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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如前一章所題網站的呈現不但決定了客戶對此網站的印象，且影響了客戶的

決策。因此，如何讓商務網站的呈現面與客戶的印象一致將是本研究的主要目

標。在本章開頭將會討論，究竟一個網站的呈現面包含了哪些功能與面貌，會在

第一節的文獻中討論並整理出來。在接下來第二節中會由文獻回顧的方式來找出

客戶印象的分類究竟有哪些，並於第三章探討客戶信任感是由何來，並如何評

估。根據本章之文獻探討與回顧所得的理論基礎，將作為下一章研究架構建立之

根據。 

當您第一次拜訪一個商務網站時，該網站的設計、配置與背景顏色是否會影

響您對該網站的印象或您所做的決策呢？根據 Msandel與 Johnson (2002)兩位學

者所提出的意見，認為對於商務網站而言，即便只是一個在環境上非常微小的改

變，也會引起客戶在購買商品時所做的決策。然而，我們想知道的是，究竟是什

麼原因會造成客戶決策上的轉變，而什麼是客戶決策的主要影響因素。如果能夠

探知上述造成客戶決策影響原因，那對於公司企業在架構其商務網站時，就能提

供一個參考的準則了。 

對於每一個商務網站而言，莫不盡最大力氣想盡辦法來討好網路使用者，讓

客戶對網站留下好印象。但是，商務網站的努力構思到底能不能達到他們想要的

效果，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如果一個商務網站的後端運作都已非常完善了，

那要前端的網站呈現要如何配合，才能吸引顧客完成交易，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趣

的問題。因此，在本章希望透過文獻來探討，究竟網站設計與呈現會讓客戶在看

到或聽到之後產生什麼樣的感覺，而這些印象又是哪些呢？ 

第一節  網頁設計原則 

對於在網際網路上的每一個商務網站的建立都有其依據之設計原則來表現

不同網站經營之目的。然而，即使具有相同的目標之企業，設計出來的商務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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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非常不同的。對一個商務網站而言，網站的每一項設計有其想表達的目的與

功用，但是，由公司企業設計者所規劃設計出來的網站，在客戶看到或聽到的呈

現方式，卻不一定與當初設計者所規劃的目的相符合，也因此，所引發出來的客

戶印象也就非商務網站所能預期的了。 

在本節希望對網站設計的原則作一整理與歸納，探討究竟網站呈現有多少不

同的方式與功能。在本節將會由之前學者所提出的意見作一彙總。首先由之前學

者之研究，將商務網站的分類釐清，皆下來則討論不同的研究對網站設計分類的

看法，最後，則是網站呈現的原則。 

一、 網站設計之分類 

當拜訪一個商務網站時，一個網站的外觀呈現是引起客戶第一印象的來源。

網站的呈現，就如同一個人的外表，人與人透過第一次接觸產生對彼此的第一印

象；而對網站而言，客戶透過與網站的互動與接觸，進而對此網站產生第一印象。

學者 Li (2002)曾提出網站設計的方式有兩大面向，分別是網站的呈現與網站的瀏

覽。此外，他更進一步說明，網站呈現面可再細分為三類基本的元素：圖形形式、

文字形式與平衡形式三類。換而言之，就是網站內容的呈現是以圖形式的畫面為

主要表達方式，或是以文字說明的方式為主；而平衡形式則是文字與圖形並重的

方式。若以 Li 對網站呈現的分類來看，觀察現在大多數的商務網站，大多是以

第三類文字與圖形相互配合的平衡形式為主，以期能以更多元化的表達方式，來

呈現商務網站與公司企業的目的。 

雖然，Li 認為網站的設計應該分為網站的呈現與網站瀏覽兩部分。然而，

以本研究之觀點，認為學者 Li 所提出的分類是以網站「設計」的方式為分類依

據，故是以公司企業或是網站設計者的觀點出發，而不是以商務網站客戶的觀點

為主。因為，若是以商務網站的客戶觀點來觀察一個網站設計的話，不論是網站

的呈現或網站的瀏覽，其實兩者是密不可分的一體。網站使用者在拜訪網站時只

是接收由網站所呈現出來的任何形式的資訊，並不會對資訊加以區分，或是更進

一步去探討究竟網站所表現出來的究竟是瀏覽或是呈現。因此，對網站客戶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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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網站只有網站呈現的部分，亦即網站外觀整體呈現出來的樣子；對網站的設

