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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研究根據第五章個案研究以及問卷調查之結果，將研究之結論彙整

並概述如下。 

 

一、理論及實務準則探討之發現 

由於電子商務之發展已有十幾年歷史，因此在理論與實務準則上皆已

發展出相當完整的結論及架構。線上拍賣雖屬電子商務之一類，但由於企

業僅是扮演交易平台之角色，而非真正從事買賣交易，因此整個經營模式

不同於一般傳統之電子商務，而面臨的風險亦有所不同。在線上拍賣環境

之下，雖然交易平台提供者沒有義務保證交易一定會如買賣雙方之意願完

成，但是交易上的詐欺仍然會使得企業流失顧客，因此在一般的隱私及安

全的保護之外，必要的完整性控制是不可避免的。 

在隱私性及安全性方面，由於傳統之電子商務經營環境亦會面臨此二

問題，因此相關之控制準則及控制方式皆有完整的探討，並已建立許多不

同的評估準則。然而在完整性方面，大多卻僅止於詐欺類型及風險之探討，

對於控制方式也僅由觀察現行實務所採用之方式加以歸納，並未深入探討

控制方式及目標。因此，本研究對於隱私性、完整性及安全性等控制之探

討，係採彙整過去相關文獻之方式，歸納各方面會面臨之風險，並輔以相

關文獻及實務評估方式導出控制之目標。至於在隱私性及安全性方面之控

制準則，係整理 Trust Service 之控制準則而來；完整性方面則由於缺乏相

關之控制準則，故根據相關文獻所推論出之風險及控制目標及實務準則之

精髓，推導出本研究採用之控制準則，此套以風險為基礎之控制準則則用

以評估本研究之個案公司之交易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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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個案探討之發現 

 

（一）資訊隱私性 

1、「選擇及同意」之權利明顯不足 

本研究中所探討之兩家個案公司皆將資訊蒐集、使用及揭露公告於其

隱私性政策。要成為會員之使用者必須全面接受此項政策，無任何選擇資

料之提供及作何使用、予誰使用之權利，因此在「選擇及同意」方面，顧

客無法取得其應有之權利。 

  

2、隱私性與交易完整性之衝突 

上項「選擇及同意」缺失發生之原因，主要在於保全交易之完整性。

為了保護交易雙方在交易過後可順利聯絡，交易平台提供者要求會員提供

正確的姓名、聯絡電話以及電子郵件。換言之，此等資料之提供係為提供

交易最基本之保障，因此必須犧牲部分隱私性以維護之，因而發生不同控

制之間取捨（trade-off）之現象。 

 

3、完整的「存取及參與」權利 

由兩家個案公司之隱私權政策可發現，其已將會員之資料修改權利明

訂於政策內，在執行上，會員亦皆可即時修改、更正其所提供之資料，可

以隨時維持資料之正確性，因此，在「存取及參與」方面，會員享有充分

的權利。 

 

4、缺乏處理隱私權議題之機制 

兩個案公司雖然都訂有隱私權政策，但是對於當使用者發生隱私權遭

侵犯時該如何反應、公司會作何處理以及對於外洩之資料作何後續處理，

皆未於隱私權政策內明述。 

 

5、Yahoo！與 eBay 之比較 

在隱私權之保護方面，兩個案公司基本上差異不大，但是仍於三處有

明顯之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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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隱私權政策提供及同意出現之時點 

Yahoo！之使用者要註冊為會員時，必須先同意 Yahoo！之隱私權政策

後，才需提供使用者之基本資料。然而在 eBay，卻是在使用者同意隱私權

政策之前即需提供資料，而後才提供其隱私權政策，並要求使用者閱讀及

同意。雖然只要在提供資料予第三者前取得使用者之同意即可，但若是使

用者不同意該政策，其並未說明之前所提供之資訊是否已被蒐集及未來是

否會被他人使用，因此較不符合「警告及提醒」之精神。 

 

（2） 使用者註冊時所提供之基本資料 

eBay 之使用者註冊為會員時，必須提供之資料包括姓名、地址、聯絡

電話、身份證字號、電子郵件及初生年月日，大部分為交易所需或作為身

份辨識之資料。然而 Yahoo！除要求上述資料外，使用者還須填寫如學歷、

婚姻狀態、子女、職業、公司、月收入等資料。其主要之差異原因可能在

於 Yahoo！除了拍賣服務外，還提供許多其他之服務，但對僅使用拍賣功

能之使用者而言，在無法選擇資訊提供之前提下，提供如此多與交易無關

之資訊，實則影響其隱私權。 

 

