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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獻探討 

 

由第 1章之研究目的可知，本研究首先必須確立衡量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之

架構，才能進一步發現促成不同忠誠度之因素。此番架構之確立，必須仰賴大量

文獻為理論基礎，本章將逐一加以說明。 

首先，在 2.1 節回顧電子商務與網路商店之相關文獻，以定義研究對象與建

立研究基礎。而由於本研究之主題是探討顧客對網路商店整體之忠誠度，與其相

對映的是品牌之概念，因此本章在 2.2 節將回顧與品牌相關之文獻，並將品牌概

念與顧客忠誠度相結合。 

其次，2.3 節則是進一步探討顧客忠誠度之概念、定義與重要性，藉由相關

文獻之整理，建立顧客忠誠度之理論基礎。最後，2.4 節則藉由探討顧客忠誠度

之建立、管理與衡量等相關文獻，做為後續發展顧客忠誠度與其促成因素研究方

法之依據。 

2.1 電子商務與網路商店 

2.2 品牌與顧客忠誠度 

2.3 顧客忠誠度之概念、定義與重要性 

2.4 顧客忠誠度之建立、管理與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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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電子商務與網路商店 

張劭勳(2002)提到，美國國家標準與技術委員會(NIST, 1999)為「電子商務

(Electronic Commerce, EC)」所下之定義有三： 

(1) 運用電子通訊方式，從事商品或服務之任何活動，例如存貨、交易、廣告

與支付等； 

(2) 以數位傳輸為基礎之任何商業交易方式，這些數位資料包括文字、聲音與

影像等； 

(3) 電子式商業交易服務。早期企業之間利用電子資料交換(Electronic Data 

Interface, EDI)來進行採購及其他作業，即是屬於電子商務之一種形式。 

此外，Zwass(1996)對電子商務所下定義則是：「使用通訊網路來從事商業資

訊分享、維持商業關係，以及進行商業交易活動」。由此可見電子商務涵蓋範圍

相當廣泛。在涵蓋範圍如此廣泛之電子商務中，具有下列幾項主要特性(Bloch, 

Pigneur & Segev, 1996)。 

(1) 產品促銷(product)： 

電子商務具有可直接、資訊豐富、互動性與消費者接觸之特性，進而促銷

其產品。 

(2) 新的銷售通路(new sales channel)： 

 由於電子商務可直接接觸到顧客，且雙方可進行資訊的溝通，對現存產品

提供另一個新的銷售通路。除了進行銷售產品外，也能進行資訊與廣告服

務。 

(3) 節省成本(direct saving)： 

由於網路基礎建設工作是由政府所完成的，因此企業不需投入鉅額成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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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另外，由於利用數位技術去傳送資料且資料可重複使用，因此電子

商務在傳送資訊、行銷、提供服務給予顧客時，可節省較多的成本。 

(4) 快速行銷(time to market)： 

由於電子商務具有即時回應的本質，因此可以減少生產、傳送資訊與提供

服務的時間。 

(5) 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 

電子商務透過建立線上知識庫與發展解決顧客問題之資訊系統，來增進雙

方關係，提高對顧客的服務品質。 

(6) 品牌或公司形象(brand or corporate image)： 

電子商務在未來，將成為公司形象或品牌的一部份，特別是針對科技導向

的顧客區隔而言。 

(7) 新技術的學習與組織實驗室(technology learning & organizational 

laboratory)： 

由於電子商務領域進展快速，將迫使公司快速去採用新技術，並提供機會

讓公司對新的產品、服務與操作流程進行實驗。 

(8) 顧客關係(customer relationships)： 

由於電子商務具有蒐集顧客需求與行為型態的資訊能力，因此電子商務在

未來將允許供應商與他們的顧客建立更多個人化關係。 

(9) 新的產品創造能力(new product capabilities)： 

電子商務是以資訊做為基礎，讓企業可以開創新的產品，或是將現有產品

依顧客需求作修正。 

(10) 新的商業模式(new business models)： 

轉變中的產業結構和電子商務系統創造一個新商業模式，這個新商業模式

是立基於資訊的廣泛有效性，以及能夠和最終使用者做直接的接觸。 

在眾多之電子商務模式中，較貼近一般消費大眾的是「網路商店(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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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e)」通常也稱作「電子商店(electric store)」、「電子商場(electric mall)」

