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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全球網際網路熱潮，以網際網路為媒介之電子商務(ElectronicCommerce)

正以虛擬通路形式快速發展中，有別於以往傳統通路，電子商務帶來的是新興

的電子零售商店(e-tailing)與網路購物(e-shopping)等課題，夾帶著打破時空優勢
與成本優勢等特點，讓網路消費者行為成為新興的熱門研究課題。對許多進行

電子商務交易的企業而言，面臨強大的競爭與生存壓力，此時，必須瞭解與滿

足顧客需求、創造顧客價值，進而提升顧客忠誠度與滿意度，是電子商店發展

顧客關係管理的重要關鍵。 
本研究試圖從電子商務交易中之顧客價值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探討其與顧

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的關係。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我們嘗試探討下列問題：  
1. 研究顧客在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後，對YAHOO！購物中心的認
知價值的構面為何? 

2. 研究顧客在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品質價值為何? 
3. 研究顧客在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成本價值為何? 
4. 研究顧客在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感受績效為何? 
5. 探討各類電子商務交易類型及顧客滿意度和忠誠度之間是否存有正向相關? 

本研究將蒐集的資料，以 Spss For Windows統計套裝軟體進行以下的統計

分析，以便利抽樣模式發放問卷，計發出 210份，無效問卷 5份，有效問卷 205
份。本研究針對曾經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者之抽樣問卷調查。 

本研究結果指出消費者的滿意度與顧客認知的品質價值、成本價值、與感

受績效部份有正面的影響關係，在消費者的忠誠度與品質價值、成本價值及滿

意度部份有正面影響關係。在基本資料分析中，降低成本方面，不同年齡、教育

程度、職業、每次購買金額、網路消費頻率及物流運送，部份存在差異，在購物

樂趣方面，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次購買金額及網路消費頻率，部份存

在差異，然後在整體滿意度及消費者忠誠度方面，不同年齡、職業、每次購買金

額及網路消費頻率，部份存在差異。 

 

 

 

關鍵字：顧客價值(customer value)、電子商務(electronic commerce)、顧客滿意度 

(customer satisfaction)、顧客忠誠度(customer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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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隨著網際網路的迅速發展，網路電子商務已經成為傳統行銷通路以外的一

個新興通路。再加上網路全年無休、成本低廉、以全球為市場的優勢，以及可

符合消費者的需求的特色，使得電子商務明顯的成為未來商業發展的主流，因

此國外廠商紛紛上網卡位，網路商業化已成為一股不可抵擋的趨勢，亦為企業

及顧客提供一種全新的交易模式—網路購物。 

由於網路使用者增加，使得越來越多的行業都選擇上網行銷，特別是服飾

、旅遊業、書店、音樂娛樂業等方面更是明顯。由於消費者逐漸接受網路消費

的管道，亦促使業者必須加入電子商務。 

本研究以 YAHOO！奇摩購物中心-女裝服飾為例，YAHOO！奇摩購物中心

係由興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家經營，其中之頁面內容、銷售及客戶服務皆由

興奇科技獨家提供。 

興奇科技經營在台灣大受網友歡迎的綜合型購物商城 (Shopping 

Mall)-Yahoo!奇摩購物中心以及星期壹購物網，每天有超過 60 萬網友瀏覽超過

800萬頁次。提供包含手機、相機、服裝、汽車、電腦、mp3、保養品、首飾、

鞋、百貨、軟體、DVD、LCD、NB、旅遊⋯等超過 6萬件精選商品供您選擇。 

興奇科技擁有 70位以上的商品開發人員，每天為您挖掘新鮮豐富的多元商

品，並提供優惠犀利的價格。此外，不時舉辦的各項精采好康活動，如主題促 

銷、節慶活動、信用卡活動、滿額大方送⋯等。並提供「集體殺價」、「競標」

等各種充滿樂趣的購買方式，都是您在其他購物網站找不到的購物樂趣。 

    兩年前，年營收不到八億元的興奇科技和 YAHOO！奇摩合作網路購物中心

， 2006 年營收已上看五十億元(曾如瑩，2006)。 

    2006 年最火紅的電子商務公司是誰？答案是興奇科技。 

興奇科技是 YAHOO！奇摩在電子商務 B2C（企業對個人交易）的合作夥

伴，兩年前，興奇年營收僅七億九千萬元，兩年後卻成長五倍，今年營收挑戰

五十億元，步步進逼今年營收六十億元的網購龍頭 PChome(曾如瑩，2006)。 

本研究會選擇 YAHOO！奇摩購中心的目的是因為興奇科技的營收成長快

速，步步進逼今年營收六十億元的網購龍頭 PChome。漂亮的數字，吸引日本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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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先驅 Jafco Asia，矽谷創投大老、橡子園合夥人林富元，以及宏創辦人之一的

黃少華，紛紛掏錢，以一股一百元的高價，參與 2006 年 7月興奇科技增資。 

興奇科技經營團隊從 1998 年就投入電子商務經營，不斷累積經驗，也頻頻

創造佳績。打造消費者便利的購物環境，是興奇科技一直秉持的經營方針。至 

今，興奇科技已有 200 位專業同仁，全心提供您更優質的網路購物服務。不斷

提供網友更多樣化的商品選擇及犀利的價格，並持續強化服務品質，也步步奠

定了消費者心目中「台灣電子商務第一品牌」的地位，成為主流及具高影響力

的零售通路之一。 

1.1研究背景 

網路購物飛速成長，過去兩年成長率分別達到 61％與 53％。資策會 MIC

產業分析師陳樺誼分析，網友網路使用經驗增加，以及金流與物流發展成熟，

是網路購物市場的最主要推手(陳樺誼 2006)。 

隨著網友對網路的倚賴度提高，大型網路購物業者，包括：PChome Online、

Yahoo！奇摩、EZ travel去年業績都呈現倍增，也吸引各路人馬投入。例如：國

內婦幼產業大廠麗嬰房，去年年底就宣布跨足網路購物市場，希望今年能做到 1

億元業績。 

  而既有的大型業者也動作頻頻。YAHOO！奇摩將原 YAHOO！購物 2 更名

為「YAHOO！購物中心」，原購物 1則轉型推出「購物通」。購物通裡聚集了 800

家網路商店，是全台第一個標榜有比較機制的網站，可以比商品、比商家及比

價格。「YAHOO！奇摩購物通」是一個集合了許多網路商店的購物頻道，提供

了上千種商品分類與商品搜尋系統，讓您可以依照喜好的瀏覽方式找到希望購

買的商品。「YAHOO！奇摩購物中心（購物 2）」是另外一項購物服務的類型，

相關的網頁設計、商品資訊、商品銷售、客戶服務與售後服務皆由興奇科技負

責與提供。簡單的說，在「YAHOO！奇摩購物通」您可以同時瀏覽與搜尋多家

網路商店所提供的商品，並且進行商品與商店的比較。而在「YAHOO！奇摩購

物中心（購物 2）」服務，您可以在一家精心規劃的網路商店中享受各項優惠活

動並且選購商品。 

  2005 年網路族從事網路購物比例達 82％，當紅商品包括：旅遊產品、服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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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品、美容保養、3C、書籍雜誌及票務。其中，旅遊產品獨佔鰲頭，約佔 62％。

資策會MIC預估，未來以女性商品最具成長潛力(陳樺誼，2006)。 

在 B2C 的網路世界中，「價值」依然是企業策略思考的核心本質，企業必

須創造商品組合價值，透過傳遞商品組合來滿足顧客，而消費者認知其價值，

就會進一步回饋給企業。 

網際網路並不會改變一切，網路企業最終還是要以創造價值來獲得主要的

利益，而不是依賴廣告收益，企業除了吸引新的顧客是不夠的，須設法把他們

留住。大多數行銷理論與實務多著重在吸引新顧客的技巧上，而不是重視維繫

現有的顧客，並進一步追求忠誠度。現今的網際網路應用已成為許多企業所面

臨的重要議題之一。  

1.2 研究目的 

在上述文獻探討中，可發現網際網路的普及，造就新知識經濟的來臨與電

子商務盛行的時代，網路購物的興起，帶動消費者網路購買熱潮。 

本研究主要是有鑒於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及上網人口的不斷增加，對人們

的生活造成許多革命性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莫過於為企業及顧客提供一

種全新的交易模式─網路購物。 

YAHOO！奇摩購物中心是全新經營模式的發展，對YAHOO！奇摩購物中

心而言，皆需要去找出適合網站經營的營運之道及獲利模式。網路購物成為重

要的網路消費平台。消費者具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對流行的感受度和接受度不

同，造成服裝的多樣需求和興趣；而服飾業者如何了解消費者穿衣和服飾購買

行為，對其制定有效的行銷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而YAHOO！購物中心-『女裝』

亦是如此。我們挑選YAHOO！購物中心以女裝做為研究對象，其目的是探討女

性對YAHOO！購物中心服飾的滿意度及忠誠度程度。 

本研究試圖從電子商務交易中之顧客價值的觀點出發，進一步探討其與顧

客滿意度及顧客忠誠度的關係。 

根據上述研究目的，我們嘗試探討下列問題：  

1. 研究顧客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後，對 YAHOO！購物中心的認 

知價值的構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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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顧客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品質價值為何? 

3. 研究顧客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成本價值為何? 

4. 研究顧客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感受績效為何? 

5. 探討各類電子商務交易類型及顧客滿意度和忠誠度之間是否存有正向相關? 

