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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相關個案討論與分析 

根據問卷所提示之各類知名網路企業及問卷填答者所加入

之其他網路企業，依問卷提示之順序，以自律機制、消費者保護、

交易流程等三構面，分析比較如下: 
 

1.入口網站類網路企業:Yahoo!奇摩、網路家庭 PCHOME。 
2.音樂類網路企業:全球數碼 ezPeer。 
3.書店類網路企業:博客來網路書店。 
4.旅遊類網路企業:易遊網 ezTravel。 
5.訂票類網路企業:年代網際事業、台鐵售票系統。 
6.其他類:Webs-tv、遊戲基地。 

第一節 Yahoo 雅虎奇摩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96 

Yahoo!奇摩自 2001 年 2月由 Yahoo!與奇摩兩大網路企業正

式合併營運之後，即成為國內居領導地位之入口網路企業。 
根據創市際『ARO網路測量研究』、AC Nielsen NetWatch 等

研究調查機構，針對台灣地區的上網用戶調查顯示，Yahoo!奇摩
不論在網路企業的流量、不重覆使用者、國內網路使用者的到達

率與網路使用者平均停留時間都名列第一，為台灣最受網路使用

者歡迎的網際網路領導品牌。 

 (二)營運模式 

     Yahoo!奇摩除了提供消費者多元的網路內容與服務，並創

造在地化、好用且生活化的網路使用環境；Yahoo!奇摩也為企
業提供各種網路服務，協助大型、中小型、微型企業、甚至傳

統產業客戶，提升其企業知名度與網路服務，例如完整服務的

在地化關鍵字廣告、各式互動廣告、虛擬商店、線上交易服務、

企業入口網路企業整體解決方案等。 
                                                 
96 http://tw.promo.yahoo.com/aboutcompany/ (最後瀏覽日 2006/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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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一) 交易安全  

   「Yahoo!奇摩購物中心」服務中所有之網頁設計、商品資
訊、客戶服務、售後服務皆由興奇科技負責經營。其特別採用

SSL電子安全機制，以及與網路銀行等級相同的 128bit伺服器
數位憑證來提高網路企業的安全性。所謂 SSL，是 Secure 
Socket Layer 的縮寫，這是由 Netscape 研發出來的網路訊息加

密技術。當使用者輸入重要資料時，所有資料會經過加密的程

序轉成亂碼，所有個人資料由此便受到層層的保護。 

(二) 隱私保護 

    對於會員的隱私保護政策方面，Yahoo主張97， 
1.隱私權保護的適用範圍: 

(1)包括Yahoo!奇摩如何處理在用戶使用網路企業服務

時，收集到的身份識別資料，並擴及商業伙伴與

Yahoo!奇摩合作時分享的任何身份識別資料。 
(2)隱私權保護政策不適用於 Yahoo!奇摩以外的公司，
也不適用於非 Yahoo!奇摩所僱用或管理的人員。 

 
2.資料收集及使用方式亦有規範： 

(1) Yahoo!奇摩在使用者註冊 Yahoo!奇摩帳號、使用
Yahoo!奇摩的產品或服務、瀏覽 Yahoo!奇摩網頁
時，會收集使用者的個人識別資料。Yahoo!奇摩也
可以從商業夥伴處取得個人資料。  

(2)Yahoo!奇摩會自動接收並紀錄瀏覽器上的伺服器數

值，包括互聯網協定位址 (IP Address) 、Yahoo!奇
摩 cookie中的資料及使用者要求取用的網頁紀錄。  

(3)Yahoo!奇摩會使用資料作以下用途：改進廣告及網

頁內容、完成使用者對某項產品的要求及通知會員

特別活動或新產品。 
  

                                                 
97http://privacy.yahoo.com/privacy/tw/（最後瀏覽日 200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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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資料分享以及公開方式 
(1)Yahoo!奇摩不會向任何人出售或出借使用者的個人

識別資料。  
(2)在以下的情況下，Yahoo!奇摩會向政府機關、其他
人士或公司提供你的個人識別資料：  

  a.與其他人士或公司共用資料前取得會員的同意。  
  b.需要與其他人士或公司共用會員的資料，才能夠

提供會員要求的產品或服務。  
  c.向代表 Yahoo!奇摩提供服務或產品的公司提供

資料，以便向會員提供產品或服務。 
  d.應遵守法令或政府機關的要求。  
  e.會員行為違反 Yahoo!奇摩服務條款或產品、服務

的特定使用指南。  
4.資料保全 

(1)為保障會員的隱私及安全，其 Yahoo!奇摩帳號資料

會用密碼保護。  
(2)在部分情況下Yahoo!奇摩使用通行標準的SSL保全
系統，保障資料傳送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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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 Yahoo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1及 5-2。 
表 5- 1   

Yahoo!奇摩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對於交易完成後

之保障與服務，試

用前頁二之

(二)1~4點主張。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隱私保護  

 信用卡刷卡適用

SSL加密安全付
款機制 

對於所填資料之

保護，適用前頁二

之(二)1.2.4點 

 

方便性  

使用奇摩的會員

機制，加入奇摩

會員須填入 15 項
資料。 98 

提供三種付款方

式。 99 
只需填入遞送地

址與收件人聯絡

電話。  

 

                                                 
98 包括 1.帳號 2.密碼 3.密碼提示 4.姓名 5.暱稱 6.性別 7.聯絡信箱 8.生日 9.學歷 10.婚姻狀態 11.
子女 12.身份證字號 13.地址 14.行動電話 15.註冊確認。 
99 包括 1.信用卡線上刷卡 2.ATM/網路 ATM 3.超商取貨付款。 

1.選購商品 2.靈活付款方

式 
3.填寫資料 

(聯絡地址 

聯絡電話) 

4.訂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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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  Yahoo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信賴標章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如前述二之(二)1~4點主張。 
 隱私保護 如前述二之(二)1.2.4點主張。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形

資產 
1. 2004 - Yahoo!奇摩購物中心，獲

經濟部商業司第四屆「e21 金網獎」

銀質獎。  

2. 2005 - Yahoo!奇摩拍賣，獲第四

屆媽媽寶寶最愛商品大調查「婦幼

購物網路企業類年度最棒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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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

第二節   網路家庭 PCHOME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 

網路家庭國際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PChome Online Inc. )，成
立於 1998 年 7月，是提供入口網路企業、電子商務及電信通訊

等網路服務的綜合網路服務商。  
網路家庭之前身為電腦家庭集團( PChome Publication )的網

路事業部，係國內亦居龍頭地位的電腦資訊雜誌集團。當時電腦

家庭以簡單入門的概念切入，提供一系列易學易懂的電腦相關雜

誌，也奠定電腦家庭在短短數年間即竄起成為國內最大雜誌集

團。而利用此一優勢，電腦家庭集團也於 1996 年成立 PC home 
Daily網路企業，正式跨足網路媒體經營。 

(二)營運模式︰產品與服務 

    經過六年的經營，如今的網路家庭旗下包括入口網路企業、

電子報、電子商務、免費撥接等服務，幾乎囊括重要的網路服務

產品。根據各大市場調查資料顯示，網路家庭也持續在網路流

量、會員數、乃至於實際營收方面，持續為其他競爭同業之指標。  
    網路家庭除了持續在本地網路市場耕耘外，對於大中華地區

的網路市場，進行更積極的策略發展。此外網路家庭將結合更新

的網路通訊技術，從消費者需求著手，開發更多合乎本地網路使

用者需求的網路服務。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一) 交易安全 

「PChome Online網路家庭」採用 SSL(Secure Socket 
Layer)128bit傳輸加密機制，重要資料皆用複雜的數學運算方式進

行亂數編碼，能有效保障交易的安全。 除了有安全的 SSL傳輸
加密機制外，「PChome Online網路家庭」亦經網際威信（HiTrust）
認證為「全球安全認證網路企業」，並使用其 VeriSign電子交易

安全簽章認證服務。讓使用者能夠安全安心地享受網上購物的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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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此外，「PChome Online網路家庭」亦取得經濟部商業司主辦，

