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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方法 

 

要了解消費者是如何作成消費決策，以獲得消費者所期望的消費利益，莫過於研

究消費者表現出希望避免風險與追求價值的期望效用、預期理論與怕失去的稟賦效

用、以及與自己經驗比較的定錨效用的過程；然而，有趣的是為數眾多對於消費者偏

好、態度與意見的研究不斷的推陳出新，卻無法準確地掌握到真正的消費者的企圖，

本研究即嘗試著突破此障礙。在這個章節中我們以七小節來說明如何完成這個理想；

第一節建立PET模式-驅動CORM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模式，我們稱此模式為CORM-PET模

式，主要說明消費者在期望效用的運作下，其背後的最高指導原則是什麼？這個原則

所形成的模式是什麼？接著，第二節建立CORM-PET模式的應用因素-驅動CORM-PET模式

的研究方法，則希望找到驅動消費者決策CORM-PET模式的應用因素是什麼？而這些應

用因素也是企業與消費者互動的關鍵構面，這些應用因素當然也會隨著時代的不同，

如學者所說當媒體的能力提升、特殊的技術與科技的推陳出新，他們將產生變化，如

能確實掌握這些變化，想要掌握消費者的消費行為就無懼於時代的變化。第三節

CORM-PET模式的研究假說，根據前述的分析與探討建立本研究的假設，正式進入研究

的核心範疇；第四節CORM-PET模式之研究問卷設計與應用方式，這部份的重心在於將

研究的企圖準確地轉換成研究問卷，學術研究的成敗關鍵多半在此，其中問卷結構是

否周延的反應出研究的目的、是否具備邏輯性與合理性、以及受測者對於問卷閱讀與

理解的訊息，是否與作者所要表達的意念一致更是關鍵之所在；嚴謹的設計與應用方

能掌控收集資訊的信度與效度，對研究目的的達成至為關鍵。第五節CORM-PET模式的

問卷內容與前測，本節在說明嚴謹的掌握研究方向與方法；第六節資料收集，在蒐集

資料的過程中，配合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我們將大陸地區也納入資料收集的範

圍。第七節資料統計分析方法，簡要地說明對於所收集的資料，我們採用的統計工具

與統計分析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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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建立PET模式-驅動CORM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模式 
 

一、 CORM-PET模式的建立 

 

由第二章文獻研究中的期望效用與預期理論，推演出代表規避知覺風險的「預防」

心裡，與追求認知價值的「信心」態度；加上網路現況的調查資料中大量表達消費態

度與意見的訊息，反推出消費者回答這些看法與意見背後是「預防」心裡或「信心」

態度；再結合Keeney(1999) 研究文獻中，網路消費者價值九大基礎目標「Fundamental 

Objectives」應用要素呈現是「預防」心裡或「信心」態度，三者分析整理，歸納出

消費者在網路上消費行為是反映出幾項重要因素，「預防因素」（Prophylaxis 

Elements)、「期望因素」 （Expectation Elements)、「信心因素」（Trust Elements)，

簡稱PET（Prophylaxis Expectation Trust Model)模式，其中「期望因素」是來自網

路現況的調查資料中「網路交易價格應該比實體市場的交易價格來的低」、「不願支

付運輸成本」、「無論在網路或是實體通路的消費其享有一致的服務」、「先搜尋資

訊再消費」的主觀要求，完成CORM-PET模式。參閱Figure 3-1. 

 

 
資料來源：各學者研究五路調查資料本研究整理 

Figure 3-1. 建立CORM-PET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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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防因素」（Prophylaxis Elements)-消費者因為不熟悉陌生的交易環境，心

中又無可比較的資訊，去判斷消費是損失或利得，所引發不信賴的態度，能反映此態

度，進而影響消費行為的因素稱之為預防因素（Prophylaxis  Elements），例如

Keeney(1999)研究文獻中，網路消費價值九大基礎目標「Fundamental Objectives」

形成的應用因素，就是幫助消費者決定是否產生消費、或者是否繼續消費的關鍵指標，

如果消費者對於市場提供的此類關鍵指標資訊有預防心裡，阻礙消費行為產生是顯而

易見的，而這些被預防的因素為何？如何運作？是本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例如消費

者因為不信賴網路資訊，進而成立旅遊資訊搜尋網站CGM（Consumer-generated 

media），又如加拿大極低的網路消費，都呈現「預防」消費的心裡；反觀在其他的地

區，無論網路人口與消費金額或數量，近三年都有大幅的成長，這也証明其他消費者

已經能逐漸克服「預防因素」造成的裹足不前產生消費行為，此時「預防因素」很可

能又轉變形成了「信心因素」（Trust Elements）。 

 

