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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隨著網路人口的不斷攀升，虛擬網路市場的經濟產值中潛藏巨大商

機，在各式虛擬網路商業活動中，虛擬的網路購物是消費者與企業組織之

間最直接的接觸，虛擬網路的出現已使商業競爭從「實體通路」移轉至「虛

擬通路市場」，由於虛擬通路購物市場的進入障礙不高，因此吸引了大批

老手新兵加入此一競爭領域。然而，對於虛擬通路業者而言，欲開發此一

新市場，必須要先了解虛擬市場中消費者服務重視傾向以及決策過程，並

進一步探討虛擬通路這項新科技是如何挑戰傳統的實體通路。  

 

隨著全球網際網路熱潮，以網際網路為媒介之電子商務正以虛擬通路

形式快速發展中，有別於以往傳統的實體通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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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虛擬通路

之消費者行為成為新興的熱門研究課題。 

 

此外，透過服務來使產品具差異化與附加價值的觀念也都深注在企業

經營的價值觀中，本研究目的在探討消費者在虛擬通路購買保養用化妝品

之人口統計變數與分析消費者眼中有價值的服務究竟為何呢？哪些是可

以提高消費者心中價值的關鍵服務呢？這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主軸。 

 

關鍵字：網際網路、網路購物、虛擬通路、虛擬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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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由於網際網路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引起各行各業的高度重視，紛紛

思考於傳統的實體通路之外，轉而投入網際網路虛擬通路的經營，採用透

過代理商或直營的方式，經營網際網路之虛擬通路的事業模式。再者保養

用化妝品市場隨著國際貿易的發展逐漸趨向多元，保養用化妝品通路也由

以往百貨公司專櫃獨大，到目前中低價位、平行輸入的開架式、折扣店等

等，加上使用者有逐漸年輕化的傾向，對e世代而言，保養用化妝品網站

的興起似乎並不意外。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所策劃推動的『電子商業協盟』，在 2005 年所做

的台灣網路使用者消費習性調查中發現，台灣網路使用者對電腦軟硬相關

產品、書籍，與一般民生用品等有較高的線上購買意願，尤其特別以保養

用化妝品有比較大的偏好；根據 Cheers 雜誌 2005 年 12 月號的網路調查

報告，台灣網路購物族最常透過網路購買的產品依序是書籍、電腦軟體、

音樂錄影帶及 CD、電腦硬體及周邊設備、訂票、化妝品及保養品。並發

現女性購物人口所佔的比例，從 2004 年的 31%，跳升到 2005 年的 53%，

女性逐漸成為網際網路上最大的分眾市場，不容忽視。 

 

1999 年底，中華網(Chima.com)在香港投資成立了 Looks.com 成為亞

洲地區第一個在網路上從事零售免稅保養用化妝品的公司；以亞洲地區為

例，保養用化妝品的市場就將近 300 億美金，所以中華網也看好保養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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妝品這塊市場，除積極投入網路保養用化妝品市場，且自行研發品牌，更

在台灣、日本和大陸等地區設點。 

 

    經濟部商業司的「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B2C推動計畫」報告顯示，2003

年台灣網路購物市場約為220.9億元，美容保養用化妝品市場約13.3億元，

約佔整個網路購物市場的6%。以上的調查皆顯示美容保養用化妝品在網

路購物市場的推展上，有很大的商機與成長空間。所以本研究想透過保養

用化妝品此一類型的產品來探究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的服務重視傾

向差異，期作為業界管理通路的參考。 

 

    據歐立偉(民91)的研究，目前的保養用化妝品網站可分成兩種類型：

品牌形象建立與購物網站。前者主要在介紹產品形象而不提供線上購物的

功能，以傳統實體通路業者希望提供消費者與產品相關的資訊及加深品牌

印象為主；至於購物網站則是提供消費者立即購物的服務，這類型的客戶

多半希望可以快速找到產品，透過簡單的結帳步驟就可以在家輕鬆等待貨

物上門，使用者不用出門、省時省事，價格自然是其主要考量因素(何明

純，民92)。而國內保養用化妝品業界在電子商務的運用上多採用第一種

類型(品牌形象建立)，而國外則紛採用第二種類型(購物網站)；國外的幾

大知名保養用化妝品公司，如：Estee Lauder、Chanel與Clarins已合作成立

購物網站，而反觀國內的代理商，成立保養用化妝品虛擬購物網站的風氣

則不甚盛行。 

 

    國內保養用化妝品業界成立虛擬購物網站風氣不盛的主要原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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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價格的考量與避免通路衝突，因為若成立購物網站，定價一定不能比

實體通路高，才有辦法吸引消費者上網購物，但較實體通路低的定價會引

起實體通路商的反彈，恐會引致通路衝突，所以大多數國內業者在這樣矛

盾的處境下，仍遲遲未建立完整的虛擬購物網站。其實國外在推行虛擬網

路購物時，也一樣會面臨通路衝突的問題，但國外業者是透過利用虛擬網

路推廣實體通路的機制化解通路衝突，例如：全球知名的Estee Lauder保

養用化妝品公司，在公司的虛擬網站上有提供線上購物的服務，然而為避

免與實體通路形成衝突，網站會根據消費者所在的地點，提供最近的零售

點訊息，若消費者到零售點消費就可以得到免費的試用品，透過這樣的方

式，就降低通路衝突的問題。所以，實體與虛擬通路其實是可以互補且相

互支援的，若廠商能善用兩種通路，將能創造更多的商機。 

 

    在國內，從消費者端可發現，部分消費者會傾向到虛擬的保養用化妝

品的美容網站購買產品，而大部分的美容網站所供應之產品並非由主要代

理商所進口的(俗稱平行輸入或水貨)，且售價亦僅佔代理商售價的七五折

到九折左右，所以代理商之業績有一部份可以說被販賣水貨之美容網站所

瓜分走。這樣的現象一部份反映了美容網站所吸引的是價格敏感型的消費

者，而是否有一部份消費者是較偏好虛擬通路的購物及服務方式，而不是

在意其價格較低呢?而這些消費者是否就如Peterson et al. (1997)所言，是因

為虛擬通路更具彈性，且可主動針對個別消費者進行直接互動，而偏好在

虛擬通路購物呢 ? 根據創市際市場研究顧問公司2005年9月的資料顯

示，台灣上網人口996萬人當中有383萬名網友曾瀏覽「時尚美容」類型網

站，佔所有網友的38.5%，而其所指的「時尚美容」類型網站，就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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流行時尚及美容相關資訊的網站，這樣的調查顯示消費者對於美容資訊的

需求已有傾向從網路搜尋的趨勢。以上趨勢反映了虛擬網路購買保養用化

妝品的區隔確實存在，而消費者透過網路搜尋美容保養資訊也成為一種趨

勢，以上的趨勢能否作為保養用化妝品業界成立購物網站的一部分參考

呢？此興起本研究之動機。 

 

    國內大部分的保養用化妝品廠商在通路的推展上，僅有少部分搭配虛

擬網路；如果業者考慮要成立購物網站，Lee &Tan (2003)認為傳統零售商

面對著網路所帶來的競爭，更要提供消費者滿意的服務。目前很多實務界

及學術界皆認為提昇服務的層次與品質可以增加產品的附加價值。所以，

業界在實體通路的推展上，一直朝服務精緻化的目標邁進，例如：日前因

應台北101大型購物中心的落成，保養用化妝品業者紛紛引進沙龍式專

櫃、護膚Lounge、獨立試用區等服務設備，要讓消費者在購物的同時，也

能體驗到精緻的服務。服務的項目包括保養諮詢、彩妝教學、美容講座、

按摩、手足護理、修眉服務等，而在這些服務項目中，有些業者提供免費

服務、有些是消費滿額可免費享服務、有些則是付費型的服務。這樣的現

況顯示保養用化妝品的戰爭已從廣告、促銷一直打到服務升級的境界了，

在這樣的狀況下，廠商不但要瞭解各類型消費者的需求，更要瞭解消費者

重視的服務類型有哪些，才能達到差異化、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 

 

    本研究期望探究目前國內保養用化妝品實體通路的服務中，究竟有哪

些是消費者較重視的，在虛擬通路所能提供的服務中又有哪些是消費者所

重視的？讓傳統實體與虛擬通路具備如Peterson etal. (1997)所言之互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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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而不是對立衝突。 

1.2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流程如圖1.1所示，首先確立研究主題的範圍為實體與虛擬這

兩種通路，透過相關文獻的回顧中，逐步建立本研究的服務構面，並且建

立各項研究假說。先以文獻中的研究構面定義為依據，建立初步之問卷，

再透過焦點團體座談之方式，修正問卷之問項，接著進行前測；為驗證本

研究之各項假說，針對曾購買保養用化妝品且會上網的消費者，進行消費

者問卷調查。而後彙整問卷得到的資料，對這些資料進行適當的分析，並

提出本研究之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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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流程 

研究主題確立

文獻回顧 

研究架構建立

研究假說建立

問卷建立 

前    測 

正式問卷施測

結果分析討論

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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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虛擬通路為人類帶來另一種全新的、更快速、便捷的交易方式，從瀏

覽、採買、付款、到交貨等種種複雜的採購流程，藉由虛擬通路的相關技

術，皆可以更方便、更省錢、更有效率的方式進行。重寫過去的產業與服

務業競爭規則，而打破實體世界的既有經濟定律。而在快速變動、講求速

度、效率及顧客滿意的電子商務環境中。經由文獻探討歸納出以下幾點：

實體商店與虛擬網路、服務品質的相似性、週邊服務、化妝品的定義作探

討。 

 
2.1 實體商店與虛擬網路 

在企業推展虛擬網路新通路的統計資料中，根據經濟部商業司2003 

年的「電子商務環境整備及B2C推動計畫」的報告顯示，實體業者開設電

子商店的主要理由為增加銷售通路(33.4%)，其次是延伸實體品牌知名度

至網路市場(23.9%)、擴展上網族群市場(20.7%)；且由實體跨足電子商店

的業者之獲利狀況較Dot-Com公司為佳。因此由實體通路跨足虛擬網路將

是提高知名度與拓展商機的一種趨勢。 

 

而在消費者端對實體商店的運用也因虛擬網路的出現而有不同的轉

變；過去消費者絕大部分是在實體商店內進行搜尋資訊和購買產品，面臨

虛擬網路這個新通路後，消費者多了一個搜尋產品資訊和購買商品的通

路。在實體商店藉由陳列產品或由服務人員提供諮詢服務，能讓消費者在

店內搜尋產品資訊，而虛擬網路也可以透過網頁提供各種資訊供消費者搜

尋(吳靜宜，民89)。雖然兩者具備相同功能，但在表現上仍是有所差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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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Petersonet al.（1997）認為傳統實體商店與虛擬網路是平行通路，彼

此同時具備互補性功能。本節將針對兩種不同通路的型態及特性作相關文

獻探討。 

 

2.1.1 通路型態差異 

傳統實體商店與虛擬網路購物情境最大的不同在於有形商品的特性

或其他刺激內容無法直接與消費者接觸。透過傳統零售通路進行購物時，

消費者必須親自出門到店裡（包括雜貨店、便利店、專賣店、百貨公司等）

詢問價格、蒐集產品資訊、觸摸產品，或甚至購買產品。若透過虛擬通路，

則消費者不需要出門只要透過電腦介面就能完成購物活動(吳靜宜，民

89)。 

 

1960 年代到 1970 年代期間，資訊系統主要是以電腦快速的計算能力

來加快日常作業的處理，故此階段的資訊系統以交易處理系統

(Transaction Processing System，TPS)居多，1990 年代之後，則因網

際網路的盛行，即時分享資訊已成為常態，顧客期望企業能以彈性且快速

的方式回應顧客，Stanley (1997) 提出網站所具備的系統資訊可以儲存消

費者關鍵性的資料，能夠簡化消費者訂購的程序，帶給消費者購物的便利

性，並且建立顧客化的資料檔，以蒐集顧客的購物習性，才能達成顧客的

期望。 

 

因為虛擬通路公司缺乏實體的店面、實體的通路與配銷體系等價值活

動，所以認為在不久的將來，實體將會被虛擬的企業給打敗。而且不用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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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實體店面高額的店面租金、人事成本、通路費用等，在成本支出上就節