資策會核發信賴電子商店資格，保障消費後申訴的權益，使消費

後隱私權保護與交易安全，有更深一層的保護。  
   「PChome Online網路家庭」透過 FISC( 財金資訊股份

有限公司 ) 之金融系統轉帳服務，只要於國內任何有金資標章之

ATM自動櫃員機上操作轉帳交易，就能在全省數萬台的提款機上

付款完成，操作簡單、方便，因為都是採專線連線，穩定性亦被

公認接受。  
  「PChome Online網路家庭」 金流部致力於開發各項

payment機制，從 ATM自動櫃員機轉帳繳款到信用卡線上分期付
款，多項的付款機制及安全的付款方式，以建立一個安全、值得

信賴之網路購物環境。 

(二)隱私保護 

對於消費者隱私保護，PCHOME有以下規範: 
1. 為了完成交易，包括付款及交貨等，所有在 PChome Online
進行線上消費的使用者，都必須擔保所留存的資料與事實

相符，如果事後有變更，應該即時通知 PChome Online
電子商務網路企業管理者。  

2. 對於使用者所留存的資料，PChome Online除了採用安全

交易模式外，並承諾負保密義務，除了為完成該筆交易而

提供給相關商品或服務之提供廠商或配合廠商以外，不會

任意洩漏或提供給第三人。 
3.在下列情況下，PChome Online有權查看或提供使用者的
個人資料給有權機關、或主張其權利受侵害並提出適當證

明之第三人： 
 (1)依法令規定、或依司法機關或其他有權機關的命令。 
 (2)為執行本約定條款、或使用者違反約定條款。 
 (3)為維護 PChome Online系統之正常運作及安全。 
 (4)為保護 PC home Online、其他使用者、或其他第三人       
的合法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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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使用者對於其個人資料、付款資料（包含信用卡資料）及  
會員密碼等，應妥善保管以避免外洩。所有使用其帳號和

密碼進入本系統後之行為，均視為該帳號及密碼持有人之

行為。 

(三) 消費者保護 

        對於線上消費的保障，PCHOME有以下規定: 
 1.所有在 PChome Online所進行的線上消費，除非 PChome 

Online明白表示為出賣人，否則各項商品或勞務仍然是由

提供各該商品或服務的廠商所出售或提供，交易行為存在

於廠商與使用者之間；PChome Online提供交易平台及付

款機制。  
 2.相關商品或服務之品質、保固及售後服務，由提供各該商
品或服務的廠商負責，但 PChome Online承諾全力協助使

用者解決關於因為線上消費所產生之疑問或爭議。 
 3.使用者一旦在 PChome Online進行線上消費，即表示願意

購買該商品或服務並願遵守交易規則。使用者資料(如地
址、電話)如有變更時，應立即上線修正其所留存之資料，

且不得以資料不符為理由，否認其訂購行為或拒絕付款。 
PChome Online並保有接受您的訂定與否的權利。 

 4.所有在 PChome Online所進行的線上消費，使用者應同意

以 PChome Online所紀錄之電子交易資料為準，如有糾

紛，並以該電子交易資料為認定標準。使用者如果發現交

易資料不正確，應立即通知 PChome Online電子商務網路

企業管理者。 
 5.依照消費者保護法規定，PChome線上購物消費者均享有
商品到貨七天猶豫期之權益。但退回商品必須是全新狀態

且完整包裝(保持商品、附件、包裝、廠商紙箱及所有附
隨文件或資料之完整性)，影音光碟、軟體及食品類產品

不得拆封，否則恕不接受退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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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 PCHOME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3及 5-4。 
表 5- 3  PCHOME網路家庭 

網路家庭交易流程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 承諾規範  

  SOSA 優良電子商

店的認證、  

HACKER SAFE、

資策會核發信賴

電子商店資格。  

PChome線上購物
消費者均享有商

品到貨七天猶豫

期之權益。但退回

商品必須是全新

狀態且完整包裝。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  交易安全 :  

如前述二之 1~4
項  

 SSL128bit 傳輸加
密機制，VeriSign
電子交易安全簽

章認證。  

 

方便性  

加入 PCHOME 會
員須填入 16 項資
料。 100 

會員具備「我的帳

戶」及「購物車」

功能可供使用。  

付款方式可選擇

信用卡、信用卡線

上分期付款、提款

機 (ATM)轉 帳 以
及便利商店取貨

付款  

可享有七天的猶

豫期。  

                                                 
100 包括 1.帳號 2.密碼 3.姓名 4.暱稱 5.性別 6.生日 7.有無信用卡 8.手機 9.聯絡地址 10.電子

信箱 11.教育程度 12.職業 13.職稱 14.月收入 15.身份證字號 16.認證碼。 

2.選擇商品 3.訂購填寫

資料並付款 

1.加入會員 4.收取商品或

查詢訂單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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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4 PCHME網路家庭之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承諾規範 
如 前述二之 1~4點 

   前述三之 1~5點。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SOSA優良電子商店的認證、 

HACKER SAFE、資策會核發信

賴電子商店資格。 
 隱私保護 

如前述二之 1~4點。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SL128bit 傳輸加密機制，

VeriSign 電子交易安全簽章認

證。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

形資產 
1.2000 第一屆電子商務金像獎

最佳電子商務獎。 

2. 2001 金手指網路廣告獎最

佳電子商務銅手指獎。 

3. 2002 經濟部 e21金網獎優質

獎。 

4. 2002 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

子商務金手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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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全球數碼(ezPeer)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與經過 

ezPeer於 2000 年在台灣成立，為一中文數位資訊交換平台，

曾經為台灣 toget（台灣 PC Home網路企業）下載榜的第一名，

用戶人數一度超越 150萬。ezPeer的用途在提供多媒體創作人與
多媒體愛好者一交換溝通多媒體檔案之園地。它可以搜索眾多會

員所分享的各種形式檔案，包括音樂檔、文件或文字檔、影像檔

和圖片檔，資訊存量豐富；同時也獲得台北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

會授予使用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二) 法制環境 

在 2002 年 3月時，IFPI（財團法人國際唱片業交流基金會）

表示，全球數碼科技公司透過旗下經營的 ezPeer軟體平台，提供
會員免費下載並進行音樂檔案交換，甚至在 2001 年 10月起更採

行音樂下載收費機制，每 1MB收費 1 元，檔案提供者也能獲得
報酬。IFPI認為這些行為已經侵及唱片業者的著作權，因此要求

該公司及 ezPeer 的使用人立即停止未經授權的音樂檔案交換行

為。儘管如此，IFPI發給全球數碼科技公司的律師函中，仍透露

雙方達成雙贏局面的契機。律師函中表示 IFPI 保留法律追溯的

權利，希望該網路企業立即停止此行為，待展現尊重著作權人的

誠意後，IFPI 願意予該公司洽商尋求合法下載的可能性101。於

2006 年 6月，全球數碼科技與 IFPI纏訟 4 年多的官司，終於達

成和解，並將員工與會員移轉給達霖數位公司，推出新的 P2P線
上音樂服務「ezPeer+」，正式加入合法線上音樂市場戰局102。 

 

(三)營運模式 

ezPeer的收費方式主要以單筆付費或每月付費的方式供使用
者選擇，近來因達霖數位股份有限公司和各唱片公司合作音樂授

                                                 
101 http://www.ettoday.com/2002/03/18/10701-1274972.htm(最後瀏覽日期 2006/07/05) 
102http://home.digitimes.com.tw/ShowNews.aspx?zCatId=755&zNotesDocId= 

A064640F6F6678A24825719C00439F34(最後瀏覽日期 200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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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ezPeer+」正式上架，故 ezPeer 已不再提供付費申請，但

ezPeer+該軟體目前測試期間完全免費，之後會比照其他先推出的
合法線上音樂服務；此外，ezPeer+也有無限串流與離線收聽服

務，收費也比照同業水準，都是月費新台幣 149元，另有可將音
樂檔案移至行動裝置的「To Go」服務，則是月費 249元。  

(四)技術架構 

以 ezPeer為例，其網路平台和服務方式主要以混合式 P-to-P
為傳輸系統，主要內容如下表 5-14103。 

 
表 5- 5  ezPeer 的技術架構表 

系統架構 1. 混合式 P-to-P 
2. 採用 OpenNap的網路伺服器﹙Server﹚技術，能夠把所有使用人

連結在一起，並延伸了 Napster 的協定，允許使用人分享所有種
類的多媒體檔案，以及共同連結的伺服器。 

3. 檔案的傳輸發生在個別使用人的電腦之間，是分散的；但也具有
管理並組織所有使用人的檔案搜尋索引(Index)以及網路位址(IP 
Address)的功能，所以也是集中的。 

