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討 C2C 拍賣網站之信任建立與信任所帶來之價值 

 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國內外相關研究 

 Chong等人 (Chong, Yang, & Wong, 2003) 認為在線上拍賣的環境中應將信

任感分成買家對賣家的信任與對中介者(拍賣網站)的信任感來研究，上述兩種信

任形成買家對線上拍賣的信任感，進而影響價值與線上購買意圖，買家對賣家的

信任與對中介者(拍賣網站)的信任感有交互的影響效果，但此研究缺乏哪些因素

影響上述兩種信任感的解答。 

 

圖 2 Chong等人的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Chong, Yang, & Wong, 2003) 

黃柏章的碩士論文(2004)也同樣分成上述兩種信任感進行研究，研究結果顯

示買賣雙方過去經驗是最主要影響對交易對象信任之因素，其次為聲譽以及信任

傾向，但信任傾向的影響極為微弱(Coefficients = 0.09)；另一方面，制度型信任

中使用者知覺的情境正常性是最主要影響對拍賣網站信任之因素，其次是信號，

然而使用者知覺的情境正常性的衡量與一般信任有重覆之處，例如：「大部分網

路商店有能力滿足顧客們的需要」就與Mayer 等人(Mayer, Davis, & Scho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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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的研究中所定義的認知到的能力有重疊之處，難以區分清楚，且黃柏章的

研究缺乏對這兩種信任帶來哪些價值以及產品型態、產品價格等干擾變項的探

討。因此本研究希望能補足以上學者研究未探討的部份，找出哪些因素影響買家

對賣家的信任與對拍賣網站的信任，以及此兩種信任分別帶來的哪些價值，以及

是否有干擾變項存在。 

 

圖 3 黃柏章的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黃柏章，2004 

第二節 信任感 

Lee 和 Turban (2001) 整合過去探討信任的文獻，以不同領域的觀點將信任

的定義主要分為下列三大類： 

1. 人格論(personality theory)：信任是一種對於某種事物的信仰、預期或是

感覺，個人在早期人格發展階段時已深植於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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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會經濟學觀點(sociology and economics)：信任主要是存在於團體之間

與團體成員的一種現象。 

3. 社會心理學觀點(social psychology)：信任是對於交易對象的一種預期，

表現出願意相信交易對象的傾向，有一些因素會增加、維持或是影響交

易雙方的信任程度。 

McKnight 和 Chervany (2000)更將信任分為：信任傾向(Disposition to 

Trust)、制度性信任(Institution-Based Trust)、信任信念(Trusting Beliefs)、信任意

圖(Trusting Intentions)、信任行為(Trust-Related Behavior)。如下表 1所示。 

表 1 信任的內涵 

 概念性層次 操作性層次 
信任傾向 一個人在各種的情境

上，展現願意依賴一般

人的一致性傾向 

1.對人性的相信 
2.信任的立場 

機構性信任 一個人以一種安全的感

覺，相信自己處於有助

於情境上成功的有利條

件上來面臨個人生活或

從事具風險的行為 
 

1. 結 構 上 的 保 證 (Structural 
Assurance)：一個人有把握地相信保證
性的結構─保證、契約、規定、承諾、

法律資源、流程、或程序，是處於情

境上成功。 
2. 結 構 上 的 正 常 狀 態 (Structural 
Normality)：一個人有把握地相信所面
臨的風險的情境，是正常的或有利的。

信任信念 一個人以一種安全的感

覺，相信另一方具有利

於 本 身 的 特 質

(Characteristics)。意指被
信任者願意且能夠為信

任者的利益而行事。 

1. 能力(Competence)：一個人有把握
地相信另一方有能力(Ability)或權力

為他做他所需要的事。 
2. 關懷(Benevolence)：一個人有把握
地相信另一方是是出自於為他的利益

著想地關心他。 
3. 正直(Integrity)：一個人有把握地相
信另一方提供誠實且有保證的協議、

說實話、履行承諾。 
4. 可預測(Predictability)：一個人有把
握地相信另一方的行為是相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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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以致於可以預測他們的行為。 
信 任 意 圖

