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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網路歷史性的一刻是在「2000 年 11 月 9 日，當時全球最大入口網站雅虎宣布

併購台灣最大的入口網站奇摩站。｣(杜英宗，2015)Yahoo 所提供的服務相當的多，

像是資訊，社群通訊，消費與娛樂等等，這些都是使用者常用的功能，由於連線

方便，購物只需要按一個鍵，就能直接購物，因此許多消費者喜歡直接在 Yahoo

的網頁上進行查詢與購物。 

 

Yahoo 利用兩個合併案擴展新市場，以此達到台灣市場的龍頭寶座。Yahoo 從

以前開始就為我們的生活帶來許多便利，不管是要查資料或網購，都可以在網站

上解決，甚至成為每人都會使用的網站入口。Yahoo 在近年來新增了許多功能，除

了原有的內部信箱，還新增了可以即時通話與免登密碼，只需確認身分便可以直

接進入的功能。但是，最近幾年 Google 快速的崛起，Google 近年來使用率超高的

YouTube，與搜尋範圍極廣的搜尋引擎等等，在使用者常用功能，讓 Yahoo 的龍頭

寶座開始動搖，究竟在 Google 與 Yahoo 進行比較時，哪一個會受到較高的青睞？

這些功能是否會讓它成為全球最大網站王國的霸主？消費者又會對哪個網站的使

用程度比較高呢？這些問題引發出本組進行此篇小論文之探討。 

 

二、研究目的 

 

(一) 探討「YAHOO｣、「Google｣的品牌及歷史。 

(二) 針對「YAHOO｣、「Google｣進行 SWOT 分析。 

(三) 針對「YAHOO｣與「Google｣進行共同功能比較。 

(四) 以問卷分析法，分析一般大眾對於兩大網站的觀點與想法。 

(五) 比較 Yahoo 與 Google 的危機處理方式。 

 

三、研究方法 

 

(一) 文獻分析法 

(二) 問卷調查法 

 

四、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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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研究流程圖( 來源：研究者自製 ) 

壹、正文 

 

一、Yahoo 的品牌及歷史 

 

(一) Yahoo 名稱的起源 

 

現在我們所常見的 Yahoo 奇摩網站，已是使用頻率極高的入口網站，然而

最早「Yahoo!的兩位創始人大衛•費羅(David Filo) 和楊致遠(Jerry Yang)，於 1994

年建立了自己的網絡指南信息庫。｣( 維基百科全書， 2016 )，而在當年四月起，

兩位的創辦人改了名字，這個名字就是我們現在所使用的網路平台「Yahoo!」 

 

(二) Yahoo 的創立過程 

 

在剛開始時，「大衛•費羅和楊致遠所創造的「傑瑞的網路指南」，最早是

網站的資訊索引，是一個可訂製的資料庫。｣(維基百科全書， 2016)這項發明

正好幫助了許多剛開始使用網際網路用戶，漸漸的「傑瑞的網路指南」開發了

可客製的軟體，讓用戶們更能快速地尋找、儲存用戶們在網站上所查詢到的資

料，漸漸的大家就越來越習慣這帶給大家便利的網路平台。 

 

