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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企業網頁公關效果評估指標 
—以 2002 年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為例

* 

 
孫 秀 蕙** 

《摘要》 

本文以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為研究樣本，提出三個問題：（1）台

灣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可分為哪些面向？（2）台灣企業網站的公關

效果，受到哪些組織性因素的影響？（3）台灣企業網站有呈現公共

議題討論的比例為何？和組織性因素的關係又是如何？ 研究結果發

現，「介面人性度」和「資訊實用性」為重要的網站公關效果面向。

其中「資訊實用性」更以「目標公眾」為區分標準，分為一般∕消費

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實用性等。在建構網站

公關效果的概念，大部分企業仍依照行銷傳播目標架構其網站功能。

本研究也發現，在組織性因素方面，營業額高的企業有較多資源配置

於以對外溝通為主的企業網站，溝通效果較高。 

關鍵詞：網際網路、公關效果指標、組織性因素、整合行銷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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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十年來台灣的網際網路崛起，對整體的傳播環境產生重大影響。根據資策會

電子商務應用推廣中心 FIND 研究組定期的「網際網路用戶數調查統計」結果顯

示，截至 2003 年 6 月底為止，扣除低用度用戶、一人多帳號與多人一帳號等重複值

後，台灣的上網人口達 876 萬人，網際網路連網應用普及率為 39%，在亞洲名列前

茅（http://www.find.org.tw）。 

公關學者曾指出，缺乏守門者的網路傳播特質降低了閱聽大眾發表言論的門

檻，網路使用者可輕而易舉地對企業的服務、產品，甚至形象提出批評（Coombs, 

1998）。某些網路使用者甚至會設置反企業的網頁，蒐集企業的不當作為，集結網

路上反對的力量（Middleberg, 2001）。網際網路如此發達，網路資訊不斷地大量產

製，意味著企業溝通策略已面臨轉型階段。迥異於舊有的傳播環境，如今大眾媒體

不再獨佔資訊和發言管道，許多新聞記者甚至從網路世界中尋找報導題材，這使得

習於以建立傳統媒體關係為主的企業公關人員，必須以積極的態度去掌握複雜且多

元的發聲管道。如何在虛擬實境中掌握複雜的溝通生態，構思新的傳播策略，協助

企業維持競爭力並達成溝通目標，正是當今企業公關人員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網路傳播的四個基本特質：互動、即時、匿名性與跨越國界，不但改變了公關

操作觀念，也促成了一種不同的「企業—目標公眾」的互動形式。在所有的網路功

能中，網站（websites）最常被組織使用，也是企業和公眾互動的最方便的溝通工具

（Kent & Taylor, 1998；Holtz, 1999）。然而，雖然企業設置網站比例很高，但企業

網站如何達成溝通目標？其溝通效果又如何進行有系統的評估？企業如何運用網站

進行公共議題傳播？國內在這方面的討論仍較為缺乏。有鑑於此，本研究擬參考國

內外相關文獻，建立企業網站公關效果評估指標，研究問題如下： 

一、台灣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可分為哪些面向？有哪些指標？ 

二、台灣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受到哪些組織性因素的影響？。 

三、在促進企業形象方面，台灣企業網站有呈現公共議題討論的比例為何？和組織

性因素的關係又是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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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研究 

一、「網路公關」相關文獻 

隨著網際網路普及，網路傳播也獲得公關理論及實務人員的重視。目前英文世

界中較重要的網路公關專書，作者均為公關實務人員，寫作內容也以達成實務目標

為主。例如 Haig 從網路的特點與實用性出發，帶領讀者瞭解網路公關的角色（Haig, 

2000；李璞良中譯）。他強調網際網路對於公關界的革命性影響，提醒公關人員在

執行計畫之前，審慎評估目標對象的需求。Haig 指出，要成功執行計畫，達成公關

目標，最好先上網調查，評估競爭對手經營網路溝通的狀況，並善用搜尋引擎蒐集

資訊，建立有效的網路公關策略。他並且說明了網站建構程序、網站資訊內容撰

寫、並提供與網友互動的策略建議等。 

以網路危機管理見長的 Middleberg 試圖在概念層次提升網路操作的絕對重要性

（Middleberg, 2001）。他指出，新一代的公關人員是全方位的「數位傳播員」（e-

communicator），兼具行銷、資訊管理、策略設計、教育、媒體關係等多功能，並且

提出「成功公關的四個快速法則」：速度致勝、網路平權至上、讓企業主適應急速

變化的真實世界，並懂得隨時製造話題與流行。 

相較於 Middleberg 的「網路至上」說，Holtz（1999）則提供了更多證據，來說

明網路如何徹底改變資訊傳播模式。這些證據包括：網路多對多的溝通特質、資訊

重質而不重量、為網友量身訂作、消費者導向等。Holtz 特別從網路使用者的需求出

發，借用行銷學的概念，提出兩種看似相反但卻可互相補強的網路機制：在網頁上

提供分類清楚的實用資訊，將網友的注意力「拉」（pull）近企業的產品與服務，或

是利用電子郵件或新聞討論群等方式，主動告知網友，將他們「推」（push）至企

業或組織所要推展的品牌或概念（Holtz, 1999: 76-81）。 

綜合以上的討論，我們可將網路公關定義為：「個人或組織利用網路功能和公

眾進行互動，以建立良好的關係；這些網路功能可以『拉』近企業與公眾的距離，

或是將公眾『推』近企業的推廣內容」。 

上述網路公關專書均為公關實務人員所作，著重的是技術面的指導與實務問題

之解決。公關學術界的相關論述，除了個案的蒐集與分析之外，更注重現象之歸

納，並構成新的研究概念與論點，以促進學術與實務之對話。知名的公關學者 Botan

（1992）就從「國際公關」的角度來討論新的公關策略形成之可能性。他指出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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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公關策略並非放四海而皆準，企業公關人員必須考量地域差異性，注意其市