計者而言，網站才有網站呈現與網站瀏覽之分別。因為，客戶所看到的商務網站，

就是整體的外觀呈現面，不論是網站呈現或是瀏覽，都是以協助客戶來瀏覽並瞭

解網站的內容的表現方式，所以兩者其實是沒有分別的。 

此外，也有學者 Huizingh (2000)以另外一種看法提出對網站設計的分類。根

據 Huizingh 的觀點，將商務網站依網站外觀的特色分為網站內容與網站設計兩

方面。他指出，網站的內容是指網站所提供的資訊、特徵或服務，而網站的設計

則是指網站內容展現給客戶的方式。而本研究旨要探討客戶對網站的反應，然

而，網站的內容卻是經由網站設計所呈現出來的，故並不將網站內容與設計兩者

視為不同的兩個面向，而將之歸為網站呈現。因此，在本研究中，網站呈現所指

的是藉由網站適當的設計與配置，將網站內容與功能展現在客戶面前供客戶瀏

覽。 

二、 網站呈現原則 

究竟什麼是網站適當的設計與配置，而什麼是網站應包含的內容呢？在此透

過文獻探討來釐清究竟有哪些是需要包含於網站呈現中的考量因素。以網站的設

計者的觀點而言，有許多的網站設計元件是在建立商務網站必須的，例如，瀏覽

工具、決策工具、網站地圖、網站聯絡資訊、常問問題(FAQ)等元件之提供。然

而，除了以網站設計者觀點認為所應該提供網站設計元件以外，還有什麼是客戶

想要在網站上看到的，在此皆會透過文獻整理彙總出來。 

瀏覽與決策 

想像一下，當您上網去拜訪一個網路書店要找一本您有興趣的書籍時，什麼

是您希望該網站提供的工具或內容呢？以研究的觀點來看，Brassington與 Pettitt 

(1997)曾提出，當一個消費者想要購買商品時，「資訊的搜尋」與「資訊的評估」

是消費者在購買流程中最主要的兩大步驟。此外，Bakos (1991)也提出，低成本

的資訊搜尋對在網路市集上購物的客戶是一項優點。因此，對於商務網站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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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通常會提供瀏覽、搜尋的工具，比如說：搜尋引擎，來幫助使用者更有效