(三) Yahoo 的發展與事蹟 

表一：Yahoo 的重要發展 

1994 年 1 月 創建了一個名為「傑瑞的網路指南」的網站。 

1994 年 4 月 「傑瑞的網路指南」更名為「Yahoo!」 

2001 年 10 月 雅虎台灣收購奇摩站，兩站合併為 Yahoo!奇摩 

2006 年 12 月 13 日 Yahoo!奇摩宣布收購無名小站 

2012 年 5 月 24 日 雅虎發布了自己的瀏覽器：Yahoo! Axis 

2013 年 3 月 25 日 雅虎收購了應用程式「Summly」 

2013 年 5 月 20 日 雅虎正式宣布收購 Tumblr 

2013 年 7 月 1 日 雅虎收購開發運動遊戲程式公司 BIGNOGGINS 

2013 年 11 月 12 日 雅虎現金收購全球最大的影音廣告交易平台 BrightRoll 

2015 年 1 月 28 日 雅虎將成立一間名為 SpinCo 的獨立公司 

2016 年 7 月 25 日 Verizon 宣布收購雅虎網路搜尋、電郵、即時通訊等業務，包括

雅虎部分房地產 

2016 年 7 月 26 日 雅虎剩餘的資產，將更名為「Remain Co」，是一個沒有網路實際

業務的空殼公司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4%A1%E5%90%8D%E5%B0%8F%E7%AB%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Yahoo!_Axis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Summly&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Tumblr
https://zh.wikipedia.org/wiki/Veriz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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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9 月 23 日 Yahoo 爆發最大規模的駭客入侵事件，近五億使用者個資洩漏 

來源：維基百科全書 

由上述這個表格(表一)的內容來說，分成許多年份來舉例這些資料，從 1994

年到 2016 年這段期發生的事情，一個從資料庫的網頁慢慢變成了網站的公司，經

歷了二十幾年的轉變，在段期間中不斷的更新、改變，除了最近的 2016 年所發生

的駭客侵入事件外，在某次的訪問「Yahoo 的副總裁 Jeff Bonforte，曾提到 Stamos 

主張點對點加密，從 Yahoo 出去和進來的連線都要加密。Bonforte 反對這麼做，

因為不能發展新服務。」(陳瑞霖，2016) ，由此可知，在意見上兩人持有不同看

法，這也導致政策無法如期舉行，但假如雙方都有互相聽取意見，這間公司基本

上會是一間潛力極大的公司。 

 

二、Google 的品牌及歷史 

 

(一) Google 的建立 

 

    現在大眾所耳熟能詳的「Google」，在經過我們調查的 200 份問卷裡，大多使

用者都是偏向把「Google」設為首頁(詳細請看圖四)，而「Google」最初的起源是

「在 1996 年 1 月，加州史丹佛大學理學博士生的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布林，最

初，他們將這個搜尋引擎命名為「BackRub」，最後改為「Google」。」(維基百科全

書， 2016)。 

 

(二) Google 的網頁成長 

 

    在現代化的生活中，幾乎只要一開啟瀏覽器最常會看到就是「Google」和

「Yahoo」這兩大網路平台，而「Google」成長是大眾有目共睹的，而新聞所播報

的「Google」總公司在美國矽谷，而「2000 年，Google 開始以出售搜尋關鍵詞的廣

告，為了保持頁面簡潔的設計，提高搜尋速度，廣告只會以基於文字的形式出現。」 

(維基百科全書， 2016) ，所以現在使用的「Google」平台，就是只有一個收尋引

擎，讓使用者在使用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三) Google 的發展與事蹟 

表二：Google 重要發展經歷 

1996 年 1 月 加州史丹佛大學理學博士生的賴利•佩吉和謝爾蓋將這個搜尋

引擎命名為「BackRub」，直到後來改為「Google」 

1997 年 9 月 15 日 兩人註冊了 Google 域名 

1998 年 9 月 4 日 佩吉和布林在加州門洛帕克一位朋友家的車庫內建立了

Google 公司，最初 Google 以私營公司的形式創立，目的是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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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並管理網際網路搜尋引擎「Google 搜尋」。 

1998 年 8 月 Sun Microsystems 的聯合創始人安迪·貝托爾斯海姆給了兩人一

張十萬美元的支票來用於搜尋引擎的開發和營運，當時 Google

公司還尚未成立。 

2003 年 Overture Services 被雅虎收購，並被改名為雅虎搜尋行銷。最

終，雅虎與 Google 在庭外達成和解：Google 用普通股股份換

取此專利的永久授權。 

2001 年 Google 獲得了 PageRank 的專利權 

自 2001 年始 Google 已收購了許多企業，其中尤以小型風投公司為主。 

2004 年 8 月 19 日 Google 進行了首次公開募股，公司發行了 19,605,052 份每股價

值 85 美元的股票。 

2008 年 9 月 2 日 ，Google 推出在 Windows 上 Beta 版的 Google Chrome， 

2015 年 8 月 10 日 Google 宣布要組織重整為控股公司 Alphabet， 

2007 年初 華爾街甚至出現 Google 股價上看 600 美元的論調，1 月初更一

度衝破 470 美元。 

2017 年 1 月初 Google 的市值首度超越了 Amazon、eBay、Yahoo 的市值總和，

竟高達 1,314.9 億美元！以搜尋引擎為主的 Google，為網路發

展寫下了另一頁傳奇 

  來源：維基百科全書：Google。(2016)、網路新霸主：Google 傳奇(2006) 

