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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一： 
 

 
 

KEENEY 
The Value of Internet Commerce to the Customer 

 
 

Table 1 Means Objectives Related to Internet Commerce 
 

Minimize Fraud Maximize Accuracy of Transaction 
Maximize fraud protection  Minimize product errors 
Discourage/prevent fraud  Minimize shipping errors 
Maximize seller legitimacy  Minimize charging errors 

 
Assure System Security Enhance Comparison Shopping 

Maximize security of transaction  Maximize products for comparison 
Discourage hacking  Provide comparison shopping 

Maximize ease of comparison shopping 
Maximize Access to Information 

Have many search possibilities 
Maximize speed of comparison shopping 
 

Learn about specials efficiently Make Better Purchase Choices 
Facilitate information gathering Minimize likelihood of disappointment 
Get more focused profile of what is of interest to you Maximize confidence (right choice) 
Maximize transaction speed 

Maximize Product Variety 
Maximize Product Information Increase variety of products 

Maximize information about promotions Maximize product selection 
Maximize available product information Have broad choice of products 
Be able to feel the product 
Be able to see the product Maximize Product Availability 
Be able to try product on Have many products in stock 
Be able to test product Maximize range of quality options 
Maximize information about products 
Maximize accuracy of information Minimize Personal Travel 

Minimize travel distance 
Minimize Misuse of Credit Card Minimize driving effort 

Minimize unauthorized use of credit card 
Maximize safety of credit card Maximize Ease of Use 

Maximize ease of user interface 
Minimize Misuse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Make access easy 

Minimize receipt of unsolicited material Make search process easy 
Minimize transfer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Maximize ease of the purchase 

Simplify finding desired product 
Assure Reliable Delivery 

Provide reliable delivery Offer Personal Interaction 
Assure arrival of purchase Provide human customer support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personal interaction 
Limit Impulsive Buying 

Minimize “unwanted” purchases 
Control unreasonable bu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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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EY 
The Value of Internet Commerce to the Customer 

 
 

Table 2 Fundamental Objectives Related to Internet Commerce 
 

Overall Objective Minimize Time Spent 
Maximize customer satisfaction Minimize purchase time 

Minimize processing time 
Maximize Product Quality Minimize payment time 
Maximize product value (i.e., price/quality relationship) Minimize queuing time 

Ensure quality of product Minimize time to find product 
Get the best product for the buck Minimize communication time 
Maximize functionality of purchased item Minimize search time 

Minimize time to order product 
Minimize Cost Minimize time to gather information 

Minimize product cost Minimize time to select a product 
Minimize tax cost 
Minimize shipping cost Maximize Privacy 
Minimize Internet cost Avoid electronic mailing lists 
Minimize travel cost 

Maximize Shopping Enjoyment 
Minimize Time to Receive Product Make shopping a social event 

Minimize delivery time Minimize worry 
Minimize shipping time 
Minimize dispatch time 

 

Inspire customers 
Enhance user productivity (i.e., get ideas that you would 

not have had otherwise) 
Maximize Convenience Minimize regret 

Maximize purchasing convenience Minimize disappointment 
Maximize time flexibility in purchasing Maximize customer confidence 
Provide quality after-sales service Reduce demand for forced labor 
Assure an easy return process 
Minimize effort of shopping Maximize Safety 
Minimize personal hassle Maximize driving safety 
Maximize ease of finding product Minimize risk of product use 

 
Minimize Environmental Impact 

Reduce environmental damages 
Minimize pol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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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二：正式問卷 
 

諸位填寫問卷的先生小姐您好： 

首先非常感激您撥冗填寫這份問卷，由於您的鼎力相助，使得這份學術研究得以完

成再次感謝；這是一份探討消費者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購物時，對於各項網路所提供

的消費資訊予以應用與評析的學術研究問卷，其目的希望能了解消費者在藉由龐大的

網路資訊應用下，是否能獲得更佳的消費滿意與降低消費失敗的風險，達到保護消費

者的目的。因此更需要您的寶貴意見，支持本研究的完成，謝謝！ 

本問卷的資訊與結果僅供學術研究之用，謹遵維護隱私權良知，敬請放心填答。 

                               敬祝                              大安 

國立政治大學企業管理研究所 

指導教授：郭更生博士 

研究學生：梁燦聖敬上 

第一部分： 

這部分的題目是有關於您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購物過程中，是否採取購物的決策行

為，請按實際情形，在下列每一題中最適當方格內打「ˇ」，謝謝。 

答題說明： 

在網路購物中，我們將影響您購物決策時，可能需要的消費條件或因素分為三類：

預防因素、期望因素、信心因素分別說明如下，作為答題的依據與參考： 

 

