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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線上 KTV 

2.1.1  KTV 的起源 

    KTV 歌唱文化大都認為起源於日據時代一種酒家走唱的休閒活動--「那卡

西」(Nakasi)，此字源自於日本，意思為「一個人的樂隊」，主要是為酒客在

飲酒作樂歡唱時伴奏助興。1980年初，日本引進了新型電子伴唱機，稱為「卡

拉OK」，並取代了傳統的「那卡西」，它主要是一種錄音機器播放的伴奏音樂，

供酒店、餐廳的客人伴唱使用，通常為一個開放的公共舞台，讓消費者輪流上

台演唱。 

    而KTV產業的開始，同時也受了1980年代台灣十分盛行的MTV包廂產業所影

響。MTV 首創了包廂隔間的設計，讓消費者可在包廂中欣賞業者提供的各式各

樣錄影帶。而腦筋動得快的業者結合了卡拉OK的視聽設備與MTV的包廂模式，創

造新的娛樂通路-KTV，其中最成功的例子，就是錢櫃KTV。 

    錢櫃KTV成立於1989年，並且廣受台灣年輕人歡迎，分店如雨後春筍般開

設，並吸引了許多競爭者爭相進入，包含好樂迪KTV以及許多自營的地方小型KTV

業者，皆搶搭此波KTV熱潮。2003年，錢櫃於台灣已達20家分店，好樂迪高達60

家分店。而錢櫃KTV與好樂迪KTV兩大KTV產業龍頭，在長達13年的競爭關係後，

於2003年宣布合併。合併後，也以不同價位及定位，企圖囊括台灣高低階的KTV

市場。 

 

2.1.2  線上 KTV 市場概況 

    由於 KTV 產業的蓬勃發展，以及網際網路的用戶快速成長，於是有業者開

始思索將 KTV 的唱歌服務，轉移到網路平台，讓網友透過網路就可以享受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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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伴唱的服務。 

    目前台灣線上 KTV 市場一共有三家廠商，最早進入市場的業者-超級點歌

王，於今年 2009 年 2 月關閉網站，而目前市場為 iSing99、iKala、kara24H 三

家鼎立的狀況。業者認為，線上 KTV 產業仍屬於成長期階段，而截至目前為止，

皆聲稱網站經營未達到獲利階段。 

    線上唱歌網站公司提供網友在網路平台上，享有伴唱 KTV 的服務，而歌曲

的版權來源，是線上唱歌公司透過詞曲版權代理商、唱片公司及詞曲作家，付

費取得授權，再由線上唱歌公司自行編曲、製作 MV 影像。而網友需自備與設定

麥克風與喇叭，即可於網路環境下，在線上唱歌網站平台唱歌。此外，業者也

提供影音部落格，供會員將個人錄製的歌曲上傳，分享給他人欣賞。 

    從業者的訪談中得知，線上唱歌公司業者將線上 KTV 的服務，不僅僅只侷

限於個人電腦，而是未來希望將此服務擴大到其他載具，例如個人手機、家庭

電視、車用電視等，讓線上 KTV 服務能在多種平台呈現。此外，除了台灣市場，

業者也將未來目標放在中國市場，進而將線上 KTV 的服務擴展至其它語言國家。 

 

2.1.3  市場上主要公司概況 

    本研究透過分別與業者訪談，來了解線上 KTV 產業之市場概況、各家所重

視之關鍵服務，及其經營策略。惟超級點歌王已暫停服務，公司相關背景資料

是以新聞媒體報導為主要來源。訪談對象、時間與訪談大綱列於本文之後的附

錄二。 

一、超級點歌王 

    最早是由清蔚科技，運用其獨家旋律辨識技術，開始了線上 KTV 的服務，

清蔚科技是在 1999 年 5 月由清華大學教授成立於清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結合

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多媒體資訊檢索實驗室」，致力於開發「以聲音辨識為

主的多媒體資訊檢索」技術，並於 2000 年 5 月發表其旋律辨識引擎。為了將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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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進一步商品化，2001 年 5 月，清蔚科技開發了單機版的卡拉 OK 軟體「超級

點歌王」。軟體附贈 60 首歌曲，買軟體後，使用者就可以在家用電腦唱歌。不

過，產品上市後即面臨了軟體盜版的挑戰。因此，清蔚將其旋律辨識技術開發

新的應用功能，並於 2001 年年底，將服務拉至網路平台，開啟其線上卡拉 OK

的市場，並以其獨家的旋律哼唱辨識搜尋歌曲為訴求，吸引會員加入。但於 2009

年 2 月，業者宣稱網站重新改版並暫停服務後，至今網站仍處於關閉狀態。 

 

二、Kara24H 

    Kara24H 線上唱歌網站是由秦浩科技所創設，秦浩科技看好線上唱歌的市場

商機，於2005年開始規劃網站，2006年 1月正式上線。Kara24H強調提供128kpbs

以上音質，具較佳的伴奏音質效果。目前 Kara24H 的登錄會員達十萬人，而其

中付費會員約一萬人，新會員約佔一成。會員收費方式為月費 99 元無限歡唱，

每月可點唱與上傳的歌曲數量不限，但須連續繳納三個月。Kara24H 經常透過實

體的歌唱比賽活動，來吸收新會員加入試用，使之成為付費會員。 

    Kara24H 的主要訴求如下: 