Trusting 
Intention 

一個人以一種安全的感

覺，願意信賴、或意圖

去信賴另一方，雖然缺

乏對那一方的控制，以

及可能會得到負面結

果。 

1. 願意去依賴(Willingness to Depend)
2. 依 賴 的 主 觀 機 率 (Subjective 
Probability of Depending) 
 

信任行為 一個人以一種安全的感

覺，自願信賴另一人，

縱然可能得到負面的結

果。信任行為隱含著對

風險的接受。 

例如：合作(Cooperation)、資訊分享、
授與自治(Granting Autonomy)、商業交
易(Transacting Business) 

(資料來源：McKnight & Chervany, 2000) 

 除了以上學者們對信任感的定義與解釋，本研究將其他學者們對信任感的定

義整理於表 2。 

表 2  信任感的定義 

學者 信任感的定義 
Thorelli(1986) 信任是一種對伙伴的可依賴性，只要認為對方能依自己期望而

行為就稱為信任。 
Ring & Van 
DeVen (1994) 

信任是指自己對別人的行為有信心或可預測。 

Mayer et al. 
(1995) 

不管自己是否能監督、控制對方，基於信任對方會給予正面回

應而信任對方，即使會因此受到傷害。 
Gulati (1995) 信任是一種期待，期待可以消減交易雙方對投機取巧行為的恐

懼。 
Das & Teng 
(1998) 

信任是讓自身處於承擔風險的狀況下，仍希望對方的動機是友

好且正面的。 
Garbarino & 
Johnson (1999) 

信任為關係成員對交易夥伴的可靠性與誠實性有信心的程

度，信任不單是對關係夥伴有信心，更相信交易夥伴不會採取

對自己不利的行動，且本身願意採取可能具有風險的行動來表

示信賴對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Awe (2001)認為電子商務的永續經營應該要以信任為基礎，表 3整理學者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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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信任在電子市場中的重要性 

表 3 信任在電子市場中的重要性 

學者 信任的重要性 
Kini & Choobineh (1998) 1.信任促使電子商業中的交易  

2.信任促使使用者願意提供個人資訊 
Dayal, Landesberg, & 
Zeisser (1999) 

信任協助建立長久的關係。 

Gefen (2000) 信任有助於消費者在決策時選擇他所信任賣家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雖然信任在電子商務是相當重要的，但要信任感的衡量是相當不容易的，根

據Mayer 等人(1995)的研究，信任感可依以下方面衡量： 

1. 認知到的能力：組織的能力在某一特定領域中能發揮的影響力。 

2. 認知到的善意：建立雙向個人與個人之間令人滿意的交換而不是只尋求

利益的最大化。 

3. 認知到的正直：遵守組織的守則，例如保護機密資料。 

Huang 和 Chang 的研究(2004)中，對網站的信任感是以四個指標衡量，如

下： 

1. 有名聲的：依客戶瀏覽過網站後的印象，來對該網站名聲作評估。 

2. 可掌握的：對於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或是服務，客戶能實際掌控。 

3. 可靠的： 對於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是正確、確實的資料，並非捏造而

成。 

4. 可信的：對整體網站的信任感。 

但 Mayer 等人(1995)的研究焦點為組織內人與人的信任感，認知到的善意

注重在對人之善意，而較不著重在最大利益的追求，這顯然與現今的電子商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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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的上網購買目的較無關，因此較不適用於網路上買賣關係中。在 Huang 

和 Chang 的研究中因只探討網站呈現與信任感的關係，故對能力的信任並不在

探討的範圍，且「可靠的」、「可信的」與 Mayer 等人的研究中的認知到的正直

觀念相近，且「可靠的」、「可信的」不容易區分，故本研究採用 Mayer 等人的

研究架構的認知到的正直，而不將其區分為「可靠的」、「可信的」。在網路交易

中，因交易模式較為鞭長莫及，「可掌握的」往往是消費者所在意的感覺，故本

研究將「可掌握的」納入信任的衡量之中。 

第三節 影響信任的因素 

 由Walczuch 等人(Walczuch, Lundgren, & Henriette, 2004)對影響顧客在網路

零售商購物時之信任感因素研究結果所知，影響信任感的因素有以下三大項： 

1. 認知上的因素：指的是網站的客戶觀感對信任感之影響； 

2. 經驗上的因素：表示客戶以往的經驗，對其信任感之影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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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如：對安全機制的瞭解 