（1）、預防因素：消費者對於網際網路電子商務所提供的資訊、產品或服務，指的是

您會因為對於新的消費方式的消費經驗不足、沒有充分的消費資訊、或是曾經有

不愉快的消費經驗，一旦這些因素出現，將降低您在網路電子商務的商店中購物

的意願。 

（2）、期望因素：指的是您會根據個人的特定偏好，這些偏好不易受外界因素影響，

例如低價格，環保的要求等，一旦符合您的這種想法，將提高您在網路電子商務

的商店中購物的意願。 

（3）、信心因素：指的是您會因為有比較願意嘗試新的消費方式意願、有充分的消費

資訊、或是曾經擁有好的消費經驗，對於電子商務所提供的資訊、產品與服務，

一旦符合您的這種想法，將提高您在網路電子商務的商店中購物的意願。 

 
題目： 

1、根據上述說明，請問您在網路電子商務的商店購物時，影響您購物決策的最重要因素是： 

 

 □預防因素     □期望因素     □信心因素 

 

2、參考您過去購物與使用產品或服務的經驗，請問您，在網路電子商務的商店購物時，根據

上述影響消費決策因素的說明以及您的消費經驗，您最重視的是： 

 

 □預防因素     □期望因素     □信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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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答題說明： 

這部分的題目是希望了解，當您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購物時，下列什麼樣的消費資訊

或條件出現會影響您的購物決策。請按實際情形，在下列每一題中最適當方格內打

「ˇ」，謝謝。 

 

為了讓您能充分的了解各項影響您消費決策的消費條件或因素的意義，分別詳述如

下，網路中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您： 

 

（1）最佳的產品品質：能提供您最佳的產品使用品質。 

 

（2）合理便宜的產品價格：電子商務商店販賣產品的價格是符合您最低的期望價格。 

 

（3）不收額外的運費或手續費：能提供運送或額外服務，不收額外的費用。 

 

（4）方便的購物流程：在購物網站上能提供方便而流暢的購物流程，包含親切的人性

化溝通互動網路介面、最小的搜尋時間、簡易方便的付款方式等。 

 

（5）多通路的便利服務：購物後能提供最快的交寄、運輸時間之外，尚能提供消費產

品的交付（物流）服務、交易金額的收付（金流）服務、促銷資訊的告知（資訊

流）等。 

 

（6)完善的售後服務：能提供消費前的資訊搜尋服務、消費後的退換貨以及其他消費

者合理需求服務、產品使用保固服務等。 

 

（7）安全有保障的網路消費：能提供真實的資訊、防詐騙保証、財務信用的不被濫用、

防範電子商務商店詐欺等。 

 

（8）保護隱私權：能保障客戶的基本資料不外洩，例如客戶的電子郵件信箱地址；同

時也能尊重客戶個人資料的提供意願。 

 

（9）保護環境：所從事的交易活動必須能兼顧環境保護的要求。 

 

（10）更自主的購物樂趣：能提供消費者可以自由在數量、產品項自由搭配組合消費，

各通路一致性的服務，例如促銷方式、銷售辦法合約的一致性解釋與說明。 
題目： 

 

3、在進行網路購物時，根據上述答題說明，您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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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同意 

 （1）最佳的產品品質對購物的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2）合理便宜的產品價格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3）不收取額外的運費或手續費 

      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4）網站上方便的購物流程 

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5）購物後多通路的便利服務 

     對購物的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6）完善的售後服務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7）安全有保障的網路消費 

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8）保護隱私權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9）保護環境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10）更自主的購物樂趣對購物決策是很重要的.□       □       □      □       □ 

 

第三部分： 

 

答題說明： 

這部分的題目是希望了解，當您已經購買所需要的產品，並且充分的使用後，下列什

麼樣的消費資訊或條件出現會影響您再次的購物決策。請按實際情形，在下列每一題

中最適當方格內打「ˇ」，謝謝。 
 

題目： 

 

4、您已經購買所需要的產品，並且充分的使用後，您覺得....................... 

