舒舒服服不不打打烊烊。。 

 

誠誠摯摯的的邀邀請請您您參參觀觀 2013 年年隱隱形形眼眼鏡鏡特特展展。。 

請請來來電電或或是是憑憑此此函函索索取取邀邀請請函函，，將將會會獲獲贈贈精精品品小小禮禮物物。。 

 

聯聯絡絡人人：：鄭鄭貽貽文文 

手手機機：：0931147230    傳傳真真：：(03) 592-5715 

Email：：j123456789@yahoo.com.tw 

網網址址：：http://www.acuvue.com.tw/  

圖 4-8 公關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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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邀邀請請函函   

 

 

 

 

 

 

 

 

 

 

 

 

 

 

 

 

 

 

 

 

 

 

 

圖 4-9 邀請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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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DM 廣廣告告  

DM 廣告如圖 4-10： 

 

 

         圖 4-10 DM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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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十點廣告費用或簽約廠商，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廣告費用與簽約廠商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合合作作廠廠商商  廣廣告告費費用用  簽簽約約日日期期  

雅虎官方網站 5 萬 2012/9/15 

Facebook 網站 10 萬 2012/10/1 

街頭廣告看板 80 萬 2012/11/30 

力得多媒體 (公車廣告) 15 萬 2012/12/20 

安石行銷商務中心 5 萬 2012/12/30 

蘋果日報、中時電子報 10 萬 2013/1/1 

雜誌廣告 10 萬  2012/9/1 

合計 135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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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三三節節      展展中中行行銷銷分分析析  
 

一一、、攤攤位位設設計計  

  配合主辦單位所提供之攤位以及框架，本公司將攤位類型設計

化，營造出水潤舒適的感覺，使得消費者有被吸引的感覺，攤位設計

重點、功能如表 4-3： 

 

表 4-3 攤位設計重點及功能 

攤位類型 攤位功能 目的 

開放式攤位 
吸引消費者 

促使消費者下訂單 
商品的成列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一) 設計攤位之步驟 

l 佈置主題：  

本公司此次攤位設計強調舒適感。 

l 運用色彩搭配： 

靈活運用藍與白巧妙配合來營造氣氛。 

l 裝飾佈景： 

依照主辦單位提供之框架來去設計。 

l 裝置物品： 

攤位內產品，物品等佈置。 

l 設計完成： 

將核對設計稿之內容作為修正，攤位設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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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設計攤位之步驟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二) 攤位設計理念 

  此次將參展商品定位為「生活水潤舒適感」，讓年輕族群和上班

族群的顧客可以享有彷彿一整天的水潤感。以藍白色為底色，牆面襯

托出嬌生影形眼鏡的時尚感，並搭配銷售人員示範正確衛生使用配戴

隱形眼鏡使客人了解本次的商品及訴求。 

  另外在牆角部分放上大型隱形眼鏡公仔，讓顧客感覺嬌生隱形眼

鏡設計感含水凝科技。靠近入口兩側放上錄影機，並播放自製有關本

次商品的影音檔，如此不僅可讓顧客更了解公司產品，更可提升廣告

效果吸引以顧客對本產品的購買力。 

確立佈置主題 

  

運用色彩搭配 

  

裝飾佈景 

  

裝置物品 

  

設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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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攤位展出位置 

展出位置：世貿中心一館、展場面積 89，512 

 

 

 

 

 

 

 

 

 

圖 4-11 攤位展出位置 

資料來源：本組彙製 

(㆕㈣㊃四)  攤位前視立體圖如下： 

 

 

 

 

 

 

 

 

 

 

 

圖 4-12 攤位前視立體圖 

資料來源：本組彙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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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攤位設備需求 

 以下是本次參展的攤位需求規劃表： 

 

表 4-5 攤位設備需求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品項名稱 規格/尺寸 數量 

嬌生隱形眼鏡產品  500 盒 

大型公仔 高:165 1 隻 

展場用展示桌 長:150 寬:60 1 個 

展場用展示櫃 長 60 寬:60 2 個 

公司大型海報 長:120 寬:100 3 張 

LED 燈 小型 2 組 

產品 DM 單 A4 大小 3,000 份 

攤位告示牌  1 組 

傳真電話機/印表機/計算機  各 1 台 

個人筆電  2 台 

名片 長:12 寬:7 10 盒 

茶包/咖啡包/免洗紙杯  5 箱 

文具用品(原子筆等)  20 份 

訂購單/預購單 A4 大小 1,000 份 

手提袋(限量)  2,000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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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會會場場現現場場準準備備事事項項  