1.3 研究動機 

現代的人時間愈來愈忙碌，常常為了工作忙碌到如何給自己一個正當的休

閒娛樂的時間都沒有！也常常因為工作忙碌；沒辦法擠出一點時間來讓自己好

好休息。而現代的女性也更是忙碌！常常要身兼數職。平時要當忙碌的上班族

一下班又要當標準的家庭主婦，又或者是像現在在座的夜校生一樣早上要上班

，一下班又像趕場似的馬上跑來學校上夜校的課。也因為現代女性忙碌的人數

愈來愈多，常常為了忙碌而忘記如何有時間好好的去休閒好好的做女性最喜歡

做的事！那就是 Shopping！ 

但是，現在不一樣了。自從 YAHOO！推出的購物中心網站給現代忙碌的人

們及無法滿足外出購物的現代人給予方便購物的網站，在家也可以透過網際網

路的即時、快速、無地理限制的媒體特性來購物，來解決現代人忙碌無法外出

Shopping 的遺憾！在許多方面，企業都能夠提供顧客良好的購買比較環境，降

低了交易成本，減少了資訊不對稱的情形發生。 

虛擬市場的交易持續成長，YAHOO！奇摩電子商務事業部協理洪小玲表示，網

路購物之女性服飾持續熱潮，2005 年光是女性服飾類的線上交易金額就成長 45%，

2006 年線上商品數超過 120萬件，占網路銷售商品的 35%，較 2005 年同期成長四

成，若以 2006 年前兩月與去年相較，買賣家人數成長也超過四成(洪小玲，2006)。 

台灣已由經濟部主導成立了電子商業協盟，目的在於統合電子商業整體架

構，其中的成員將包括金融單位、電子商店、物流業者、資訊技術提供業者、

行銷廣告業者等，大家都期待能夠在電子網路交易的領域中跟上世界的潮流。

也因為愈來愈多的人已經要依靠電子商務市場上網至購物中心購物；所以網際

網路上的購物中心的未來趨勢也趨向於不可限量。有此可知，電子商務將是下

一個世紀的明日之星，「秀才不出門，能知天下事」已不稀奇，「秀才不出門

，能買天下物」的日子即將來臨！ 



 

- 5 - 

1.4 消費者在 YAHOO購物中心購物流程 

搞不懂如何使用網路購物，或您總認為網路購物很麻煩?只要跟著以下簡單

四步驟如圖 1-1 所示，您就可以簡單輕鬆的在家中等待貨品送上門。以下資料

來源：YAHOO購物中心。 

 

 

 

 

 

 

 

 

▲圖 1-1網路購物四步驟 

STEP.1 選購商品  

在這裡購物就如同來到一個綜合性的購物商城(Shopping Mall)，提供了包含

3C、MP3、美妝、服飾、手錶、居家、百貨⋯.等數萬個商品供您選購，如果您

不知要如何挑選商品，建議您可以從分類開始，尋找適合您的商品如圖 1-2 所

示。若您已知道您要找的東西，您可以直接利用搜尋的方式，找到該樣商品如

圖 1-3所示。 

 

 

 

 

 

 

 

 

▲圖 1-2  選購商品-分類、尋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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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選購商品-搜尋 

 

STEP.2 靈活付款方式  

以下提供給您多樣的付款方式，讓你輕鬆選擇，購物無壓力如圖 1-4所示。 

 

 

 

 

 

 

 

 

 

 

 

▲圖 1-4  付款方式 

STEP.3 填寫資料  

當您選擇好了付款方式，系統會自動帶您進行填寫資料頁，請正確填寫您

的收貨地址跟聯絡電話如圖 1-5所示，這樣您才會在送貨的期限內收到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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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填寫收貨地址跟聯絡電話 

STEP.4 訂購完成 

當您已填寫完成訂購單後，系統會帶您到訂購完成頁，同時也會寄一封訂

購完成通知信到您的信箱，您可以到訂單查詢，查詢該筆訂單的處理情形如圖

1-6所示。 

 

 

 

 
 

 

 

 

 

 

▲圖 1-6  訂單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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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與本研究相關之文獻，可區分為五部份：一、電子商務：電子商務定義、 

歷史發展及商業模式；二、顧客價值：顧客價值定義、電子商務之顧客價值及

消費者價值模型；三、顧客滿意度：顧客滿意定義；四、忠誠度：忠誠度定義

及滿意度與忠誠度之相關；五、顧客價值、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關係：顧客價值

與滿意度的關係及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的影響關係，以下分別探討之。 

2.1 電子商務 

探討電子商務部分，本節先探討「電子商務」定義及回顧電子商務發展，

與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2.1.1 電子商務定義 

一般而言，電子商務並沒有一致性的定義，電子商務乃整合網路通訊資料

庫及安全防護等新技術，以支援商業流程(Business Process)及提供商品(Good)與

服務(Service)線上的資訊傳輸、交易與支付。廣義來說，任何經由電子交換的各

式經濟商業行為都可以視為是『電子商務』(Wigand，1997)。而狹義的定義則是

經由網路買賣資訊、產品和服務(Cappel & Myerscough，1997)。 

廣義的電子商務，是一種現代化企業的經營模式，企業可以使用電腦網路

科技，改善產品與服務品質，並且加速服務傳達速度也可節省成本(Kalalota & 

Winston，1997)。 

電子商務會如此普及，主要是因為對買方有三點主要利益(Kotler，1998)： 

1. 便利性：24 小時全年無休的交易，減少交通的往返，不受到時空約束。 

2. 比較性：買方蒐集資料容易，資訊獲得快速，方便比較不同賣方的價格、品

質、功能及效力等。 

3. 更少的噪音：線上買方不用將自己暴露在被說服或影響的情境下。 

2.1.2 電子商務歷史發展 

電子商務的歷史可以劃分為兩個時期，第一代電子商務是一個爆炸性成的

成長時期，從1995年首次廣泛地使用Web來宣傳產品開始，到2000年dot.com公

司的股票開始崩盤結束；第二代電子商務開始於2001年，其電子商務在在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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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其資產和整合(Laudon & Traver，2002)。表2-1為第一代與第二代電子商務

主要不同點。 

▼表2-1 第一代與第二代電子商務主要不同點 

第一代電子商務  第二代電子商務 

技術導向  商業導向 

著重於收入成長 著重於獲利 

創投資金進行融資  傳統融資方式 

未受管理 強力的法令與管理 

創業者 大型傳統公司 

無仲介化  加強仲介的重要 

完全的市場  不完全市場，存在品牌與網路效應

純粹線上策略 混合式(clicks and bricks)模式 

搶先者優勢 政策跟隨者見長 

資料來源：(Laudon & Traver，2002) 

2.1.3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 

依據交易對象的不同，(Kalalota ＆ Whinston，1997)歸納出電子商務的模

式為：B2B、B2C、C2C；商業經營模式區分則有以下六種：仲介型、社群型、

顧客代理型、市場拍賣型、賣方代理型、原廠直銷型。商業模式整理於表 2-2。

▼表 2-2  電子商務商業模式比較 

    型態 

特色 
B2B B2C C2C 

商品來源 企業 企業 個人 

商業模式 直銷商/仲介商 直銷商/仲介商 仲介商 

賣方動機 降低成本、提高效率 增加銷售管理、降低成本 找到買方、高價賣出

買方動機 降低成本、提高效率 低價買入、提高交易機率 投機、低價買、娛樂

代表網站 C o m m e r c e  Yahoo購物中心 Yahoo拍賣 

資料來源：(Kalalota ＆ Whinston，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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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Kalalota & Whinston，1997)，B2B就是 Business to Business企業對企

業之間交易的簡稱，主要是針對企業內部以及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資訊整合。在

過去企業內部的作業流程大多依賴人工處理，如今透過網路的聯繫，企業間網

路更可以結合產業的上、中、下游廠商，達到供應鏈的整合，因此透過 B2B的

商業模式，不僅可以簡化企業內部資訊流通的成本，更可使企業與企業之間的

交易流程更快速，更減少成本的耗損；B2C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企業對消

費者的交易，意指企業透過網路，提供客戶各種交易與服務。客戶利用電腦或

其他上網工具連上網際網路後可以取得各式各樣的線上即時服務，包括商品型

錄查詢、產品支援、即時財金資訊報導、線上訂貨等等。 

  所謂 C2C就是 Customer to Customer消費者對消費者的交易，即消費者本

身提供服務或產品給消費者，此類網站由於非企業對消費者，而是由提供服務

的消費者與需求服務的消費者私下達成交易的方式，拍賣網站是以提供仲介

(intermediary)的環境與平臺，以促使雙方交易。而 YAHOO！奇摩拍賣是屬於

C2C形式的拍賣網站，主要在建構消費者間互動的網路拍賣市場(許乾訓，2004)。 

  本研究的研究興趣在網路購物的消費者，根據文獻，本研究將網路購物與

網路拍賣購物視為不同的電子商務商業模式，網路購物屬於 B2C，而網路拍賣

購物屬於 C2C模式，這樣的區分，可以排除使用網際網路為購物方式可是並非

使用拍賣網站通路的消費者。 

2.2 顧客價值 

隨著商業環境的變遷，包括全球化趨勢、資訊科技高度運用，以及消費意

識抬頭等，企業的經營理念與方式日新月異，而「顧客價值」、「市場導向」

等觀念已廣為企業接受並奉為圭臬。 

2.2.1 顧客價值定義 

顧客價值廣義的被定義為「顧客評估在整體的服務過程中付出了什麼與得

到了什麼」，顧客價值在購買的決策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顧客價值是購買

決定與服務品質的直接反應與結果(Parasuraman et al.，1988)。顧客價值是產品

或服務品質與貨幣成本間的一種互換(Dodds & Mornoe & Grewal，1991)。

(Woodurff，1977)發展出一個顧客價值體系模型，說明顧客價值是一個包含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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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目標、結果與消費態度的結構，顧客價值存在於每個消費者的預期-不確定過

程中。 

顧客價值與消費者的喜好或選擇有直接的關連，顧客價值越高，消費者對

於產品的購買意願或喜好程度也會同樣的提高(Monroe & William，1985)。將實

際價格作為知覺品質與知覺犧牲的一個指標，實際價格與知覺品質和知覺犧性

間有正向的關係；而顧客價值為知覺品質與知覺犧性的一種互換，當知覺品質

大於知覺犧性時，則與顧客價值有正向的關係；顧客價值越高則購買意願越大。 

由於不同的顧客對價值會有不同的看法，所以廣泛得出的價值中並無法清

楚地了解各項價值所產生的關連性，因此使用焦點價值思考(Value-focused 

thingking)的概念來瞭解將是較佳的策略，(Keeney，1999)運用此方法於電子商

務之顧客價值研究中，透過顧客訪談方式，瞭解不同顧客之「價值主張」(Value 

Proposition)。 

2.2.2 電子商務之顧客價值 

電子商務中的價值被(Keeney，1999)定義為：「每位顧客購物時所需花費的

成本(時間、金錢等)及購物後所獲得的利益(實體物品的取得、心靈滿足等)之淨

價值」。其透過訪問一百多位受訪者對於電子商務的價值主張(包含各種電子商

品、活動)，將顧客在電子商務中最基本之需求加以分類與歸納。其定義說明如下： 

1. 增加產品品質：係指「增加產品的價值」、「產品的一致性」以及「能夠提

供最好的產品」。 

2. 降低成本：係指「減少產品成本」、「減少賦稅成本」、「減少運送成本」

以及「減少網際網路使用時間」。 

3. 減少獲得產品的時間：係指「減少送貨時間」、「減少運裝時間」、「減少

派遣時間」。  

4. 增加便利性：係指「增加購買上的便利性」、「使購物更具彈性」、「提升

售後服務的品質」、「確保回收程序簡單」、「減少購物上精力的耗損」、

「減少口角」以及「能夠簡單的找尋產品」。 

5. 減少時間的花費：係指「減少購買的時間」、「減少購物程序上的花費時間」、

「減少付款的時間」、「減少查詢的時間」、「減少找尋產品的時間」、「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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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通訊的時間」、「減少搜尋的時間」、「減少訂貨的時間」、「減少資料

