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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將對於本研究之研究架構與架構中之變數加以解釋說明，列

出研究假說並說明各變數之衡量及操作型定義，再針對問卷設計、問

卷前測、資料蒐集之方式以及資料分析方法加以說明。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經由第二章文獻探討，本研究歸納出消費者在交易過程中所關注

之隱私保護與交易安全議題，與網路企業自律機制之三大變數高度相

關，包含：信賴標章、承諾規範、網路評比，故探討這些前置因子，

是否會使消費者產生對網路企業保護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之認知，進

而提升對於網路企業之信任度。 
由圖-1觀念架構中，本研究發展出圖3-1之架構，此研究架構之探

討限於網路企業自律機制。且在自律機制裡，網路企業透過管理及技

術的層面，使得消費者認知其資訊隱私和交易過程由此網路企業所保

護，因此本研究希望能透過假設驗證，了解網路企業自律機制與消費

者認知其交易安全及資訊隱私被保護，及其與消費者信任之間的關

係。 
 
 

 

 

 

 

 

 

 

 

 

圖 3- 1研究架構圖 

網路企業個別自律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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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前提，亦即在消費者信

任度不足資訊豐富多變的網站環境中，網路企業自律機制、與消費者

認知其資訊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被保護、與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之信

任有以下關係： 

 

一、「網路企業自律機制」與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資

訊隱私」及「交易安全」之關係 
 

此部份的假設推導是以 Lynch, P.D.(2001)構面加以延伸，將網路

企業自律機制分成三大變數：「信賴標章」、「承諾規範」與「網路評

比」，針對此三大變數，進一步探討其對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資

訊隱私及交易安全的相關性。 
網路企業自律機制不僅會增加產業進步成長的效率，並降低了法

律執行的成本，更增加保護消費者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的承諾，並進

一步提升了消費者對於線上交易的信賴程度，消費者亦因此視自律機

制為認知網路企業保護資訊隱私與交易安全之關鍵。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設： 
【假設 1】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資

訊隱私保護」或「交易安全」有正向關係： 
【假設 1-1】網路企業使用信賴標章，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

資訊隱私有正向關係。 
【假設 1-2】網路企業使用信賴標章，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交易

安全有正向關係。 
【假設 1-3】網路企業使用規範承諾，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

資訊隱私有正向關係。  
【假設 1-4】網路企業使用規範承諾，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交易

安全有正向關係。 
【假設 1-5】網路企業使用網路評比，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

資訊隱私有正向關係。  
【假設 1-6】網路企業使用網路評比，對於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交易

安全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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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保護「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

與其對網路企業「信任」之關係 
 

消費者普遍認為網路購物的最大障礙在於安全、隱私、購物媒介

的不熟悉，Cooper (2003)也指出在網路銀行服務，安全性是客戶的最

大考量。Keen (1997)指出消費者對網站所知覺到的安全性，會影響其
對於網站的信任，許多針對於網路購物的調查均發現，阻礙網路使用

者進行線上購物的最主要原因即為對於網路交易安全性的不信任。若

網路企業者未經顧客許可而收集其相關資訊，或是資訊使用超出交易

範圍等侵犯消費者隱私權的行為，以及付款機制的不健全等因素，皆

會降低顧客對網路企業的信任。 
Lee & Turban (2001)認為安全性是影響信任形成的一個重要因

素。Koufairs & Hampton-Sosa (2004)的研究中顯示出，當顧客相信網
站的安全性時，可以增加顧客對於特定網路企業的信任。許多研究指

出，系統安全性在網路交易中佔了主要的角色，使用者對系統之安全

性、可依賴性及可靠性的知覺構成了影響電子商務信任的重要因素之

一；因此，交易安全與資訊隱私影響消費者是否從事線上交易甚鉅，

網路企業保護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是否被消費者認知是消費者信任

網路企業之因素之一？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2】網路企業保護消費者之「交易安全」與「資訊隱私」，與

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信任程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 2-1】網路企業保護消費者資訊隱私，與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

信任程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 2-2】網路企業保護消費者交易安全，與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

信任程度有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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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與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信

任」之關係 
Kaplan and Newschwietz(2003)1研究建立一套網路信賴標章的信

任模式，研究指出，在電子商務的環境中，網路信賴標章會直接地影

響到信任的形成，也會透過知覺的「保證(Assurance)」，包括個人資
料的運用的適當性、信用卡資料的保護、修改個人資料的權限、訂單

履行的能力，和知覺的「標章提供者特質」，包括資料隱密性

(confidentiality)、資料完整性(Integrity)、客觀性、提供保證服務的經
驗與專業性、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技術知識來建立對網路企業的信任。