或「虛擬商店(virtual store)」。資策會(2000)為網路商店所下之定義是指透過

網際網路提供商品或服務，並提供訂購表單，可以接受消費者在線上訂購商品或

服務之網站（張劭勳，2000）。經濟部商業司(1999)將網路商店的型態分為下列

幾種。 

(1) 單店(store)： 

擁有獨立網址與網站，從行銷、廣告、配送與客戶服務皆由自己處理。依

營運規模又分為零售店(retail store)與百貨商場(department stroe)兩

種。 

(2) 專賣店(specialty shop)： 

此類網路商店以提供單一種類商品為主。通常能提供豐富的相關商品資

訊，因此瀏覽這類型網站，消費者除了吸收更多的商品知識外，也更能促

進其購買意願。 

(3) 購物中心(mall)：這類型態又可分為下列幾種。 

A. 連結型購物中心： 

指的是提供商家索引功能的購物中心，這類型商場本身未提供促銷與客

戶服務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消費者查詢及索引各類商店網址的功能。 

B. 小型購物中心： 

是指由少數幾家商店所組成的商場。 

C. 專賣型購物中心： 

由單一類型商店所組成，以滿足消費者對特定商品的需求。 

D. 大型綜合購物中心： 

由多種不同類型商店所組成，提供消費者更多源的商品或服務選擇。 

E. 區域型購物中心； 

針對某一特定地理區域內之消費者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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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跨國經營型購物中心： 

具有跨國營運配銷能力的購物網站。 

此外，國外亦有學者將網站分類。Hoffman、Novak&Chatterjee(1995)即依

據網際網路的行銷角色，及以其當作配銷通路能產生的利益為出發點，將商業網

站型態分為六類，茲將各類型網站說明如下。 

(1) 網路商店(online storefront)： 

此類型網站通常提供電子型錄以供消費者選擇商品或服務，且消費者可以

透過網站直接線上購物，如「博客來網路書店」即屬此一類型。網路商店

相較於實體商店，能夠提供更廣泛的商品或服務類型，並可以針對個別顧

客需求，提供個人化的商品或服務。  

(2) 網路呈現網站(internet presence site)： 

此類型網站可分為無超連結(hyperlink)的平面廣告(flat ads)、形象

(image)、及資訊(information)三種型態。無超連結平面廣告是指靜態的

平面廣告；在形象呈現的網站中，主要是希望藉由網站之設立，建立企業

之形象；在資訊呈現的網站中，企業會提供商品或服務的詳細介紹。企業

形象型網站的目的在於與消費者建立良好關係，並提供相關資訊讓潛在消

費者更能瞭解企業本身及其商品或服務。 

(3) 內容網站(content)： 

此類型網站可分為付費式(fee-based)、贊助式(sponsored)及查詢資料庫

式(searchable database)三種。付費式內容型網站中，使用者必須付費才

能看到網站內容；贊助式網站通常不須使用者付費，而是藉由銷售網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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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告空間，靠廣告收入來維持網站營運；查詢資料庫式的內容型網站，

主要對象是企業而非一般使用者，企業若要加入資料庫，則需要付費給網

站，網站才會將企業的廣告或產品放入資料庫中，以便讓消費者查詢。 

(4) 購物商城 (mall)： 

此類型網站是由多種網路商店所組成，讓消費者可以在同一網站上獲得多

樣化的商品和服務，功能類似實體世界中的購物商城(shopping mall)。如

「Yahoo!奇摩購物 1」即屬於此一類型。 

(5) 誘因提供型網站(incentive site)： 

此類型網站之目的是誘導消費者連結到隱藏於誘因訊息背後的商業網站，

而非留在原先網站上。誘因提供型網站是一種特別的廣告方式，希望藉此

吸引潛在消費者上站，並替背後的企業網站創造流量。 

(6) 搜尋引擎(search agent)： 

此類型網站的主要功能透過使用者所輸入的關鍵字，查詢資料庫中的其他

網站，讓使用者快速地尋找到所欲前往之網站。大部分的入口網站(portal)