場的文化變異性。因此，隨著「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網際網路在跨國企業的溝通

需求中，扮演特別重要的角色。 

網際網路究竟帶來什麼改變？對企業公關人員來說，最明顯的改變莫過於溝通

特質及其效果之改變。網際網路代表著多元溝通模式的可能性，例如一對一，一對

多，多對一與多對多等（Ha and Lincoln, 1998）。由於溝通模式的多元化，在傳統大

眾傳播模式中的閱聽人角色化被動為主動，甚至可能積極參與訊息產製的過程。公

關學者更預測，網路科技增強了使用者的權力，甚至進一步挑戰原有的既得利益或

官僚結構（Gilder, 1990; Coombs, 1998; Heath, 1998）。 

網際網路也改變了公關運作的規則。研究指出，對公關從業人員而言，網際網

路是有史以來第一個「可控制的公關媒體」，訊息的生產者對於訊息如何被傳遞，

擁有完全的控制權（White & Raman, 1999）。除此之外，網際網路更被視為雙向溝

通的利器。面對網路媒體時代的來臨，企業面臨了新的機會與挑戰（Gleason, 1997; 

Holtz, 1999）。 

建構網頁可說是企業利用網路媒體進行溝通的第一步。White & Raman（1999）

訪問美國企業網頁的負責人，請他們說明建構網頁的動機。研究結果指出，「維持

競爭力」與「不要在網路溝通上缺席」是美國企業建立網頁的兩大動機。不過，雖

然大部分的公關從業人員都瞭解網路扮演的溝通角色之重要性及優點，他們也指出

了幾項實際操作時面臨的困難：例如在現有的繁重工作中，網路溝通仍屬次要任

務，缺乏有效的評估工具來衡量網路的溝通效果，也因此在公關實務界存在著一種

對網路溝通效果的質疑態度（White & Raman, 1999; Hill & White, 2000）。 

這種質疑態度，往往和企業所屬的產業別，企業主管對於網路的認知，以及社

會整體對網路資訊重視的程度有關。學者指出，不同的產業類別對於網頁的重視程

度也有區別（Ha and Lincoln, 1998）。也有學者假設，企業在網頁上的公關表現（列

舉或宣示社會責任，討論公共議題），應隨著企業所屬的產業別而有差異（Esrock 

& Leichty, 1998）。另一項以網站互動性和企業公關管理為主題的研究發現，企業網

站的互動性功能和企業所屬的產業相關。例如製造業和不以消費者為市場的企業並

不重視網路的互動性功能，而金融業的網站設計，在互動機制的設計，則顯得較為

完整（吳苑如，2001）。這說明了企業的組織性因素，如產業別，對於網站的公關

表現有顯著影響。 

許多研究也指出，除了產業因素外，組織特質（例如：組織資源配置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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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科技在各方面運用的重視程度）也會影響企業重視網路溝通（包括建置網站）

的程度，其策略表現也各有不同（Damanpour, 1987 & 1991; Fulk and Steinfield, 1990; 

Flanagin, 2000; Cornelissen, Lock and Gardner, 2001；郭書祺，2001；Sun, Lau & Kou, 

2003）。公關學者 Johnson（1997）引用格魯尼模式中對等性溝通（symmetric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進一步指出，包括網際網路在內的新傳播科技之發展，有

助於組織—公眾雙向對等關係之建立。她指出，由於電腦中介傳播具有雙向互動之

特質，因此善於運用電腦中介傳播的企業組織，自然更容易達成對等性的溝通目

標。 

孫秀蕙（2000）指出，對等性溝通的形成是雙面的，它一方面來自於公關人員

的溝通心態（格魯尼模式中的「世界觀」），另一方面也來自於科技變遷，因為科

技變遷促成了網路溝通型態。容或有企業仍試圖以傳統的宣導模式來達成公關目

標，但外在機制的急遽變化，將迫使公關人員因應市場競爭，更積極地採行新的溝

通工具，例如網際網路，以保持整體競爭力。重點在於，網路如何能成功地幫助公

關人員達成溝通目標？本文將企業所建置的網站視為企業公關重要的工具，擬探討

企業網站如何發揮其效果？公關效果指標又應如何建立？  

二、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的相關文獻回顧 

公關活動或公關操作的效果應如何評估？公關學術界的討論並無法產生一致的

看法。Kendall（1996 ）指出，公關效果的評估應分為兩類：一種是設基準點

（benchmark）的評估法，讓銷售數字、利潤、股票價值等來作為評估基礎。另一種

是非基準點的評估法，公關人員並不預設標準，而是以執行成果來作評估。這類評

估，主要是蒐集目標對象的行為（媒體曝光、活動參與率）證據，來證明公關活動

產生效果。 

資深的公關效果研究者 Phillips 整理過去的文獻研究指出，從內容分析來驗證公

關效果，需要制定五個關鍵的重要主題（super themes）：企業向心力、產品∕服

務、市場競爭力、員工和外部的利益關係人（external stakeholders）（Phillips, 

2002）。他認為，用這五個重要主題來分析企業公關表現，可更有效的將關於企業

的媒體資訊歸類，並依此管控公司的公關表現，進一步檢討企業溝通策略可補強之

處。 

作為企業重要溝通工具之一的企業網站，究竟應如何發揮其溝通效能？這些效

能又可區分為幾個面向？檢視英文期刊的相關文獻，我們可發現，學者所選擇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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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對象、研究方法、以及自身所處的研究領域（公關或行銷），對於「網站效果」

