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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文 摘 要 ： 自從網際網路商業化以來，B2C 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提供了

異於傳統的銷售通路，藉由網路世界帶來的方便性，創造了

許多習慣在網際網路購物的消費者。許多電子商務之相關研

究在量的方面也有了長足的進展。然而過去 B2C 電子商務的

文獻，對於顧客保留的探討只有兩個觀點：試圖評估重複購

買的意願，或是試圖找出影響顧客保留的因素。目前的文獻

著重於以問卷調查顧客在網站購物的經驗與意見，從顧客自

我表述的資料中，評估線上重購意願和行為。不同的顧客保

留之操作型定義散見於各文獻，而往往顧客保留的定義只是

簡單的、問卷回應者所表述的重購意願，正確性顯有不足。 

 

不論是 B2C 電子商務實務經營者或研究者，儘管重視顧客保

留，卻無法對顧客保留的衡量有所突破。顧客保留、顧客流

失的衡量，必須形諸於正式的模式發展，才能增進我們對它

的認識。這個模式不但須要植基於理論，也須具有實際上衡

量的可行性。本研究以量化的觀點定義顧客保留，並以台灣

兩家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真實交易資料衡量顧客保留。 

 

顧客保留與顧客流失乃一體之兩面，是一個隨時間移動的動

態衡量。本研究發展的模式，將顧客保留定義為時間和顧客

群之函數，接著以此模式衡量兩家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顧客

保留狀態，透過對判定保留與流失的顧客對該商務網站之貢

獻度進行檢定，與比較兩家個案公司的分析結果，證實衡量

模式的效度與信度。 

 

中文關鍵詞： 顧客保留、顧客流失、重購行為、電子商務、B2C 

英 文 摘 要 ： With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in Internet, business-

to-consumer (B2C) electronic commerce (e-commerce) 

has attracted many Internet users to shop online. 

Despite the progress o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mmerce, the issue of customer retention has been 

approached from only two viewpoints, with one setting 

out to assess repurchase intention and the other 

setting ou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affects 

customer retention. In specific, extant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customer self-reported onlin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Most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consumer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regarding past patronage of 

e-commerce sites or repeat purchase intention. 



Disparate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customer 

retention were seen across studies. Often, the 

definition of customer retention is reduced to 

respondent self-reported repeat purchase intention.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retention in 

e-commerce, the measurement of customer retention or 

attrition needs to be formally developed. It is 

desirable to derive a model which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sound but also realistic, i.e., 

preferably one from real transaction data of e-

commerce sites. This research defines customer 

retention quantitatively and measures it based on 

real transaction data. The transaction data is 

obtained from two B2C e-commerce sites in Taiwan.  

 

Customer retention and attrition, which are viewed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change continuously 

throughout the time. A model is developed to define 

customer retention as a function of time and customer 

group. Then the customer retention status of two e-

commerce websites is measured respectively. Through 

comparisons and statistical test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measurement is verified.  

 

 

英文關鍵詞： Customer Retention, Customer Attrition, Repeat 

Purchase Behavior, Electronic Commerce, 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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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自從網際網路商業化以來，B2C 電子商務的蓬勃發展提供了異於傳統的銷

售通路，藉由網路世界帶來的方便性，創造了許多習慣在網際網路購物的消費

者。許多電子商務之相關研究在量的方面也有了長足的進展。然而過去 B2C 電

子商務的文獻，對於顧客保留的探討只有兩個觀點：試圖評估重複購買的意願，

或是試圖找出影響顧客保留的因素。目前的文獻著重於以問卷調查顧客在網站

購物的經驗與意見，從顧客自我表述的資料中，評估線上重購意願和行為。不

同的顧客保留之操作型定義散見於各文獻，而往往顧客保留的定義只是簡單的、

問卷回應者所表述的重購意願，正確性顯有不足。 

 

不論是 B2C 電子商務實務經營者或研究者，儘管重視顧客保留，卻無法對

顧客保留的衡量有所突破。顧客保留、顧客流失的衡量，必須形諸於正式的模

式發展，才能增進我們對它的認識。這個模式不但須要植基於理論，也須具有

實際上衡量的可行性。本研究以量化的觀點定義顧客保留，並以台灣兩家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真實交易資料衡量顧客保留。 

 

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乃一體之兩面，是一個隨時間移動的動態衡量。本研

究發展的模式，將顧客保留定義為時間和顧客群之函數，接著以此模式衡量兩

家 B2C 電子商務網站的顧客保留狀態，透過對判定保留與流失的顧客對該商

務網站之貢獻度進行檢定，與比較兩家個案公司的分析結果，證實衡量模式的

效度與信度。 

 

 

關鍵詞：顧客保留、顧客流失、重購行為、電子商務、B2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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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development in Internet, business-to-consumer (B2C) 

electronic commerce (e-commerce) has attracted many Internet users to shop online. 

