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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全球化資訊儲存、傳遞與應用是網路資訊經濟的核心要素，也是推動當代文明發

展的核心動力，當我們將焦點集中於以經濟市場的觀點探討此一主題時，學者即提出

「…當消費資訊建立後，將此作為組織成長的關鍵資產，並且建立合適的組織結構去

支持這樣的策略；最後，這個新的組織體的特徵是被描述成為一個具有市場驅動力的

學習型組織。」（Glazer ,1997）；藉由對資訊無遠弗屆的傳遞與應用形成的「資源」

（Resources）應用，企業經營者方得以掌控與推動「全球化資源布局，地區化深耕經

營」的決策；又全球化的消費資訊力量帶動全球品牌的效益，讓更廣泛的消費者可以

輕易的消費世界上任何地區所提供的產品；每一天有400－700的新品牌加入到已經有

210萬的品牌世界中（TNS Media Intelligence,2006），在如此眾多因資訊應用帶來

的經營效率的同時，我們不僅希望了解消費者是否也會因此受惠，更希望知道這些資

訊的應用是否為消費者帶來更多的消費利益。 

 

本章共分為四節，包含研究背景與動機、研究範圍與研究目的、及研究限制。其

中第一節研究背景與動機，將著眼於在市場經濟中，如何掌握並了解百年來交易市場

的演進與發展中，資訊科技IT（Information Technology）是否是促進維護消費者利

益為核心的行銷模式-「消費者導向」（Consumer Orientation）誕生的關鍵力量；第

二節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則是模擬消費者在網路活動的流程中，以網路資訊活動為

背景，將消費者的利益聚焦在以消費者期望效用與消費者價值的學術基礎上，說明消

費者的需求滿足應具備的條件；第三節研究目的，則是藉由消費者需求滿足的資訊為

核心，透過網際網路的資訊交換平台，描繪出消費決策的模式，以及驅動此模式的動

力為何？簡言之，就是希望了解消費者喜歡你的產品卻不購買，或是消費者不喜歡你

的產品卻購買的原因；第四節研究限制，在說明本研究過程中受到的限制，以及這些

限制對研究結果的影響。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消費者行為（Consumer Behavior）指的是消費者（個人或團體）為滿足消費需求

與欲望，藉由對產品、服務、構想（Ideas）、體驗（Experiences）的選擇、購買、

使用或配置，所留下的行為軌跡（Michael ,2004;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此定義的核心在強調消費者需求與慾望滿足的方式，以及如何掌握

與追求消費利益的過程；然而長期以來無論是學術或實務界對消費者行為的研究，多

半是以滿足供給廠商利益的角度來發展；其進化脈絡上溯到19世紀末葉，人類因為發

明了蒸汽機進入「工業經濟時代」（Industry Economy），此時消費行為是被鑲嵌在

「產品導向」（Production  Orientation）時代的背景中（1890－1950），也就是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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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行為的驅動力，是來自於生產者藉由機器大量生產的產品來決定他的行為，這

是因為經濟法則中需求大於供給的結果使然，消費者利益就是廠商的利益；接著人類

經歷經濟史上第一次的經濟蕭條（1930's）的衝擊，各生產廠商意識到因為消費需求

大幅衰退，加上供給者數量的增加，導致市場銷售競爭的興起，除此之外科技發展出

一項化時代的產品-「真空管」，導致以電視機為主的家電產品，取代過去以食品與衣

物為主的產品結構，而電視得興起代表資訊傳遞的革命，迫使生產廠商開始由為所欲

為的「產品導向」經營模式，轉向與競爭者競爭的「銷售導向」（Sale Orientation）  

的銷售模式，消費者行為也進入到「銷售導向」時代（1930－1970），消費者的利益

就是廠商如何勝過競爭者的利益，在此階段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國1936年成立世界上第

一個消費者保護團體－美國消費者聯盟（The Consumers Union of United States），

接著，1962年美國總統甘迺迪先生提出消費者四大權益的政策： 

1、求取安全 

2、知道真相 

3、自由選擇 

4、表達意見 

呼籲重視消費者權益，歐洲也在1960年成立國際消費者聯盟，組織保障消費者權益的

團體，意味者在此之前的市場對消費者權益是忽視的；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除了美國與歐洲之外的新興市場紛紛崛起，如1960年代的日本、1970年代的亞洲台灣、