皆屬於此類型，如「Google」、「Yahoo!」等。 

僅管網路商店在網際網路銷售上具有許多優勢，但仍有些劣勢存在。

Wilson(1995)認為網路購物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要創造一個會讓顧客產生購買行

動的環境，還必須讓消費者覺得有樂趣。除此之外，還必須創造附加價值來增加

網路購物的經驗(Brewer, 1997)。這些都使得網路商店之經營不甚容易。以下針

對台灣地區企業對消費者(Business to Consumer, B2C)電子商務發展障礙分述

之（FIND 研究員陳世運，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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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創意與經營模式易被複製： 

綜觀台灣地區 B2C 電子商務網站經營模式大都是複製美國網站之內容與創

意，並無法提供新穎之網站經營方式或商業模式。此外，由於網站內容容

易模仿，故常會發現許多網站很類似，無法獨樹一格，提供網路使用者特

殊且不同的服務，這是我國 B2C 電子商務網站在發展上的一大問題。 

(2) 網站建構、維護、廣告行銷與顧客服務成本高： 

大規模虛擬零售的營運，在短期上的經營成本相當昂貴，並不如一般人想

像的容易，只要有個網頁就可以進行。與實體店面相比，雖然虛擬網站的

營運成本被視為較有效率，但建立虛擬商店所需的創業成本與網站建構、

網站維護、廣告行銷、物流、顧客服務等支出，其實也相當可觀。 

(3) 缺乏後端整合能力： 

大部分的 B2C 電子商務網站，在訂單處理、顧客關係管理、出貨管理與物

流配送等方面，較缺乏專業管理能力。目前電子商務發展有一項幾乎是每

家業者都會遇到的問題，就是純網路公司沒有物流配送的服務，必須把此

一工作交由專業物流公司處理，以致常發生運送成本過高及產品交期不準

等問題。 

(4) 交易糾紛容易發生： 

由於消費者是藉由網路下單，且在購買產品之前並無法跟在實體店面購物

一樣，親自看到並接觸到產品，故常會發生消費者在收到產品時發現產品

的品質與原先預期有所落差之情況，進而產生消費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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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人才流動快速、缺乏專業人才： 

台灣地區 B2C 電子商務網路公司普遍都相當缺乏專業的網路人才，包括技

術工程師與電子商務行銷企畫人員等。網路市場人力不足且人才流動快速

之情況，使得網路公司經營更加困難。 

(6) 獲利率遞減： 

許多專家認為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長期性獲利率可能是個問題。即使目前

最成功的大宗商品，也會因為同業激烈的價格競爭，而使得利潤空間被壓

縮到最小。 

(7) 消費者使用習慣需要再教育： 

購物可說是社會性的行為，一些高價位、特殊性及衣服等商品，網路購物

仍難以取代實際於店面購買。對大部分的人而言，購物是一種儀式性的行

為，購物中心仍是最佳去處。而線上購物則是一種疏離、乏味甚至還是花

錢買氣受的行為。尤其在數位經濟下，人們大多整日坐在電腦前工作，倘

若下班之餘還得要面對電腦進行購物的話，並不是件挺討好人的事。故如

何改變消費者購物習慣是現今重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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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品牌與顧客忠誠度 

在探討顧客忠誠度之前，須先將其忠誠之對象加以釐清，也就是定義顧客展

現忠誠之對象。本研究所探討之顧客忠誠對象是網路商店，如「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與「博客來網路書店」等。這些網路商店中較知名者，大多以其網站