率的搜尋，以減少搜尋流程的複雜度(Porter, 1999)。 

除了搜尋引擎外，也有研究的學者指出協助客戶作最後決定的決策機制對客

戶在網站上購物時也有相當的助益 (Haubl & Trifts, 2000)。例如，網站

AddALL.com (http://www.addall.com) 結合了多家網路書店的資訊，除了提供搜

尋引擎讓使用者尋找書目外，亦提供了比價工具，讓客戶在選購書籍時能亦透過

該比價工具來作最後的最佳決策。又例如網站 Dell.com (http://www.dell.com)，

客戶除了可透過搜尋引擎尋找電腦外，且可以客製化客戶想要電腦的配備與設

定，除此之外，該網站也提供了多種電腦的比價搜尋工具，協助上網購物的客戶

找到最適合的商品。所以，由上所述，對於「資訊搜尋」與「資訊評估」兩大消

費者購買流程之重要因素，商務網站可透過搜尋引擎與決策工具的提供，來協助

客戶作最佳、最有效率的搜尋與決策。 

除了搜尋引擎與決策工具外，為了幫助使用者更容易對網站上的整體架構組

織有概括的瞭解，網站地圖也是必須提供的元件(Thuring, Hanneman & Maake, 

1995)。因為，當客戶在瀏覽一個網站時，常會由於對網站不熟悉，或是網站設

計過於複雜而迷失在該網站上，此時，一個指引網路使用者的網站地圖提供，對

客戶而言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站呈現工具。客戶不但能對整個網站所提供的內

容資訊有概括的瞭解，也能增進客戶在網站上搜尋的效率。因此，網站地圖也是

網站呈現的一部份。 

互動聯絡機制 

Ranganathan 與 Ganapathy (2002)曾提出，網站上的電子互動機制，例如，

e-mail、客戶常問問題與回答 (FAQ)、網路社群與討論區，可視為網站設計的一

個重要部份。因為，對於商務網站而言，並沒有一個像傳統實體店面般真實的服

務人員站在客戶的面前，接受客戶的諮詢。因此，商務網站上的電子互動機制對

於在線上購物的客戶而言就如同實體店面的服務人員般身負重任，透過互動機

制，客戶不但可以從中對於有關商品購買、商品運送與商品退貨的問題獲得解答

外，也可以透過此電子互動機制與該商務網站上的其他客戶互相溝通、分享經



網站呈現與網站信任感之關係研究 - 以服飾網站為例 

12 

驗，而此方面是實體店面所缺乏的。 

電子互動機制，就好比企業與客戶溝通的橋樑，透過電子互動機制，不但可

以解答客戶疑問外，也可提供顧客一個互相分享的環境。讓企業得以知道客戶的

想法與問題跟客戶作更深入的溝通，提供更符合客戶需要的購物環境。除了電子

互動機制外，企業通常也會提供傳統聯絡方式的資訊，諸如，聯絡電話、傳真機

與公司住址等。因為，對企業而言，電子互動機制固然有其方便性及好處，但是，

對客戶端而言，縱使是透過網路線上購物，但是有些客戶在有問題時還是希望利

用傳統的方式來與解決問題，所以在此，將電子互動機制與傳統的聯絡方式歸為

一類：互動聯絡機制。  

安全與隱私 

根據蕃薯藤 2002年的網路使用者調查報告指出，近年來已有越來越多人在

網路上購物，然而，對網路上的消費者而言還是約有百分之五十的消費人口對於

在網路購物時個人隱私資料有所憂慮；此外，還有百分之三十一的人對於在網路

上購物的安全性抱持的懷疑的態度(蕃薯藤，2002)。而且有研究發現安全的隱憂

對網路購物者會造成負面的影響(Salisury, Person & Harrison, 1998)，在許多文獻

中更提出，安全的考量會是網路購物最主要的障礙(Kiely, 1997；Mardesich, 1999)。 

由上述的文獻可知，雖然網路購物隨著網際網路發展的成熟有成長趨勢，然

而，對於網路上的安全與隱私的問題，卻仍然是網路使用者的一大憂慮。不但在

網路購物人口中，擔憂網路安全與隱私的佔了極大的比例；對於未曾在網路上購

物的網路使用者而言，網路安全與隱私也是造成它們滯足不前的一個重大原因。

因此，有學者發現，針對此一安全隱私問題，現今網路上最多網站補救的方式就

是在網站上提出一些對個人隱私保護的政策以及對交易安全保障的機制

(McGinity, 2000)。也有學者提出，要克服客戶對網路安全的恐懼，有些商務網站

則提供客戶在付費時其他選擇性的付費模式，或是透過第三公正團體所提供的安

全保護認證以減少客戶對網站安全的憂慮(Cashell, 1999)。然而，這樣的作法是

否真的有其實際的影響力與效用，則還待研究與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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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背景 

對於在網際網路上的商務網站而言，由於網站就是其可與客戶接觸的介面，

因此，對於客戶而言，唯有透過網站上所提供的資訊來對此公司企業有所瞭解。

所以，商務網站為了讓客戶對公司企業的成立與目的有所瞭解，通常會將相關的

公司背景介紹資訊放置在網站上，提供網路使用者來觀看。客戶可以藉由此公司

背景資訊的提供，對公司整體有一概括的瞭解，此外，也可由公司的目的與遠景

來看公司未來的方向與公司整體的經營。雖然，公司背景的描述只是一些關於公

司成立與公司經營、目的與遠景的一些相關資訊，然而，對一個對此公司企業不

熟悉的客戶而言，此方面的訊息確有可能決定了客戶的一些觀感，因此，此部分

的資訊對於一個網站的呈現面也是必須的。 

產品介紹 

對於一個網路上的使用者而言，上一個商務網站除了網站上的一些設計與配

置會影響客戶的觀感外，網站上的商品與資訊呈現是另一個客戶評估此網站的因

素之一。在商品方面，什麼樣的內容是網站上所需要提供的呢？根據觀察多個網

站的內容，歸納如下：商品的分類與商品的品項陳列是客戶尋找商品時的依據。

因為，當客戶在網站上尋找或瀏覽商品時，若沒有商品的分類依據，而是將商品

全部陳列在頁面上，會因商品的品項過多，而不易搜尋到客戶想要的資訊，因此，

商品的分類與品項的陳列是有關產品介紹時所必須提供的資訊之一。 

此外，在搜尋商品時，有關的商品圖片與說明也是商品介紹中重要的一部

份。透過商品的圖片與說明文字，協助網路購物者對商品有更進一步地瞭解，因

為，網路上的購物者，無法透過網路實際看到或接觸到商品的實體，因此，對於

有實體的商品而言，如果能以圖像來展示商品，並以文字加以輔助，讓客戶能透

過圖像與說明對產品有更進一步的瞭解，將能有助於客戶選購產品的依據。另

外，則是商品的價格標示，因為，唯有價格的標示，客戶才能對於商品的價值與

品質有所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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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流程 

