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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研究結論與建議 

 
網際網路的興起、資訊經濟的蓬勃發展、世界化就是中國化的趨勢，這些人類文

明發展的變化將會為市場經濟中的「消費行為」帶來什麼樣的影響呢？掌握這個的答

案，在這個時代中將會獲得什麼樣的好處呢？當然，好處不僅是供需雙方蒙受其利，

又因為資訊相互應用，成為雙方溝通關鍵，接者消費者要求更佳的消費利益，廠商因

為擔心失去消費者的支持，絞盡腦汁提供更佳的消費利益予消費者，而形成良性供需

循環社會將加速進步，經濟將蓬勃發展，全體人類均霑其利。從這樣的角度觀察，本

研究的學術意義與實務貢獻是有助於時代的發展。 

 

本研究在經過第四章的統計資料分析後，對於所提出的各項問題與假說的研究有

更進一步的了解，也更能掌握本研究目的的完成，緊接著我們將對這樣的研究發現作

出我們的結論與建議；本章共分三節，第一節研究結論，第二節未來研究的建議，第

三節研究貢獻，作為本研究的結語。 

 

第一節、 研究結論 

 
本研究的終極目的是希望能藉由對消費者行為的了解，描繪出一以貫之的消費者

行為模式，透過此一模式幫助管理者能充分掌握消費者的消費傾向與趨勢，再經由企

業提供滿足消費需求的產品與服務，幫助他們提升因為消費滿意所帶來的優質生活水

準，那麼，消費者將進而建立起更正面的CORM-PET消費態度，再度進行消費，廠商亦

因為再次獲得消費者支持與鼓舞，更樂意發展出有利於消費者的服務與產品；如此產

生循環動力推動經濟的成長與文明的進步。以下是本研究的結論與對未來研究的方向

建議： 

 

1、顯然的CORM-PET模式是可以解釋消費者在網際網路的購物決策模式，消費決

策是可以藉由期望因素、預防因素、信心因素的變化加以解釋，由假說1與假說2驗證

結果看來，此CORM-PET消費模式的確有其存在的可能性，假說2：消費者在消費時期

望因素態度，將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有顯著改變，期望因素在顯示出消費者

的主觀態度，「網路購物」行為則反映出願意在網路上購物的信心，將兩句話結合後

成為：「消費者展現出對網路購物的正面意願，反映出心中既定的期望態度亦是正面

的；但是經由有意願的購物行為後，期望因素將產生變化」，消費者對於網路消費所

表現出來的期望因素（十大應用因素），反映出在期望因素中，顯示出消費者購物後

原有的期許、意願、與企圖發生變化，我們比較擔心的是：期望因素的改變，會不會

阻礙再次的消費？這樣的發現令人不得不想一探其中不同的原委；我們再由假說1： 

預防因素不會受到網路購物行為影響而改變的結果，看看與此結論的關係，有意願的

網路購物不影響消費者購物時的預防心裡，在願意購物的態度下，又要兼顧預防態度

不變的答案只有一個，網路購物迷人之處已經大於危險，也就是危險降低也可能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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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迷人效果的原因，這點在CORM-PET模式中呈現出信心因數增強，預防因素降低的現

象，很可能網路消費迷人之處是豐富且透明、有利於增加消費利益的資訊使然，另一

方面，網路購物環境是具備優於傳統購物環境的特點，令消費者願意懷抱著有消費價

值之觀感嘗試在網路中購物，優於傳統購物環境的特點是什麼呢？也是我們未來值得

研究的議題；以行銷者的觀點來看，如果企業能提供充足與透明的資訊，作為消費者

決策的依據，並且非常謹慎的呼應資訊中的承諾，將可獲得積極在網路中消費人們的

支持；廠商如果能採取更尊重，滿足消費需求為依歸的服務，是呼應支持者最佳的經

營策略。 

 