香港、新加坡、韓國四小龍；此時，雖然市場需求大增，但是新的消費市場競爭亦開

始產生變化，由供給者的相互競爭演變到對區隔化的需求者（人口統計區隔）的爭奪

戰，尤其過去紅及一時的真空管產品被半導體取代，另日本以此新技術推出產品必須

符合輕、薄、短小的新工藝產品設計與製造觀念，令歐美產品吃足苦頭，掀起「日本

能，我們也能」的競爭潮流，市場上也掀起了少量多樣的「小眾」新消費觀念，全球

市場的供需結構也因而改變成為供給大於需求；明顯地，在這個階段消費者被重視的

程度大於過往，從促進消費者行為由被動的地位轉向主動的地位－「行銷導向」

（Marketing Orientation）時代來臨（1950－1990）(Kohil and Jaworski,1990)，

此一階段值得一提的是銷售者運用更細膩的手法，如行銷4P、7P法則（Reppel,2003）、

消費利益4C法則、人口統計區隔的技術等，更精確的掌握到消費者的消費動向，達到

獲利的目的，雖然如此消費者地位仍未得到完全自主的地位；1970年代藉由電腦的發

明將人類的經濟文明推向了「資訊經濟時代」（Information Economy），20世紀末葉，

緊接著在這個基礎上陸續出現了「資訊的網路技術」（Networking Technology），包

含了IP、TCP，Internet Service、WWW、File Transfer、e-Mail，一系列的資訊傳遞

與運用的技術，帶領人類進入了「網路資訊經濟時代」（Networking Economy），消

費者行為勢必再掀起另外一波高潮，因為消費者可以藉由如此豐富的資訊，作為在消

費時的重要決策依據，充分展現出 The consumer really is a king.的市場主導地位，

也就是主動的消費者導向時代來臨。(以上銷售模式的演進參考Solomon,（2004）; 

Kotler, （2003）；洪順慶, （2000）; Assael, （1992） ;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50,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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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乎所有社會新興制度與慣例的生成，均是憑借當時代的優勢媒體出現、資訊處

理能力增強、或是發達的傳播技術與新興科技出現 (Innis, 1951; McLuhan, 1964)。

從以上的分析可知，在歷史的軌跡中每一階段只要有新興科技或是資訊傳播大幅進

步，對人類的消費行為都會產生重大的影響，進而改變了供給者與消費者雙方互動的

模式，產生新的銷售與消費模式。再者由於人類對於追求消費需求滿足最大化的亙古

不變真理，為了追求更高的生活水準，進而直接成為推動新科技、新消費觀念推陳出

新的動力，因此無論是新科技的出現，或是消費行為的改變都代表了人類的生活水準

出現了新的脈動與進步；為此我們希望在這個關鍵的時代中，研究出消費者行為在新

的科技下的脈動與進步將會出現甚麼樣的變化！ 

 

第二節、研究範圍與名詞解釋 

 

1、 研究範圍： 

 

環境的設定是本研究的第一個研究範圍，當前的網際網路扮演著以很低的成本將

資訊儲存、傳播、應用互動、以及提供產品與服務的交易角色（Peterson et 

al. ,1997)，也就是說網際網路同時兼具資訊儲存、傳播、應用，產品與服務流通交

易的多重角色，我們稱此平台為「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平台」CORM（Consumer 
Oriented Relationship Management），如此命名的目的是因為2005年，學者

Forrester針對線上購物者的購物行為進行分析，發現消費者無論在實體通路或是網

路電子商務消費前，一定採取先蒐集資料後消費的避險動作，這種行為在傳統消費市

場是很少見的，它反映出消費者已經學會先採取避免損失的「預防」措施，再進行消

費的行為，反映出消費者已經「發展」出與過往不同的消費行為，這種消費行為有強

烈的操之在我的主動性。 

 

消費者決策與消費行為是本研究的第二項研究範圍，人類消費行為的目的就是在

解決問題以及滿足某些特定的慾望，因此研究消費者行為的最佳模式莫過於深入探討

消費者行為在解決問題以及滿足慾望是如何進行的，例如有名的消費行為研究模式：

AIDA(Attention- Interest- Desire- Action)模式即是在強調扮演資訊角色的「廣

告」，如何在這個消費者行為模式中，發揮改變消費者對產品的態度與行為（1898 by 

E. St.Elmo Lewis，Vakratsas and Ambler, 1999）力量的研究方法，因此，當快速、

透明且豐富的消費資訊充斥在網際網路的電子商務中，這種過去消費市場完全沒有的

現象，是否對消費者的消費行為甚至消費流程產生影響與變化？再次引用學者

Forrester著2005年的研究，試著描述出消費者在CORM平台上呈現出如何的消費行為流

程，我們以最簡單的人性心理來分析個中原委，首先消費者會在消費之前搜尋資訊，

其中隱含著「擔憂、預防」的心理，其目的是希望避免「損失」的發生，這是表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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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內心價值觀的一種態度；接著他的消費行為是否會按照他所搜尋資訊的指示執行？