名稱與顧客直接接觸，概念上就是一種品牌之塑造與管理。因此本研究中所探討

之顧客忠誠，指的是顧客對網路商店品牌之忠誠度。 

美國行銷協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1960)為品牌所下之定義

是：「品牌是一個名稱(name)、標記(sign)、術語(term)、符號(symbol)、設計

(design)或是他們的合併使用，試圖來識別廠商間的產品或服務，進而與競爭者

產品有所區別。」（張劭勳，2002）。Kotler(1994)認為一個品牌可傳達六種層次

之意義給顧客（張劭勳，2002），茲分述如下。 

(1) 屬性(attributes)：品牌最先留給消費者之印象即為其某些屬性。 

(2) 利益(benefits)：屬性必須能轉換為功能性或情感性利益。 

(3) 價值(values)：品牌可以傳達廠商某些價值給消費者。 

(4) 文化(culture)：品牌通常代表某種文化，比如廠商或來源國文化。 

(5) 個性(personality)：品牌可以反映出消費者某些個性。 

(6) 使用者(user)：由品牌可以看出其購買者或使用者之類型。 

Levitt(1983)則指出，品牌是可以以其核心至廣義之功能來加以說明（張劭

勳，2002）。 

(1) 有形產品(tangible product)： 

每一個品牌有其核心，即有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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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礎的品牌(basic brand)： 

為了在競爭環境中銷售商品，必須將有形的產品加上基礎品牌形式。基礎

品牌包括包裝、產品特徵、品質、設計與品牌名稱。 

(3) 擴大的品牌(augmented brand)： 

即附加價值，包含產品保證、信用、傳遞與售後服務等。 

(4) 潛在的品牌(potential brand)： 

消費者喜好及忠誠度。 

此外，Chernatony & McWilliam(1989)指出，品牌具有四種含意與功能（張

劭勳，2002）。 

(1) 品牌是一辨認工具，用來與競爭者有所區別。 

(2) 品牌是品質一致的承諾與保證，使消費者在購買前即能感受到所關心之品

質或附加價值。 

(3) 品牌是自我形象投射的方式，是消費者用來看自己與看別人的象徵物。這

也是品牌個性的傳達。 

(4) 品牌是一組有關產品相對定位，一致品質保證及功能屬性資訊之集合，也

是消費者購買決策的輔助工具。亦即品牌是消費者的決策線索。 

由於本研究探討之主要對象是網路商店，因此接下來則進一步探討網路環境

中，與品牌相關之文獻。 

網路是一個能提供全球行銷傳播整體服務之媒體，不緊可以建立品牌知名

度，同時幫助消費者瞭解產品、觸發消費者與廠商之對話，並提供售後服務與支

援（張劭勳，2002）。Neuborne(1998)認為，對於那些以網際網路為發展舞台的

企業而言，創造出一個容易辨識的品牌名稱將更形重要，因為在網際網路上有著

太多令消費者混淆之名稱。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之研究 
 

- 17 - 

關於在網際網路環境中建立易於識別品牌之方法，Phil Carpenter(2000)

在分析美國知名 6大網站後，提到 11 項重點，茲分述如下。 

(1) 積極宣傳知名度： 

透過傳媒（包括線上與非線上）、市場行銷計畫、公共關係建立等，提升公

司整體品牌形象。若是由傳統市場進軍者，更可利用原有品牌知覺，彼此

互相配合。 

(2) 創造顧客認同： 

網站所提供之服務，能確實提供消費者利益，消費者並非只受品牌知覺之

吸引而已。 

(3) 尋找代理商及策略聯盟伙伴： 

網際網路是相互依存的世界。因此，網站間必須互設連結，互相打網路廣

告，互相提供服務與內容，彼此加強對顧客之服務品質。 

(4) 先聲奪人： 

網站發展不但要及早把握發展契機，還要不斷求新求變。 

(5) 深入瞭解顧客及市場： 

針對顧客所做的研究報告，改善服務品質及設立新服務。 

(6) 建立卓越信譽： 

網站要能贏得顧客信任，口碑便能確立。 

(7) 提供顧客無形之價值： 

從顧客觀點出發，不斷補充服務。 

(8) 個人化： 

個人化在實體世界較不容易，在網路世界卻能被科技所克服。「我的雅虎(My 

Yahoo)」就是最明顯的例子。 

(9) 走向專業網站： 

許多網站在不斷擴充的同時，卻忽略到自己其實是在模糊定位。且網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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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越複雜，經營的成本相對越高。因此在網站不斷擴充的同時，走向專業

