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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建議 

本章根據前述統計分析、個案研討之結果加以整理，並與文獻探

討之理論相互印證；進而提出本研究之管理意涵與建議；最後指出本

研究限制。茲分成研究結論、管理意涵、研究限制及未來研究方向等

部份分別說明之。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結果包含三部份，分別為自律機制(信賴標章、承諾規範、

網路評比)與消費者保護(資訊隱私保護認知、交易安全保護認知)之關
係、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信心之關係、消費者保護之中介效果。茲針

對此實証結果分析說明如下： 

一、自律機制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 
 

(一)信賴標章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持 H1-1及 H1-2，即在同時考慮自律機

制三項變數之情況下，在同時考慮自律機制三項變數之情況下自

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對於消費者保護具有正向關係。代表著消費

者越是認知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的存在，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

在保護資訊安全及交易安全的認知越強，消費者越能夠感受該網

路企業對於消費者保護的重視。此同於諸位學者的說法，揭示標

章能夠正面地影響消費者的認知(Houston and Taylor, 1999; 
Noteberg et al., 1999; Arnold et al.,2000; Hunton et al., 2000; Kovar 
et al., 2000; Mauldin and Arunachalam, 2002; Lala et al., 2002)，本
假設亦驗証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與消費者保護的認知，包括對

於資訊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保護之認知，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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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諾規範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不支持 H1-3及 H1-4，即在同時考慮自律

機制三項變數之情況下，自律機制中之承諾規範對於消費者保護

不具有正向關係。迴歸分析結果顯示不支持 H1-3 ，即承諾規範

對於消費者資訊隱私保護不具有正向關係。此代表著消費者即使

認知網路企業自律機制中之承諾規範的存在，消費者亦無法認知

該網路企業在保護資訊安全，消費者無法感受該網路企業對於消

費者資訊安全保護的重視。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不支持及 H1-4，即自律機制中之承諾規

範對於消費者交易安全保護不具有正向關係，則代表著消費者即

使認知網路企業承諾規範的存在，消費者亦無法認知該網路企業

在保護其交易安全，消費者無法感受該網路企業對於消費者交易

安全保護的重視。     

(三)網路評比與消費者保護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持 H1-5及 H1-6，即在同時考慮自律機

制三項變數之情況下，自律機制中之網路評比對於消費者保護具

有正向關係。代表著消費者越是認知自律機制中之網路評比的存

在，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在保護資訊安全及交易安全的認知越

強，消費者越能夠感受該網路企業對於消費者保護的重視。Lynch, 
Kent and Srinivasan(2001)指出消費者評比等自律機制能夠促進

網路交易中的系統信任，進而對網路企業的信任，本假設則驗証

網路評比與消費者保護的認知，包括在資訊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

保護之認知，有正向關係。 

(四)以消費者購買行為分群分析 

以購買行為作為控制變數時，可發現在資訊隱私保護部份：

除了訂票類網路企業，其他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

對於消費者認知其資訊隱私保護具有正向關係；除了旅遊網路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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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其他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網路網路路評比對於消費者

認知其資訊隱私保護具有正向關係。 

在交易安全部份，除了音樂類網路企業，其他網路企業使用

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對於消費者認知其交易安全保護具有正

向關係；除了旅遊網路企業及訂票網路企業，其他網路企業使用

網路評比對於消費者認知其交易安全保護具有正向關係。 

二、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信任之關係 
 

(一)資訊隱私保護與消費者信任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持 H1-5 ，即資訊隱私保護對於消費者
信任具有正向關係，代表消費者越是認知網路企業保護其資訊隱

私，消費者對於該網路企業的信任度越高。此同於 APEC 電子
商務行動計劃(1988)中提及電子商務的實踐必須倚賴政府部門與
民間私部門共同努力合作發展技術與政策、並共同執行之，該等

技術與政策必須能夠建立起一套安全、保密且可信賴的通訊、資

訊與傳輸系統，並於 2004 年發佈隱私保護架構(APEC Privacy 
Framework)以做為提升資訊隱私保護的重要工具，並確保亞太地
區間資訊的自由流動。 
    故本假設驗証消費者認知其資訊隱私被保護與增加其對於
網路企業的信任，有正向關係。 