「信心因素」（Trust Elements）-是消費者對於在陌生的交易環境中，因為消費

產品與服務後受到正面得激勵，或是心中期望的利益被滿足，產生的正面價值觀感（可

能再次消費的行為）；或是過去正面的消費經驗足以抵銷此次消費可能的消費損失，

而支持此次的消費，例如產品品質很好、或價格很便宜的消費後觀感，也就是本研究

引用Keeney的九大基礎目標應用因素，當這部分的因素被滿足後，是會再次增強消費

者繼續消費的動力；如果這部分的因素不被滿足，而這些不被滿足因素，就會有可能

再次轉為預防因素中，例如隱私權的問題、個人財務信用的被盜用等，一旦發生影響

消費者權益時，消費者將產生預防心態，又將改變消費行為，因此相同的應用因素在

不同的期望效用與預期理論運作下，可能是信心的反應，也可能是預防的反應；然而

縱然有相同的期望效用與預期理論運作，應用因素又會因為不同的經驗有不同的取

捨。在第一章第三節研究目的中言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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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文獻研究後更深入說明： 

 

1、決策：代表消費者內心決策的態度，以「預防」「風險」「信心」方式衡

量的消費的價值風險。 

 

2、行為：反應此決策的外顯行為，每一個體從應用因素中，選擇足以表達消

費的價值與風險的因素，藉由語言（表達態度）與行為（消費與否）呈現具體的行

為資訊。 

 

3、衡量因素：資訊是也，能反映消費者選擇作為表達消費價值與風險因素的

資訊，此資訊若能支持其出現實際消費行為時，這些應用因素稱為「信心因素」，

若不能支持其實際消費行為時，這些應用因素稱為「預防因素」   

 

第三部份是為消費者自身具有強烈自主的期望主觀消費價值，我們稱之為主觀的

期望因素（Expectation Elements），這部分的因素完全屬於消費者主觀價值，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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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受外界資訊因素的影響，但是與期望效用、記憶效用、經驗效用有關，而且每個人

都不盡相同，例如在第二章提及的網路購物現況調查資料顯示的，「網路交易價格應

該比實體市場的交易價格來的低」、「不願支付運輸成本」、「無論在網路或是實體

通路的消費其享有一致的客製化、促銷參與」、「其他無形消費體驗服務」，「先搜

尋資訊再消費」等均屬之，當然如果這方面的因素沒有被滿足也將會成為「預防因素」

的一部份，當然一旦滿足有會轉變為「信心因素」；如果這三部分的因素均被滿足消

費者將會最高的消費價值與消費滿意，我們嘗試著如下的定義。 

 

1、預防因素（Prophylaxis Elements）：消費者對於網際網路電子商務所提供的資訊、

產品或服務，會因為過去的消費經驗不足、沒有充分的消費資訊或是曾經有不佳的

消費經驗，產生某種程度的防衛、消極的消費心理，造成這一現象的各項因素稱之。 

 

2、期望因素（Expectation Elements）：消費者在網際網路電子商務中消費時，即擁

有的主觀看法，比較不受外界各種資訊影響，但是與期望效用、記憶效用、經驗效

用有關，屬於消費者的極端主觀看法。 

 

3、信心因素（Trust Elements）：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所提供的資訊、產品與服務，

會因為具有比較願意嘗試的消費意願、或是曾經擁有比較好的消費經驗，呈現比較

積極的消費意願，造成此一現象的各種因素稱之。 

 

我們建立此模式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能突破過去學術研究中的盲點，例如在了解消

費者消費某一產品的偏好與原因時，多半會以品質、口味、或是使用滿意度等方式，

了解消費者消費或拒絕此產品的意圖為何！由第二章學術研究的探討，以及網路現況

調查的資料所顯現出來的証據，均顯示出消費者的決策偏好絕非如此的簡單，消費者

反映出的態度與企圖經過整理歸納就是CORM-PET模式，也就是說，消費者在回答他的

偏好時，他的背後其實是有一個主導的價值觀導引他如此回答；我們嘗試如此解釋，

如果消費者在回答對此產品的品質、價格非常的重視，其所代表的涵義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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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預防因素」的消費價值傾向：很可能消費者認為在如此的購物情境中，擔心買到