Gefen 等人(Gefen, Karahanna, & Straub, 2003) 提出在 B2C中以下幾個影響信任

感的因素： 

1. Calculative-based trust antecedents：信任會經由與另一個群體在關係中欺

瞞或合作的理性評估而成型。 

2. Institution-based structural assurances：是否能夠依靠安全機制而成功的

評估。 

3. Institution-based situational normality：以正常或大眾所習慣的方式進行

交易而且會是成功的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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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Knowledge-based familiarity：與賣家的熟悉程度。 

5. Perceived ease of use：網站的易用度 

 

圖 4 影響顧客在網路零售商購物時之信任感因素 

(資料來源：Walczuch, Lundgren, & Henriette, 2004) 

表 4 是本研究將過去學者提出影響網站信任感因素的彙總整理 

表 4 網站信任的影響因素表 

研究者 網站信任的影響因素 
Dayal et al. (1999) 完善的安全措施、商家的合法性、訂單的履行、對消費者表

達的語調與氣氛、消費者對個人資訊存取的控制、以及建立

顧客與公司的合作。 
Hoffman, Novak, & 
Peralta (1999) 

安全和隱私。 

Jones, Wilikens, 
Morris, & Masera 
(2000) 

確保電子化企業風險持有者的身份與安全、以及數位資產的

品質與保護，和有關的服務與系統的可依賴性。 

Urban, Sultan, & 
Qualls (2000) 

資訊的量、質、和即時性。最大化網站信任的線索、使用虛

擬忠告者的科技來獲得顧客信心和信念、提供無偏見的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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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的資訊、並包括競爭商品的資訊以及履行承諾。 
Jarvenpaa, 
Tractinsky, & 
Saarinen (1999) 

感知的規模、感知的商譽。 

Shneiderman(2000) 揭露過去表現的模態、提供過去和現有使用者的推薦、第三

者的證明、以及讓隱私權和安全實施政策容易找到與閱讀。

Lee & Turban 
(2001) 

消費者對網路購物的信任是被驅動於網路商家值得信任、網

路購物媒介和與其有關因素的值得信任。此外，個人信任的

傾向調節信任前因與信任之間的每個關係。 
Sultan, Urban, 
Shankar, & Bart 
(2002) 

三個信任的潛在維度：可信性/可靠、情感上的舒適、公司
的品質。顧客的信任感知決定於九個網站特性(線上瀏覽、
忠告、無誤、履行、社群、隱私/安全、信任標章、品牌、
呈現)、四個消費者因素(自信心/網路的理解能力、過去行

為、網路購物經驗、娛樂經驗)。而信任調節網站特性和使
用者特性對網站行為的影響。 

Bhattacherjee(2002) 信任包括能力(專業、資訊、整體能力)、正直(交易公正、資

料使用公正、服務公正)、關懷(同情、關懷、解決關切)。此
外，信任會受到對網站熟悉程度的影響。 

Ratnasingam & 
Pavlou (2003) 

科技信任的維度包括：隱密性(Confidentiality)、資料完整性

(Integration)、來源驗證(Authentication)、存取控制(Access 
Control)、可利用性(Availability)、 最佳實務(Best Practice)。
其中最佳實務是指制度上的標準、政策、和高階主管的承諾。

Gefen et al. (2003) 計算基礎的信念(Calculative-based)、機構基礎的結構保證
(institution-based Structural Assurance)、機構基礎的情境正常
情形(Institution-based SituationalNormality)、知識基礎的熟

悉(Knowledge-based Familiarity)影響信任，其中後兩者會透

過容易使用的認知(PEOU)而影響信任。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由以上影響網站信任感因素的整理中，本研究淬取出四個主要影響信任感的

因素，分別為互動經驗、網站設計、聲譽、隱私安全，以下篇幅將對此四個因素

詳加介紹。 

(一)、 與賣方之互動經驗 

當消費者使用某網站的經驗增加，則會對該網站有更正面的態度(Bruner & 

Kumar, 2000)。當買賣雙方交易次數增加，買家會更相信自己不會被賣方佔便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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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esan, 1994)。鍾育明(2004) 發現消費者對於網站的熟悉程度和交易經驗，會