(二)交易安全保護與消費者信任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持 H2-2，即交易安全保護對於消費者

信任具有正向關係。代表者消費者越是認知網路企業保護其交易

安全，消費者對於該網路企業的信任度越高。此同於 Alan D 
Smith(2004)的說法，對於網站知識豐富的消費者而言，公司如何

揭露隱私和保障政策會影響消費者的信任。本假設則驗証消費者

認知其交易安全被保護與增加其對於網路企業的信任，有正向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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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保護與消費者信任之關係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消費者保護對於消費者信任具有正向關

係。代表者消費者越是認知網路企業對其之保護，消費者對於該

網路企業的信任度越高。此同於 OECD(1999)發佈之電子商務消
費者保護指導原則（The Guidelines for Consumer Prot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Electronic Commerce），將資訊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列

入八大原則之中，以增加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之信心。本假設則

驗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對其之保護與增加其對於網路企業的

信任，有正向關係。 

三、消費者保護之中介效果 
迴歸分析結果顯示支持 H3-1、H3-2及 H3-3，且消費者保護構面

具有中介效果。代表著消費者越是認知網路企業信賴標章、承諾規範

及網路評比等自律機制的存在，與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的信任有中介

效果。消費者越能夠經由自律機制認知該網路企業對於消費者保護的

重視、越能夠因此增加對於網路企業的信任。此同於諸位學者的說法

(Reichheld, 2000 ;黃柏章,2004)，顯示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的信任，常

必須依賴多種線索。本假設則驗証此消費者保護構面，對於網路企業

之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之於網路企業之信任程度，有正向關係。 
相較於之前各假設驗証中，在同時考慮自律機制三項變數之情況

下，自律機制構面除了網路評比外，信賴標章與網路評比及消費者信

任均有正向關係。故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之中介效果對於網路企業使

用自律機制中之承諾規範更有意義。在以下狀況時，隱私保護及交易

安全之中介效果較明顯，更有助於消費者信任：訂票類網路企業使用

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及網路評比；音樂類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

之信賴標章；旅遊類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網路評比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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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釋力分析 
本研究亦對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等兩構面之各變數進行解釋

力分析，整體而言，消費者對於隱私保護最為重視，其次是交易安全，

因此網路企業在投資消費者保護構面網路成本時，就可以有比較清楚

的抉擇點；可以選擇投資建置資訊隱私保護為優先考量。 
在同時考慮自律機制三項變數之情況下，自律機制之信賴標章與

網路評比則依不同的購買行為而有不同的解釋力，信賴標章之於入口

網站及訂票網站之解釋力較佳，網路評比之於音樂網站、書店網站、

旅遊網站之解釋力較佳。 
有關消費者保護部份，音樂網站的消費者最重視資訊隱私保護，

其餘如入口網站、書店網站、旅遊網站、訂票網站的消費者，皆會以

交易安全為優先考量。加入以購物理由為控制變數時，以貨品好作為

購物理由，則信賴標章、網路評比之於交易安全之關係亦為顯著。 
 

五、交叉分析 
根據對於基本資料之交叉分析，我們得到以下摘要結論： 

(一)以教育程度來看 

學歷在研究所(含)以上的族群尤其重視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

章，而在消費者保護方面較為重視隱私保護。分析原因可能是： 

1. 知名網路企業中，對於學歷在研究所以上的族群，較有認同

感，並不需要特別考量網路評比。 

2. 在求學過程或自身經歷中，已有過被灌輸信賴標章的概念，

故較為重視。 

3. 研究所以上族群購買商品大部分為書報或訂票，不像服飾等

物品需要網路使用者評比才能評價其品質，就可決定是否需

要購買，故不需要借重網路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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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消費者保護方面，研究所以上族群可能是由於接觸網路時