不良的品質，或是比較高的價格；他的消費行為可能會是斤斤計較、殺價或是拒絕

購買。 

 

2、「信心因素」的消費價值傾向：引用上面的假設，品質與價格的重視很可能反映在

特定品牌或是特定通路的信賴上。 

 

3、「期望因素」的消費價值傾向：引用上例，在品質的重視上可能表現在特定的品牌

喜好，若是價格則可能反映在主觀的認知態度。 

然而在過去的研究中這部份並沒有做深入的探討與研究。 

 

在網際網路電子商務的平台上（CORM），很明顯的出現了上述的消費價值反應，

預防因素（Prophylaxis Elements）、期望因素（Expectation Elements）、信心因

素（Trust Elements），此三類消費因素很明顯的與消費者期望效用有直接的關係；

更重要的是，我們強烈認為他們就是指導消費決策與行為的最高原則，一旦充分掌握，

就能掌握消費者的消費價值，進而獲得消費者青睞增強企業的競爭力，根據此一論述，

我們建立本研究CORM電子商務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模型，以及驅動他的CORM- PET模型

（參考Figure 3-2），本研究嘗試在新時代的新交易環境中，建立消費者在有別於以

往銷售環境的消費行為模式，並嘗試將此行為模式具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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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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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ORM Model 的研究中心CORM-PET模式 

 

當然在整個CORM Model仍然有很多值得研究的議題，例如非消費行為的資訊傳播與

應用、信用與金流系統、或是駭客的防範，而本研究是以PET（Prophylaxis  

Expectation Trust Model)模式，作為整體CORM Model的核心；同時，我們也希望其

它的學術研究，能在這個CORM Model平台上共同發展與建立保護消費者的學術研究。 

 

網際網路對於消費者的最大貢獻在於提供龐大的消費資訊，由電子商務現況研究調

查資料中發現消費者在購物之前，會採取避險的動作，也就是先在網際網路上收集相

關的產品資料，然後再進行消費行為，因此在CORM Model 的PET模式中究竟應該提供

什麼樣的訊息與服務，方能符合消費者的期望與預期（參閱第二章）；換句話說以消

費者期望效用與預期理論為出發的銷售方式就是消費者導向的銷售方式。因此我們希

望經由下面的問題建立我們研究方法，發展出我們期望的結果： 

 

1、CORM-PET 模式應有何內容：預防因素、期望因素與信心驗證因素三者的驅動CORM

的應用因素（Application Elements）（內容）分別為何？（這些內容在本研究我

們稱為應用因素），三因素的應用因素是否該相同？ 

2、在消費者期望效用對CORM-PET 模式-信心、預防與期望三因素的影響下（準備消費

還未產生新的消費經驗），各自應用因素的互動關係為何，對於消費決策的影響是

否具有先後順序性？ 

3、CORM-PET 模式中，各別應用因素是否會隨著消費者期望效用的變化（由新的消費

行為產生新的消費經驗後），在三者中交互轉移？ 

 

第二節、建立CORM-PET模式的應用因素-驅動CORM-PET模式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核心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消費者決策是如何做成、以及消費行為如何將消

費的決策展現；我們假設，在消費者的決策過程中是以CORM-PET模式作為消費者的決

策中心，再透過期望效用與預期理論的評估模式以應用因素方式呈現，例如產品的品

質、產品的價格、個人的隱私權等，作為執行/反應CORM-PET模式的工具，首先我們先

檢視採用Keeney消費者價值模型應用因素作為驅動CORM-PET模式的示意圖，就可看出

PET在消費者心中如何用作請參閱Figure 3-3. 

 

然而歷史學家與傳播學者(Innis, 1951; McLuhan, 1964)告訴我們當新的資訊處

理技術與傳播媒體出現，或是由某種新工藝的創造與發展，進而改變現存的政治、經

濟與文化、風俗產生新的變遷時，消費者行為決策將發生變化，此一論點反映出遠在

1999年Keeney消費者價值模型因素勢必發生變化，因為當時不論是資訊處理的技術、

傳播媒體的表現，甚至是IT技術的演進都與現今截然不同，因此我們必須重新建立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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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前時代背景所需要的應用因素，方能正確的反映出消費者心中的CORM-PET消費決

策模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Figure 3-3. 在 Keeney 應用因素模式下 CORM-PET 運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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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立CORM-PET模式的研究構面 

 