檔案搜尋 1. 使用人個人電腦透過業者的網路服務平台連接到業者所建置的

目錄索引電腦伺服器，並將其電腦硬碟內可供分享之檔案索引加

入業者的目錄索引資料庫內，供其他所有使用人索引查詢。 
2. 每一個使用人本身(某種程度而言)是數位資訊內容提供者，當使

用人越多，資料庫所累積到的分享檔案數即呈倍數成長。 
3. 提供檔案快速指認的功能。 

服務平台 1. 有設置網路企業 
2. 提供軟體程式免費下載 
3. 使用人須加入會員 
4. 設有認證控管機制。任何使用人須先連結到業者之平台﹙網路企

業﹚並經業者認證﹙由使用人輸入會員密碼供業者認證﹚。 

檔案下載 1. 須先加入會員 
2. 由使用人自行決定傳輸下載檔案之對象﹙即另一個使用人﹚ 

收費 初期均為免費，但均已改為須付費下載。 

 

                                                 
103http://www.ifpi.org.tw/P2P/%B2V%A6X%A6%A1%A4%C0%B4%B2%A6%A1P2P%A4%F1%B8

%FB%AA%ED.htm(最後瀏覽日期 2006/0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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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律機制、消費者保護作法及交易流程  
目前在台灣經各大唱片公司授權 Ezpeer合法下載的音樂檔

案格式並非 mp3音訊檔，而是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DRM) 
技術所授權的媒體檔，所以無法將歌曲傳輸至其他播放媒介(如
一般電腦硬碟資料夾、MP3 player或燒錄為 CD收聽)，以尊重著
作財產權。 
茲將 Ezpeer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6及 5-7。 

表 5- 6  ezPeer 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擁有信賴標章，如 SOSA『優

良電子商店』標章；無承諾規

範及網路評比。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交易安全  隱私保護  

一個帳號可以選擇在

常用的三台電腦使

用，但同一個時間只

能在一台電腦登入。

 有認證控管機制，音樂

都是經由唱片公司合法

授權。 

使用 DRM 技術所授

權的媒體檔，故無法將

歌曲傳輸至其他播放

媒介。 
方便性  

加入會員須填入三項

資料，包括帳號、設

定密碼、Email填寫。

軟體下載後可成為

播放音樂的主要工

具，方便音樂流通、

傳送與查詢。 

提供五種付款方

式。104 

啟用後可立刻開始使

用。 

                                                 
104 包括 1.Hinet ADSL用戶與 HiNet 會員帳號。2.手機付費(中華,遠傳和信,台哥大,PHS,東信,亞 
太)。3.信用卡。4.便利商店。5.市內電話。 

2.下載軟體 3.至付費中

心付費 

1.加入會員 4.註冊及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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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7  ezPeer 的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擁有信賴標章，如 SOSA『優良電子

商店』標章；無承諾規範及網路評

比。 
隱私保護 使用 DRM 技術所授權的媒體檔，

故無法將歌曲傳輸至其他播放媒

介。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有認證控管機制，音樂都是經由唱

片公司合法授權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形

資產 
曾經高倨台灣 toget（台灣 PC Home
網路企業）下載榜的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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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博客來網路書店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 

        博客來網路書店成立於 1995 年，是兩岸三地成立最早的網

路書店，並在 1998 年獲選為「經濟部 Internet商業應用計畫示範
單位」，為全台灣唯一的「聯合書訊中心 Books In Print」。 

        博客來於 2000 年與 7-11合作，展開「博客來訂書，7-11付
款取貨」的銷售通路，獲得 7-11 成功零售經驗及財務投資後，

可望迅速達到獲利，並持續創造高成長與高獲利。 

(二)營運模式︰產品與服務 

        網路企業主要提供讀者豐富的國內外圖書資訊，不論是台灣

新書出版、各類書籍背景介紹或是全球暢銷經典作品，都能提供

網路使用者迅速且完整的最新出版品資訊。 
        在營運期間，博客來網路書店榮獲第一屆 e-oscar 電子商務

網際金像獎「線上購物類」網路企業獎，藉以推廣書店業在網路

世界的技術應用與電子商務輔導，亦獲得各業界作為「網路企業

建置技術與經營」之典範，包括：  
    1. 第二屆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獎」銀牌獎。 
    2. 「最佳網路企業內容獎」佳作。 
    3. 商業周刊評選「台灣 25大值得投資的潛力網路企業」零

售網路企業類股前三名。 
    4. 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獎」銅手指獎。 
    5. 另獲得「經濟部 Internet 商業應用計畫示範單位」，並為

全台灣唯一的「聯合書訊中心 Books In Print」。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為保障使用者的隱私權，博客來網路書店在其網路企業上訂定隱

私權保護政策，維護個人資料的安全性與完整性，包括會員註冊、會

員資料使用、資料修改，並提醒使用者應提供正確的資料，如因資料

不正確而致訂購線上商品產生錯誤，一切交易均視為已經完成，由會

員負責一切支付費用義務或負賠償責任。在交易安全方面，博客來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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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書店透過幾個管道給予使用者能夠有安心交易的線上環境，包括多

元的付款方式與流程及安全與完善的電子交易機制。  
一個身份證字號僅供申請一個會員帳號，會員加入時的基本資料

填寫與交易過程皆有 128 位元 SSL(Secure Socket Layer)電子安全交
易加密機制；周全的訂單確認方式：對於新加入的會員，或會員到「我

的帳戶」中更改 e-mail等資料後，博客來均會寄出「認證信函」至會

員提供的 e-mail信箱中，以確認會員可正常收到博客來的訊息，也只

有在使用者收到認證信函後並點選「認證信函」中所附的紅色連結啟

用帳戶之後，才可進行購物； 暢通的顧客申訴管道：消費者對於本
系統使用有任何建議或疑問，亦或對客服處理有任何爭議需申訴，均

可透過 Email信箱或電話申訴，向客服申訴單位投訴，申訴單位將於
詳細了解投訴事項後，予以公平公正處理。 

隱密的消費者隱私權確保機制：於消費者隱私權保護方面，制定

非常嚴謹之條文規定：對於所蒐集之會員資料，僅做為線上服務、抽

獎活動、紅利積點計算、寄送贈品、訊息傳遞、或提供服務範圍內使

用，將不會出售、出租、或提供予第三者；在網路行銷活動除了依據

活動合理之需要公布中獎者名單外，將不會公布個別參加者之任何資

訊，若在其它多元服務或優惠權益中，需要提供會員個人資料予第三

者使用時，該網路企業將提供充份的說明，充分保有消費者的隱私

權；僅有少數業務需求員工可瀏覽會員資料，並嚴謹的規範員工不得

私自竊取會員資料，於系統端亦建置多重保密機制，以確保會員資料

之隱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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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博客來網路書店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

護之作法，整理如表 5-8及 5-9。 
表 5- 8  

博客來網路書店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信賴標章  承諾規範  

如 前 述 二 之

(四)1.2.3項。 
 Verisign 128K 的

SSL 電子安全機
制；網路商業應用

資源中心頒發之

信賴電子商店標

章 

如 前 述 二 之

(四)1.2.3項。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隱私保護  隱私保護 隱私保護  

對於所填資料之

保護，適用前頁二

之(四)1.2.3項。 

交易安全 : 

在未經會員同意

前，博客來不得

對外揭露會員個

人資料。  

個人帳戶及購物

車均受到隱私保

護。  

信用卡線上刷卡

適用 SSL 電子安
全機制。 

在未經會員同意

前，博客來不得

對外揭露會員個

人資料。  

方便性  

加入會員須填入

10 項資料。 105 
提供「我的帳戶」

供查詢與紀錄。  
提供三項付款方

式。 106 
商品將於 1~3 個
工作天送達。  

                                                 
105 包括 1.設定帳號 2.設定密碼 3.設定密碼提示 4.填寫電子郵件地址 5.姓名 6.性別 7.生日 8.地址

9.聯絡電話 10.職業。 
106 包括 1.7-11取貨付款 2.信用卡線上或傳真付款 3.ATM轉帳付款。 

1.加入會員 2.確定購物車

中明細內容 

3.選擇付款

方式 

4.提供收件人

及發票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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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9 博客來網路書店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信賴標章 Verisign 128K的 SSL電子安全