（3） 評價資訊之揭露 

eBay 之會員可選擇評價之揭露與否，因此較規定會員必須得揭露交易

評價的 Yahoo！而言，eBay 有較好的隱私保護。但誠如前述，隱私性及交

易完整性間存有互相抵觸之部分，因此若會員有權利不揭露其評價，可能

造成其他會員無法在交易前取得有關其過去交易之相關資訊，對於其他會

員而言，交易完整性之保護可能不如 Yahoo！。 

 

（二）交易完整性 

1、完善的網頁 

藉由實地觀察可發現兩個案公司之網頁皆相當便於使用者搜尋物品，

在網站上提供拍賣輔助教學，幫助使用者順利的完成拍賣交易。在物品刊

登方面，兩個案公司皆禁止不正當之連結及廣告、褻瀆性之文字，免於使

用者於使用上之不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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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禁止使用雙重帳號 

為了講求交易之公平，兩個案公司皆聲明禁止使用者使用雙重帳號，

甚至使用雙重帳號從事詐欺之行為。 

 

3、交易不可否認性 

兩個案公司皆認為在其拍賣網站上之買賣家於結標之後，皆有義務付

款以及交付貨品，並且在交易一方申訴之後，其即會對未履行交易義務之

一方進行調查、予以懲戒，甚至對受害之一方提供其他之保障。 

 

4、聲譽系統 

兩個案公司皆建立使用者之聲譽系統，讓交易過的雙方，為對方留下

評價，作為日後他人與之交易前之參考。根據過去的研究，Standifird（2001）

即指出，正向評價對拍賣價格可能影響不大，但負向評價則可能帶來決定

性的影響。藉由觀察發現，許多參與拍賣者拒絕與有負面評價者交易，因

此，出現不少人為抬高評價、規避負評做出詐欺之行為，甚至以負評威脅

他人。因此，在兩個案公司皆設立特別的小組處理有關評價詐欺之問題。 

 

5、拍賣品審核成本及企業商譽之考量 

對於拍賣物品，兩家個案公司皆明確規範可拍賣物品之範圍，並且列

示禁止拍賣之物品。但是對於不遵從規範，刊登違規物品之使用者，皆採

取其他會員檢舉之方式，對被檢舉之拍賣品進行審核。然而，若其他會員

未適時檢舉，當非法事件公諸於世之後，企業聲譽可能因而遭受相當大的

打擊。例如九十三年初 Yahoo！的橘媽媽事件，雖然販賣仿冒商品非

Yahoo！本身，但是此事件之爆發，依然使 Yahoo！之聲譽大受打擊。不過，

由於兩個案公司每日拍賣之物品數以萬計，逐件審核勢必耗費大量時間及

成本，因此要如何權衡內部檢驗成本及外部失敗帶給企業商譽上之傷害，

則是兩家個案公司必須加以考量的。 

 

6、轉嫁使用者之風險 

由 eBay 之購物安全保障政策可以看出，其已將使用者可能遇見交易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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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所帶來之風險部分，移轉至企業本身。雖然企業非販賣物品者，對於貨

物的交付並無義務，但為讓使用者安心於其拍賣平台上交易，而提出該政

策，藉由降低使用者風險之方式吸引並留住顧客。 

 

7、禁止一切詐欺行為 

由於網路係一匿名場所，導致詐欺之情況層出不窮，也因而造成交易

上之不公平。兩個案公司為維持其所經營之交易平台公平性，其扮演著如

警察的角色，透過其他使用者之檢舉，對疑似詐欺者進行調查，甚至進行

處分。此外，兩個案公司亦設定許多拍賣執行上的規定，藉以防範詐欺的

發生。 

 

8、Yahoo！與 eBay 之比較 

（1）聲譽系統方面 

除上述 Yahoo！與 eBay 對於評價揭露政策之差異外，兩個案公司之評

價爭議處理程度也有所不同。在 eBay，其調查團隊僅針對評價詐欺進行調

查，並且只移除無關、含有連結、褻瀆文字、個人辨識資料、提及 eBay 或

執法機關調查行動、針對非當事人以及騷擾性的評價以及由留假聯絡資料

無法聯絡之會員所留下之評價。因此，eBay 對於可能不實、毀謗之評價，

皆不加以處理。Yahoo！則會接受處理此問題，因而較可確保會員評價的正

確性。 

 

（2）交易保障方面 

eBay 以「購物安全保障」保障買方在交易之後，若已付款卻未收到貨

品時，提供相當程度之保障。此外，其「保管暨代付款服務」亦可以保障

買賣雙方收款及收貨，此為 Yahoo！不及之處。 

 

（三）交易安全性 

1、與使用者溝通不足 

綜觀兩個案公司之安全性政策，實際與使用者之溝通甚少。尤其皆未

定義其系統之範圍以及溝通企業對使用者之承諾，因此可能造成使用者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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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企業保護使用者安全方面之疑慮。 

 