的認知，有分歧的看法（表一）。如表一所示，大部分研究網站效果指標的文獻以

內容分析為主，由編碼員來判準網站的溝通效果。少部分則執行問卷調查，讓受測

者以社會大眾的角色來評估網站。 

表一  組織網站效果指標相關文獻一覽表 

研究結果 
 
 
作者∕發表年份 

組織網站效果指標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Esrock & Leichty, 
1998 

1. 網頁具體表現對企業

於公共議題或社會責

任的參與度 
2. 網頁瀏覽的方便程度

內容分析 從美國《財富》雜誌

五百大企業網站中進

行分層隨機取樣 100
家企業網站 

Griffith, 1998 1. 資訊強度 
2. 是否進行線上銷售或

支援行銷功能 

內容分析 美國《財富》雜誌五

百大企業網站 

Chen & Wells, 
1999 

1. 娛樂性 
2. 資訊性 
3. 組織性 

內容分析 從 《 Internet Source 
Book》選出，佐以教

授和學生推薦 

Chiagouris & 
Wansley, 2000 

1. 互動性 
2. 個人化訊息 
3. 創意∕娛樂 
4. 與實體服務配合 
5. 更新程度 

個案研究 成功企業網站案例如

Amazon, Yahoo, Dell, 
GM 等。 

Lee, 2000 1. 網頁連結速度 
2. 首頁訊息清楚 
3. 呈現資料有價值 
4. 網站內連結清楚 
5. 定位明確，說明完整

6. 加深品牌印象 
7. 網頁列印效果佳 
8. 內容設計具創意 

主觀經驗評估 論述中未清楚交代。 

Waite, 2002 1. 提供線上交易機制 使用者問卷調查 253 名英國愛丁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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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結果 
 
 
作者∕發表年份 

組織網站效果指標 研究方法 研究對象 

2. 使用方便性 
3. 互動機制 
4. 提供特殊資訊 
5. 提供搜尋功能 
6. 與實體服務配合 
7. 創意∕娛樂 

學學生，以消費者的

立場，針對銀行網站

的需求給 1-5 分 

Sen et al., 2002 1. 網頁使用記錄分析 
2. 網路使用者調查 

主觀經驗評估 論述中未清楚交代。 

Kent, Taylor & 
White, 2002 

1. 介面合適度 
2. 媒體資訊 
3. 義工參與 
4. 使用方便性 
5. 再訪 
6. 互動機制 

內容分析 隨機抽樣 150 個非營

利組織（含 100 個有

會員制之組織，50 個

社會監督組織） 

吳苑如，2001 1. 互動介面設計 
2. 回饋功能 
3. 資訊多樣性 
4. 情報供給與資訊蒐集

5. 個人化選擇 
6. 使用者支援功能 
7. 指引性服務或連結 

內容分析 針對台灣 500 個企業

網站網頁作定量描述 

鄭阿雪，2002 1. 網站瀏覽人數 
2. 電子信件留言數 
3. 顧客意見調查 
4. 線上服務次數 
5. 資訊查詢次數 
6. 線上銷售量 

內容分析 
問卷調查 

天下雜誌 2001 年台

灣 1100 家企業（含

製造業前 500 名，服

務業前 500 名，金融

業前 100 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由於研究方法與對象不同，網站的溝通效果指標自然有異。有些公關學者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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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欲判斷企業在網路公關方面的成果，可以該網站是否表現企業社會責任作為評