(1) 提供新歌供點唱：Kara24H 注重提供的歌曲數量，目前已達 5000 首，

平均每月新增 30~50 首歌曲供會員點唱。 

(2) 打造實現夢想的平台：透過舉辦網路唱歌比賽、為人氣網友錄製專輯、

引薦網友至歌唱比賽節目等方式，來吸引會員參與，提高會員的成就感。 

    Kara24H 希望未來將網站的定義擴大為音樂娛樂網站，除了提供線上唱歌服

務之外，也提供線上音樂、娛樂新聞、實體 KTV 異業結合等加值服務，來提高

Kara24H 的附加價值。 

 

三、iKala 愛卡拉 

    愛卡拉全球在線於 2007 年成立，2007 年初推出 iKala－線上卡拉 OK 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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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機版，並正式與微軟合作，於 Microsoft 作業系統 Vista 的 Media Center 提

供 iKala 卡拉 OK 娛樂服務。而愛卡拉進入線上唱歌市場，是在 2007 年 8 月時，

推出 iKala 愛卡拉 K歌社群網站 beta 版，同年 12 月正式上線。愛卡拉的關鍵

技術在於 Video/Audio 串流媒體技術－以低於『窄頻 100K』可達到伴唱影音下

載的品質，並且與其他線上唱歌業者最大不同之處，在於使用者不需下載應用

軟體，只需登入 iKala 網站，即可使用 K 歌、錄歌、K 歌部落格(Klog)等功能。 

iKala 的主要訴求與經營方向如下: 

(1) 網站以社群經營模式為主，透過會員的影音部落格，稱作 Klog（Ｋ

TV+Blog），來建立互動機制，強化會員間的社群力量。 

(2) 強調線上Ｋ歌可同時自拍 MV 的聲音+影像同時錄製功能。 

(3) 不需下載應用軟體，直接登入網頁後，即可使用線上 KTV 的功能。 

(4) 積極與唱片、媒體等異業合作，提供多元娛樂性的活動滿足網友。 

    愛卡拉全球在線的股東包含了不少 IT 界人士的投資，除了聯電集團榮譽副

董事長宣明智外，還包括矽品大股東林文龍、矽品監察人程文龍、前誠泰銀行

總經理洪國超等人都以個人名義投資。愛卡拉在 2007 年年底時，累積會員 5萬

人，付費會員約一千人，經營至 2009 年 5 月，已累積會員約 25 萬人，其中付

費會員約一萬人。iKala 愛卡拉會員收費方式為最基本的是月費 99 元，每月可

點唱歌曲數量不限，但錄音上傳空間限 1G 以內。其它收費方式是月費愈高，則

提供的錄音上傳空間愈大。iKala 特別在 2008 年第四季開始，台灣受到金融海

嘯影響經濟呈現衰退，愛卡拉的流量卻大幅成長。在會員人數方面，2008 年 11

月份較 10 月份成長了 78％。愛卡拉認為消費者荷包縮水，因此減少去實體的

KTV 場所，改到收費較為便宜的線上 KTV 歡唱，讓愛卡拉成為不景氣的受惠者。 

 

四、iSing99 愛唱久久 

無敵科技主要的經營產品為電腦辭典，具有軟硬體研發以及數位內容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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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深厚經驗。因此，無敵科技延續數位資料庫管理、數位內容整合的能力，

以技術槓桿新事業的開發，研發數位音樂加值平台，於2007年8月成立

iSing99.com網站，提供線上KTV服務。同時，iSing99也與中華電信策略聯盟，

將iSing99網站架設於Hinet網站平台，並運用其Xuite Vlog，作為iSing99會員

的個人影音部落格，充分運用了Hinet網路虛擬通路的效益。除此之外，iSing99

也與智冠科技合作，將iSing99周邊硬體商品的銷售由智冠代理，包含愛唱點數

包、耳機麥克風等商品，發揮智冠科技的實體通路優勢。 

iSing99於2008年1月，累積會員人數達十二萬，同時也成為中華電信Vlog

內最大的單一影音、個人創作合法來源。同年7月領先業界推出宅趴Beta版—多

人線上歡唱包廂服務。2009年1月與中華電信合作，推出KOD線上K歌機，專為家

庭娛樂打造的卡拉OK機，企圖將iSing99的使用族群擴大，從網路族群增至家庭

成員，場域從個人電腦到客廳電視。目前iSing99的會員收費方式分為兩種，一

種是繳月費299元唱到飽，每月可點唱與上傳的歌曲數量不限；另一種是購買點

數制，平均一點一元，每五點可點唱一首歌，每3點可錄音上傳一首歌。 

    針對線上唱歌網站，iSing99 的經營方向如下: 

(1) 沒有點不到的歌：增加數位內容的豐富度，提高歌曲數量，目前歌庫有

四千多首歌，每月至少增加五十首新歌。 

(2) 強化唱歌工具：不斷研發新的歌唱工具與功能，滿足網友線上唱歌的快

感，例如 iSing99 的獨家定調功能，幫助網友找到適合自己的調、音場

功能提供不同的錄音場域供選擇，以及即將推出的唱歌評分系統。 

未來iSing99的目標是希望將線上唱歌的數位內容擴展到多元平台，不限終

端類別，例如PC、電視、手機等，都可享有iSing99線上唱歌服務。並發展多國

語言版本，將事業版圖擴及海外市場。 

 

    針對目前市場上三家線上唱歌業者，本研究以表2-1作為整理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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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國內線上唱歌網站業者比較整理表 