2、Yahoo！與 eBay 之比較 

相較於 Yahoo！，eBay 將使用者維護賣場整體安全性之義務公告予使

用者，較可讓使用者明瞭其參與拍賣時必須遵守之規範，亦較可降低企業

之安全性風險。 

 

三、問卷調查之發現 

根據本研究之問卷調查結果，可做出以下結論： 

（一）拍賣網站選擇 

對於拍賣網站之選擇，使用者最重視的三個因素為： 

（1）網站必須能夠對其私人資料做完善的保障， 

（2）網站具對其隱私權提供足夠的保護，以及 

（3）確保其交易之完整性。 

因此可以推知有足夠的交易控制是促使及留住使用者繼續使用其交易

平台之主要原因。 

 

（二）線上拍賣下使用者擔憂之風險 

使用者對於其所提供之註冊資料、使用者帳號、密碼、以及傳輸中之

交易資訊可能遭到盜用、竊取之風險，皆感到擔心。在交易時，使用者亦

擔心買方不付款、賣方不交貨、賣方謊報商品以及他人以多重帳號做出詐

欺或不公平之行為。而當使用者發現可能遭遇隱私性、完整性及安全性風

險時，大多會暫時或永遠不在該網站交易。有趣的是，使用者雖然相當擔

心其所面臨的風險，但是對於網站相關政策之瞭解，卻不是全面及深入的，

並認為此等政策僅有普通的完善度，滿意度也僅略高於普通。至於在使用

者及潛在使用者之間，對於此等政策之認同度則無顯著的差異。此外，使

用者及潛在使用者對於拍賣交易之整體看法也有顯著的不同，目前的使用

者明顯較潛在使用者傾向肯定線上拍賣，並且有較強大的願意繼續於線上

交易，而且在發現可能遇見交易風險時，也較傾向繼續使用該交易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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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兩回收方式之差異 

本研究以兩種方式發放問卷，一為網路發放，一為於內部稽核協會例

會現場發放，經過分析發現，兩回收方式在樣本基本性質上有以下之差異： 

1、年齡差異：網路樣本較現場回收樣本年輕。 

2、職業差異：網路樣本多為學生，現場回收樣本多為從商之實務界人

士。 

3、交易次數差異：網路樣本較現場回收樣本有較多的交易經驗。 

4、上網時數差異：網路樣本之上網時數高於現場回收者。 

進一步分析，兩族群對於政策之認同、資料安全、政策瞭解度、危害

考量及整體滿意度皆有顯著差異。網路填答者對網路政策認同度高，較不

擔心資料安全問題，遭遇危害後也較願意繼續使用交易平台，整體滿意度

也較佳，但卻不如現場填答者願意瞭解拍賣網站政策。 

 

（四）影響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看法差異之原因 

影響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看法差異之原因包括： 

1、 影響「危害考量」之因素 

（1） 購買經驗及購買次數 

具購買經驗者較不具有購買經驗者，於隱私性、完整性及安全性

發生迫害時，願意繼續使用該拍賣平台，而此現象在購買經驗多

者與未曾購買者之間尤為顯著。 

（2） 年齡 

十八至二十五歲者於發生隱私性、完整性及安全性危害時較四十

歲以上者傾向繼續或是僅暫停一段時間之後留在該交易平台。 

（3） 職業 

學生較非學生於發生隱私性、完整性及安全性危害時，傾向繼續

留在該拍賣網站交易。 

 

2、 影響「整體滿意度」之因素 

（1） 購買經驗及購買次數 

具購買經驗者較不具購買經驗者對拍賣平台之整體表現較為滿



 149

意。 

（2） 年齡 

十八至二十五歲之填答者較四十歲以上之填答者對於滿意拍賣網

站之整體運作。 

（3） 職業 

學生較從商以外之其他行業者對拍賣整體感到滿意。 

（4） 教育程度 

大學及研究所學歷者也較專科以下者滿意拍賣網站整體經營。 

 

3、 影響「資料安全」之因素 

（1） 年齡 

十八至二十五歲者較三十歲以上者不擔心交易時個人資料、帳號密

碼以及交易資訊被他人竊取。 

（2） 職業 

非學生者較在意自身資料之安全。 

（3） 教育程度 

專科以下者較擔心自身資料安全。 

 

4、 影響「政策瞭解」之因素 

（1） 年齡 

四十歲以上者較四十歲以下者於註冊時傾向多瞭解拍賣網站之政

策。 

（2） 職業 

從商者較非從商者於註冊者傾向多瞭解拍賣網站之政策。 

（3） 教育程度 

專科以下者較大學學歷者傾向於註冊時多瞭解拍賣網站之政策。 

 

5、 影響「交易成本考量」之因素 

（1）購買經驗及次數 

曾經購買者較未曾購買者於選擇拍賣網站時著重對交易成本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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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此現象在購買十次以上與未曾購買者間更為顯著。 