估標準，而企業網站上呈現公共議題的多寡，則是企業是否實踐社會責任的成績單

（Esrock & Leichty, 1998）。 

然而，若僅以「網站是否陳述企業的社會責任表現」來判斷企業網站的公關效

益，實有窄化網路潛力之嫌。網路的互動、多元溝通、即時性等特質，不但可用來

加強企業的服務∕產品資訊傳遞，也可以透過網路工具的使用，強化「拉」「推」

兩種力量，深化企業和外部公眾之間的關係。 

公關學者 Kent & Taylor 曾經列出網站與公眾建立關係的五大原則（Kent & 

Taylor, 1998）。他們延伸格魯尼的對等性溝通理論，指出公關的主要工作，就是在

建立一個雙向溝通對話的迴路機制（dialogic loop），而網路世界則提供了建立對話

機制的絕佳契機。然而，網站若要充分發揮其溝通效能，必須確保： 

（一）對話迴路機制健全：專業人員在線上回答問題、回答時機需掌握時效性。 

（二）網站提供資訊之實用性：滿足不同使用者的興趣、需求、架構力求簡單，定

期更新訊息等。 

（三）提供再訪率：網站是否定期更新、是否有其他網站連結等。 

（四）介面使用適合度：有含或不含圖片的資訊選擇以節省連線時間、介面使用效

率高、有無站內搜尋引擎等。 

（五）有效留住網站訪客：網站是否足夠具創意，吸引人，甚至使訪客認同網站內

容，形成忠實支持的力量等。 

在網站溝通效果指標方面，「資訊」的實用、豐富程度、及組織性是最常被提

起的（Griffith. 1998; Chen & Wells, 1999; Chiagouris & Wansley, 2000 & Lee, 

2000）。在互動機制方面，行銷學者強調的是產品呈現、線上銷售及個人化資訊的

重要性（Griffith. 1998; Chiagouris & Wansley, 2000 & Waite, 2002；鄭阿雪，

2002），而公關學者則以非營利組織為例，強調義工招募以及對話∕回饋機制的重

要性（Kent, Taylor & White, 2002）。此外，「娛樂∕創意」、「網站更新∕刺激再

訪」、「與實體世界的配合」，也是評估網路溝通效益的重要指標（Chiagouris & 

Wansley, 2000）。 

事實上，根據學者的研究結果，企業網站並非僅為滿足公關或行銷單一目標而

設計。孫秀蕙、劉端裕等學者整理台灣跨國企業公關人員針對網路溝通之訪談，指

出，目前台灣跨國企業運用網路的公關表現，不但與產業別息息相關，且符合整合

行銷傳播的走向（Sun, Lau & Kou, 2003）。公關人員將網路視為一種「以提升效率



建立企業網頁公關效果評估指標—以2002年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為例 

 ‧9‧ 

並支援行銷目標」為主的溝通利器，而不單單是一種「維持良好關係」的工具。然

而，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企業網站雖有行銷功能（例如電子商務、線上交易），但

這並不意味著企業網站效果評估只著重在行銷帶來的實質效益。「交易」不過是網

路使用者與企業網站互動的行為面向之一，我們仍需要建立更完整的網站效果評估

指標，才能具體掌握網路傳播的效能。 

有研究指出，傳統企業因既有實體通路打下良好基礎，對網路資訊的重視程度

較低，建置網站只是為了要「讓企業在虛擬世界中不缺席」（ retaining a web 

presence），所以網站資訊大部分只是實體世界中的複製而已（Griffith, 1998）。鄭

阿雪針對台灣一千一百家企業的網站內容分析與問卷調查結果指出，台灣大多數的

企業仍維持過去傳統的單向溝通方式，建置網站的目標僅止於告知瀏覽者相關訊

息，並未充分利用網際網路雙向互動的功能（鄭阿雪，2002）。新興產業則不然，

由於通路有限，它們需仰賴虛擬世界的溝通，所以使用網際網路較為積極（Griffith, 

1998）。 

因此，根據上述討論，我們可將「企業網站公關效果」界定為「營利性組織利

用網站與利益關係人進行溝通的表現程度」。將「組織性因素」界定為「可能影響

企業公關表現的企業基本特質，包括企業所屬的產業別、員工數、營業額」等1。而

本研究中的公關效果指標，則以 Kent & Taylor（1998）列出的網站公關效果五大原

則為衡量基礎，並參考 Kent, Taylor & White（2002）的衡量組織網站互動性的評估

方式為參考基準，列出假設如下： 

假設一： 組織性因素（產業別、員工人數、營業額）與企業是否建置網站有顯著關

連。 

假設二： 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指標可分為：介面人性度、資訊實用性、創意∕吸引

度等三大面向。 

假設三： 組織性因素（產業別、員工人數、營業額）與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有顯著

關連。 

                                                   
1  天下雜誌的調查係將服務業細分為二十六個類別，由於類別繁多，部分類目中的企業數較

少。為便利本研究之統計檢測，已依產業性質，將二十六個類目合併、簡化為四大項，分

別是：貿易∕交通、工程建設、資訊業和一般服務業等。此外，天下雜誌的「2002 年

1000 大企業調查報告」中，係將服務業、製造業、金融業分別排名，而為符合本文之研究

目標，推論服務業由於產業性質，較有可能設置企業網站，故鎖定服務業進行調查，而製

造類及金融類企業（亦有設置網站之需求，但其產業特殊，需另闢專文處理）則不在分析

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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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四： 組織性因素（產業別、員工人數、營業額）與企業網站是否有討論公共議

題有顯著關連。 

參、研究方法 

由於在台灣建構網站公關效果指標屬首創之舉，為求研究精準，降低援用西方

理論與實務世界的文化差異，本研究先從企業網站選取小範圍樣本進行前測。前測

樣本的產業別包含電腦服務、連鎖超商、銀行金融、高科技以及航空旅遊等五家企

業網站。網站公關效果指標則盡可能地多元化，包含：網頁是否吸引人？檢索是否

方便？是否有打廣告是否有效地留住使用者（互動功能，定期更新，其他利益

點）？是否提供聯絡方式（客服，或技術面問題，如網頁疑難雜症，註冊問題

等）？回答問題是否迅速等十五個問題。 問卷發放對象為聽「網路公關」演講的科

技大學研究生，回收問卷計十六份2。 

問卷回收後，研究者根據前測和網路的內容分析結果，擴充、修訂成正式的企

業網頁效果評估之編碼表（coding sheet）（附錄一）。本研究的分析對象，是《天

下》雜誌 2002 年公布的台灣前五百大服務業。由兩位受過訓練的登錄員共同進行五

十家（以排名序為主）企業網站的搜尋，基本資料的登錄和網站公關效果評估，並

比對兩者登錄與評估的一致程度，再計算複合信度，作為本研究信度判斷之基準3。

第一次的共同登錄結果顯示，編碼員相互同意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為 0.52，複

合信度是 0.59，略為偏低，於是研究者與兩位登錄員針對評估細項進行比對和討

論，重新進行登錄，相互同意度為 0.60，複合信度遂提升至 0.75，屬可接受範圍

（王石番，1991）4。 

                                                   
2  前測問卷選擇電腦服務、連鎖超商、銀行、高科技、航空業的公司網站各一，詢問受測者

對於該網站敘述（簡介清楚易懂、產品介紹清楚、願意將之設定為我的最愛、具有實用價

值、影音資訊豐富……等十五題）的同意程度。或許受測者為設計所研究生，前測結果顯

示，受測者對於前測問卷中選擇的公司網站提供之資訊感到滿意，但對於網站之影音或設

計不滿意。大致而言，連鎖超商與銀行網站的評價，略高於其他公司網站。 
3  本研究先使用 Holsti 公式來計算編碼者的相互同意度，公式為：CR=2M/(N1+N2)。M 表示