網站品牌 Kara 24H iKala iSing99 

網站成立時間 2006年1月 2007年8月 2007年8月 

登錄會員數 約10萬人 約25萬人 約12萬人 

主要收費方式 月費99元唱到飽 月費99元唱到飽 月費299元唱到飽 

點數制: 5元/歌 

經營策略 1. 提供新歌 

2. 打造實現夢想

的平台 

1. 社群經營 

2. 媒體異業合作 

1. 歌曲數量 

2. 強化唱歌工具 

 

 

第二節 線上服務品質 
 

2.2.1 服務品質(傳統服務品質) 

    大部分的服務，其品質發生於服務人員與消費者之間互動服務的當下，因

此公司的服務品質高度依賴服務人員的產出(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1988)。不同於實體產品的品質可在工廠製造過程中加以設定與控制。服

務由於具有無形性、異質性、不可分割性、變動性、易逝性的特性

(Kolter,1994)，因此服務品質無法像控制有形的產品品質般容易。 

    學者們認為服務品質應由顧客或使用者來評估(Parasuraman et al., 

1985)，其知覺源自於消費者期待公司所提供的服務(期望服務水準)與公司實際

提供的服務 (認知服務品質) 之間的比較(Parasuraman et al., 2005)。而服

務品質之管理也常使用於促進顧客滿意度與忠誠度(Chia-Hui Yen and Hsi-Peng 

Lu,2008)。 



21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提出服務品質缺口理論，此理論指

出服務提供者傳遞的服務過程與顧客認知的服務之間有五個缺口存在，而這五

個缺口的大小與方向影響了服務品質，為達到顧客的期望，應消除負向的缺口。

這五個缺口如下: 

1. 顧客期望與管理者認知的差距  

(Consumer Expectation-Management Perception Gap) 

管理者未能真正了解顧客的需求，導致管理者的認知及消費者所期望的服務

品質之間有差異存在。 

2. 管理者認知與服務品質規格的差距 

(Management Perception-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 Gap) 

資源的限制與市場的不確定性或管理者對全面品質管理的不關心，以致管理

者所認知的顧客期望服務品質與實際服務品質之間產生差距。 

3. 服務品質規格與遞送的服務之間的差距 

(Service Quality Specification-Service Delivery Gap) 

在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服務人員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公司已有規範，若服務

人員的績效未能達到管理階層所要求的服務品質規格，則會形成缺口。 

4. 服務提供者與外部溝通的差距 

(Service Delivery-External Communication Gap) 

公司的廣告及其他溝通方式，會影響消費者對於公司的服務品質期望與知

覺，導致缺口的產生。 

5. 顧客期望服務與顧客感受之差距 

(Expected Service-Perceived Service Gap) 

缺口五為前四項缺口的函數，消費者對於服務品質的認知取決於缺口的大小

與方向。 

    圖2-1為PZB服務品質缺口模式的示意圖，五種缺口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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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 服務品質缺口模式 

資料來源：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1985) 

 

PZB的模式認為服務品質是由期望服務與所認知的服務之間比較而得，若期

望的服務小於實際感受到的服務，消費者會產生正向的服務品質評價；若期望

的服務大於實際感受到的服務，則產生負向的服務品質評價。以下列公式來表

示： 

口碑  過去經驗 個人需要 

期望的服務 

知覺的服務 

服務傳遞 

(包含接觸之前

與之後) 

轉變認知成為

服務品質規格 

管理者對消費

者期望的認知 

與消費者的外

部溝通 

消費者 

缺口一 
 

服務業者 

缺口五 

缺口三 

缺口四 

缺口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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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服務品質)=P(認知服務)-E(期望服務) 

    PZB的服務品質缺口理論受到許多學者的認同，而部分學者(Cronion & 

Taylor,1992)對於以「期望」來衡量服務品質有所質疑，認為在衡量服務品質

的時候，期望的概念不需要包含在內，並提出SERVPREF (Cronion & Taylor,1992)

模型，直接以消費者知覺的服務績效來衡量服務品質。而此概念提出後，也被

許多學者(Brady, 2001；Dabholkar, Shepherd & Thorpe, 2000)所接受，將認

知服務水準做為服務品質的衡量。 

     

2.2.2 線上服務品質 

    不同於傳統的服務品質所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實體接觸的服務，線上服務

品質(e-service quality)是以人機互動(human-machine interaction)為主

(Bressolles & Nantel, 2008)。線上服務品質(e-service quality)概念，來

自於網際網路的興起，許多提供實體商品的公司，開始將通路的觸角伸及網路，

以購物網站、拍賣網站、或是公司專屬網站為通路的方式販賣商品，於是商品

與消費者之間的橋梁，就成為電腦與網際網路。不同於過去公司以現場環境、

氣氛、銷售人員等因素來強化對消費者的服務，線上購物所能提供給消費者的

服務，必須透過網頁呈現、操作流程等相關機制來滿足。而“線上服務品

質＂( e-service quality)，就成為以內容為主、網路為基礎的顧客服務，其

目的在於加強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間的關係(De Ruyter, Wetzels and 

Kleijnen,2001)。由於顧客可以輕易的透過網路比較各家廠商的品質，且轉換

成本較低(Van Riel, Liljander and Juriens , 2001)，因此對於經營線上購

物的廠商來說，服務品質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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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線上服務品質的衡量 