建立CORM-PET模式研究方法的邏輯思考，是以下列兩個思考軸向，形成本研究的

構面，也就是第一章研究目的提出的態度與行為構面再深入的探討，態度轉為決策有

流程概念於其中，將決策執行成為行動有流程存在： 

 

1、根據消費者消費決策（流程）：CORM-PET 模式。 

2、根據消費者消費行為（流程）：瀏覽網頁準備消費階段、消費完成並且充份使用產

品後兩階段。 

再藉由Keeney(1999)研究文獻網路商務中的消費者價值的九大基礎目標

「Fundamental Objectives」，作為消費者在網際網路商務中需要的消費資訊來源界

面要素，特別是分別描述出九大基礎目標其中的關鍵接觸應用因素，接著，再與第二

章第六節所提出的：現行網際網路電子商務現況研究調查資料，所得到的各項消費反

應指標相互融合，萃取出最符合當前驅動PET模式的應用因素，達成本研究期望的目

的，透過這些關鍵的應用因素，可以充分的反映出消費者的行為模式與決策模式所代

表價值意義；可以更清楚的了解消費者在網路電子商務平台上，消費決策是如何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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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更可以藉此建立廠商在網際網路電子商務中服務客戶的新模式與平台，參考

Table3-1。 

 

  
CORM-PET 模式 

 項目 
預防因素 期望因素 信心因素 

消費決策（流程） 
消費行為（流程） 

由學者與網路調查資料萃取出研究應用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 

Table 3-1.CORM-PET Model 應用因素研究構面 

 
 

二、建立CORM-PET研究核心的應用因素 

 

1、從學者文獻研究與電子商務現況市場調查的萃取與融合 

首先針對Keeney(1999)研究文獻九大基礎目標「Fundamental Objectives」與網

際網電子商務現況市場調查中，各項消費者比較重視的因素，融合萃取出本研究所需

要的消費者互動應用因素與定義。 

 

1-1、九大基礎目標以及定義（Keeney,1999）： 

 

1-1-1、產品品質：Keeney的定義是以最佳的產品價值為定義的基礎，電子商務商

店能提供產品品質的保証、最佳使用功能、最佳的產品價格等。 

1-1-2、產品成本：電子商務商店所販賣的產品是最低的產品價格、稅金、運送、

手續費等成本。 

1-1-3、等待收取產品的時間：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符合消費者期望最短的產品交

寄、運送時間 

1-1-4、便利性：Keeney的定義則是以最大的購買便利性、以及在採購時的時間彈

性、提供高品質售後服務、輕鬆的購物、提供容易的退貨服務、購物時最小的個人干

擾、很容易地找到想購買的產品。 

1-1-5、花費時間：最小的訂購、採購、尋找、選擇產品時間，最小的溝通、流程

時間，最小的付款、排隊時間，最小的資訊收集時間。 

1-1-6、隱私權：避免電子郵件騷擾。 

1-1-7、購物樂趣：使購物成為社交活動、最小/少憂慮、與客戶產生共鳴、不產

生后悔、最大的客戶信心、最小的失望、避免不必要的人力。 

1-1-8、安全性：最低的產品使用風險、最大的操作安全性。 

1-1-9、環境影響：最低環境傷害、最小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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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消費者電子商務現況市場調查（各調查機構,2004-2006）： 

1-2-1、以蒐集相關消費資訊作為消費避險的工具：消費者在購買產品前，會先蒐

集資訊後再到實體通路消費，或是先在實體通路蒐集資訊後網路消費。此因素具有強

烈的期望效用觀念。 

1-2-2、多通路消費的便利性要求：網路、實體通路、物流通路、金流通路等結合

成為的多通路管道，消費者在採購、付款、取貨根據消費者便利性採取相應不同的通

路完成交易。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費自主性觀念。 

1-2-3、個人隱私資訊的不願意被揭露的要求：除了避免電子郵件騷擾，抵制對參

加網站會員必須留下個人資料的要求。 

1-2-4、低價格定錨效用：消費者多半認為在網路上購物應該要比實體通路來得便

宜，對於其他相關的運輸費、稅金、手續費亦採取抵制態度。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費

自主性觀念。 

1-2-5、實體通路購物的習慣：特別是在實體通路購物可以有「眼見為憑、實際碰

觸產品」的心理安全感。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費自主性觀念。 

1-2-6、多通路服務一致性的要求：對供應廠商所擁有的多種服務通路，均應有一

致性的服務方式與內容，例如其中所包含的價格、促銷方式、售後服務方式均不應有

所差別。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費自主性觀念。 

1-2-7、消費者自主性的要求：消費者希望自由決定是否參與促銷活動、自由選擇

或訂製客製化產品、對於無法自主性的消費行為有抵制的現象。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