搜尋的時間」以及「減少選擇產品的時間」。 

6. 增加隱私性：係指「避免自己成為電子郵件清單(electronic mailing lists)」。 

7. 增加購物樂趣：係指「使購物更符合一般的方式」、「使消費者減少擔憂」、

「可鼓舞顧客」、「可增強消費者的購買力」、「減少消費者遺憾」、「減 

少消費者的失望」、「增加顧客的信心」以及「減少作出被迫的選擇」。 

8. 增加安全性：係指「增加安全性」以及「減少產品使用上的風險」。 

另外(Oliver，1999)所提出之消費者價值定義當作消費者認知價值的概念，

把(Keeney，1999)所提之顧客價值種類當作變數，針對電子商務的消費價值提出

以下分類，其分類如下： 

1. 品質價值：定義為「網路商店給予消費者提供的商品，能符合消費者對其品

質的要求」，如：Keeney 所分類的「產品品質」。 

2. 成本價值：定義為「消費者從網路商店購物時，可以提升產品與服務的效用，

而非產品的價格」，如：Keeney 所分類的「消費者購物所花費時間」、「降

低成本」、「收到貨品時間」。 

3. 感受績效：定義為「消費者在網站消費後，會以某些準則來比較，並轉化內

心的愉快、感到划算」，如：Keeney 所分類的「隱私權」、「購物樂趣」、

「安全性」、「環境影響」以及「方便性」。 

創造顧客是企業獲取利潤的泉源，而持續性地吸引顧客上門並透過服務品

質與知覺價值建立顧客長期滿意及忠誠度，更是企業能夠永續成長的重要關

鍵。一般而言，「取得新顧客的費用比保有舊顧客的成本還要多出5倍」，所以

企業在致力於開發新顧客之餘，還必須思考如何促進舊顧客持續購買自身產

品。 

換個角度來說，並不是所有的顧客對公司的獲利都是具有貢獻的，誠如所

謂的 80/20法則(或者說是 Pareto法則，即 20%的顧客創造出企業 80%以上的利

潤)，企業是靠一群高利潤貢獻度的顧客所支撐，意即這群 20%的顧客為所謂的

具有獲利力之顧客(profitable customer)，因此如何維繫這群具獲利力的顧客其長

期忠誠度為企業成長過程所應考量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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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想標準 

感受績效 

犧牲 

品質價值

整體滿意度 

成本價值 

消費價值 擴充價值

滿意為基礎的價值 

所謂的具有獲利力的顧客是指能夠為公司持續提高收益的顧客，而此收益

必須能達到彌補公司成本以上的水準，而這些成本項目包括吸引、推銷與服務

顧客的費用。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說明在強調不斷的收益與成本的支出，而

非著重於某一特定交易活動的利潤，因此企業應該以長期性的觀點來估算服務

顧客的收益與成本，而與此一看法具有相關性的即為「顧客終身價值(customer 

lifetime value)」。 

2.2.3 消費者價值模型 

要做好「顧客忠誠度管理」的關鍵還是在於是否了解「顧客價值」，才有

可能讓顧客成為公司的「忠誠顧客」。學界對於如何有效了解顧客價值有頗多

研究，(Woodruff，1997)增加以歸納出：「顧客滿意度衡量、顧客價值判定法、

顧客價值導向的行銷資訊系統」等等。不過這些方法大多仍限於概念性推演，

或偏向資訊系統設計，即使真正要落實於產業實務中也可能所費不貲，相較之

下，(Oliver，1999)所提出的「消費者價值架構」似乎更切合實務界需要如圖2-1

所示。 

 

 

 

 

 

 

 

 

 

 

▲圖2-1 消費者價值架構 

資料來源：Oliver(1999) 

Oliver(1999)將消費者價值區分為「成本價值」、「品質價值」、與「感受

績效」三大構念，理想標準(Excellence criteria)與犠牲(Sacrifices)為顧客消費時績



 

- 14 - 

效指標，理想標準為顧客在購買產品時，心中以有對產品功能等判斷的標準，

因此消費者購買產品後會跟事前心中對產品品質標準做一個比較，其結果可以

用來判別顧客對產品品質的評價。並用來推導出成本價值。犠牲為顧客對其所

付出的有形與無形成本與得到的利益與好處的相比，其結果可用來顧客對其成

本價值的看法。感受績效是指顧客會拿一些準則來比較，而這些準則可能是外

部與內部的標準、或是成本、或是其他標準，比較後顧客的感受績效有可能轉

化成高與、算是很划算、或是一種效用，而感受績效也會進一步對顧客體認的

成本價值、品質價值有影響。整體滿意度是指消費者在其整個消費過程，對於

品質價值、感受績效、與成本價值考量下，所產生的消費者主觀的情感及日後

消費者再次消費的態度。消費後的反應，根據Oliver 在此說明可用忠誠度來衡

量。Oliver對其成本價值、品質價值、與感受績效說明如下： 

1. 成本價值(cost-based value): 指消費者實際感受到產品與服務的效用，而非產

品的成本，這種效用包括了可以用金錢來衡量的與非金錢可衡量的部分。 

2. 品質價值(qualitatively value)：指消費者認知此產品在類似產品中品質好壞的

順序，這種比較是一種名目尺度(ordinal)的比較。在消費者的心中會認知A產

品的品質比B產品來的好的評比(assessment)，例如說某甲從工作職場上退出

進入了學校的MBA就讀，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經過了評比，認為他畢業後的工

作會比目前的工作來的有發展。 

3. 感受績效(performance outcomes)：指消費者消費過後與其所犧牲(sacrifice)的

比較後所產生的感受。這是一種外顯式(explicit)的比較，也就是說消費者會

拿一些準則來比較，這個準則可能是一些內部/外部的標準、或是成本、或是

其他的準則。比較後消費者的感受績效可能會轉化成高興(pleasure)、或覺得

很划算(monetary value)、或只是一種效用(utility)。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本研究將Oliver消費者價值與(Keeney，1999)提出的顧

客價值分為三類，整理於表2-3中。在成本價值本研究採用(Willamson，1985)提

出的交易成本來做為劃分，所謂交易成本「在交易行為發生過程中，伴同產生

的資訊搜尋、條件談判(議價)且使市場機能的運作受到扭曲。」，品質價值的定

義是消費者在購物時，對其類似產品品質心中的順序，而產品品質的定義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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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質一致以及最好的產品，因此在本研究中將產品品質當成品質價值的變

數。在於感受績效中，因本實驗的對象為電子商店，而消費者對於網站的便利

性、穩私權、購物樂趣及安全性都是需要在網站完整消費過程中及消費後才能

體會，所以在此將此五個變數歸於感受績效構面中。(Jae-Nam et al ，2003)提出

顧客在於電子商務承諾價值與顧客滿意度之關係，將顧客承諾價值分為經濟價

值、產品價值、與社會心理價值，經濟價值包含降低成本、時間花費、與減少

收到貨品時間；產品價值包括產品品質；社會心理價值包含消費樂趣、與便利

性。 

▼表2-3  消費者價值 

Oliver消費價值 Keeney顧客價值 理論依據 

成本價值 降低成本 

購物所花費時間 

收到貨品時間 

(Willamson，1985) 

(Strader & Shaw，1997) 

(Jae-Nam & Shih-Ming et al，2003) 

品質價值 產品品質 (Jae-Nam,et al，2003) 

感受績效 便利性 

穩私權 

購物樂趣 

安全性 

(Jae-Nam,et al，2003) 

2.3 顧客滿意度 

企業經營唯一不變的原則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同時顧客滿意也會增加企

業獲益率(Kotler，1991)；企業經營中強調「顧客關係管理」，其目的是把顧客

當成資產一部份，並以顧客觀點來進行企業行銷，提高顧客滿意度。因顧客對

於產品或服務滿意很可能會有重複購買、接受同一品牌或企業其他產品；反之

當顧客對產生或服務不滿意時，可能會導致抱怨行為，而影響企業或品牌的形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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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顧客滿意度的定義 

顧客滿意之定義：簡單地說：只要是找出顧客的需要，然後滿足他就是『

顧客滿意』。更進一步地說：必須深入顧客的內心去找出對我們公司、產品、及

員工的期望，並且以最快、最直接、最符合顧客意願的作法，且比競爭者更早

去預先滿足顧客的需要。還要透過來自顧客角度的認知評估，不斷的持續改善

這個過程，以獲得顧客的信任，使他們成為終生顧客，進而達成共存共榮的目

標，就是『顧客滿意』。 

(Cardozo，1965)是最早提出顧客滿意度觀念的學者，他指出顧客滿意會增

加顧客再次購買的行為，且會購買其他的產品。 (Ostrom & Dawn，1995)認為，

「滿意/不滿意」是一項相對的判斷，它同時考慮一位顧客經由購買所獲得的品

質和利益，以及為達成此次購買所負擔的成本和努力。(Kotler，1995)認為顧客

滿意度是一個人所感覺的愉悅程度高低，是源自其對產品知覺績效和個人對產

品的期望，兩相比較後所形成的；也就是說，顧客滿意是知覺績效和期望的函

數。 

(Hunt，1977)認為「滿意度」包含是否具有滿足感，感到愉悅或不愉悅，預

期與績效的互相影響，購買消費經驗的評估，消費利益的衡量，以及實際消費

與預期結果的差異。因此，將滿意度定義為「實際消費感受是否如同預期」，

即是對於消費知覺的衡量。(Kotler，1997)指出「顧客滿意」為消費者比較服務

後的績效與預期績效之感覺，如果服務後的績效優於預期績效，則令消費者感

到愉悅；反之，則令消費者感到失望。 

2.4忠誠度 

消費者在擁有或使用某項產品後，會有情感與想法上的改變，進而根據此

次消費結果有所行動，當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感到滿意，則下次會有重複購買

的行為。顧客是否忠誠對於經營者而言是持續成功的關鍵。 

2.4.1忠誠度的定義 

在行消費者行為理論中，所謂的顧客忠誠乃是指有關消費者如何透過對某

種品牌的認知、試用、重複等過程，進而持續購買某一種品牌的產品或服務的

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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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coby & Kyner，1973)明確的定義顧客忠誠度的概念，其指出顧客忠誠是