間較久，熟知其網路企業的交易安全品質，相對於不信任資

訊隱私保護之作法，因此認為資訊隱私保護是較為重要的。  

(二)以網齡來看 

網路使用年齡少於五年的族群，比較重視自律機制中網路評

比，而在消費者保護方面較重視隱私保護。分析原因可能是： 

1. 上網經驗較缺乏的人不知道應透過何種管道認識網路企業，

只能由網路使用者推薦等之評比，來加深對網路企業的認

知，甚至信任。 

2. 同理，購買理由和每日上網時間交叉分析來看，除了方便、

便宜的因素之外，網齡為五年以下的族群，多了會考慮親友

推薦之因素。  

3. 網齡五年以下族群的性別分佈為女性較多(佔 57.1%)，相較於

五年以上族群的女性佔 52%，同於相關分析結果，網齡與性別

有顯著相關(顯著水準為 0.05)，亦可解釋為女性網路族群較重

視網路評比與隱私保護。  

4. 網齡五年以上族群會考慮＂可分期付款＂此因素，原因可能

與購買的產品有關，如旅遊類網路企業，故較注重交易安全，

亦可推測網齡越長，網路交易產品的類型趨於多元或複雜性

較高。  

(三)以上網時數來看 

一天超過五小時的族群對於自律機制中任何一個變數都不

表重視，而在消費者保護部份較重視隱私保護。分析原因可能是： 

1. 相較而言，上網時數較久的消費者，上網經驗豐富，亦較    

願意購買各類型的產品(如書報雜誌，線上訂票，電腦產品)，

但是似乎是自有其信任管道。 

2. 熟知網路操作，亦較為重視隱私保護。 

3. 隱私保護是一個新興且較難達到的議題，能達到的網路企業     

較少，所以上網時數較長的人會較為注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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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網路填答問卷之消費者 

較重視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消費者保護構面則同等重

視。分析原因可能是： 

1.在購買商品方面較其他分群比較多旅遊玩樂之項目，同理，較

常購買的前五大網路企業較亦多了易遊網；可能與其職業有

關。 

2.網路填答者較多資訊業和服務業等職業，可能因為職業的附加

價值，讓他們能夠對網路企業屬性，包括產品單價及產品複

雜度，更加了解。 

3.可能是工作忙碌之故，傾向於在網路企業上購買各類產品，更

注重以信賴標章增加消費者信任度。 

 
六、個案分析 
由以上十個網路企業的分析看來，在自律機制部份，網路企業以

使用自律機制之承諾規範較多，其次為信賴標章；即除了台鐵的訂票

網站，其他九家網路企業均已使用信賴標章，且有六家網路企業使用

承諾規範，大部份則無使用網路評比。此與本研究中消費者對於承諾

規範及網路評比之期望不盡相同，即消費者對於自律機制中之網路評

比信任度高過承諾規範，顯然業者於此部分仍有努力空間。 
於消費者保護部份均有許多作法，但是仍以交易安全部份趨多，

但如前述統計分析所述，消費者對於隱私保護的重視度較高，顯見業

者於此部份亦有努力空間。 
在其他事蹟部份，全部的網路企業均儘可能爭取各種肯定及背

書，以增加網路企業之品牌聲譽及消費者信心。顯見品牌聲譽於網路

企業中仍未標準化，仍是一大挑戰。 
於交易流程部份，所有個案中的網路企業均加強消費者購物環境

(如付款方式)之方便性，及消費者資料之取得與保護，兩者的優先順

序，代表了網路企業的利基與差異。唯部份網路企業要求消費者填寫

的資料太多，付款方式有限，除在方便性略顯不足外，於資訊隱私之

保護上亦較不易贏得消費者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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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管理意涵與建議 
本研究經過文獻探討及結果分析後，發現如下管理意涵： 

一、建立消費者信任的重要因素 
進行線上交易時，消費者見不到銷售者，也很難由網頁判別商家

的信任度，於是產生了建立信任的很大障礙。使消費者產生信任的重

要因素，可以由本研究結果發現，建立網路企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

護構面與增強消費者信任有正向關係，因此網路企業一方面要注意保

護消費者的機制及措施，包括保護消費者的交易安全及資訊隱私；一

方面也要注意加入自律機制，包括申請信賴標章、宣誓所遵循的承諾

規範及揭示網路評比等。以增加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之信任。 
也有學者1認為影響消費者信任電子商務因素在於一方面提高消