因此，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是否的確為消費者所肯定，進而使消費

者信任，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網路企業使用自律機制，與消費者對於網路企業之信任程

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 3-1】網路企業使用信賴標章，與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信任程

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 3-2】網路企業使用承諾規範，與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信任程

度有正向關係。  
【假設 3-3】網路企業使用網路評比，與消費者對網路企業之信任程

度有正向關係。  

                                                 
1 Kaplan, S. E., and Nieschwietz, R. J. (2003), “A Web Assurance Services Model of Trust for B2C 

E-commer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counting Information Systems, 4, pp. 9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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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變數及操作型定義 

本章節將針對各個自變數：信賴標章、承諾規範、網路評比；中

介變數：隱私保護認知、交易安全認知；以及依變數：消費者信任，

依序描述其操作型定義。 

ㄧ、自變數 

(一)信賴標章 

根據洪煜昌(2002)指出，信賴標章與消費者是否知道其為第三信
任團體、是否相信其所代表之效用與公證性有關。其中並含消費者對

其保證的信念的知覺(即個人資料運用的適當性、信用卡資料的保

護、修改資料的權限、訂單履行的能力)，和對標章提供者特質的信
念(如資料隱密性、資料完整性、客觀性、提供保證服務的經驗與專

業性、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技術知識)。Kaplan and Nieschwietz則檢視消
費者在網路企業進行瀏覽或購物行為時，是否會先注意網路企業有無

這類認證。 
本研究定義「信賴標章」指來自第三方的獨立認證，保證網路企

業運用個人資料的適當性、訂單履行的能力，及所提供產品或服務的

經驗與專業性、並利用與電子商務相關的技術知識來建立對網路企業

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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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過後，本變數擬出四個題目衡量，衡量問項

見表3-1，衡量尺度採用Likert七點尺度，由「非常不同意」到「非常

同意」，分七個等級供受測者填答。 

表 3- 1信賴標章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 
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信任 
標章 

1. 我知道第三中立團體 (如台北

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

HiTRUST等) 在網路上所扮

演的角色。 

2. 我認同第三中立團體在網路

上所扮演的角色。 

3. 我相信第三中立團體所代表

的公正性。 

4. 當我在此網站上瀏覽或購物

時，我會在意此網站是否有提

供第三中立團體這類的標示。

洪煜昌(2002); 

 

 

 

 

Kaplan and Nieschwietz(2003) 

 

Kim and Benbasat(2003); 

 

Xiaorui Hu, Zhangxi Lin, 

Andrew B Whinston, Han 

Zhang(200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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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承諾規範 

    企業應遵循並執行國內外承諾規範(如APEC、OECD、GBDe)
並使消費者明瞭。本研究定義「承諾規範」為承諾避免網路使用

者基本人權受到傷害，如個人資料被非法儲存、網路企業不正確

蒐集使用者資料、未經授權誤用、散佈個人資料等，建構一套企

業須遵守之準則或規範。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過後，擬出三個題

目衡量，衡量問項見表3-2，衡量尺度採用Likert七點尺度，由「非

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七個等級供受測者填答。 
 

表 3- 2承諾規範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 
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承諾 
規範 

1. 當我在此網站上瀏覽或購物時，我會在意此

網路企業是否有遵循國際規範或加入國際

組織。 

2. 我明瞭承諾規範 (如 OECD、APEC等) 在

網路上所扮演的角色。 

3. 我認同國際規範 (如 OECD、APEC等) 在

網路上所扮演的角色。 

Pennington, Wilcox and 
Grover(2003); 

 

 

János T Füstös, Larry M 
López (2004)。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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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網路評比 

本研究定義「網路評比」是來自顧客或產業的回饋(feedback)與
意見。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過後，擬出四個題目衡量，衡量問項見表

3-3，衡量尺度採用Likert七點尺度，由「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

分七個等級供受測者填答。 
 

表 3- 3網路評比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網路 
評比 

1. 當我在此網站上瀏覽或購物時，我知

道此網路企業是否有提供給我相關網

路商店的評比訊息。 

2. 我認同網路評比在網路上所扮演的角

色。 

3. 我相信網路評比在網路上所扮演的角

色。 

4. 我在意網路評比在網路上所扮演的角

色。… 

Pennington, Wilcox 

and Grover(2003)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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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介變數 

(一) 資訊隱私保護 

根據洪煜昌(2002)、Urban, Sultan and Qualls (2000)、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 (1999)、Warrington, Abgrab, and Caldwell (2000)、
Miyazaki and Krishnamurthy (2002)，消費者認知網路企業對其相關個

