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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結論與建議 

 

本研究主要是透過不同忠誠度之顧客對於網路商店各忠誠度促成因素之滿

意程度，發現促成各階段忠誠度之關鍵因素。藉由第 4章資料分析之結果，可歸

納出多項結論，本章將逐一詳細說明。此外，本章亦根據研究，進一步解析各結

論中所隱含之意義，此番意涵對網路商店業者而言，可做為業務發展與經營管理

上之參考。最後，本章將指出本研究貢獻與限制之所在，並給予後續研究者研究

相關之建議。 

本章共分為四小節。首先，5.1 節將研究結論列示並加以說明，並且藉由進

一步依據研究結論，提出建議供網路商店經營者參考；其次，5.2 節指出本研究

之貢獻所在，包含實務與學術兩方面；繼而，5.3 節敘述研究限制，包括研究範

圍、量表建立與抽樣等方面之限制；最後，5.4 節則提供後續研究建議，詳細敘

述未來研究可發展之方向，以及研究時所需注意之事項。 

 

5.1 研究結論與建議 

5.2 研究貢獻 

5.3 研究限制 

5.4 後續研究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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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研究結論與建議 

藉由第 4章資料分析結果，可導出本研究之結論，並給予經營者相關建議。

以下分為網路商店顧客基本資料與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 2方面說明之。 

5.1.1  網路商店顧客基本資料 

經由對網路商店顧客基本資料之描述，可以歸納出人口統計變數與消費者購

買經驗兩部分之結論與建議，茲分述如下。 

(1) 人口統計變數： 

在人口統計變數方面，包含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與行業別等四點： 

A. 性別： 

在本研究所回收之有效樣本中，女性所佔比例為 63.5%，比起男性 36.5%高

出一倍多。顯示不同於網際網路發展初期，在網際網路相關知識普及之後，

女性在電子商務環境中消費總人口遠超過男性。此與實體商務中，大眾市

場主要消費群以女性為主之現象頗為雷同。因此，網路商店經營者必須在

商品內容、網站介面，乃至於行銷活動等各環節中，多從女性角度出發，

以迎合主要消費群，進而達到營收成長之目的。 

B. 年齡： 

以年齡來看，23 至 30 歲之消費者為最多數，佔 53.8%；其次則是 19 至 22

歲，佔 36.1%。顯示會透過網路商店購物之消費者，均為年紀較輕的一群。

而處於大學畢業後年紀之消費者較附經濟能力，在有了收入來源後，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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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增加，因此人數比起年紀還處於大學生階段之消費者還多。由此可見，

網站經營者應將行銷活動之目標，設定在此一年齡層之消費群，以增加交

易達成率。 

C. 教育程度： 

在教育程度方面，以大專院校程度之消費者居多，佔 68.8%；其次則是擁有

研究所以上學歷之消費者，佔 28.3%。顯示網路商店消費者大多受過高等教

育，並擁有大學以上之教育程度。 

D. 行業別： 

除了學生以外，各行業別消費者分佈尚稱平均。顯示於網路商店購物之消

費者並非屬於特定任一產業之工作者。 

(2) 消費者購買經驗： 

由第 4章提及之問卷填答對象資料可知，消費者往來對象中人數最多的是

「Yahoo!奇摩購物 1」，佔 44%；「博客來網路書店」次之，佔 22.3%；第三

則是「PChome Online 線上購物」，佔 15.5%。顯示擁有眾多品項之網路商

店能獲得較多與消費者接觸之機會。因此，購物商城(mall)型之網路商店

經營者可藉由增加駐店數來擴充產品線，非購物中心型之業者則可以增加

商品品項之方式，來吸引更多來客數。 

此外，在購物次數方面，以 1至 3次之消費者為最多，佔 42.7%。顯示網路

商店在交易達成率上，尚具由大幅之成長空間，在顧客忠誠度之提升上更

是如此。最後，由消費者連接網際網路以非對稱數位用戶迴路(Asymmetric 

Digital Subscriber Line, ADSL)為最多之情況來看，消費者多半是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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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期間於私人住所上網購物。 