機制；網路商業應用資源中心頒

發之信賴電子商店標章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前述二之(四)1.2.3項 

隱私保護 
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人資料利

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資料

安全等。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SL電子安全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

形資產 
1. 第二屆金手指網路獎「最佳

電子商務獎」銀牌獎。 

2. 商業周刊評選「台灣 25大值

得投資的潛力網路企業」零售

網路企業類股前三名。 

3. 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

務獎」銅手指獎。 

4. 另獲得「經濟部 Internet 商

業應用計畫示範單位」，並為

全台灣唯一的「聯合書訊中心 

Books In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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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易遊網(ezTravel)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107 

       易遊網成立於 2000 年 1月，於網路上提供全方位的線上訂位   
    及線上付款，現資本額為 1.32億元，員工人數 350人，擁有 170         
    萬會員。 

     資策會網路通訊雜誌在 2002 年授予其『電子商務最佳安 
   全獎』及『休閒旅遊類電子商務網路企業金質獎』，亦擁有台北

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授予使用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Global Trust 安全網路企業標章以及經濟部「信賴電子商店之安

全認證。 
 

 (二)營運模式108 

        ezTravel 易遊網結合產業專業與網路科技，強調個人化線上  
    旅遊服務之經營模式如下： 
    1. 目標市場 
       ezTravel 易遊網的主要顧客群鎖定在網路使用者，並以高收   
       入、高教育水平、高網路年齡為主要顧客市場，其中 20~40      
       歲之族群幾佔全會員人數之 70%。 
    2. 產品策略 
       (1) 個人化旅遊及團體旅遊並重 
          現代人的旅遊方式講究，要有主題、有目的式的出國深度 
          觀光、並且學習各國語言和文化，尤其是年輕的學生及上 
          班族。利用網際網路機制很容易依個人需求自組商品以滿 
          足需求，「個人主題式隨選旅遊」遂成市場主流。  
       (2) 同質性商品採「低價策略」，創造品牌經驗及競爭力 
          機票、訂房等與其他旅遊業者同質性的商品，一律採低價 
          策略！讓顧客無需到處比價，就能找到最便宜的商品。  
        

                                                 
107 http://www.eztravel.com.tw/service/eztravel/about_us.htm (最後瀏覽日 2006/08/03) 
108 http://www.eztravel.com.tw/service/eztravel/about_us01.htm (最後瀏覽日 2006/0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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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積極開發「差異化趨勢性商品」以滿足消費者多元化的需   
         求提昇核心競爭力以開發趨勢性商品並創造利潤如：主題 
         式旅遊、 計劃旅行票、國際遊俠、頂級火車旅遊、地方主 
         題旅遊(屏東黑鮪魚文化季、澎湖海上花火季、花卉博覽 
         會、頂級飯店看歌劇…)。  
 
    3.  通路策略(虛擬網路 vs.實體店面） 
        EzTravel 易遊網是第一家同時擁有線上訂購、店面服務的旅  
        遊網路企業。從網路下單之後，顧客可以選擇郵寄送件或至  
        各門市取件，店內亦提供電腦免費上網查詢及訂購服務，對 
        於網路交易的金流、物流及獲得顧客的信任度都有幫助。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作法  
(一)交易安全 
       為確保網路使用者的電子交易安全，易遊網採用網際威信  
    (HiTrust)所提供之電子認證品牌─VeriSign保全伺服器數位 
    憑證機制，由聯邦銀行提供線上收單作業，資料傳輸採用     
    128bits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資料傳輸過程中完全加密處  
    理，無資料外洩之虞。 

 (二)隱私保護 

     對於會員的隱私保護政策方面，ezTravel主張有109: 
 1.使用者可選擇不接收任何廣告或聯繫資訊。 
   EzTravel 易遊網要求使用者登錄個人資料，在使用者要求加

入會員、訂閱電子報，或使用線上訂購服務、或參加其他活

動時，以便於和使用者聯繫、完成交易、提供服務、或處理

訂閱程序；如果使用者不想接收任何廣告資訊，其亦有權拒

絕。  
     2. 易遊網會自動接收並紀錄使用者瀏覽器上的伺服器數值 
        包括協定位址 (IP Address) 、cookie中的資料及使用者要求

取用的網頁紀錄。易遊網會使用資料做為以下用途：改進商

品及網頁內容、完成使用者對某項產品的要求及通知特別活

動或新產品。  

                                                 
109 http://www.eztravel.com.tw/service/privacy.htm (最後瀏覽日 2006/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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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除非使用者同意，易遊網不會擅自將使用者個人資料使用於

其他用途，也不會以任何形式公開個別使用者之個人資料。  
4. 使用者擁有在任何時候修改個人帳號資料及偏好設定的權

力，包括要求停止寄發相關訊息等。  
5. 當使用者經由易遊網交易平台進行線上購物時，為瞭解其購

買產品或服務的類別與數量，以及付款人、收受貨款資料，

易遊網將會以線上或離線方式，蒐集所購買產品或服務內

容、付款人資料、收貨人資料、付款資料等相關資訊，並告

知用於提昇易遊網個人化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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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 
茲將易遊網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10及 5-11。 
表 5- 10   

ezTravel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  信賴標章 : 承諾規範 : 

如前述二之 (二 )

的 1~6 點主張。  

 1.SOSA『優良電子商店』

標章。  

2.Hi-Trust 全 球 安 全 認

證。  

3.網路消費協會購物補

償認證。  

如有交易糾紛時，

以 ezTravel 易遊網

電子交易資料作為

認定標準。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 交易安全 : 交易安全 : 

在未經會員同意

前，ezTravel 易遊

網不得對外揭露

會員個人資料。  

 

易遊網對於會員輸入

之個人資料，採 SSL

編號加密技術傳輸，

保障不被窺伺或竊取

盜用。  

 

1.採用 HiTrust保全伺

服器數位憑證機制。  

2. 資 料 傳 輸 採 用

128bits SSL 加密安全

付款機制。  

3. SSL 編號加密技術

傳輸。  

方便性  

會員資料填寫處

一共九項。 110 

提供「我的訂單」

查詢。  

採用線上直接刷卡付

款及 ATM 轉帳等兩種

付款方式。  

能當下確認

交易結果。  

                                                 
110 包括 1.姓名 2.身分證字號 3.性別 4.設定密碼 5.設定密碼提示 6.出生日期 7.電子信箱 8.聯絡地
址 9.聯絡電話。 

1.加入會員 2.填寫商品訂

購單 

3.訂購付款 4.交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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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1  ezTravel的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信賴標章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Hi-Trust全球安全認證及網路消費

協會購物補償認證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如前述二之(二)1~6點主張。 
 隱私保護 如前述二之(二)1~6點主張。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Global-Trust 安全網路企業標章

&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形

資產 
資策會網路通訊雜誌在 2002 年授

予『電子商務最佳安全獎』及『休

閒旅遊類電子商務網路企業金質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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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台灣旅遊聯盟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 

        信欣國際系統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於 1995 年，並在 1997 年 
    創造網路旅遊資訊平台「CTIN台灣旅遊聯盟」111。 
 

(二)營運模式︰產品與服務 

           網路企業主要提供旅遊玩家豐富的國內外資訊，不論是台

灣地圖、主題報導或是全球景點探索，加上國內訂房服務或國際

深度旅遊，都能提供網路使用者迅速且完整的旅遊資訊。 
        在營運期間，台灣旅遊聯盟榮獲經濟部商業司與資策會等 
    單位邀請參與「共同推動國內商家上網計劃」，藉以推廣旅遊業 
    在網路世界的技術應用與電子商務輔導，亦獲得各業界作為「網 
    站建置技術與經營」之典範，包括：  
     1.獲網際競賽 1999 年金像獎（經濟部主辦）。 
     2.民生報報導台灣旅遊網排名第三名(引用 Webmasterscene.com