省許多。Taher et al. (1996)的研究也提到傳統的實體商店購物之所以吸引

人的首要因素是人際互動，透過購物的過程中可以與一同購物者或銷售人

員產生互動，因為人際互動所產生的愉悅勝過了購物本身，所以銷售人員

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也是虛擬網路所無法替代的。 

 
從虛擬通路接單至訂單之運送皆可一貫化經由電腦作業完成，價格競

爭絕對存在，目前消費者之所以能在虛擬通路上購買到較實體商店便宜的

商品，也是因為這些虛擬通路廠商壓縮了後端物流上的利潤，真正落實成

本降低，才能在價格上擁有競爭能力。Alba et al. (1997)分析實體與虛擬通

路，探討會影響消費者選擇通路的因素，指出網際網路突破時間與空間的

限制，使得消費者可在任何地點與時間上網進行交易，這樣的便利性是傳

統實體通路所達不到的；由表2-1可知，在實體通路中，享有立即取貨、

產品資訊的品質較佳、人際互動性較高等優點；在虛擬通路則享有下單方

便與個人隱私等優點。 

表2-1 影響消費者選擇通路的要素分析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要            素 
超級市場 百貨公司 郵購 網路 

產品種類的多寡 中 中 低 低 
每一種類中的選擇多寡 中 低 低 低 

產品資訊的質 高 高 中 低 
產品資訊的比較性 中 中 低 低 

產品運送時間 立即 立即 數天 數天 
顧客的交易成本 高 高 低 高 
可下訂單的地點 少 少 任何地方 許多 

人際互動 中 高 低 低 
個人隱私 低 低 高 高 

資料來源：Alba et al. (1997) 



 10   

吳靜宜 (民89) 將實體與虛擬通路功能作比較，由表2-2 可知，實體

通路在實體產品的配銷上較具優勢，虛擬通路則較適合販售數位性產品；

在交易面上，實體通路具立即交貨、可觸摸、有服務人員協助等優勢，而

虛擬通路則具有突破時空限制的便利性；在溝通上，實體通路採一對一或

一對多的溝通模式，虛擬通路的溝通模式則較多樣化。 

 
表2-2 實體與虛擬通路功能之比較 

通路功能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配銷 實體產品後勤服務較優 數位性質產品後勤服務較優。 

交易 立即交貨、可觸摸、人員協

助交易。 
無法立即交貨、不可觸摸、 
突破時空限制的便利性。 

溝通 一對一銷售人員溝通模式、

一對多大眾溝通模式。 
多種溝通模式、資訊來源多、兼

具動靜態內容、互動性、匿名性。
資料來源：吳靜宜(民89) 

透過以上文獻可歸納出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的通路型態差異，實體通

路在人際互動、可親自評估產品與可直接取貨上享有優勢，而虛擬通路則

在突破時空限制與個人隱私上享有優勢。 

 

2.1.2 通路之推展 

在實體與虛擬通路的推展上，Choi et al. (1997)認為在實體通路已經建

立商譽的公司或許能轉移其信譽到虛擬市場。當公司已經在實體市場建立

其具優勢的大公司信譽時，這種信譽移轉也代表在電子商務中某種形式的

規模優勢。 

 

線上拍賣提供消費者新的購物型態，帶起網際網路另一波電子商務高

潮，經濟學人形容，「線上拍賣，是網路相關應用中最有價值的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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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網路使用普及，而接觸虛擬網路時間越長，虛擬通路比實體通路更

能引起消費者購買動機！品牌對顧客而言提供了各種的線索：包括該廠

商、其公司文化、建築物的外觀、員工、作業流程、商標等等；一旦品牌

被顧客接受後，要對公司的服務作行銷就變得容易多了。當幾乎所有公司

都提供相似的商品或服務時，管理公司的形象、身份、及品牌已經成為區

別公司的重要方式。Lee & Tan (2003)的研究顯示消費者較傾向在網路向

知名度高及聲譽佳的零售商，購買品牌知名度高的產品或服務；所以實體

零售商可透過其高知名度及聲譽來降低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提高消費者網

路購物的意願。Bodkin & Perry (2004)的研究指出已在實體通路有不錯獲

利的廠商，若將通路推展到虛擬網路上，則獲利率會更高，因為會吸引更

多消費者到虛擬網路購買產品。 

 

相較於傳統實體購物通路而言，這些線上購物趨勢顯示一個值得注意

的可能性和替代性！對虛擬網路商店經營者而言，不論是純虛擬商店或跨

足兩者的業者，消費者購物通路選擇的傾向研究是其最關心的議題，

Peterson et al. (1997)認為消費者有可能從實體通路去體驗產品，之後再到

虛擬網路去購買。資訊搜尋是網路消費者目前對於虛擬網路的最主要運

用，因為虛擬網路能幫助消費者比較價格與產品屬性，促進整體市場的經

濟效率，幫助消費者以較低之搜尋成本考量更多的產品，進而提升消費者

購買決策的品質！網路使用者雖然會受到虛擬網路的影響，但購買習慣上

仍較為依賴實體通路。而林夏萍(民 88)的研究則指出消費者上網搜尋資訊

與實際採購的比例有落差，顯示大部分消費者較傾向在虛擬網路搜尋產品

資訊，但在選擇購物通路時，仍傾向到實體通路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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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以上文獻可得知，廠商如果在實體通路上有較佳的知名度、商譽

與獲利性，則在將通路推展到虛擬網路時，將有較高的成功機會；而消費

者對兩項通路的運用上，則較傾向在虛擬網路蒐集產品資訊，再轉而至實

體通路購買。 

 

2.1.3 特性差異 

(一)實體通路服務之特性 

Beatty et al. (1996) 的研究提到實體商店若能主動告知新產品上市訊

息、提供商品宅配到顧客家中、主動催貨使顧客能提早拿到訂購的商品等

服務，將能使顧客有難以忘懷的購物經驗。 

 

根據林晉寬 (民 77) 的研究顯示百貨專櫃化妝品的購買者最重視電視

廣告與專櫃小姐的推薦。 

 

消費者一般保養用化妝品通路的消費行為方面，消費者對之熟悉程度最

常選擇之保養用化妝品通路前四名依次為百貨公司的保養品專櫃、直銷方

式、個人商店、折扣保養品專賣店。選擇保養用化妝品通路時所重視之通

路屬性前三名為提供產品的專業知識、服務態度、產品價格的高低。劉怡

秀 (民 87) 的研究則顯示提供產品的專業知識和店員的服務態度最受消

費者重視。 

 

近年來關係行銷受到很多學者及業界人士的注意，關係行銷的目的在建

立、維持、及發展與交易夥伴的長久互利關係(Morgan & Hunt,1994)。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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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關係行銷的要旨在於改善顧客關係、降低流失率，以及留住現有顧

客。保留現有顧客或有各種方法，Berry & Parasuraman (1991)所提出的

三個保留策略層次─財務性連結(financial bonds)、社交式連結(social 

bonds)、及結構式連結(structural bonds)─最廣為受到注意。然鄭玉琪

(民 91)指出，消費者對於中涉入度且品質評估困難度中等的產品(例如：

保養用化妝品)，較適合使用「社交性連結」的顧客關係維持策略；而所

謂的「社交性連結」策略就是加強服務的禮貌性、回應性及客製化程度。 

 

在經濟景氣低迷的環境中，保養用化妝品廠商仍投入大量的廣告宣傳費

用，為百貨業創下高營業額的佳績。Biel (1990) 指出美好的廣告與品牌

之選擇有高度的相關性；並認為廣告對具高忠誠度行為之消費者有較強影

響。對保養用化妝品廠商而言，瞭解如何定義不同消費群之購買行為及有

效地評估目標消費群，擬定行銷策略來創造顧客與保有顧客，才能真正擁

有行銷利基。謝蕙瑩(民 90)研究女性購買保養用化妝品的購買行為，發現

服務人員的態度、專業知識與購買地點的方便性，最受消費者重視。 

 

大部份的服務是無形的，顧客很難在購買前可以完全看到服務的產出或

成果。實體通路的產品大都先經由生產、銷售、消費與使用，但服務則是

先銷售再進行生產與消費，且生產與消費往往是同時進行，同時存在而不

可分割，因此在大部分情況下，生產者與顧客同時介入生產過程，互動相

當頻繁。服務品質發生於服務傳遞的過程中，通常涉及顧客與服務人員之

間的互動，而隨著顧客參與程度的不同，對產出品質與過程品質的影響也

就互異。在某些情況下，顧客也介入服務提供者對其他顧客提供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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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因此，服務過程的管理與控制在服務品質形成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

色。溫正忠 (民 92) 研究保養用化妝品產業的策略，其中將服務策略分為

四大構面探討，研究結果顯示服務細心周到以及專業知識豐富最受到消費

者重視。 

 

由以上的文獻可發現，消費者較重視實體通路中服務人員的禮貌與專業

性、服務的體貼性與購買地點的方便性等服務要素。 

 

(二)虛擬通路服務之特性 

對零售業而言，交叉運用多種通路，使客戶樂於消費，藉此贏得更高

的忠誠度及創造營收成長，已是不可擋的趨勢。虛擬通路消費的品質是建

立在買賣雙方所形成的交易環境、交易方式、交易習慣及交易後的主客關

係維持。虛擬通路商店經營者必須先重視自己所提供的商品，包含有形的

商品實體、虛擬網路交易平台、遊戲規則；以及無形的商品，包含售後的

服務及服務客戶時的應對態度及處理。Parasuraman et al. (2002) 指出，虛

擬網路零售業者成功的關鍵因素不再僅限於 Web 網頁上的呈現方式或是

低價策略，而是最重要的「虛擬通路購物服務品質」。所以透過服務的提

升可以使虛擬通路購物的競爭由價格戰提升到差異化的境界。 

 

面對競爭對手大量生產、大量配銷、大量廣告的規模經濟攻擊，唯有

完全避開，改以運用個別資訊的客層經濟法則，將使競爭局勢為之改觀。

提供誘因，使消費者自願參與。藉著消費者的注意力，長期提供課程，來

介紹你的商品或服務項目。加強誘因，以持續得到消費者的許可。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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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的誘因，使消費者提高許可的等級。經過一段時間，藉著消費者的

許可，來改變其行為，進而獲利。在許可行銷中 E-mail 扮演了相當重要

的角色，E-mail 成為與消費者溝通、傳遞訊息的最佳工具。Schwartz (1996) 

提出虛擬通路若是能提供消費者個人化的行銷方式，不論是客製化的服務

或是為個別顧客量身訂作的產品，皆會使消費者有賓至如歸的感受。 

 

「管理審查」是對企業所建立的品質系統定期性的成效審查，審查的

項目包含品質制度或系統實施成效檢討、內部稽核評估，以及各項矯正與

預防措施的有效性評估等。而審查會議的結論，將做為執行追蹤的依據，

其改善結果應於下次會議提報、檢討。陳世亮 (民 90) 的研究指出「實質

有效之售後服務及品質保證」、「妥善之實體商品運送及交貨安排」與「安

全且無後顧之憂的付款機制」三項目，是虛擬通路購物中最有待改善之項

目。 

 

經濟部商業司負責推動的計畫，基於各科的分工與計畫的管理考量，

希望簡化計畫管理工作並使得成效更佳，同時也因應時代的變化，從早期

的自動化推動逐漸移至產業體系的電子化，並進而持續推動國際接軌，因

而有了較大幅度的轉變。全球行銷觀點而言，其複雜性又因運輸、貨幣、

關稅法令、語言障礙而增加，這些交易內容與程序若能標準化，經由資訊

系統與虛擬網路傳輸，可減少工作的複雜度。虛擬通路網站之內容的設計

若能符合消費者的需求，創造一個好的購物還境和介面，將有助於提升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與保有顧客。黃俊杰 (民 90) 的研究指出企業在構建電子

商店的時候，網站的設計上必須考量到：網站架構與內容的組織方式、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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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的分類、強大的蒐尋功能、網頁的動態性、與消費者的互動性、適當的

圖片運用、網站內容須時常更新以及行銷技巧的運用等。 

 

產品或服務的外在層面，可能會對購買或消費過程中有影響，但不會

直接影響到產品的表現，賴怡玲 (民 91) 的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在網路評

估購買保養用化妝品時會考量的因素包括：購物網站內容(詳細產品介

紹、友善的使用介面、產品種類齊全等)、產品附屬服務(售後服務、提供

保證書、以及提供試用與可退貨保證)、個人無店舖購物經驗(郵購、電視

購物、過去網路購物經驗等)以及個人經濟性需求的考量(包含價格、便利

性、過去在該網站愉快的購物經驗)。 

 

由以上的文獻可發現，消費者較重視虛擬通路之網站的操作方便性、

資訊提供的完整性、訂購的方便性、售後服務與付款機制的安全性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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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虛擬通路購物之流程圖 

STEP 1→於搜尋網站打上想進入的虛擬購物網站。例如：payeasy。  
 

 
 

STEP 2→進入你想要的虛擬通路網站後，點選你要找的商品類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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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3→點選你想要購買的保養品。例如：化妝水。 
 

 
 

STEP 4→點選自己要的化妝水，並按下我要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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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5→進入確認結帳數量畫面。 
 

 
 

 

 

STEP 6→進入結帳畫面，確認是否為會員，輸入身分證字號、密碼，再下一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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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7→選擇結帳付款方式，有：超商取貨 or 線上刷卡，例如：超商取貨。 