值得一提的是，本研究在進行正式問卷調查時，許多受訪者質疑為何不將

拍賣網站納入問卷填答對象之內。此外，本研究在決定無效樣本時，亦發

現許多問卷填答對象設為拍賣網站之情況。由此可見，拍賣網站在台灣地

區兩大業者—「Yahoo!奇摩拍賣」與「eBay」，積極推廣且相互激烈競爭之

下，由於其品項繁多、商品搜尋簡便與易於比價等優點，已經威脅到網路

商店之經營版圖。許多消費者談到網路購物，直接聯想到的是拍賣網站，

而非網路商店。因此，網路商店經營者必須針對拍賣網站諸多先天上之限

制，來強調並強化本身服務優勢以說服消費者。例如藉由建立安全交易環

境與完善售後服務來凸顯與拍賣網站之不同。 

5.1.2  顧客忠誠度促成因素 

由 4.5 節之檢定結果可知，每一忠誠程度之顧客群在各促成因素中均有不盡

相同之表現。在各類別中，均有可促成更高一層忠誠度之因素，本研究稱之為顧

客忠誠度關鍵促成因素。這些因素共計有 20 項，包括「價值提議」類別中之「客

製化」、「商品選擇」、「商品品質」、「商品價格」與「顧客關係管理」；「品牌塑造」

類別中之「品牌形象」；「被信任感與安全性」類別中之「隱私權政策」、「聲譽」、

「交易身份查核機制」與「交易證明機制」；「網站與資訊技術」類別中，「網頁

讀取速度」、「易用性」、「伺服器可靠度」、「購物流程」、「網站特色」與「互動性」；

「顧客服務」類別中，「顧客回應」、「聯繫方式」、「付款機制」與「商品處理」。

如表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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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顧客忠誠度關鍵促成因素 

類別 主要促成因素 

價值提議 

客製化 

商品選擇 

商品品質 

商品價格 

顧客關係管理 

品牌塑造 品牌形象 

被信任感

與安全性 

隱私權政策 

聲譽 

交易身份查核機制 

交易證明機制 

網站與資

訊技術 

網頁讀取速度 

易用性 

伺服器可靠度 

購物流程 

網站特色 

互動性 

顧客服務 

顧客回應 

聯繫方式 

付款機制 

商品處理 

此外，由 4.5 節雪費法(Scheff＇e Method)比較結果可知，「價值提議」類

別中之「商品保證」因素方面，高度忠誠顧客群之滿意度顯著高於中度忠誠顧客

群與低度忠誠顧客群，中度忠誠顧客群卻非顯著高於低度忠誠顧客群。顯示要將

中度忠誠顧客推向高度忠誠，網路商店經營者必須將商品保證相關措施做好。然

而，如果欲將低度忠誠顧客推向中度忠誠，在商品保證方面下功夫較不容易達成

預期功效。 

在「品牌塑造」類別中之「社群」因素方面，高度忠誠顧客群對於社群相關

事宜之滿意度非顯著高於中度忠誠顧客群，高度與中度忠誠顧客群卻顯著高於低

度忠誠顧客群。顯示要將低度忠誠顧客推向中度忠誠，網路商店業者可在社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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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方面多做努力。然而，要藉由社群經營之成功，將中度忠誠顧客推向高度忠誠

並不容易。 

在「顧客服務」中之「顧客回饋系統」與「退換貨」因素方面，高度忠誠顧

客群之滿意度顯著高於中度忠誠顧客群。顯示網路商店業者欲將中、低度忠誠顧

客推向高度忠誠時，必須將此兩項因素之內容做好，才能達到具體功效。 

在「被信任感與安全性」類別中之「第三方認證機制」因素方面，由於各忠

誠顧客群間均無顯著差異，且滿意度極低。又衡量此因素之題項具有「不知道」

選項，可見多數消費者對第三方認證機制並不熟悉。由此結果顯示，該因素在忠

誠度提升上並無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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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研究貢獻 