網專業系統資料)。 
     3.商業周刊 500 大網路企業排名：且獲得休閒旅遊網路企業類

之亞軍。 
     4.台灣蕃薯藤推薦最佳旅遊網路企業。 
     5.經濟部商業司輔導之專案計畫，如網際網路商業應用四年計

畫觀光業專案、旅行社同業商品電子交易應用推廣、臺北縣

政府輔導之工商服務網 B2B電子交易推廣等專案。 

                                                 
111 http://travel.network.com.tw/（最後瀏覽日 2006/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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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為保障使用者的隱私權，台灣旅遊聯盟在其網路企業上訂

定隱私權保護政策，維護個人資料的安全性與完整性，包括會

員註冊、會員資料使用、資料修改，並提醒使用者應提供正確

的資料，如因資料不正確而致訂房或訂購線上商品產生錯誤，

一切交易均視為已經完成，由會員負責一切支付費用義務或負

賠償責任。 

 (一) 交易安全 

         在交易安全方面，台灣旅遊聯盟透過幾個管道給予使用者

能夠有安心交易的線上環境，包括多元的付款方式與流程及安

全與完善的電子交易機制：  
1. 全程 SSL加密，卡號與相關資料皆直接由聯合信用卡處理中

心提供的網路加密功能進行驗證與授權，不經由本網儲存與

驗證。 
2.  DigiCert SSL 安全認證：會員加入時的基本資料填寫與交易

過程皆有 128 位元 SSL(Secure Socket Layer)電子安全交易

加密機制。 
3.  信用卡卡號不完整儲存方式： 
本網的交易資料庫只儲存授權碼與信用卡末四碼，可防止

駭客或內部員工竊取，以保障客戶的權益不受侵害。 
4.  周全的訂單確認方式：  
   本網即時訂房系統所列示之資訊，皆是飯店即時管控，所有

付款成功之訂單，即具有”不可否認性”亦即【保證有房】，
敬請安心前往住宿。並提供消費者與飯店端多重的訂單確

認方式。 
5. 暢通的顧客申訴管道： 
   消費者對於本系統使用有任何建議或疑問，抑或對客服處理

有任何爭議需申訴，均可透過 Email信箱或電話申訴，向客
服申訴單位（總經理室）投訴，申訴單位將於詳細了解投

訴事項後，予以公平公正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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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隱私保護 
    1. 隱密的消費者隱私權確保機制： 
       於消費者隱私權保護方面，制定非常嚴謹之條文規定： 
       (1)對於所蒐集之會員資料，僅做為線上訂房、抽獎活 
         動、紅利積點計算、寄送贈品、訊息傳遞、或提供 
         服務範圍內使用，將不會出售、出租、或提供予第三 
         者。 
       (2)在網路行銷活動除了依據活動合理之需要公布中獎   
         者名單外，將不會公布個別參加者之任何資訊，若在 
         其它多元服務或優惠權益中，需要提供會員個人資料 
         予第三者使用時，本網路企業將提供充份的說明，充

分保有消費者的隱私權。 
       (3)僅有少數業務需求員工可瀏覽會員資料，並嚴謹的規 
         範員工不得私自竊取會員資料，於系統端亦建置多重 
         保密機制，以確保會員資料之隱密性。 
    2. 外部爭議糾紛解決機制： 

   由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金會及中華民國旅行業品質保

障協會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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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台灣旅遊聯盟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12及 5-13。 
表 5- 12   

台灣旅遊聯盟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 

   中華民國網路消費

協會『優良商店』

評鑑證明&台灣國

民旅遊卡特約商

店。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  交易安全 : 隱私保護 : 

如前述(二)之(1)三

點。 

 如前述 (一 )之五
點。 

如前述 (二 )之 (1)
三點。 

方便性  

加入會員須填入

14 項資料。 112 
具備個人帳戶可

供查詢。  
1.提供給會員或
非會員。  
2.有五項付款方
式。 113 

若因故取消無法

退費。  

                                                 
112 包括 1.姓名 2.身分證字號 3.性別 4.出生日期 5.學歷 6.職業 7.聯絡電話 8.手機號碼 9.聯絡地址

10.聯絡信箱 11.帳號 12.密碼 13.安全審核碼 14.年收入。 
113 包括 1.ATM轉帳即時訂房 2.Web ATM線上付款 3.超商付款即時訂房 4.網路郵局小額付款 

5.國民旅遊卡 
 

2.選擇旅遊行

程 

3.填寫訂單 1.加入會員 4.完成付費 

 訂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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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2 台灣旅遊聯盟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構面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信賴標章 
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會『優良商店』

評鑑證明&台灣國民旅遊卡特約商

店。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如前述(二)之(1)三點。 
隱私保護 如前述(二)之(1)三點。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如前述(一)之五點。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形

資產 
1.榮獲網際競賽 1999 年金像獎（經

濟部主辦）。 

2.民生報報導台灣旅遊網排名第三

名(引用 Webmasterscene.com 網

專業系統資料)。 

3.商業周刊 500 大網路企業排名：

且獲得休閒旅遊網路企業類之亞

軍。 

4.台灣蕃薯藤推薦最佳旅遊網路企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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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年代網際事業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114 

    年代網際事業由影片租借販賣代理發跡，逐步發展到製作媒

體節目，直至網際網路開始興起，許多事業逐漸轉型，例如影片

的租借，轉型為網路型式的售票，也就是年代售票系統，而節目

製作也成立相關電視頻道，如從事網路寬頻的的年代快捷網路與

從事網路遊戲的數碼細胞，2003 年起，年代便由「年代影視事業

股份有限公司」更名為「年代網際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二)營運模式 

    年代在ｅ化後，其所投入的網路事業，有成有敗，成功的

例子有「年代售票系統」等，而失敗的例子有「年代入口網路

企業」等。 然而現在年代主要的事業有「影視傳播」（年代新

聞和ＭｕｃｈＴＶ等等）「年代售票系統」「年代快捷網路」

「數碼細胞」等等。在電子商務方面，是台灣最大的藝文售票

系統，市場佔有率達 90%。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115 

在交易安全保護部份，運用 Verisign加密安全傳輸方式 128K的
SSL電子安全機制，提供給消費者安全無慮的購物環境。隱私保護政
策方面，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人資料利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

資料安全等，另外，為了便利使用者，年代網際事業亦使用 cookie
技術116，以便於提供更適合使用者個人需要的服務。  

                                                 
114 www.im.usc.edu.tw/chianson/BA2004b/group2/商業自動化期末報告.ppt 

(最後瀏覽日 2006/08/03) 
115 http://www.ticket.com.tw/new2main.asp (最近瀏覽日 2007/01/15) 
116 cookie是網站伺候器用來和使用者瀏覽器進行溝通的一種技術，它可能在使用者的電腦中儲

存某些資訊，但是使用者可以經由瀏覽器的設定來取消或限制此項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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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 
茲將年代網際事業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14及 5-15。 
表 5- 14  

年代網際事業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  

  Hi-Trust全球安全

認證機制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 隱私保護 : 交易安全 : 隱私保護 : 

對於會員所登錄之

資料的取得、利

用、查詢或更正均

受到保護。 

個人帳戶及購物

車均受到隱私保

護  

利用信用卡刷卡

付款時適用 SSL
電子安全機制。 

個人資料取得、利

用、查詢或更正、

個人資料安全等

均受到保護 

方便性  

加入會員須填入

13 項資料。 117 
提供消費資料查

詢。  
僅提供線上刷卡

付款。  
可以郵寄或親領

方式取票。  

 

                                                 
117 包括 1.姓名 2.設定密碼 3.身分證字號 4.性別 5.生日 6.電子信箱 7.聯絡電話 8.住家地址 9.婚姻

狀況 10.教育程度 11.職業 12.職稱 13.月收入。 

2.查看節目場

次與訂票 

3.結帳 1.加入會員 4.收取交易成

功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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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3 

年代網際事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構面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Hi-Trust全球安全認證機制。 

隱私保護 
包含個人資料取得、利用、查詢

或更正、個人資料安全等。另

外，為了便利使用者，部份網路

企業使用 cookie技術，以便於提

供更適合使用者需要的服務。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SL電子安全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