網路購物不同於實體商店購物，客戶在網路上購物時，並沒有實體商店的服

務人員協助客戶作結帳的動作，所有的結帳的動作需由客戶自行完成，因此，在

交易流程方面的說明對一個商務網站而言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如何詳細的描述

與指引客戶結帳，並提供相關的說明，讓客戶能順利且有效率的完成購物都是商

務網站在設計與呈現網站時所需要考量的。而此交易流程的說明與敘述包含了：

購物流程的描述與送貨流程的描述。此外，退貨流程也是必須包含在交易流程當

中的說明，因為唯有讓網路上的客戶明白的瞭解網站上的運作方式，讓客戶在購

物時有所根據，客戶才會喜歡在此網站上購物。因此，關於交易流程的描述與說

明也是網站呈現的一部份。  

因此，綜合上面所述，一個網站的設計與呈現原則整理於下： 

1. 瀏覽與決策工具 

2. 互動聯絡機制 

3. 安全與隱私宣告 

4. 公司背景描述 

5. 產品介紹資訊 

6. 交易流程資訊 

雖然網站的設計與呈現原則表現出公司企業經營網站的目的，然而，在客戶

接觸到(看到或聽到)網站之後，究竟能不能產生與網站設計者或公司企業當初想

表達的目的相同的感受卻是未知的。當客戶拜訪網站時，對網站所產生的第一印

象決定於客戶的短期記憶(Russell & Norving, 1995)。除了在心裡學上短期記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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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外，網站的呈現面也可能引起客戶不同的觀感。因此，在下一節中，將要探

討客戶印象是包含哪些面向。 

第二節  客戶印象 

有學者曾提出，一個商務網站的設計對吸引客戶上門、維持顧客持續消費與

留住客戶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與地位(Ranganathan & Ganapathy, 2002)。要

如何設計一個客戶喜愛的商務網站，進而影響客戶對網站的正面的觀感是許多商

務網站希望知道的。有許多的文獻曾對網站的設計提出許多不同的看法與遵循原

則，然而大多數的網站設計原則都是以公司企業的網站設計者角度出發，考量了

公司的目標與特色，加上設計者個人的認知與常識來建構網站，往往缺乏了理論

上的根據與實驗統計數據的支持(Dala, Quible & Wyatt, 2000)。更重要的是，在網

站設計之初，並非以客戶、使用者的觀點來考慮網站的設計原則，導致忽略客戶

的感受與對網站的印象。在客戶所有眾多的印象當中，信任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

一環，包含了許多面向的客戶感覺及印象，而且是影響交易是否會成功的一個潛

在因素。所以，在瞭解什麼是客戶信任感之前，先來探討究竟客戶印象包含了哪

些客戶觀感呢？ 

客戶對網站的印象，可能起因於客戶對網站呈現所造成的第一印象，或是以

往與此網站的接觸經驗中所形成的觀感，甚至來至於此網站的品牌名聲。因為，

根據研究，品牌因素會對客戶印象造成影響(Porter, 1999)。比如，對客戶來說一

個非常有名的品牌，可能代表的是提供客戶多方面完整的商品選購與完善的服

務，因此，客戶即使從未有在此網站購物的經驗，初次上此商務網站時，可能會

受到該品牌名聲的影響，而對此網站產生較好較正面的印象。在本研究中，為了

排除因為品牌因素對客戶造成客戶第一印象的影響，因此，在研究設計中，將控

制商務網站的品牌因素，將樣本限定在未聽過該品牌的樣本中，而主要將重點著

重於探究網站呈現所帶來的客戶印象，以及，究竟有哪些客戶印象會影響客戶對

此網站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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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智模式 

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心智模式(mental model)指的是有關人腦在處理資訊