    為避免在會場中發生錯誤而準備事前的事項，使在會展過程當中

流程順暢。 

 

1.當當天天準準備備事事項項  

    此次會展當中，為了避免工作人員在現場準備時，步驟不流暢或

出現錯誤，特別做了此表，以供核對避免失誤。內容如表 4-6 所示： 

表 4-6  準備事項表 

事項 負責人 項目 數量 完成請打 v 

 

1.活動硬體 

 

簡誌慶 

 

音響設備 3                                                            

燈光 6  

舞台 1  

電視牆 1  

 

 

 

 

2.佈景擺設 

 

 

 

 

 

 

鄭貽文 

 

 

 

氣球 2  

花卉 2  

主題版 4  

海報版 4  

海報 4  

產品擺設 4  

指示牌 3  

 

 

3.工作人員 

 

    陳柏翰 

攝影隊 2  

化妝師 2  

貴賓接待 4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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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當天天活活動動規規劃劃  

    為了吸引消費者，本公司在展場當天特地推出節目來吸引人潮並

請代言人柯震東在現場同歡，節目如表 4-7 所示： 

表 4-7 活動節目表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三三、、訪訪客客接接待待規規劃劃  

    為確保參訪顧客及廠商能到訪時感受到完善的招待和產品解

說，且爭取本公司下訂單的購量，每位工作人員必須接受銷售應對的

禮儀訓練 

1. 接接待待人人員員基基本本能能力力: 

a. 接接待待禮禮儀儀：：   

良好的接待禮儀能給顧客第一眼良好的印象，促使其增加對本展

示攤位的停留時間，進而增加客戶對商品的好奇心及詢問度。 

b. 專專業業知知識識：：  

不論是在有限的時間內介紹產品或是回答客戶的問題，專業知識

的充足與否將大大影響客戶對此產品的印象以及對銷售人員的專

業信任。 

嬌嬌生生生生技技展展場場活活動動節節目目表表  

時時間間 /日日期期  2/1(五五) 2/2(六六) 

9:30~10:00  2013 商品展開幕典禮  Show girl  開場表演 

10:30~11:00  嬌生產品發表會  Show girl 會場繞行宣傳 

11:30~14:30  Show girl 展示介紹&表演  柯震東代言 show time 

15:00~15:30  柯震東代言 show time  Show girl 展示介紹&表演 

16:00~17:00  有獎徵答(互動)  有獎徵答(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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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耐耐心心處處理理：：  

當客戶有較深入的問題或是多項的需求時，接待人員能逐項替客

戶解答或是紀錄需求。 

d. 主主動動觀觀察察：：  

主動引導客戶的需求，接待人員可藉由初步的了解客戶需求，而

轉變為替客戶設想一切可能的方案，而非單純被動接受客戶的需

求，這樣能讓客戶對銷售人員的專業能力增加信任，進而開拓潛

在需求。 

e. 反反應應速速度度：：  

當客戶需求或問題超出單一銷售或接待人員的能力範圍，可以將

客戶的需求逐一表列，再分散給其他專業接待人員協助處理，以

求在最短時間內得到最有效率的結果。 

 

2. 接接待待注注意意特特別別事事項項  

a. 現場兩位公關人員負責發放 DM，並負責將廠商及顧客引導入內。 

b. 產品解說員必須隨時保持待命狀態，當廠商及顧客入內時先自我

介紹，重點式的解說本次產品的突顯功能。若對商品有更一步詢

問時，可帶至洽談區利用目錄及產品樣式詳細解說，使廠商及顧

客清楚了解本產品的特色。 

c. 內部茶水供應人員必須懂得察言觀色，當解說人員招呼廠商及顧

客至洽談區時須主動詢問茶水需求。並隨時注意解說人員動態，

傳遞需要物品及準備訪談記錄以便日後追蹤。 

d. DM 發放人員必須隨時互相注意儀態且保持甜美笑容且附帶話

術。 

 

 



 

  43  

四四、、工工作作人人員員組組別別分分配配  

1.工作人員組織架構圖，如表 4-8 所示： 
        

總協調-鄭貽文  
        

                        

    
業務-簡誌慶  

              

  

                        

          
程序表  

          

                        

                                