這是反映人性價值觀的外在行為，二者會產生「一致」於「不一致」的現象，「一致」

顯現出決策人覺得是應該如此的心理，「不一致」顯現的則是可能有更好的選擇；如

果再加上消費是解決問題滿足特定慾望的人性真理，我們不難發現消費者行為如此變

化的脈絡與原因。 

 

什麼樣的消費資訊是消費者所需要的？是本研究的第三項研究範圍，該資訊的豐

富度、透明度、正確性分別要達成到什麼樣的標準方為消費者所接受的？在第一節我

們闡述出「網路資訊經濟時代」，顯示出「消費者導向」時代的來臨，其中豐富的資

訊以及處理資訊能力扮演著催生的關鍵，然而回顧100年的消費行為變化，我們發現消

費者大部份時期都在扮演被動的角色，非常難一窺他們重視的資訊是什麼！這就是為

什麼，世界各國不遺餘力的推動消費者保護法的原因，因為百年以來在資本主義的市

場中並沒有保護消費者機制的出現，因為犧牲單一個體的消費利益是微不足道的，而

犧牲單一的供應個體的利益卻100倍於前者，資源使用的不公平，其實就是資本主義為

人詬病之所在。 

 

綜合上述的三種研究範圍我們嘗試做以下的結論，參閱Table.1-1 

 

1、環境範圍：「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平台」CORM。 

2、消費者決策與行為範圍：內在決策的態度、以及外在表現此態度的行為。 

3、在環境範圍中影響消費決策與行為的因素：消費者所需要的消費資訊。 

 

由下表的探討與分析，已經隱約的展現出本研究的輪廓： 

 

1、環境範圍：「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平台」CORM。 

 

2、消費者決策與行為範圍：內在決策的態度，將轉變成衡量消費價值或風險的決

策模式、至於外在表現此決策的行為，則必須與消費者所需要的資訊相結合，

方能反映出其內在決策的目的。 

 

    3、在環境範圍中影響消費決策與行為的因素：消費者所需要的消費資訊，一定是

消費者所重視，所欲解決問題與滿足最大消費利益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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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願的態度 意願低或無意願的態度 
有消費行為 
 

合乎需要的消費資訊 不需要消費資訊或消費

資訊影響力小 
無消費行為 有改善空間的消費資訊 不合乎需要的消費資訊 

 
資料來源：本研究 

 Table 1-1.研究範圍-研究範圍消費者、CORM、消費資訊關係結構

 

 

 

我們不妨以如下的例子來推測消費者行為可能的變化，全球零售業研究機構

STORES在零售趨勢研究報告中指出：「電腦普及與網際網路基礎建設日增成熟，線上

零售將成為未來零售業主流，也將使得零售業者紛紛走向虛擬和實體通路互用之多通

路零售（Multichannel Retailing）發展。」，知名電子商務研究機構eMarketer也

認為，跨通路購物已成為2004年十大網際網路電子商務的重要關鍵發展趨勢之一，多

通路的服務勢必符合消費者的利益；eMarketer強調跨通路購物已是一種現象，並深深

地影響了網路線上購買者的行為，多通路的服務勢必符合消費者的利益。消費者喜歡

在線上搜尋商品的價格資訊，之後再決定購物方式，甚至也有消費者會同時進行實體

商店、網路商店及郵購這三種購物通路的比較，以分析對自己有利的購買方式。這些

知名的研究報告均反映出線上購物的模式已經由數位化的產品轉向非數位化（傳統商

品）的產品，也就是說國際網路電子商務市場也展現出近乎傳統市場的服務與交易機

能，為消費者帶來的不僅方便，更是展現消費意識的絕佳時期。 

 

2、 名詞解釋： 

 

2-1、CORM-PET模式：企業以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模式掌握消費者行為的方法-消費者

以預防、期望、信心三因素作為消費決策模式與反應消費行為的方法，為本研究的核

心研究模式。 

 

2-2、網路購物：為本研究市場調查問卷調查題組的簡稱，其定義為消費者透過十大應

用因素表達出消費決策與行為的態度與企圖，「網路購物」在十大應用因素的表達的

企圖中被定義為：正面、有意願、有信心的在網路上採取購物行為，其表現的機轉是

消費時的消費資訊符合心中預期的期望想法。 

 