（2）教育程度 

研究所以上者較大學學歷者於選擇拍賣網站時，傾向考量交易成

本之高低。 

6、 影響「網站名聲考量」之因素 

（1） 購買次數 

購買十次以上者較未曾購買者於選擇拍賣網站時偏好考量網站之

名聲。 

（2） 教育程度 

專科以下學歷者較大學及研究所以上者於選擇拍賣網站時傾向考

量網站之名聲。 

 

（五）Yahoo！與 eBay 之比較 

由實證結果可知，eBay 之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較 Yahoo！之使用者及

潛在使用者對其政策感到較為滿意。但 Yahoo！之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較

eBay 之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對其網路平台感到較滿意。 

 

四、小結 

根據上述之研究發現，可以推論： 

1、就個案分析與相關理論之比較可以發現，兩個案公司之隱私性、完

整性及安全性政策皆未臻完備，有相當大的進步空間。不過，在完

整性方面，相關理論尚未成熟，而需借重實務之經驗來延伸理論。 

2、就問卷之結果而言，現有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對於目前交易平台所

提供之相關政策之雖非不滿意，卻也不甚肯定其完善性。基於隱私

性、完整性以及安全性政策之完善程度為顧客選擇交易網站之重要

原因，兩個案公司似應做進一步改善，以增進顧客對其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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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及建議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限制列示如下： 

（一）涉及公司內部之資料不易取得。 

由於許多內部控制資料涉及公司內部營運，故資料取得不易，因而無

法得知個案公司交易控制之實施情況，使得個案公司交易控制安全性之評

估僅能真對各該網站之資料為之。 

 

（二）利用問卷蒐集資料之限制。 

由於問卷填答者之背景及相關知識不同，對問題及程度之認知亦可能

有差異，藉由問卷調查所獲得之研究資料可能受到填答者態度之影響，而

無法忠實反應其實際之想法。 

 

二、研究建議 

 

（一）對個案公司之建議 

1、隱私性方面 

【兩個案公司】 

在理論上，為了保護使用者之隱私性，必須讓使用者有權利選擇其欲

提供之資料以及同意將資料提供作何用、予誰使用。然而在兩個案公司接

僅提供使用者一制式的隱私權政策，使用者無法僅對部分同意，因而可能

造成使用者必須同意將其資料提供予其不願意之方式使用，或是提供予其

不願給資料之人士。因此本研究建議，對於註冊資料，除了為維護基本交

易完整性必須提供之基本個人資料外，應讓使用者能夠自行選擇是否提供

其他資料。對於資料後續之使用方式以及揭露方式，亦應設計讓使用者能

夠自行選擇，而非要求使用者全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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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整性方面 

【兩個案公司】 

由於目前兩公司為了保護使用者免於詐欺以及促進交易者能順利交

易，所提供相當完整但繁複之完整性政策。完整的政策可以使使用者安心

交易，降低使用者之風險。但是在揭露上宜將所有的政策彙整歸類，使使

用者於必要時能夠迅速的取得必要之資訊。 

 

【Yahoo！】 

建議考量採納類似 eBay 之「購物安全保障」以及「保管暨代付款服

務」，給予使用者交易後之安全保障，使其能更安心的於拍賣網站上交易。 

 

【eBay】 

建議對使用者所申訴之不實、毀謗評價之情勢進行調查，以促進揭露

之評價之可信度。 

 

3、安全性方面 

【兩個案公司】 

增加對使用者之溝通，讓使用者不但明瞭其自身的義務，亦要讓使用

者瞭解企業對保護整體拍賣系統之承諾，藉以增進使用對企業安全維護之

信任度。 

 

（二）對後續研究之建議 

1、線上拍賣企業之內部控制之研究 

由於本研究未能取得兩個案公司之內部控制詳細資料，所以對於安全

性控制的探討有限，然而，若缺乏完善的安全性控制就像少了地基房子，

無法提供整體企業經營完善的基礎。因此未來的研究若可克服資料取得之

困難，即可以個案之方式探討線上拍賣企業之內部控制。 

 

2、交易者對拍賣網站信任之研究 

本研究發現拍賣使用者及潛在使用者對拍賣網站之政策之滿意度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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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著之差異，但是使用者對拍賣網站之整體信任及滿意度卻顯著的高於潛

在使用者，因此促進大眾對線上拍賣之信任因素可能有它。因此對於影響

使用者之信任因素以及如何增進信任亦有相當大的研究空間。 

 

3、問卷發放之考量 

本研究之問卷發放係針對兩不同族群個別發放。分析結果發現兩族群

存有明顯之差異。因此，未來進行相關研究時，於發放問卷之際必須考量

各族群間之差異，單由網路回收之部分無法推論整體社會大眾之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