展
場
控
管  

道
具
安
排  

公
關
組  

會
場
佈
置  

安
全
組  

廣
告
宣
傳
組  

攝
影
組  

清
潔
組  

                

場
面
控
管—
陳
柏
翰 

音
響
、
控
、
燈
光
、
背
景
、
布
幕—

陳
柏
翰 

    舞
台
組—

陳
柏
翰 

          
照
相—

鄭
貽
文 

垃
圾
處
理—

鄭
貽
文 

服
務
組—

陳
柏
翰 

接
待
組—

陳
柏
翰 

與
會
人
員
食
宿
交
通
安
排—

簡
誌
慶 

急
救
站
、
醫
護
人
員—

簡
誌
慶 

節
目
單
、P

O
P

、D
M

、
海
報
、
邀
請
卡—

簡
誌
慶 

流
程
設
計—

鄭
貽
文 

指
示
牌
設
計
、
場
地
設
計
圖—

鄭
貽
文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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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攤位接待流程表，如表 4-9 所示： 

 
 

表 4-9 攤位接待流程表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對產品沒有興

趣 

     下資  

 

資 分級追蹤 

 

           

業務定位/ 觀者

接待＆過 顧客 

    

 

下洽談 
   

業務回原定位 

 
   

          

  對產品有興趣 
 初步洽談 

(走道＆攤位) 

   

主管續談 

(洽談區) 

 

獲得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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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銷銷售售人人員員配配發發 DM 圖圖  

 

圖 4-13 DM 圖 

資料來源：本組彙製 

五五、、報報價價規規劃劃  

優優惠惠方方案案：：嬌嬌生生隱隱形形眼眼鏡鏡  市市價價：：500/盒盒  ，，商商展展價價:420/盒盒  

1. 若訂購本產品，但數量較少，屬於一般家庭用戶訂購。於展中下訂單

的折扣： 

l 符合基本訂購量 5 盒，將馬上給予 2%的折扣。 

l 數量達到 10 盒的話，則有 4%的折扣。 

2. 若訂購本產品之客戶為公司行號，其數量較多。於展中下訂單的折扣： 

l 符合基本訂購量 20 盒，將馬上給予 10%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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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達到 50 盒的話，則有 15%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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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四四節節    展展後後評評估估分分析析  
 

由於參加此次 2013 隱形眼鏡特展的效果，其績效不一定只在展覽

中顯現，還可能在展覽結束後顯示出來，此龐大的商機不可錯失，由此

可知展後評估計畫的重要性。以下將分別敘述展後評估計畫要點。 

 

一一、、展展後後評評估估與與處處理理  

 

1. 展展覽覽後後評評估估  

展覽後將依此次本公司參展之目標來評估以下幾點: 

 

(1) 此次參展人數之統計 

(2) 此次展覽中簽訂合約之數量與金額 

(3) 本公司展覽中攤位宣傳效果 

(4) 展覽後銷售之觀察評估 

(5) 攤位展覽中與多少潛在客戶建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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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召召開開展展覽覽後後討討論論會會議議  

本次展覽意義重大，本公司應針對展覽後需要改進的地方進行修

正，做為下次展覽時的參考，並把本次展覽中的缺點，改進成下次優點。

會議紀錄如表 4-10 示： 

表 4-10 會議紀錄表 

嬌生 ACUVUE 會會議議紀紀錄錄表表  

姓名  單位 行銷課 職稱 職員 

會議名稱 2013 年隱形眼鏡特展 

主辦機關 總經理室 會議時間 2013 年 3 月 1 日 

會議目的  評估產品：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 

會議地點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319 號 14 樓 

 

會議重點： 

 

(1) 此次參展廠商之優缺點比較 

(2) 下次展覽之參考依據 

(3) 消費者對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產品的反應度 

(4) 本次參展對公司之受益 

 

單位主管 人事室 總經理 董事長秘書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49 
 

3. 展展覽覽當當天天資資料料彙彙整整  

    本公司將本次展覽當中的接待紀錄表以及問卷調查進行整理。問卷

分為產品及顧客的滿意度調查表來進行後續追蹤。問卷內容如下所示： 
 

表 4-11 滿意調查表 

嬌嬌生生生生技技展展場場滿滿意意度度調調查查表表  
填表人： 
性別：□ 男  □ 女 
年齡：□ 未滿 20 歲  □ 21~30 歲  □ 31~40 歲  □ 41~50 歲  □ 50 歲以上 
連絡電話： 
電子郵件： 

 