對於網站的信任產生正向影響。此上學者們的研究都指出隨著買賣雙方交易次數

的增加，買家對信任感也隨之上升。 

 但除了交易次數之外，賣方的服務品質也是影響信任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Strader 和 Ramaswami (2002) 指出買家較重視賣家的聲譽與先前與賣家交易的

品質。 

Parasuraman等人(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1985) 對銀行、信用卡公

司、證券商和產品維修公司等四種不同的服務業進行專家座談，歸納出十個消費

者評估服務品質的構面如下： 

1. 接近性(access)：取得服務方便的程度，如以電話取得或預約服務、便

利的服務作業時間、消除等候時間、可就近取得服務等。 

2. 溝通性(communication)：以顧客聽得懂的話與顧客交談，樂於傾聽顧客

意見等，如對所提供服務的解說、顧客意見的處理、服務成本與費用的

解說等。 

3. 勝任性(competence)：執行服務所需的知識與技能，如服務人員的專業

知識與技能、作業支援人員的專業知識與技能、組織研究改善所提供服

務的能力等。 

4. 禮貌性(courtesy)：服務人員的友善、客氣及禮儀等，如服務人員設身處

地為客戶著想、服務人員清潔整齊的儀表等。 

5. 信用性(credibility)：指誠實、值得信賴並時時以顧客的最佳權益為優

先，如公司名號、公司的信譽、服務人員的個人特質、與消費者往來時

積極的程度等。 

6. 可靠性(Reliability)：對消費者實現服務承諾且正確無誤之能力，如帳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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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記錄記載正確、於約定的時間履行服務等。 

7. 反應性(responsiveness)：服務人員提供服務的意願及敏捷程度，如即時

寄出交易單、立刻回應顧客、迅速的提供服務等。 

8. 安全性(security)：不會讓顧客有承擔風險的感覺。使顧客無身、心及財

務上安全的疑慮，如服務提供過程的保密性、人身安全保障、財務安全

保障等。 

9. 有形性(tangible)：包括服務形諸於外的實體以及服務的實體證據，如實

體設施、員工的外觀、提供服務的設備與工具等。 

10. 瞭解/熟知顧客(understanding/knowing customer)：全心全意去了解顧客

的需求，如深知顧客個別的需求、提供顧客個別的服務、辨識經常往來

的客戶等。 

Gounaris 和 Dimitriadis (2003) 提出衡量網站服務品質的方式，利用以下三

個構面進行衡量： 

1. 顧客關心和風險減低利益(customer care and risk reduction benefit)：交易

和個人資訊的安全、如期地遞送產品、彼此的溝通。  

2. 資訊利益(information benefit)： 提供可信的、及時的、攸關的資訊。 

3. 互動方便利益(interaction facilitation benefit)： 易用度、方便瀏覽、適當

的設計。 

 本研究探討網路上的買賣行為，故本研究以 Gounaris 和 Dimitriadis (2003)

的架構為基礎，將 Parasuraman等人 (2002) 的十個衡量品質的架構融合於其中。

本研究已將網站設計與安全與隱私獨立出衡量，故捨棄互動方便利益(interaction 

facilitation benefit) 構面和 Parasuraman等人提出的安全性(security)。Parasuraman

等人提出有形性(tangible)因與網路交易無面對面接觸的特色相違背，故捨棄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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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tangible)構面。勝任性與衡量信任中的認知到能力有重疊之處，信用性與可靠

性與信任感也有類似重疊之處。經過整理後，本研究將互動經驗分成以下構面進

行衡量： 

1. 接近性(access) 

2. 溝通性(communication) 

3. 禮貌性(courtesy) 

4. 反應性(responsiveness) 

5. 瞭解/熟知顧客(understanding/knowing customer) 