兩名編碼員一致同意的數目，而 N1，N2 代表的是兩名編碼員各自作的編碼項目數。複合

信度的公式為： n X（相互同意度）/1+[(n-1)X 相互同意度]，n 表編碼員人數（王石番，

1991）。 
4  學者指出，可接受的編碼員同意度以 .80 為原則（王石番，1991），但由於研究屬性與量

表不同，得視實際情形稍作調整。本研究針對網頁內容進行滿意度評分（1-5 刻度），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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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統計檢測方面，為驗證本研究四項假設，研究者將使用交叉分析、T 檢定、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皮 爾 森 相 關 係 數 分 析 和 逐 步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 stepwise 

regression）等統計方法。本研究使用逐步迴歸分析來檢測組織性因素對於企業網站

公關效果面向的影響，分析結果可顯示哪一個組織性因素與公關效果呈最顯著之相

關，且這些關連的顯著性可互相比較（吳明隆，2002）。 

肆、內容分析結果 

本研究分析對象五百大服務業的組織性特質：產業類型分佈、營業額與員工

數。在五百個企業中，工程建設類的企業比例略高（29.4%），資訊類企業居次

（28.6%），一般服務業（含百貨、觀光餐飲、娛樂媒體、廣告公關、法律、會計、

保全、房屋仲介、投資控股、醫療、郵政等產業）則比例稍低（19%）。企業年度

營業額最高者達是三千餘億元台幣，最低則為八億元，平均值為六十四億元，企業

員工數最多者達三萬餘人，最低為零人5，平均員工數為 803 人。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對象五百大服務業中，有建置網站的企業一共有

362 家，網站普及率為七成左右。 

在 本 研 究 中 ， 企 業 網 站 搜 尋 的 容 易 度 被 操 作 化 定 義 為 在 五 大 搜 尋 網 站

（Google、Openfind、雅虎 Yahoo、Pchome 和蕃薯藤 yam）可以找得到企業網站登

錄資料的程度。在本研究中，大部分有建置網站的企業在各大搜尋網站都有登錄網

址，平均可在四個以上的搜尋引擎找到它們的資料（平均值為 4.37）。互動機制量

則被操作化定義為網站和網友互動功能（如 e-mail、聯絡方式、設置討論區、提供活

動訊息等）的多寡，它的平均值是 2.93。在公關效果指標的描述性統計方面，則依

網頁表現的滿意程度（瀏覽方便、架構清楚、操作容易……等），給予 1-5 分的評

分。其中平均得分最高的是企業產品介紹（平均值為 3.0），最低的是訊息顯眼程度

（平均值為 0.57）6。 

在企業網站功能方面，網站連結速度小於四秒的企業逾九成，有相關連結的企

業網站逾五成，有外界對該企業之肯定資訊者約四成五，有站內搜尋功能者偏低

                                                                                                                                              

依賴編碼員的瀏覽網頁經驗和較為主觀的判斷，因此 .75 應屬可接受的範圍。 
5  在本研究中，員工數為零人的企業共有三家，皆為母公司設立之投資控股公司（依法令要

求獨立設立）。 
6 這裡的「訊息顯眼程度」指的是企業網站首頁的重要訊息顯著程度，例如用框框、閃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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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網頁地圖（site map）的企業網站比例亦不高（18.2%），只有三十五個

企業網站有公共議題討論，比例不到一成。 

表二 a 至表二 c 檢測組織性因素和企業是否建置網站的關連。在產業別方面，

企業網站普及率最高的是資訊業（86.7%），最低的是工程∕建設業（62.6%），根

據表二 a 的卡方檢定，不同產業確實在網站普及率上有統計上的顯著區別（卡方值

=22. 22, p < .01）。 

表二 a  交叉分析：產業別和有無建置網站之交叉分析 

 

資  訊 貿易∕交通 一般服務 工程建設 total 

有 86.7% 
124 家 

70.4% 
81 家 

68.4% 
65 家 

62.6% 
92 家 

72.4% 
362 家 

無 13.3% 
19 家 

29.6% 
34 家 

31.6% 
30 家 

37.4% 
55 家 

27.6% 
138 家 

total 28.4% 
143 家 

23.0% 
115 家 

19.0% 
95 家 

29.4% 
147 家 

100% 
500 家 

樣本數=500 

卡方值：22.22, 自由度：3,  P= .000 

                                                                                                                                              

或是特別的設計使瀏覽者可以馬上接觸到企業的重要訊息。 

產 

業 

別 
網 

站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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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b  T 檢定：有無建置網站之企業在營業額方面的差異 
1. 單尾 t 檢定結果：T= 3.982  p<.001 

2. 營業額單位為「億元」 

3. 樣本數為 500 家，其中有網站 362 家，無網站 138 家 

 

表二 c  T 檢定：有無建置網站之企業在員工數方面的差異 

1. 單尾 t 檢定結果：T= 4.145  p<.001 

2. 員工數單位為「人」 

3. 樣本數為 500 家，其中有網站 362 家，無網站 138 家 

 
表二 b 檢測企業有無建置網站和營業額之間的關連。根據 T 檢定的結果，有網

站之企業的營業額明顯高於無網站之企業，T 值為 3.982，p<.001。表二 c 檢測有無

建置網站和員工數方面，有網站之企業的員工數明顯高於無網站之企業，T 值為

4.145，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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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的統計分析結果，組織性因素（產業別、員工人數、營業額）與企業

是否建置網站有統計上的顯著關係，假設一獲得證實。 

表三使用因素分析檢測假設二：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指標的重要面向。在本研

究中，公關效果指標的操作化定義為網站內容登錄員對於不同效果指標滿意的程

度。而根據上述的文獻分析，公關效果指標可分為：介面人性度、資訊實用性和創

意∕吸引度等三大面向。根據使用最大變異法（Varimax）的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公