2-3、網路使用：為本研究市場調查問卷調查題組的簡稱，其定義為消費者透過十大應

用因素表達出消費決策與行為的態度與企圖，「網路使用」在十大應用因素的表達的

企圖中被定義為：在經過消費並且充分使用產品後產生的態度與觀感，此觀感可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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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下次的同類型/非同類型的消費行為，其表現的機轉是消費時的消費資訊與使用後的

觀感，比較後產生的差異使然。 

 

2-4、網路期望：為本研究市場調查問卷調查題組的簡稱，其定義為消費者透過十大應

用因素表達出消費決策與行為的態度與企圖，「網路期望」在十大應用因素的表達的

企圖中被定義為：消費者主觀的消費意識，其意識形成來自於個人的特質與個性，例

如某些消費者特別重視隱私權，其重視的程度可能到達無以復加的地步。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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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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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信心因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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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應用因素：消費者在網路消費時，表達出為維護消費利益規避風險，所重視的各

種條件與意見，以資訊的方式顯示在網際網路的交易平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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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研究目的 
 

順勢如此蓬勃發展的「網路資訊經濟時代」，當更多人、更多的資訊、與更多足

以提升生活水準的產品與服務聚集在網際網路中時，聰明的市場將出現，市場被定義

為藉由企業與消費者共同掌握交易的互動─其結果將藉由產品的消費與供給，反映成

具體化的資訊和知識，而這些資訊與知識是具有週期性的回轉，這些過去屬於消費者

隱匿不見的密集資訊，將變成對企業可以看見的銷售策略與客戶的管理依據（Glazer, 

1997），我們認為網路資訊環境一旦如此演變，消費者導向時代將實現。 

 

在過去，不論在實務界或是學術界對於消費者的態度與意見調查多如牛毛，

但是仍然無法確實掌握到消費者的企圖；如此結果絕非「消費者是難以掌握」的結

論可以交代，我們嘗試的尋找其中的真理，並且以此真理作為我們研究目的：根據

本章第二節研究範圍的論述，清楚的界定出消費者決策與行為是藉由在CORM平台上

提供的資訊，表達出其消費行為，呈現的方式分別為： 

1、決策：代表消費者內心決策的態度。 

2、行為：以及反應此決策的外顯行為。 

3、衡量因素：就是符合需要的消費資訊。 

4、衡量價值觀：衡量的價值觀則與「預防」「風險」「信心」的思考有密切

關係。 

簡單的說，我們認為消費者是否產生消費行為，無非是由決策態度與行為兩個構面

決定，我們以簡單的模式，並加入企業競爭力的優劣加以說明，參閱Table 1-2. 

1、決策態度：對即將消費的產品表現出喜歡不喜歡、接受或不接受的態度與

意見。 

2、行為：對將消費產品表現出購買還是不購買的行為，是証明態度是否有價

值的關鍵。 

而此價值指的是供應產品的廠商將獲利。其中的運作就是衡量因素與衡量價值觀二

者的化學變化。 

 

 

 
    

 喜歡的態度 不喜歡的態度 
有消費行為 
 

業績佳與 
明確的競爭力 

業績佳與 
不明確的競爭力 

無消費行為 業績不佳與 
不明確的競爭力 

業績不佳與 
沒有競爭力 

資料來源：本研究 

Table 1-2.研究目的-消費者態度與行為模式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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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得知過去的研究著重於消費者喜歡該項產品，並且有消費行為的研究，許

多學術的模式與結論都是以此為基礎發展出來的，因為容易掌握企業競爭力提升的原

因；當消費者反映出不喜歡的態度也無消費行為時，廠商已被淘汰，這方面就不需多

加說明；但是在實務中有許多的企業被下列現象困擾著： 

 

1、 消費者明明表達了喜歡的態度，但是深陷業績卻無法上升的迷惑。 

2、 而明明消費者表達了不喜歡的態度，業績上升卻找不到上升的理由。 

 

我們舉例說明，假設有一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的價格非常滿意，是什麼原因導致他不願

意購買？有可能是有更好的選擇方案可取代，也有可能他擔心不久會出現更低的價格

現，或是他擔憂買了以後廠商會降價等，反之價格不滿意卻購買，可能是沒有選擇不

得不的消費，由此分析得知消費者表達的意見，只是一種態度上的意見，是否有價值

就必須要深入之的瞭解他心中的決策模式，此模式的內涵一定包含了某種價值、與風

險的取捨，方會導致如此的結果產生。這也是本研究採取 Kahneman, D., and Tversky, 

A.於1979提出「預期理論」，以及Schwartz,D.2004提出的「期望效用」，研究人類對

於風險與利益所採行的趨避與接近行為的原因，因為這方面的理論足以解釋與幫助我

們完成研究的目的，並且找出是什麼原因與模式促使消費者不僅能表達正面的態度，

更能夠產生有價值的消費行為模式，一旦完成此目的，不僅能幫助消費者達成如經濟

學人週刊所說的「消費者是國王的自主性消費地位」，同時也能幫助廠商掌握消費者

的消費企圖，達到提升競爭力的目的。 

 