一、線上服務品質 

針對服務品質，過去二十年已有許多學者研究，相對之下，探討顧客如何

衡量線上服務品質及其影響的研究則相對較少，並且對於衡量線上服務品質的

構面，也尚無一個廣被接受的標準，其原因在於學者的切入角度，以及各自所

探討的網站屬性不同所致。而針對線上服務品質的構面整理如下: 

1. Yoo與 Donthu(2001)，以94位學生與3家線上購物網站的互動為研究，提出4

個線上服務品質評估構面，9個評估項目，並稱之為Sitequal。其評估構面包含

(1)易用性( Ease of use) (2)網頁美觀設計(Aesthetic design) (3)進行速度

(Processing speed) (4)安全性 (Security)。 

2. Barnes 和 Vidgen(2003)，以學生對於網路書店的使用與互動，提出 3項線

上服務品質評估構面，並稱之為 Webqual，其構面包含(1)使用面(Usability)、

(2)資訊面(Information) ，以及(3)互動面(Interaction)。 

3. Wolfinbarger 和 Gilly (2003)針對 1013 顧客的線上調查結果，提出 4項線

上服務品質評估構面，稱之為 eTailQ，其構面包含(1)網站設計(Website 

design)、(2)實現性(Reliability/Fulfillment)、 (3)安全性

(Security/Privacy)，以及(4)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 

4. Bressolles(2006)，以855位顧客對於旅遊網站及電子產品網站的服務品質

評估，探討其對於網站滿意度及整體態度的影響，並提出5項線上服務品質評估

構面，稱為NetQual，其構面包含(1)資訊面(Information)、易用性(Ease of 

use)、(2)實現性(Reliability/Fulfillment)、(3)網站設計(Site design)、

(5)安全性(Security/Privacy)。 

5. Parasuraman、 Zeithaml及Berry曾於1988年針對傳統服務業，提出服務品

質量測模型Servqual，提供有系統的服務品質水平評量依據，並且廣為後續學

者於研究中引用。但隨著服務業在網際網路上的商業發展，Parasur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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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ithaml以及 Malhotra於2005年，針對線上購物網站的特性，進一步提出

E-S-Qual量測模型，包含四大構面，(1)效率性 (Efficiency)(2)實現性

(Fulfillment) (3) 功能正確性(System availability) (4)隱私性(Privacy)。

除此之外，Parasuraman(2005)等學者對於線上購物的售後服務的服務品質量

測，也提出E-RecS-Qual模型，包含(1) 反應性(Responsiveness) (2)補償性

(Compensation) (3)接觸性(Contact)。 

 

二、電子商務的經營成功因素探討 

1. Chang 和 Kirk (2000)調查 Fortune1000 大公司的網站服務提供者，探討電

子商務經營成功主要關鍵因素，並且歸納出具有影響力的四大因素:(1)資訊與

服務的品質( Quality of Information and Service)、(2)系統使用 (System 

use)、(3) 娛樂性(Playfulness)、 (4)系統設計品質( System design 

quality)。 

2. DeLone 和 McLean(2004)將其曾發表用於測量資訊系統成功的模型(DeLone 

& McLean Information Systems Success Model)加以修正，以符合用於電子商

務成功的衡量，其衡量構面包含: (1) 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 (2)資訊品

質(Information quality) (3)服務品質( Service quality) (4)使用程度(Usage) 

(5)使用者滿意度(User satisfaction) (6) 淨利(Net benefits)。 

 

三、線上唱歌網站業者提出之關鍵服務內容 

     透過與線上唱歌網站業者訪談，從業者的經營策略中，進一步了解其所提

供的關鍵服務內容。從業者的訪談中，可將其線上唱歌網站的核心服務包含了

實質的服務與精神上的服務，並且可歸納為以下三點: 

1. 練唱服務：屬於實質的服務，提供一個軟硬體空間平台，讓網友可以在家中、

在網路上練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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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社交服務：屬於精神上的服務，提供一個管道，讓網友互動、彼此分享，並

得到社交上的滿足。 

3. 夢想實現：對於唱歌有熱情、並且有才華的網友，提供一個曝光與秀才藝的

管道，讓網友有因此成名的機會。 

    而依據以上服務所提供的核心價值，業者也進一步說明，不論將核心服務

具體化成何種方案內容，都必須滿足新會員增加、舊會員黏著，以及營收增加

的目的，而這樣的正向循環，也是線上唱歌網站持續成長擴大的重要因素。 

 

四、線上唱歌網站的服務品質彙整 

    探討線上服務品質與電子商務經營成功因素的相關文獻，以及業者的想法

之後，發現各家學者及業者所提出的衡量構面雖切入角度不同，但內容本質有

許多呼應之處，因此本研究將概念相同的構面加以歸納，彙整如下表 2-2: 

    其中 DeLone 和 McLean(2004)的衡量構面包含了兩項客觀的衡量值，如使用

程度(包含瀏覽人數、停留時間、交易量)，以及淨利。然而本研究主要是以受

訪者對於個案線上唱歌網站服務品質的主觀衡量，因此 DeLone 和 McLean(2004)

所提出的使用程度以及淨利兩項客觀衡量值，在本研究中將不列入參考。 

    此外，由於線上唱歌業者提供給會員的是虛擬的唱歌服務，並非實體商品，

因此本研究考量的服務品質衡量項目，將排除屬於處理實體商品而衍伸的服務

內容，如商品寄送與商品退貨相關的服務。 

 