(二)、 網站設計 

 McKnight 等學者 (McKnight, Cummings, & Chervany, 1998) 認為網站的外

觀，就如同人的外表，對於一個從未看過的網站而言，對它的第一印象，會影響

對此網站的初期信任感。 

 根據 Huang 和 Chang 的研究(2004)，網站的呈現會影響到客戶印象，更影

響到顧客對賣方的信任感。網站的呈現包括以下原則： 

1. 瀏覽與決策工具：消費者在瀏覽網站時，網站的設計中可協助消費者瀏

覽與決策的工具。包含搜尋引擎、決策工具、網站地圖等。 

2. 互動聯絡機制：消費者透過此互動聯絡機制，即可和公司或網站上的其

他消費者聯繫，不論是詢問商品、購物流程相關訊息，或是分享消費者

經驗的機制。包括電子郵件位址、公司聯絡電話號碼、公司聯絡住址、

網路社群討論區、客戶常問問題與回應 (FAQ)。 

3. 安全與隱私宣告：對於消費者的隱私安全，網站所做或說明的隱私安全

宣告，用以承諾客戶，會給予適當的保障。包含SSL 或 SET 交易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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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制、隱私權保護說明、著作權的聲明、具公信力機構提供的信任保證。 

4. 公司背景描述：有關該網站公司的相關資訊，包含公司資訊、公司歷史

資訊、. 公司未來的遠景與目標之說明。 

5. 產品介紹資訊：網站上關於產品介紹的資訊，包含產品種類陳列、產品

名稱、 產品圖像、相關的產品說明、產品價格的標示。 

6. 交易流程資訊：有關在網站購物消費的交易流程資訊，包含購物流程的

描述、送貨流程的描述、退貨方式與流程的描述。 

其中瀏覽決策工具、安全隱私宣告、產品介紹資訊與交易流程資訊這四

大類網站呈現原則，影響客戶商務網站的印象，進而影響顧客初期信任感。

 

圖 5 網站呈現與網站信任感之關係 

(資料來源：Huang & Chang, 2004) 

 Roy 等人的研究(Roy, Dewit, & Aubert, 2001) 顯示網路瀏覽容易、學習網站

操作容易、輔助工具都有助於增加消費者對賣家的信任。Gefen 等人(2003) 以科

技接受模式(TAM) 研究消費者在線上消費中信任的建立方式，研究結果顯示網

站介面的易用度有助於信任感的建立。以上學者們的研究顯示網站容易使用有助

於信任感的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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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根據以上文獻所述，因安全與隱私宣告已額外成為變數，故不在此處

衡量安全與隱私宣告，將網站設計分以下層面衡量： 

1. 易用度：網站介面是否方便操作，使用過程是否有困擾產生，詢問買家

的滿意程度。 

2. 瀏覽決策工具：瀏覽決策工具是否有助於買家進行決策，詢問買家的滿

意程度。 

3. 產品介紹資訊：產品介紹資訊是否詳細，圖片是否清楚，詢問買家的滿

意程度。 

(三)、 賣家聲譽 

 Levitt (1965) 認為聲譽從消費者的認知而來，包括企業知名度的好壞、可靠

度、好名聲或可信賴的。Shrun 和 Wuhnow (1988) 認為聲譽是一種社會記億，

由企業過去經驗、過去生產的產品和管理績效等因素所組成。藉由這些因素所構

成的社會記憶，造成好或壞的聲譽。由以上學者說法可知，企業過去的行為會影

響社會大眾對企業的聲譽評價。表 5為眾家學者對聲譽的定義。 

 表 5 聲譽的定義 

研究者 定義 
Levitt (1965) 聲譽從消費者的認知而來，包括企業知名度的好壞、可靠

度、好名聲或可信賴的。 
Shrun & Wuhnow 
(1988) 

聲譽是一種社會記億，由企業過去經驗、過去生產的產品

和管理績效等因素所組成。藉由這些因素所構成的社會記

憶，造成好或壞的聲譽。 
Yoon (1993) 聲譽反應過去行為的歷史。 
Dowling (1994) 聲譽是衡量組織在人們心中所建立的形象。 
Balmer (1998) 聲譽是消費者的認知和看法所形成的態度。 
Gotsi & 
Wilson(2001) 

企業聲譽是利害關係人對此企業長久以來的評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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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不同的學術領域中，聲譽的定義有所差異，Shenkar 和 Yuchtman-Yaar 