時透過物體或是語意的連結關係所產生的文件連結方式(Glenberg & Langston, 

1992)。舉例來說，一個簡單應用心智模型的例子，試著去想想家中有幾扇窗戶

或有幾個房間。回答這個問題時，大多數的人可能會藉由想像走入自己的家門，

在自己在家中走一圈或是站在某個角落轉著眼睛，以數數窗戶或房間的數目，而

這便是執行心智模型的過程。而 Glenber 與 Langston (1992)則對心智模式分析後

提出了幾項特徵： 

1. 使用有限的短期記憶的空間來表示。 

2. 透過圖像與文字來指出在長期記憶中的資訊。 

3. 在人腦再進行理解或更新的過程中進行。 

由上面敘述可知，人類的心智模式將會影響到客戶瀏覽網站時所產生的觀感

與印象。因為，當一個客戶在瀏覽一個網站時，其所產生的觀感與印象來自於最

初從網路呈現面上所看到的外觀呈現，因此，網站的外觀，透過人腦的短期記憶

處理，進而對此網站有了觀感與印象。也由於短期記憶的影響，對不同的人來說，

即使是接收到相同的資訊，產生的印象也是不同的。 

在心理學的研究角度中，人類的觀感與印象是多元化的。即是所有人都接收

到了相同的資訊，然而留在人心理的印象卻是不同的。短期記憶(Short-term 

memory)，是人腦記憶力的一種限制，是指訊息經由人體感官記憶後，保存在意

識層面的記憶，可用以解釋記憶與遺忘的訊息處理理論的一種記憶環結。也因為

人類記憶受短期記憶的影響與限制，導致即使接收到相同的訊息，也會產生不同

的反應(Russell & Norving, 1995；Beer, 2001)。短期記憶理論指出，存在短期記憶

的資訊，通常是較一般性的事物，或是對人具有某種特殊意義的資訊。因此，可

以說對網站上的客戶來說，會留存在客戶短期記憶內的資訊是對客戶而言具有較

重要的意義。因為，對於拜訪網站的客戶，並不能期待客戶能記住網站所有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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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訊息，並對所有接收到的訊息做出反應。所以由短期記憶與心智模式的觀點

來看，那些會讓客戶記得的網站呈現面，並讓客戶產生觀感的，是客戶較在意的

資訊。以下，就將客戶接收的訊息後所產生的觀感作一整理與說明。 

客戶印象 

對客戶而言，當瀏覽一個網站時，客戶對網站的第一印象來自於網站的呈

現。雖然公司企業在建立網站時有不同的目的與原則，然而，它們都有一個共通

相同的目標就是吸引客戶上該網站。唯有吸引客戶才能進一步的留住客戶並引導

客戶購物。然而，當客戶在瀏覽網站時，影響客戶觀感的在於客戶的心智模式與

短期記憶的限制。縱使是相同的資訊也會讓不同的客戶產生不一樣的觀感，更何

況不同的網頁呈現，帶給客戶的觀感與印象也是多方面的。在客戶眾多的觀感當

中，其中的一種觀感就是客戶對網站的舒適感(Deck, 1997)。而 Deck指出網站的

瀏覽特性，就是其中一種讓客戶覺得舒適的工具。因為，對客戶來說，如果一個

網站的瀏覽機制非常不好，讓使用者常常會不知道如何找到想要的商品，或是會

在網站上迷路，而不知所在何處，如此一來，就會對此網站產生負面的感覺，覺

得此網站的設計呈現不夠舒適。而此種負面的感覺將會成為客戶上網購物的障

礙。 

網站上除了文字呈現的形式，若能結合聲音、影像、甚至動畫的形式，如此

多方面的呈現方式，將更能引發出客戶多方面的感受，幫助網站的客戶產生多方

面的認知與印象，導致更高的客戶保留率(Ranganathan & Ganapathy, 2002)。因

此，透過多媒體的使用來表達呈現網站上之內容，比單一使用其中一種文字或聲

音的形式表達，更能吸引客戶注意力。所以，吸引力對客戶而言，也是其中之一

種觀感印象。而學者 John (2000) 也提出其看法，認為影響使用者使用 Web的因

素包含了：1.有趣的 2.清楚的目的 3.資訊呈現的方式與時間，上述幾項因素都會

影響使用者使用 web 的意願，而其中有趣的就是此處所提出的吸引力觀感。多

媒體方式的表達與呈現，不但增加了網站呈現時的美感因素，同時也讓客戶在聽

覺上與視覺上同時受到刺激，如此一來，更能引發客戶的觀感。然而，需注意的

是，並非多媒體的使用越多就代表客戶對該網站的印象會越正向，而必須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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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標準的衡量，因為，多數的多媒體呈現方式，雖然帶給客戶不同於傳統純文