                                                                                 

非常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同意 

 （1）不符合期望的產品品質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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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購買後感覺產品價格不便宜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3）購買後感覺額外支付的運費或手續費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4）購買後感覺網站上不方便的購物流程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5）購買後感覺不便利的送貨收款通路服務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6）不符合期望的售後服務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7）不符合期望的網路消費安全防護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8）不符合期望的隱私防護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9）購買後感覺環境污染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10）不符合期望的自主的購物 

      是會改變我下次的購買行為........................□      □      □     □      □ 

 

第四部分： 

 

答題說明： 

這部分的題目是希望了解，對於網路上的購物環境，它應該具備什麼樣的消費資訊或消費條

件，方能符合您最在意與堅持的購物期望？請按實際情形，在下列每一題中最適當方格內打

「ˇ」，謝謝。 

題目： 

 

5、對於網路上的購物環境，您覺得應具備....................... 

                                                                                     

非常                            非常 

                                           不同意   不同意   普通   同意    同意 

 （1）最佳的產品品質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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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合理便宜的產品價格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3）不收取額外的運費或手續費 

      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4）網站上方便的購物流程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5）購物後多通路的便利服務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6）完善的售後服務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7）安全有保障的網路消費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8）保護隱私權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9）保護環境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10）更自主的購物樂趣是我堅持的購物條件...........□      □      □      □     □ 

 

第五部分： 

 

這部分的題目是有關於您的個人基本資料，本研究將尊重保護隱私權的目的，僅供本

研究使用，絕不供給其他用途，請放心填答，請按實際情形，在下列每一題中最適當

方格內打「ˇ」，謝謝。 
 

1、性別      □男          □女 

 

2、年齡      □19以下      □20～24      □25～29     □30～34    □35～39  

             □40～44      □45～49      □50～54     □55～59    □60以上                   

 

3、職業      □學生        □資訊業     □金融業     □製造業   □廣告業     

             □服務業      □軍公教人員 □家管       □其他                     

 

4、教育程度  □國小及國小以下          □國中/初中 

             □高中（職）/中專          □大學（大專）  □研究所及以上 

 

5、個人每月所得    

   □5,000以下        □5,001～15,000      □15,001～25,000    □25,001～35,000     

   □35,001～45,000    □45,001～55,000     □55,001～65,000    □65,001～75,000   

   □75,001～85,000    □85,001～95,000     □95,001～105,000   □105,001以上  

 

6、居住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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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北部（苗栗縣（含）以北 ） 

   □台灣中部 （苗栗縣（不含）至嘉義縣（不含）） 

   □台灣南部（嘉義縣（含）以南）  

   □台灣東部與離島（宜蘭、花蓮、台東、澎湖、金門、馬祖）  

   □中國大陸 

 

7、請問您接觸網路購物有多久了？ 

   □半年（含）以內              □半年（不含）至一年（含） 

   □一年（不含）至二年（含）    □二年（不含）以上 

 

8、請問您每日花多少時間上網？ 

   □1小時以下      □2～3小時      □4～6小時       □7～9小時      □10小時以上    

      

9、請問您曾經在網路上購物嗎？ 

   □有    □沒有（請跳至第15題繼續作答） 

 

10、請問您透過網路購物的頻率為何？ 

   □1月以內一次  □1～3月一次    □4～6月一次  □7～12月一次  □13月以上一次 

 

11、在最近一次購物中請問您購買哪項商品？（可複選） 

    □服裝飾品      □電腦軟體硬體產品      □消費性電子產品       □玩具影音遊戲 

    □書籍或音樂    □旅遊產品              □花卉或農產品           □生活日用品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2、請問您在最近一次的購物中花費的金額是？ 

    □5,00以下         □501～1,500     □1,501～2,500    □2,501～3,500     

    □3,501～4,500      □4,501～5,500    □5,501～6,500    □6,501～7,500   

    □7,501～8,500      □8,501～9,500    □9,501～10,500   □10,501以上 

 

13、請問您在最近一次的購物中是使用哪一種方式，將訂購的產品運送到您的手中？ 

     □至便利商店取貨      □郵局或快遞送到府           □直接下載       

     □至門市通路取貨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4、請問您在最近一次的購物中是使用哪一種付款方式結帳？ 

    □信用卡付款     □轉帳匯款           □送貨到家付款   □至便利商店付款     

    □至門市通路付款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5、請問您會使用哪一種方式獲得消費資訊，幫助自己做成購物的決策？（可複選） 

    □手機網路下載    □電腦網路下載    □報章雜誌    □電視    □廣播電台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謝您的協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