關效果指標共淬取出四個因素：介面人性度、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

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實用性等 （特徵質最高為 4.32，最低為 2.52，總解釋變異量

為 64.6%）。換言之，根據本研究的實證分析，創意∕吸引度並未獨立為一面向，

而是負載於（load）「大眾∕消費者資訊的實用性」因素。 

表三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出衡量公關效果的標準，除了介面使用方便和資訊

實用度外，資訊實用度的指標，更以企業溝通的「目標對象」為準，區分為大眾∕

消費者、媒體、投資人等三大公眾。這似乎也顯示，觀察國內排名前五百大的企業

網站，創意或設計表現尚未獨立成一個獨立的評估概念，而是融入為一般∕消費者

而設計的資訊類目中。因此，假設二未獲得支持。 

表四顯示了企業營業額、員工數和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四面向之間的關係7。根

據研究結果，營業額和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

實用性等三個面向呈現統計上的顯著關連，皮爾森相關係數分別為  .106, .171

和 .135，p<.01。員工數則和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等兩個面向

呈現統計上的顯著關係，皮爾森相關係數分別為 .166 和 .190，p<.01。 

                                                   
7  表四、五、六均以公關效果指標因素分析結果所得之「因素分數」（factor scores）來代表

公關效果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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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因素分析（最大變異法）：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 

變項類目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介面人性度） （一般∕消費者

資訊實用性） 
（媒體資訊 
實用性） 

（投資人資訊 
實用性） 

     

瀏覽方便 .83    

架構清楚 .83    

操作容易 .85    

設 計 佳 .67 .50   

     

更新速度  .54 .41  

訊息顯眼 .45 .56   

再    訪 .54 .63   

推    薦 .49 .65   

產品介紹 .33 .55   

促    銷  .82   

線上購買  .62   

創意流行  .59   

     

新 聞 稿 .38  .41 .39 

資訊下載  .38 .42 .37 

相關新聞   .74 .31 

產品外資訊  .42 .76  

資訊實用  .45 .75  

     

企業介紹 .45   .47 

財務數字    .84 

投資狀況    .73 

即時股價    .76 

     

    樣本數：362

特徵值 4.32 4.12 2.61 2.52 
解釋變異量 20.55% 19.63% 12.41% 12.01% 
總計百分比    6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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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皮爾森相關係數：組織性因素與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之關連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營業額 
 (介面人性度) (一般／消費者

資訊實用性)

(媒體資訊 

實用性) 

(投資人資訊

實用性) 

 

營業額 .035 .106** .171** .135**  

員工數 .056 .166** .190** .070 .733** 

樣本數: 362 
*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5 時（雙尾），相關顯著 

**  表示在顯著水準為 0.01 時（雙尾），相關顯著 

 
若使用逐步迴歸分析來檢視企業營業額、員工數和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四面向

之間的關係，則我們可以發現，在控制自變項彼此之間的關連對依變項的影響後，

營業額是最有效的解釋性因素，而員工數則在控制營業額之後，與公關效果四面向

的關係未達統計上的顯著關係（表五）。據推論，這可能是因為員工數與營業額相

關，但營業額的解釋力遠高於員工額。營業額與公關效果四面向呈現統計上的顯著

的關係，beta 值分別為 .344       , .166, .190, .134，p 值均小於 .05 以上。若將所

有公關效果指標得分加總平均，則營業額亦與公關指標總效果平均值呈現顯著關係

（beta=.369，p<.001）（表五）。 

表五  逐步迴歸分析：組織性因素與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之關連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總效果平均值 
 

Beta R 平方 Beta R 平方 Beta R 平方 Beta R 平方 Beta R 平方 

營業額 .344** 11.6% .166** 2.5% .190** 3.3% .134* 1.5% .369** 13.6% 

員工數 .128 --- -.037 --- .065 --- -.060 --- .148 --- 

樣本數：362 
*  表示 p < .05  

**  表示 p < .001 

 

依 

變 

項 
自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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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顯示不同產業在網頁公關效果四面向的差異。根據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結果

顯 示 ， 產 業 別 和 四 個 公 關 效 果 的 面 向 均 達 顯 著 關 係 ， 分 別 為 ： 介 面 人 性 度

（F=15.981，p<.01）、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F=32.373，p<.01）、媒體資訊實

用性（F=23.483，p<.01）、和投資人資訊實用性（F=7.244，p<.01）等。據此，我

們可以推論，產業別和網頁公關效果的四個面向均呈統計上的顯著關係。綜合上述

結果，假設三獲得部分支持。 

表六  產業類別與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之變異數分析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 

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因素一 
（介面人性度） 

組間 
組內 
總和 

22. 205 
165. 803 
188. 088 

3 
358 
361 

7. 402 
. 463 

15. 981 .000 

因素二 
（一般／消費者

資訊實用性） 

組間 
組內 
總和 

44. 572 
164. 803 
208. 874 

3 
358 
361 

14. 857 
. 459 

32. 373 .000 

因素三 
（媒體資訊 

實用性） 

組間 
組內 
總和 

32. 773 
166. 545 
199. 319 

3 
358 
361 

10. 924 
. 465 

23. 483 .000 

因素四 
（投資人資訊 

實用性） 

組間 
組內 
總和 

9. 193 
151. 450 
160. 644 

3 
358 
361 

3. 064 
. 423 

7. 244 .000 

 
表七 a 至表七 c 呈現了組織性因素（產業別、員工人數、營業額）與企業網站

有無討論公共議題之關連。如表八 a 所示，在不同產業中，在企業網站呈現並討論

公共議題比例最高者為「一般服務」類的企業（24.6%，約十六家企業）。公共議題

呈現比例最低者為「工程建設」類企業（3.3%，約三家企業）。根據卡方檢定的結

果顯示，產業別和網站呈現公共議題有顯著關係（卡方值=22.16,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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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a  交叉分析：產業別和企業網站有無公共議題討論 