表 2-2 線上唱歌網站服務品質構面匯整 

構面 說明 學者 

效率性/易用性 容易操作 

易於瀏覽與搜尋 

網頁下載速度 

Yoo & Donthu(2001) 

Barnes & Vidgen (2003) 

Bressolles(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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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suraman et al.(2005) 

Chang & Kirk (2000) 

DeLone & McLean(2004) 

穩定性 網站系統的穩定運作 Parasuraman et al.(2005) 

網頁美觀設計 多媒體內容與色彩設計 Yoo & Donthu(2001) 

Bressolles(2006) 

安全性  個人資料保密 

付款資訊保密 

Yoo & Donthu(2001) 

Barnes & Vidgen (2003)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Bressolles(2006) 

Parasuraman et al.(2005) 

Chang & Kirk (2000) 

DeLone & McLean(2004) 

資訊內容/實現

性 

內容適切與精確 

內容的豐富度 

客製化的內容 

Barnes & Vidgen (2003) 

Bressolles(2006) 

Chang & Kirk (2000) 

DeLone & McLean(2004) 

成就感 個人曝光與成名的機會 線上唱歌網站業者 

反應性 處理交易過程的問題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Parasuraman et al.(2005) 

Yoo & Donthu(2001) 

Chang & Kirk (2000) 

DeLone & McLean(2004) 

接觸性/互動面 容易連繫網站業者 Wolfinbarger & Gilly (2003)

Parasuraman et al.(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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娛樂性 樂趣 

參與感 

吸引力 

Chang & Kirk (2000)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三節 虛擬社群 
 

2.3.1 虛擬社群定義 

    網際網路的發展以及電腦的普及，為人們的互動帶來了新的革命。在虛擬的

空間裡，人們因為共同的興趣而開啟了溝通，而“虛擬社群＂一詞也就儼然而

生。虛擬社群是一種網路的社群聚集，因人們彼此的互動、足夠的人情溫暖而

形成網路上的人際關係(Rheingold ,1993)。 

    根據Amstrong 和 Hagel (1998)的解釋，虛擬社群是指一群有共同興趣和

需求的人聚集在網路，因而認識一群志趣相投的人，即使他們散落在各地。但

虛擬社群並不只是一種社會現象，一開始是一群因為共同興趣而形成的團體，

但發展到最後會形成一股購買勢力，因為社群間的互動與交換資訊，例如價格、

品質等資訊，造就了這股力量。 

    Amstrong 和 Hagel的定義不同於Rheingold(2003)之處，在於前者加了商

業面的意涵在虛擬社群中。而Preece(2000)綜合了多種角度，對虛擬社群下的

定義，一群人為了滿足需求與特定角色，有共同的目的，例如興趣、需求、資

訊交換或服務，或因為政策、習俗、規定、法律進而影響人們互動，並透過電

腦系統來完成社群互動。 

    Leimeister, Sidiras 和 Krcmar (2006)認為，虛擬社群為一群人在一個

技術平台上的社交互動。此社群是建立於共同的興趣、共同問題、或共同任務，

並且擁有明確與含糊的行為規範。而此技術平台能夠支援社群的互動，並且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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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建立信任感與共同情感。 

    國內外已有許多學者針對虛擬社群從不同面向加以深入探討，本研究將以

往學者對於虛擬社群的定義整理於下表2-3。 

 

表2-3 虛擬社群的定義整理 

學者 定義 

Rheingold (1993) 虛擬社群是一種網路的社群聚集，因人們彼此的互

動、足夠的人情溫暖而形成網路上的人際關係。 

Amstrong & 

Hagel(1998) 

一群有共同興趣和需求的人聚集在網路，因而認識一

群志趣相投的人，即使他們散落在各地。但虛擬社群

並不只是一種社會現象，一開始是一群因為共同興趣

而形成的團體，但發展到最後會形成一股購買勢力，

因為社群間的互動與交換資訊，例如價格、品質等資

訊，造就了這股力量。 

Preece(2000) 一群人為了滿足需求與特定角色，有共同的目的，例

如興趣、需求、資訊交換或服務，或因為政策、習俗、

規定、法律進而影響人們互動，並透過電腦系統來完

成社群互動。 

Leimeiste et 

al.(2006) 

虛擬社群為一群人在一個技術平台上的社交互動。此

社群是建立於共同的興趣、共同問題、或共同任務，

並且擁有明確與含糊的行為規範。而此技術平台能夠

支援社群的互動，並且幫助建立信任感與共同情感。

李郁菁(2000) 個人因興趣或需求在網路空間中互相交流進而發展

出人際關係，並組織成一個自發性群體或組織。其透

過網際網路在網路空間中利用討論區、聊天室、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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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件、電子布告欄、WWW 等網際網路媒介互動、交流。

紀姿吟(2005) 具有相同興趣或需求的一群人在網路空間中，隨著時

間加深彼此了解，進行持續性的互動與情感上的交

流，以發展相互信賴的人際關係。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3.2 虛擬社群形成與特色 

    根據 Preece (2000)，虛擬社群的形成因素包含以下四點： 

1. 人們為了滿足需求而期望與他人互動。 

2. 擁有共同的興趣。 

3. 有特定規則來影響互動。 

4. 有電腦系統來增強互動與成員間的凝聚。 

    Amstrong 和 Hagel（1998）在「網路商機」書中提到，人們在社群裡持續

互動的基礎，在於滿足人類的四大基本需求: 