化，是使品牌更加穩固之方法。 

(10) 國際化市場： 

發跡於美國的網站，逐漸發現國外市場的廣大。但是，國外市場的經營方

式，似乎不是將網站翻為另一個語言即可，還要注意不同地區的消費傾向。

然而，不論這些網路公司如何因應，國際化的腳步似乎是必然的。 

(11) 社群的力量： 

眾多網站賴以存續之根據，即是虛擬社群。因為這正是顧客流連忘返的真

正要素。 

品牌功能之一是讓消費者容易辨識產品，而實際上消費者對同一種類產品的

品牌在認知上有不同程度。劉玉琰(1999)指出，消費者對品牌的認知程度可分為

品牌未認知、品牌認知、品牌拒絕或接受、品牌偏好與品牌堅持。產品供應者可

藉由行銷及廣告活動來提升消費者對產品品牌正面的認知程度。由最正面的品牌

堅持來說，充分顯露出消費者對某品牌的忠誠。在產品與服務本身及其他行銷活

動的幫助下，品牌能造就出忠誠的顧客，顧客也能持續受到該品牌的吸引，這也

正是呼應本研究將顧客忠誠探討對象鎖定在品牌之原因。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之研究 
 

- 19 - 

2.3  顧客忠誠度之概念、定義與重要性 

要徹底瞭解顧客忠誠度，可從最基本之字義出發。Griffin(1995)提到顧客

(customer)一詞在英文之字根是「惠顧(custom)」，依據牛津字典定義，是指「照

慣例或經常性地呈現一項事物」及「習慣性之行徑」。對一個品牌來說，顧客即

是習慣性地採購此品牌某項產品之人，一個個人或團體若沒有經常性接觸該品牌

之紀錄或重複購買，就不算是顧客，而是一般購買者(buyer)。具有忠誠度之顧

客應有如下之表現。 

(1) 經常性重複購買某項產品與服務。 

(2) 購買同系列產品與服務。 

(3) 向他人推薦該產品與服務。 

(4) 對同類競爭者之產品與服務具有免疫性。 

此外，Newman & Werbel(1973)將顧客忠誠定義為購買商品時不會進行資訊

蒐集行為，而直接再次購買同一品牌之商品。Telli(1988)則定義顧客忠誠為消

費者對於某一特定品牌重複購買或相對購買量。Bloemer & Kasper(1995)認為，

最普遍衡量顧客忠誠度之方法，以行為角度出發，即是對於消費者持續性再購買

行為模式之衡量。這些以行為面來定義與衡量顧客忠誠度之方法中，著重於消費

者對於特定品牌商品之持續購買行為。然而，眾所周知的，部份重複性購買行為

僅是由於一些情境因素所導致，如便利性購買或缺乏其他替代選擇等因素，才促

使消費者持續購買特定品牌，此一類型之顧客忠誠被稱為「假性忠誠(spurious 

loyalty)」(Dick & Basu, 1994)。 

另外，在行為面向之忠誠度中，顧客忠誠度階層(Customer Loyalty Ladder)

被廣為用來描述顧客忠誠之程度差異。Raphel & Raphel(1995)認為依據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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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不同，可將企業顧客區分為五個階層，其忠誠度由低而高分別為潛在顧客

(prospect)、購買者(shopper)、顧客(customer)、客戶(client)及代言人

(advocate)，同時他們亦提出如何經營每一階層顧客之方法，進而使其向往更高

階之忠誠邁進。Griffin(1995)提出從一般消費大眾演變到忠誠顧客階段性論

點，更進一步將忠誠顧客細分成 7個層級，茲分述如下。 

(1) 潛在顧客(suspect)： 

潛在顧客指的是任何有可能向企業購買之人，但不確定性很高。 

(2) 可能買主(prospect)： 

此類人需要也有能力購買企業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他們已經聽聞企業之

產品與服務，也知道從哪裡取得。 

(3) 非顧客(disqualified prospect): 