2、從另一角度分析假說2的顯著意義，是否也是呼應假說1支持虛無假設的結果，

也間接的証明網路購物環境是完善的，其所帶來的優越、有利於消費者的購物決策資

訊為消費者期待，抵銷他們擔心消費帶來的風險；那就是比較傳統與網路市場，最大

差別是網路交易市場的資訊豐富、容易取得，幫助消費者轉變原本擔心的態度（信心

增強）；然而在實際觸摸商品的感受是解決「擔心損失」的不二法門，傳統市場卻超

越網路市場，這又暗示消費無風險產品會出現上述的結論；縱然如此網路交易中年復

一年蓬勃發展的消費，就證明消費者不僅是願意在網路消費，不擔心損失，更是以

CORM-PET模式呈現這樣的結論，令人雀躍不已。新興的網路購物經驗似乎有超越消費

者過去的購買經驗，所以他們的期望因素改變，應該是朝向正面發展。 

 

3、支持CORM-PET模式成立的第三項理由是在消費者背景資料中，代表職業類

別、每月所得、居住地區對於網路購物與網路使用的題組均呈現顯著反應，而拒絕無

假設，就此角度分析，這也証明CORM-PET模式運作是存在消費者的決策中。 

 

4、再以研究方法深入驗證：本研究乃是根據消費者心中的決策模式-CORM-PET，

以及反映在消費行為流程中，二者交互應用的結果： 

 

4-1、研究方法： 

4-1-1、決策模式：消費前與消費者中-在市場調查的題組中稱為「網路購物」。 

4-1-2、行為模式：經消費且對產品充分使用後-在市場調查的題組中稱為「網

路使用」。 

 

二者交互運用檢視消費時如何決策的脈絡，配合假說1與假說2驗證的結論，如下： 

 

4-2、驗證結論： 

4-2-1、消費決策- CORM-PET矩陣模式：發現消費者在網路購物的態度是：

網路購物的主觀態度強烈，擔心因消費損失的態度較弱，反映出消費

者對於網路消費的定見胸有成竹、以及比較不擔心損失的態度。接者

再探討消費後的新經驗是否會改變下次消費的行為，由表可知只要預

防因素不增強是有可能的。請參考Table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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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望因素顯著 期望因素不顯著 
預防因素顯著 購物主觀態度強 

擔心損失態度強 
購物主觀態度弱 
擔心損失態度強 

預防因素不顯著 購物主觀態度強 
擔心損失態度弱 

購物主觀態度弱 
擔心損失態度弱 

資料來源：本研究 

Table 5-1.研究結論-PET 決策模式說明 

 
4-2-2、消費者行為表現的矩陣模式：消費者在「網路購物」定義下的消費

行為表現出主動購物行為（意願態度強使然），但是在「網路使用」

定義下的行為無顯著與否的現象，因此無論顯著與否均加以說明，請

參考Table 5-2： 

4-2-2-1、「網路購物」顯著、「網路使用」顯著：消費行為表現出主動購

物行為，但使用產品後會改變下次消費的決策與態度。會造成此現象

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消費高涉入性的產品，其他十大應用因素均可能有

此影響力，可再進一步就受訪者背景資料分析，是何種區隔因素下的

消費者會如此反應。 

4-2-2-2、「網路購物」顯著、「網路使用」不顯著：消費行為表現出主動

購物行為，但使用產品後不會改變下次消費的決策與態度。會造成此

現象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消費低涉入性的產品，其他十大應用因素均不

會有此影響力。 

    
 網路購物顯著 網路購物不顯著 
網路使用顯著 
 

主動購物意願態度強，

網路消費後會改變下次

購物決策 

主動購物意願態度弱 
網路消費後會改變下次

購物決策 
網路使用不顯著 主動購物意願態度強，

網路消費後不會改變下

次購物決策 

主動購物意願態度弱 
網路消費後不會改變下

次購物決策 
資料來源：本研究 

Table 5-2.研究結論-消費行為模式說明 

 
綜合Table 5-1、Table 5-2的結論，消費者的決策態度呈現出對於網路消費的定見胸

有成竹、比較不擔心網路購物可能造成損失；呈現在消費行為上則是主動購物，同時

在網路消費後新生成的消費經驗是可能會/也可能不會改變下次購物決策，結論意義非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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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未來研究的建議 
 

1、學術上的研究建議 

 