1.興趣： 

大多數人都有一些特別熱衷的興趣。有些人熱愛運動或旅行，有些人則沉迷一

些嗜好，例如收藏郵票或世界各地的唱片；有些人希望獲得資訊。很多早期的

虛擬社群都是建立在興趣上，這些社群聚集了分散各地、且對某一個主題有共

同興趣和專長的人。 

2.人際關係： 

在人生的不同階段都可能碰到一些新的、強烈的經驗，使我們渴望接觸跟我們

有相同經驗的人。虛擬社群為這些有共同人生經驗的人們製造了相遇相知的機

會，使他們能夠超越時空的限制而建立有意義的人際關係。 

3.幻想： 

網路環境創造了一個充滿幻想和娛樂的新世界，吸引許多人上網共享探險的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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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其特色是讓參與者有無限想像的空間，隨心所欲的扮演不同人物，在天馬

行空、無所不能的角色扮演遊戲中忘卻自我。 

4.交易： 

社群成員在線上「交換」情報的行為，廣義上也是為了滿足「交易」的需求。

只要社群成員對某種商品或服務有強烈興趣，當他們開始聚在線上交換情報與

討論購買經驗時，虛擬社群自然會發展出滿足交易需求的能力。 

    而針對虛擬社群的會員發展，Amstrong 和 Hagel（1998）提出以下四個階

段,參考下圖2-2: 

 

 

 

 

 

 

 

 

圖2-2 虛擬社群的會員發展階段 

資料來源: Armstrong and Hagel（1998） 

 

1. 吸引會員：挑起人們進來一試的興趣，利用行銷手法，誘人的內容，或提供

免費的服務使用，來吸引大量新會員的加入。 

2. 增加參與：增加會員的熱情參與，讓會員經常拜訪，並留連於網站，例如藉

由鼓勵創作內容，社論或出版內容，邀請特別來賓等手法，來刺激會員的參

加與停留。 

3. 建立忠誠：透過成員間人際互動，以及社群主持人對會員的引導互動，來增

吸引會員 

.行銷 

.誘人的內容 

.免會費和免費使用 

 

增加參與 

.會員創作的內容 

.社論或出版內容 

.特別來賓 

建立忠貞 

.會員之間的關係 

.會員與主持人間關係 

.客製化的互動 

獲取價值 

.交易機會 

.目標性廣告 

.優質服務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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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社群凝聚力，讓會員不捨得離群而去。此外，也可提供個人化的服務來增

加會員會社群的依賴及忠誠度。 

4. 獲取價值：最後，以營利為目的的社群組織者，會希望從會員身上獲取價值，

例如會員的會費、交易佣金或是廣告收入。 

 

2.3.3 虛擬社群的強化並形成忠誠度的因素 

    Armstrong 和 Hagel（1998）在網路商機一書中有提出會員忠誠度的動態循

環模式（如下圖2-3），他們認為一個社群愈能夠促進會員之間的人際關係，會

員對社群就會愈忠貞;會員愈忠貞，就愈可能參與社群，愈不可能離開社群。同

樣的，社群愈能提供客製化的互動，會員對社群的忠誠度也愈高。  

 

 

 

 

 

 

 

 

 

圖2-3 ：會員忠誠度動態循環模式 

資料來源：Armstrong and Hagel（1998） 

 

    Ridings 和Gefen (2004) 認為社群內的資訊交換，以及成員間的社交是會

員參與的兩大關鍵因素，如果只有少數的訊息以及缺乏回應，參加社群的動機

就無法成立。Williams 和 Cothrel(2000)也有類似的看法，他們認為培養成員

會員忠誠度 

貢獻會員創作內容 

會員關係 

客製化互動 
會員流失率 

使用時間 

社群中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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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連結、鼓勵溝通，以及支持的環境氣氛是強化虛擬社群的最佳方式。而

Leimeister et al. (2005)認為網站的設計也會影響到線上社群的信任感，進

而影響其忠誠度，如社群目標與贊助者的透明度、內容的品質、社群組織者的

動機，以及訊息的易觸性。 

根據Koh和Kim(2004)的建議，虛擬社群的會員參與度可用以下幾點來衡量: 

1. 會員參與並促進社群發展 

2. 會員主動參加社群活動的動機強度 

3. 為了其他社群成員，提供有價值的訊息內容 

4. 熱衷於經常發表訊息與回覆他人 

 

    Preece(2001)建議以社交性和可用性兩個層面來衡量成功的線上社群，內

容分述如下: 

1. 社交性(sociability)：包含了目的(purpose)、成員(people)和方針

(policy)。目的指的是成員對於虛擬社群的涉入程度，也就是虛擬社群與成

員間的契合度與參與度，包含了互動、互惠、貢獻品質來表現其互動深度。

成員指的是虛擬社群內的成員人數，以及依個人特徵及參與程度而產生不同

類型的成員。方針意指為了防止破壞行為以及建立會員間信任的一些作法，

例如明確的行為準則與規定限制。 

2. 可用性(usability)：包含支援對話與社交互動 (dialogu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support)、資訊設計( information design)、瀏覽

( navigation)，以及接觸(access)。支援對話與社交互動指的是使用者可

容易以及有效率的使用網路環境上的功能。資訊設計則是讓訊息可有效率的

被找到與被理解。瀏覽指訊息可容易搜尋，而接觸則為使用者可以很容易的

下載、安裝與使用必要軟體與相關設備。 

  本研究將學者對於虛擬社群形成的強化因素整理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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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4 學者對於虛擬社群形成的強化因素 