 

 
 

STEP 8→選取從何地的超商門市取貨，確認後並填妥取貨資料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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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9→完成結帳畫面，會於畫面顯示消費者的訂單編號及結帳總金額與數量。 

 

 
 

STEP 10→交易確認成功後，即完成。隨後會馬上發出 mail 通知消費者！ 

 

 
 

STEP 11→如交易完成後有任何問題，也可進入此虛擬通路的「客戶問與答」 

           會有專屬的客服人員，回覆消費者任何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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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化妝品的定義 

    一般化妝品業界將化妝品依性質、使用目的及功用分為六大類(洪偉

章等，民87)： 

 

1.清潔用化妝品(Cleansing products)： 

    用於清潔用途的產品，如清潔霜、卸妝水或潔顏油等。 

 

2.保養用化妝品(Skin care products) ： 

    維持皮膚柔軟、潤澤，減緩外界惡劣環境對皮膚的傷害，如面霜、乳

液或面膜等。 

 

3.彩妝用化妝品(Make up cosmetics) ： 

    又稱色彩化妝品，其功能在於變更或賦予肌膚更多樣的色彩，或隱藏

肌膚的缺陷，達到美化臉部色彩的要求，口紅、腮紅、粉餅及眉筆等皆屬

此類。 

 

4.芳香用化妝品(Frangranced products) ： 

    依其成分及濃度的差異大致上可分為五種，分別為香精、淡香精、香

水、古龍水及淡香水等五種。 

 

5.頭髮用化妝品(Hair care products)： 

    施用於頭髮的產品，具備清潔、保養、塑型等作用，如護髮乳、潤髮

乳、髮雕、髮膠及髮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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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特殊目的用化妝品(Medicine cosmetics)： 

    以特殊美療為主要效能，如能抗老、防皺、除斑、美白、去油、除痘、

抗過敏等。 

 

    基於以上的分類，考量大部分女性消費者多以使用保養用化妝品(俗

稱保養品)為主，故本研究將研究議題以「保養用化妝品」來作探討。將

於以下章節及問卷在提及「保養用化妝品」時簡稱為「保養品」，以利閱

讀者及受訪者方便，較不易造成混淆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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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服務品質的相似性 
張敬芝 (民 92) 採用 Parasuramanet al. (1990) 的傳統服務品質構面，

與網路服務品質進行比較時，發現有幾個構面是相似的： 

資料來源：整理自張敬芝(民92) 

 

   基於以上的相似性比較，推論本研究亦可以同時比較實體通路與虛擬

通路兩種通路的服務，以找出消費者對不同通路的服務重視傾向。 

 

 傳統實體通路服務 虛擬通路服務 

可靠性 

(Reliability) 
服務人員正確並且可信賴地執

行對顧客所承諾之服務。 

網站科技功能、產品資訊及商

品選項是充足、正確的且是可

以取得的。 

反應性 

( Responsiveness ) 
服務人員主動去幫助顧客以及

提供立即的服務給顧客。 

快速的回應、訂單的確認，以

及當顧客有問題時，能夠得到

立即的協助。 

信用度 

(Assurance) 

可信賴、誠實，且將顧客的 
最佳利益放在第一，而這些 
可以透過公司的名稱、聲 
譽、接觸人員的個人特質、 
努力推銷的程度及與顧客的互

動程度中表現出來。 

顧客在與網站進行交易時， 
能對該網站與其信譽產生信 
任，此網站所販賣的產品或服

務資訊有清楚及誠實的被標示

出來。 

安全性 

(Security /Privacy) 
包含了實體的安全、財務上的

安全及交易的機密性。 

顧客相信這個網站是安全的，

因為個人資料與隱私是被保護

的。 

同理心 

(Empathy) 
服務人員關心顧客，能提供顧

客個人化的服務。 

輕鬆地為每位顧客量身訂作屬

於他們的偏好、購物記錄、及

購物的方式，以便進行一對一

行銷。 
有形性 

(Tangibles) 

服務中實體的證據：像是實體

的設備、服務人員的衣著、外

表等。 

網站的設計風格能符合消費者

的需求與標準。 

表2-3 傳統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服務品質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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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週邊服務 

在成熟產業中，核心產品已經成為共同商品，產品本身所能創造的價

值有限，因此利用週邊服務(Supplementary Services)可輔助核心產品的差

異化，創造其競爭優勢。例如所有信用卡都有相同的基本功能、航空公司

都提供相同性質的服務，這樣消費者就很難分辨出每家產品的差異，可能

就會選擇價格最低者，所以，企業應藉由提供競爭者所無法提供的週邊服

務(Supplementary Services)來達到差異化的目的。以下將探討與週邊服務

相關的文獻。 

 

2.4.1『分子模式』概念 

Shostack (1977) 提出『分子模式』 (molecular)，利用化學分解式來透

析「整個市場的本質」(Total market entity)，其中心是顧客需求的基本利

益，周圍則是環繞著一連串的服務特性，當其中有一成分變化，就可能會

改變整個市場的本質。他認為整個市場的本質是複雜的，其中包括了有形

性 (tangible)與無形性 (intangible)的成分，有形性指的是產品是否是具體

的，無形性則是較不具體的，屬於服務層次的；而其中有形性與無形性的

比重，就取決於產業特性。 

 

在圖 2.1 的 11 項產業中，保養品產業相較於其他有實體(有形)產品的

產業，其無形性顯得格外重要，也就是在保養品產業中，服務是很重要的。 

 

 

 



 26   

 

 

 

 

 

 

 

 

 

 

 

 
圖 2.1 市場本質的狀態 

資料來源：Shostack(1977) 

 

2.4.2 Gronroos 的服務概念 

Gronroos (1988) 指出服務發生在顧客與賣方的互動中，而顧客感受到

的服務可分成兩種，一種是技術性的(technical)，另一種則是功能性的

(functional)，兩種服務類型的差異分述於表 2-4，並嘗試以保養品的銷售

為例來說明 Gronroos 區分的兩種服務。 

表 2-4 GRONROOS 的兩種服務品質 
 技術性的(technical) 功能性的(functional) 

定義 服務傳達的結果(What)； 
即所要提供的核心產品。 

服務傳達的過程(How)； 
即服務如何提供。 

舉例 
將保養品交付到顧客手中，所以

顧客感受到的品質是保養品本

身。 

在購物時與銷售人員、商店互動的

過程中，以及購買後的售後互動中

感受到的服務。 

有
形
性
主
導 

鹽 飲料 清潔

用品
汽車

保養品
速食

速食

廣告 航空
投資

管理
顧問 

教學 

無
形
性
主
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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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Gronroos (1988)也提到技術性(technical)的服務品質是容易被競

爭對手模仿的，只有功能性(functional)的服務品質是不容易被複製的，所

以功能性 (functional)的服務才是企業的競爭利器。而其所指功能性

(functional)的服務品質服務其實和 Lovelock(1995)所提出的週邊服務

(Supplementary Services)概念是相似的。 

 

2.4.3 Lovelock 的『服務花朵』概念 

Lovelock (1995) 提出『服務花朵』的概念，他認為企業所提供給消費

者的通常為一組服務，這一組服務就是服務花朵，服務花朵是由核心產品

(Core Products)與八種週邊服務(Supplementary Services)所構成的組合(請

見圖 2-4-3)，核心產品為花苞，週邊服務為花瓣，花苞必須要有花瓣的搭

配，才能呈現出最完美的服務花朵。此外，Lovelock(1995)也提到並非每

種核心產品的週邊服務都必須包括以上所述的八種，週邊服務的內容取決

於核心產品的屬性與顧客需求。 

 

 

 

 

 

 

 

 

 
圖 2.2 服務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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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花朵的週邊服務項目分為：促進服務傳遞(Facilitating Services) 

與強化服務價值(Enhancing Services) 兩個關鍵組合。促進服務傳遞項目

包含：資訊、訂購方式、結帳、付款方式；強化服務價值項目包含：諮詢、

接待、保管、例外處置。其定義分述如下： 

1. 資訊 (Information) ： 

為了讓顧客感受到產品與服務是有價值的，企業必須提供與產品相關

的資訊，而新顧客又比舊顧客更需要資訊。顧客需要的資訊包括販賣地

點、營業時間、價格與使用說明，進一步可能還包括與保證、提醒、注意

事項等和法律相關的資訊。在過去，提供資訊給顧客的方法是透過人員、

傳單、小冊子或說明書和錄影帶等方式，近來最顯著的改革則是可透過光

碟或網站提供更詳細與清楚的產品資訊。 

 

2. 諮詢 (Consultation) ： 

諮詢就是透過確認顧客需求的方式，來提供顧客個人化的解決方案或

產品組合。 

 

3. 訂購方式(Order-Taking)： 

當顧客準備購買時，企業必須搭配服務來處理訂購與預訂等作業，所

有程序必須是方便顧客、快速和正確無誤的。此外，也可透過預約方式，

讓顧客能事先預訂符合個人需求的客製化產品或服務。 

 

4. 接待(Hospitality)： 

接待是服務之花中最美麗的花瓣，服務人員不管對待新顧客或舊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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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要像對待客人般，熱誠且關懷顧客的需求，給予顧客賓至如歸的款待。

而接待顧客的方式有面對面或電話兩種方式，但以面對面的方式最能營造

週到的接待氣氛。另外，在某些服務過程中，顧客無法馬上得到服務，在

等待的時間中可提供電視或雜誌等娛樂，使顧客不至於感到無聊。 

 

5. 例外處置 (Exception) ： 

例外處置指的是超出正常狀況外的處理機制，服務的方式包括：特殊

要求的處理、問題解決、抱怨/建議/稱讚的處理、賠償等。 

 

6. 付款方式 (Payment) ： 

付款方式必須是方便且簡單的，且提供多樣化的付款選擇。至於目前

的網路購物則要考量付款的安全性。 

 

7. 保管(Safekeeping)： 

當顧客進入店面時，通常會希望廠商可代為保管私人物品(例如：車位

提供、個人物品寄放服務)，如果沒有這樣的服務，有些顧客就會選擇不

上門。另一種類型的保管服務是針對顧客所購買的商品，提供包裝、運送、

組裝、清潔、檢查及耗材補充等服務。 

 

8.結帳 (Billing) ： 

顧客通常期望帳單清楚、資訊充足、條列式且希望知道金額是如何計

算的。而且忙碌的顧客通常討厭排隊等候結帳，因此許多業者會透過很多

機制以提升結帳的速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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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學者所提出的概念，都說明了輔助核心產品之週邊服務的重

要性，透過週邊服務的提升，能達到差異化與提升顧客心目中價值的目的。 

 

Lovelock (1995) 所提出的服務花朵概念，研究的產業多偏向服務業

(如：航空運輸、餐廳等)，而本研究所探討的產業為保養品業，考量將其

採納為研究構面的原因為：一方面可測試服務花朵的概念是否適用於保養

品產業，一方面可衡量消費者重視的構面為何，故本研究將借用『服務花

朵』的概念，來作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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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3.1 研究目的 

本研究即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傾向探討。目的在於研

究消費者之人口統計變數與分析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傾向，了解並

探討消費族群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傾向與差異性，本研究除整理

之前的文獻之外，提出本研究的觀念性架構，並整理出服務重視之項目，

接著設計研究問卷，以便進行研究資料的實證分析。 

 

基於上述研究動機，本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項目是否有顯著差異。 

二、探討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兩種通路的服務重視項目是否有顯著差異。 

 

3.1.1 母體、抽樣 

一、 界定研究母體 

本研究界定的研究母體為『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各項服務的重視程 

度』，往後分析每個樣本以每一消費者為一個分析單位。 

 

二、 確定抽樣方式與抽樣方法 

由於考量到人力、經費與時間的限制及抽樣的方便性，本研究無法使

用隨機抽樣，而採用便利抽樣，便利抽樣又稱為偶遇抽樣就是以選樣的便

利為基礎的一種抽樣方式。 

 

 



 32   

3.2 研究架構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3.1： 

 

 

 

H 1 

 

 

 

 

 

3.1 研究架構 

 

3.3 研究假說 
本研究依據上述文獻，歸納人口統計變數與不同的通路對消費者最為

關心的服務重視程度之「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付款保障性」為變項，本節根據文獻回顧中，對於各

假說之推論加以整理如下： 

 

 

 

 

 

 

3.4 變數定義 

通  路 服務重視度 人口統計變數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資訊完整性 

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 

付款保障性 

H 2

H 3

年齡 

教育程度 

婚姻狀況 

有無小孩 

平均月收入 

最常購買保養品的通路 

→購買保養品頻率 

→平均每次購買保養品金額

平均每天上網時數 

過去半年內上網購物的次數

實體與虛擬通路

對服務重視 

不同人口統計變

數對實體通路服

務重視 

不同人口統計變

數對虛擬通路服

務重視 

H 1：消費者對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H 2：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實體通路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H 3：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虛擬通路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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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通路型態 

