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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是研究的主要架構，以前章文獻探討為基礎，設計出研究架構，藉此達

成本研究的目標。第一節先建立研究架構；在第二節中，依據所建立的研究架構

將架構中各變數加以操作化並予以定義；接下來在第三節說明研究設計，其中包

括了研究步驟、研究對象與問卷設計；在第四節中則是建立研究假說；最後則介

紹資料收集後所採用的資料處理統計分析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研究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發展出研究架構，請見圖 10研究架構圖。 

 

圖 10 研究架構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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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買賣雙方互動經驗、賣家產品資訊、賣家聲譽三者與賣家有直接關

係的因素，合稱為賣家因素。另一方面，拍賣網站介面、拍賣網站聲譽、隱私安

全三者與拍賣網站有直接關係，三者合稱為拍賣網站因素。買家信任傾向為干擾

變項，干擾架構圖左方所有自變項與買家對賣家信任或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之間

的關係。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也分別以賣家與拍賣網站兩方面來討論，價值包括

賣家價值與拍賣網站價值，買家風險承受度、產品型態、產品價格為信任感與價

值之間的干擾變項。 

第二節 變數定義與操作化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中各變數定義如下： 

(一)、 互動經驗：根據文獻探討所述，互動經驗與信任感有關，故此部份詢問

買家過去與賣家交易的情形，以及賣家對買家服務品質的滿意度為主，分以

下層面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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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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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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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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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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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客戶等。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二)、 賣家產品資訊：根據文獻探討所述，網站設計中的產品資訊與信任感有

關，故此部份詢問買家對賣家提供的產品資訊之觀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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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三)、 拍賣網站介面：根據文獻探討所述，網站設計與信任感有關，故此部份

詢問買家對拍賣網站介面的觀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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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四)、 賣家聲譽：根據文獻探討所述，賣家聲譽與信任感有關，故此部份詢問

買家對賣家聲譽的觀感，主要詢問買家對賣家目前的拍賣評價之觀感。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五)、 拍賣網站聲譽：根據文獻探討所述，拍賣網站聲譽與信任感有關，故此

部份詢問買家對拍賣網站聲譽的觀感，分以下層面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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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拍賣網站規模：詢問賣家所在拍賣網站的規模。 

2. 拍賣網站歷史：詢問賣家所在拍賣網站的歷史。 

3. 拍賣網站品牌：詢問賣家所在拍賣網站的品牌的觀感。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六)、 隱私安全：此部份衡量買家對拍賣網站提供的「隱私安全」的滿意程度。

此部份分以下項目進行衡量：  

1. 告知：拍賣網站有在搜集個人資訊之前告知買家。 

2. 存取：拍賣網站有提供買家被搜集的個人資訊的存取。 

3. 選擇：拍賣網站有提供讓組織使用或分享其個人資訊的選擇。 

4. 安全：拍賣網站有提供合理的個人資訊保護措施。 

(七)、 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感：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本研究將信任感分以下層

面評估： 

1. 買家對賣家能力的信任：買家認為賣家是否有一定能力完成讓買家滿意

的交易。 

2. 買家認為賣家是正直：買家認為賣家是正直而不會對買家有所欺瞞。 

3. 買家對賣家的可掌握度：對於賣家所提供的資訊或是服務，客戶能實際

掌控的程度。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八)、 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根據文獻探討的整理，本研究將信任感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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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面評估： 

1. 買家對拍賣網站能力的信任：買家認為拍賣網站否有一定能力完成讓買

家滿意的交易。 

2. 買家認為拍賣網站是正直：買家認為拍賣網站是正直而不會對買家有所

欺瞞。 

3. 買家對拍賣網站的可掌握度：對於拍賣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或是服務，客

戶能實際掌控的程度。 

(九)、 買家信任傾向：此部份探討買家信任傾向，詢問買家是否容易信任他人

以及信任他人的程度，以及在線上購物時，對信任感的重視程度重視程度。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五點

量表法為主。 

(十)、 買家風險承受：此部份詢問買家對風險的承受能力，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十一)、 賣家價值：探討 C2C 拍賣網站之間因信任感帶來價值，分以下層面衡

量： 

1. 溢價：與一般賣家做比較後，是否願意因信任賣家而願意額外給予的溢

價。 

2. 向他人推荐：因信任賣家而願意向他人推荐此賣家。 

3. 再次購買：因信任賣家而願意再次向此賣家購買商品。 

4. 正面評價：因信任賣家而願意給予正面評價，以正面評價的程度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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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十二)、 拍賣網站價值：探討 C2C拍賣網站之間因信任感帶來價值，分以下層