Despite the progress on the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e-commerce, the issue of 

customer retention has been approached from only two viewpoints, with one setting 

out to assess repurchase intention and the other setting out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s 

to what affects customer retention. In specific, extant literature focused on the 

customer self-reported online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Most investigations 

were conducted via questionnaire surveys of consumer experiences and opinions 

regarding past patronage of e-commerce sites or repeat purchase intention. Disparate 

operational definitions of customer retention were seen across studies. Often, the 

definition of customer retention is reduced to respondent self-reported repeat 

purchase intention.  

 

To adv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customer retention in e-commerce, the 

measurement of customer retention or attrition needs to be formally developed. It is 

desirable to derive a model which is not only theoretically sound but also realistic, 

i.e., preferably one from real transaction data of e-commerce sites. This research 

defines customer retention quantitatively and measures it based on real transaction 

data. The transaction data is obtained from two B2C e-commerce sites in Taiwan.  

 

Customer retention and attrition, which are viewed as 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 change continuously throughout the time. A model is developed to define 

customer retention as a function of time and customer group. Then the customer 

retention status of two e-commerce websites is measured respectively. Through 

comparisons and statistical tests,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is measurement is 

verified.  

 

 

Keywords: Customer Retention, Customer Attrition, Repeat Purchase Behavior, 

Electronic Commerce, B2C 

 



 1 

報告內容 

 

前言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建立電子商務顧客流失(Customer Attrition)與顧客保留

(Customer Retention)之判別方法，以及探討顧客流失與顧客保留的衡量基準，

並提出管理意涵。 

 

研究目的 

在 B2C 電子商務領域，由於公司與顧客間往往不具契約關係，加上網路市場的

高度透明化，顧客在彈指間就可到競爭者的網站，轉換成本低，相較於其他通

路，顧客較易流失。因此判別電子商務顧客流失或保留的能力相形重要。 

 

顧客取得(Customer Acquisition)相對於顧客保留對商家也很重要；換句話說，電

子商務公司的年營業額，同時需仰賴新顧客的取得以及舊有顧客的持續光顧，

年復一年，都是如此。一般來說，顧客保留相較於顧客取得對公司的永續經營

較為重要。Wirtz and Lihotzky (2003) 指出，電子商務公司取得一位新顧客的成

本，相較於保留一位舊顧客的成本高出很多。並且顧客保留能為商家帶來諸多

好處(Lin & Wang, 2006)，包括行銷與服務成本的降低、新顧客的引介、較高的

收益等。文獻上，顧客保留較顧客取得來說，較為重要，但實務上，尤其是在

顧客較易流失的電子商務市場上是否也是如此？電子商務公司實際的顧客保留

成效好不好？也是本研究關心的議題。 

 

文獻探討 

文獻上，顧客保留的定義具多面向。Aspinall et al. (2001)探討顧客保留的行為面

與態度面，表一列出兩個面向的參考變數。透過電話專訪，Aspinall et al. (2001)

的研究結果顯示，組織對顧客保留的定義以行為面向為主。 

 

表 1. 顧客保留的多面向與參考變數 

行為面 態度面 

 Number of customers (including dormant) 

 Number of active customers 

 Frequency of buying 

 Recency of buying 

 Size of expenditure 

 Share of expenditure 

 Possibly even extent of cross-sales 

 Contract 

 Adjust buying/usage procedures to fit 

supplier 

 Salience of brand proposition and its 

components 

 Brand preference 

 Psychological commitment/loyalty 

 Trust 

 Empathy 

 Propensity to consider buying/use 

again/contribute resources 

 Propensity to pay more/a premium 

 Customer satisfaction/de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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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utinised re-ordering 

 Join club 

 Proven advocacy 

 Enquiries 

 Provide information when requested re needs 

and/or characteristics 

 Notify of complaints and successes 

 Give you more time than competitors/before 

 Pay attention to organisation’s 

announcements 

 Likelihood to recommend/advocacy 

 Possibly even top-of-the mind awareness 

資料來源：Aspinall et al. (2001) 

 