依據前一章之定義，本研究對於實體通路指的是消費者必須親自出門

到店裡，進行各項購物活動，並且可以親自檢視產品。保養品銷售的實體

通路型態，包括百貨公司專櫃、門市專賣店、平行輸入店、美(藥)妝店、

美容沙龍店等有店面的販售地點；而虛擬通路的定義為消費者不需要出

門，可透過電腦界面進行搜尋、溝通、下訂單、付款等各項購物活動的通

路；對於虛擬通路的定義為沒有店舖的通路型態，包括網路、電視、郵購、

直銷等。 

 

3.4.2 週邊服務(Supplementary Services)構面 

依據Lovelock (1995) 提出的『服務花朵』概念，週邊服務包括：資

訊(Information)、諮詢 (Consultation)、訂購方式 (Order-Taking)、接

待(Hospitality) 、保管(Safekeeping) 、例外處置(Exception) 、付款方式

(Payment)、結帳(Billing)等八個構面，本研究以此八個構面作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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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Lovelock (1995)所提出的服務花朵概念，將服務問項之內

容列於表3-1 

表3-1 服務之問項 
服務花朵概念 構面定義 問         項 

資訊 
(Information) 

提供相關資訊，讓顧客
感受到產品是有價值
的。 

1.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 
2.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 
3.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 
4.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 

諮詢 
(Consultation) 

透過確認顧客需求的
方式，來提供顧客個人
化的解決方案或產品
組合。 

5.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6.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7.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8.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 

訂購方式 
(Order-Taking) 

搭配服務來處理訂購
與預訂，所有程序必須
是方便顧客快速和正
確無誤的。 

9.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 
10.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11.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 

或贈品 

接待 
(Hospitality) 

服務人員要熱誠且關
懷顧客的需求，給予顧
客賓至如歸的款待。 

12.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 
13.主動關心顧客 
14.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提供娛樂 

(如讀物或網頁)，使顧客不感到無 
聊 

保管 
(Safekeeping) 

 

針對顧客所購買的物
品，提供包裝、運送、
組裝、檢查及說明等服
務。 

15.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 

例外處置 
(Exception) 

超出正常狀況外的處
理機制。 

16.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 
17.針對顧客抱怨，有完善的處理機制 
18.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 

付款方式 
(Payment) 

結帳(Billing) 

提供方便、簡單且多樣
化的付款選擇。 

19.多樣化的付款方式 
20.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的安全 

結帳(Billing)提供快速的結帳流 
程與清楚的帳單 

資料來源：Lovelock (1995) 



 35   

經本研究參考文獻並將其整理後所得服務問項命名為五個構面列於

表3-2： 
表3-2 服務重視之五個構面 

構面名稱 構面定義 問         項 

資訊完整性 
提供相關資訊，讓顧

客感受到產品是有價

值的。 

1.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 
2.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 
3.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 
4.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 

諮詢客製性 

透過確認顧客需求的

方式，來提供顧客個

人化的解決方案或產

品組合。 

5.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6.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7.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8.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 

訂購方便性 

搭配服務來處理訂購

與預訂，所有程序必

須是方便顧客快速和

正確無誤的。 

9.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 
10.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11.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

品 
12.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 

體貼同理性 

服務人員要熱誠且關

懷顧客的需求，給予

顧客賓至如歸的款

待。提供包裝、運送

等服務。 

13.主動關心顧客 
14.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提供娛樂(如讀

物或網頁)，使顧客不感到無聊 
15.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 
16.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 

付款保障性 

超出正常狀況外的處

理機制。提供方便、

簡單且多樣化的付款

選擇。 

17.針對顧客抱怨，有完善的處理機制 
18.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 
19.多樣化的付款方式 
20.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的安全結帳

(Billing)提供快速的結帳流 
   程與清楚的帳單 

資料來源：本研究參考黃鈺瑜(民 93)文獻後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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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服務問項 

消費者對各項服務之重視程度大小，以李克特 (Likert) 7點尺度量表

衡量： 

1 表示：非常不重要。 

2 表示：不重要。 

3 表示：有點不重要。 

4 表示：普通。 

5 表示：有點重要。 

6 表示：重要。 

7 表示：非常重要。 

 

所謂的重視程度就是由消費者認知與經過確實評估後所組成的，其在

個人消費行為之概念選擇階段的過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中間角色。人在面

臨重要時刻且眾多資訊環境下，所做的抉擇會受到他記憶中的知識或專門

知識其中一件事務所影響(呂湘南，民92年) 。 

 

3.4.4 人口統計變數 

本研究之人口統計包括：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有無小孩、平

均月收入、最常購買保養品的通路、購買保養品頻率、平均每次購買保養

品金額、平均每天上網時數、過去半年內上網購物的次數。 

 

人口統計項目中，除了一般的人口統計變數之外，還包含了與購買行

為、上網購物相關之問項，內容如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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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人口統計資料問項 
題 
號 問項 選項內容 

1 年齡 30歲(含)以下、31~40 歲、41~50歲、51歲以上 

2 教育程度 高中職(含)以下、大專 、大學(學院) 、研究所或以上 

3 婚姻狀況 未婚、已婚 

4 有無小孩 沒有小孩、有小孩 

5 平均月收入 
10,000元以下、10,001~20,000元、20,001~40,000元、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80,001 元以上 

6 購買保養品的地點 

實體通路：包括百貨公司專櫃、門市專賣店、平行輸入店、美(藥)妝 

店、美容沙龍店等有店舖者 

虛擬通路：包括網路、電視、郵購、直銷等無店舖者 

在實體通路購買  

平均多久購買一次

保養品 

1個月內、1~3(含)個月、3~6(含)個月、6~9(含)個月、9~12(含)個月、

12 個月以上 

 
7 

平均每次購買保養

品金額 

500元 (含 )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4,501~5,500元、5,501元以上 

在虛擬通路購買  

平均多久購買一次

保養品 

1個月內、1~3(含)個月、3~6(含)個月、6~9(含)個月、9~12(含)個月、

12 個月以上 

 
8 

平均每次購買保養

品金額 

500元 (含 )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4,501~5,500元、5,501元以上 

9 平均每天上網時數 1小時(含)以下、1~3(含)小時以下、3~5(含)小時、5小時以上 

10 
半年內上網購物的

次數 
0次、1~3次、4~10次、10次以上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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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問卷設計 

由於目前少有文獻針對保養品銷售的週邊服務作過詳細研究，故以文

獻中的服務花朵構面(Lovelock，1995)作為研究構面，並參考保養品之相

關行銷研究之文獻，建立初步之問卷，再透過焦點團體座談法之方式，修

正問卷之問項。故所得之問項，為消費者眼中所重視的服務項目。 

 

因受限於時間與經費等因素，焦點團體座談的受邀者僅限於經常購買

保養品且具上網經驗的親朋好友。座談會的舉行時間為民國95年11月04

日，於台中的某複合式餐飲店舉行，座談時間約2個半小時。共計有5位參

與座談，5位中有2位習慣到實體通路購買保養品；3位有上網購物的經驗，

而當中的3位曾在網路上購買過保養品。經焦點團體座談後確立了問卷中

服務之問項。 

 

3.5.1 前測問卷發放 

本研究在進行正式施測前，先進行一次問卷前測的工作，主要是為了

依據受訪的消費者填答結果，以了解題目的信度為何，期望降低於發放正

式問卷時回收到大量的無效問卷。前測問卷之發放期間為民國95年11月25

日至11月30日，共計發出40份問卷，回收40份問卷。問卷的發放對象為有

使用保養品且具上網經驗的女性消費者，問卷的格式為紙本格式，由受訪

者自行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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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回收之問卷資料，採用 SPSS (Statistical Package for the 

SocialScience)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中文視窗版進行分析。 

 

一、信度檢測 

信度主要是用來檢測問卷結果的一致性及可靠性。一般常以

Cronbach’s α來衡量同一構念下各項目之間的一致性程度。Cronbach’s 

α值係數介於0到1之間，α值越大表示信度越高。一般認為，0.7是α值

可以接受的下限，但在探索性研究中，下限可降低到0.6 ( Robinson et al.，

1991)。而本研究因屬探索性研究，故信度Cronbach’ s α的下限為0.6。 

 

二、次數分配(Frequency Distribution) 

主要用來探討樣本中各項人口統計變數與基本資料的分布情形，本研

究問卷中的變數資料型態為名目尺度，故適用此一統計方法。 

 

三、t 檢定 

透過成對樣本t 檢定，檢測消費者對實體通路與網路的各項服務重視

度是否有顯著差異，以判斷實體通路與網路如何透過服務作適當區隔。 

 

四、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 

利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法的檢定，瞭解消費者對實體通路及網路各個

構面服務重視程度是否與人口統計變數有顯著相關。當One-Way ANOVA

分析結果呈現顯著時，進一步以雪費( Scheffe )分析法分析組間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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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前測問卷分析 

一般認為，0.7 是 α值可以接受的下限，但在探索性研究中，下限可

降低到 0.6（Robinson et al.，1991）。而本研究屬探索性研究。Cronbach 1951

年所創之α信賴係數，在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中，對於各項服務重視因素

進行信度分析，前測問卷研究結果如下，根據 Cronbach 提出準則，α值

小於 0.35 為低信度，若α值大於 0.7 即代表高信度。 

前測問卷回收，經信度分析後發現： 

 
表3-4 服務重視問項構面信度分析表 

構面 題號 Cronbach’s α 

資訊完整性 1、2、3、4 0.7417 

諮詢客製性 5、6、7、8 0.6808 

訂購方便性 9、10、11、12 0.7295 

體貼同理性 13、14、15、16 0.7018 

付款保障性 17、18、19、20 0.8600 
 

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體貼同理性、付款保障性α值大於0.7即代

表高信度，而諮詢客製性α值也接近0.7也代表具有高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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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資料分析 
本章主要目的，針對所有回收之有效問卷，以 SPSS10.0 版進行統計

資料分析與解釋。本研究問卷以在各大藥妝店發放問卷，並請同學朋友協

助填寫轉發。發放期間為 96 年 2 月 26 日至 3 月 2 日為止，回收共 350

份，扣除前後矛盾的部分，最後共得到 310 份有效問卷。資料分析的步驟

為，先分析整體信度，再列出基本資料之分配統計結果，接著分析 20 個

問項在實體與虛擬通路的重視度差異，最後分析人口統計變數對兩種通路

之服務重視度的差異。 

 
4.1 信度分析 

經分析後發現，問卷的整體信度Cronbach’ s α值為0.956，顯示問卷

的整體信度具高水準，值得作進一步分析。 

表4-1服務重視度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信度分析 
服務重視度 實體及虛擬通路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資訊完整性 0.8412 0.8238 0.7787 
諮詢客製性 0.8179 0.6987 0.8253 
訂購方便性 0.8860 0.8847 0.7632 
體貼同理性 0.8787 0.8265 0.7746 
付款保障性 0.8759 0.8136 0.7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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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人口統計資料分析 

人口統計資料包括人口統計變數、購買行為及與上網購物相關之變數

共計有十種，其次數分配統計結果，詳如表4-2。 

 

在人口統計部分，以30歲(含)以下的人口佔64%居多數，教育程度以

大學(學院)程度之人口佔58%居多數，婚姻狀況則以未婚族群佔74%居多

數，所有樣本中以沒有小孩的佔75%居多數，月收入以2~4萬者佔57%居

多數。 

 

在購買行為中，85%的受訪者習慣在虛擬通路購買保養品，購買頻率

以6~9個月佔多數35%，購買金額在5,501元以上佔22%居多數。其次15%

的受訪者習慣在實體通路購買保養品，購買頻率以1~3個月佔多數33%，

購買金額在5,501元以上佔29%居多數。 

 

上網時數以每天1~3小時佔35%居多數，半年內的網路購物次數以1~3 

次佔55%居多數，但有4%的上網購物次數為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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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 基本資料次數分配之統計結果 
變數 分組 次數 比例 變數 分組 次數 比例 

購買 
地點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48 
262 

15% 
85% 年齡 

30 歲(含以下) 
31~40 歲 
41~50 歲 
51 歲以上 

197 
93 
20 
0 

64% 
30% 
6% 
0% 

實體購買
頻率 

1 個月內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 個月以上 

7 
16 
6 
1 
4 
0 

15% 
33% 
13% 
31% 
8% 
0% 

教育 
程度 

高中職(含)以下 
大專 
大學(學院) 
研究所或以上 

68 
56 
180 

6 

22% 
18% 
58% 
2% 

婚姻 未婚 
已婚 

229 
81 

74% 
26% 

小孩 無小孩 
有小孩 

234 
76 

75% 
25% 

實體購買
金額 

500 元(含)以下 
501~1,500 元 
1,501~2,500 元 
2,501~3,500 元 
3,501~4,500 元 
4,501~5,500 元 
5,501 元以上 