產業別 
 

網站 
資  訊 貿易∕交通 一般服務 工程建設 total 

有 8.9% 
11 家 

6.2% 
5 家 

24.6% 
16 家 

3.3% 
3 家 

9.7% 
35 家 

無 91.1% 
113 家 

93.8% 
76 家 

75.4% 
49 家 

96.7% 
89 家 

90.3% 
327 家 

total 34.4% 
124 家 

22.4% 
81 家 

18.0% 
65 家 

25.4% 
92 家 

100% 
362 家 

樣本數：362 
自由度：3, 卡方值：22.18,  P= .000 

 

表七 b  T 檢定：企業網站有無公共議題討論在營業額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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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單尾 t 檢定結果：T= 1.176  p= .24 

2. 營業額單位為「億元」 

3. 樣本數為 362 家，其中有公共議題 35 家，無公共議題 327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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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c  T 檢定：企業網站有無公共議題討論在員工數上的差異 

1. 單尾 t 檢定結果：T= 1.924  p= .06 

2. 員工數單位為「人」 

3. 樣本數為 362 家，其中有公共議題 35 家，無公共議題 327 家 

 
表七 b 顯示營業額和有無討論公共議題之關連。根據 T 檢定的結果顯示，網站

有呈現公共議題的企業，其營業額並無明顯高於未在網站上討論公共議題之企業，T

值為 1.176，p=.24。表七 c 顯示員工數和有無討論公共議題之關連。根據 T 檢定的

結果顯示，根據 p<.10 的標準，網站有呈現公共議題的企業，其員工數明顯高於未

在網站上討論公共議題之企業（T 值為 1.924，p=.06）。綜合上述統計結果，產業

別、員工數和企業網站呈現公共議題相關，但營業額和呈現公共議題無關，假設四

獲得部分支持。 

伍、討論 

根據以上的統計分析及假設檢證結果，我們依序討論本文提出的三個研究問

題： 

一、台灣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可分為哪些面向？有哪些指標？ 

本研究參考美國公關學者 Kent, Taylor & White 的衡量組織網站互動性的評估方

式（Kent, Taylor & White, 2002），假設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指標可分為：介面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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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資訊實用性、創意∕吸引度等三大面向，共有二十一個測量指標。根據本研究

以天下雜誌選出的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為研究樣本，因素分析的結果顯示，公關效果

可分為：介面人性度、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實

用性等四大面向。研究結果雖與 Kent, Taylor & White 提出的網站互動性效果指標有

部分相同之處（例如：介面人性度），但在資訊實用性方面，以「目標公眾」為區

分標準，進一步細分為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實

用性。這是因為 Kent 等人的研究對象，是以非營利性（社會行動）組織的網站為

主，就組織的目標和使命而言，本來就沒有滿足消費者或是投資人方面的設計。本

研究以台灣的服務性產業之網站為分析對象，屬營利性質，公關效果指標的面向以

目標公眾作為區分，仍屬合理，也符合另一公關研究者 Phillips 的理論：從內容分析

來驗證公關效果，外部的利益關係人是幾個重要的評估標準之一（Phillips, 2002）。 

比較值得探究的是，關於網站的創意和設計表現，並未獨立成一因素（面

向），而是負載於「一般∕消費者資訊實用性」之因素，究竟是因為本研究所使用

的編碼表未能有效發展出測量網站創意和設計表現的指標，還是就現有的台灣服務

性企業網站表現而言，其創意和設計仍未成氣候，未能發展出一套獨立的效果概

念？仍需作後續研究來證實推論。 

二、台灣企業網站的公關效果，受到哪些組織性因素的影響？ 

根據本研究的分析結果，產業別、營業額和員工數與網站公關效果四個面向均

有關連。若是根據皮爾森相關係數分析結果，營業額、員工數和其中三個網站公關

效果面向有正面關係。根據變異數分析的結果，產業別和所有的企業網站公關效果

面向有顯著關係。由於營業額和員工人數呈現高度相關（表四，r=.733, p<.01），所

以在控制自變項之間的關連性後，逐步迴歸分析的結果顯示營業額是解釋企業網站

公關效果最重要的變項，而員工數則在統計上沒有和公關效果呈現顯著關連。根據

這樣的研究結果，我們推論，營業額高的企業，會將較多的資源配置於以對外溝通

為主的企業網站上，所以它呈現出來的溝通效果自然較高。然而，並非所有的企業

在網站效果表現上都呈現一致的強度，網站溝通效果的好壞，仍與企業產業別（反

映在產品與服務屬性方面的差異）息息相關。在本研究中，資訊業的網站普及率高

達八成，就可知道資訊產業對於利用網站來進行溝通重視的程度，遠高於其他類型

的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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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在促進企業形象方面，台灣企業網站有呈現公共議題討論的