一、產品部分（請在選項打 ） 

1. 產品滿意度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2. 包裝設計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3. 使用便利性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4. 使用方法說明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5. 成效反應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二、展場部分（請在選項打 ） 

1. 接待人員的服務態度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2. 接待人員的禮貌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3. 接待人員專業度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4. 接待人員的解說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5. 展覽攤位環境 □很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意  

 

意見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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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的支持
與協助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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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產產品品檢檢討討  

    本次展覽後，將接待紀錄表以及問卷調查彙整，從顧客填寫的資料

中，找尋產品需要改進的地方，並讓各個部門在討論會議中提出來，作

為參考依據。 

(1)從客戶填寫的問卷調查中，找出需要改進之處 

(2)本公司將針對個別的客戶需求，做不同的售後服務 

 

5.展展覽覽檢檢討討  

    將本公司此次參展之攤位與別家廠商攤位比較，觀察現場之競爭廠

商參展成本以及宣傳手法，並分析優點、缺點與需要更正的地方，作為

下次展覽後之參考依據。 

(1)保持對競爭者的監視 

(2)了解展覽場地競爭對手的成本及宣傳手段 

(3)紀錄展場現況，以作為內部檢討及需要改進的地方 

(4)提出書面報告，檢討與合作廠商之合作品質，以作為是否繼續合作之

依據  

 

6.展展覽覽攤攤位位清清理理  

    本公司將在展覽時間結束時讓場地還原，而機密文件要回收銷毀，

以防止文件外流於其他競爭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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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新新聞聞稿稿發發佈佈  

本公司將對外發佈活動花絮以及展覽成果，透過媒體宣傳提升本公

司產品知名度如表 4-12 所示： 

 

活動名稱：2013 年隱形眼鏡特展 

活動日期：2 月 1 日（星期五）早上 9：00 

活動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參展公司: 嬌生生技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以及媒體朋友前來參觀，本次展覽非常成功。本公

司有關本次展覽成果以及活動花絮，將在網頁上發佈，敬啟期待。 

 

本公司網站: http://www.acuvue.com.tw/ 

表 4-12 新聞稿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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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買買主主追追蹤蹤計計劃劃  

1. 展展覽覽後後處處理理參參觀觀者者(客客戶戶)需需求求  

    在展覽後的追蹤計畫是不可或缺的，對於客戶的訂單，以及參觀者

的種種需求，本公司將展覽後的已下單客戶需求分級處理，以便於整理 

如表 13 所示: 

表 4-13 需求分級表 

參參觀觀者者(客客戶戶)需需求求  分分級級處處理理  

大訂單 優先處理 

小訂單 次要處理 

客戶對產品諸加許多條件 延後處理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2. 買買主主追追蹤蹤及及展展覽覽後後續續服服務務  

    本公司將本次展覽與未下訂單之客戶交談紀錄，依需求分級處理，

分為 A 級到 E 級等客戶作為供展覽後持續追蹤。 

如表 14 所示： 

表 4-14 分級處理表 

A 級客戶 有明顯的購買需求，並預計能夠在一個禮拜內成交。 

B 級客戶 

 

有明顯購買慾望，在展覽時表現出來，預計能夠在一

個月內成交。 

C 級客戶 
隱性的購買需求，必須做持續追蹤，預計在半年內成

交。 

D 級客戶 
潛在客戶與有明顯購買慾望，但附加許多條件之客

戶，預計在半年內成交。 

E 級客戶 沒有購買需求之客戶與完全沒有任何成交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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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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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提提供供展展覽覽後後續續宣宣傳傳  

將展覽後資料彙整後，制定四點宣傳方式，讓客戶與本公司互動更多： 

(1) 統計客戶生日，發放卡片、產品目錄以及優惠卷 

(2) 定期發放產品目錄，或印製優惠券或抽獎券贈與客戶 

(3) 定期發放電子郵件發送產品訊息或相關資訊給客戶(展覽參觀者) 

(4)定期與主要客戶進行電話聯繫 

 

4.致致謝謝函函  

在展覽完畢後，向客戶以及潛在客戶發送致謝卡，謝謝參觀本次的

展覽，並且親自以電話答謝主辦、協辦單位以及本次參加展覽的所有廠

商業者。致謝函如下所示： 

 

表 4-15 致謝函 

資料來源：本組彙整 

 

超超涵涵水水每每日日拋拋  讓讓我我們們更更靠靠近近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百忙之中抽空前來本次嬌生展覽會場，本