 

    從上述資料(表二)中我們可以得知，「Google」要成為現在知名美國科技企業大

廠，從私營的公司到股票公司上市，是非常不容易的，而「Google」所含括的範圍

包含網際網路搜尋、雲端運算、廣告技術等領域，開發並提供大量基於網際網路

的產品與服務，這也不難想像為何「Google」能夠成為新一代的網路霸主。 

 

(四)Yahoo 的 SWOT 分析 

表三: Yahoo 的 SWOT 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內部 

 

1. Yahoo 與奇摩結合 

2. 設置購物商城增加收入 

3. 擴大經濟規模，增加新資源 

4. 擁有多樣化營收，增加自身收入 

 

1.在搜尋結果中，不相關資料的比例很高 

2.積極併購其他企業，導致自身功能無      

法即時更新 

外部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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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興奇科技合作推出「Yahoo 奇摩

購物中心｣ 

2.民眾漸漸開始以網路購物為主 

3.使用者逐漸增加網路使用率 

 

1. Google 的搜尋功能比 Yahoo 的功能強 

2.其他網站市占率逐漸升高 

3.類似網站的競爭者逐年增加 

4.Yahoo 被駭客入侵，導致客戶個資外洩 

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由上述這個表格(表三)的內容來說，我們在進行 SWOT 分析時，找了許多 Yahoo

和 Google 相關的資料，在這些資料中本組挑了幾個選項來做參考，並加以分類寫

出它們各項的比較與差異，上述四項的優缺點讓人知道Yahoo和Google的正確性，

使他們比較容易知道兩個網站的 SWOT 分析資料。我們用這個分析表可以讓群眾

們知道 Yahoo 與 Google 的經營規模，最後來探討這些問題。 

 

 (五)Google 的 SWOT 分析 

表四：Google 的 SWOT 分析表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內

部 

 

1.使用者認為 Google 的搜尋速度與資料完整性

精準 

2.收購 Youtube 讓使用者快速增加 

3.開放式領導使得員工更能發揮出自我發展潛

力 

4.各項專業研發人員眾多，讓 Google 不斷推出新

產品 

5. Google 併購許多小型公司，以增長自身能力 

 

1.Google 大部分的收迎來自廣告

收入，只有少部份是非廣告 

2.Yahoo比Google擁有更多的電子

商務領域 

3.Google 有多位高級主管紛紛跳

槽至 Facebook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外

部 

 

1.網路使用者眾多，Google 出售關鍵字增加自身

收益 

2.網路使用者更加依賴使用網路服務，這樣可蘊

含更多的商機 

3.企業與內部網路市場發展快速 

 

1.Google 遭受到 Overture Services

廣告技術專利侵權的指控 

2.全新的搜尋技術快速產生，使得

競爭者快速增加 

3.多個新興網站的市占率增加 

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由上述這個表格(表四)的內容來說，在調查 Google 的 SWOT 資料中，發現

Google 曾經收購了一些功能軟體，增加許多新功能來開發市場，而且技術每年都

更新，讓使用者再用這些功能，讓他們可以快速的使用，也有許多家公司合併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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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使技術有進步的空間。 

 