費者對於該網站之售後服務，包括電子商務網站應利用資訊技術及商

業流程，以幫助消費者解決購物上問題，以達到無障礙購物，能增加

消費者信任；另一方面須增進消費者之商品特性認知，即商品特性在

網路環境上如呈現得愈詳細，消費者對於該商品之認知也愈清楚明

白。電子商務公司對於在商品資訊可進一步，收進業界對商品研究或

商品測試報導，以加深消費者信任，進而增進消費；亦符合個案中強

調方便的交易流程的趨勢。 
 

二、建立消費者信任的關鍵因素 
雖然網路企業在使用承諾規範時較難取得消費者信任，但在加入

關鍵中介變數(如資訊隱私保護、交易安全等消費者保護構面)後，便

能使之改變。故網路企業要使用自律機制以得到消費者信任時，資訊

隱私保護、交易安全等消費者保護構面都將是關鍵因素。 
在以下狀況時，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之中介效果較明顯，更有助

於消費者信任：當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承諾規範較難取得消費

者信任時，若加入關鍵之中介變數(資訊隱私保護、交易安全等消費

者保護構面)，則較能使之改變；訂票類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

信賴標章及網路評比；音樂類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

旅遊類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中之網路評比。 

                                                 
1  羅卓雄，影響消費者信任電子商務因素-電子商務全面性架構探討,2006,朝陽科技大學資訊 
管理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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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GBDe研究各國自律機制後，於 2006 年發表消費者信心年度

報告來看，提升消費者信心有五大關鍵，包括強化信賴標章、保護資

訊隱私及付款安全、可靠的交易糾紛解決機制及國際網路合作關係。

其中即包括本研究提及之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構面，交易糾紛解

機制因應網路交易的蓬勃而日趨重要，國際合作關係則因應跨國資訊

保護及跨國交易糾紛而日形重要。如前述文獻探討所提，美國為促進

電子商務發展，推動網路企業以自律的方式來保障消費者的隱私權。

除了在網站上清楚的告知消費者網站的隱私權政策外，更交由專業認

証機構來處理隱私權的問題(如美國 Truste2)。而歐盟對於個人隱私相
當注重，甚至規定第三國若無對隱私相關保護，可拒絕與其有電子商

務上的交易，顯示歐盟寧願犧牲掉某些商業機會，仍然避免個人隱私

被侵害的可能。亦與本研究統計分析結果，提及網路消費者重視資訊

隱私保護，且台灣企業群起重視自律機制之趨勢不謀而合。 
創新大師 Gary. Hamel 3亦在啟動革命一書中強調，網路時代，顧

客介面及價值關係網路之於網路企業的重要。 
 

三、發展專屬的自律機制 
網路企業應積極使用自律機制，建立屬於自己的「自律機制」，

亦即自由地搭配應用各種對於網路企業適用的自律機制，以有效降低

消費者知覺的網路購物風險，建立專屬的自律機制，以提升消費者心

中對於網路企業的價值認知，由於自律機制並非一蹴可及，需要長期

投入資源，因此網路企業可以透過與其他企業或自律機制之結盟，完

備其自律機制，減少消費者認知風險，增加消費者信任程度。為因應

日益增加的國內外交易糾紛，增加客戶服務，亦應建立交易糾紛解決

機制，以增加顧客滿意度，進而增加品牌忠誠度。 
自律機制通常由政府來主導後，由非營利事業組織來執行，放眼

世界各國自律機制之發展均是如此4，因此網路企業應結合非營利事

業或國際組織之自律機制，加強國際合作，則在管理消費者資訊及保

護消費者資料之作為上，可以結合國際的資源與力量，發展更廣泛的

自律機制；既有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亦朝著多元特殊標章發展，

                                                 
2 http://www.truste.com(最後瀏覽日 2006/12/16) 
3 Gary,Hamel(1999)，啟動革命，天下文化出版。 
4 詳見 http://www.ata.org/(最後瀏覽日 2006/12/16)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博士論文                                                     