公司將不定時舉辦商品展覽會，希望各位貴賓能持續支持嬌生，嬌

生生技將把最好的品質交付予您。 
嬌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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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五五章章  結結論論與與建建議議  
第第一一節節    結結論論  
  會展舉辦的成功與否，不僅要有周邊軟硬體、相關產業的配合，

重要的是該展覽是否具有商機？能否爭取與觀光結合，為國內產業帶

來效益，皆是在發展會展產業時應特別注意的。 

展覽所帶來的效益約有以下幾項： 

1. 產值大 

2. 產業關聯大 

3. 創造就業機會大 

4. 提供其他產業行銷之利器 

5. 提高形象與知名度 

6. 凝聚社會向心力 

7. 促進城市基礎建設 

8. 達到資訊交流與宣傳之目的 

 

本組依據展覽行銷活動針對嬌生 ACUVUE 超涵水每日拋隱形眼鏡

擬定展覽活動計劃書，先經由資料整理，再以展覽產業作為本組的基礎，

再經由展前行銷計畫、展中宣傳計畫、展後評估計畫，進行相關資料的

收集，最後進行統整、規劃與結算。本章將對展覽行銷作內容陳述，並

提出具體建議。 

 

第第二二節節    建建議議  

1. 展前、展中、展後財務應細項規劃處理，並記錄。 

2. 應盡量提升產品曝光率以及有效的人員配置。 

3. 在展覽結束，每位銷售人員應謹慎處理顧客留下之資料。並主動聯繫

顧客，詢問顧客購買此產品的滿意度，且必須紀錄下來並做彙整，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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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未來展覽行銷之參考資料。 

 

參參考考文文獻獻  
一一、、中中文文部部份份 
¾ 書籍: 

1. 羅德 戴維、安東尼 傑克斯著，行銷管理一本通，臉譜出版社，

2004 年。 

2. 黃俊英，行銷學的世界，天下文化書坊，2003 年。 

3. 郭振鶴，行銷管理個案與策略規劃，天一出版社，頁 193，1990

年。 

4. 黃照明，商業概 ，信樺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8 年。 

5. 陳永 ，隱形眼鏡概 ，藝軒圖書， 1999 年 。 

6. 林春輝，我們如何能看得見，頁 42，。 

7. 施永豐、賴裕源，呵護你隱形的眼睛，宏欣出版年，頁 76，2004

年。 

8. 鄭啟川、趙滿鈴、洪敏莉，TBSA 商務企劃能力檢定學習手冊，2010

年。 

¾ 雜誌： 

1. 許瓊文，嬌生攻下五成眼鏡族市場的秘密，今周刊，512 期，112

頁。 

2. 許瓊文，一則法令鬆綁 拋棄式隱形眼鏡龍頭易主，今週刊，512

頁，2006 年。 

3. 林虹妙，經濟與商業環境，（台北縣：東岱），4-65 頁。 

4. 許文蘭、呂雅菁，行銷學 I，台北市：啟芳出版 。 

5. 吳怡銘，品牌策略闖天下，臺北縣汐止市中國生產力中心，219-226

頁，2004 年。 



 