1-1、在假說1與假說2實証研究結果顯示出消費者是有一定的主觀態度主動的在網

路上消費，內心所秉持的是對於網路消費的正面的信心，經由消費後可能會或可能不

會影響再次消費的決策與行為，而對於是否可能影響再次消費決策的因素是非常值得

我們繼續研究，因為本研究證明消費者呈現「可能會或可能不會影響再次消費的決策

與行為」，這說明可再經由消費者背景資料與十大應用因素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邏

輯與經驗告訴我們其中定有精彩的演出，很可能消費者消費的是風險小、涉入低的產

品，如書籍、音樂、電腦產品等，對於風險高、涉入深的產品如房屋、家具等，是否

也會出現類似反應？是值得繼續研究的，深入其中是什麼因素會影響消費者未來消費

的決策？這樣的變化在傳統交易市場與虛擬網路市場會有相同的變化嗎？相同嗎？不

同之處又在哪裏呢？一連串的問題等者找到答案產生更佳的營運績效。 

 

1-2、CORM-PET的整體結構是由消費決策與消費行為兩個構面，以此作為資訊收

集基礎，進行問卷設計與資料收集、加以研究分析，市場調查資訊收集的結構說明如

下所述，其中談到CORM-PET所代表的是消費決策： 

 

       1-2-1、CORM-PET：包含預防、信心、期望三因素。 

 

       1-2-2、收費行為面：包括消費前、中-市場調查中屬於「網路  購物」的題組，

以及完成消費並充分使用服務或產品所產生的經驗與態度-市場調查

中屬於「網路使用」的題組。 

 

       1-2-3、以及單獨呈現消費者主觀的「期望因素」-在市場調查中屬於「網路期

望」的題組。 

 

因此根據上述說明就包含了有9組兩兩相結合的統計分析模式，而本研究因為受限於研

究的限制（參閱第一章第四節），僅分析出期望因素、預防因素、網路購物、以及網

路使用等組合的統計分析，因此在未來的研究中應對於其他未分析的組別加以深入的

研究，方能呈現出CORM-PET全貌。 

 

1-3、在第二章學術研究中指出，當社會發生如新媒體出現、資訊處理能力增強的

進化時，消費型態將隨之變化，驅動CORM-PET模式的應用因素亦將改變，其改變的內

涵與模式將會如何？例如其內涵-應用因素是否會大幅的變化，至於模式-CORM-PET中

三大因素是否會增減，或大幅改變，對於此未來研究的議題筆者認為是非常重要，因

為如此的研究方向是對此模式做延伸性的研究，若延伸的研究結果與本研究結論具有

因果相關，我們不僅掌握到消費者在網路消費的行為，顯示出CORM-PET模式是具有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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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依據，也證明本研究的真實性，就如同人類文明的進化般，呈現出前因後果的脈

絡，因此延伸性研究的結果若呈現非常重大的意義，就更加証明此模式的重要性與真

實性！  

 

1-4、本研究以網際網路交易平台為背景，展開對消費者行為變化方向與目的的研

究，在目前的學術研究中仍屬罕見，因此在CORM-PET模式呈現顯著意義後，除了以消

費者背景資料，如所得、居住地、職業因素做更細密研究，除可得到行銷策略中所需

要更細膩地區隔資訊外，亦可透過不同的產品，例如涉入性高低的產品分類，再配合

消費者背景資料的交叉分析發展出不同產品在不同消費群的「消費者導向」行銷模式

與方法。 

 

1-5、CORM是一個具備有資訊傳遞與交易的環境，而本研究只是在這個環境上很

小的一環，因為在資訊的傳遞與應用上所引發的議題非常的多，例如：網路詐騙，信

用保護，智慧財產權的維護與使用、網路收稅的問題等。均值得深入研究，因為此環

境對人類而言是一塊新生的處女地，在此平台上的人類行為會如何表現，應有非常精

彩的演出。 

 

2、對企業與網路經營者的建議 

 

2-1、本研究目的在於配合當代資訊發展與應用的能力，正確推演消費者在進行消

費時，所表達的態度、行為，並找出其代表涵意做為提升企業競爭力的關鍵，此關鍵

就是以資訊為資產、成為知識管理的核心，它可以呈現的管理機制，如CORM客戶導向

關係管理、產品的開發、價格的訂定、通路的選擇、促銷的方法不一而足，我們不僅

可以知道消費者何以如此表達他的行為，支持上述的行銷策略，更可以掌握到消費者

如此表達的原始動機，根據對此原始動機深入的解讀，設計出以此為導向的產品與行

銷機制，將大幅增強的企業競爭力。 

 