(1997) 整理了各學術領域中對聲譽的定義，請見表 6 

表 6 在不同的學術領域中，聲譽的定義表 

 社會學 行銷學 法學與 
會計學 

經濟學 商學 

使用

名稱 
名望 形象 商譽 商譽、聲譽 聲譽 

衡量

基礎 
主觀衡量 主觀衡量 過去績效

的衡量 
從過去的績效

或經驗來推斷 
主觀衡量 

決定

因素 
 功能的重要

性 
 資料的控制 
 主要價值和

制度的具體

化 
 規模大小 
 創新 
 品質或績效 

 消費者

對產品

或服務

的認知

 企業或

品牌的

成功 

 過去成

功的績

效和未

來盈餘

的承諾

 企業規模 
 競爭者的定

位 

 管理的品質 
 產品或服務的

品質 
 創新 
 長期投資的價

值 
 財務地位的公

正性 
 吸引或發展或

維持有才能人

才的能力 
 對社區或環境

的責任 
 明智的使用企

業資產 
意涵  成員的地位 

 領導人的地

位 
 階層的形成 
 組織間的關

係 
 僱用 
 人員的流動 
 適合的法規 
 有效力 

 在給定

價格

下，消

費者願

意買企

業的產

品或服

務 

 企業的

利潤 
 企業的

收購或

購併願

意支付

的價格

 消費者購買

品質未知的

產品 
 生產者拒絕

銷售產品給

特定的顧客 
 獎勵生產好

的或低品質

的產品 
 產品價格 
 市場進入障

礙 

 對投資人的吸

引力 
 消費者對產品

或服務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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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差異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 Shenkar & Yuchtman-Yaar, 1997) 

Strader和 Ramaswami 的研究 (2002) 指出在 C2C 拍賣網站中，賣家聲譽的

好壞對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感有明顯的影響，Einwiller (2001) 也提出相似觀點，

他認為聲譽和品牌是促進買賣雙方信任中潛在的要素。 

根據以上表格的描述，社會學的名望意指組織的聲譽，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

賣家聲譽不近相同，故不採用；法學與會計學的商譽意指企業的利潤與企業的收

購或併購願意支付的價格，與本研究所要探討的目的不近相同，故不採用；故本

研究採用行銷學、經濟學、商學的意涵，將聲譽依以下構面衡量： 

1. 規模 

2. 歷史 

3. 企業/品牌的成功 

(四)、 隱私與安全 

隱私與安全問題是線上消費者相當關切的問題之一，若能克服隱私與安全問

題則可使線上消費者能安心在線上購物。Yoon的研究（2002）顯示交易安全性

與網站信任度、滿意度呈現正相關。 

美國 FTC (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提出公平的資訊實務(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希望能提供隱私安全的標準原則與作法，包括：告知(Notice)、選擇

(Choice)、存取(Access)、安全(Security)，以及實施(Enforcement)。以下是公平的

資訊實務詳細內容： 

「告知」(Notice)：消費者或網站使用者在個人資訊被蒐集前應被給予清楚

與可獲取的通知。包括：告知哪些個人資訊被蒐集？告知個人資訊如何被蒐集？

告知個人資訊如何被使用 (例如：使用目的、範圍)？是否網站告知使用Cookies

與否？是否說明日後可隨時消除個人資訊？是否告知可請求停止寄發任何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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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是否說明拒絕給予個人資訊的後果？  