本研究在經過文獻整理與實證分析之後，不論在學術或實務上皆有所貢獻，

茲分述如下。 

(1) 學術上之貢獻： 

本研究針對 Marcel、Krish & Katrin(2001)所提出電子商務促成顧客忠誠

度之因素一一加以驗證，並進一步找出關鍵因素，使得這些因素更具代表

性。此外，本研究將 McMullan & Gilmore(2003)在傳統商務上發展之顧客

忠誠度衡量方法，運用於電子商務領域中，透過統計分析方法，將量表量

測能力做一檢測，並進一步加以修正。最後，將兩大理論整合，進行實證

分析，釐清各促成因素與各忠誠程度間之關係。 

(2) 實務上之貢獻： 

本研究有別於一般文獻中利用顧客行為來衡量其忠誠度之方法，藉由量測

顧客心理態度，以瞭解顧客之忠誠程度。此舉有助於網路商店經營者更加

瞭解與其往來之消費者。此外，由於各項忠誠度促成因素之經營，對網路

商店經營者來說，皆需要耗費相當大之成本。因此業者可先藉由本研究所

發展之量表，量測目前主要客群之忠誠程度，並進一步針對主要客群所在

階段之更高一層忠誠度中各項促成因素來深度經營，以提升顧客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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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限制 

本研究力求嚴謹，以確保研究結果之正確性。然而，礙於時間、人力與經費

等因素，仍有幾點限制，茲分述如下。 

(1) 研究母體之地域限制： 

由於本研究母體鎖定為台灣地區網路商店之顧客，因此研究結果亦僅能完

全代表台灣地區網路商店經營之實際情況，如欲推論至其他地區，其結論

不一定正確。因此，本研究在地域上有所限制。 

(2) 態度量測上之限制： 

本研究問卷量表之設計係採李克特(Likert)五個等級尺度，並假設各等級

間差距相同，且每位受訪者對級距之感受雷同。然而，此與實際情況有所

出入，造成本研究有所限制。 

(3) 樣本母體代表性之限制： 

調查型研究所回收之樣本常易受研究者人脈所影響。因此，本研究可能因

樣本代表性不足而有所限制。 

(4) 受訪者自我選擇之限制： 

本研究是採用網路問卷之方式來進行樣本收集工作，由於每位受訪者皆為

自由參與，且可能是受贈獎誘因影響而填答。因此，本研究藉由這些樣本

所推論出之結果，可能會有所偏誤。此亦為本研究限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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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本研究在運用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將顧客依忠誠度分群

時，發現當顧客分為 3群時，擁有最高鑑別度，也就是指目前顧客對網路商店之

忠誠程度僅能區分出 3個層次（高度忠誠、中度忠誠、低度忠誠），而非不能區

分出顧客處於認知忠誠、感情忠誠、意動忠誠或行動忠誠的哪一階段。此番結果

是由於網路商店歷史甚短，顧客忠誠度經營方面，發展時間亦不長，加上顧客心

理態度之層次（認知、感情、⋯）本難以衡量所造成。因此亦成為本研究限制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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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後續研究建議 

在後續研究上，未來可依幾方面繼續累積本領域之研究成果。茲分述如下。 

(1) 依不同網路商店型態個別進行研究：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包含單店與購物商城等不同類型之網路商店。然而，隨

著網路商店持續發展，業者不斷推出更多元之商品與服務，也使得彼此之

間在經營上產生差異。以單店型來說，業者為了吸引更多消費者前往購物，

不斷增加產品線。而購物商城型之業者，則以不斷增加駐店數量與種類，

來提升競爭力。發展走向之不同，在研究時必須對研究對象有所取捨，以

利比較。因此，在未來可以針對屬性相近之網路商店，進一步研究，例如

僅以不同購物中心型之網路商店為研究對象做更深一層探討。 

(2) 與業者或政府單位合作： 

本研究實證出顧客忠誠度關鍵因素，後續可與業者或政府合作，觀察網路

商店在對某項因素加以精進後，顧客忠誠度實際提升之情況。此外，在進

一步研究時，由於此類研究之性質較偏向實務面，且必須貼近大眾消費市

場，因此如果能與業者或相關政府單位合作，取得更近似研究母體之資料，

必定可使研究之正確性與價值提升許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