Aspinall et al. (2001)指出顧客保留的定義以行為面向為主。其他學者

(Hennig-Thurau & Klee, 1997; Verhoef, 2003)則進一步指出，在衡量顧客保留時，

以行為面向的實際購買情形(即重複購買行為，簡稱重購行為)來衡量顧客保留

較為準確。Hennig-Thurau and Klee (1997)主張，以個別顧客為分析單位的購買

資料可以衡量顧客的實際購買行為，分析結果較為準確。他認為顧客保留的衡

量應著重於重複光顧同一商家，即顧客保留與重購行為有密切關係。本研究即

以個別顧客為分析單位，透過顧客的重購行為來探討電子商務公司顧客保留與

顧客流失之衡量方法。 

 

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實為一體兩面，若判別某位顧客保留下來的話就不算流失

了。但問題是該如何判別該顧客算是保留了還是流失了呢？舉例來說，若一位

顧客去年購買了商家產品，但今年沒有再來購買，算不算是流失了？多久沒有

回來購買才算流失了？假設我們宣稱若一位顧客連續一年（十二個月）的時間

都沒有再來消費即為流失，反之即為保留，這樣的宣稱能有多少的信心水準？

類似這樣的宣稱我們無法百分之百肯定，因為總會有些顧客那天心血來潮，在

相隔好幾年之後再度回來消費。此外，連續一年沒有消費的準則是否對不同時

期取得的顧客都適用呢？同樣的準則可以同時適用到新舊顧客嗎？這牽涉到顧

客取得的時間點，本研究定義顧客取得的時間點為顧客第一次購買該商家產品

的時間，則顧客取得在時間的向度上是動態的，因此，在探討顧客保留與顧客

流失議題時，需要針對顧客取得時間點的不同作適當的處理。如此，我們可以

比較是否特定時間取得的會員較容易流失或保留，電子商務網站也可從中檢討

可能是哪些外部因素或內部管理機制引起其間的差異。 

 

特別一提的是，本研究對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在概念上與計劃書略有不同。在

計劃書中，顧客保留與流失是較靜態的概念，譬如說，在連續十二個月的窗格

中，若舊顧客每一個月的消費都是零即為顧客流失，相反的，若舊顧客每一個

月都有消費即為顧客保留。依據顧客流失與顧客保留字面上的意涵，顧客流失

表示該顧客不會再回來消費了，反之，顧客保留即該顧客被保留住了，之後只

要有消費需求都會持續性地回原店家購買。然而，實務上，這樣的觀點過於樂

觀了。簡而言之，我們無法百分之百預測舊顧客未來的消費行為，現在定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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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的顧客還是有可能在未來某個時間點回來消費，又現在定義保留住的顧客在

未能也可能因為種種因素而不再回來消費。再重新斟酌檢視計畫書中的論述之

後，本研究認為對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應採取較為動態的觀點，顧客保留與流

失是在一個特定時間點滿足一定信心水準下對舊有顧客的判別，即顧客保留與

顧客流失是動態時間下一個靜態的現象：顧客保留不代表該顧客就永遠不會流

失、顧客流失也不表示該顧客永遠不再回來消費，它是在一個在特定時間點的

狀態。 

 

研究方法 

本研究與臺灣地區 B2C 電子商務網站合作，取得公司之顧客資訊及歷年交易資

料，做為本研究分析之用。為了比較與探討研究方法之適用性，特別選擇兩個

不同產品性質的個案公司。（值得一提的是，按照計劃書的進度，第二個合作個

案原本應於計畫的第二年才開始進行，本研究第一年的進度超前，已取得第二

個合作個案的完整資料，因此得以與第一個合作個案作同步的分析與比較。）

第一個合作個案為美妝類網站，其銷售產品在網路上較為常見，相對地有較多

的同業競爭，所以此個案是處於一個較競爭的市場。第二個合作個案為時尚家

用品網站，其產品單價較高，網路上也較不常見，市場較不競爭。本研究透過

這兩家不同性質的個案公司對不同市場進行研究，期望能得到不同的觀察，進

而比較不同個案所得結果之相同與相異處，並與公司經營面做連結，得到客觀

的管理意涵。兩家個案公司簡單敘述如下，詳細的沿革與經營狀況請見附錄一。 

 

第一家個案為美妝類網站，成立於 1999年。由於資料格式問題，我們只取得該

公司 2005年至 2010 年年底顧客的交易資料。為了計算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

本研究只考慮該期間公司取得的顧客，根據本研究對顧客取得的定義，即 2005

年至 2010年年底第一次購買的顧客，共有四萬五千多人。 

 

第二家個案為時尚家用品網站，成立於 2002年年底。我們順利取得該公司完整

的顧客交易資料，期間自 2003年至 2010年年底。為了計算顧客保留與顧客流

失，本研究只考慮該期間公司取得的顧客，共有二萬三千多人。 

 