面衡量： 

1. 溢價：與一般拍賣網站做比較後，是否願意因信任拍賣網站而願意額外

給予的溢價。 

2. 向他人推荐：因信任拍賣網站而願意向他人推荐此拍賣網站。 

3. 再次購買：因信任拍賣網站而願意再次在此拍賣網站購類商品 

4. 正面評價：因信任拍賣網站而願意給予正面評價，以正面評價的程度衡

量。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十三)、 產品價格：根據文獻探討所述，產品價格會干擾干擾「信任感」對「價

值」的影響，故此部份探討買家購買商品之價格。此部份以循序尺度，分成

數個價格間距衡量。 

(十四)、 產品型態：根據文獻探討所述，產品型態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

的影響，故此部份探討買家購買商品之型態為體驗性商品或搜尋性商品，或

是其型態介於兩者之間。 

本部分問項採用李克特式量表(Likert-type Scale)法，量表之填答方式以

五點量表法為主。 

(十五)、 基本資料：人口統計變數，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度等 

 本研究將變數操作化內容彙整於表 8 。 



探討 C2C 拍賣網站之信任建立與信任所帶來之價值 

 30

表 8 變數操作化表 

變數 指標 參考文獻 
互動經驗 顧客關心、風險減低、資

訊利益 
Gounaris 和  Dimitriadis 
(2003) 

賣家產品資訊 產品介紹資訊 Huang和 Chang (2004)、
Gefen 等人(2003) 

賣家聲譽 交易評價 Resnic 等人(2004) 
拍賣網站介面 易用度、瀏覽決策工具 同「賣家產品資訊」 
拍賣網站聲譽 規模、歷史、品牌 Shenkar 和  Yuchtman- 

Yaar (1997) 
隱私安全 告知、存取、選擇、安全 Yoon (2002)、Liu 等人

(2004) 
買家對賣家信任感 對能力的信任、正直、可

掌握度 
Mayer 等 人 (1995) 、
Huang和 Chang (2004) 

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 同「買家對賣家信任感」 同「買家對賣家信任感」

賣家價值 溢價、向他人推荐、再次

購買、正面評價 
Strader 和  Ramaswami 
(2002)、謝茂盛(2004)、
黃雅鳳(2004) 

拍賣網站價值 同「賣家價值」 同「賣家價值」 
買家信任傾向 信任傾向 Mayer 等人(1995) 
風險承受度 風險承受度 Sandra 和 Bo (2003) 
產品價格 價格 Ba 和 Pavlou (2002) 
產品型態 型態 Nelson (1970)、 Ba 和

Pavlou (2002)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研究假說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探討買家因素與拍賣網站因素是否能促進買家對賣家

信任感或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建立，以及此兩種信任感與其帶來的賣家價值或

拍賣網站價值之關係；除此之外，買家信任傾向、風險承受度、產品型態、產品

價格是否的干擾影響也是本研究希望探討的範疇。因此，根據研究目的與之前所

提出的研究架構，本研究的假說主要可分成以下五大部份： 

(一)、 影響買家對賣家信任感之因素 

 本研究希望能找出哪些因素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

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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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賣家因素」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在本研究中，「賣家因素」由「互動經驗」、「賣家產品資訊」、「賣家聲譽」

所組成，故此假說可分成以下三個子假說： 

 H1-1:「互動經驗」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1-2:「賣家產品資訊」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1-3:「賣家聲譽」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本研究希望瞭解「拍賣網站因素」是否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

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2:「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在本研究中，「拍賣網站因素」由「拍賣網站介面」、「拍賣網站聲譽」、「隱

私安全」所組成，故此假說可分成以下三個子假說： 

 H2-1:「拍賣網站介面」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2:「拍賣網站聲譽」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3:「隱私安全」對「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二)、 影響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之因素 

本研究希望能找出哪些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影響，故將檢驗以

下假說： 

H3:「賣家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在本研究中，「賣家因素」由「互動經驗」、「賣家產品資訊」、「賣家聲譽」

所組成，故此假說可分成以下三個子假說： 

 H3-1:「互動經驗」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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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2:「賣家產品資訊」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3-3:「賣家聲譽」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本研究希望瞭解「拍賣網站因素」是否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

感有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4:「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在本研究中，「拍賣網站因素」由「拍賣網站介面」、「拍賣網站聲譽」、「隱

私安全」所組成，故此假說可分成以下三個子假說： 

 H4-1:「拍賣網站介面」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2:「拍賣網站聲譽」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3:「隱私安全」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三)、 影響賣家價值之因素 

本研究希望能找出哪些信任感對賣家價值有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5： 「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對「賣家價值」有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本研究希望瞭解「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是否對賣家價值有

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6： 「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對「賣家價值」有顯著影響 

(四)、 影響拍賣網站價值之因素 

本研究希望能找出哪些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有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7： 「買家對賣家之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有顯著影響 

 另一方面，本研究希望瞭解「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是否對拍賣網站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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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有影響，故將檢驗以下假說： 