學者 內容 

Armstrong & Hagel (1998)  促進參與 

 促進會員間的人際關係 

 提供客製化的互動 

Ridings & Gefen (2004)  資訊交換 

 社交面的支持 

Koh & Kim (2004)  會員參與並促進社群發展 

 會員主動參加社群活動的動機強度 

 為了其他社群成員，提供有價值的訊息內容

 熱衷於經常發表訊息與回覆他人 

Preece (2001) 社交性 (sociability) 

 目的 

 成員 

 方針 

可用性(usability) 

 支援對話與社交互動 

 資訊設計 

 瀏覽 

 接觸 

Williams  & Cothrel 

(2000) 

 培養成員間的連結 

 鼓勵溝通 

 創造支持性的環境氣氛 

Leimeister (2006)  社群目標與贊助者的透明度 

 內容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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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群組織者的動機 

 訊息的易觸性。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第四節 服務價值 

2.4.1  服務價值的定義 

    Monroe(1990)認為若在擁有充分資訊的情況下，消費者會以最低的價格來

購買可獲得最大滿足的產品，但在現實生活中，並非所有資訊是完全清楚呈現

的，而消費者一般也無法完全得知產品真正的品質，因此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

務的品質是以個人認知所形成，而對於產品或服務的價值認定，則是以其認知

利益，以及所付出的時間、成本的犧牲之間的抵換關係來作衡量。認知價值、

認知利益以及認知犧牲三者關係可用下列式子來表示: 

 

    認知價值＝認知利益/認知犧牲 

 

    Zeithaml（1988）透過消費者焦點團體的訪談，總結出「價值」的定義:「認

知價值是消費者對於所得到與付出之間的認知為基礎，來評量一個產品的總體

效用。所謂的得到會因人而異，例如有些人希望是份量大、有些人希望高品質，

而有些人希望方便。而付出的也是，有些人只在乎金錢的付出，而有些人在乎

的是時間或所耗的精力，而價值代表的是給予和得到之間的抵換關係

(tradeoff)。」 

    Bolton 和 Drew（1991）針對Zeithaml（1988）的認知價值定義作進一步

的衍伸，他認為若認知服務價值可類比認知產品價值的概念，則「服務價值是

牽涉消費者對於服務利益的評估及其成本之間的抵換關係。而消費者對於服務

價值的衡量，會因為其貨幣成本、非貨幣成本、個人品味、特徵而有所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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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服務價值的衡量 

    Zeithaml(1988)引用Dodds和Monroe(1985)所提出的服務價值形成模式，探

討價格、認知品質與認知價值之間的關係，請參考圖2-4。  

 

  

 

 

 

 

 

 

 

 

 

 

 

 

 

 

圖2-4：價格、品質、價值相關手段目的模式 

資料來源：Zeithaml(1988) 

 

    在此模式中，Zeithaml(1988)認為消費者認知價值的形成，可分為三個層

次，分別為: 

外部屬性  內部屬性 

內部屬性 

客觀價格 

購買 

認知貨幣

價格 
認知犧牲 

認知 

非貨幣 

價格 

 

高層次屬性 

認知價值 品質 

低層次屬性 

低層次屬性認知 

高層次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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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低層次屬性（lower-level attributes）: 包括內部屬性與外部屬性。 

內部屬性是指與產品本身的屬性，以線上唱歌為例，其內部屬性包含了歌曲數

量、伴奏音質、MV畫面。而外部屬性則是與產品相關，但不直接屬於產品實體

的屬性，以線上唱歌為例，如會員費、廣告內容、代言人。 

2.低層次屬性認知（perceptions of lower-level attributes）:包含了認知

貨幣價格、認知非貨幣價格以及認知犧牲。從消費者的觀點來看，他們不會去

詳記一項產品或服務的實際價格(objective price)，但會將其轉換成有意義的

形式，如便宜或昂貴的，此種經過消費者轉換編碼後的價格，稱為認知貨幣價

格。認知非貨幣價格則為消費者在購買一項產品或服務時，所需付出的時間、

體力，精神上的成本。而認知犧牲則包含了上述的認知貨幣價格與認知非貨幣

價格。 

3.高層次屬性（higher-level attributes）：包括認知品質、認知價值、 

高層次抽象屬性。在此模型中，認知品質定義為消費者對產品優越性的評估，

乃受外部屬性、內部屬性及認知貨幣價格所影響。認知價值則受到相當多的因

素影響，包含了認知犧牲、認知品質、內在與外在屬性，以及高層次抽象屬性，

進而影響其購買行為。高層次抽象屬性意指消費者在組織訊息時，會牽涉到多

個階層的抽象概念，從簡單的產品概念到複雜的個人價值觀。 

  

    Bolton 和 Drew(1991)根據Zeithaml(1988)的模式，進一步提出多階層服

務品質與服務價值評估模式，他認為消費者對服務的評估可分為下面三個互相

關連的階段，包含評估績效、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其內涵分述如下: 

1. 服務績效：顧客對服務績效的認知是基於對特定的服務屬性與構面的評估。 

2. 服務品質：服務品質會受到期望服務績效與認知服務績效之間不一致的影

響，而期望服務績效與認知服務績效也會影響顧客滿意度，進而影響消費者

的認知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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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務價值：除了服務品質會影響到服務價值，顧客對於服務價值的衡量也受