比例為何？和組織性因素的關係又是如何？ 

本研究結果顯示，在所有設置網站的企業中，有公共議題討論者不到一成

（9.7%，見表七 a）。這顯示了大部分的台灣企業雖有網站之設置，但對於透過網路

傳達企業的公益表現，或是議題管理等訊息仍非常有限。大部分的企業，仍將訊息

設計主力置於產品和服務等相關資訊的介紹，有些企業更進一步發展電子商務，希

望能透過網站擴大利潤，刺激線上消費。 

這也就是說，台灣大部分的企業網站，就訊息設計面而言，著重產品介紹、促

銷訊息、或線上購買等方面，其中產品介紹訊息的整體滿意度，是所有的效果指標

中最高的，和孫秀蕙、劉端裕等學者針對台灣跨國企業公關人員的訪談結果相似

（Sun, Lau & Kou, 2003）。 

本研究結果也顯示，在組織性因素方面，產業別雖然和企業有無在網站上有無

討論公共議題相關，但營業額和公共議題的關係並不顯著，員工數雖然在統計上顯

著，但顯著度並不夠強（p=.06，見表七 c）。據此，我們推論，資源配置和員工數

並非決定企業是否在網站上討論公共議題的關鍵，產業類型雖然影響企業討論公共

議題，但如何在網站上討論？如何呈現？如何與利益關係人互動？仍值得公關學者

作更進一步的分析。 

陸、結論 

本研究以 2002 年台灣五百大服務業的企業網站為分析樣本，試圖建立可供衡量

的企業網站公關效果指標。結果顯示，介面人性度和資訊實用性為重要的網站公關

效果面向。其中「資訊實用性」更以「目標公眾」為區分標準，分為一般∕消費者

資訊實用性、媒體資訊實用性和投資人資訊實用性等。檢視測量公關效果的二十一

個指標平均值，我們可以發現，企業網站中「產品訊息」的滿意度平均值最高，這

似乎也說明了台灣企業網站產品類資訊的比例最高，也可能是所有網站訊息中最完

整的。 

本研究也發現，營業額高的企業有較多資源配置於以對外溝通為主的企業網站

上，其溝通效果自然較高。然而，溝通效益仍隨著產業別而有所差異，這也就是

說，不同產業在網站公關效果方面仍呈現顯著差異。本研究提出了幾個可能解釋公

關效果的企業組織性因素，然組織因素的概念相當複雜，需作更細緻的分析，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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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拋磚引玉的方式，提出接下來可行的研究方向： 

一、 研究者可針對不同產業類型，針對其組織規模大小、在網路方面資源配置的多

寡等因素，以個案研討的方式進行分析。 

二、 研究者也可針對一般∕危機情境，瞭解企業在不同情境下，如何運用網站進行

溝通。 

三、 企業整體的競爭策略與網站建置息息相關，研究者有必要深入瞭解企業策略為

何，並與網站內容、網路運用方式等作一連結，觀察企業策略如何影響網路傳

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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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網站公關效果指標評估表 

編號： 

企業∕組織名： 

產品或服務類別： 

營業額： 

員工數： 

URL： 

 

一、勾選「有」或「無」： 

 

1. 容易搜尋到此網站— 

Google       □有   □無 

Openfind      □有   □無 

Yahoo       □有   □無 

PChome       □有   □無 

Yam        □有   □無 

2. 連結速度快（小於四秒）    □有   □無 

3. site map       □有   □無 

4. 站內搜尋引擎      □有   □無 

5. 互動機制--  

e-mail       □有   □無 

電話、地址      □有   □無 

FAQ        □有   □無 

討論區／留言板     □有   □無 

活動訊息      □有   □無 

6. 相關網站連結      □有   □無 

7. 公共議題討論      □有   □無 

8. 外來的肯定       □有   □無 

 

二、勾選令人滿意的程度：     很 滿 不 很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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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 意 滿 不 適 
           意   意 滿 用 
1. 媒體資訊--          意 

  新聞稿        □ □ □ □ □ 

  資訊下載       □ □ □ □ □ 

  企業基本資料      □ □ □ □ □ 

 

2. 投資人資訊-- 

  財務數字及表格      □ □ □ □ □ 

  投資狀況／策略聯盟     □ □ □ □ □ 

  即時股價       □ □ □ □ □ 

  相關新聞       □ □ □ □ □ 

 

3. 資訊更新速度--       □ □ □ □ □ 

  (最新資訊距今多久？________) 

 

4. 介面人性化-- 

  瀏覽方便       □ □ □ □ □ 

  網頁架構清楚      □ □ □ □ □ 

  操作容易       □ □ □ □ □ 

  重要訊息顯眼      □ □ □ □ □ 

 

5. 吸引人程度-- 

  網頁設計佳       □ □ □ □ □ 

  考慮再訪       □ □ □ □ □ 

  想推薦給別人      □ □ □ □ □ 

  創意or流行感      □ □ □ □ □ 

 

6. 產品行銷-- 

  產品介紹       □ □ □ □ □ 

  促銷訊息（特賣、折價）    □ □ □ □ □ 

  線上購買       □ □ □ □ □ 

7. 實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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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以外資訊的豐富程度    □ □ □ □ □ 

  資訊實用程度      □ □ □ □ □ 

 

三、整體評價（開放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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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Web-based Public Relations: 

A Study of Taiwan’s Top 500 Corporations 
in Service Industry 

 
Hsiu-hui Sun*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proposes three research questions: (1) What are the 
dimensions when we evaluate the effects of web-based public relations? (2) 
How do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of web-based 
communications? (3) What is the percentage of corporate websites 
mentioning public issues or containing information about social 
responsibility?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ease of interface” and 
“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are two crucial dimensions of evaluating 
web-based public relations effectiveness.  The concept of “the usefulness 
of information” can further be divided into three areas targeting at the 
consumers, the mass media and stockholders respectively.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most corporations construct their websites under the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Bigger corporations, defined 
by their annual sales, allocate more resources to web-based 
communications and therefore, leading to stronger effects. 

Keywords: Internet, the indicators of web-based PR effectiveness, 
organizational factors, 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dvertisi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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