2-2、前文提及企業是以： 

2-2-1、訂立目標度。 

2-2-2、建立組織、崗位工作制度。 

2-2-3、以及理解目標與推動工作制度的動機。 

 

三者結合產生經營的動力，筆者也提出一旦工作制度與工作動機不一致時，企業的經

營目標將無法達成，其原因在於溝通成本的大幅增加，阻礙了由工作執行力產生的經

營能力；就此議題在本研究所展現的最重要關鍵在於： 

 

2-2-4、制度的設計是否完全根據「消費者導向」的需求建立。 

2-2-5、每一個工作崗位的工作動機，是否也具備了「消費者導向」的理念。 

設若二者能遵循消費者就是國王的市場趨勢，當能獲得消費者的全力支持與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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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達成上述的目的並非難事，企業根據本研究的模式設計出收集、並能展現出

「消費者導向」的資訊後，在將此資訊導入組織與工作的崗位中完成制度的建立，再

加上認同此核心理念的人才，充分的加以教育訓練，透過組織制度運作充分展現出高

昂的執行力，當能縱橫商場無往不利。 

 

3、對於消費者的建議 

 

3-1、充分運用網際網路提供資訊的力量，展現出消費者選擇好產品、好服務的權

利，面對不能提供符合如此要求的產品，我們應該清楚的表達出我們拒絕的聲音，例

如在網際網路現況調查資料中，消費者清楚的表達對網路商品必須是低價格要求、拒

絕支付運費、要求各服務通路的一致性等，正因為他們明確的要求資訊，令企業經營

的方式逐漸產生變革，例如 Wal Mart每日低價策略、iPod取代隨身聽產品即是最好的例

子。 

 

3-2、運用CORM網際網路資訊集中、傳遞的力量，建立消費者消費資訊與意見布

洛格(Blog)社區，是形成消費力量迫使企業重視消費者的最好方法，消費者之所以不被

重視是因為單一的消費力量無法撼動企業巨人，例如旅遊消費群所形成的布洛格，CGM

（consumer-generated media，消費者組成的媒體）就是最好的例子；正如同消費者集體

採購的模式以形成抗衡企業的談判力，獲得更滿意的消費利益。 

 

第三節、研究貢獻 
 

學術研究的價值在於能結合實務與學術兩個層面的知識、經驗與智慧，為人類開

創未來更愉悅的生活；其中依據過去的經驗與知識，再以人類無窮盡的智慧，創造與

建立可以實現的夢想，而當下現在，我們為下一個人類可以實現的夢想前進。 

 

「網路資訊經濟時代」是反映出當代的特殊媒體結構、特殊的資訊處理能力、以

及高超的傳播技術的經濟社會形態，而此嶄新的經濟型態將會為人類帶來什麼樣的利

益？或是，這個經濟時代僅是曇花一現，迅速的被另外一個經濟型態所取代？唯一能

回答這個問題是生活在其中的人們，而且是願意以自身擁有的資源，在這個經濟環境

中換取他所想要的價值。 

 

多元化社會的角色，是促進此經濟脈動貢獻的關鍵，例如反應媒體結構的媒體組

織學家、發明與創新資訊科技的科學家、以及傳播溝通的傳播學家與媒體工作者、學

術界的研究者等，經由大家的努力與結合，對此脈動產生了催生的作用；再加上廠商

的產品與服務的提供、消費者的消費、以及探索供需雙方在此經濟脈動的經濟學家、

與研究者，為尋找出更令人類生活愉悅方式，貢獻出實現夢想的智慧，經過代代相傳

的智慧摩擦與拋磚引玉，才能創造出各時代的夢想。因此我們希望能夠確定具有以上

條件的「網路資訊經濟時代」，是否不僅能創造符合消費者的價值，也能提供符合供



CORM-PET Mode                                                                              MBA Thesis 

NCCU                                                                                             MBA 

 