一種偏好態度，會影響顧客在某一時間內產生持續重複購買的行為，並認為忠

誠度必須包含六種充分且必要的情況才可稱之為忠誠： 

1. 顧客忠誠度是偏執的，非隨機的 

2. 顧客忠誠度是行為回應(behavior response)，如再次購買。 

3. 顧客忠誠度是時間的表現  

4. 顧客忠誠度是由決策制定者所決定  

5. 顧客忠誠度是著眼於一個或多個品牌  

6. 顧客忠誠度是一種心理過程(決策制定、評價)的函數。 

另外，(Dick & Basu，1994)認為顧客忠誠度是「個人態度」與「再次惠顧」

兩者間關係的強度，而顧客滿意即是顧客個人態度的呈現。其進一步的提出，

若單純探討行為理論並不能完全解釋顧客忠誠度，必須還加入心理層面考量，

表示顧客忠誠度是消費者對某實體(品牌、服務、商店或賣主)的態度與購買行為

間的關係。(Oliver，1999)則將忠誠度定義為：儘管環境改變及競爭者在行銷上

的努力對於消費者的轉換行為具有潛在性的影響，但消費者仍願意付出一種高

度的承諾，並在未來再購買或再消費其喜好的商品或服務，而造成對同一個品

牌或是同一群品牌的重複性購買。 

依據(Parasuraman & Zeithml & Berry，1994)觀點，忠誠度為消費者是否有

再次購買的意圖及向周邊友人傳達口碑訊息的意願。 

(Oliver，1999)進一步的將顧客忠誠分成四個階段： 

1. 認知忠誠 (cognitive loyalty)：消費者在此階段的忠誠僅止於對於品牌的信

念，亦即相較於其他品牌，消費者較為偏好此品牌之屬性。認知忠誠主要是

由於消費者先前對於產品的知識或經驗所形成，其所重視的僅是產品所表現

之績效，很容易受到競爭者所影響。 

2. 情感忠誠 (affective loyalty)：在此階段中，消費者由於先前所累積之滿意使

用的經驗，產生對於此品牌的喜好態度。然而，情感忠誠仍易受到競爭者影

響，進而轉換其他品牌。 

3. 行為意向忠誠 (conative loyalty)：是由於先前對於此品牌之正向情感所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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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形成對於特定品牌之重複購買意圖的承諾。但是這種對於特定品牌的行為

意向忠誠，仍有可能不會進行重複購買的行為。 

4. 行動忠誠 (action loyalty)：消費者在前階段之行為意向在此階段會轉換為實際

的再購買行為，並克服可能阻礙其進行在購買行為之障礙。消費者若持續進

行再購買行為，會形成對於某些特定品牌之「行為慣性(action inertia)」，不

易受到其他競爭品牌之影響。 

另外，對於顧客忠誠度的分類上，(Jones & Sasser，1995)認為顧客忠誠度有

兩種，一種是「長期忠誠」，其為真正的顧客忠誠；另一種是「短期忠誠」，

當顧客發現有更好的選擇時，立即會更換目標。 

關於這些行為面的衡量方式學者(Smith，2001)亦曾提及。其認為某些網站

強調他們有上百萬的註冊顧客，並且認為這樣的成長證明了他們具有網路忠誠

度。但是，真正的網路忠誠度的衡量是在於再次上站的顧客以及這些顧客的互

動程度。因此，Smith 提出五個問題來衡量網路忠誠度： 

1. 顧客多常回來上你的網站？ 

2. 顧客花了多少時間在瀏覽你的網站？ 

3. 再次上站的顧客/只上過一次站的顧客比率有多少 

4. 顧客有回應或是交易嗎？ 

5. 他們有向朋友或是親戚推薦你的網站嗎？ 

至於態度面的忠誠度衡量則可直接應用在網路上，因為態度上的忠誠並不

會因為網際網路的關係而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會沿用上述的衡量購面，即「自

我認知忠誠」與「轉換至競爭者的容忍能力」。 

2.4.2滿意度與忠誠度之相關 

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間的關係是一種非線性的相關與不對稱關係

(Bowen & Chen，2001)。(Reichheld & Sasser，1990)認為提高消費者滿意度，可

使顧客在未來的忠誠度增加，進而再次提高消費意願的方式。(Kotler，1991)認

為顧客在購買產品或服務後，心理會有某種程度的滿意或不滿意，若顧客感覺

滿意將會有較高的再購意願。以上各研究明確記載，滿意度與忠誠度的重要性上

有強烈支援兩者呈現「正相關」，消費者滿意的經驗會直接影響顧客到這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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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忠誠度，同樣地，提昇忠誠度已能證明對公司有正面影響。 

(Oliver，1997)定義「滿意度」是愉快的履行某些事務；也就是說，消費者

感覺消費滿足一些需要、慾望、目標等，因此從事這些事情時是快樂的。所以

「滿意度」是指消費後所提供的結果，意指消費者的感知；而不是愉快與不愉

快的標準。至於滿意度影響忠誠度，是需要個別的滿意度事件全部混合在一起

以成為頻繁和累積的滿意度，才能發生效用。將來在這個議題上可能不只會有

爭議，然而對堅決的忠誠度之發生，這是必要的。 

根據(Amanda & Randall，1995)對「顧客滿意」與「顧客忠誠」兩個觀念的

相關探討，有下列四點看法： 

1. 顧客忠誠不等於顧客滿意，雖然顧客滿意為顧客忠誠的必要條件，但顧客滿

意並不必然導致顧客忠誠。 

2. 消費者因廠商促銷活動而購買的回應，並不代表顧客的忠誠，因為可能會因

競爭者的促銷活動而轉向競爭者。 

3. 高市場佔有率並不代表顧客忠誠，因為有太多其它因素可能導致高市場佔有

率，而可能該公司流失舊有顧客卻吸引多數新顧客，仍能保持其高市場佔有率。 

4. 顧客忠誠並非僅是重複購買或習慣性購買；因方便或習慣性而購買的顧客可

能因競爭者的價格或品質而有利便轉向競爭者購買，而忠誠顧客則不然。 

2.5 顧客價值、滿意度及忠誠度之關係 

顧客滿意度可以增加企業的利潤，而根據 80%-20%法則，企業 80%的利潤

來自於 20%的忠誠顧客，因為忠誠的顧客會持續購買，也會產生正面的口碑，因

企業透過顧客價值的提高，以經營顧客滿意度，並建立顧客忠誠度進而使企業能

永續經營。 

2.5.1 顧客價值與滿意度的關係 

(Holbook，1994)提到價值與滿意度之間的關係。Holbook在其著作中有提

到，消費者價值主要分成三個構面，分別為「內在價值及外在價值」、「自我

導向與他人價值導向」、「主動價值與被動價值」。並且(Mathwick et al.，2001）

依照其研究中提出的三種價值，建構出網路的價值矩陣，並提出EVS（experiential 

value scale）量表。Holbook更將其價值分成八個因素，這八個因素個別為：效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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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價值 

感受績效 顧客滿意度 消費價值 

成本價值 

卓越、地位、尊敬、遊樂、美感、倫理、心靈。而國內研究方面，則是在(陳進

成，2003）有詳細探討Olive 的消費者價值架構中的細項討論。圖2-2顧客價值

對顧客滿意度因素構面影響圖。 

 

 

 

 

 

 

▲圖2-2  顧客價值對顧客滿意度因素構面影響圖 

資料來源：陳進成(2003) 

2.5.2 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的影響關係  

(Reichheld & Sasser，1990)認為顧客滿意度會使顧客忠誠度上昇，意味顧客

未來會再購買的可能性增加，而滿意的顧客會增加其購買次數與數量，進而使

企業增加營收。(Fornell & Johnson & Anderson & Jaesung & Bryant，1996）指出

顧客滿意可以導致顧客忠誠，顧客在購買特定產品或使用服務過後，會對該產

品產生一種態度，若覺得滿意的話，再次購買的可能性較高，久而久之形成一

種態度上的忠誠，而且可能會透過口耳效果，將對此特定產品的經驗分享給親

朋好友。 

顧客忠誠如同顧客對得某公司或品牌之持續性正面購買行為，因此認為品

牌忠誠度將受顧客滿意度影響，且兩者之間為正相關(Day，1997)。由上述文獻

可以得知，顧客滿意度與顧客忠誠度之間有顯著的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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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 

H5 

H6 

H3 

H1 

H2 

品質價值： 
產品品質 

成本價值： 
收到貨品時間 
購物時間花費 
降低成本 

感受績效： 
方便性 
隱私權 
購物樂趣 
安全性 

整體 
滿意度 

消費者 
忠誠度 

第三章 研究設計 
本文之研究設計將分為下列四部份：一、母體與抽樣方法；二、研究架構

；三、研究假說；四、構面說明。  

3.1 研究母體與抽樣方法 

由於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顧客在 YAHOO 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之 B2C
顧客價值、滿意度與忠誠度之研究，因此我們採用便利抽樣法，針對曾有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經驗者為發放問卷對象。研究方法如下： 
1. 本研究針對台中技術學院、朝陽科技大學、中洲技術學院、育達技術學院、

嶺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修平技術學院、超市門口、奇摩拍賣的買方評價

裡隨機寄送問卷，來做為母體進行抽樣。 
2. 本研究限制凡有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經驗者亦可填問卷。 
3. 對消費者進行便利抽樣，據以瞭解顧客在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後

對於商品的滿意度與忠誠度。 

3.2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架構以 Oliver 消費者價值模型為主，包括品質價值、成本價值、
感受績效三個構面，再加上整體滿意度和消費者忠誠度構面，如圖 3-1所示。 

 

 

 

 

 

 

 

 

 

 

 

 

▲圖 3-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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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假說 

本研究假說將『成本價值』分成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

』與『降低成本』。將『感受績效』分成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

樂趣』、『安全性』。 

1. H1~H6依據研究架構圖 

【H1】：『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H2】：『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H3】：『感受績效』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H4】：『整體滿意度』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H5】：『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H6】：『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2. 另外 H7~H13統計消費者基本資料為依據 

【H7】：不同『年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

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8】：不同『教育程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

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9】：不同『職業』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 

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10】：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11】：不同『網路消費頻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12】：不同『物流運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

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H13】：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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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構面說明 

在研究架構中的五個構面。每一個變數均使用 Oliver 五尺度之量表，1 表

極不同意，2表不同意，3表普通，4表同意，5表極同意，如表 3-1所示。 

▼表 3-1  構面變數說明 

 

 

研究構面 衡          量          變          數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提供我的產品價值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確保我所購買產品的品質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提供我所購買的產品功能解說 
品質價值 產品品質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提供我最好的產品品質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很快地將我所訂購的產品寄出 
收到貨品時間 