58 
 

6. 黃勝治，小學生近視率創新高，時報周刊，1574 頁，2008 年。 

7. 怡嬅，聰明選對隱形眼鏡完全指南，康健雜誌，2008 年。 

¾ 報章： 

1. 邱莉玲，２大品牌日日拼業績，工商時報，2005 年 5 月 30 日。 

2. 李鐏龍，韋登創新模式嬌生表現可圈可點，工商時報，D1，2008

年 8 月 2 日。 

3. 吳佳容，廣告解禁 行銷戰起 隱形眼鏡進入拋棄式時代，工商時

報，2004 年 8 月 2 日。 

4. 劉惠敏，超時戴隱形眼鏡 變兔子眼 ，聯合報，E2，2009 年 1 月 

1 日。 

5. 孔令琪，網拍瞳孔放大片 觸法，聯合晚報，A10，2008 年 7 月 16 

日。 

6. 蘇璽文，雷射近視手術 INTRALASE  分秒激光 全程無刀，經濟

日報，16 版，2007 年 1 月 9 日。 

¾ 報告： 

1. 朱珮菱、李盈萱、易昭宇，隱形眼鏡市場消費行為及競爭策略分析，

國立台南高商，2007 年。 

2. 張嘉如、陳亮君、謝郁慶，看見光、看見未來-隱形眼鏡之分析-以

嬌生隱形眼鏡公司為，私立文興高中，2008 年。 

3. 邱靖婷、李宛蓁、周杏蘋，隱形眼鏡消費行為之研究，台北市士林

高商，2009 年。 

4. 鄭元珍、詹沅蓉，隱形眼鏡之市場調查，台北市士林高商，2009

年。 

5. 饒勝凱、沈乙乂，美麗新「視」界－拋棄式隱形眼鏡之行銷策略探

討，台北市士林高商，2009 年。 

6. 吳依雯、陳育婷、嚴詩琳，從有形到無形-隱形眼鏡的行銷分析，台



 

59 
 

南高商，2010 年。 

¾ 論文： 

1. 蔡國洲，『品牌經營關鍵成功因素之探討─以海昌隱形眼鏡為例』，，

東海大學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碩士論文，2011 年。 

2. 高佩吟，『代言人對品牌評價之研究─以日戴型拋棄式隱形眼鏡產

品為例』，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 年。 

3. 李易諺，『台灣隱形眼鏡產業經營策略與企業價值分析–以個案 A

及 B 公司為例』，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碩士

論文，2010 年。 

4. 陳雅文，『健康信念模式應用於大學生隱形眼鏡保健行為及相關因

素研究－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

與衛生教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 

5. 陳祺斌，『消費者之產品品質認知對顧客滿意度及品牌忠誠度的影

響－以台北市隱形眼鏡藥水市場為例』，大同大學事業經營研究

所，碩士論文，2003 年。 

6. 羅森和，『從顧客觀點探討行銷通路設計－以隱形眼鏡產業為例』，

東海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 年。 

7. 林國松，『行動廣告中的訊息訴求、廣告代言人、及產品涉入對廣

告效果影響之研究』，龍華科技大學商學與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4 年。 

8. 莊雪麗。2005。台灣會展產業及發展策略之研究。國立高雄應用科

技大學觀光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9. 蔡馨儀。2005。會展專業人才培訓計畫推動現況與實施成效之研

究。銘傳大學觀光研究所碩士班舜是論文。 

10. 傅宗豪。2006。廠商參展目的促銷方法與績效之研究─以 2005 台

北旅展為例。世新大學觀光學研究所(含碩專班)碩士論文。 



 

60 
 

11. 蔡欣怡。2009。台灣舉辦國際會議的現況和須改進因素。立德大學

食品餐飲管理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李喆文。2010。台灣商品展覽行銷之研究─以參展廠商展中行銷與

主辦單位辦展手法為例。佛光大學未來學系碩士論文 

¾ 網路資料： 

1. 嬌生 ACUVUE 官網 

    http://www.acuvue.com.tw/ 

2. 眼科資訊網，2010/09/23  

    http://www.eye.com.tw/info/info.php?tid=36 

3. 博士倫，2010/09/23 

    http://www.bausch.com.tw/ 

4. 嬌生公司視力保健產品事業部，2010/09/23  

    http://www.acuvue.com.tw/ 

5. 天天帝康 永遠健康，2010/09/23  

    http://www.ticon.com.tw/ 

6. 視康股份有限公司，2010/09/23  

    http://www.cibavision.com.tw/ 

7. 許瓊文 ，嬌生攻下五成眼鏡族市場的祕密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v1/content.aspx?a=W2006100

0057 

8. 以顧客為中心：具洞察力的消費者分析 - 為什麼顧客不掏錢 - 全

球書選 - udn 全球觀察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174673

#ixzz21LhgfwEX 

9. 隱形眼鏡-維基百科，2011  10 月 28 日   

http://zh.wikipedia.org/zh/%E9%9A%B1%E5%BD%A2%E7%9C



 

61 
 

%BC%E9%8F%A 

10. 隱形眼鏡產業近況 

    http://www.ibt.com.tw/UserFiles/File/970902-Indus.pdf 

11. 名望眼鏡網站，隱形眼鏡，2009 年 3 月 17 。 

    http://www.eyeglasses.com.tw/index.html 

 


	Microsoft Word - 嬌生隱形眼鏡之展覽行銷計劃書-段立如老師.doc1
	Microsoft Word - 嬌生隱形眼鏡之展覽行銷計劃書-段立如老師.doc2
	Microsoft Word - 嬌生隱形眼鏡之展覽行銷計劃書-段立如老師.doc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