費自主性觀念。 

1-2-8、防範電子商務欺騙行為。此因素具有強烈的消費自主性觀念。 

 

1、 建立CORM-PET應用因素（Application Elements）與定義： 

我們將上述兩者研究的結果加以合併，成為本研究CORM-PET模式所需的應用因

素，並對各項應用因素加以重新定義整理，在融合過程中保留了Keeney研究中「產品

品質」、「隱私權的保護」、「環境影響」的因素；而將電子商務市場調查中的「多

通路的服務便利」因素取代Keeney研究的「等待時間」因素，這是因為配合時代潮流

電子商務與實體通路的配合後，興起的多通路的銷售方式之故，Keeney研究普遍有定

義複雜難以分析之嫌；以及「產品成本」中的運費、手續費，單獨成立一項「額外加

收的運費、手續費」，因為根據市場調查的資料顯示，消費者對於加收這類費用極為

反感；再者，根據筆者的多年工作經驗，消費者中對於「便利性」與「花費時間」因

素，往往表現在整體便利的購物流程中更為貼切，因此以「方便的購物流程」取代之，

對於退換貨或消費購買前的各項諮詢、與售後服務，另立一因素為「完善的售後服務」，

這是因為售後服務對於消費者的「記憶效用」與「經驗效用」有非常大的影響；而「安

全性」名稱改為「網路消費安全性」，其定義與內涵改為：資訊的真實性、財務信用

的濫用、防範電子商務詐欺，這是因為在Keeney研究中對於「安全性」的內涵定義其

實是可以歸納於產品品質中；取消「購物樂趣」因素，改立為「更自主的購物樂趣」，

其定義為除了上述九項因素之外，消費者還重視的是其他「更自主消費因素」；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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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Keeney研究與消費者電子商務現況研究調查二者的優點合併結論如下，參閱

Figure 3-4、Table 3-2、Figure 3-5： 

2-1、最佳的產品品質：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符合您最佳的產品使用品質。 

2-2、合理低廉的產品價格：電子商務商店所販賣的產品是您期望最低的價格。 

2-3、無額外加收的運費或手續費：因提供運送或額外服務所加收的費用。 

2-4、多通路的服務便利：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最快的交寄、運輸時間之外，尚能

提供其他服務功能，例如交易物品的收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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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減少更多的時間。 

2-5、方便的購物流程：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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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完善的售後服務：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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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有保障的網路消費安全性：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保証資訊的真實性、防詐騙

保証、財務信用的不被濫用、防範電子商務商店的詐欺。 

2-8、保護隱私權：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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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保護環境：網路商店所從事的交易活動必須能兼顧環境保護的條件下進行。 

2-10、更自主的購物樂趣：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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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料來源：本研究 

Figure 3-4. 整合後應用因素模式下 CORM-PET 運作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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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ney 基礎目

標因素 
電子商務市場

調查因素 
CORM-PET 模式

應用因素 
CORM-PET 模式應用因素之定義 

產品品質 蒐集相關消費

資訊作為避險

工具 

產品品質 

 

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符合消費者期望最佳的

產品或勞務使用品質。 

產品成本 低價格 產品價格 電子商務商店販賣的產品價格是消費者期望

最低的價格。 

＊ 不希望支付運

費、手續費 

無額外收取的運

費、手續費 

電子商務商店因運送或額外服務所加收的費

用，如運費、手續費等。 

 

等待收取產品

時間 
多通路消費的

便利性 
多通路的服務便

利 
電子商務商店除能提供最快的交寄、運輸時

間之外，尚能提供其他功能的服務例如物

流、金流、資訊流以減少可能更多的等待時

間。 

便利性、花費

時間 
一致性多通路

服務 
方便的購物流程 電子商店能提供方便而流暢的消費流程，包

含親切人性化溝通互動網路介面、最小的收

尋時間、簡易方便的付款方式、方便的退貨

與售後服務。 

＊ ＊ 完善的售後服務 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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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隱私權 保護隱私 保護隱私權 電子商務商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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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物樂趣 自主性消費、

實體通路購物

習慣 

更自主的購物樂

趣 

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消費者可以自由在數

量、產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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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性 防範電子商務