無形資產 
市佔率達 90%支藝文售票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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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節   台鐵售票系統 

一、背景  
台鐵自民國 49 年開始營運，並在民國 82 年成立電腦連線售票系

統，但由於國內運輸環境的改變，台鐵之經營日益困難，已規劃將現

行體制改為民營公司，增加經營自主性，使台鐵體質改善，以健全發

展。 
在顧客服務方面，為提供旅客多元付費方式，自 92 年起提供信

用卡購票服務，且目前電腦售票系統發售之各級車票、環島周遊卷等

均可刷卡購買。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本系統全程採用網頁最高加密技術 SSL128bit 以確保購買者信

用卡資料的傳遞安全，並使用「VISA 及 MasterCard」安全機制，當
瀏覽器進入"https"的領域時，右下方出現的金黃色的小鎖圖示，代表

著使用者在具有 SSL保護的網頁中，已受到全球認證中心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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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台鐵售票系統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

法，整理如表 5-16及 5-17。 
 

表 5- 14 
台鐵售票系統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及承諾規範  

均無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及交易安全  交易安全  

均無  利用信用卡付款

時適用 SSL 電子
安全機制  

無  

方便性  

無須加入會員。   提供線上刷卡及

現場購票兩種交

易方式。  

須現場取票。  

 

2.選擇欲購買

之車次 

3.選擇付款

方式 
1.查詢車次 4.取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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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5 台鐵售票系統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構面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無 

 隱私保護 
無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SL電子安全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

形資產 
無特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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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節 Webs-Tv寬頻電視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 

       Webs-tv.net成立於 1999 年，為國內最大的網路電視網，致 
   力於為全球華人寬頻網路用戶，提供內容豐富、品質滿意、介面 
   友善的個人化資訊娛樂服務，目前已超過六百萬名註冊會員和超 
   過七十五萬名付費收視戶。根據網路調查機構「創市際」的調查 
   數據顯示，webs-tv.net已成為最受網路使用者歡迎的線上影音網 
   站，同時更在 2004 年獲得「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網路企 
   業銅手指獎、台北市消費者電子商務協會授予使用 SOSA『優良 
   電子商店』標章、GlobalTrust安全網路企業標章以及經濟部「信 
   賴電子商店」之安全認證118。 

 

 (二)營運模式 

        Webs-tv.net運用多點廣播技術，結合包括網路電視收視率調

查機制、付費影音加密機制、影音廣告播放專利技術、視訊影音

互動機制、數位內容管理機制等，以建置營運國內專業之網路電

視聯播網，線上提供包括新聞、電影、戲劇、綜藝、音樂…等多
元化影音節目。其會員制度分為三種，如下： 

    1. 基本會員:可收視免費區節目及使用站內免費服務，不需支付 
       任何費用。  
    2. 月費制會員:每月支付固定月費，可不限時間及次數視權限 內 
       之月費區節目及使用付費服務。(依資費方案而定，計次區節 
       目則須另外扣點消費方可收視) 
    3. 計次制會員:不需負擔月費費用，可扣點收視計次區所有節 
       目，及使用付費服務。 

 

                                                 
118 http://www.sosa.org.tw/ec/ec_info.asp?markid=70552271（最後瀏覽日 2006/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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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一)交易安全 

       為確保所有會員的電子交易安全，webs-tv.net的 e 金幣儲值 
   中心使用伺服器數位憑證機制，並由聯邦銀行提供線上收單作  
   業，資料傳輸使用 128 bits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全程加密處 
   理，無資料外洩之虞119。 
 

(二)隱私保護 

對於會員的隱私保護政策方面，webs-tv.net 主張有120： 
1.在未獲會員授權時，不會公開姓名、地址、電子郵件信箱， 
以及其他依法受保護的個人資訊。                                  

2.基於 Webs-TV 提供之各項服務，同意 Webs-TV 於法律許

可的範圍內，允許Webs-TV之關係企業或合作夥伴，於必
要範圍內，得使用會員的個人資訊，以提供會員其他服務。 

3.同意Webs-TV得就會員的個人資料作成會員統計資料。如

該統計資料，不涉及揭露任何會員的個人身份，同意並允

許Webs-TV為任何合法的使用。 
4.同意Webs-TV，於下列情形發生時，得依法公開會員的個

人資訊： 
  (1)因應法律及相關主管機關要求； 
  (2)為保障Webs-TV之財產及權益； 
  (3)或在緊急情況下為保障Webs-TV會員或公眾人身安  
全時。 

   

                                                 
119 http://www.webs-tv.net/url/webs-tv17.asp（最後瀏覽日 2006/08/15） 
120 ttp://www.webs-tv.com/pay_moon.asp?ichannel=memberarea&PageUrl=memberarea& 

type=private（最後瀏覽日 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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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Webs-tv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

整理如表 5-18及 5-19。 
 

表 5- 18 
Webs-tv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 承諾規範   

 SOSA『優良電子商店』

標章&經濟部「信賴電子

商店」之安全認證。 

如前述二之(二)

之四點。 

 

消費者保護  

隱 私 保

護  
交易安全    

如前述二之(二)之

四點。 

Global-Trust 安全網路

企業標章 &SSL 加密
安全付款機制。 

  

方便性  

加入會員須填入

14 項資料 121。  
會員變更資費方案

需付手續費。  
依單次購買及自

動儲值各有多項

付款方式 122。  

 

                                                 
121 包括 1.帳號 2.設定密碼 3.填寫驗證碼 4.姓名 5.公開顯示名稱 6.身分證字號 7.生日 8.連絡信箱

9.行動電話 10.聯絡地址 11.性別 12.婚姻狀況 13.有無子女 14.職業。 
122 單次購買分 1.即時的付款方式，包括(1)線上信用卡(2)中華電信 AAA儲值(3)中華電信手機儲
值(4 )遠傳電信手機儲值(5)台灣大哥大手機儲值(6)收視點數卡儲值(7)網路ATM轉帳(8)東信
電信手機儲值(9)玉山 ecoin儲值。2.非即時的付款方式，包括(1)ATM轉帳儲值(2)便利商店

代收機構付費儲值(3)郵局匯款儲值(4)銀行匯款儲值。自動儲值的方式包括 1.信用卡自動儲
值 2.HinetAAA隨帳單自動儲值 3.中華電信 839自動儲值。 

2.選擇付費方

式(月費或計

次) 

3.啟用帳號 1.加入會員 4.交易完成開

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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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6 Webs-tv 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摘要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信賴標章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經濟

部「信賴電子商店」之安全認證。 

自律機制 

承諾規範 如前述二之(二)四點。 
隱私保護 如前述二之(二)四點。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Global-Trust安全網路企業標章 &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形

資產 
1.根據網路調查機構「創市際」的調

查數據顯示，webs-tv.net早已成為最

受網路使用者歡迎的線上影音網路

企業。 

2.2004 年獲得「金手指網路獎」最

佳電子商務網路企業銅手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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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節   遊戲基地 

一、背景  

(一)成立時間及經過 

       「遊戲基地 gamebase」123為國內最大的出版集團「城邦文化 
   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旗下之「電腦玩家」雜誌所經營的遊戲入口 
   網路企業。「電腦玩家」雜誌自 1991 年創刊以來，秉持著媒體公  
   正獨立的精神，為廣大的讀者提供迅速正確的電腦遊戲資訊。事 
   實上，「電腦玩家」雜誌也是台灣唯一不具廠商色彩，報導獨立      
   性最高的電腦遊戲雜誌，因此廣受消費者信賴，是購買電腦遊戲     
   的重要指南。「電腦玩家」決定在 2000 年設立「遊戲基地」網路 
   企業，服務廣大的遊戲族群，成為台灣市面上第一本內容公正多 
   元，且獨立發行的電腦遊戲類型雜誌。「遊戲基地」同樣抱持著「電 
   腦玩家」的獨立公正立場，過濾、蒐集、報導各種遊戲資訊；也 
   針對玩家們量身定做了各式的服務，像搜尋引擎、討論區、排行 
   榜、購物特區、影音館、娛樂館等，讓使用者有一個自在的互動 
   空間。尤其是遊戲基地首賣特區，成立不到 1 年的時間，就已成 
   為遊戲廠商及玩家信賴的遊戲銷售管道 
  