 H8： 「買家對拍賣網站之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有顯著影響 

(五)、 干擾變項的影響 

 除了以上自變項對依變項影響之探討外，本研究也將探討干擾變項的影響。

首先檢驗「買家信任傾向」的干擾效果，由研究架構圖可知，本研究認為「買家

信任傾向」會在各項影響信任因素與信任感之間產生干擾效果，故本研究將驗證

以下假說： 

H9：「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或「拍賣網站因素」對「信任

感」的影響。 

 H9 假說可在細分成以下子假說： 

H9-1:「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對「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感」

的影響。 

H9-2:「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賣家的信任

感」的影響。 

H9-3:「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

的影響。 

H9-4:「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

任感」的影響。 

由研究架構圖可知，本研究認為「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在信任感與價值之間

產生干擾效果，故本研究將驗證以下假說： 

H10: 「風險承受度」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H10 假說可在細分成以下子假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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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1:「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

的影響。 

H10-2: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

站價值」的影響。 

H10-3: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

家價值」的影響。 

H10-4: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

賣網站價值」的影響。 

由研究架構圖可知，本研究認為「產品價格」會在信任感與價值之間產生干

擾效果，故本研究將驗證以下假說： 

H11: 「產品價格」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H11 假說可在細分成以下子假說： 

H11-1:「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影響。 

H11-2:「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的

影響。 

H11-3:「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

影響。 

H11-4:「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

的影響。 

由研究架構圖可知，本研究認為「產品價格」會在信任感與價值之間產生干

擾效果，故本研究將驗證以下假說： 

H12: 「產品型態」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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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2 假說可在細分成以下子假說： 

H12-1:「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影響。 

H12-2:「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的

影響。 

H12-3:「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

影響。 

H12-4:「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

的影響。 

表 9 研究假說表 
H1:「賣家因素」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1-1:「互動經驗」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1-2:「賣家產品資訊」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1-3:「賣家聲譽」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1:「拍賣網站介面」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2:「拍賣網站聲譽」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2-3:「隱私與安全」對「買家對賣家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3:「賣家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3-1:「互動經驗」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3-2:「賣家產品資訊」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3-3:「賣家聲譽」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1:「拍賣網站介面」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2:「拍賣網站聲譽」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4-3:「隱私與安全」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有顯著影響 
H5:「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有顯著影響 
H6:「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值」有顯著影響 
H7:「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有顯著影響 
H8:「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有顯著影響 
H9: 「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或「拍賣網站因素」對「信任感」

的影響。 
H9-1:「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對「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感」的

影響。 
H9-2:「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賣家的信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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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 
H9-3:「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賣家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

的影響。 
H9-4:「買家信任傾向」會干擾「拍賣網站因素」對「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
的影響。 
H10: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H10-1:「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

的影響。 
H10-2: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

值」的影響。 
H10-3: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

值」的影響。 
H10-4: 「買家風險承受度」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

站價值」的影響。 
H11: 「產品價格」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H11-1:「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影響。
H11-2:「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的

影響。 
H11-3:「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

影響。 
H11-4:「產品價格」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

的影響。 
H12: 「產品型態」會干擾「信任感」對「價值」的影響。 

H12-1:「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影響。
H12-2:「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賣家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的

影響。 
H12-3:「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賣家價值」的

影響。 
H12-4:「產品型態」會干擾「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對「拍賣網站價值」

的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是根據研究目的、研究架構以及研究變數發展而成。研究

工具為問卷，採用問卷調查法進行實證研究。在本節將依序對研究步驟、研究對

象與研究工具、問卷設計作說明。 

一、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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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對象：本研究將受訪者鎖定在 C2C 拍賣網站上的消費者，被

信任的賣家鎖定在受訪者最近一次交易的賣家而不選擇最常交易的賣

家，以防最常交易的賣家通常是信任度較高而導致樣本皆為信任感高的

情形發生。  

(二)、 研究工具：本研究採用「網路問卷調查法」。網路問卷調查法有以

下幾項優點： 

1. 填答問卷時間具彈性：傳統的電話調查由於必須配合一般調查人口

在家中的作息時間，因此通常是集中在晚上 6:00~10:00之間。也因

此造成在這段時間不在家中的族群受訪的機會降低，而這一族群卻

經常是年輕、活動力較高的族群。透過網路調查，可以大幅解決此

種問題。 

2. 問卷設計更具彈性：網路問卷可以透過 JSP、Java script 等語法來

進行跳題、鎖題、分支(branching)等作業，讓受訪者不會看到厚厚

的一疊問卷而降低作答意願。此外還可以利用鎖題、跳題的方式來

進行填答邏輯驗證，以提高效度。 

3. 減少人工 coding 作業：在傳統調查作業中，最耗時間的其實就是

手工 coding 的這一段，不但耗時、耗人力，同時還容易因為人為

因素而造成錯誤鍵入。利用網路問卷調查，結果直接透過 JSP寫入

資料庫中，因此能夠省去人力，同時避免錯誤。 

為了提高受訪者填答的意願與填答數量，在網路問卷發放的策略採以下

方式： 

1. 在拍賣網站張貼連結 

本研究將與拍賣網站業者聯繫，希望能合法地在拍賣網站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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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本線上問卷的連結。 