 260

除了現有的可靠度標章、資訊透明化標章、金流標章、隱私權標章，

國際亦出現交易糾紛解決機制標章，未來將如何整合以發展綜效，並

擁有多元分工之專業，應是下一階段另一個重要課題。 
亦有研究結果5顯示：網路購物信賴度與網路購物意願有正向

關，交易安全、網路技術、網站介面設計、產品特質、網站聲譽與網

路購物信賴因素有正向相關。「信賴網路購物」與「網路購物意願」

呈現正向相關，由此顯示，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即使在虛擬的網站購物

環境中，亦是會尋求熟悉、信任的感覺，假設在消費過程中如果未發

生買賣雙方的糾紛，相信依消費行為的慣性心理會持續進行在網站購

物的交易，所以消費者對於網路購物信賴度的程度是會影響在網站購

物的意願。 
「交易安全 」與「網路購物信賴度」有正向相關；以此推論消

費者在虛擬的網路購物世界中，著重於交易安全是否會洩露個人基本

資料、相關財務狀況，影響消費者的權益，增加消費者心理上的負擔；

「產品特質」、「網站聲譽」均與「網路購物信賴度」有正向相關：以

此推論消費者在虛擬購物世界中消費者只能憑網站的介紹、廣告，對

產品有限的認知，當網站越能提供消費者所重視的資訊，越能降低消

費者在網站購物的疑慮，降低買賣雙方資訊不對稱的情形，進而增加

消費者在網站購物的意願。所以在此二種特質的要素中，如何讓虛擬

網路購物市場中增加消費者購物意願的強度，相信在網路購物的產品

與服務特質是可與實體交易市場中做比擬的，可享受更佳的產品品質

與服務品質，是網站經營者須謹慎思考的方向。 
 

四、發展專屬的消費者保護機制 
根據 OECD於 2001 年國際掃蕩日中，針對 3000多個網站評估其

是否遵循 OECD電子商務消費者保護指導原則，公布之調查結果顯
示，75%業者告知實體地址、77%業者提供電子郵件帳號、76%業者
提供聯絡電話號碼、69%業者提供分項的貨品或服務的價款、84%業
者明確告知使用的幣值、45%業者告知貨品遞送的區域限制、38%業
者告知使用消費者的年齡限制或需取得父母的同意、55%業者提供退
貨、換貨或退款的政策、54%業者允許消費者退貨、換貨或退款、42%
業者有隱私全保護政策。 
                                                 
5 盧希鵬( 2005)，影響消費者網路購物自律機制之研究, ,國立台灣科技大學資管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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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上許多極具爭議的行為，最受注目的包括網路詐欺、駭客下

毒、色情網站、安全系統破壞、隱私權及智慧財產權侵害、消費者保

護、毀謗他人、在網路上刊載販售管制槍械、賭博、竊取機密等。以

上種種新興之法律問題，雖在現實社會中可能曾發生過，解決時亦不

致產生太多困難，然而這些事情發生在虛擬的網路空間中，複雜性就

非現實世界可比。尤其，網路的無遠弗界特性，更加深處理問題的困

難度。目前有關網路法律與管理問題，國內相關部會及行政院 NII(國
家資訊通信基本建設推動小組)已經從事不少相關的規劃與研究，並

完成部份法律修正及制度之建立。目前，國內在司法部份，法務部及

內政部成立網路犯罪防治中心；在技術方面，教育部、交通部電信總

局及民間組織，提供技術諮詢或逐步建立制度和標準；新聞局等單位

也在逐步規劃網路安全及作業規範；研考會也正制訂電子簽章法、資

策會科技法律中心也正從事相關法律修訂的研究；經濟部和財務部等

單位，紛紛也對電子商務等問題積極研究。許多民間企業與學術界也

不斷召開相關的網路研討會，企圖從不斷發生的網路行為與問題中，

規劃出一套管理解決的規則。 
要強化網路企業保護消費者的部份，亦可在技術、管理及法律等

三方面著手：一方面應加強資訊隱私保護的部份，網路企業應清楚地

說明顧客個人資料之使用狀況，如讓消費者自行點選願意公開之個人

資料；一方面須建立網路交易之安全機制，如採用 SET或公開金鑰

等安全機制，以強化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之信任程度；第三方面，協

助相關單位，在個人資料保護法或垃圾郵件管制法之推動與修正。 
 

五、建立值得信賴的網路購物環境 
 

 由個案研究與迴歸統計交叉分析來看，會員資料之取得與管

理，及交易之方便性均是網路企業之重要策略，在今日WEB2.0的時
代，與會員互動，使其主動參與，均可增加網站價值；尤其在技術不

斷發展之情況下，更需以數位匯流之技術，建構整合性之顧客介面，

增加網路交易之方便性。 
由以上十個網路企業的分析看來，除了台鐵的訂票網站無加入會

員機制外，其他均須加入會員以使用網站所提供之特定服務或網路購

物，雖然加入會員的程序依不同網站而有其差異性，但是可以依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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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網路互動程度形成會員活動之藍海策略；如個案中之遊戲基地是唯