(二)營運模式︰產品與服務 

        「遊戲基地」的目標，是成為匯集所有遊戲資訊的中文世界 
    第一個遊戲入口網路企業，以服務廣大的玩家。每月造訪人數由  
    2000 年開站時會員登記 3萬人次成長至目前的 1426.4萬人次，    
    造訪人數已經超過國內其他遊戲入口網路企業，深受使用者的信 
    賴，是台灣第一的遊戲入口網路企業。並在 2004 年 4月份榮獲 
    第五屆金手指網路獎最佳社群創造金獎，影響力擴及兩岸三地。 
    同時，遊戲基地也獲得 SOSA優良電子商店的認證。 

                                                 
123 http://www.gamebase.com.tw/（最後瀏覽日 2006/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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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

二、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  

(一) 交易安全 

交易安全方面，經過 ScanAlert公司每日測試並認證通 
    SANS/FBI的網際網路資訊安全測試標準(只有當網路企業目前 
    的資訊安全狀態符合美國政府公佈的最高標準時，ScanAlert公 
    司的稽核技術才會容許這個 HACKER SAFE資安認證標章的顯    
    現，如( )，且運用 Verisign加密安全傳輸方式 128K 
    的 SSL電子安全機制，提供給消費者安全無慮的購物環境。 

(二) 隱私保護 

       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人資料利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 
    資料安全等，另外，為了便利使用者，「遊戲基地」部份網路企 
    業亦使用 cookie技術，以便於提供更適合使用者個人需要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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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易流程     
茲將遊戲基地交易流程中有關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整

理如表 5-20、5-21及 5-22。 
 

表 5- 20 
遊戲基地交易流程中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之作法表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  

  SOSA優良電子商

店的認證& 

HACKER SAFE。

 

消費者保護  

隱私保護 :  交易安全 :  

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

人資料利用、資料查詢

或更正、個人資料安全

等。 

 SANS/FBI 的網際
網路資訊安全測

試標準 & SSL 電
子安全機制。 

 

方便性  

會員權限依認證方

式 有 所 不 同 ( 見 表

5-22)。加入會員須填

入 19 項資料 124。 

會員具備「我

的帳戶」功能

可供使用。  

共提供七項付款

方式 125。  
 

 
                                                 
124包括 1.帳號 2.暱稱 3.密碼 4.聯絡信箱 5.姓名 6.身分證字號 7.聯絡電話 8.國籍 9.生日 10.性別 11.
地址 12.職業 13.月收入 14.教育程度 15.婚姻狀況 16.喜歡的遊戲類型 17.喜歡的遊樂器 18.興
趣 19.線上傳呼方式。 

125包括 1.線上信用卡付款 2.ATM電子櫃員機轉帳 3.線上分期付款 4.GB加值點數 5.webATM 
6.Seednet代收帳款者 7. 7-11門市取貨。 

2.選擇欲消費

的服務或商品

3.完成認證 1.加入會員 4.交易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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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17 會員權限與認證方式差異表 

遊戲基地新的會員權限 

  未認證 一般認證 
ISP mail
認證 

手機認證 身份證認證 

新聞頁面瀏覽 O O O O O 

論壇文章瀏覽 O O O O O 

大百科文章瀏覽 O O O O O 

社群連線瀏覽 O O O O O 

影音資料瀏覽 O O O O O 

線上購物消費 Ｘ  O O O O 

基地首頁投票 Ｘ  O O O O 

基地會員好康 Ｘ  
△ 

(依活動而定)
O O O 

手機簡訊服務 Ｘ  O O O O 

娛樂館參與權 Ｘ  O O O O 

精華區閱讀權 O O O O O 

討論區發表權 Ｘ  
△ 

(註冊 2日後)
O O O 

討論區發表篇數 Ｘ  
每日 5~25篇
(依等級限定)

無上限 無上限 無上限 

大百科發表權 Ｘ Ｘ O O O 

攻略密技投稿 Ｘ  Ｘ  O O O 

站內傳訊功能 Ｘ  Ｘ  O O O 

會員分機服務 Ｘ  Ｘ  O O O 

遊戲資料投票 Ｘ  Ｘ  O O O 

社群連線申請 Ｘ  Ｘ  O O O 

認證有效期限 無 六個月 六個月 12個月 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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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18自律機制及消費者保護構面之作法列表 

 

      構面 要素 內容 

自律機制 信賴標章 SOSA優良電子商店的認證

&HACKER SAFE。 
隱私保護 

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人資料利

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資料

安全等。另外，為了便利使用

者，「遊戲基地」部份網路企業

可能使用 cookie技術，以便於提

供更適合使用者個人需要的服

務。 

消費者保護 

交易安全 SANS/FBI 的網際網路資訊安

全測試標準 & SSL 電子安全

機制。 
其他 品牌商譽等無

形資產 
2004 年 4月份獲第五屆金手指

網路獎最佳社群創造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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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節  個案小結 

    以上十一個網路企業分別包括知名度極高的如 Yahoo、Pchome
以及知名度低的旅遊網路企業及遊戲網路企業等，其在自律機制及消

費者保護方面各採取不同作法來增加該領域網路消費者的信任，可算

式目前網路企業之普遍策略，由以上十個網路企業的分析看來，除了

台鐵的訂票網路企業無加入會員機制外，其他均須加入會員以使用網

路企業所提供之特定服務或網路購物，當然，加入會員的程序依不同

網路企業而有其差異性，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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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企業(見表 5-21)，相對
於其他網路企業的無彈性，遊戲基地網路企業讓會員依據使用網路企

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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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企業服務卻

擔心資訊洩漏的使用者加入。雖然目前絕大多數的網路企業均要求使

用者先加入會員才提供其服務，但對於知名度較低的網路企業而言，

遊戲基地網路企業的作法亦值得參考，因為根據問卷的研究調查顯

示，網路購物信賴度與網路購物意願有正向相關性，而「交易安全 」
與「網路購物信賴度」亦有正向相關；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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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密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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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該網路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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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年代購票網路

企業只提供信用卡刷卡一項付款模式，因此，無信用卡或是害怕信用

卡交易資料洩漏的消費者便會因此受限，不過，付款方式的選擇亦有

方便性的考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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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企業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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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律機制部分 

網路企業使用，以信賴標章較多，承諾規範次多，但如前述統計

分析所述，消費者對於網路評比的信任度較高，顯然業者於此部分須

再加強。詳見下表 5-23。 
表 5- 19 個案彙整自律機制比較表 

 
要

素 
個案分類 個案名稱 個案作法 

Yahoo!奇摩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入口網路

企業 PCHOME 
網路家庭 
 

PCHOME─SOSA優良電子商店的認證、 
HACKER SAFE、資策會核發信賴電子商店
資格。 

音樂網路

企業 
全球數碼 ezPeer ezPeer-擁有信賴標章，如 SOSA『優良電子

商店』標章；無承諾規範及網路評比。 

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具 Hi-Trust全球安全認
證；網路商業應用資源中心頒發之信賴電

子商店標章。 
ezTravel ezTravel具有 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

Hi-trust全球安全認証、網路消費協會購物補

償認證。 

旅遊網路

企業 

台灣旅遊聯盟 台灣旅遊聯盟─中華民國網路消費協會『優

良商店』評鑑證明&台灣國民旅遊卡特約商

店。 
訂票 年代 年代售票系統具 Hi-Trust全球安全認證 

遊戲基地 遊戲基地─SOSA優良電子商店的認證

&HACKER SAFE。 

信

賴

標

章 
 

其他 

webs-tv.net webs-tv.net-SOSA『優良電子商店』標章&經
濟部「信賴電子商店」之安全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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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4 個案彙整自律機制比較表(續) 

Yahoo!奇摩 Yahoo-如前述二之 1~4點。 入口網路

企業 PCHOME 
網路家庭 

PCHOME─如 前述之 1~4點 

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如前述(四)之 1.2.3項 

ezTravel ezTravel如前述 1~5點。 旅遊網路

企業 
台灣旅遊聯盟 台灣旅遊聯盟─如前述二之三點 

承

諾

規

範 
 

其他 webs-tv.net webs-tv.net-如前述二之四點。 

二、消費者保護部份 

在消費者保護構面，全部的網路企業兩者均有許多作法，但是仍

以交易安全的作法較為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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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見業者仍有努力空間。詳見下表 5-25。 