2. 討論區 

在熱門的網路社群討論區上直接張貼線上問卷網址以便宣傳。 

3. BBS版面 

透過BBS 版面的宣傳，有增加曝光率的效果，提升拍賣網站

消費者至本研究線上問卷填達的機會。 

二、研究步驟 

(一)、 問卷初版擬訂：：根據本研究所提出之研究架構，初步訂出前測問

卷。在初步問卷編擬過程中，除了確保前測問卷量表的題項題意清楚

外，並需考量填答者之填答時間，與本問卷欲測量之目標，擬訂出適當

的問卷。 

(二)、 前測：在問卷初版擬訂完成後，即進行前測。前測的進行是為了瞭

解問卷量表之擬訂是否適當，是否有題意混淆不清或考慮不周詳之處，

以免造成填答者之誤解。 

(三)、 問卷內容之修訂：在前測問卷回收後，對問卷進行信度分析與效度

分析，以瞭解此份問卷是否合適，並根據填答者的意見，對題項內容作

適當之修正，以確保問卷量表能正確測量出欲研究的變數 

(四)、 正式問卷調查：在經過問卷前測與初步問卷的修訂後，進行正式問

卷調查，以直接放在網路上尋求填答者回覆問卷的方式。此外，並對填

答者填答之時間作記錄，以便作為後續有效問卷篩選之依據。 

三、問卷設計 

此部分說明問卷設計之相關事項，包含問卷內容之擬訂與問卷填答順序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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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一)、 問卷內容之擬訂 

本研究在問卷設計部分是依據文獻及研究架構設計出本研究問卷，而問卷

內容包含了：基本資料、買家個人特質(信任傾向、風險承受)、購買的產品(產

品價格、產品型態)、價值(賣家價值、拍賣網站價值)、信任感(買家對賣家信

任感、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互動經驗、產品資訊與拍賣網站介面、聲譽(賣

家聲譽、拍賣網站聲譽)、隱私安全共九部份，以下就各部份做詳細說明： 

1. 基本資料：此部份共有3題，主要詢問買家個人基本資料，包括性別、

年齡、教育程度，問項之答案以類別變項。 

2. 買家個人特質：此部份共有 5題，主要詢問買家個人特質，包括信任

傾向、風險承受度，題項內容皆採正向方式描述。衡量之方法亦採用

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

同意、非常同意，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3. 產品：此部分有 9題，主要詢問買家購買的商品價格與商品型態，價

格為循序尺度，以區間讓受訪者勾選。商品型態衡量之方法採用採用

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

意、非常同意，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4. 價值：此部份共有 8題，主要詢問買家因信任感帶來的價值，有賣家

價值與拍賣網站價值兩部份，各包括溢價、向他人推荐、再次購買、

正面評價，衡量之方法亦採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

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5. 信任感：此部份共有 8題，主要詢問買家對賣家信任感與買家對拍賣

網站信任感兩部份，各包括能力的信任、可靠的、可信的、可掌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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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項內容皆採正向方式描述。衡量之方法亦採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

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6. 互動經驗：此部份共有 4題，主要詢問買家過去與賣家交易的情形，

包括顧客關心和風險減低利益(customer care and risk reduction benefit)

中的接近性、溝通性、勝任性、禮貌性、反應性、瞭解/熟知顧客、，

衡量之方法亦採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

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7. 產品資訊與網站介面：此部份共有 6題，主要詢問買家對產品資訊、

拍賣網站介面的觀感，題項內容皆採正向方式描述。衡量之方法亦採

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

通、同意、非常同意，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8. 聲譽：共有 6題，主要詢問買家對賣家聲譽、拍賣網站聲譽的觀感，

題項內容皆採正向方式描述。衡量之方法亦採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

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非常同意，

分數由 1 分至 5 分。 

9. 隱私安全：此部份共有5題，主要詢問買家對隱私與安全機制的觀感。

依買家印象，對網站所提供之隱私與安全機制作調查。衡量之方法亦

採用採用李克特量表之五點等距尺度，分別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非常同意，分數由1 分至5 分。 

(二)、 問卷填答順序 

   本問卷首先會請使用者填寫基本資料以及信任傾向、風險承受部份，其次

是購買的產品之價格與型態、賣家價值、拍賣網站價值，接著是買家對賣家信

任感、買家對拍賣網站信任感部份，最後才是影響信任感的因素：互動經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