我很滿意此電子商店能快速傳遞我所訂購產品的訊息

此電子商店消費能帶給我最簡短購物時間花費 

此電子商店有最少購物步驟與程序花費 

此電子商店提供最便利付款方式 

此電子商店能夠快速提供購物相關訊息給我 

此電子商店能快速搜尋我要找的產品 

購物時間花費 

在此電子商店購物不用花很久時間等系統回應 

此電子商店所販賣的商品價格最便宜 

此電子商店會提供最少的運費金額 

在此電子商店購物，在操作系統時是輕鬆的 

成本價值 

 

 

 

 

降低成本 

在此電子商店購物的介面是容易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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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構面 衡          量          變          數 

此電子商店有提供良好的售後服務 方便性 

此電子商店有確保商品的退貨 

此電子商店能保有我充份的隱私權 

此電子商店能確保我個人資料不外洩 

隱私權 

此電子商店不會要求填寫很多個人的資料 

此電子商店購物時我不需要擔心人身安全與被欺騙 

此電子商店消費時，能增加我的購買力 

購物樂趣 

此電子商店消費後，我不會感到後悔 

此電子商店消費會保證購買的安全性 

感受績效 

安全性 

在此電子商店消費所提供的付款方式是安全的 

此電子商店消費後，我會很滿意 

此電子商店消費後，我會感到內心很愉悅 

此電子商店購物流程中，使我感到網站功能與呈現方 

式能滿足我想要 

此電子商店消費後，我會很喜愛此電子商店 

滿意度 整體滿意度 

此電子商店消費後，可滿足我所需求的購物慾望 

此電子商店整體消費是正面時，我會對此商店讚賞 

當親朋好友需要購買產品時與此網站商品有關，我會 

推薦他上此網站消費 

我會主動跟別人提到此網站優點 

忠誠度 

 

 

 

 

消費者忠誠度 

我所需要產品在此網店有販賣，我只會在此電子商店 

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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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 
本研究將蒐集的資料，以Spss For Windows 統計套裝軟體進行以下的統計分析。 

4.1基本資料分佈、比例圖 

本研究於 2006 年 1月 13日至 2007 年 2月 13日，以台中技術學院、朝陽

科技大學、中洲技術學院、育達技術學院、嶺東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修平技

術學院、超市門口、奇摩拍賣的買方評價裡隨機寄送問卷，來做為母體進行抽

樣。以便利抽樣模式發放問卷，計發出 210 份，無效問卷 5 份，有效問卷 205

份。本研究針對曾經在 YAHOO 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者之抽樣問卷調查，基

本資料統計分佈表，如表 4-1。 

▼表 4-1 基本資料統計分佈表 

項目 基本資料/分佈(樣本數=205) 

10歲以下 11~20 21~30 31~40 41~50 

1 17 137 31 17 

50以上     
年齡 

2     

國中以下 國中 高中（職）
大專（學）

、 研究所 
 教育 

程度 
4 12 56 133  

學生 資訊業 金融業 製造業 廣告業 

83 8 12 37 13 

服務業 軍公教人員 家管 待業中 其他 
職業 

38 1 3 6 4 

499以下 500~999 1,000~1,499 1,500~1,999 2,000~2,499

43 64 45 26 19 

2,500~2,999 3,000~3,499 3,500以上   

每次購

買金額 

4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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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受訪者之基本資料比例圖，圖 4-1~圖 4-7。 

圖 4-1、圖 4-2該資料可發現，年齡與教育程度則集中在 21~30歲（約佔 68

％）跟大專（學）研究所以上（約佔 65％），而這集中的原因可能是該年齡及學

歷層的消費者對於掌握新科技能力較有信心，也較易接受不同市場型態和產品

創新，故上網購物仍以較高知識程度的消費者為大宗對象。 

 

 

 

 

 

 

 

 

 

 

▲圖 4-1 年齡比例圖 

一星期一次 一個月一次 二個月一次 三個月一次 四個月一次

17 53 48 22 9 
五至六個月

一次 
七至八個月

一次 一年一次   

網路 

消費頻率 

27 16 13   

便利商店 
郵局送至 

到府 
宅急便 其他  運送方式 

 
84 43 66 12  

信用卡 

付款 
ATM轉帳 貨到付款 其他  付款消費 

方式 
27 91 7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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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 教育程度比例圖 

圖 4-3該資料可發現，本研究職業比例集中在學生（約佔 41％），上網購物

目前仍以學生為主，不過這或許在資料收集上，有從學校發問卷，以至學生身

分佔居多。 

 

 

 

 

 

 

 

 

 

 

▲圖 4-3 職業比例圖 

圖 4-4該資料可發現，本研究購買金額比例集中在 500~999（約佔 32％），

上網購物目前仍以學生為主，學生經濟能力有限，所以購買金額比例集中區域

並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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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每次購買金額比例圖 

圖 4-5 從網路消費頻率來看，因電子商店的便利性使得消費者在網路消費

頻率蒸蒸日上。以一個月一次（約佔 27%）為居多。 

 

 

 

 

 

 

 

 

 

 

 

 

▲圖 4-5 網路消費頻率比例圖 

圖 4-6該資料可發現，運送方式集中在便利商店取貨（約佔 41%），而這集

中的原因可能是便利商店離家近，沒時間限制，不像宅急便、郵局等有受時間

拘束，且便利商店的貨物流通性快，商店也眾多，提供給消費者一個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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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利舒適的交易購物環境，便利商店付款帶給消費者最完善的保障。圖 4-7

該資料可發現付款消費方式以 ATM 轉帳付款佔（約占 45%）為居多，ATM 轉

帳屬比較安全機制，且 YAHOO購物中心付款多半以 ATM轉帳為主，所以他占

比率居多。 

 

 

 

 

 

 

 

 

 

 

 

▲圖 4-6 運送方式比例圖 

 

 

 

 

 

 

 

 

 

 

 

▲圖 4-7 付款消費方式比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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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問卷信度分析 

本節針對問卷的信度做評估。在信度方面是用 Cronbach’s alpha 係數來檢驗。 

信度分析是指問卷衡量的一致性與穩定性。表 4-2 為本研究問卷的信度分

析。Cronbach’s alpha 值只要大於 0.7，其信度即可接受。本研究題項具有一定

程度之信度。表 4-2本研究之各構面信度檢定。 

▼表 4-2各構面信度檢定分析 

4.3假說分析 

本研究之假說以迴歸分析(H1~H6)、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H7、H9、

H10、H12、H13)及獨立樣本 T檢定分析(H8、H11)來進行。 
4.3.1迴歸分析 

【H1】：『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的方法來進行研究假說的驗證，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3。品質價值對於消費者整體滿意度之顯著性是存在的，p-value=0.000，解釋

能力為 29.1%。允差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 

研究構面 衡量變數 
題項 

數目 
Cronbach’s α 

品質價值 產品品質 4 0.8235 

收到貨品時間 2 0.8245 

購物時間花費 6 0.8388 成本價值 

降低成本 2 0.7757 

方便性 4 0.7863 

隱私權 3 0.8147 

購物樂趣 3 0.7175 
感受績效 

安全性 2 0.7946 

整體滿意度 整體滿意度 5 0.7986 

消費者忠誠度 消費者忠誠度 4 0.7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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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與

『降低成本』。採 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3。在共

線性檢定部份允差均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迴歸總檢定部份，

p-value=0.000，非常顯著，且解釋能力達 46.6%，亦十分良好。但在個別係數上

，對『購物時間花費』及『降低成本』呈現顯著，對『收到貨品時間』則不顯著。 

【H3】：『感受績效』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趣』、『安

全性』。採 Enter方式全部納入迴歸模式。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3。在共線性檢

定部份允差均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迴歸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

非常顯著，且解釋能力達 57.5%，亦十分良好。但在個別係數上，對『方便性』

及『購物樂趣』、『安全性』呈現顯著，對『隱私權』則不顯著。 

▼表4-3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對於整體滿意度的變異數分析表及迴歸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假說 依變數 F值 p-value Adj-R2 自變數 Beta分配 T值 p-value 允差

H1 84.828 0.000*** 0.291 產品品質 0.543 9.210 0.000*** 1.000

 收到貨品

時間 
0.056 0.853 0.394 0.617

整體 

滿意度 

購物時間

花費 
0.419 6.120 0.000*** 0.559

H2 60.231 0.000*** 0.466

降低成本 0.353 6.180 0.000*** 0.805

方便性 0.349 5.483 0.000*** 0.513

隱私權 0.062 0.841 0.401 0.385

購物樂趣 0.319 4.525 0.000*** 0.420
H3 

 
70.037 0.000*** 0.575

安全性 0.163 2.635 0.009** 0.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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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整體滿意度』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4。整體滿意度對消費者的忠誠度。其 p-value=0.000

，且解釋能力達 50.2%，亦十分良好。允差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 

【H5】：『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4。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其 p-value=0.000

，解釋能力為 18.6%。允差大於 0.1，因此不存在共線問題。 

【H6】：『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與

『降低成本』，迴歸結果顯示，如表 4-4。在共線性檢定部份允差均大於 0.1，因

此不存在共線問題。迴歸總檢定部份，p-value=0.000，非常顯著，解釋能力為

29.8%。在個別係數上，對『購物花費時間』及『降低成本』呈現顯著，對『存

到貨品時間』則不顯著。  

▼表4-4整體滿意度、品質價值、成本價值，對於忠誠度的變異數分析表及迴歸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將 H1至 H6檢定之結果，以圖 4-8表示之。其中箭頭為實線者表關係顯著，

旁邊之數字代表 Beta分配；前頭為虛線者表關係不顯著，不予標示係數；而構

面內之 R
2 
為判定係數，代表自變數對依變數的解釋能力。 

 

假說 依變數 F 值 p-value Adj-R2 自變數 Beta分配 t 值 p-value 允差

H4 206.393 0.000*** 0.502 滿意度 0.710 14.366 0.000*** 1.000

H5 

 

47.572 0.000*** 0.186 產品品質 0.436 6.897 0.000*** 1.000

忠誠度 收到貨品

時間 
0.141 1.885 0.061* 0.617

購物時間

花費 
0.198 2.528 0.012** 0.559

H6  29.888 0.000*** 0.298 

降低成本 0.350 5.349 0.000*** 0.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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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8 研究架構所得到的路徑圖 

4.3.2獨立樣本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H7】：不同『年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

』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本問卷將年齡分為六類，分別為 10 歲以下、11~20 歲、21~30 歲、31~40