2 
9 
8 
6 
5 
4 

14 

4% 
19% 
17% 
13% 
10% 
8% 
29% 

月 
收入 

10,000 元 
10,001~20,000 元 
20,001~40,000 元 
40,001~60,000 元 
60,001~80,000 元 
80,001 元以上 

15 
51 
176 
63 
5 
0 

5% 
16% 
57% 
20% 
2% 
0% 

虛擬購買
頻率 

1 個月內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 個月以上 

13 
52 
66 
93 
33 
5 

5% 
20% 
25% 
35% 
13% 
2% 

上網
時數 

1 小時(含)以下 
1~3(含)小時以下 
3~5(含)小時 
5 小時以上 

31 
107 
82 
90 

10% 
35% 
26% 
29% 

上網
購物
次數 

0 次 
1~3 次 
4~10 次 
10 次以上 

12 
172 
92 
34 

4% 
55% 
30% 
11% 

虛擬購買
金額 

500 元(含)以下 
501~1,500 元 
1,501~2,500 元 
2,501~3,500 元 
3,501~4,500 元 
4,501~5,500 元 
5,501 元以上 

8 
22 
31 
39 
53 
51 
58 

3% 
8% 
12% 
15% 
20% 
19% 
2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3 實體與虛擬通路的服務重視度差異 

以下將針對問卷中的20個問項，作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度的差

異分析，透過成對樣本t檢定，檢測兩者間是否有差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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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兩項通路的服務重視度差異 

由表4-3可發現，20項服務項目中，有16項在兩種通路的服務重視度

上具顯著差異。其中有6項在實體通路的重視度大於虛擬通路的重視度，

其餘10項則是虛擬通路的重視度大於實體通路的重視度。且資訊完整性構

面、諮詢客製性構面、訂購方便性構面、付款保障性構面於兩項通路的服

務重視度皆有顯著差異。 
 

表4-3 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度差異 
重視度平均 服  務  項  目 

實體通路(P) 虛擬通路I) 
平均數差異

(P-I) T統計量 P值 
1.能提供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 5.37 5.43 -5.81 -0.85 0.396 
2.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 5.37 5.59 -0.22 -2.991 0.003** 
3.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 5.44 5.72 -0.28 -3.695 0.000** 
4.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 4.91 5.78 -0.87 -10.271 0.000** 

資訊完整性構面 5.27 5.63 -0.35 -6.219 0.000** 
5.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5.79 5.05 0.74 9.213 0.000** 
6.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5.89 5.07 0.82 9.491 0.000** 
7.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5.73 5.02 0.72 9.132 0.000** 
8.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 4.94 5.48 -0.54 -6.175 0.000** 

諮詢客製性構面 5.58 5.15 0.43 8.330 0.000** 
9.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 4.80 5.59 -0.79 -9.107 0.000** 
10.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4.71 5.81 -1.1 -13.324 0.000** 
11.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5.47 5.44 3.87 0.595 0.552 
12.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 5.64 4.72 0.92 10.853 0.000** 

訂購方便性構面 5.15 5.38 -0.23 -4.656 0.000** 
13.主動關心顧客 5.03 4.75 0.27 4.083 0.000** 
14.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提供娛樂，使顧客
不感到無聊 4.83 4.46 0.37 4.444 0.000** 

15.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 5.31 5.88 -0.57 -7.037 0.000** 
16.若顧客在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滿 
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 5.88 6.09 -0.21 -3.223 0.001** 

體貼同理性構面 5.26 5.29 -0.23 -0.742 0.459 
17.針對顧客抱怨，有完善的處理機制 5.09 5.20 -0.11 -1.718 0.087 
18.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 5.29 5.29 -3.23 -0.045 0.964 
19.多樣化的付款方式 5.33 5.52 -0.20 -3.072 0.002** 
20.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的安全 5.97 6.40 -0.43 -9.324 0.000** 

付款保障性構面 5.41 5.60 -0.18 -4.471 0.000** 

在顯著水準α＝0.05 下，雙尾t 檢定，**表p 值<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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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說驗證 

 

 

由以上的分析可得知，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項目的確

有顯著差異，因此宣稱假說H1成立。 

 

因此以下之兩小節將分別針對兩項通路作服務的構面分析，探究消費

者所重視的實體與虛擬通路之服務構面分別為何。 

 

4.4 實體通路服務重視度與人口統計變數One-Way Anova 分析 
 

本單元將針對不同基本資料之服務重視度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以

探討不同基本資料背景的族群，對於實體服務重視度是否有所差異，研究

結果如下： 

由表4-4 可知，有「年齡」、「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有無

小孩」、「月收入」、「購買地點」、「購買頻率」、「購買金額」、「上

網時數」與「上網購物次數」在不同服務構面上有顯著差異。以下將以多

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分析，並針對各基本資料變數的重視

服務構面差異進行說明。 

 

 

 

 

 

H 1：消費者對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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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 實體通路服務與人口基本資料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服務構面 
基本資料 

自由度  資訊 
完整性 

諮詢 
客製性 

訂購 
方便性 

體貼 
同理性 

付款 
保障性 

年齡 2 F值 
P值 

0.697 
0.499 

4.293 
0.014* 

3.514 
0.031* 

1.106 
0.332 

1.018 
0.363 

教育程度 3 F值 
P值 

8.600 
0.000* 

7.600 
0.000* 

7.518 
0.000* 

8.982 
0.000* 

1.313 
0.270 

婚姻狀況 1 F值 
P值 

0.001 
0.975 

6.403 
0.012* 

1.551 
0.214 

0.439 
0.508 

3.259 
0.072 

有無小孩 1 F值 
P值 

0.002 
0.967 

7.775 
0.006* 

5.119 
0.024* 

1.612 
0.205 

3.230 
0.073 

月收入 4 F值 
P值 

1.616 
0.170 

2.858 
0.024* 

3.860 
0.004* 

1.392 
0.237 

2.109 
0.080 

購買地點 1 F值 
P值 

2.362 
0.125 

0.342 
0.559 

2.075 
0.151 

4.427 
0.036* 

4.658 
0.032* 

購買頻率 5 F值 
P值 

0.502 
0.734 

0.431 
0.785 

0.868 
0.491 

1.033 
0.401 

3.738 
0.011* 

購買金額 6 F值 
P值 

1.932 
0.098 

0.875 
0.522 

0.646 
0.693 

1.427 
0.228 

4.691 
0.001* 

上網時數 3 F值 
P值 

3.532 
0.015* 

1.062 
0.365 

3.799 
0.011* 

4.068 
0.007* 

3.075 
0.028* 

上網購物 

次數 
3 F值 

P值 
3.622 
0.014* 

2.014 
0.112 

1.913 
0.127 

2.737 
0.044* 

2.395 
0.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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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年齡 

由表4-4 可得知，『年齡』在『諮詢客製性』與『訂購方便性』的重

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再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分

析，針對『諮詢客製性』與『訂購方便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二)教育程度 

由表4-4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與『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表4-4-1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大學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或以上 

0.2714 
0.8129 

-0.4014 

0.386 
0.000* 
0.85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1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大學」>「大專」。顯示教育程度大學的族群對實體通路的「能提供詳

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能提供即時的產

品折扣資訊」與「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等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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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2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諮詢客製性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0.4845 
-0.4608 
-1.1830 

0.008* 
0.002* 
0.00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2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諮詢客製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高中職」、「大學」、「研究所」>「大專」，其餘皆不顯著。顯示教

育程度在高中職、大學與研究所的族群對實體通路的「能瞭解顧客的肌膚

類型與狀況」、「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能推薦顧客適用的

產品與服務」與「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等諮詢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4-3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0.9451 
-0.7751 
-1.1057 

0.000* 
0.001* 
0.21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3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高中職」、「大學」>「大專」，其餘皆不顯著。顯示教育程度在高中

職與大學的族群對實體通路的「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多樣化的

訂購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

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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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4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體貼同理性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0.8600 
-0.9346 
-0.5193 

0.001* 
0.000* 
0.79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4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高中職」、「大學」>「大專」，其餘皆不顯著。顯示教育程度在高中

職、大學的族群對實體通路的「主動關心顧客」、「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

提供娛樂，使顧客不感到無聊」、「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與「若顧客在

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等同理性的服務

越重視。  

 

(三)婚姻狀況 

由於本問卷中的婚姻狀況答項僅有兩項，即「未婚」與「已婚」，故

以平均數比較『婚姻狀況』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的影響程度。 

 

由表4-4-5 的結果可得知，在『諮詢客製性』重視度的差異上，「已

婚」者的重視度大於「未婚」者。 

 
表4-4-5 『婚姻狀況』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婚姻狀況 平均數 

未婚 5.5207 
諮詢客製性 

已婚 5.7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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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無小孩 

由於本問卷中的有無小孩答項僅有兩項，即「沒有小孩」與「有小孩」，

故以平均數比較『有無小孩』對『諮詢客製性』與『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的影響程度。 

 

由表4-4-6 的結果可得知，在『諮詢客製性』重視度的差異上，「有

小孩」者的重視度大於「沒有小孩」者。 

 
表4-4-6 『有無小孩』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有無小孩 平均數 

沒有小孩 5.5171 
諮詢客製性 

有小孩 5.8092 
 

由表4-4-7 的結果可得知，在『訂購方便性』重視度的差異上，「有

小孩」者的重視度大於「沒有小孩」者。 

 
表4-4-7 『有無小孩』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有無小孩 平均數 

沒有小孩 5.0652 
訂購方便性 

有小孩 5.4375 

 

(五)月收入 

由表4-4可得知，『月收入』在『諮詢客製性』與『訂購方便性』的重

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再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分

析，針對『諮詢客製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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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8 SCHEFFE 多重比較：『月收入』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月收入(I) 月收入(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40,001~60,000元 

10,000元以下 
10,000~20,000元
20,001~40,000元
60,001~80,000元

-2.9365 
0.6706 
0.5731 

-0.2127 

1.000 
0.082 
0.042* 
0.99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8 可得知，『月收入』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40,001~60,000元」>「20,001~40,000」。顯示月收入在「40,001~60,000

元」的族群在實體通路的「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多樣化的訂購

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誠且

貼心週到」等便利性的服務越重視。 

 

(六)購買地點 

由於本問卷中的購買地點答項僅有兩項，即「實體通路」與「虛擬通

路」，故以平均數比較『購買地點』對『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

重視度的影響程度。 

 

由表4-4-9 的結果可得知，在『體貼同理性』重視度的差異上，「實

體通路」的重視度大於「虛擬通路」。 

 
表4-4-9 『購買地點』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購買地點 平均數 

實體通路 5.6094 
體貼同理性 

虛擬通路 5.2004 



 52   

由表4-4-10 的結果可得知，在『付款保障性』重視度的差異上，「實

體通路」的重視度大於「虛擬通路」。 

 
表4-4-10 『購買地點』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購買地點 平均數 

實體通路 5.6979 
付款保障性 

虛擬通路 5.3674 

 

(七)購買頻率 

透過Scheffee 分析法分析後，『購買頻率』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 

度差異上，針對『付款保障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八)購買金額 

透過Scheffee 分析法分析後，『購買金額』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 

度差異上，針對『付款保障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九)上網時數 

 由表4-4可得知，『上網時數』在『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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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1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時數』對『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上網時數(I) 上網時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5小時以上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下

3~5(含)小時 

0.3767 
0.4823 
0.4359 

0.455 
0.030* 
0.091 

訂購方便性 5小時以上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下

3~5(含)小時 

0.2139 
0.5924 
0.3084 

0.876 
0.012* 
0.448 

體貼同理性 5小時以上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下

3~5(含)小時 

0.2783 
0.5935 
0.1816 

0.756 
0.010* 
0.81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11 可得知，『上網時數』在『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

與『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5小時以上」>「1~3小時(含)以下」。

顯示上網時數在『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與『體貼同理性』上，

上網時數越長對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

後比較分析，針對『付款保障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十)半年內上網購物次數 

由表4-4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資訊完整性』、『體貼同理性』

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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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4-12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10次以上 
0次 

1~3次 
4~10次 

0.2733 
0.6619 
0.4762 

0.912 
0.020* 
0.21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12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

異上，「10次以上」>「1~3次」。顯示上網購物次數在『資訊完整性』

上，上網購物「10次以上」的重視度大於上網購物「1~3次」，上網購物

次數越多對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4-13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付款保障性 1~3次 
0次 

4~10次 
10次以上 

 -0.9869 
-0.5739 
-0.6560 

0.006* 
0.000* 
0.00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4-13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