以下為模式發展的說明，內容取自本研究已完成的期刊文稿，因包含數學陳述，

翻譯較困難，為保持原貌，以原撰寫的文字(英文)呈現： 

 

As customer retention is a state within which a customer continues to do 

business with the company, it is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define 

such state with regard to a specific point of time. In practice, it is desirable for a 

business to know which customers are retained at any point of time; in theory a state 

is a variable of time and other factors. Conceptually, more frequent and recent 

patronage implies better customer retention. However, frequency and recenc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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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unrelated; frequency essentially leads to recency. Although recency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frequency, it has a stronger implication that a customer is still 

doing business with the company.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parsimony, using both 

recency and frequency to define a retention state is unnecessary. A more interesting 

approach would be defining the state according to recency, and be able to test and 

confirm the frequency aspect of retention.  

 

Defining the state of customer retention by no means refers to a sure assessment 

of customer retention, because customer retention is never certain. At best, customer 

retention can be defined with a desirable level of assurance. The approach proposed 

in this study is to define the state of customer retention as per recency performance 

assessed at specific time, with a selected level of assurance. Precisely, a customer’s 

retention state is determined by comparing the time lapse from his/her most recent 

patronage with a chosen threshold. If the time lapse exceeds the threshold, then the 

customer is considered not retained. Further, idiosyncrasies are expected for 

different customer groups, therefore threshold should be allowed to vary across 

customer groups. The proposed definition of customer retention is described in the 

following model: 

 

Let   

Si(t0) = the state of customer retention for customer i at time t0 

{Si(t0)}  = {retained = 1, not-retained =0} 

T i(t0) = time lapse from the most recent purchase to t0 for customer i 

TRj(t0) = the threshold of recency for customers in group j 

i  {kk in group j} 

Then  

Si(t0) = 1, if Ti(t0) <= TR j(t0) 

Si(t0) = 0, if Ti(t0) > TR j(t0) 

 

Two issues remain to be resolved in this model, one being the customer grouping 

(segmentation) and the other being the selection of TRj(t0) at t0 for group j.  

 

Customer segmentation is the foundation for effective marketing resources 

allocation. Ideally, all sorts of information can be the basis for customer 

segmentation. Demographics and attributes such as attitude and psychological 

profiles are all possible variables for segmenting customers. Yet, a complete profile 

of all these details for each individual customer is very difficult, if not impossible, to 

obtain. In fact, most of time, the individual level data marketers hold are only as 

detail as the transaction data can provide, which consists of the time, items, and 

amount of transaction. At best, transaction data may be linked to some limited 

personal data. In the case of B2C e-commerce, the personal data can be address, 

phone number, e-mail address, payment method, etc. Web marketers are usually 

very cautious in asking customer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beyond what is needed to 

complete transac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gleaming customer retention status and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past marketing management activities toward customer retention, 

however, grouping customers according to the time they were acquired may be more 

meaningful. This choice of customer grouping can provide marketers retro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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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ews of marketing activities to aid decisions on future endeavors. This assertion by 

no means dictates that grouping customers according to the time they were acquired 

is the only sensible choice for the purpose of customer retention assessment. This 

study focuses on assessing customer retention state in the time perspective. For 

objectives not identified in this research, other methods of customer grouping or 

combinations of grouping/segmentation variables may be preferred. In particular, 

after grouping customers based on the year they were acquired and knowing the 

retention state of each customer, it may be of interest to further dissect the 

time-based customer groups by other variables, say zip code, to see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retention status. The benefit of time-based customer grouping prior to 

other finer granular subgrouping is that the factor of time is largely controlled for 

subsequent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As for the threshold of recency at t0 for customers in group j, TRj(t0), if the 

desirable level of assurance is x percent, then the scheme is to identify in group j the 

maximum of each customer’s inter-purchasing times, forming a set of maximum 

inter-purchase times. Then set the threshold on the x percentile of the set of maxima. 

The threshold of recency at t0 for group j, TRj(t0) , is formulated as follows. 

 

For each group j,  

let   

n = the number of customers in group j 

{ITij } = the set of inter-purchasing times for customer i in group j  

ITij, max = max ({ITij }), the maximum of the elements of {ITij } 

{ITij, max} = the set of maxima of all {ITij }, i = 1, …, n 

then 

||{ITij, max }|| = n 

TRj(t0) = x percentile of the ordered time durations represented by 

{ITij, max }, where x is the desirable level of assurance 

 

At time t0, if a customer did make purchases within TRj(t0) timeframe prior to t0, 

then the customer is considered retained, otherwise not-retained. The customers who 

are considered not-retained are too costly to gain back. The rationale of defining 

TRj(t0) as such lies in the reasoning that if a customer is retained, at any point of 

time, his/her most recent purchase should be within the x percentile of maximum 

inter-purchase times, TRj(t0), providing x percent of assurance level.  