字方式的表達，然而，多媒體的使用卻會造成客戶下載時間的負擔，而產生負面

的影響。因此，需在兩者之中衡量其使用。 

Dalal等人(2000)指出可理解且清楚的因素，對於網站設計也是一個重要的考

量因素。而 John (2000)也曾提出清楚是影響顧客使用網站的一個重要因素。Dalal

等人(2000)也指出，清楚可理解之因素，可由下面三個面向來評估，分別是：理

解的正確性、理解的速度與認知的理解。因為，當客戶在瀏覽網站時，希望能有

效率的清處理解資訊，以其快速達到其目的。若如果一個網站在設計時，並未將

清楚可理解的網站呈現因素納入網站設計中，那麼，客戶在瀏覽此網站時，就無

法很容易的瞭解此網站所要表達的目的，甚至無法理解網站提供的商品或服務為

何，也因此會減低客戶再次造訪的機會。因此，理解性也是客戶印象中的一種觀

感。 

有學者對於網站設計的背景複雜度作相關的研究，研究發現，簡單的背景與

複雜的背景更有效率 (Stevenson, Bruner II & Kumar, 2001)。此外，學者

Katerattanakul (2002) 也提出相同有效率的概念。他認為網站應該要提供客戶有

效率的環境與服務，例如，為了吸引客戶，許多網站在網頁上放置了許多圖片或

動畫，但是，如此一來可能造成客戶下載的時間過長，而失去耐性。因此，在設

計者在設計網站時，因將網站的效率因素列入考慮。 

網路安全與隱私考量，不論是在實體商店或虛擬的商務網站購物一直是重要

的議題(蕃薯藤，2002)。有學者指出，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網路使用者，曾拒絕過

提供給網站個人的隱私資訊，因為，他們擔心網路上的安全，怕個人資訊可能因

此遭到盜用(Hoffman, 1999)。因此，安全考量因素，對網站上的客戶而言，是一

個非常重要的客戶印象。 

有調查曾指出方便性對於在網路上購物的客戶而言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Ranganathan & Ganapathy，2002)。透過網路，客戶可以不出門就能由網站上選

購想要購買的商品；此外，客戶也可以透過網站很容易找到想要的商品。除了方

便性外，也學者還提出資訊的豐富與一致性(Aladwani & Prashant, 2002)。對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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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呈現來說，除了網站上所提供的工具與功能外，網站的內容呈現，也是屬於網

站呈現的一部份。因此，對於網站上資訊的豐富與一致性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因

素。因為，網站如果有豐富的內容，才能吸引客戶前來觀賞；有豐富的商品，才

能提供客戶多樣的選擇；有豐富的呈現方式，才能引發客戶更多不同的觀感。所

以，資訊的豐富性，對網站來說，是影響客戶印象的一個重要因素。而資訊的一

致性，則讓客戶在瀏覽網站時，不會因此迷失在網站中。因為，對一個網站而言，

若是網站上所提供的資訊不一致，會讓客戶無所依據，不曉得到底哪一個提供的

資訊才是正確可靠的，導致客戶無所依據。所以，資訊的一致性因素對網站的客

戶來說，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 

除了上述的眾多因素外，也有學者提出網站外觀的組織與適切性，認為上述

兩者也都是客戶印象的考量(Aladwani & Prashant, 2002)。網站的組織性顯示了一

個網站的架構，如果，一個網站上提供了許多的資訊，但是並沒有良好的組織架

構，即使網站上存在有該客戶尋找的商品，也會因客戶不知到如何尋找，而失去

客戶購買的機會。此外，一個缺乏組織架構的網站，也會讓客戶在網站上迷失，

讓客戶不知其所在方向。因此，對於一個網站來說，網站的組織性對客戶而言是

非常重要的。適切性則是對於網站內容的呈現量與質是否是適當的考量，比如

說，以網站上所提供的圖片為例，一個網站上圖片的清晰度是否能符合使用者的

觀感；網站上圖片所提供的數量，是否恰到好處，不多也不少，能滿足使用者想

知道的內容，又不會造成使用者在觀看網頁時下載時間的負擔。雖然，資訊的豐

富性是網路使用者的考量觀點，然而，過多的資訊對客戶而言卻會便成是一種負

擔，因此，適當的呈現資訊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 

綜合上述，有關客戶印象的觀感可歸納為下列幾項： 

1. 舒適的 

2. 有吸引力的 

3. 可理解的 

4. 有效率的 

5. 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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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方便的 

7. 豐富的 

8. 一致的 

9. 有組織的 

10. 適切的 

在經由文獻探討中歸納出上述的客戶印象因素之後，接下來在下一節將要探

討的就是客戶的信任感。因為，對客戶來說，在網路上購物除了安全與隱私的考

量外，其實尚包含了客戶對網站是否信任。曾有學者指出，無論是在實體的商店

或是網路上的虛擬商店，對客戶而言，只有客戶信任該網站或商店，才會覺得在

該網站(商店)上購物是自在的，也才會願意在該網站(商店)購物。而學者 Stewart 

(1999) 曾提出他對於信任感的看法，他認為客戶對於一個未知網站的初期信任

感，相較於客戶對一個熟悉網站的信任感對客戶的影響更顯得重要的多。而本研

究主要就是在探討客戶對一個未知的網站的信任感究竟是從何而來。而下一節，

將會對信任感因素作一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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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信任感 