異上，「0次」、「4~10次」、「10次以上」>「1~3次」，其餘皆不顯著。

顯示上網購物次數在『付款保障性』上，上網購物「0次」、「4~10次」、

「10次以上」的重視度較大於上網購物「1~3次」。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分析，針對『體貼同理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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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假說驗證 

 

 

由表4-4-14 可發現七項顯著的結果，顯示在實體通路的服務中，不

同人口統計特徵有不同的服務重視構面。因此宣稱假說H2成立。 

 
表4-4-14 人口統計變數對實體通路服務重視構面差異分析結果 

服務構面  
資訊完整性 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 付款保障性 

教育程度 「大學」>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大專」 

- 

婚姻狀況 - 「已婚」> 
「未婚」 

- - - 

有無小孩 - 「有小孩」>
「沒有小孩」

「有小孩」>「沒

有小孩」 - - 

月收入 - - 

「40,001~60,00
元」>
「20,001~40,000
元」 

- - 

購買地點 - - - 「實體」> 
「虛擬」 

「實體」> 
「虛擬」 

上網時數 
「 5 小 時 以

上」>「1~3小
時(含)以下」 

- 
「5小時以上」>
「1~3小時(含)
以下」 

「 5 小 時 以

上」>「1~3小
時(含)以下」 

- 

半年上網
購物次數 

「0次」、

「4~10次」、

「10次以上」

>「1~3次」 

- - - 

「0次」、

「4~10次」、

「10次以上」

>「1~3次」 
資料來源：自行整理 
 

H 2：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實體通路服務重視構面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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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虛擬通路服務重視度與人口統計變數One-Way Anova 分析 

本單元將針對不同人口基本資料之服務重視度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
析，以探討不同基本資料背景的族群，對於虛擬通路服務重視度是否有所
差異，研究結果如下： 

 
由表4-5 可知，「教育程度」、「婚姻狀況」、「有無小孩」、「月

收入」、「購買頻率」、「購買金額」、「上網時數」與「上網購物次數」
在不同服務構面上有顯著差異。以下將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
後比較分析，並針對各基本資料變數的重視服務構面差異進行說明。 
 

表4-5 虛擬通路服務與人口基本資料之單因子變異數分析 

服務構面 

基本資料 
自由度  

資訊 

完整性 

諮詢 

客製性 

訂購 

方便性 

體貼 

同理性 

付款 

保障性 

年齡 2 F值 
P值 

0.614 
0.542 

0.765 
0.466 

2.385 
0.094 

0.521 
0.594 

2.230 
0.109 

教育程度 3 F值 
P值 

2.147 
0.094 

0.581 
0.628 

2.881 
0.036* 

1.250 
0.292 

4.780 
0.003* 

婚姻狀況 1 F值 
P值 

4.084 
0.044 

1.853 
0.174 

0.930 
0.336 

0.010 
0.919 

4.267 
0.040* 

有無小孩 1 F值 
P值 

4.829 
0.029* 

1.145 
0.286 

2.134 
0.145 

0.319 
0.573 

4.900 
0.028* 

月收入 4 F值 
P值 

5.313 
0.000* 

4.756 
0.001* 

0.424 
0.791 

1.695 
0.151 

2.490 
0.043* 

購買地點 1 F值 
P值 

0.000 
0.986 

0.429 
0.513 

0.168 
0.682 

1.885 
0.171 

2.587 
0.109 

購買頻率 5 F值 
P值 

7.104 
0.000* 

6.182 
0.000* 

12.713 
0.000* 

13.051 
0.000* 

2.647 
0.024* 

購買金額 6 F值 
P值 

9.609 
0.000* 

8.291 
0.000* 

15.039 
0.000* 

15.223 
0.000* 

3.344 
0.003* 

上網時數 3 F值 
P值 

1.937 
0.124 

2.732 
0.044* 

7.111 
0.000* 

6.836 
0.000* 

5.193 
0.002* 

上網購物 
次數 3 F值 

P值 
9.549 
0.000* 

1.335 
0.263 

6.896 
0.000* 

5.469 
0.001* 

4.954 
0.00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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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程度 

由表4-5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訂購方便性』與『付款保障性』的

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表4-5-1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大學 
高中職 
大專 

研究所或以上 

8.2598 
0.4432 

-0.2250 

0.956 
0.047* 
0.96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大學」>「大專」。顯示教育程度在大學的族群對虛擬通路的「訂購方

法、訂購流程簡便」、「多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

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5-2 SCHEFFE 多重比較：『教育程度』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 

 教育程度(I) 教育程度(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付款保障性 大專 
高中職 
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0.5265 
0.4947 

-3.7202 

0.024* 
0.009* 
1.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2 可得知，『教育程度』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大專」>「高中職」、「大學」，其餘皆無顯著。顯示教育程度大專的

族群在虛擬通路的「針對顧客抱怨，有完善的處理機制」、「針對顧客建

議，有正面的回應」、「多樣化的付款方式」與「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

料的安全」保障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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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婚姻狀況 

由於本問卷中的婚姻狀況答項僅有兩項，即「未婚」與「已婚」，故

以平均數比較『婚姻狀況』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的影響程度。 

 

由表4-5-3 的結果可得知，在『付款保障性』重視度的差異上，「未

婚」者的重視度大於「已婚」者。 

 
表4-5-3 『婚姻狀況』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婚姻狀況 平均數 

未婚 5.6692 
付款保障性 

已婚 5.4136 

 

(三)有無小孩 

由於本問卷中的有無小孩答項僅有兩項，即「沒有小孩」與「有小孩」，

故以平均數比較『有無小孩』對『資訊完整性』與『付款保障性』重視度

的影響程度。 

 

由表4-5-4 的結果可得知，在『資訊完整性』重視度的差異上，「沒

有小孩」者的重視度大於「有小孩」者。 

 
表4-5-4 『有無小孩』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有無小孩 平均數 

沒有小孩 5.6923 
資訊完整性 

有小孩 5.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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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5 的結果可得知，在『付款保障性』重視度的差異上，「沒

有小孩」者的重視度大於「有小孩」者。 

 
表4-5-5 『有無小孩』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之平均數 

 有無小孩 平均數 

沒有小孩 5.6709 
付款保障性 

有小孩 5.3914 

 

(四)月收入 

由表4-5可得知，『月收入』在『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與『付

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表4-5-6 SCHEFFE 多重比較：『月收入』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月收入(I) 月收入(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40,001~60,000元 

10,000元以下 
10,000~20,000元
20,001~40,000元
60,001~80,000元

-0.7968 
-0.5488 
-0.4148 
0.1198 

0.026* 
0.016* 
0.021* 
0.99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6可得知，『月收入』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10,000元以下」、「10,001~20,000元」、「20,001~40,000元」>「40,001~60,000

元」, 其餘皆無顯著。顯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10,001~20,000

元」、「20,001~40,000元」，此族群對虛擬通路的「能提供詳細的產品或

服務介紹」、「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

與「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等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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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7 SCHEFFE 多重比較：『月收入』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 
 月收入(I) 月收入(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諮詢客製性 10,000元以下 

10,000~20,000元
20,001~40,000元
40,001~60,000元
60,001~80,000元

0.5755 
1.0167 
0.8857 
0.6667 

0.450 
0.009* 
0.060 
0.80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7可得知，『月收入』在『諮詢客製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10,000元以下」>「20,001~40,000元」。顯示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下」

的族群在虛擬通路的「能瞭解顧客的膚類型與狀況」、「能立即回應顧客

的疑問與問題」、「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提供多元化的諮

詢、溝通管道」等客製性的服務越重視。再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

做事後比較分析，針對『付款保障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五)購買頻率 

由表4-5可得知，『購買頻率』在『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

顯著差異。再以多重比較法（Scheffe 法）做事後比較分析，針對『付款

保障性』變數的服務重視構面並無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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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8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頻率』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購買頻率(I) 購買頻率(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6~9(含)個月 

1個月內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個月以上 

1.0374 
0.7105 
0.8576 
0.1266 
0.7720 

0.067 
0.015* 
0.000* 
0.997 
0.79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8 可得知，『購買頻率』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6~9(含)個月」者的重視度大於「1~3(含)個月」、「3~6(含)個月」者，

其餘皆無顯著。「能提供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能提供產品的價格

資訊」、「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與「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

等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5-9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頻率』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 

 購買頻率(I) 購買頻率(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諮詢客製性 6~9(含)個月 

1個月內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個月以上 

0.5217 
0.4592 
0.6447 
0.1977 
0.2871 

0.396 
0.041* 
0.000* 
0.902 
0.98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9 可得知，『購買頻率』在『諮詢客製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6~9(含)個月」者的重視度大於「1~3(含)個月」、「3~6(含)個月」者，

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對虛擬通路的購買頻率越大者對「能瞭解顧

客的膚類型與狀況」、「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能推薦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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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的產品與服務」、「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等客製性的服務

越重視。 

 
表4-5-10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頻率』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購買頻率(I) 購買頻率(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3~6(含)個月 

1個月內 
1~3(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個月以上 

-0.7724 
-0.9263 
-1.3347 
-1.3674 
-1.8917 

0.426 
0.002* 
0.000* 
0.000* 
0.02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0 可得知，『購買頻率』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1~3(含)個月」、「6~9(含)個月」、「9~12(含)個月」與「12個月以上」

者的重視度大於「3~6(含)個月」者，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對虛

擬通路「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多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

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

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5-11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頻率』對『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購買頻率(I) 購買頻率(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體貼同理性 3~6(含)個月 

1個月內 
1~3(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 
12個月以上 

-0.6052 
-0.7398 
-1.3511 
-1.4432 
-1.3129 

0.692 
0.035* 
0.000* 
0.000* 
0.296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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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11可得知，『購買頻率』在『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1~3(含)個月」、「6~9(含)個月」、「9~12(含)個月」與「12個月以上」

者的重視度大於「3~6(含)個月」者，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對虛

擬通路「主動關心顧客」、「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提供娛樂，使顧客不

感到無聊」、「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與「若顧客在購買、使用產品後感

到不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等同理性的服務越重視。  

 

(六)購買金額 

由表4-5可得知，『購買金額』在『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

顯著差異。 

 
 

表4-5-12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金額』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購買金額(I) 購買金額(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3,501~4,500元 

500元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4,501~5,500元 
5,501元以上 

2.1162 
0.8235 
1.2785 
0.9759 
0.5163 
0.3220 

0.000* 
0.147 
0.000* 
0.004* 
0.391 
0.85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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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12 可得知，『購買金額』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購買金額「3,501~4,500元」者的重視度大於「500元以下」、「1,501~2,500

元」、「2,501~3,500元」，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購買金額越大者

對虛擬通路「能提供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

「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與「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等完整性

的服務越重視。 

 
表4-5-13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金額』對『諮詢客製性』重視度 

 購買金額(I) 購買金額(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諮詢客製性 3,501~4,500元 

500元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4,501~5,500元 
5,501元以上 

1.2529 
0.6081 
0.6169 
0.8179 
0.4276 
0.1226 

0.004* 
0.121 
0.043* 
0.000* 
0.213 
0.99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3可得知，『購買金額』在『諮詢客製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購買金額「3,501~4,500元」者的重視度大於「500元以下」、「1,501~2,500

元」、「2,501~3,500元」，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購買金額越大者

對虛擬通路「能瞭解顧客的膚類型與狀況」、「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

問題」、「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

管道」等客製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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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4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金額』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購買金額(I) 購買金額(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5,501元以上 

500元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 
4,501~5,500元 

1.7112 
0.9498 
1.6991 
1.5542 
0.2324 
0.5764 

0.011* 
0.070 
0.000* 
0.000* 
0.975 
0.288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4可得知，『購買金額』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購買金額「5,501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500元以下」、「1,501~2,500元」、

「2,501~3,500元」，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出購買金額越大者對虛擬

通路「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多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消

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性

的服務越重視。 

 
表4-5-15 SCHEFFE 多重比較：『購買金額』對『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購買金額(I) 購買金額(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體貼同理性 3,501~4,500元 

500元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4,501~5,500元 
5,501元以上 

2.0713 
1.0515 
1.7377 
1.4023 
0.4788 
0.2513 

0.001* 
0.030* 
0.000* 
0.000* 
0.554 
0.96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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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15可得知，『購買金額』在『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購買金額「3,501~4,500元」者的重視度大於「500元以下」、「501~1,500

元」、「1,501~2,500元」、「2,501~3,500元」，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

顯示出購買金額越大者對虛擬通路「主動關心顧客」、「在等待服務的過

程中，提供娛樂，使顧客不感到無聊」、「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與「若

顧客在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等同理性

的服務越重視。  

 

 (七)上網時數 

由表4-5可得知，『上網時數』在『諮詢客製性』、『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表4-5-16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時數』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上網時數(I) 上網時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1~3小時(含)以下