 

首先，我們依據個案公司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進行分組，再來觀察各組顧客歷

年的消費資料。可以想像，就一般情況而言，隨著距離顧客第一次購買的時間

點越長，顧客再回來店家消費的人數也隨之減少。若該個案公司的顧客保留成

效較好，則顧客後續回店消費人數減少的幅度會較小；反之若該公司的顧客保

留成效差，則顧客回店消費人數減少的幅度也會較大。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根

據顧客回店消費人數減少的幅度來判斷該店家顧客流失的嚴重程度，若減少幅

度大即表示該店家顧客流失嚴重或顧客保留成效不佳。 

 

以上的研究方法是以顧客整體後續（歷年）的交易資料來判別店家的顧客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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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顧客流失。然而，根據之前文獻探討，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的衡量應以個別

顧客為分析單位，並分析個別顧客的重複購買行為，結果會較為準確。因此，

本研究第二階段的研究方法即以個別顧客的重購行為為依據，探討兩家個案公

司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之衡量。 

 

在以個別顧客為分析單位時，我們依據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進行分組。這樣的

分組方式主要有以下兩點原因。第一，同一年份取得的顧客，一定程度反映了

相同的外部因素與內部因素，外部因素像是當時的景氣或大環境等，而內部因

素包括公司當年度的促銷活動或管理機制等，所以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具備相似

的內部與外部因素特質可以作後續比較分析用。第二，同一年份取得的顧客，

可以觀察到相同時間長度的交易資料，比如說，同樣是 2005年取得的顧客，可

以觀察到 2005年至 2010年年底共六年的交易資料，相較於 2008年取得的顧客

只能觀察到三年的交易資料，2005年取得的顧客有較長的歷史資料能提供較完

整的重購行為分析。因此，對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分組，一方面可比較不同年

份取得顧客的差異外，另一方面也可就提供相同時間長度交易資料的顧客，分

析其重複購買行為。 

 

依據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進行分組後，接下來我們以個別顧客為單位，分析顧

客的重複購買行為。首先，我們先計算出有發生重複購買行為的顧客人數，因

為總有部分顧客在可觀察到的期間內僅僅發生一次購買行為。接下來，針對有

重複購買行為的顧客計算每個可得的購買間隔（以月為單位），並統計這些購買

間隔，計算的統計值有二：最大間隔與平均間隔。舉例來說，一個顧客共計購

買了四次，因此我們可得三個間隔（以月為單位），根據這三個間隔再去計算出

最大值與平均值。如此，針對每個有重購行為的顧客都如此計算，也就是說，

每個有重購的顧客都會有這兩個統計值。 

 

針對每個有重購的顧客計算這兩個統計值後，我們再對所有有重購行為的顧客

計算其平均值及標準差。也就是個別顧客重購最大間隔的平均值、標準差，以

及個別顧客重購平均間隔的平均值和標準差。另外就顧客重購最大間隔，我們

計算其第八十百分位數，求得以月為單位的期間。本研究主張，顧客重購最大

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具有象徵意義，字面上，它表示對所有發生重購行為的

顧客來說，其重購最大間隔由小到大排列後第 80%的數字。意涵上，它可以解

讀為就發生重購行為的顧客來說，八成的顧客其重購行為都發生在該期間內。

進一步來說，根據某年取得顧客其中有重購行為顧客的交易資料進行分析，80%

顧客的重購行為發生在該期間內（第八十百分位數）；我們也可以推論說，若該

年顧客還會再回店消費，其間隔應不會超過該期間（顧客重購最大間隔第八十

百分位數），對此我們有 80%的信心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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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以上求得的第八十百分位數，我們可以判別各年取得顧客的流失或保留，

因為分析的交易資料至 2010年年底，因此使用此期間判別顧客流失與保留的時

間點也應為 2010年年底。作法上，我們是由 2010年年底往前推該段期間，若

這段時間顧客沒有再次消費即表示顧客已超過該期間沒有再回來購物了，根據

以上論述，我們有 80%的信心判別該顧客應該不會再回來消費了，可以判別顧

客流失，反之即為顧客保留。同理，我們可以對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判別他

們於 2010年年底時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的情形。 

 

根據以上研究方法，我們分別就本研究的兩家個案公司資料作分析，結果與討

論如下。 

 