人資料的保護內容，包括：網路企業是否未經同意而使用自動記錄裝

置來記錄消費者的瀏覽行為、網路企業是否將消費者資料賣給其他組

織或團體、網路企業是否擅自將消費者個人資料運用於其他用途、網

路企業是否要求過多的個人資料、對於消費者隱私爭議之處理，該網

路企業會公平地處理與消費者相關之問題。本研究定義「資訊隱私保

護」是交易雙方可以透過適當技術所形成的協議環境，賦予當事人對

於其資訊的控制權及價值決定權，透過市場機制，使雙方得到合理且

滿意之交易，則資訊隱私權亦可得到有效保護。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

過後，擬出四個題目衡量，衡量問項見表 3-4，衡量尺度採用 Likert
七點尺度，由「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七個等級供受測者

填答。 

表 3- 4資訊隱私保護認知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

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隱私

保護 
1.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會經過我的同意使

用自動記錄裝置來紀錄。 

2. 此網路企業在提供線上服務時有保護

消費者的隱私。 

3.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能確保不將我個人

資料用在其他商業用途。 

4.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能確保不將我個人

資料隨意洩漏。 

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 

(1999);Warrington, Abgrab, 

and Caldwell (2000);Miyazaki 

and Krishnamurthy (2002); 

Naresh K Malhotra, James 

Agarwal(2004);Aggarwal, 

Gagan(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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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交易安全 

本研究定義「交易安全」為與網路交易相關之付款安全，並以網

路期貨交易之四項交易安全標準為準則2。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過

後，擬出五個題目衡量，衡量問項見表 3-5，衡量尺度採用 Likert 七
點尺度，由「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分七個等級供受測者填

答。 

表 3- 5交易安全認知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

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交易

安全 
1.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有安全地傳輸客戶

資料。 

2.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在網路之安全交易

的業務上，有很好的口碑。 

3.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有提供交易的安全

機制 (如:SET 之安全認證)。 

4.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有採用最先進的技

術來保護交易的進行。 

5. 我覺得此網路企業讓我在使用信用卡

購物時有安全保障。 

周子元(2001)；洪煜昌

(2002) 

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 (1999); 

Dayal, Landesberg and 

Zeisser(1999); 

Urban, Sultan and 

Qualls(2000); 

H A Ali(2005)。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 同第二章文獻探討之註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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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變數：消費者信任 
      本研究定義「消費者信任」為消費者經過知覺或認知程序，將
所知覺到的資訊進行歸因的心理歷程，進而產生信任度，並產生對於

特定網路企業「善意」和「勝任能力」的期望。依據本研究需要修改

過後，擬出七個題目衡量，衡量問項見表3-6。 

表 3- 6消費者信任之衡量問項表 

變數名稱 問項衡量 參考文獻 
消費者信任 1. 我認為此網路商店是值得信賴的.。

2. 我信任其網路企業是因為其保護

資料隱私。 

3. 我信任此家網路企業是因為其不

會將個人資料洩漏出去。 

4. 因為我知道第三中立團體 (如台北

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HiTRUST

等) 在網路上所扮演的角色，故我

相信此網路企業。 

5. 我相信此網路企業所提供的資訊。

6. 我相信此網路企業不會欺騙消費

者。 

7. 我相信這個網站會正確地完成和

顧客的交易。 

鍾育明(2004); 

Hosmer(1995); 

Mayer, Davis and 

Schoorman(1995); 

McAllister(1995); 

Mishra(1996); 

Ganesan(1999); 

Baker, Simpson and 

Siguaw(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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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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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 

     根據前述對各變數所發展出之衡量問項，本研究設計出適合本研

究主題之調查問卷。本問卷在開始填答之前，設計一段問卷說明以避

免有無效及不合理之問卷。其陳述如下：（研究問卷詳見附錄） 
『    本問卷研究主要是針對您在一般網路企業的購物經驗，而非拍

賣網站（如：yahoo, e-bay）所架設的拍賣賣場。 
    請問您是否在近三個月內曾經在如下網路企業消費：網路書店

（如柏克萊、金石堂…等）、線上訂票系統（如年代、台鐵…等）、旅

遊網站、或其本身有自我商店形象之網路企業等。請選擇其中一家讓

您最有印象的網路企業來填答以下問題。該網路企業為      

________。』 
本問卷設定針對一般網路企業購物之經驗，而非拍賣網站。主要

是為了要避免因拍賣網站所架設之賣場，主要是由其他入口網站所提

供，因此可能造成「自律機制」此構面之問項無法有效的衡量出來。

而針對三個月內的網路購物經驗，主要以期受訪者之回答是最具有印

象且正確清楚，以避免因為時間過久有回想困難(recall difficulty)而產
生回答失真的問題。 
此外網路企業必須為「其本身有自我商店形象且能收到具體商品