1小時(含)以下 
3~5(含)小時 
5小時以上 

-0.5237 
-0.4856 
-0.6062 

0.090 
0.013*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6可得知，『上網時數』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上網時數「3~5(含)小時」、「5小時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1~3小時(含)

以下」，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對虛擬通路「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

便」、「多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與「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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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17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時數』對『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上網時數(I) 上網時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體貼同理性 5小時以上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下

3~5(含)小時 

0.1150 
0.6916 
0.3759 

0.970 
0.000* 
0.18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7可得知，『上網時數』在『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上網時數「5小時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1~3小時(含)以下」，其餘皆無

顯著。此族群顯示對虛擬通路「主動關心顧客」、「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

提供娛樂，使顧客不感到無聊」、「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與「若顧客在

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等同理性的服務

越重視。  

 
表4-5-18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時數』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 

 上網時數(I) 上網時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付款保障性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上

3~5(含)小時 
5小時以上 

0.7172 
0.3875 
0.4693 

0.003* 
0.286 
0.129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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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4-5-18可得知，『上網時數』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 

上網時數「1小時(含)以下」者的重視度大於「1~3小時(含)以下」，其餘

皆無顯著。此族群顯示上網時數越少者對虛擬通路「針對顧客抱怨，有完

善的處理機制」、「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多樣化的付款方

式」與「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的安全」保障性的服務越重視。 

 

(八)半年內上網購物次數 

由表4-5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資訊完整性』、『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與『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差異上，有顯著差異。 

 
表4-5-19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資訊完整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資訊完整性 1~3次 
0次 

4~10次 
10次以上 

-0.3135 
-0.4620 
-0.6137 

0.648 
0.000* 
0.001*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19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資訊完整性』的重視度差

異上，「4~10次」與「10次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1~3次」，其餘皆無

顯著。此族群顯示出上網購物次數越多者對虛擬通路「能提供詳細的產品

或服務介紹」、「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

訊」與「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等完整性的服務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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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0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訂購方便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訂購方便性 10次以上 
0次 

1~3次 
4~10次 

0.3529 
0.7890 
0.4616 

0.778 
0.001* 
0.15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20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訂購方便性』的重視度差

異上，「10次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1~3次」，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

顯示上網購物次數越多者對虛擬通路「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多

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與「服務

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便利性的服務越重視。 

 
表4-5-21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體貼同理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體貼同理性 10次以上 
0次 

1~3次 
4~10次 

0.3885 
0.7732 
0.4247 

0.784 
0.004* 
0.31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21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體貼同理性』的重視度差

異上，「10次以上」者的重視度大於「1~3次」，其餘皆無顯著。此族群

顯示上網購物次數越多者對「主動關心顧客」、「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

提供娛樂，使顧客不感到無聊」、「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與「若顧客在

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等同理性的服務

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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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22 SCHEFFE 多重比較：『上網購物次數』對『付款保障性』重視度 
 上網購物次數(I) 上網購物次數(J) 平均數差異(I-J) 顯著水準 

付款保障性 4~10次 
0次 

1~3次 
10次以上 

-0.2437 
0.3542 

-0.1125 

0.872 
0.040* 
0.95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代表p-value<0.05 
 

由表4-5-22 可得知，『上網購物次數』在『付款保障性』的重視度上，

「4~10次」>「1~3次」。顯示上網購物「4~10次」的重視度大於上網購

物「1~3次」。因此，上網購物次數越頻繁，越重視虛擬通路的「針對顧

客抱怨，有完善的處理機制」、「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多

樣化的付款方式」與「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的安全」保障性的服務越

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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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假說驗證 

 

 

透過以上分析，將分析結果列於表4-5-23。根據表4-5-23，可發現八

項顯著的結果，顯示在虛擬通路的服務中，不同人口統計特徵有不同的服

務重視構面。因此宣稱假說H3成立。 

表4-5-23 人口統計變數對虛擬通路服務重視構面差異分析結果 
服務構面  

資訊完整性 諮詢客製性 訂購方便性 體貼同理性 付款保障性 

教育程度 - - 「大學」> 
「大專」 - 「大專」>「高中

職」、「大學」

婚姻狀況 - - - - 「未婚」>「已婚」

有無小孩 「沒有小孩」 
>「有小孩」 - - - 「沒有小孩」>「有

小孩」 

月收入 

「10,000元以下

「10,001~20,000
元」、「20,001~40,000
元」>「40,001~60,000

元」 

「10,000元以下」>
「20,001~40,000元」

- - - 

購買頻率 
6~9(含)個月」>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6~9(含)個月」>
「1~3(含)個月」、

「3~6(含)個月」 

「1~3(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與

「12個月以上」>
「3~6(含)個月」 

「1~3(含)個月」、

「6~9(含)個月」、

「9~12(含)個月」與

「12個月以上」者>
「3~6(含)個月」 

- 

購買金額 

「3,501~4,500元」 
>「 500元以下」、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

>「500元以下」、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5,501以上」 
>「500元以下」、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3,501~4,500元」>
「 500 元以下」、

「501~1,500元」、

「1,501~2,500元」、

「2,501~3,500元」 

- 

上網時數 - - 
「3~5(含)小時」、

「 5 小時以上」 >
「 1~3小時 (含 )以
下」 

「5小時(含)以上」>
「1~3小時(含)以下」 

「1小時(含)以下」>
「1~3小時(含)以下」

半年上網
購物次數 

「4~10次」與「10次
以上」>「1~3次」 

- 「10次以上」 
>「1~3次」 

「10次以上」 
>「1~3次」 

「4~10次」 
>「1~3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H 3：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虛擬通路服務重視構面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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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結論與建議 
在本章中，首先整合前章研究分析所得之結果做成幾項結論，並提出

一些管理實務上的建議供業界參考，以及對於未來研究的建議，最後則說

明本研究在進行過程中所面臨到的一些限制。 

 

5.1 研究結論 

過去與服務相關的研究大部分都著重在知覺與滿意度的衡量上，本研

究則是透過另一個角度，比較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服務的重視項目差

異，並分別找出兩種通路的服務項目中，消費者所重視的構面，以提供業

者作為提高產品附加價值以及互補通路功能的參考依據。透過文獻整理，

經由問卷蒐集所需資料後，經統計分析驗證研究假說，研究結果如下： 

表5-1 研究假說驗證結果 

研究假說 驗證結果 

H1：消費者對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之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H2：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實體通路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H3：不同人口統計變數對虛擬通路服務重視項目有顯著差異。 部分成立 
根據假說驗證及分析結果，本研究得出以下幾項結論： 

一、消費者對實體與虛擬通路有不同的服務重視項目 

透過成對樣本t 檢定後，發現20項服務項目中，有16項在兩種通路的

服務重視度上具顯著差異；其中有6項在實體通路的重視度大於虛擬通路

的重視度，其餘10項則是虛擬通路的重視度大於實體通路的重視度。且資

訊完整性構面、諮詢客製性構面、訂購方便性構面、付款保障性構面於兩

項通路的服務重視度皆有顯著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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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最重視實體通路的『訂購方便性』服務。 

透過信度分析後，對五個服務構面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訂購方

便性、體貼同理性、付款保障性。其中，以『訂購方便性』構面最受整體

消費者的重視，也就是消費者最重視實體通路所提供的「訂購方法、訂購

流程簡便」、「多樣化的訂購管道」、「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

或贈品」與「服務人員熱誠且貼心週到」等服務。 

 

進一步與人口統計變數進行變異數分析後發現，教育程度、婚姻狀

況、有無小孩、月收入、購買地點、上網時數與上網購物次數等變數會顯

著影響實體通路的重視構面，詳見表4-4-14，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上

網時數越長者，相較於上網時數較少經驗者，更重視實體通路的『訂購方

便性』服務。由此可推論虛擬通路購物者較注重訂購的方便性，若實體通

路能加強此方面的服務，例如：提供更多不必親自到店面訂購的服務，相

信必能引起實體通路購物者的青睞。 

 

三、消費者最重視虛擬通路的『諮詢客製性』服務。 

透過信度分析後，對五個服務構面資訊完整性、諮詢客製性、訂購方

便性、體貼同理性、付款保障性。其中，以『諮詢客製性』構面最受整體

消費者的重視，也就是消費者最重視虛擬通路所提供的「能瞭解顧客的肌

膚類型與狀況」、「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能推薦顧客適用

的產品與服務」與「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等諮詢性相關的服務

越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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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與人口統計變數進行變異數分析後發現，教育程度、婚姻狀

況、有無小孩、月收入、購買頻率、購買金額、上網時數與上網購物次數

等變數會顯著影響虛擬通路的重視構面，詳見表4-5-23。其中最值得注意

的是，習慣在虛擬通路購買保養品的消費者，最重視『資訊完整性』、『訂

購方便性』與『付款保障性』構面的服務。 

 

5.2 管理實務之建議 

透過本研究的結果證實，保養品廠商的確可透過不同的服務特色來互 

補實體與虛擬通路的功能，根據上一小節之結論，對業界之建議分為對 

「實體通路」、「虛擬通路」與「總體建議」三個部分；其中對「實體通

路」與「虛擬通路」的建議各再分為「需維持的優勢」及「需強化的弱勢」

二個層次分析，如表5-2所示： 

 
表5-2 實體與虛擬通路的優勢與弱勢 

 需維持的優勢 需強化的弱勢 

實體通路 

1.訂購的方便性 
2.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3.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4.人員服務的專業與熱誠度 

1.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2.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3.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4.提供多元化的諮詢 

虛擬通路 

1.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2.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3.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4.提供多元化的諮詢 

1.訂購的方便性 
2.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3.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4.人員服務的專業與熱誠度 
資料來源：由表4-1服務重視度對實體與虛擬通路之信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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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實體通路的建議 

(一)需維持的優勢 

實體通路需維持的優勢，顧名思義就是會強化消費者在實體通路購買

保養品的關鍵要素，且該服務要素是實體通路的優勢所在，可提供給製造

商或代理商作為區隔通路特性的依據，有如下數點： 

1.訂購的方便性： 

 消費者可以直接在實體通路內進行搜尋資訊和購買產品，且也能藉由

陳列產品或由服務人員提供諮詢服務，讓消費者在店內搜尋產品資訊，並

且能直接付款並取貨。 

 

2.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實體通路如果能透過電話或搭配傳真輔助的方式，即便不出門也能透

過電話或傳真來訂購產品，並搭配方便的取貨方式，將能吸引注重便利性

的消費者。但此點須搭配產品資訊的提供，才能讓顧客不必臨櫃就能獲得

產品資訊而得以選購適合的產品。而高中職、大學與有小孩的族群尤其重

視訂購管道是否多樣化，所以，若能針對的高中職、大學與有小孩的族群

設計符合需求的訂購管道，將能吸引更多的消費者來購買。 

 

3.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實體通路上能夠直接付款，且能與服務人員互動，在專業的服務人員

銷售過程中，也對主動提供消費者折扣的資訊，或者是告知搭配購買即

可獲得點數或兌換贈品，讓顧客能夠在消費過程中，即刻的享受到優惠

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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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員服務的專業與熱誠度： 

本點是虛擬通路永遠無法取代的優勢，因為實體通路擁有與顧客面對

面互動的機會，所以，對於銷售、服務人員的訓練上，不能只注重銷售技

巧，同理心與提供服務顧客利益的產品組合更形重要。透過專業、熱誠且

不帶給顧客購買壓力的服務提供，將能建立顧客心中的差異化形象，帶給

顧客難以忘懷的美好購物經驗。此外，透過本研究顯示教育程度為高中職

及大學的族群，越注重實體通路是否能提供體貼同理性的服務，所以可針

對此族群多設計一些關懷、貼心的服務，例如：提供小贈品或生日禮物、

主動關懷產品使用狀況等。 

 

 (二)需強化的弱勢 

實體通路需強化的弱勢，顧名思義就是會強化消費者在實體通路購買

保養品的關鍵要素，但該服務要素是實體通路所需加強的，可作為實體通

路商提升競爭力的參考，有如下數點： 

1.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實體通路可透過先進的肌膚狀況檢測器，檢測顧客的肌膚狀況，藉以

推薦適合顧客的產品，並將顧客的肌膚狀況與產品偏好等資訊記錄在

CRM系統中，待顧客再次光臨時，就能透過資料庫找到與顧客相關的資

訊，藉以更有效率地與顧客溝通，提供更細微與貼心的服務，如此必定能

與顧客建立更長久的關係。而經過本研究分析，已婚的族群尤其重視此點

的服務，所以，業界更應針對已婚族群加強在此方面的服務。 

 

 



 77   

2.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實體通路往往最為人詬病的，就是當顧客使用商品發生問題，要求廠