歲、41~50 歲、51 歲以上。在變異數分析之前，我們利用重新編碼的方式，對

各項變數進行重新分類，我們將 10歲以下併入 11~20歲、另外將 51歲以上併

入 41~50歲重新編碼後將職業分為四類，分別為 20歲(含)以下、21~30歲、31~40

歲及 41歲(含)以上。 

根據報表輸出結果，進行解釋。先根據研究問題，依年齡的不同，探討『品

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忠誠度』的差

異，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與『降

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趣』、『安

品質價值： 
產品品質 

成本價值： 
收到貨品時間 
購物所花費時間 
降低成本 

整體 
滿意度 
R
2
=0.596 

消費者 
忠誠度 
R
2
=0.511 

感受績效： 
方便性 
隱私權 
購物樂趣 
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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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性』。根據輸出之變異分析摘要表得知結果如表4-5： 

▼表4-5不同『年齡』對各構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進行完變異數分析後，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究竟是哪些年齡

間受『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

誠度』有差異。在此例中選擇 Scheffe 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在多重比較表，『比較差異(I-J)』欄位中出現『*』符號者，即表示該兩組之

間的年齡有顯著差異存在。將事後多重比較之結果整理於表 4-6： 

▼表 4-6 不同『年齡』對各構面之多重比較表之結果 

依變數 F值 顯著性 是否有顯著差異 
品質價值 8.592 .000***

 是 
收到貨品時間 3.535 .016**

 是 
購物時間花費 6.503 .000***

 是 
降低成本 12.939 .000***

 是 
方便性 6.897 .000***

 是 
隱私性 6.683 .000***

 是 
購物樂趣 8.495 .000***

 是 
安全性 5.526 .001***

 是 
整體滿意度 12.714 .000***

 是 
消費者忠誠度 13.133 .000***

 是 

依變數 比較差異 顯著性

31~40歲＞21~30歲有顯著差異 .011**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38**
 

品質價值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1***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0**
 購物時間花費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4**
 

31~40歲＞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2**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9**
 

降低成本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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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01   ** P < 0.05   * P < 0.1 

【H9】：不同『職業』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

』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本問卷將職業分為十類，分別為學生、資訊業、金融業、製造業、廣告業、

服務業、軍公教人員、家管、待業中及其他。在變異數分析之前，我們利用重

新編碼的方式，對各項變數進行重新分類，我們將資訊業併入服務業，另外將

軍公教人員、家管、待業中及其他，我們則併入其他類。重新編碼後將職業分

為六類，分別為學生、金融業、製造業、廣告業、服務業及其他。 

根據報表輸出結果，進行解釋。先根據研究問題，依職業的不同，探討『品

質價值品質』、『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忠誠度』

的差異，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與

『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趣』、

『安全性』。根據輸出之變異分析摘要表得知結果如表4-7：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30**
 方便性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0***

31~40歲＞21~30歲有顯著差異 .037**
 隱私權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4**
 

31~40歲＞21~30歲有顯著差異 .027**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0**
 

購物樂趣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1***

安全性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3**
 

31~40歲＞21~30歲有顯著差異 .046**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0***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0***

整體滿意度 

41歲(含)以上＞31~40歲有顯著差異 .043**
 

41歲(含)以上＞20歲(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1***

41歲(含)以上＞21~30歲有顯著差異 .000***
消費者忠誠度 

41歲(含)以上＞31~40歲有顯著差異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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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7不同『職業』對各構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進行完變異數分析後，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究竟是哪些職業

間受『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

誠度』有差異。在此例中選擇 Scheffe 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在多重比較表，『比較差異(I-J)』欄位中出現『*』符號者，即表示該兩組之

間的職業有顯著差異存在。將事後多重比較之結果整理於表 4-8： 

▼表 4-8 不同『職業』對各構面之多重比較表之結果 

依變數 F值 顯著性 是否有顯著差異 

品質價值 4.513 0.001*** 是 

收到貨品時間 3.679 0.003** 是 

購物時間花費 4.701 0.000*** 是 

降低成本 10.681 0.000*** 是 

方便性 5.503 0.000*** 是 

隱私性 7.447 0.000*** 是 

購物樂趣 9.138 0.000*** 是 

安全性 6.173 0.000*** 是 

整體滿意度 7.484 0.000*** 是 

消費者忠誠度 6.754 0.000*** 是 

依變數 比較差異 顯著性 

品質價值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43**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33**
 收到貨品時間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23**
 

製造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30**
 購物時間花費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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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 0.001   ** P < 0.05   * P < 0.1 

製造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40**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金融業有顯著差異 .028**
 

廣告業＞製造業有顯著差異 .013**
 

降低成本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6**
 方便性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1***
 

製造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35**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1***
 

隱私權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0***
 

製造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4**
 

製造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11**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28**
 

購物樂趣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0***
 

製造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28**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6**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50**
 

安全性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17**
 

整體滿意度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1***
 

廣告業＞學生有顯著差異 .000***
 

廣告業＞服務業有顯著差異 .010**
 

消費者忠誠度 

廣告業＞其他有顯著差異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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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

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本問卷將每次購買金額分為八類，分別為 499以下、500-900、1,000-1,499、

1,500-1,999、2,000-2,499、2,500-2,999、3,000-3,499 及 3500 以上。在變異數分

析之前，我們利用重新編碼的方式，對各項變數進行重新分類，我們將

2,000-2,499、2,500-2,999、3,000-3,499及 3500以上併入 2,000(含)以上。重新編

碼後將每次購買金額分為五類，分別為 499 以下、500-900、1,000-1,499、

1,500-1,999及 2,000(含)以上。 

根據報表輸出結果，進行解釋。先根據研究問題，依每次購買金額的不同，

探討『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忠誠

度』的差異，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

與『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

趣』、『安全性』。根據輸出之變異分析摘要表得知結果如表4-9： 

▼表4-9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各構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依變數 F值 顯著性 是否有顯著差異

品質價值 5.828 0.000
***
 是 

收到貨品時間 3.579 0.008
**
 是 

購物時間花費 4.153 0.003
**
 是 

降低成本 7.335 0.000
***
 是 

方便性 4.172 0.003
**
 是 

隱私性 4.885 0.001
***
 是 

購物樂趣 8.975 0.000
***
 是 

安全性 4.606 0.001
***
 是 

整體滿意度 4.604 0.001
***
 是 

消費者忠誠度 5.824 0.000
***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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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完變異數分析後，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究竟是哪些每次

購買金額間受『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

者的『忠誠度』有差異。在此例中選擇 Scheffe 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在多重比較表，『比較差異(I-J)』欄位中出現『*』符號者，即表示該兩組之

間的每次購買金額有顯著差異存在。將事後多重比較之結果整理於表 4-10： 

▼表 4-10 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各構面之多重比較表之結果 

依變數 比較差異 顯著性 

15000-19000＞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20**
 品質價值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1***
 

購物時間花費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30**
 

15000-19000＞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4**
 

15000-19000＞500-999有顯著差異 .008**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6**
 

降低成本 

2000(含)以上＞500-999有顯著差異 .011**
 

方便性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8**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2**
 

2000(含)以上＞500-999有顯著差異 .003**
 

隱私權 

 

 2000(含)以上＞1000-1499有顯著差異 .013**
 

15000-19000＞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48**
 

15000-19000＞500-999有顯著差異 .023**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00***
 

2000(含)以上＞500-999有顯著差異 .000***
 

購物樂趣 

 

2000(含)以上＞1000-1499有顯著差異 .003**
 

安全性 15000-19000＞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6**
 

整體滿意度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3**
 

2000(含)以上＞499(含)以下有顯著差異 .019**
 消費者忠誠度 

2000(含)以上＞1000-1499有顯著差異 .001***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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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不同『物流運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 

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根據報表輸出結果，進行解釋。先根據研究問題，依物流運送的不同，探

討『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忠誠度』

的差異，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與

『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趣』、

『安全性』。而物流運送分為四類，分別為便利商店取貨、郵局送至到府、宅急

便及其他(ex：買賣雙方當面交貨)。根據輸出之變異分析摘要表得知結果如表

4-11： 

▼表4-11不同『物流運送』對各構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進行完變異數分析後，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究竟是哪些物流

運送間受『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

『忠誠度』有差異。在此例中選擇 Scheffe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在多重比較表，『比較差異(I-J)』欄位中出現『*』符號者，即表示該兩組之

依變數 F值 顯著性 是否有顯著差異 

品質價值 1.485 0.220 否 

收到貨品時間 0.399 0.754 否 

購物時間花費 0.461 0.710 否 

降低成本 2.774 0.043** 是 

方便性 0.287 0.835 否 

隱私性 1.455 0.228 否 

購物樂趣 2.680 0.048** 是 

安全性 0.414 0.743 否 

整體滿意度 1.572 0.197 否 

消費者忠誠度 0.994 0.397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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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物流運送有顯著差異存在。將事後多重比較之結果整理於表 4-12： 

▼表 4-12 不同『物流運送』對各構面之多重比較表之結果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H13】：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根據報表輸出結果，進行解釋。先根據研究問題，依付款消費方式的不同，

探討『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忠誠

度』的差異，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

與『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

趣』、『安全性』。而付款消費方式分為四類，分別為信用卡付款、ATM轉帳、貨

到付款及其他(ex：買賣雙方當面交易)。根據輸出之變異分析摘要表得知結果如

表4-13： 

▼表4-13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各構面之變異數分析表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依變數 比較差異 顯著性 

降低成本 其他＞便利商店有顯著差異 .049** 

依變數 F值 顯著性 是否有顯著差異 

品質價值 1.350 0.259 否 

收到貨品時間 0.235 0.872 否 

購物時間花費 0.981 0.403 否 

降低成本 1.047 0.373 否 

方便性 2.801 0.041** 是 

隱私性 5.079 0.002** 是 

購物樂趣 3.262 0.023** 是 

安全性 0.721 0.540 否 

整體滿意度 2.274 0.081* 否 

消費者忠誠度 2.404 0.069*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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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完變異數分析後，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瞭解究竟是哪些付款 

消費方式間受『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

者的『忠誠度』有差異。在此例中選擇 Scheffe 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 

在多重比較表，『比較差異(I-J)』欄位中出現『*』符號者，即表示該兩組之

間的付款消費方式有顯著差異存在。將事後多重比較之結果整理於表 4-14： 

▼表 4-14 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各構面之多重比較表之結果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4.3.3獨立樣本 T檢定分析 

【H8】：不同『教育程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

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在問卷中，教育程度有四個選項，資料分佈為國小以下(4人)、國中(12人)、

高中(職)(56人)，大專(學)研究所(133人)，首先我們將『教育程度』分為高學歷

及低學歷，高學歷為大專(學)研究所，低學歷為國小以下、國中、高中(職)，分

割點為3.5。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時間花費』、

與『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私性』、『購物樂

趣』、『安全性』。表4-15為教育程度分組統計量及獨立樣本t檢定，檢定變數發現，

高中、職(含)以下平均數比大專(學)研究所之平均數為高。只有在『收到貨品時

間』大專(學)研究所比高中、職(含)以下平均數為高。比發現t檢定結果，『產品

品質』、『降低成本』、『隱私權』及『購物樂趣』達顯著水準；可見『教育程度』

在『產品品質』、『降低成本』、『隱私權』及『購物樂趣』上故有顯著差異，在

『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所費時間』、『方便性』、『安全性』、『整體滿意度』及

『消費者忠誠度』則無顯著差異。 

 