非顧客是指瞭解企業提供之產品與服務之人，但他們不需要或是沒能力購

買。 

(4) 初次購買者(first time customer)： 

初次購買者指的是購買過一次之買者，他們可能成為主顧，也可能成為競

爭對手之顧客。 

(5) 重複購買者(repeat customer)： 

重複購買者是指兩次以上之購買者。他們向企業購買兩次以上相同產品與

服務，或是在不同狀況下選購過不同之產品與服務。 

(6) 主顧(Client)： 

主顧會向企業購買任何所需要之產品與服務。他們會有經常性之採購，與

企業也有堅固與持久之友好關係，使得他們不至於被同業競爭者之促銷所

誘惑。 

(7) 品牌倡導者(Advocate)： 

此類人已成為主顧，而且他們還會向親朋好友推薦企業之產品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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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從行為觀點來為顧客忠誠度下定義，也就是所謂行為忠誠度

(behavioral loyalty)。有別於行為之另一個觀點則是態度忠誠度(attitudinal 

loyalty)。Day(1969)認為消費者產生持續性之重複購買行為，乃是由於其內心

強烈之偏好傾向所驅使。Assael(1992)將顧客忠誠定義為消費者對於某一品牌之

偏好(favorable)態度，引發其一致性之購買行為。 

相同於行為忠誠度擁有階段性論點，於態度忠誠度中，亦有學者提出關於忠

誠度之階段性理論。Jacoby & Chestnut(1978)認為忠誠度不能單以行為面指標

來定義，而應該進一步從消費者態度之結構來探討。也就是消費者品牌忠誠度會

表現於決策之三個階段中，分別如下。 

(1) 信念(belief)：消費者對於此品牌屬性之評價較其他競爭品牌為佳。 

(2) 態度(attitude)：品牌資訊符合消費者情感上之偏好。 

(3) 行為意向(conation)：消費者對於此品牌商品會較他牌有更強之購買意願。 

此外，Oliver(1997)根據上述 Jacoby & Chestnut(1978)所提出之模式加以

擴充，提出顧客忠誠四階段論點(loyalty phases)，並認為忠誠度乃是先產生於

消費者之態度層面，進而表現於外在之購買行為。茲將四階段分述如下。 

(1) 認知忠誠(cognitive loyalty)： 

消費者在此階段之忠誠僅止於對於某品牌之信念，亦即相較於其他品牌，

消費者較為偏好某品牌之屬性。認知忠誠主要是由於消費者先前對於產品

之知識或經驗所形成，其所重視的僅是產品所表現之績效，很容易受到競

爭者所影響。 

(2) 感情忠誠(affective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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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階段中，消費者由先前所累積滿意之使用經驗，產生對於某品牌之喜

好態度。然而，感情忠誠仍易受到競爭者影響，使消費者轉換至其他品牌。 

(3) 意動忠誠(conative loyalty)： 

意動忠誠是受先前對某品牌之正向情感影響，所形成對於特定品牌之重複

購買承諾。但是這種對於特定品牌之意動忠誠，仍然有可能不會進行重複

購買行為。 

(4) 行動忠誠(action loyalty)： 

消費者在前一階段之行為意向在此階段會轉換為實際再購買行為，並克服

可能阻礙其進行再購買行為之障礙。消費者若持續進行再購買行為，會形

成對於某特定品牌之「行為慣性(action inertia)」，不易受到其他競爭品

牌之影響。 

由前述之觀點可知，著重行為面向之理論認為，顧客忠誠度是指消費者對特

定品牌之重複購買行為，因此可依實際購買行為來衡量忠誠度。著重心理面向之

理論則認為，忠誠度是由於消費者對某特定品牌之偏好造成重複購買行為，因此

可依消費者對某品牌之偏好程度來衡量忠誠度。有關顧客忠誠度衡量之理論，將

在 2.4 節彙整並詳細說明之。 

根據 Heskett、Sasser & Hart(1989)指出，吸引一個新顧客之成本約是保

留一個舊有顧客的五倍。Reichheld & Sasser(1990)在調查十四個產業之後，發

現企業若能減少 5%的顧客流失率，則利潤將提高 25%至 95%。相較於一般顧客，

忠誠顧客會購買更多產品、願意付較高金額且會提供正面口碑

(word-of-mouth)(Kenny & Reichheld, 1990; Keaveney, 1995)。Sambandam & 

Lord(1995)研究發現，對於特定商店具有忠誠度之消費者，當他在購買商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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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減少其考慮集合(consideration set)中商店數量，並花費較少精力去搜尋其