欺騙 
網路消費安全性 電子商務商店能提供防詐騙保証、電子商務

商店能提供資訊的真實性保証、財務信用的

不被濫用、防範電子商務詐欺。 

環境影響 ＊ 環境影響 電子商務商店所從事的交易活動必須能兼顧

環境保護的條件下進行。 

   
資料來源：Keeney,1999, 各電子商務市場調查,以及本研究整理 

Table 3-2. 整合後的 CORM-PET 模式應用因素與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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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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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5.修正後應用因素消費者導向關係管理模型-CORM-PE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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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CORM-PET模式的研究假說 
 

學者們為了掌握消費者行為的傾向，提出不論是消費者認知價值會影響消費者的

滿意度（Jan-Nam et al,2003,Oliver,1999)，或是消費者風險的種種研究，均反映出

一項非常重要的關鍵：那就是消費者預期心理下的期望效用，這個效用充分的反映出

消費者會因為避免得到不如意的回報，會衡量付出代價是否值得的必要性心裡，一旦

付出的代價大於期望的回報或收穫，消費者將產生「不愉快的頂點記憶」效應，反之

消費者如果所付出的代價小於他期望的收穫，那麼會有一個「愉快的頂點記憶」效應，

上述兩種情形消費者無論如何均會謹記此經驗，作為下次消費的參考；因此為了符合

只有人類才擁有的抉擇與追求利益的心理，消費者就會充分的運用現有的「知道」（透

明與對稱的資訊），來避免損失、或獲得更大的利益，這個「知道」在消費前（尚未

付出代價）稱作「資訊」，因為充分的各項消費資訊，可以產生避險的作用；在消費

後（付出代價之後）稱為「經驗」，這是因為風險已經發生，牢記這個經驗避免下次

重蹈覆轍。因此CORM-PET 模式將可以充分的反映出消費者是否是以如此的方式「趨吉

避凶」。 

 

首先我們提出下列的研究問題進而引導出研究的假說： 

 

1.問題一：預防因素是否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 

2.問題二：期望因素是否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 

3.問題三：網路購物與網路使用因素二者之間是否相關? 

4.問題四：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性別影響而有差異? 

5.問題五：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年齡影響而有差異? 

6.問題六：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到職業類別影響而有差異? 

7.問題七：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到教育程度因素影響而有差異? 

8.問題八：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到每月所得影響而有差異? 

9.問題九：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是否會受居住地區不同而有差異? 

 

接著我們提出研究的假說（參考Figure3-5）： 

 

1.假說一(H1)：預防因素不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 

2.假說二(H2)：期望因素不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 

3.假說三(H3)：網路購物與網路使用因素二者之間沒有關聯 

4.假說四(H4)：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性別影響而有差異 

5.假說五(H5)：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年齡影響而有差異 

6.假說六(H6)：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職業類別影響而有差異 

7.假說七(H7)：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教育程度因素影響而有差異 

8.假說八(H8)：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每月所得影響而有差異 

9.假說九(H9)：網路購物與使用因素的考量不受居住地區影響而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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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Figure3-6，清楚的呈現出CORM-PET模式的假說應用與研究，首先電子商務平臺

提供了消費者所需要的消費資訊（如藍線所示），此時藉由來自外界資訊刺激與引動

消費者心中的記憶效用、經驗效用，消費者產生框架效用，透過假說H1：預防因素不

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H 2：期望因素不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

驗證CORM-PET模式是否具有顯著反應的意義：模式中「 預防因素」反應消費知覺風險

的參考因素，與消費者「經驗效用」與「記憶效用」中的消費者價值或經驗做「定錨」

比對，配合個人的主觀的想法-「期望因素」，將新生成的消費或不消費經驗轉變為-

「信心因素」、或「 預防因素」、或「期望因素」。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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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6. CORM-PET 假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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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CORM-PET模式研究問卷設計與應用方式 
 

1、問卷設計與應用方式 

 

當完成CORM-PET模式的各項應用因素與定義後，即成為本研究的應用介面，這些

應用介面驅動並在CORM-PET模式「預防因素」、「期望因素」、「信心因素」中運作

或轉移、或反應，配合期望效用、預期理論模式演出消費者的消費決策模式。由於本

研究特色是對於消費者決策（未知）的探索，對於問卷結構設計請參閱 Figure 3-4. 整

合後應用因素模式下 CORM-PET運作模型，以下即為問卷設計的過程，由此發展出達成

本研究目的的問卷題目： 

 

