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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研究方法 

 

由第 2章所回顧之文獻可得知，大部分衡量顧客忠誠度之之方法皆由行為觀

點出發，例如利用最近購買次數、購買頻率、購買金額、購買數量與向他人推薦

之次數等指標來衡量顧客忠誠度。本研究藉由 Oliver(1997)所提出之忠誠度階

段(Loyalty Phases)模型，將行為與態度兩觀點結合，藉以衡量網路商店之顧客

忠誠度。此外，本研究亦利用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指出電子商務

顧客忠誠度之促成因素，來探討促成不同忠誠程度顧客之因素。 

本章以第 2章所探討之文獻為理論基礎，經歸納與整理後，發展研究方法。

首先，3.1 節說明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其次，3.2 節敘述由研究架構衍生出之研

究假設。3.3 節則詳細說明本研究變數之定義與操作化。最後，3.4 與 3.5 節將

前測、抽樣設計與資料分析方法等分別做出說明。 

3.1 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設 

3.3 變數定義與問卷設計 

3.4 研究設計 

3.5 資料分析工具與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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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架構 

在第 2章回顧之文獻中提到，McMullan & Gilmore(2003)根據 Oliver(1997)

所提出之忠誠度階段(Loyalty Phases)，也就是認知階段(Cognitive Phase)、

感情階段(Affective Phase)、意動階段(Conative Phase)與行動階段(Action 

Phase)等四階段模型，發展出衡量顧客忠誠度之量表(scale)。另外，Marcel、

Krish & Katrin(2001)藉由文獻上之回顧與探究，提出了電子商務顧客忠誠度架

構(The E-loalty Framework)，包含了價值提議(Value Propositions)、品牌塑

造(Brand Building)、被信任感與安全性(Trust and Security)、網站與資訊技

術(Website and Technology)，以及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等五大構面。

本研究即以上述兩模型為基石，進一步探討促成網路商店各階段顧客忠誠度之因

素。本研究之研究架構如圖 3.1-1 所示。 

認知忠誠度

感情忠誠度

意動忠誠度

行動忠誠度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

價值提議

品牌塑造

被信任感與安全性

網站與資訊技術

顧客服務

 

 
圖 3.1-1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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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在確立研究架構之後，本研究進一步即透過演繹(deduction)之方式產生假

設。本節依理論架構中，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之五大構面，建立 25 項研究假設。

如表 3.2-1 所示。 

表 3.2-1 研究假設 

構面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H0 1a 
網路商店之「客製化」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

有差異。 

H0 1b 
網路商店之「商品選擇」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1c 
網路商店之「商品品質」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1d 
網路商店之「商品保證」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1e 
網路商店之「商品價格」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價值

提議 

H0 1f 
網路商店之「顧客關係管理」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

意程度有差異。 

H0 2a 
網路商店之「品牌形象」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品牌

塑造 
H0 2b 

網路商店之「社群」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有

差異。 

H0 3a 
網路商店之「第三方認證機制」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

滿意程度有差異。 

H0 3b 
網路商店之「隱私權政策」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

程度有差異。 

H0 3c 
網路商店之「聲譽」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有

差異。 

被信

任感

與安

全性 
H0 3d 

網路商店之「交易身份查核機制」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

滿意程度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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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面 研究假設 假設內容 

 H0 3e 
網路商店之「交易證明機制」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

意程度有差異。 

H0 4a 
網路商店之「網頁讀取速度」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

意程度有差異。 

H0 4b 
網路商店之「易用性」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

有差異。 

H0 4c 
網路商店之「伺服器可靠度」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

意程度有差異。 

H0 4d 
網路商店之「購物流程」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4e 
網路商店之「網站特色」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網站

與資 

訊技

術 

H0 4f 
網路商店之「互動性」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

有差異。 

H0 5a 
網路商店之「顧客回應」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5b 
網路商店之「聯繫方式」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5c 
網路商店之「付款機制」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5d 
網路商店之「商品處理」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