139

給者的價值，經由雙方互蒙其利的互動產生這個經濟時代的生命力。我們透過前人的

研究，例如期望效用、預期理論、消費價值、品牌權益等學術模式為基礎，以符合當

前人們追求愉悅生活的意見與看法，建立一個直接、可操作、能高度掌握消費者消費

決策與行為的模式，提供諸組織學家、科學家、傳播學家、經濟學家與各研究者參考，

為無數個人類的夢想而努力。最重要的是當消費者成為國王和皇后時，在市場經濟的

領域中人類的夢想就不會停止。 

 

在研讀過去學者的文獻中，大部份都是針對傳統商業環境進行的消費者價值與風

險的學說、客戶關係管理、消費效用以及在消費者期望效用的探討，也看到許多的學

者針對網際網路的資訊力量，研究對消費者的影響，以及輻射出來的相關議題；然而

均屬塊狀研究，不能全盤兼顧，讀來總有遺珠之憾，綜合相連貫的學術研究卻顯得稀

少，究其原因乃在消費者的決策與行為是非常難以捉摸於掌握，從近百年來的學術研

究發展中，就很難建立一以貫之的消費者決策模式，本研究即在嘗試建立朝向此一領

域發展的思路，以下即為的研究發展思路的重要步驟，姑且視為研究貢獻。 

 

1、消費行為變化的新觀念： 

 

對於消費者行為與決策的研究，仔細的觀察不難發現消費者的決策與行為變化，

是為了維護消費利益或者說追求最大的消費需求與滿足產生的，也就是說當消費利益

的維護難以維護時，或是不知如何維護時，消費者將發展出新的消費行為來達成其目

的，如果供應者不能洞察此一先機，當然容易在競爭激烈的市場中被淘汰。在前述文

獻的應用與研究中不難發現許多例証，雖然當人類新科技文明發生變化時，消費行為

即產生變化，讀來輕鬆易懂，但是不站在消費的立場思考如何獲得其中奧妙。不要忘

記我們的每一個個體都是消費者，自己的行為不是值得研究嗎？ 

 

2、嘗試建立一以貫之的消費的決策模式： 

 

參考歷年的學術文獻，表現在此議題上的學術理論非常的多，但是在本研究的研

究過程中發現，唯有以消費者消費利益的維護，或是以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角度著手研

究比較容易達成其目標，其原因乃在於：無論消費者採取的是理性的消費效用最大化，

或是感性的期望因素的最大滿足都有一定的軌跡可循（學術文獻可供參考），在此一

基礎上再配合當代的文明發展核心（21世紀資訊經濟時代已然出現），此文明發展的

結構已存在有相當可觀的學術研究足以應用，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將二者整合，再加

上研究者的創意，不斷地與消費者互動將可建立研究者夢寐以求的消費者模式。 

 

3、學術實務化、實務學術化： 

 

在學術與實務的領域，長期存在著一條井水不犯河水的鴻溝，兩邊不斷的叫囂著

「理論不實際」以及「實際不科學」亙古不變的口號，筆者在獲得長期的實務經驗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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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此一研究，深思此一鴻溝是可以被填平，填平之道就在於實務界需要的是簡單、

易操作、好溝通以及能賺錢的行銷管理方法；而學術界需要的是被尊重、有名望、有

利益（當然在實務賺錢後絕對有利益）待遇，要達此平衡的唯一方法，就是設計出能

滿足兩造需求的管理模式與方法，本研究應具備此一條件。 

 

 

4、亞太哲學的管理核心思維興起： 

 

「全球化即是中國化」不是口號，已經成為21世紀的新潮流，在商學界的行銷領

域中，卻仍然引用20世紀來自於歐美的管理思想，這並非種族或地域主義的狹隘思想，

而是基於本節所提到的「消費行為變化的新觀念」一節所論述的文明與環境的改變是

會引動消費行為的變化，既然全球的焦點都集中在金磚四國（Golden Bric），特別是

中國時，不了解中國如何中國化呢？中國人的消費行為又是什麼？本研究發現西方研

究顯示西方消費者重視隱私、環保，我們不重視；他們非常重視低價格與討厭支付運

費，我們不重視；差異明顯，因此世界經濟發展的核心移轉到中國，當然學術研究的

核心亦將隨之轉移，再隨著經濟獲利的驅使勢必蓬勃發展，本研究不再以臺灣的角色

執筆，而直接根據此一思維進行本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