1-1、「預防因素」題組：反映的是消費者決策流程中對網路購物的信賴程度；其

信賴的來源是根據過去購物的經驗，以及當前的資訊等，以此建立題組，即問卷中的

第二與第三部分，如此設計的目的在檢視消費者消費前後的各應用因素在預期效用與

預期理論運作下，是否展現出「預防」或「信心」的心態。 

1-2、「期望因素」題組：反映的是消費者決策流程中對網路購物的主觀意圖與消

費價值，比較不受外界各種資訊影響，屬於消費者的極端主觀看法，以此建立題組一，

即問卷中的第四部分，如此設計的目的在檢視消費者無論消費前後各應用因素在其絕

對主觀意識下，對網路購物的要求為何？以及是否影響「預防因素」、「信心因素」

所形成得決策。 

1-3、「信心因素」題組：反映的是消費者行為流程第二階段，經過新的消費產生

新的消費經驗後，或是前一次留下的購物經驗，對再次在網路購物的消費決策的影響，

以此建立題組，即問卷中的第二與第三部分，如此設計的目的在檢視消費者消費前後

的各應用因素在預期效用運作下，原先消費時的「預防」或「信心」心態是否轉變。 

1-4、CORM-PET 模式中，各因素中的應用因素是否會隨著消費者期望效用、預期

理論變化，在三者中轉移：此研究的重心在於消費者已經進行新的消費行為並且完成

使用產品，產生新的消費經驗後，其新生成的消費價值是否對於CORM-PET 模式三大因

素中的應用因素產生影響，甚或導致各因素中的應用因素轉變到不同的因素中。 

1-5、CORM-PET 模式中三因素在消費者決策中，是否具有一定的順序性：這一項

研究是希望了解CORM-PET 模式是否作為消費者心中的決策考量權重。 

 

由以上的研究方法，可知PET三因素、十大應用因素形成三大題組，分別為有關信

心與預防的『網路購物』與「網路使用」題組，及表達主觀期望的「網路期望」題組，

因此分析構面有9組（3因素*3題組）分別與十大應用因素構成統計分析的方程式結構。

如全部分析顯著呈有意義反應，將可以清楚地解釋消費者在期望效用、預期理論下的

行為流程與決策流程，以及與各應用因素交互影響的關係；相信善用這樣的結果，在

網路的電子商務中不僅廠商必能大發利市，消費者也能得到最大的消費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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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CORM-PET模式的問卷內容與前測 
 

研究問卷共分五部分（詳見附錄二），第一部分是有關於消費者在網路電子商務

商店的購物的消費行為的流程中，是根據CORM-PET模式中的哪一項因素做成消費決

策，這一部分也可以反向驗證CORM-PET模式，是否就是消費者決策中的關鍵核心模式。 

 

第二部分則是有關於消費者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瀏覽網頁準備要購物時，什麼樣

的應用因素出現會影響其購物決策，此部分是希望了解消費者在消費行為流程階段，

是用什麼樣的應用因素，反應在CORM-PET三因素的何種因素中，進而成為消費決策，

在接下來的統計分析說明中稱此部分題組為「網路購物」。 

 

接下來，第三部分的題目是有關於消費者已經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購物，並且已

經充分的使用過產品或服務後，也就是消費行為流程中的第二階段，什麼樣的應用因

素出現，反應在CORM-PET三因素的何種因素中，進而影響消費者再次購物決策，同樣

的也是以應用因素反映在CORM-PET模式，進而作消費決策的研究方法，在接下來的統

計分析說明中稱此部分題組為「網路使用」。 

 

第四部分是有關於消費者個人最在意與堅持的應用因素，當甚麼樣的應用因素出

現在網路電子商務商店購物時，就會影響其購物決策，這些應用因素將反應在CORM-PET

三因素的何種因素中，甚至是否會與其他CORM-PET因素中的應用因素產生相關、不相

關或矛盾的現象。 

 

第五部份問題是作答人員的基本背景資料，內容包括性別、年齡、職業、教育程

度、個人每月所得、居住地區、接觸網路購物時間、每日上網時間、是否曾經在網路

上購物、網路購物的頻率、網路購物中的購買商品種類、網路購物中的花費金額、購

買商品物流的方式、購買商品金流的方式、以及獲取消費資訊的管道，其中居住地區

包含大陸地區為問卷的特色之一。 

 

在問卷的設計中，受測人員的態度與意見量表問題，採用統計中名目尺度、順序

尺度、以及區間尺度的交互應用，其中對於消費者的態度或意見上的「程度」問題，

我們採用李克特（ Likert ）五等量表，由填答者分別針對所認知的狀況進行回答。 

 