          表 5- 25個案彙整消費者保護比較表 

要

素 
個案分類 個案名稱 個案作法 

Yahoo!奇摩 Yahoo如前述二 1.2.4點。 入口網路企業 
PCHOME 
網路家庭 

PCHOME─如前述之 1~4點。 

音樂網路企業 全球數碼 ezPeer ezPeer-使用 DRM 技術所授權的媒
體檔，故無法將歌曲傳輸至其他播
放媒介。 

書店網路企業 
博客來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如前述 1.2.3 

ezTravel ezTravel如前述 1~5點。 旅遊網路企業 

台灣旅遊聯盟 
台灣旅遊聯盟─如前述二之三點。 

訂票網路企業 年代 年代-個人資料取得、個人資料利
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資料安
全等。 

遊戲基地 遊戲基地─包含個人資料取得、個人
資料利用、資料查詢或更正、個人
資料安全等。另外，為了便利使用
者，「遊戲基地」部份網路企業可能
使用 cookie 技術，以便於提供更適
合使用者個人需要的服務。 

隱

私

保

護 

其他 

webs-tv.net webs-tv.net-如前述二之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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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6個案彙整消費者保護比較表(續) 

Yahoo!奇摩 Yahoo-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入口網路企業 

PCHOME 
 

PCHOME─SSL128bit 傳輸加密機
制，VeriSign 電子交易安全簽章認

證。 
音樂網路企業 ezPeer ezPeer-有認證控管機制，音樂都是

經由唱片公司合法授權 
書店網路企業 

博客來網路書店 博客來網路書店有 Hi-Trust 全球安
全網路企業標章 & SSL加密安全付
款機制。 

ezTravel ezTravel-有認證控管機制 旅遊網路企業 

台灣旅遊聯盟 台灣旅遊聯盟─如前述(一)~(三)三
點。 

年代 年代─Hi-Trust/Verisign 安全網路企

業標章。 
訂票網路企業 

台鐵 台鐵-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遊戲基地 遊戲基地─SANS/FBI 的網際網路資

訊安全測試標準 & SSL電子安全機
制。 

交

易

安

全 

其他 

webs-tv.net webs-tv.net-Global-Trust安全網路企

業標章 & SSL加密安全付款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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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6-

三、其他增加品牌聲譽之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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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見下表 5-27。 

表 5- 207個案彙整其他部份比較表 

個案分類 個案名稱 個案作法 

Yahoo!奇摩 
 

1. 2004 - Yahoo!奇摩購物中心，榮獲經濟部

商業司第四屆「e21 金網獎」銀質獎。  

2. 2005 - Yahoo!奇摩拍賣，榮獲第四屆媽媽

寶寶最愛商品大調查「婦幼購物網路企業類

年度最棒商品」  

入口網路企業 

PCHOME 
網路家庭 
 

1.2000 第一屆電子商務金像獎最佳電子商

務獎。 

2. 2001 金手指網路廣告獎最佳電子商務銅

手指獎。 

3. 2002 經濟部 e21 金網獎優質獎。 

4. 2002 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金手指

獎。 

音樂網路企業 全球數碼 ezPeer 
曾經高倨台灣 toget（台灣 PC Home網路企

業）下載榜的第一名 

書店網路企業 博客來網路書店 
 

1. 第二屆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獎」
銀牌獎。 
2. 商業周刊評選「台灣 25大值得投資的潛
力網路企業」零售網路企業類股前三名。 
3. 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務獎」銅手指
獎。 
4. 另獲得「經濟部 Internet商業應用計畫示
範單位」，並為全台灣唯一的「聯合書訊中
心 Books In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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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8個案彙整其他部份比較表(續) 

 
ezTravel 資策會網路通訊雜誌在 2002 年授予其『電

子商務最佳安全獎』及『休閒旅遊類電子商

務網路企業金質獎』 

旅遊網路企業 

台灣旅遊聯盟 

 

1.榮獲網際競賽 1999 年金像獎（經濟部主

辦）。 

2.民生報報導台灣旅遊網排名第三名(引用

Webmasterscene.com網專業系統資料)。 

3.商業周刊 500大網路企業排名：且獲得休

閒旅遊網路企業類之亞軍。 

4.台灣蕃薯藤推薦最佳旅遊網路企業。 

 

webs-tv.net 

 

1.根據網路調查機構「創市際」的調查數據

顯示，webs-tv.net早已成為最受網路使用者

歡迎的線上影音網路企業。 

2.2004 年獲得「金手指網路獎」最佳電子商

務網路企業銅手指獎。 

其他 

遊戲基地 2004 年 4 月份榮獲第五屆金手指網路獎最

佳社群創造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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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易流程 

        有關交易流程部份之比較，網路企業企業除著眼於自律機制及消

費者保護部份之作法，均在交易流程中加強消費者購物環境之方便性

及消費者交易資料之取得，兩者的優先順序，代表了網路企業的利基

與差異，探討如下: 

(一)會員資料 

    由以上十個網路企業的分析看來，除了台鐵的訂票網路

企業無加入會員機制外，其他均須加入會員以使用網路企業

所提供之特定服務或網路購物，當然，加入會員的程序依不

同網路企業而有其差異性，值得注意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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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企

性，而「交易安全 」與「網路購物信賴度」亦有正向相關；

因此推論消費者在虛擬的網路購物世界中，著重於交易安全

是否會洩露個人機密資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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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該網路企業能在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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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大部分業者都要求加入會員，只是在

個人資料種類之需求上有所不同，當然，會員填寫項目及付

款方式不僅影響到購物方便性，亦有安全性的顧慮，例如身

分證字號、居住地址、聯絡電話、信用卡卡號及到期日的填

寫，容易造成消費者心理上的不安全感。 
 

(二)付款方式 
         多種選擇雖方便了消費者，但也增加了業者在交易安全上

的負擔。茲將各個企業之交易流程比較，整理如下表 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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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19個案彙整交易流程比較表 

 
個案分類 個案名稱 是否

需要

加入

會員 

加入會員

所需填入

之資料項

數 

加入會員所

填入之資料

是否有隱私

保護 

付 款

方 式

有 幾

項 

線上付款之保

障 

Yahoo!奇

摩 

是 8項 是 3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入口網路

企業 

PCHOME 
網路家庭 
 

是 16項 是 3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音樂網路

企業 

全球數碼

ezPeer 
是 3項 是 5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書店網路

企業 

博客來 

網路書店 

是 10項 是 3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ezTravel 是 9項 是 2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旅遊網路

企業 

台灣旅遊 

聯盟 

是 14項 是 5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年代 是 13項 是 1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訂票網路

企業 

台鐵 否   2項 交易安全 

webs-tv.n

et 

是 14項 是 10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其他 

遊戲基地 是 19項 是 7項 隱私保護、交

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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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對照假設分析 

除台鐵外，以上網路企業均已有自律機制中之信賴標章，大部分

無網路評比，有十分之六的個案有承諾規範，事實上與消費者對於承

諾規範及網路評比之期望大有不同，且於消費者保護之基本要素均有

作為，唯要求消費者填寫的會員資料項目太多，付款方式有限，在方

便性略顯不足，在消費者資訊隱私保護上反而不易贏得信任。以下再

次摘要以購買行為之假設分析表，作為對照參考。 

表 5-30以購買行為分群之假設總結摘要表 

購買行為 入口類 
網路企業

音樂類 
網路企業

書店類 
網路企業

旅遊類 
網路企業 

訂票類 
網路企業

1-1 
信標對隱保 

  V    V   V   V   

1-2 
信標對交安 

  V       V   V   

1-3 
承諾對隱保 

     

1-4 
承諾對交安 

     

1-5 
網評對隱保 

  V    V    V   

假 
設 
1 

1-6 
網評對交安 

  V    V   V    

2-1 
隱保對消信 

  V    V   V   V   V 假

設

2 2-2 
交安對消信 

  V    V   V   V   V 

3-1 
信標對消信 

  V    V   V   V   V 

3-2 
承諾對消信 

       

假

設

3 

3-3 
網評對消信 

  V    V   V   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