「選擇」(Choice)：當資訊的使用已超出原本所提供之使用範圍，消費者或

網站使用者應該有「選擇」的權力。「選擇」可以包括「選擇要」(Opt-in)或「選

擇不要」(Opt-out)。包括：網站使用者是否有「選擇」要或不要被聯繫的權利？

是否提到該網站可能會將所蒐集到的資訊揭露給第三者？網站使用者是否有「選

擇」同意或不同意將所蒐集到的資訊揭露給第三者？是否說明提供任何有關所蒐

集到的資訊將揭露給那一類或那一個第三者(例如，廣告業者)？網站使用者是否

有「選擇」揭露或不揭露給那一類或那一個第三者 (例如，廣告業者)？是否有

「選擇」揭露或不揭露那些個人資訊？  

「存取」(Access)：消費者或網站使用者應有合理的存取有關他們被儲存的

資訊，同時也有權利修正不正確的資料。  

「安全」(Security)：是否有說明對個人資訊在經由個人電腦傳輸到網站過程

中之保護措施？是否有說明網站在收到個人資訊之後，採取何種措施保護這些資

訊？ 

「實施」(Enforcement)：以上原則必須有效地執行。隱私政策應提供聯絡資

訊(Contact Information)以讓讓消費者或網站使用者聯絡企業，以讓消費者或網站

使用者可對網站隱私權的處理提出抱怨或質疑。 

 Liu 等人 (Liu, Marchewka, Lu, & Yu, 2004) 為了研究隱私安全與信任感之

間的關係，他們使用 FTC 建議公平的資訊實務(Fair Information Practice)的元素

中的告知(Notice)、選擇(Choice)、存取(Access)、安全(Security)做為隱私安全的

衡量指標，經過驗證後發現消費者對網站做到以上四個指標的規定與是否信任該

網站有明顯正向關係，發展出 Privacy-trust-behavioral 模式，本研究將使用以上

四個指標對消費者認知到的隱私安全進行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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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Prvacy-trust-behavioral model 圖 

(資料來源：Liu et al., 2004) 

第四節 信任所能帶來的價值  

 Strader和 Ramaswami (2002)發現買家和信任的賣家交易時，願意多付 7 %

到 10%的溢價給賣家，這證實信任可帶來金錢上的價值。Resnic 等人(Resnic, 

Zeckjhauser, Swanson, & Lockwood, 2004) 研究指出在 eBay上的買家願意多付

8.1%的溢價給聲譽較佳的買家。由前一節的敘述可知，良好的聲譽有助於信任感

的增加，而增加的信任感更進一步產生價值。 

表 7 信任所產生的溢價表

 
(資料來源：Strader & Ramaswami, 2002) 

謝茂盛(2004) 研究得知顧客對賣家在購買意圖的認知，若賣家能讓顧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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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雙方的信任、承諾及關係價值的存在，則顧客無論在再購意願、對競爭者免

疫、推薦他人、口碑各方面都會提高。黃雅鳳(2004)發現顧客忠誠度會因不同的

信任認知而有顯著差異，信任認知越高同時會擁有較高的顧客忠誠度。從以上研

究可知信任感會帶來溢價、推薦他人、再購意願、口碑等價值， 

Ba 和 Pavlou (2002) 的研究提出對賣方的信任會促進溢價，且會因商品價

格和商品型態而有所變化。 

 

圖 7 對賣方的信任促進溢價圖 

(資料來源：Ba & Pavlou, 2002) 

在同樣的商品型態下，貴的商品比不貴的商品產生較大的槓桿效應，意即貴

的商品隨著信任感的變化，會有較明顯的變化。例如：當信任感低時，貴的商品

比不貴的商品得到較低的溢價，意即信任感低時，消費者不願意付較多比率的溢

價去買貴的商品，反而比較會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不貴的商品；反之，當信任

感高時，貴的商品比不貴的商品得到較高的溢價，意即信任感高時，消費者願意

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貴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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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商品價格與溢價關係圖 

(資料來源：Ba & Pavlou, 2002) 

Nelson (1970) 定義商品的分類： 

1. 體驗性商品(Experience product)：買了之後才能被評估品質的商品。 

2. 搜尋性商品(Search product)：買之前就可以被適當的評估品質的商品。 

 在同樣的價格下，體驗性商品比搜尋性商品產生較大的槓桿效應，意即體驗

性商品隨著信任感的變化，會有較明顯的變化。例如：當信任感低時，體驗性商

品比 Search product得到較低的溢價，意即信任感低時，消費者不願意付較多比

率的溢價去買體驗性商品，反而比較會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搜尋性商品；反

之，當信任感高時，體驗性商品比搜尋性商品得到較高的溢價，意即信任感高時，

消費者願意付較多比率的溢價去買體驗性商品；故得知隨著信任度的提升，體驗

性商品逐漸獲得比搜尋性商品高的溢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