本研究進行問卷的前測作業，為了避免受測者因為不了解或誤解問卷題目所表達

意義，產生誤答問卷的現象，以致影響問卷效度與信度，以及檢驗問卷設計是否能周

延的反映出所欲達到的研究目的，前測對象為國立台北科技大學教員與學生，發出問

卷40分，回收問卷28份，有效問卷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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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資料收集 
 

綜合學術研究與市場調查的證據，由網際網路資訊功能與市場交易機制形成的

CORM平台，已經不可再視為特例，應視為是社會多元化中的一種常態性的結構之一，

同時網際網路無遠弗屆的特性，使得研究範圍必須擴大，否則易生偏頗，因此本研究

的資料收集以台灣與中國大陸沿海地區的居民為本研究對象；以人員訪談配合網際網

路上公開調查，人員訪談是採取分層隨機抽樣的方式取樣；網路調查則是將問卷張貼

於下列網站中，由有意願填寫問卷的網路參與者自願填寫問卷；大陸方面則在上述各

網站中張貼問卷進行網路調查，所收集的資料請參閱Table3-3。 

： 

1、台灣網站 

1-1、http://www.my3q.com/ 

1-2、http://www.lockchou.idv.tw/ 

 

2、大陸網站 

2-1、http://www.castech.com （福建省） 

2-2、http://www.cnhaitai.com/ （山東省） 

2-3、http://www.sun2010.com/conductor.asp （廣東省） 

2-4、http://www.jindeli.com/ (上海市) 

 

 

 

 

  發出份數 回收份數 回收％ 應用份數 應用％ 
網路調查 ～ 389 ～ 339 87.14 
實地機關學校調查 100 58 58.00 32 55.17 
實地學校學生調查 200 188 94.00 135 71.81 
合計 ～ 635 ～ 506 79.68 

資料來源：本研究調查 

Table3-3 問卷發出、回收與應用數統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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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資料統計分析方法 

 
 本研究所收集的資料將使用 SPSS For Windows 13.0統計軟體作為本研究的統計

分析方法的工具，並根據本研究目的與假說，運用下列統計方法進行資料的分析與驗

證研究目的是否顯著： 

 

1、一般敘述統計分析： 

敘述統計分析主要以基本資料來表達受測者各相關資料統計結構（集中、或離散

的趨勢），在本研究中反映出受測者的年齡、性別、教育程度、以及各項相關的網路

購物經驗等。 

 

2、χ2卡方獨立性檢定(Chi-square Test of Independence） ： 

卡方獨立性檢定可以用來分析各種型態的資料，尤其是最常用於名目尺度的資

料。在資料分析中的兩個變數代表兩種不同的分類方法，資料經過兩種不同的分類方

法所觀察到的結果，分析兩個不同變數的分類次數分配，以決定該兩變數間是否獨立。

在本研究中我們依此鑑定CORM-PET模式在網路購物前後的態度是否有改變。 

 

3、皮爾遜相關分析（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利用雙變項資料(Bivariate Data)，即兩變項(X、Y）之間相互發生之關聯，加以

分析、研究其變項之間相關的關係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研究採取統計相關係數（亦

即表示相關程度強弱、相關方向異同之量數），來衡量兩變項之間的相關的程度，而

研究的主要應用在於「網路使用」、「網路購物」與「網路期望」，兩兩雙項資料彼

此是否具有相關的關係，也就是對於問卷主體的網路購物、網路使用與網路期望的三

大因素兩兩關係，所涵蓋的試題進行相關性的分析，藉以先行確認試題之間並未存在

與理論或者相關概念衝突之處，並具備一定的信度與效度。 

 

4、獨立樣本T檢定（t-test, independent, by Groups）： 

在統計分析中，常採用抽樣研究的方法。為驗證從母體中按照隨機原則抽取一定

的數量的樣本，確實能反映母體特徵的一種檢驗方法，這對研究中的應用，既跟隨皮

爾遜相關分析之後，如各分析的變數之間皆達相關的顯著性時，將採此檢定方式進行

更確切地統計分析。 

 

5、單因子變異數分析（1-Way ANOVA Analysis)： 

此統計方法在研究與探討單一分析性的反應變量，例如在本研究中為「個人每月

所得」，對應分類性解釋變數，例如在本研究中為「網路使用」因素、或「網路購物」

因素，驗證彼此之間的函數關係是否與研究主題與結果一致的一種統計驗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