依變數 比較差異 顯著性 

其他＞ATM轉帳有顯著差異 .022**
 隱私權 

其他＞貨到付款有顯著差異 .011**
 



 

- 43 - 

▼表4-15教育程度分組統計量及(獨立樣本)t檢定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變異數

同質性

檢定 

平均數

相等的 t
檢定 檢定變數 教育程度 個數 平均數 

顯著性 顯著性 
(雙尾) 

是否

顯著

影響

產品品質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3703 

3.6181 

0.009 0.030** 是 

收到貨品時間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6992 

3.6736 

0.301 0.822 

 

否 

購物時間花費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6466 

3.7130 

0.349 0.488 

 

否 

降低成本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0789 

3.5000 

0.164 0.001*** 

 

是 

方便性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4511 

3.6181 

0.902 0.087* 

 

否 

隱私權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2982 

3.5324 

0.593 0.047** 

 

是 

購物樂趣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1880 

3.4769 

0.850 0.006** 

 

是 

安全性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3835 

3.5347 

0.575 0.207 

 

否 

整體滿意度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4135 

3.5500 

0.379 0.147 

 

否 

消費者忠誠度 
大專(學)研究所  

高中、職(含)以下

133 

72 

3.3402 

3.5243 

0.270 0.062 * 

 

否 



 

- 44 - 

【H11】：『網路消費頻率』之不同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在問卷中，網路消費頻率有八個選項，分佈為一星期一次(17 人)、一個月

一次(53人)、二個月一次(48人)，三個月一次(22人)、四個月一次(9人)、五至

六個月一次(27人)、七至八個月一次(16人)，一年一次(13人)，首先我們將『網

路消費頻率』分為高頻率及低頻率，高頻率為一星期一次、一個月一次、二個

月一次、三個月一次，低頻率為四個月一次、五至六個月一次、七至八個月一

次、一年一次，分割點為 4.5。在『成本價值』有三個變數：『收到貨品時間』、

『購物時間花費』、與『降低成本』，而『感受績效』有四個變數：『方便性』、『隱

私性』、『購物樂趣』、『安全性』。表 4-16 為網路消費頻率分組統計量及獨立樣

本 t 檢定，發現各個變數都是四個月(含)一次以上平均數比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平均數為低。t檢定結果，『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所費時間』、『降低成本』、『方

便性』『隱私權』、『購物樂趣』、『安全性』、『整體滿意度』及『消費者忠誠度』

達顯著水準；可見『教育程度』在『收到貨品時間』、『購物所費時間』、『降低

成本』、『方便性』『隱私權』、『購物樂趣』、『安全性』、『整體滿意度』及『消費

者忠誠度』上故有顯著差異，在『產品品質』則無顯著差異。 

▼表 4-16網路消費頻率分組統計量及(獨立樣本)t檢定 

變異數 
同質性

檢定 

平均數

相等的 t
檢定 

檢定變數 網路消費頻率 個

數 
平均數

顯著性 
顯著性 
(雙尾) 

是否

顯著

影響

產品品質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3692 

3.4982 

0.671 0.238 

 

否 

收到貨品時間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5077 

3.7750 

0.798 0.021** 

 

是 

購物所花費 

時間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3615 

3.8131 

0.374 0.000*** 

 

是 



 

- 45 - 

*** P < 0.001   ** P < 0.05   * P < 0.1 

 

 

 

 

 

 

 

 

 

 

 

 

 

降低成本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0385 

3.3143 

0.001 0.020** 是 

方便性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2269 

3.6411 

0.206 0.000*** 

 

是 

隱私權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1590 

3.4833 

0.509 0.007** 

 

是 

購物樂趣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0051 

3.4214 

0.155 0.000*** 

 

是 

安全性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2692 

3.5143 

0.906 0.045** 

 

是 

整體滿意度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2523 

3.5586 

0.028 0.001*** 是 

消費者忠誠度 四個月(含)一次以上 

三個月(含)一次以下 

65 

140 

3.1462 

3.5250 

0.427 0.00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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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討論 
5.1假說討論 

從第四章實證資料分析，對本研究所提出的十三項假說，H1~H6 依研究架構

為依據，如表 5-1；H7~H13 依消費者基本資料為依據，如表 5-2，分別就其各假

說意義進行討論： 

5.1.1 H1~H6依研究架構為依據 

【H1】：『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在 yaoo 購物中心購買女裝之消費者而言，所提供產品

價值及確保購買產品的品質對消費者整體滿意有顯著影響，若企業有好的賣方

評價，將擁有良好聲譽，進而拓展其客源。 

【H2】：『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部份顯著影響。 

成本價值構面中，購物時間花費、降低成本有顯著影響，而收到貨品時間

則不顯著，本研究顯示網路商店能提供給消費者一個簡單的購物花費，而不同

的價格訊息來源與價格高低變化對消費者有影響。 

【H3】：『感受績效』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部份顯著影響。 

感受績效構面中，方便性、購物樂趣及安全性都有影響，而隱私權則不顯

著，隱私權不顯著的原因可能是購物商店要填寫的資料並不多，且消費者可能

不會照實填寫，以致於消費者不怕資料外流，使得消費者覺得購物是安全的。 

【H4】：『整體滿意度』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中顯示消費者整體滿意度與忠誠度有顯著影響，滿意度與忠誠度不

再是一體兩面。隨著 yahoo 購物中心的激烈化競爭，顧客已成為企業經營競賽

間最後裁判者，尤其顧客的再購意願及忠誠度將是企業維持不斷成長的重要命

脈。所以當消費者在產品品質中認為當產品是可靠的、具有獨特性的，將能使

他們有再次購買的意願。 

【H5】：『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本研究顯示品質價值與忠誠度有影響，可發現，網路上的產品，因沒實際

看過，消費者對於買產品本身就必須承擔部份風險，但是消費者仍希望產品品

質不要落差太大，對品質仍有要求，因此於網路購物產品收件時，產品價值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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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者滿意度的有較明顯的影響，產品價值好壞，有關於消費者是否再度選

擇同一間購物商家有很明顯的影響。 

【H6】：『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影響。 

    成本價值構面中，購物時間花費與降低成本是顯著，則收到貨品時間則不

顯著，消費者之所以選擇網路購物通路，較大條件是本身外出購物時間少、在

市場上找尋實體商家費時費力，因此進而選擇方便好搜尋的網路購物，本研究

顯示業者如能加以在網站資訊收集更詳細與提供更好的查詢界面的話，能對消

費者會更好，反之更得到消費者忠誠的持續購物。 

▼表 5-1 H1~H6假說-是否顯著影響表(依研究架構為依據)  

假                 說 是否顯著影響 

【H1】『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有顯著影響 

【H2】『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部份不顯著影響

【H3】『感受績效』對消費者的『整體滿意度』有顯著影響。 部份不顯著影響

【H4】『整體滿意度』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有顯著影響 

【H5】『品質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有顯著影響 

【H6】『成本價值』對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影響 部份不顯著影響

5.1.2 H7~H13 依消費者基本資料為依據 

【H7】：不同『年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

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就各構面來看，不同年齡對品質價值、購物時間花費、降低成本、方便性、

購物樂趣、整體滿意度，消費者忠誠度，都存在 41歲(含)以上與 20歲(含)以下

有差異存在及 41歲(含)以上與 21~30歲有差異存在。年齡層的高低對網路購物

的使用界面的操作，感受就不同，進而影響對其他感受的反應。 

【H8】：不同『教育程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

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教育程度對品質價值、降低成本、隱私權及購物樂趣有顯著差異。從分析

中的平均數看來，研究顯示低學歷者，居然比較懂得享受生活上的品質且對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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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權也比較重視，更享受購物上的樂趣。低學歷比高學歷更能從網路上找出既

能降低成本、又能提高品質價值以及隱私權的購物樂趣。只有在收到貨品時間

高學歷比低學歷較注重。 

【H9】：不同『職業』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

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就各構面來看，不同職業對收到貨品時間、降低成本、方便性、隱私權、

購物樂趣、安全性、整體滿意度、消費者忠誠度，都存在廣告業與學生有差異

存在及廣告業與其他有差異存在。廣告業與學生及其他職業對於網路購物所花

費的金額的高低及產品使用性的用途不同，進而會影響到其他的感受績效及滿

意度與忠誠度。 

【H10】：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

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就各構面來看，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品質價值、購物時間花費、降低成本、

隱私權、購物樂趣、整體滿意度及消費者忠誠度，都存在 2000(含)以上與 499(含)

以下有差異存在。所以購買金額的高低，進而會影響到其他感受、產品品質、

滿意度及忠誠度。 

【H11】：不同『網路消費頻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

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由於透過網路消費頻率的不同，並不會影響品質價值，但在成本價值、感

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上有顯著差異，在 yahoo 奇摩購物中心

購買女裝服飾的消費者，不會因為所購買的產品品質的好壞而影響消費者在網

路消費的頻率。 

【H12】：不同『物流運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體

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網路眾多商家商店的開設，也使得貨物能夠安全且便利的送到買家手上，

更考驗了網路商家的物流運籌管理能力。研究顯示對於不同物流運送的方式，

不會影響消費者在網路上的消費，不論是以何種運送方式皆是，只有在降低成

本時，便利商店與其他物流運送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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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3】：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整

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部份顯著差異。 

就各構面來看，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在隱私權方面，ATM轉帳與其他付款消

費方式有差異存在及貨到付款與其他付款消費方式有差異存在。網路商店較一

般實體商店更讓消費者感受到風險較高，因此，想要提昇網路消費者的購買意

願，最具顯著影響為降低消費者在於隱私權上的隱憂。現在的付款方式已具多

樣化，是消費者在網路購物流程的最後一項，也是不可或缺的部份，許多人會

在意網路購物付款的安全性問題而不願於網路購物，若能將線上交易的安全隱

私問題解決，相信網路購物的消費者是未來電子商務發展重點。 

▼表 5-2 H7~H13假說-是否顯著影響表(依消費者基本資料為依據) 

假                     說 是否顯著影響 

【H7】：不同『年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8】：不同『教育程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 『感
受績效』、 『整體滿意 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

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9】：不同『職業』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受績效』、 
      『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10】：不同『每次購買金額』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