(六)YAHOO 與 Google 進行共同功能比較 

表五：Yahoo 和 Google 的共同功能比較表 

 Yahoo Google 

信箱 Yahoo！奇摩信箱 Google mail 

翻譯 Yahoo！奇摩字典 Google 翻譯 

新聞 Yahoo！奇摩新聞 Google 新聞 

搜尋引擎 Yahoo！奇摩 Google 

影音 Yahoo！TV Google 影片 

雲端硬碟 Flickr Google 雲端硬碟 

來源：本組自行整理 

 由上述的表格內容來說，Yahoo 與 Google 在各項功能之間的差異，而這六項

表格分析元素，是經由使用者們最常使用的功能來撰寫，除了上述所提到的這六

項之外，他們還有很多的功能可供使用，只是使用者們較少使用，或是並無發掘

新功能並使用它們。 

 

三、問卷分析 

 

    本次的問卷調查是以本校學生為調查對象，本次受訪總樣本數為 200 份問卷，

經過篩選後，10 份為無效問卷，190 份為有效問卷，問卷回收率為 95％。 

圖二：男女比例圖                       圖三：年齡圖 

 

從（圖二）、（圖三）可知，此問卷的比例較偏向於女性的看法佔 55％，並且

填寫此問卷的人大多都屬於高三生較多。 

 

使用者最常設的首頁 

圖四：使用者最常設的首頁 

男女比例圖 年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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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四）可知，使用者最常使用的是 Google 它所佔比例為 85％，緊接著是

Yahoo 所佔比例為 15％，其他像是 Pchome、Baidu 百度和其他較少人選擇因為在

調查中無人選擇，結果為 0％。 

 

將 Google 設為首頁的原因 

 

圖五：將 Google 設為首頁的原因 

由（圖五）可知，大多數使用者選擇使用 Google 的主要原因，多數為使用習

慣所佔 31％或是因為簡單明瞭所佔 17％，資料比較多而選擇所佔 15％。少部分的

人則是資料比較實用 11％或是資料準確所佔和原廠功能設定都是 9％，最少人選

擇功能較多 8％這個選項。 

 

不會將其它網站設為首頁的原因 

圖六：不會將其他網站設為首頁的原因 

 

由（圖六）可知，使用者不會選擇其他網站的原因，多數為網頁使用不便以

及廣告太多所佔比例都是為 21％，所導致使用者在使用上覺得麻煩，又或是網頁

排版太過複雜所佔 18％，有彈跳是廣告佔 17％，資料繁雜佔 9％，最少人選擇的

分別為其他 8％和資料有誤 6％，造成使用者不愛使用。 

 

Yahoo 被最常使用的功能 

 

圖七：Yahoo 被最常使用的功能 

 

由（圖七）可得知，大多數人最常使用的 Yahoo 功能是信箱，因為 Yahoo 信

箱在早期時，是許多人用來聊 MSN、註冊無名小站紀錄每一天心情主要工具，所

以自然而然的使用到現在。。自上圖顯示信箱所佔比例為最多的 30％，搜尋引擎

為 19％，新聞為 13％，拍賣網和商城都是 9％，最少的分別為翻譯 8％和購物中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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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hoo 功能需要被改變 

圖八：Yahoo 功能需要被改變 

 

由（圖八）可知，多數使用者認為搜尋引擎 25％與翻譯 22％這兩項是最需要

改變的。而信箱所佔比例為 14％，新聞 10％，商城 9％，其他 8％，而最少的兩項

分別為拍賣網 7％和購物中心 5％。原因是，時常在翻譯時常常會有單字不準確或

是無法整句翻譯與文法錯誤等常見問題出現。另外，搜尋引擎方面則是查詢出的

資料過於繁雜，但是所需要的正確資料又太少，與排版太過紊亂導致使用者在使

用上不好使用。 

Google 最常被使用的功能 

 
圖九：Google 最常被使用的功能 

 

由（圖九）可知，Google 最常被使用的功能，搜尋引擎 25％、信箱 22％和翻

譯 20％是統計圖中最為接近的三項，也讓我們知道，Google 這三項功能，已經成

為大多數使用者最常使用的功能。接下來為地圖 10％，雲端硬碟 9％，影片 7％，

新聞 4％，和最少的兩項其他 2％和即時通訊 1％。 

 

搜尋引擎最常被使用 

 

原因 

 