度有差異。 

H0 5e 
網路商店之「顧客回饋系統」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

意程度有差異。 

顧客

服務 

H0 5f 
網路商店之「退換貨」在不同忠誠度之顧客中，滿意程度

有差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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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變數定義與問卷設計 

本節主要目的是將本研究中相關之研究變數，給予明確之操作型定義，以設

計本研究之問卷。由 3.1 節所提之研究架構可知，本研究之研究變數是指顧客忠

誠度促成因素與顧客忠誠度，其中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主要是由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電子商務顧客忠誠度架構，並參照相關文獻，歸納出價值

提議、品牌塑造、被信任感與安全性、網站與資訊技術及顧客服務等五大類變數。

顧客忠誠度則依 Oliver(1997)所提之顧客忠誠度階段分為認知忠誠度、感情忠

誠度、意動忠誠度與行動忠誠度等四大項。在定義完變數後，本研究採用李克特

(Likert)之五級距量表，將各變數所產生之問卷題項予以計分。由低至高依序為

一至五分，分別代表「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與「非常同意」。

以下依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與顧客忠誠度兩類變數分別敘述之。 

3.3.1  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 

本研究定義「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為促使顧客對某一網路商店擁有忠誠之

因素。以下分別就五大類變數詳述之。 

(1) 價值提議： 

在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價值提議」中「知名品牌」一

項，與「品牌塑造」之「品牌形象與品牌建立」頗有相同之處，因此本研

究將此因素捨棄於此類別外。其次，本研究亦將 Srinivasan、Anderson & 

Ponnavolu(2002)所提，八項影響網路商店消費者忠誠度之因素中，「培養」

與「關懷」兩項納進價值提議類變數，並以「顧客關係管理」來命名。此

類別所有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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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客製化： 

客製化指的是網路商店能應客戶需求對商品內容做調整之程度。 

B. 商品選擇： 

商品選擇是指網路商店對同類商品提供不同選擇之程度。 

C. 商品品質： 

商品品質指的是網路商店販售商品品質之優劣程度。 

D. 商品保證： 

商品保證是指網路商店對其販售商品做出保證之程度。 

E. 商品價格： 

商品價格是指網路商店商品定價與其他網路商店相比差異之程度。 

F. 顧客關係管理： 

顧客關係管理是指網路商店在顧客關係之建立與維持所為之完善程度。 

(2) 品牌塑造： 

在品牌塑造類別中，本研究直接將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

「品牌塑造」中「品牌形象與品牌建立」與「社群建立」兩項，直接納入

研究變數中，並重新命名為「品牌形象」與「社群」。其操作型定義如下。 

A. 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指的是網路商店在品牌經營上，使消費者有正面印象之程度。 

B. 社群： 

社群是指網路商店在社群經營上優劣之程度。 

(3) 被信任感與安全性： 

在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被信任感與安全性」之「被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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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與「信賴度」中，因其屬於較抽象之概念，且可藉由其他因素來促成，

所以本研究將其捨棄於此類變數之外。其餘的因素皆被本研究納為變數，

並將名稱稍加修改。此類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A. 第三方認證機制： 

第三方認證機制指的是網路商店透過第三方認證業者來完成交易上所需流

程之完善程度。例如「PC home Online 線上購物」經過網際威信(HiTrust)

認證為「全球安全認證網站」，並使用其 VeriSign 電子交易安全簽章認證

服務。 

B. 隱私權政策： 

隱私權政策是指網路商店對顧客消費資訊保護之程度。 

C. 聲譽： 

聲譽指的是網路商店在市場上名聲和信譽之良善程度。 

D. 交易身份查核機制： 

交易身份查核機制是指網路商店提供查核顧客身份機制之完善程度。例如

「博客來網路書店」利用會員資料之查核，確認顧客身份。 

E. 交易證明機制： 

交易證明機制指的是網路商店提供交易過程相關證明之完善程度。例如「博

客來網路書店」利用電子郵件傳送訂購確認單給顧客。 

(4) 網站與資訊技術： 

在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網站與資訊技術」中「語言選

擇」一項，由於本研究以台灣地區網路商店為主要研究對象，且綜觀這些

網路商店並無提供繁體中文以外之其他語言選擇，因此在建構網站與資訊

技術類之變數時，本研究不加以考量。另外，此類別之變數亦參照

Srinivasan、Anderson & Ponnavolu(2002)所提之八項影響網路商店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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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忠誠度因素中之「接觸互動性」、「便利性」與「網站特色」，將 Marcel、