結果與討論 

首先，我們就顧客整體的交易資料來看，圖 1及圖 2分別為美妝網和家用品網

站歷年顧客取得與後續消費趨勢，依據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分組，由圖 1與圖

2可知，兩家公司不論那個年份取得的顧客，隨著取得的時間越久，顧客再回

店消費的人數也越來越少。由圖 1、圖 2可知，顧客取得的當年至第二年減少

幅度最大，第三年以後呈現平緩減少的趨勢。因此我們可以透過計算第二年重

購顧客的比例，瞭解兩家公司整體顧客保留的成效。表 2及表 3分別為美妝網

和家用品網站歷年顧客取得與第二年重購顧客的比例，比較表 2和表 3，美妝

網站歷年來第二年重購顧客比例界於 21%至 39%間，歷年平均達 33.56%；相對

的，家用品網站歷年來第二年重購顧客的比例界於 13%至 23%間，歷年平均只

有 18.90%。由顧客歷年交易資料來看，美妝網站較家用品網站有較好的顧客保

留，不管第一年顧客取得的多寡，第二年重購顧客的比例均較高。 

 

接下來，我們將圖 1、圖 2相同的數據以直條圖的方式呈現，圖 3及圖 4分別

為美妝網和家用品網站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構成圖，透過此二圖，歷年購

買顧客之多寡以及新舊顧客的組成都可一目瞭然。以圖 4家用品網站為例，由

於分析資料自 2003 年至 2010年為止，且資料中的顧客只包含 2003年以後取得

的顧客，因此，圖中 2003年只有當年度取得的新顧客，而之後其他年份除了包

括當年取得的新顧客外，也包括當年重購之舊顧客。 

 

再來，我們將圖 3、圖 4的單位轉換成百分比來看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組

成比例，分別可得圖 5及圖 6。圖 5為美妝網站，第一年 2005年，由於資料沒

包括更早取得顧客的交易資料，因此該年百分之百由當年度取得的顧客構成。

若我們看接下來的 2006 年至 2010年，新顧客組成大概介於 50%至 70%，換句

話說，歷年新顧客（即顧客取得）的比例都佔超過一半，剩下的 30%至 50%才

由舊顧客（即顧客保留）構成。因此，對美妝網站來說，每年的顧客取得很重

要，因為就比例來看，新顧客佔當年購買顧客的比例都持續高於舊顧客。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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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賴顧客取得的現象，在家用品網站更明顯，由圖 6可知，家用品網站新顧客

（顧客取得）的比例更高，介於 60%至 90%，剩下的 10%至 40%才由舊顧客（即

顧客保留）構成。此現象與上述比較表 2、表 3時的結果相同：由顧客歷年交

易資料來看，美妝網站有較好的顧客保留，相較於家用品網站，舊顧客佔全部

購買顧客的比例都較高。 

 

文獻上，顧客保留能為商家帶來諸多好處。然而，就我們分析臺灣地區的兩家

B2C 電子商務網站來說，顧客保留成效不佳，每年舊顧客（顧客保留）佔全部

購買顧客的比例都不到一半甚至更少。換句話說，每年的年度營業額有超過一

半須仰賴新顧客的貢獻，對顧客取得的依賴度高，這樣的缺點是，一旦顧客取

得遭遇瓶頸或是所處市場漸趨飽和，營運狀況馬上遭遇挑戰，此時可能需要透

過行銷手段吸引新顧客或是嘗試拓展新市場來維持網站的永續經營。但可以想

見的是，相較於保留舊顧客，公司往往需要花費更高的成本來取得新顧客，更

增營運的困難。 

 

 