雖然網際網路帶來了許多的利益，例如，網際網路減低了經營的成本與行銷

的成本，然而，相對的網際網路也帶來了許多的令人憂心的議題。其中一最重要

的議題就是人們對於在網際網路上購物的憂慮。雖然，電子商務的盛行，為人們

帶來了便利的生活，然而，隨之產生的安全隱私問題，也是客戶在網站上交易的

憂慮考量(Walczuch et al., 2001)。有學者提出，客戶在網路上的諸多考量，例如，

隱私問題、安全與消費者保護之問題等，這些問題最後都可歸因於一個因素，就

是客戶缺乏對於電子商務的信任感(Dontje & Olthof, 1999)。因此，唯有增加客戶

對網站的信任感，才能增加客戶上網購物或是再購物的機率。 

許多學者提出信任感是電子交易的核心(Walczuch et al., 2001；Javenpaa & 

Tractinsky, 1999)。因為不論對於實體的商店或是虛擬網路商店而言，唯有客戶對

對方產生信任感，才會覺得購物是自在的。Noeteberg 等人曾建議，網站上的品

牌名稱與網站上對客戶信任的認證會加強客戶對該商務網站的信任感(Noeteberg, 

Cristiaanse & Wallage, 1999)。所以，信任感對客戶而言，或對一個經營商務網站

的經營者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雖然，商務網站主要是以營利為最後之目標，

然而，在這之前，網站之經營者必須設法去贏得客戶對該商務網站的信任，才能

促使客戶上網購物，進而才能為網站帶來利潤。因而，有學者提出，如果缺乏客

戶對網站的信任感的話，商務網站將永遠無法達到其經濟規模(Javenpass & 

Tractinsky, 1999；Ferraro, 1998)。 

McKnight等人曾提出初期信任感(Initial Trust)的概念，認為初期信任感是兩

個人或團體在第一次接觸中所建立的一種能互相分享可靠的或有意義的資訊的

關係(McKnight et al., 1998)。而在本研究中，信任感是根據 McKnight等人所提出

的初期信任感為基礎，但是指的是客戶對網站單方面的信任感，並不將網站對客

戶的信任感列入考慮。當客戶拜訪一個不熟悉的網站時，他們傾向於用他們所能

掌握的資訊去評估對此網站的信任感。而在這初期與潛在客戶的接觸當中，客戶

正面的印象對於信任感的產生則扮演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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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客戶對網站的信任感是如此的重要，影響一個商務網站是否成功與否的

重要因素，因此，對於什麼是信任感就需要作一個明確且清楚的定義。根據

Rousseau等人(Rousseau, Sitkin, Burt & Camerer, 1998)所提出對信任感的定義： 

信任感是一種心理的狀態，願意正向的期待對方的行為或意圖 

，有意願使自身處於容易因對方行為而受傷害的處境當中。 

由上述可之，信任感是一種正向期待的心理狀態。然而，對經營商務網站的

公司企業而言，什麼是造成客戶對網站的信任感，還有，要如何評估客戶對網站

的信任感，才是他們關心的議題。因此，有學者對於如何建立客戶對網站的信任

感提出他的看法，Friedman (2000)認為，建立客戶在網站上的信任感有五大原

則，茲分別列出於下： 

1. 建立一個具有好名聲的組織機構 

2. 發展一個具有良好溝通機制的網站 

3. 對於在公司網站上的顧客，讓他們知道您所做的努力 

4. 在網站上提供有關公司聯絡的實體商店位址，此外，還包含聯絡電話、

傳真號碼等，讓客戶可以自由選擇如何和公司企業聯繫 

5. 設立一個可讓顧客透過 e-mail或專人服務的溝通方式來回答顧客的疑問 

而除了 Friedman(2000) 所提出的建議外，Cashell (2000) 也提出他的看法，

他認為一個企業要得到顧客的信任感有下列幾點需遵守的原則： 

(一) 企業實務原則(Principle of Business Practices) 

1. 遞送貨物的服務 

2. 付費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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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退貨的政策 

(二) 交易完整原則(Principle of Transaction Integrity) 

1. 交易的正確性與完整性 

2. 正確的遞送貨物 

3. 資訊與服務的提供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三) 資訊保護原則(Principle of Information Protection) 