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易於瀏覽」與「有效率之搜尋功能」整合

成「易用性」；「結帳流程」修改為「購物流程」；「網站內容」改成「網站

特色」；「個人化網站特色」與「針對目標顧客群所設計」整合成「互動性」。

各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A. 網頁讀取速度： 

網頁讀取速度指的是顧客點選網路商店網頁到下載完成之速度。 

B. 易用性： 

易用性是指網路商店之操作介面，讓顧客容易使用之程度。 

C. 伺服器可靠度： 

伺服器可靠度是指網路商店之網站提供服務之穩定程度。 

D. 購物流程： 

購物流程是指網路商店購物流程簡便之程度。 

E. 網站特色： 

網站特色指的是網路商店網站內容能吸引消費者之程度。 

F. 互動性： 

互動性是指網路商店網站利用資訊技術達成跟顧客互動之程度。例如運用

多媒體技術展現商品內容。 

(5) 顧客服務： 

在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之「顧客服務」中「免費的線上應

用程式」一項，由於此因素在台灣地區網路商店較為罕見，因此在建構顧

客服務類之變數時，本研究不予以考量。此外，「快速的送貨速度」與「送

貨方式選擇」頗具關係，因此本研究將其合併，並命名為「商品處理」。此

類別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之研究 
 

- 38 - 

A. 顧客回應： 

顧客回應指的是網路商店對於顧客詢問及時且有效回應之程度。 

B. 聯繫方式： 

聯繫方式是指網路商店所提供之聯繫方式符合顧客需求之程度。 

C. 付款機制： 

付款機制指的是網路商店所提供之付款方式符合顧客需求之程度。 

D. 商品處理： 

商品處理是指網路商店在接受訂單後，相關商品處理動作讓顧客滿意之程

度。 

E. 顧客回饋系統： 

顧客回饋系統指的是網路商店提供回饋顧客方案之優劣程度。如消費集點

送贈品。 

F. 退換貨： 

退換貨是指網路商店在退換貨處理上使顧客滿意之程度。 

以上所有變數對應之問卷題項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衡量構面與問項 

衡量構面 變數 問卷題項 

客製化 9.此網站能依據我的需求來動態調整商品的組合。 

商品選擇 10.此網站有許多同類商品可供選擇。 

商品品質 11.此網站提供之商品品質良好。 

商品保證 32.此網站提供適切的商品保證。 

商品價格 12.此網站之商品價格頗為合理。 

價值提議 

顧客關係管

理 
13.我覺得此網站很重視我這個客戶。 

品牌形象 14.我會因網路商店的形象而選擇在此購物。 

品牌塑造 
社群 

33.此網站提供不錯的討論空間，能讓顧客分享彼此

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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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顧客忠誠度 