他替代商店。Frederick(1996)則指出忠誠顧客之特性，包括購買數量較多、所

需服務時間較短、對價格之敏感度較低與會帶來新顧客等。安迅資訊系統公司

(1999)則指出忠誠顧客更容易挽留、每年買的更多、每次買的更多與會買較高價

位之商品等特性（葉華容，2000）。Kolter(1999)則認為忠誠顧客擁有較常惠顧、

較常向公司提出建言、公司提供之服務成本較低與較能體諒漲價措施等特性（葉

華容，2000）。除此之外，許多學者更是直接表示忠誠顧客將是企業競爭優勢之

主要來源(Frederick, 1996; Day, 2000)。由此可見，維持忠誠顧客對企業之重

要性。 

以上所述是以傳統商業環境為背景來探究顧客忠誠度。反觀在網際網路時代

之電子商務環境中，顧客可以在短時間內輕易蒐集來自於不同品牌之商品或服務

資訊，要維持顧客忠誠度實屬不易。Bain & Mainspring(2000)之研究發現，網

路商店若要從一位顧客身上獲取利潤，則該位顧客至少要在此網站購物四次以

上，或必須留住此顧客十八個月以上才能達到損益平衡。蔡右玫(2000)更指出，

網路商店平均獲取一位顧客的成本需要 82 美元，型錄商店平均只需十二美元，

而傳統零售商也僅需要 38 美元。因此，顧客忠誠度在電子商務環境中之重要性

更勝於傳統商務。雖然在電子商務中顧客忠誠度更難維持，然而，傳統顧客忠誠

度之各項法則仍然適用(Reichheld & Schefter,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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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顧客忠誠度之建立、管理與衡量 

要建立與管理顧客忠誠度，必須先瞭解影響顧客忠誠度之因素。

Srinivasan、Anderson & Ponnavolu(2002)提出 8項可能會影響網路商店中消費

者忠誠度(e-loyalty)之因素，簡稱 8C，茲分述如下。 

(1) 客製化(Customization)： 

網路零售商能夠依照個別顧客之需求，提供合適商品、服務和交易環境之

能力。 

(2) 接觸互動性(Contact Interactivity)： 

網路零售商能夠透過網站以提供顧客必要之協助，並與其進行雙向溝通之

程度。 

(3) 培養(Cultivation)：  

網路零售商提供相關產品資訊與購買誘因給顧客，以拓展其顧客購買商品

之廣度與深度。 

(4) 關懷(Care)： 

網路零售商關切所有顧客接觸活動與避免服務失誤發生之盡力程度。 

(5) 虛擬社群(Community)： 

網路零售商能夠提供給現有顧客與潛在顧客分享彼此資訊及意見機會之程

度。 

(6) 選擇性(Choice)： 

網路零售商所提供多樣化商品之能力。 

(7) 便利性(Convenience)： 

顧客所感受網站介面操作之容易程度。 

(8) 網站特色(Chara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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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整體形象和風格，如文字、圖片、標語、顏色等。 

此外，Marcel、Krish & Katrin(2001)提出了電子商務顧客忠誠度架構

(E-Loyalty Framework)，其中包含了 5 大類促成忠誠度之因素，如表 2.4-1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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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 電子商務顧客忠誠度架構 