以上是以顧客歷年的交易資料分析求得的結果，我們關心的是同年取得顧客歷

年的重購行為，隨著取得時間越久，顧客重購的比例也會越來越少。第二階段

的研究方法則以個別顧客為分析單位，探討個別顧客的重複購買行為來衡量顧

客保留與顧客流失。首先，我們根據觀察到的交易資料（兩家個案公司的交易

資料都至 2010年年底）計算有發生重購行為顧客的比例，表 4、表 5 分別為美

妝與家用品網站歷年顧客取得與有重購行為顧客的比例，由於資料最後兩年

（2009年與 2010年）的顧客交易行為只觀察不到兩年，所得分析可能較不完

整，因此顧客重購的比例只單純作參考用，我們以灰色來標記。由表 4可知，

美妝網站歷年有重購行為顧客的比例很高，介於 40%至 59%間，另一方面，家

用品網站的數據略低，由表 5可知，顧客重購的比例介於 33%至 48%間。值得

一提的是，家用品網站最早三年（2003年至 2005年）取得的顧客都有近一半

（47%~48%）的重購比例，較晚的三年（2006 年至 2008年）取得顧客其顧客

重購比例介於 33%至 40%間，我們可以推論，若可觀察的時間加長，其顧客重

購比例也可能會趨近早期觀察到的 47%。再回來看表 4美妝網站歷年重購顧客

的比例，較早取得的顧客雖然可觀察的時間較長，但其顧客重購比例反而較低，

比如說 2005年取得顧客其重購比例只有四成，2008年取得的顧客雖然其可觀

察時間只有不到三年，但其顧客重購比例已達近六成，我們可推論美妝網站近

年取得的顧客品質較好，短時間可觀察到的重購行為即以超過之前較早取得的

顧客。 

 

接下來，我們針對歷年取得的顧客其有重複購買行為的部分計算其重購間隔（以

月為單位），並計算每個重購顧客的重購最大間隔與重購平均間隔。之後，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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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對所有有重購行為的顧客計算其重購最大間隔的平均值、標準差和第八十百

分位數，以及重購平均間隔的平均值與標準差。表 6、表 7分別為美妝與家用

品網站歷年有重購行為顧客其重購間隔之統計。同樣的，由於資料最後兩年

（2009年與 2010年）取得顧客的觀察時間過短，分析結果可能較不完整，所

得數據只適合作參考用，我們以灰色來標記。由表 6可知，美妝網歷年有重購

行為顧客其平均重購間隔的平均值介於 5.62 至 6.45個月，四捨五入的話，都是

六個月，此數據相當程度反映了該網站的商品特性，美妝類商品往往具有時效

性需要定期採購，我們計算得出的顧客平均重購間隔的六個月平均值即表示，

美妝網站顧客的‘平均補貨週期’約為六個月。另外，美妝網站歷年顧客重購

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隨著顧客取得時間越早呈現穩定遞增的情形，由

最近 2008年的 14個月遞增至 2005年的 17 個月。如同之前研究方法所述，本

研究主張顧客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具有管理意涵，舉例來說，由以

上求得的數據我們可以推論，在 80%信心水準下，若美妝網站 2008 年取得的

顧客還會再回店消費，其間隔應不會超過 14 個月。另一方面，表 7為家用品網

站歷年有重購行為顧客之重購間隔統計，不論是平均重購間隔的平均值或是重

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都呈現隨著觀察時間加長，數值越大的趨勢，

不像美妝網站重購平均間隔的平均值趨近六個月、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

位數多觀察一年即多增加一個月，相對的，家用品網站顧客重購最大間隔的第

八十百分位數由最近 2008年的 19個月激增至 2003年的 43個月。 

 

根據以上求得的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我們可以判別兩家個案公司

各年取得顧客在 2010 年年底時的顧客保留或流失狀態，表 8與表 9分別為美妝

與家用品網站歷年顧客保留的判別結果。根據表 8，美妝網站的顧客保留率由

2008年的 28.96%急劇降至 2005年的 3.47%，此現象表示，隨著顧客取得時間

越久，美妝網站顧客流失的情形越嚴重，2005 年取得的顧客，在六年後即 2010

年年底，保留下來的顧客僅剩 3.47%。另一方面，家用品網站的顧客保留成效

相對較好，歷年取得顧客在資料截止前觀察到的顧客保留率都保持在 20%上下，

其中較早三年（2003 年至 2005年）的顧客保留率都在 23%左右，比較近三年

（2006年至 2008年）觀察到的顧客保留率都還來得高，此情形表示，家用品

網站早期取得顧客的品質較好，顧客保留率經過較長時間還維持一定的水準。

此現象也呼應先前比較表 4、表 5時觀察到的結果：美妝網站近年取得顧客的

品質較好而家用品網站早前取得顧客的品質較好。 

 

比較表 8與表 9可知，整體來看，家用品網站的顧客保留較好。若看個別個案

公司顧客保留率的變化，美妝網站的顧客隨著取得時間增長，流失情形嚴重，

相對的，家用品網站早期取得的顧客其保留率反而較高。顧客保留率的比較，

除了以上兩種較為直覺的比較方式外，在未來若我們取得較新交易資料時，也

可進行不同時期取得但是同樣觀察時間的顧客保留率比較。比如說，目前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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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資料是到 2010年年底，若我們未來取得 2011 年的交易資料，可以同樣依照