商處理時，服務人員態度不佳，甚至推託、不予理會等等，造成顧客的負

面印象。如果實體通路能夠針對顧客的問題與抱怨，經由第一線服務人員

或是0800服務專線給予立即的回應與適當的處理，就能化解顧客的不滿與

增進顧客的信任。在此需注意必須建立一個即時的客訴處理機制與專責單

位，並給予客服人員適當的訓練，才能將顧客的問題與不滿降到最低。 

 

3.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實體通路是最能直接帶給消費者建議的管道，如果能在服務人員的素

質、專業知識及服務上加強輔導，讓每位銷售服務人員在面對顧客時，都

能適時或準確的推薦該顧客適用的產品，如此才能深深打動每位顧客的

心，此點絕對是應該注重的。 

 

4.提供多元化的諮詢： 

虛擬通路購物帶給顧客沒有購買壓力的良好經驗，但實體通路在這部

分就有待改善，因為實體通路的服務人員，往往因業績的壓力而在顧客臨

櫃時，不斷的、反覆的在專櫃狹小的空間裡，向顧客採取緊迫盯人的促銷

方式，結果反造成顧客的壓力而引起反感。實體通路應給予顧客一個開放

的空間，自由參觀產品及詢問問題，服務人員應站在諮詢專家的立場，以

解答顧客問題為先，給顧客輕鬆自在的感覺，營造顧客的歡愉及信任，才

能創造良好的購物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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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虛擬通路的建議 

(一)需維持的優勢 

虛擬通路需維持的優勢，顧名思義就是會強化消費者在虛擬通路購買

保養品的關鍵要素，且該服務要素是虛擬通路的優勢所在，可提供給製造

商或代理商作為區隔通路特性的依據，有如下數點： 

1.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虛擬通路可透過網站設計檢測問題的方式，來了解顧客的肌膚狀況，

藉以用網頁呈現推薦適合顧客的產品，藉此讓顧客能在網站上多方比較並

測試自己是否符合上述條件，進而購買適用的保養品，省去了在實體通路

中面對銷售人員推薦及檢測時的尷尬。 

 

2.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如何在沒有服務人員直接服務的情形下，還可以滿足顧客的疑問及退

換貨的需求？顧客最擔心虛擬通路只負責買賣卻不負責服務。針對於此，

虛擬通路可以透過電子郵件、0800系統等，接受顧客的疑問及對退換貨的

查詢，並且實施到府收回、便利商店收回等便利的退貨服務。同時承諾顧

客可以退款或換貨，甚至可以連結實體通路對顧客直接實施退款換貨的服

務，將能使消費者更放心虛擬通路的服務品質。此外，針對顧客的不滿與

建議，也建立0800服務專線與線上留言板的即時回饋機制，即時處理特殊

狀況，才能化解顧客的不滿與增進顧客的信任。 

 

3.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虛擬通路會將每樣產品的優缺點，會在網頁的呈現詳盡的說明，且每



 79   

件產品皆有衛生局的合格字號，讓顧客在閱讀該產品說明時即可了解自身

適合的產品，且也可以留言詢問客服人員，甚至有些網頁會在每項產品的

設計中，加入肌膚檢測的問答，就可讓消費者輕鬆知道自己是否適合此產

品，進而購買該產品。 

 

4.提供多元化的諮詢： 

虛擬通路購物帶給顧客沒有購買壓力的良好經驗，因為實體通路的服

務人員，往往因業績的壓力而在顧客臨櫃時，不斷的、反覆的在專櫃狹小

的空間裡，向顧客採取緊迫盯人的促銷方式，結果反造成顧客的壓力而引

起反感。虛擬通路還可在該網站上瀏覽到每位消費者的留言或者是推薦的

產品，讓消費者能有得到更多的產品的訊息，逐一比對後即可下訂單！ 

 

(二)需強化的弱勢 

虛擬通路需強化的弱勢，顧名思義就是會強化消費者在虛擬通路購買

保養品的關鍵要素，但該服務要素是虛擬通路所需加強的，可作為虛擬通

路商提升競爭力的參考，有如下數點： 

1.訂購的方便性： 

虛擬通路的最大優勢就是能突破時空的限制，消費者可以在任何時

間、任何地點連接到網際網路訂購產品；在此需注意網站的基礎建設的完

整性與連線的穩定性，以免造成消費者有「速度過慢」、「連結不上」之

不良印象。此外，在設計訂購流程時需特別注意流程是否過於繁瑣、操作

是否人性化，尤其應特別考量注意女性使用者的需求，才不至於使消費者

在訂購過程中，因不耐煩而打消購買的念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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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多樣化的訂購管道： 

與實體通路相較之下，消費者更重視虛擬通路能提供多樣化的訂購管

道，但目前虛擬通路的訂購管道大部分只能透過網頁傳送，若能開發其他

不同的訂購管道，以符合顧客需求，將能吸引更多的客源；例如提供電話、

傳真、電子郵件等方式訂購，將能吸引對虛擬通路安全有疑慮的消費者。 

 

3.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折扣或贈品： 

  在虛擬通路上有些廠商CRM的系統並未建設完全，沒辦法將每位消費

者的購物清單一一紀錄，這是很可惜的，其實虛擬通路可以透過紀錄消

費者的購物習性及偏好，讓程式比對後，即可知道該消費者的偏好，即

可將消費者想知道的訊息，用轉寄郵件及寄發廣告的方式，讓消費者知

道目前的折扣訊息，才讓消費者能時時刻刻都掌握到該網站的優惠或贈

品訊息，如此一來才能夠讓顧客不斷的回籠。 

 

4.人員服務的專業與熱誠度： 

本點是虛擬通路永遠無法取代的優勢，因為實體通路擁有與顧客面對

面互動的機會。但在虛擬通路上，由於沒有服務人員面對面的解說，因此

必須透過資訊搜尋功能的建立來得到相同的效果，諸如產品保存期限的查

詢、資訊的提供方式可否因應顧客別不同而客製化，能否依產品組合的價

格、功能、適用膚質類型查詢，以及提供促銷方案及特惠活動等相關資訊，

都必須倚靠強大的搜尋功能來達成。而此點也是虛擬通路購買族群所重視

的，若能在此點上改善，必定能吸引虛擬通路購買族群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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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體建議 

虛擬通路的諮詢客製性是實體通路所不能相比的，過去研究也都證實

虛擬通路購物有其特定的區隔市場，而透過網路的媒介，也能增加產品的

知名度與消費者熟悉度，所以，不論廠商是否考慮增加虛擬通路此一通

路，透過網站介紹產品與推廣經銷點都是不可或缺的行銷方式。可透過網

路多介紹、宣傳實體通路商，如販售地點、折扣訊息、活動舉辦訊息，如

此實體通路商也會多替虛擬通路宣傳，因為透過網站的詳細資訊介紹，能

節省實體通路服務人員的解說時間，讓服務更有效率、讓等待時間變更

短。所以，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其實是可以並存且發揮互補之綜效，而不

是對立和衝突的。 

 

5.3 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由於本研究主在探究純粹與服務相關的構面，未探討價格及品牌等因 

素，後續研究可再納入此二因素，探討在價格、品牌等因素的干擾下， 

消費者對不同通路的服務重視項目有何不同。 

2.後續研究可針對本研究所提出的服務構面，進一步作驗證性因素分析以 

探討構面的合適度。 

3.後續研究可採用其他的服務構面設計問卷，比較研究結果是否有差異， 

以驗證本研究採用的構面是否具備完整性。 

 

5.4 研究限制 

1.由於問卷的問項是詢問消費者對各項服務的重視程度，所以受訪者必須 

透過其經驗與回憶來回答問項，基於消費者之經驗與回憶的完整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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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可能會造成某些偏誤與限制。 

2.樣本的蒐集因考量受訪者必須具有上網經驗，才能回答關於虛擬通路的

相關問題，所以樣本多集中在中高教育水準的消費者，高中以下教育程 

度的樣本較少。 

3.本研究因考量研究架構的適中，而未將保養品的價位與產品定位納入研 

究範圍，然而不同的產品價位和定位會影響消費者對服務的期待，例

如：百貨公司專櫃與美妝店的產品價位和定位就有很大差異，更會影響

消費者對不同服務的重視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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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受訪者，您好： 

本問卷主在探討『保養品服務』之重視因素，回覆之問卷將不會對外公開，僅

供學術參考，請您安心填寫，感謝您百忙之中填此問卷。 
                                嶺東科技大學  夜四技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教授：張善斌 教授 

學生：楊雅玲、陳皓怡、陳智媛、蘇雅琪、何冠佳

第一部分 

如果在實體通路與虛擬通路都可以購買到您慣用的保養品；請分別選取您對實體通路

與網路之各項服務的重視程度！ 

 

實體通路  虛擬通路 
『保養品泛指化妝水、乳液

(霜)、精華液、眼霜(膠)等用於

臉部的保養類產品。』『實體通

路泛指百貨公司專櫃、專賣店、

平行輸入店、美(藥)妝店、美容

沙龍店等有店舖的販售地點。』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有
點
不
重
要

普
通 

有
點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非
常
不
重
要

不
重
要 

有
點
不
重
要

普
通 

有
點
重
要 

重
要 

非
常
重
要 

1.能提供詳細的產品或服務介紹    
2.能提供產品的價格資訊    
3.能提供即時的產品折扣資訊    
4.可透過網站查詢產品訊息    
5.能瞭解顧客的肌膚類型與狀況    
6.能立即回應顧客的疑問與問題    
7.能推薦顧客適用的產品與服務    
8.提供多元化的諮詢、溝通管道(如:
面對面、電話、電子郵件、留言版..)

   

9.訂購方法、訂購流程簡便    
10.多樣化的訂購管道(如：能透過

便利商店、電話、電子郵件..等
管道訂購) 

   

11.能累積消費紀錄，藉以提供 
折扣或贈品 

   

12.服務人員(或客服人員)熱誠且
貼心週到 

   
13.主動關心顧客 (如：關懷產品

使用狀況、節日道賀等)    
14.在等待服務的過程中，提供娛

樂 (如讀物或網頁)，使顧客不
感到無聊 

   

15.提供不同的送貨方式(如：親自
取貨、宅配、郵寄、至便利商
店取貨) 

   

附錄一：服務重視傾向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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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若顧客在購買、使用產品後感到不
滿意，能提供方便的退貨服務 

   
17. 針對顧客抱怨，有完善的處 

理機制 
   

18. 針對顧客建議，有正面的回應    
19. 多樣化的付款方式，如：刷 

卡、轉帳、禮券等方式 
   

20. 確保顧客隱私及交易資料 
的安全    

 

第二部分   

您的基本資料(僅供研究用途，請安心作答!) 

1.年齡：□1. 30 歲(含)以下  □2. 31~40 歲  □3. 41~50 歲  □4. 51 歲以上 

2.教育程度：□1. 高中職（含）以下  □2. 大專  □3. 大學(學院) □4. 研究所或以上 

3.目前婚姻狀況：□1. 未婚 □2. 已婚 

4.有無小孩：□1. 沒有小孩 □2. 有小孩 

5.您的平均月收入：□1. 10,000 元以下□2. 10,001~20,000 元 □3. 20,001~40,000 元 

                  □4. 40,001~60,000 元 □5. 60,001~80,000 元 □6. 80,001 元以上 

6.您目前最常購買保養品的通路為何？ 

□1.實體通路 (泛指百貨公司專櫃、專賣店、平行輸入店、美(藥)妝店、美容沙龍 

              店等有店舖的通路) 

□2.虛擬通路 (泛指網路、電視、郵購、直銷等無店舖的通路) 

7.若你是在實體通路購買： 

平均多久購買一次保養品：□1. 1 個月內      □2. 1~3(含)個月   □3. 3~6(含)個月  

□4. 6~9(含)個月 □5. 9~12(含)個月   □6. 12 個月以上 

平均每次購買保養品金額： 

□1. 500 元以下      □2. 501~1,500 元   □3. 1,501~2,500 元  □4. 2,501~3,500 元 

□5. 3,501~4,500 元  □5. 4,501~5,500 元  □6. 5,501 元以上 

8. 若你是在虛擬通路購買： 

平均多久購買一次保養品：□1. 1 個月內      □2. 1~3(含)個月   □3. 3~6(含)個月  

□4. 6~9(含)個月  □5. 9~12(含)個月   □6. 12 個月以上 

平均每次購買保養品金額： 

□1. 500 元以下      □2. 501~1,500 元   □3. 1,501~2,500 元  □4. 2,501~3,500 元 

□5. 3,501~4,500 元  □6. 4,501~5,500 元  □7. 5,501 元以上 

9.平均每天上網時數： 

□1. 1 小時(含)以下  □2. 1~3(含)小時以下  □3. 3~5(含)小時  □4. 5 小時以上 

10.過去半年內上網購物的次數(任何商品皆算)： 

□1. 0 次 □2. 1~3 次 □3. 4~10 次 □4. 10 次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 
萬分感謝您的填答，請再次檢查是否有遺漏之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