1. 保護顧客的資訊避免被外界存取 

2. 顧客資訊的運用僅限於與公司相關企業的員工 

3. 避免交易遭到電腦病毒的破壞 

由上面 Friedman (2000)與 Cashell (2000)所提出的建議，讓公司企業在建立

客戶對網站的信任感時有所依據，然而，卻沒有提及要如何來衡量在一個網站上

客戶的信任感。關於這個議題，有許多的學者紛紛提出他們對此議題的看法。

Walczuch等人(Walczuch, Seelen et al., 2001) 曾以心理學的角度研究關於顧客在

網路零售商購物時的信賴感之決定因素，根據該文，提出影響顧客在網路零售商

購物時的信賴感因素包括了：個人化的因素(Personality-based factors)、認知上的

因素(perception-based factors)、經驗上的因素(experience-based factors)、知識上的

因素(Knowledge-based factors)與顧客的態度(Attitude)。如圖 2-1所示。 

根據圖 2-1可知，根據Walczuch等人(2001)所提出的信任感可分為五大類，

每一類都包含了數個評估的原則。其中，個人化的因素，表示的是客戶的一些個

人特質，包含個性等因素；認知上的因素，指的是網站客戶觀感對信任感之影響；

經驗上的因素表示客戶以往的經驗，對其信任感之影響；而知識的經驗，則是代

表對於該技術領域知識之理解，進而影響信任感；而最後一類，態度，則是指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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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對網路、電腦或是購物的接受度對信任感之影響。 

Trust
in e-retailing

Personality-based factors

* Extraversion (+)
* Neuroticism (-)
* Agreeableness (+)
* Conscientiousness (-)
* Openness to experience (+)
* Propensity to trust (+)

Experience-based factors
* Duration of experience  (+)
* Satisfaction (+)
* Communication (+)

Attitude
* Computers (+)
* The Internet (+)
* Shopping (+)

Knowledge-based factors

* Information practices (-)
* Security technology (+)

Perception-based factors
* Reputation (+)
* Investment (+)
* Similarity (+)
* Normality (+)
* Control (+)
* Familiarity (+)

圖 2-1. 影響顧客在網路零售商購物時之信任感因素(一) 

【資料來源：Walczuch et al. (2001)】 

然而，根據該研究者進一步的研究，去除了一些不顯著的因素，最後的分析

結果如圖 2-2所示。其中有關個人化的所有因素以及態度上的因素都經過統計的

分析研究之後，因為結果不顯著，而從此架構中去除，而只留下三大項的影響因

素，分別是顧客認知的因素、經驗上的因素與知識上的因素。而其中，以顧客認

知上的因素最為重要。由於在本研究中，主要在探討客戶初期的信任感，著重在

經由客戶印象產生的信任感，意即客戶認為的信任感；故只將顧客認知上的因素

列入考慮。 

上述以顧客認知上的因素包含了下面五項：類似的、熟悉的、一般的、可掌

握的與有名聲的。類似的觀感是一個人認為其他人與他本身類似的感覺；而一般

的則是指一個人認為所接觸的環境或是事情都是很普通的。因為本研究希望衡量

的是客戶對一個網站的初期信任感，所以，對於該網站並沒有任何之前的接觸或

是看法，因此，類似的觀感在本研究中並不適用。在研究設計中，希望透過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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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評估兩個從未聽過的服飾網站的網頁呈現，在客戶瀏覽過整個網站中，藉以瞭

解客戶的感覺。由於服飾網站在網際網路上的呈現面大多大同小異，且客戶並沒

有瀏覽過該兩網站的實際經驗，因此，一般的以及熟悉的觀感在此研究中亦不適

用。 

Trust
in e-retailing

Experience-based factors
* Duration of experience  (+)
* Communication of intentions (+)

Knowledge-based factors

* Information practices (+)

Perception-based factors
* Reputation (+)
   Information Sources:
   - Information from friends 
     and relatives
   - Word of mouth
* Similarity (+)
* Normality (+)
* Control (+)
* Familiarity (+)

 

圖 2-2. 影響顧客在網路零售商購物時之信任感因素(二) 

【資料來源：Walczuch et al. (2001)】 

此外，也有許多學者提出信任感信念的看法，但大多數的意見除了可靠正直

的概念外，多與Walczuch等人(2001)所提出的概念相同(McKnight, 2002)。因此，

在本研究中，用來評估客戶認知信任感的指標包含了：可掌控的、有名聲的、可

靠的等，而其中有名聲的是指客戶對此網站的第一印象的感覺，而非透過外界口

耳相傳的名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