『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 
顯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11】：不同『網路消費頻率』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 
       『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 
        顯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12】：不同『物流運送』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感 
        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顯著 
        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H13】：不同『付款消費方式』對『品質價值』、『成本價值』、 
       『感受績效』、『整體滿意度』與消費者的『忠誠度』有 
        顯著差異。 

部份不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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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可區分為二部份：一、研究結論，依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及基本資料

假說歸納出本研究的結論；二、未來研究建議，從分析資料中，依研究發現來

提出未來的研究建議，以供未來研究者參考。 

6.1研究結論 

1. 本研究結果指出消費者的滿意度與顧客認知的品質價值、成本價值、與感受

績效部份有正面的影響關係，只有在收到貨品時間及隱私權不顯著影響，也

就是說當企業要發展電子商務時對這三個顧客價值都必須加以重視。 

2. 研究結果指出消費者的忠誠度與品質價值、成本價值及滿意度部份有正面影

響關係，只有在收到貨品時間不顯著影響，因此若業者想要維持消費者的忠

誠度，首先要滿足顧客在網路購物的需求，故業者必須要不斷地增加服務的

品質與內涵。 

3. 在基本資料分析中，在降低成本方面，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次購買

金額、網路消費頻率及物流運送，部份存在差異。因此企業得多做促銷活動

或者免運費，將會吸引更多購買人士的欲望。 

4. 在基本資料分析中，購物樂趣方面，不同年齡、教育程度、職業、每次購買金

額及網路消費頻率，部份存在差異。消費者的需求不斷的在改變，在標準化、

多樣化、個性化的產品需求持續增加，導致企業成長時，面對不小的壓力。

而企業未來成長的關鍵，勢必不再是技術的高低，而是如何增加消費者的購

買樂趣及購買力，企業得必須多了解顧客的購買樂趣在哪? 

5. 在基本資料分析中，整體滿意度及消費者忠誠度方面，不同年齡、職業、每次

購買金額及網路消費頻率，部份存在差異。企業可針對不同年齡層及職業將

商品多樣化以區隔市場，來增加顧客購買頻率，並滿足顧客需求，使得消費

者仍有再次購買的欲望。 

6.2未來研究建議 

1. 本組在認知上認為購買〝女裝〞的消費者都是女性，所以只發問卷給女性填

寫，確忽略有些男性也會購買女裝給友人，所以未來研究可增加性別上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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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 

2. 本研究有發放給奇摩拍賣的買方評價者填寫問卷，在未來問卷分析上可做網

路上及實質上的比較差異，據了解在網路上和實質上發放問卷會有哪些心態

上的差異。 

3. 本研究主要針對 YAHOO！購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為例，本研究則希望

未來能夠收集到更多其他產品類型的樣本，甚至可以研究 Pchome 、 e–Bay

和 Yahoo的比較差異，以進行顧客價值的模型分析，同時亦希望在顧客價值

模型中所帶來的資訊，能設計出顧客價值因素的銷售策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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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A：商務科技管理系專題研究工作計畫書 
題目：  

B2C顧客價值、滿意度與忠誠度之研究-以 YAHOO購物中心〝女裝服飾〞為例 

工作預定進度表：  

     年月份 

 

工作項目 

95 

年 

9 

月 

95 

年 

10 

月 

95 

年 

11 

月 

95 

年 

12 

月 

96 

年 

1 

月 

96 

年 

2 

月 

96 

年 

3 

月 

96 

年 

4 

月 

96 

年 

5 

月 

擬定研究範疇 ★         

文獻收集及 

研究架構 
 ★ ★       

研究主題背景資

料收集 
  ★       

問卷製作   ★       

海報製作    ★      

簡報製作    ★      

問卷預試    ★      

前三章口試    ★      

發放正式問卷     ★ ★    

決定研究方法      ★    

資料分析       ★   

檢視資料完整性       ★   

專題論文完稿        ★  

正試口試         ★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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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口頭報告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陳惠華  第四章 口頭報告 

孟淑惠  第一章 口頭報告  第五章 口頭報告 

莊慧琴  第二章 口頭報告 

林鈺芬  第六章 口頭報告 

劉薰蔓  第三章 口頭報告 及 第一章 購物流程 

 

二、 專題論文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陳惠華 文獻探討、資料分析、討論、正式問卷、海報製作 

孟淑惠 緒論、討論、簡報製作、海報製作 

莊慧琴 緒論、資料分析、討論、建議、正式問卷、海報製作 

林鈺芬 

摘要、緒論、文獻探討、研究設計、資料分析、討論修正

、結論、建議、正式問卷、書面總整理(排版)、簡報修正

、海報製作 

劉薰蔓 緒論、文獻探討、資料分析、討論、正式問卷、海報製作

 

指導老師簽名：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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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B：正式問卷 
 
您好： 

      首先，很感謝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這是一份探討消費者於 YAHOO 購
物中心購買〝女裝服飾〞(不含專櫃服飾)，對各項考量因素作評比的研究問卷，

本問卷旨在暸解潛在之網路消費者，對網路購物後對消費價值產生影響。希

望能詳實提供您寶貴的意見，讓本份問卷能達到盡善盡美。                
          ※本問卷結果僅供研究之用，敬請放心填答，謝謝！ 
                  嶺東科技大學 
                              指導教授：張善斌 
                              學    生：陳惠華、孟淑惠、莊慧琴、 

林鈺芬、劉薰蔓 

 

請根據你在最近一次在 YAHOO購物中心購物時，所考慮之

購買經驗，就其滿意度回答下列問題，請根據直覺依同意級

數予以選擇，儘量避免答案過於集中(由『極不同意』、『不同

意』、『普通』、『同意』、『極同意』中選一項)。 

極 

同 

意 

同 

意 

普 

通 

不 

同 

意 

極 

不 

同 

意 

本題是想了解你對 YAHOO購物中心提供女性服飾品質的同

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我很滿意此 YAHOO購物中心提供我的產品價值 

2.我很滿意此 YAHOO購物中心確保我所購買產品的品質 

3.我很滿意此 YAHOO購物中心提供我所購買的產品解說 

4.我很滿意此 YAHOO購物中心提供我最好的產品品質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題是想了解你對消費過 YAHOO購物中心所提供貨品遞送

看法如何 

1  2  3  4  5 

1.我很滿意此YAHOO購物中心很快地將我所訂購的產品寄出 

2.我很滿意此YAHOO購物中心能快速傳遞我所訂購產品的訊息 

□ □ □ □ □

□ □ □ □ □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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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是想了解你對消費過 YAHOO購物中心能減少時間花費

的同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能帶給我最簡短購物時間花費 

2.此 YAHOO購物中心有最少購物步驟與程序花費 

3.此 YAHOO購物中心提供最便利付款方式 

4.此 YAHOO購物中心能夠快速提供購物相關訊息給我 

5.此 YAHOO購物中心能快速搜尋我要找的產品 

6.此 YAHOO購物中心購物不用花很久時間等系統回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題想了解你在 YAHOO購物中心消費，你對購物便利性的同

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有提供良好的售後服務 

2.此 YAHOO購物中心有確保商品的退貨 

3.此 YAHOO購物中心購物，在操作系統時是輕鬆的 

4.此 YAHOO購物中心購物的介面是容易使用的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題想了解你對 YAHOO購物中心消費，關於個人隱私權的同

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能保有我充份的隱私權 

2.此 YAHOO購物中心能確保我個人資料不外洩 

3.此 YAHOO購物中心不會要求填寫很多個人的資料 

□ □ □ □ □ 

□ □ □ □ □ 

□ □ □ □ □ 

 

 

本題是想了解你在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在產品成本和自身

投入成本的同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所販賣的商品價格最便宜 

2.此 YAHOO購物中心會提供最少的運費金額 

□ □ □ □ □

□ □ □ □ □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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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題是想了解你對 YAHOO購物中心購物樂趣的同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購物時我不需要擔心人身安全與被欺騙 

2.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時，能增加我的購買力 

3.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我不會感到後悔 

□ □ □ □ □

□ □ □ □ □

□ □ □ □ □

 

本題是想了解您對YAHOO購物中心購物安全性的同意性如何 1  2  3  4  5 

1.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會保證購買的安全性 

2.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所提供的付款方式是安全的 

□ □ □ □ □

□ □ □ □ □

 

本題是想了解您在最近一次在 YAHOO購物中心消費，關於您

整體的情緒與心靈感受是否滿意狀況 

1  2  3  4  5 

1. 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我會很滿意 

2. 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我會感到內心很愉悅 

3. 此 YAHOO 購物中心購物流程中，使我感到網站功能與呈

現方式能滿足我想要 

4. 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我會很喜愛此電子商店 

5. 此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可滿足我所需求的購物慾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題是想了解您最近在 YAHOO購物中心消費後，對於此電子

商店的購後行為及認同狀況 

1  2  3  4  5 

1. 此YAHOO購物中心整體消費是正面時，我會對此商店讚賞 

2. 當親朋好友需要購買產品時與此網站商品有關，我會推薦他

上此網站消費 

3. 我會主動跟別人提到 YAHOO購物中心優點 

4. 我所需要產品在此網店有販賣，我只會在此 YAHOO購物

中心消費 

□ □ □ □ □

 

□ □ □ □ □

□ □ □ □ □

 

□ □ □ □ □

 

B-3 



 

- 62 - 

B-4 

基本資料 
※(本問卷結果僅供研究之用，敬請放心填答，謝謝！) 

1、年齡： 

1.□10歲以下 2.□11-20  3.□21-30  4.□31-40  5.□41-50  6.□51以上  

2、教育程度： 

1.□國中以下   2.□國中    3.□高中(職)    4.□大專(學)、研究所 

3、職業： 

1.□學生  2.□資訊業  3.□金融業  4.□製造業  5.□廣告業  6.□服務業  

7.□軍公教人員  8.□家管  9.□待業中  10.□其他_________ 

4、每次購買金額 

1.□499以下          2.□500-999            3.□1，000-1，499     

4.□1，500-1999       5.□2，000-2，499      6.□2，500-2，999   

7.□3，000-3，499     8.□3，500以上 

5、請問您透過網路消費的頻率為何? 

1.□一星期一次  2.□一個月一次  3.□二個月一次   4.□三個月一次      

5.□四個月一次 6.□五至六個月一次 7.□七至八個月一次 8.□一年一次 

6、請問您是使用那一種物流將所訂購產品運送到您手上： 

1.□至便利商店取貨  2.□郵局送至到府  3.□宅急便    4.□其他_______ 

7、請問您是使用那一種付款消費方式： 

1.□信用卡付款      2.□ATM轉帳     3.□貨到付款   4.□其他_______ 

【問卷到此結束，請再檢查是否有漏填之處。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