實物之網路零售商店」，是為了「自律機制」及「交易安全」兩構面

能被準確衡量所設定。而最後要求受訪填答其此次購物之網路企業，

目的為再次過濾其回答為拍賣網站。 
本問卷共分成三部分，第一部份的問項是有關網路企業自律機制

三大變數，分別是一、「信賴標章」，共4題；二、「承諾規範」，共3
題；三、「網路評比」，共4題；消費者對於資訊隱私及交易安全的認

知，共分兩變數，分別是一、「資訊隱私保護」，共4題；二、「交易安

全」，共5題；第二部分的問項是消費者對網路企業的信任程度，共7 
題；第三部分則是個人基本資料，共7題。 

整份問卷連同受測者個人資料共34題，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之填
答方式採用Likert七點尺度填答者勾選「非常不同意」者給一分，填

答者勾選「非常同意」者給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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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問卷前測 

為避免受測者因不瞭解或誤解問卷題目所表達的意思，而誤答問

卷影響到問卷的效度，因此，本研究在正式實施問卷調查前，與指導

教授討論問項設計，除此之外，還透過臺北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的

網路企業會員以其對網路購物的熟悉度，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問項予以

修正，以確定衡量問項之適切性，降低了文字語意不清，題意被誤解

或語句不通順的可能性。此外，並隨機抽取周遭經常在網路上消費的

友人18位以及17位東吳大學商學院夜間部學生來擔任前測樣本，共計

為35份，請前測樣本在不經任何提示的情況下，就問卷初稿進行填答。 

一、前測分析 

本研究前測之目的如下列：首先在於瞭解問題措辭是否適當與清

楚，是否有容易被誤解的問項；再來採用相關性分析來檢定各構面中

的相關性，以作為實證本研究模型的初步檢定。 

二、前測結果 

相關分析主要目的在研究變數之間密切程度，在此以相關分析探

討自變數是否能與依變數具有顯著的關係，以作為實證本研究模型的

初步檢定。 

表3- 7 前測結果相關分析表 

 

 

 

 

 

 

          

   

(註：*表示p<0.01；**表示p<0.005) 

 

自變數名稱 與消費者信任變數 
之相關係數 

信賴標章 0.127* 

承諾規範 0.428* 

網路評比 0.059 

隱私保護認知 0.545** 
交易安全認知 0.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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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根據前測結果，本研究下階段將採用問卷抽樣法及網際網路問卷

測量法等方式，進行資料蒐集及問卷普查(generalization)。 
本研究資料之分析方式採用量化研究方法，故以SPSS 11.0統計

軟體作為資料分析之工具。本研究以敘述性統計、信度分析、因素分

析、及迴歸分析等方法，分別說明如下： 

一、敘述性統計 

於樣本的基本資料及研究之各構面進行次數分配、百分比、平均

數及標準差等基本統計分析，藉以瞭解受訪者對問卷問題反應的特性

及分配情形，以及描述受訪者各項行為特性。 
 

二、信度分析 

信度是指測量工具的正確性(accuracy)或精確性(precision)，顯示
了研究結果的穩定性(stability)與一致性(consistency)，穩定性是指兩

次測驗的分數是否相同，一致性是指測驗的內部問題間使否相互一致

(Cooper, 1996)。本研究採用較為常用的Cronbach`s α內部一致性分
析，利用Cronbach`s α係數來檢定各主要觀念變數之衡量問項間的內

部一致性，根據Guilford (1965)的建議，信度係數若大於0.7，表示具
有高信度﹔介於0.7 於0.35 間，表示尚可﹔若小於0.35 表示低信度。 

三、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能夠將為數眾多的變數，濃縮成為數較少的幾個精簡變

數，這些精簡的變數就是因素，而因素分析的目的在於定義一個資料

結構中的潛在架構。研究者可以先確認在架構中的不同構面，再而決

定每個構面可解釋各個變數的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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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變異數分析 

目的在將一組資料的總變動量，依可能造成變動的因素分解成不

同的部分，並且以假設檢定的方法來判斷這些因素是否的確能解釋資

料的變動。本研究將運用此分析了解各變數的變動後對於彼此之影

響，進所了解各因素之影響比重。 

五、迴歸分析  

迴歸分析的主要的目在於找出一個線性方程式，用來分析自變數

與依變數之間的關係，並瞭解自變數預測依變數的預測力與強度，與

整體的關係是否顯著等。本研究將利用前測之結果，將樣本普查以線

性迴歸來檢定自律機制之各變數對於消費者之於隱私保護、交易安全

知覺與網路企業的信任程度的關係，並檢定本研究所建立之假設是否

成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