類別 內容 

客製化商品 

大量商品選擇 

商品品質 

商品保證 

知名品牌 

價值提議 

定價 

品牌形象與品牌建立 
品牌塑造 

社群建立 

被信任感 

第三方認證 

隱私 

名聲 

信賴度 

授權 

被信任感與安全性 

交易之不可否認性 

快速之網頁讀取速度 

易於瀏覽 

個人化網站特色 

針對目標顧客群所設計 

語言選擇 

有效率之搜尋功能 

伺服器可靠度 

網站內容 

網站與資訊技術 

快速的結帳流程 

快速的顧客回應 

易於聯繫 

免費的線上應用程式 

易於付款之機制 

快速的送貨速度 

送貨方式選擇 

顧客服務 

顧客回饋系統 

     資料來源：Marcel、Krish & Katrin(2001) 

在顧客忠誠度衡量方面，除了可由 2.3 節 Griffin(1995)所提之忠誠顧客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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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表現來觀察，相關文獻中亦提供了許多不盡相同之觀點（吳勇德，2002），有

些僅包含顧客行為面向，有些則融入了顧客心理層面。Stum & Thiry(1991)認為

忠誠顧客之衡量，可從重複購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向他人推薦與對競爭者

免疫之程度幾方面出發。Forne(1992)指出重購意願與顧客對價格容忍度兩項。

Selnes(1993)則以重購意願與向他人推薦兩方面來衡量。Heskett、Thomas、Gary 

& SasseLeonard(1994)指出重複購買與重購意願兩點。Prus & Brandt(1995)亦以

重複購買、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與向他人推薦等行為來衡量。Janes & 

Sasser(1995)則利用重購意願與最近一次購買時間、購買次數、購買數量等基本

行為，加上公開推薦、口碑、介紹顧客等衍生行為來觀察。Sirohi、McLaughlin 

& Wittink(1998)亦指出重購意願、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與向他人推薦之行為三

項。最後，Peltier & Westfall(2000)提到重購意願與向他人推薦。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則指出重購意願、向他人推薦、價格容忍度與價

格交叉購買意願等四項。如表 2.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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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2 顧客忠誠度衡量指標 

學者 顧客忠誠度衡量指標 

Stum & Thiry(1991) 

1.重複購買 

2.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 

3.向他人推薦 

4.對競爭者免疫的程度 

Forne(1992) 
1.重購意願 

2.顧客對價格的容忍度 

Selnes(1993) 
1.重購意願 

2.向他人推薦 

Heskett, Thomas, Gary, Sasser & 

Leonard(1994) 

1.重複購買 

2.重購意願 

Prus & Brandt(1995) 

1.重複購買 

2.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 

3.向他人推薦的行為 

Janes & Sasser(1995) 

1.重購意願 

2.基本行為：最近一次購買時間、購買

次數、購買的數量等 

3.衍生行為：公開的推薦、口碑、介紹

顧客等 

Sirohi, McLaughlin & Wittink(1998)

1.重購意願 

2.購買該公司的其他產品 

3.向他人推薦的行為 

Peltier & Westfall(2000) 
1.重購意願 

2.向他人推薦 

Gronholdt, Martensen & 

Kristensen(2000) 

1.重購意願 

2.向他人推薦 

3.價格容忍度 

4.價格交叉購買意願：指購買同一公司

其他產品的意願 

資料來源：吳勇德(2002) 

此外，Gillespie、Oliver & Thiel(1999)則針對網路使用者提出網站忠誠

之衡量面向。包括在一定期間內拜訪網站之次數、每次拜訪網站所停留之時間與

每次拜訪網站瀏覽資訊之深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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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顧客忠誠度衡量方法，大多以行為面向來出發。然而，亦有學者以態度

忠誠之觀點來衡量顧客忠誠度。Jacoby(1971)將消費者對各品牌偏好態度分為接

受、中立及拒絕三個區域，以區域間之距離或品牌數目來衡量顧客忠誠度。Monroe 

& Guiltinan(1975)則要求受訪者在不考慮價格之情況下，依消費者對各品牌之

購買意願來判斷其忠誠度。McMullan & Gilmore(2003)更以 Oliver(1997)顧客

忠誠度四階段模型為基礎，建立顧客忠誠度量表，並完成實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