本研究定義「顧客忠誠度」為促使顧客對某一網路商店之忠誠程度。以下分

別就四大項變數詳述之。 

衡量構面 變數 問卷題項 

第三方認證

機制 

34.此網站的第三方認證機制頗為完善。例如「PC home 

ONLINE 線上購物」使用網際威信認證。 

隱私權政策 
15.我相信此網路商店不會將我的個人資料洩漏出

去。 

聲譽 16.此網站的聲譽極為卓越。 

交易身份查

核機制 

17.此網站對購物者身份的查核能降低交易身份被冒

用的風險。 

被信任感

與安全性 

交易證明機

制 

18.此網站提供頗為完善的交易證明機制，以便於交

易發生糾紛時查證。 

網頁讀取速

度 
19.我不用花很多時間等待網頁的出現。 

易用性 20.我很容易在此網站找到我要的資訊。 

伺服器可靠

度 
21.此網站很少有連結不上的情形。 

購物流程 22.此網站購物程序簡便。 

網站特色 23.此網站的設計很賞心悅目。 

網站與資

訊技術 

互動性 

24.此網站以多元的方式（如圖片、聲音或動畫等）

呈現商品。 

35.我很滿意此網站提供的個人化服務。 

顧客回應 
25.此網站能迅速回應我的問題。 

26.此網站能準確回應我的問題。 

聯繫方式 27.此網站提供的聯繫方式切合我的需要。 

付款機制 28.此網站的付款方式符合我的需求。 

商品處理 

29.在此網站購買之商品皆能準時送達。 

30.此網站能讓我充分瞭解商品處理狀態。 

31.此網站提供的商品遞送方式讓我相當滿意。 

顧客回饋系

統 

36.此網站贈送的東西是我喜歡的。 

37.我很滿意此網站的贈品兌換方式。 

顧客服務 

退換貨 38.在此網站退換貨非常簡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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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忠誠度： 

由於消費者先前對於產品之知識或經驗，對網路商店所形成之忠誠程度。 

(2) 感情忠誠度： 

由先前所累積滿意之使用經驗，產生對網路商店之忠誠程度。 

(3) 意動忠誠度： 

受先前對網路商店之正向情感影響，形成對其重複購買承諾之程度。 

(4) 行動忠誠度： 

消費者會克服可能造成其對網路商店進行再購買行為障礙之程度。 

以上變數所對應之問卷題項如表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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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衡量構面與對應之題項 

衡量構面 問卷題項 

我能瞭解此網路商店與其他網路商店不同之處。 

當我選擇網路購物時，我對網路商店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在選擇網路商店時，我對於找尋更低價的產品不感興趣。 