到認知犧牲(包含貨幣成本與非貨幣成本)所影響。此外，因顧客本身條件，

如個人喜好、特徵的不同，也會影響其對服務價值的評估。 

    由於服務價值是較為主觀，且概念抽象的整體性評估，因此不易確實衡量。  

參考近年國內外相關研究(李森峰(民93)、杜明男(民94)、Gil , Berenguer,and  

Cervera (2008))，對於服務價值的衡量多採用Bolton 和 Drew（1991）的衡量

指標為主，即以消費者對一項服務的得到與付出之間作整體性的評估，而本研

究也採用此方法來衡量服務價值。 

 

第五節 顧客忠誠度 

2.5.1  顧客忠誠度的定義 

在日益競爭的環境中，企業能做到讓顧客滿意已經不是絕對的競爭優勢，

以線上唱歌網站這樣以會員的會費為主要營收的經營模式，如何讓顧客持續繳

費，維持會員身份，是業者最關心的議題，也就是如何維持顧客對於該網站服

務的忠誠度。對業者來說，顧客忠誠度才是企業獲利來源以及網站長久經營的

基礎。 

    針對顧客忠誠度，過去已有許多學者投入研究，因為研究對象的不同，也

因此有各自不同的定義，以下針對顧客忠誠度的定義，整理歸納出各家學者的

看法，請參閱下表 2-5: 

 

表 2-5 顧客忠誠度的定義整理 

學者 定義 

Jacoby and 

Chesnut(1973) 

顧客在有多個相似品牌選擇情況下，長期偏好特定品牌

的行為結果，也是評價決策流程的結果。 

Oliver(1999) 對於偏好產品/服務，未來持續重複購買或光顧的深執



39 
 

信念，因此不論是情境的影響或是其他行銷力可能導致

的轉換行為，仍重複購買相同品牌或相同品牌群。 

Dick and Basu(1994) 個人對於個體(品牌、服務、店面或賣家)的相關態度以

及重複購買的關係強度。 

Bowen & 

Shoemaker(1998) 

相關於顧客的回購、推薦企業、提供口碑、推薦、宣傳

的可能性。 

Edvardsson, 

Johnson,Gustafsson, 

and Strandvik (2000) 

顧客向同一個組織重複購買的意圖或傾向。 

Bowen & Chen(2001) 忠誠的顧客對於公司有偏好的態度，會重複購買產品/

服務，並將產品推薦他人。 

Flavia´n,, 

Guinali´u and Gurrea 

(2006) 

一個心理的決策過程，表達對於品牌支持的非隨機的長

期行為。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5.2  顧客忠誠度的衡量 

早期的學者將顧客忠誠度的研究著重於重複購買，例如學者Liptein (1959)

與Kuehn(1962)以產品的重複購買行為來衡量忠誠度，但後來有學者認為以顧客

的行為來定義忠誠度有失偏頗(Jacoby and Chestnut 1978)，因為顧客可能是

在缺乏其他選擇的情況下，或是因為慣性、不在乎、或是進入障礙，導致重複

性的購買，而非出自對品牌的忠誠度(Jacoby and Chestnut 1978 ,Reichheld 

2003)。因此學者認為，一定要有態度上的認同才會導致真正的忠誠度存在

(Jacoby and Chestnut 1978)。 

Oliver(1997)認為顧客對品牌的忠誠度，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是(1)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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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cognitive loyalty)  (2)情感忠誠(affect loyalty)  (3)意圖忠誠

(conative loyalty)  (4) 行動忠誠(action loyalty)。認知忠誠為比起競爭

品牌，顧客對於某個品牌的特徵產生偏好。情感忠誠為顧客累積滿意的使用經

驗後，而產生對品牌的好感與忠誠。而意圖忠誠階段，意指顧客有更強的動機

與意願來重複購買特定品牌產品。而這三階段是屬於態度面的忠誠(attitude 

manner)，而後接著會產生行為面的忠誠(behavioral manner)，被稱作為行動

忠誠，也就是前面三個階段所轉化成立即的行動，並且強化成為行動慣性

(action inertia)，產生重複購買的行為。 

而Bowen 和 Chen(2001)認為有三種方式衡量顧客忠誠度，包含(1)行為衡

量 (behavioral measurements) (2) 態度衡量 (attitudinal measurement)，

以及 (3)合成衡量(composite measurement)，行為衡量主要是以重複與持續購

買的行為作為指標，態度衡量則是反應情感與心理上的忠誠與支持，而第三種

衡量，合成衡量，則是結合了行為與態度的衡量面，以顧客對產品的偏好、轉

換品牌的習性、購買頻率、最近購買及購買總數，來衡量顧客忠誠度。 

Gaffin(1996)認為忠誠顧客對於買甚麼以及跟誰買有特殊偏好，他們的購

買行為並非偶然。而所謂的忠誠顧客會展現下列四種行為: (1) 經常性購買 (2)

購買公司的其他產品系列或服務 (3) 宣傳與推薦他人 (4) 對其他業者的產品

有免疫性。 

    Reichheld (2003)認為顧客忠誠度不僅僅只是重複購買，而是愈買愈多，

不論是因為他們的收入增加，還是提撥更多的金錢比例在購買特定公司的產

品。此外，忠誠顧客也會無報酬的將產品推薦給身邊的人。 

Leo Huang(2008)針對線上顧客忠誠度(e-loyalty)衡量，歸納為四個項目: 

(1) 口碑傳播 (2) 停留時間 (3) 購買頻率 (4)到訪頻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