  圖十：搜尋引擎最常被使用     圖十一：搜尋引擎最常被使用原因 

 

由（圖十）可知，在搜尋引擎這項功能中，大多使用者的偏好以選擇為 Google

網站 85％，這也表示使用 Google 網站的搜尋引擎的使用者，大過於 Yahoo 網站 15

％的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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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圖十）、（圖十一）而由左圖來判斷佔較多部分的兩大原因「及時找的到

資料」37％和「因設為首頁」21％，可由統計圖可知，這兩項原因，是大多數的

人都選擇 Google 搜尋引擎的關鍵。接下來為資料較不會有偏差 17％和不會跑出跟

查詢無關的資料 13％和可以提出問題，鄉民會回答 6％，最少的為其他 5％和不會

洩漏 cookie，不記錄 IP 位置 1％。 

 

信箱最常被使用 信箱最常被使用的原因 

   圖十二：信箱最常被使用     圖十三：信箱最常被使用的原因 

 

由（圖十二）可知，在信箱方面的使用者是多偏向選擇 Google 的 69％，而少

部分的人選擇 31％。由（圖十二）、（圖十三）可知，在信箱使用習慣上 52％佔超

過一半以上的比例，由此可知習慣可能是使用者在選擇上的依據，而不易收到垃

圾郵件 15％，夾帶檔案較大 11％，因經營社群網站所需要 8％，病毒較不易侵入 7

％，其他 6％和佔最少的可在信箱中聊天佔 1％。 

 

參、結論  

 

一、 關於 Yahoo 與 Google 比較心得 

 

(一)  軟體開發者也是人，在研發新技術時，也可能出現失誤，沒有百分之百安全

的軟體，只有不斷的更新才能將錯誤降到最低。以不同的角度觀察以不同的角

度觀察兩個網站會發現其實兩個網站都不錯，只是在危機處理上 Yahoo 做的不

好，在意外發生時沒有處理適當，讓使用者對他的信心大減，雖然使用者個資

被盜事件並無直接衝擊到台灣，但對於台灣的使用者來說，無疑是一種不信任

此網站的想法。 

 

(二)  雖然從資料中得知使用者在使用上是偏向 Google，但是還是有部分使用者繼

續使用 Yahoo 的功能，我們認為這是一個好的開始，這說明 Yahoo 若是繼續開

發新技術，與定期更新產品的不足，也許有天它能回到早期的龍頭位置。 

 



決戰時刻-e 世界龍頭爭霸戰 

 10  

(三)  總結資料可得知，使用者希望 Yahoo 能針對搜尋引擎、信箱與翻譯加以改變，

雖然現在已被 Verizon 收購許多事業，但是如果 Verizon 能改進這幾點或許使用

者會更加喜歡使用這些功能。 

 

二、結語 

 

「Yahoo 在台灣一直苦於無法取得台灣網路領先地位，當時台灣已有蕃薯藤、 

PC Home 等等入口網站｣(台灣入口網站本地化經營策略之研究ｰ以 Yahoo!奇摩為

例，96 年 6 月 11 日)，從上面的問卷可發現，Yahoo 與 Google 之間明顯是 Google

比較受使用者親睞，但是 Yahoo 仍有自己的優點，像是在新聞方面，大眾常看的

是 Yahoo 新聞，而非 Google 新聞。我們認為 Google 能超越 Yahoo 的關鍵在於，他

擁有良好的管理體系與新技術的研發有很大的關係。由上述的資料可發現，使用

者都偏向使用 Google 功能，雖然多數人的理由是因使用習慣或是網頁簡單明瞭而

選擇，但對於後者我們認為是很主要的原因。經過調查使用者多數認為網站使用

不方便與首頁廣告太多太繁雜為他們不選擇其他網站的主因，使用者最常使用

Google 的內部功能分別為搜尋引擎、信箱和翻譯，其中由反問得知的結果，多數

的使用者是因 Yahoo 信箱個資可能外洩才開始轉而使用 Google 的信箱，所以只要

Yahoo 即時性的作出處理，也許有一天它能恢復早期台灣網頁霸主的寶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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