一依會員所提供資訊及認證程度差異而劃分會員權限的網站(見表
5-12)，相對於其他網站的無彈性，遊戲基地網站讓會員依據使用網站
的程度來決定是否填入身分證字號或手機號碼等較隱密的資料，此考

量不僅增加了使用者的選擇性，亦能吸引欲使用該網站服務卻擔心資

訊洩漏的使用者加入。雖然目前絕大多數的網站均要求使用者先加入

會員才提供其服務，但對於知名度較低的網站而言，遊戲基地網站的

作法亦值得參考，倘若該網站能在不增加消費者心理負擔的情況下提

供服務，便能增加消費者的購物意願及使用機會。 
付款方式的選擇性亦影響使用者的消費意願，線上刷卡的安全性

雖不如至便利商店付款或 ATM轉帳，但便利與省時亦為其優點，故

業者若能提供多樣性的付款模式讓消費者選擇，應更能吸引使用者至

該網站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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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未來研究建議 

本研究限於時間及資源惜有以下研究限制及未來可研究之方

向，值得後續研究者參考： 
 

一、研究限制 

(一)研究構面及變數 

本研究以探討形成消費者信任之前置因素，即自律機制

及消費者保護等兩構面、五個變數，其他前置因素如品牌形

象、方便友善之介面等構面並未列入統計分析中，僅在個案

探討中提及。 

本研究問卷基於過去學者對於各構面之變數之衡量或

量表而發展出來。 

(二)問卷研究對象 

本研究採取便利抽樣法，雖然本研究已發送至全省北、

中、南各地，但問卷填答者仍以學生族群偏多，雖然此部份

亦符合一般網路購物的族群分佈狀況。唯因問卷內並未詢問

收入資料，故學生族群內亦隱含上班族，恐代表性不足。 
另問卷中有提示知名網站作為研究標的，並說明不包含

拍賣網站，故研究結果較適用於知名網路企業之管理應用。

個案部份無法取得更詳細的資料來源，僅能從圖書館、各大

書局、或網路中取得所需的資料，所以內部的私密資訊無法

取得。 

(三)問卷填答品質 

 本研究有部份問卷是以網路問卷方式抽樣，由於進行網

路問卷施測，較不容易控制填答品質，雖有 IP位址之紀錄，

可以刪除重覆填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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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來研究建議 

(一)增加研究構面及變數 

目前以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作為兩大構面，未來研

究者可以加入其他前置因素，如網路使用者收入、使用者

介面、價值網路合作關係、社群經營等研究構面，增加研

究之豐富性。 

最新之Web2.0的概念是否會對於原有變數有所影響

仍有待觀察，未來研究者可以因應技術的演進變化，在兩

大構面中增加其他變數，加深研究的厚度。 

建議未來研究可以加入以下構面及變數(如圖 6-1)： 

1. 在網路企業自律機制中加入交易糾紛解決機制，增加  

對於消費者之保護。 

2. 管理流程分為一般管理及會員資料管理流程，以強調 

對於消費者資訊之管理與保護。 

3. 技術發展強調為整合數位匯流之顧客介面，在新技術    

發展下，運用數位匯流形成整合性顧客介面，以增加

消費者購物方便性之重要。 

4. 在外在環境部份加上國際合作，以確保當消費者在尋 
求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的保護上時，可得到國際合作

網路之資源協助。 

 

 (二) 改變問卷研究對象 
目前僅以網路消費者作為研究對象，未來研究者可以

增加以網路企業主作為研究對象，應有會不同的視野及作

法；未來亦可擴及特定網路產業或加入國際因素作為研究

比較對象，可以得知消費者購買不同產品或來自不同的國

家，會否影響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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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增加實驗設計 

針對不同的網路情境或網路企業，進行情境式的實

驗，更精準調查不同的變數對於消費者信任之影響；或加

入干擾變數，如探討不同的網路購買行為，受制於自律機

制或消費者保護構面等因素，是否會產生不同的消費者信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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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  建議未來研究概念架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