但是我要提出另外問題來說明本研究的重要性，那就是支持本研究目的實現的環

境背景與時機成熟了嗎？我們從兩方面來探討，一為企業覺得如此的資訊對於他的企

業經營有幫助嗎？如果企業無法掌握這股有價值的資訊，將會輕易的被能掌握這股資

訊的廠商所取代，因為在全球5,200多萬個網站中，廠商服務消費者的資訊也將因為網

路的透明、容易取得與比較，形成空前的經營競爭壓力，這股力量將促進更廣泛、更

深的大量客製化資訊出現網際網路中（Papows ，1998)；然而，漠視他的原因不外乎

這樣的資訊難以蒐集與取得，學者Glazer, R. (1997)說有價值的資訊是經由供需雙

方不斷的互動所產生的，競爭大師Poter, M. E. 1985也表示找尋一個非常難以模仿或

被取代與學習的競爭力是企業經營成功的關鍵；第二方面網路處理資訊的能力已經足

以掌握這股有價值的資訊，只要有依循的模式可供參考，剩下的就是由各企業根據各

自不同的利基，設計出不同的收集方法，完成他們所期望的經營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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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研究限制 
 

學術研究目的在令人類生活至臻完美境地，也藉由客觀、嚴謹與科學化的研究，

將研究的結果注入於人類文明之中，進而不斷的提升人類文明的發展；因此任何一位

致力於學術研究的知識分子，期許能藉由學術界先進與前輩的成就，與更精進的科學

工具完成其使命與任務；本研究亦不例外，希望能在學術研究的領域中注入個人微薄

的心力。然而在研究過程中，雖力求客觀、嚴謹，但仍有下列研究限制： 

 

1、抽樣方式的限制： 

 

抽樣方法受制於同樣的客觀性、母體涵蓋的全面性、樣本的代表性，此限制自古

皆然，然而再進入網際網路的資訊時代環境，隨著網際網路的無遠弗屆，整個地球近

在咫尺，母體的涵蓋範圍全面性擴張，造成選擇具有代表性的樣本抽樣更形困難。 

 

2、調查資訊的品質： 

 

再者雖然網際網路拉近了人與人的距離，但是各地區的文化隔閡，並未因此而迅

速的相互融合，由於對問題的理解與認知不同，使得同一份問卷對於生活在不同文化

與習俗中的人們加以詢問調查，本身就是一件困難的事，而所得到答案的信度與效度

有著相當的差異，資料的品質存在著相當的不穩定性。這也是為什麼我們在統計分析

的過程中，將學生的職業忽略不計，以及合併年齡分類等補救措施。 

 

3、受訪者的習慣性抗拒與誤解： 

 

市場調查的方式是行之有年，廣大的群眾對於此研究的方法早已建立「兵來將擋，

水來土掩」的習慣性抗拒，由統計分析的過程中，可以發現資料的離散現象，接著受

訪者已習慣市場調查的問題內容與方式，對於比較新的議題或是採取比較不同的詢問

方式，均依照過去回答問題的習慣加以回答，解決之道是問卷的前測作業應更加深入

與精密執行之外，一對一有禮物誘因的訪談調查是必須的，至於本研究之後續研究更

要納入受訪者深入訪談GI（Group Interview）作業。 

 

4、網站全球化的迷思： 

 

網際網路雖然建立天涯若比鄰的地球村，但是此次網路問卷調查的方式卻發現，

網站的全球化現象並不如預期，一如本研究在蒐集大陸資料時，剛開始只運用廣東省

的網站回收，然而效果僅限於當地，因此要得到廣泛的代表性樣本，網站的運用必須

更廣泛。 

 

5、時間橫斷面的研究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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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採取的是時間橫斷面研究方法，其好處是在單一的時間點上研究變數與變

數之間的關係是比較容易的，但是消費者消費決策的形成是連續且多變的，需要長時

間的追蹤觀察，方能得到其前後的因果關係形成較嚴謹的結論，因此橫斷面研究方式

僅能顯示出單一時間點受測者反應的結果，不能涵蓋因時間演變產生的因果關係。 

 

其他當然還有時間與金錢上的限制，當然一份上乘的研究報告，是必須在這些限

制中尋找能兼顧效率與效用的執行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