在選擇購物網站時，我會比較不同網站的價格，並確保能獲得最

大價值。 

此網路商店使用之技術極具水準。 

認知忠誠度 

此網路商店之使用者界面是有吸引力的。 

此網路商店能引起我瀏覽或購物的興趣。 

此網路商店完全地提供我所需要的產品。 

此網路商店整體上與我預期的不同。* 

此網路商店很有親切感。 

我樂於跟別人分享有關此網站的一切。 

我對此網站有所偏好。 

感情忠誠度 

在此網路商店購物，讓我覺得自己很有水準。 

我很喜愛在此網路商店購物。 

此網路商店不只是一個購物網站。 

如果有其他的網路商店比此網路商店之商品便宜，我會嘗試以該

網路商店取而代之。* 

如果有其他網路商店提供比此網路商店更多的功能選擇（如個人

化的操作界面），我會嘗試以該網路商店取而代之。* 

如果其他網路商店比此網路商店有更大的名聲，我會以該網站取

而代之。* 

如果其他網路商店的客服人員比此網路商店更親切，我會嘗試以

該網路商店取而代之。* 

我很關心此網站的任何資訊。 

我認為自己對此網站有高度忠誠。 

意動忠誠度 

當我每次在選擇網路商店時，我可能對此網路商店感到膩煩。*

如果下次同樣要採用網路購物，我會選擇其他網路商店。* 

當我看到一個新的網路商店跟一般的不同時，我會深入瞭解。*

我通常在同一個網路商店購物。 

當我到一個網路商店購物時，我通常會買我熟習的商品。 

如果我喜歡一個網路商店，我很少會轉而向其他網路商店購買。

行動忠誠度 

就算商品很棒，我也會對購買相同品牌感到厭煩。* 

註：*表示反項問法。 



  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之研究 
 

- 42 - 

3.4  研究設計 

本研究欲探討網路商店促成不同程度忠誠度之因素，文獻上並無完全符合本

研究目的之樣本資料可供利用，因此採用調查法進行。此外，本研究將採用量化

方法來分析樣本資料，必須有大量之樣本數，受限於時間及成本，因此採用自填

式問卷來獲得初級資料。 

不論研究者再怎麼仔細設計問卷，出現錯誤的可能性是永遠存在的。因此本

研究在初步擬定問卷內容後，必須先對問卷進行前測，隨後針對前測結果將問卷

加以修正，以免於後續研究時產生偏誤。以下針對問卷前測與抽樣設計等兩項與

研究設計有關的項目進行說明。 

(1) 問卷前測： 

本研究問卷之前測分兩部分進行，一部份是利用電子郵件傳送前測問卷填

答邀請函，邀請有參與興趣之消費者填答。另一部份則採取一對一訪談之

方式，藉此直接從填答者填答過程中，瞭解問卷之缺失，以修正如問卷題

意不清等問題。在所有前測問卷回收後，隨即仿照正式問卷分析之流程做

小規模之測試，包含信度與效度分析等，並進而修改成正式問卷。正式問

卷請參閱附錄。 

(2) 抽樣設計： 

為了使得填答者易於填寫網路商店填答對象，並期望觀察目前網路商店發

展情況，本研究在正式問卷的一開始增加了問卷填答對象及消費次數之選

項，其中問卷填答對象尚包含「其他」之自填項目。這些對象之決定乃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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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2002年經濟部商業司所舉辦 e21金網獎之複選名單，並經過本研究篩選

與增添而得。 

由上所述可知，較適當之抽樣應當是將問卷連結放置於此十七家網路商店網

站之首頁，以準確抽取具代表性之樣本。然而，受限於業者合作之意願，本研究

採用便利抽樣之方式，將問卷填答邀請利用電子郵件廣為傳送，並於相關討論區

或願意協助本研究之網站公告相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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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資料分析方法與工具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及變數衡量方式，決定採用統計套裝軟體

SPSS 12.0 for Windows 作為分析工具，再經由其產生之統計報表來做資料分析。

除了一般敘述統計分析之外，並針對研究假設進行檢定。本研究採用之統計分析

方法如下。 

(1) 敘述性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 

此分析之目的是用來敘述樣本結構。在此針對網路商店消費者人口統計變

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行業、月收入，以及問卷填答對象、消

費次數與上網方式等樣本資料與其分佈狀況，進行描述。 

(2) 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與效度分析(Validity Analysis)： 

信度是指測量工具之精確程度，信度分析之目的在評估問卷中各項題目間

是否具有一致性。本研究採用 Cronbach＇s α係數作為信度分析之指標。

並利用 Wortzel(1979)所主張之判別標準，判定問卷信度。另外，效度則是

指測量工具之準確程度。本研究採用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與建構

效度(Construct Validity)來評估問卷之效度。 

(3) 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 Way ANOVA)： 

本研究之目的之一是找出促成各階段網路商店顧客忠誠度之因素，因此採

用變異數分析來觀察各促成因素在不同階段之顧客中是否有所差異。由於

是個別針對不同促成因素進行探討，本研究採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並將

因子設定為顧客忠誠度，藉由各因子水準中之填答者對某促成因素給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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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來比較不同因子水準中之平均分數是否有顯著差異，即可得知該促

成因素是否對顧客忠誠度發生影響。 

(4) 雪費多重比較法(Scheff＇e Multiple Comparisons)： 

在單因子變異數分析發現某促成因素對顧客忠誠度產生影響後，必須進一

步對顧客忠誠度不同階段中之樣本相互比較，才能得知該促成因素之顯著

影響對象。且由於各階段樣本數不盡相同，因此本研究採用雪費法來進行

多重比較。 

(5) 獨立樣本 t 檢定(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 

在進行變異數分析，必須考量其變異數同質之假設，倘若特比較群中不符

合同質性假設，則不適用變異數分析。因此，欲此情況時，本研究採取獨

立樣本 t檢定來代替。各群間兩兩相互檢定，亦能發現各群在不同促成因

素表現上之異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