本研究方法更新顧客於交易資料截止時 2011 年年底的保留率。根據表 8，2007

年取得顧客經過四年的觀察時間（2007年至 2010年），顧客保留率為 19.41%，

若我們取得 2011年交易資料並更新表 8後，此時新計算的 2008年取得顧客的

保留率其觀察時間同樣為四年（2008年至 2011 年），比較這兩數據的意義在於

比較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但經過相同觀察時間顧客保留率的差異，若某年的顧

客保留率較高，在同樣觀察期間且相同信心水準下，可以較客觀的比較出不同

年取得顧客的品質或忠誠度差異等。 

 

以上顧客保留率的比較，同樣是建立在 80%的信心水準。比較兩家個案公司於

2005年的顧客保留率發現，美妝網站的顧客保留率只有 3.47%，而家用品網站

的顧客保留率則高達 23.41%，若進一步去比較這兩家個案公司當年的重購最大

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發現，美妝網站是17個月而家用品網站則長達32個月，

若第八十百分位數較大，則在顧客保留率的判別上會較為寬鬆，對家用品網站

2005年取得的顧客來說，只需在 2010年年底前的 32個月內有任何重購行為即

可判別顧客保留，相對的，對美妝網站同年取得的顧客來說，必須在 2010年年

底前的 17個月有重購行為才可判別顧客保留，在顧客保留的判別上較為嚴謹。

兩家個案公司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的差異，可能是兩家公司顧客保

留率間差異的原因之一，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兩家公司判別顧客保留率

的標準不同，他們同樣是依據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而來，因此，在

判別顧客保留上同樣具備 80%的信心水準。 

 

就家用品網站 2005 年取得的顧客來說，其有重購行為顧客的重購最大間隔的第

八十百分位數長達 32 個月，也就是說 80%有重購行為的顧客其重購發生在 32

個月內，我們也可以說，若顧客將來還會回店消費，有八成的機率該重購行為

會發生在將來的 32 個月內。如上所述，相對於美妝網站求得的 17個月，32個

月對家用品網站顧客保留的判斷提供較為寬鬆的標準。然而，一個將近三年之

久的重購最大間隔第八十百分位數，對公司的營運似乎不很正面，儘管長達 32

個月之久，顧客還是有很高的機率會再回來消費，但這些判別保留下來的顧客

對公司的貢獻遠遠不及短短數個月間隔會再重購的顧客。是的，根據本研究的

論述，2005年取得的顧客有 23.41%還保留著，然而這些保留下來的顧客卻可

能經過兩到三年之久才會再度回來消費。 

 

方法驗證 

本研究使用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作為判別兩家個案公司各年取得顧

客在 2010年年底時顧客保留或顧客流失的依據，表 8、表 9分別為美妝網與家

用品網歷年顧客保留判別的結果，換句話說，本研究將顧客分為保留與流失兩

種狀態，判別保留的顧客有較高機會再度回來消費，而判別流失的顧客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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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此不再回來，這是本研究根據網站現有資料對顧客未來動向的預測。然而，

現有的顧客歷史消費資料是否支持本研究顧客保留的判別方法呢？換句話說，

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是否也是較有價值的顧客？即相較於判別流失的顧客，

保留的顧客是否貢獻較多的訂單？是否對營業額較有貢獻是本節探討的重點。 

 

根據兩家個案公司的顧客交易資料，本研究選取四項交易指標作為判別顧客價

值的依據，四項指標分別為：訂單數、平均訂單金額、總訂單金額、第一筆訂

單金額。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說：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是較有價值的顧客，即

相對於判別流失的顧客，保留的顧客貢獻較多的訂單、較多的平均訂單金額與

總訂單金額，同時在第一筆訂單也消費較多的金額。四個假說詳列如下： 

 

H1：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有較多的訂單 

H2：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有較高的平均訂單金額 

H3：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有較高的總訂單金額 

H4：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在第一筆訂單消費較高的金額 

 

資料分析方面，由於各假說各有一個依變數，本研究想探討判別保留與流失的

兩組顧客間的依變數有無差異，因此採用獨立樣本 T檢定來驗證假說。如同之

前分析，我們同時對兩家個案公司進行分析，並將結果一起呈現（一左一右）

以供比較，另外個案公司也對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分組，讓各組有一致的觀察

期間。 

 

首先，針對美妝網 2005 年取得的顧客進行分析，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判

別保留與判別流失的兩組顧客間的訂單數有無差異，結果顯示兩組間具有顯著

性的差異（t = -26.57, p = 0.00），判別保留顧客的 460人平均訂單數有 13.40筆，

高於判別流失顧客的平均訂單數 2.16筆。此顯著性差異也可在其他年份取得的

顧客中觀察到（表 10）。另外，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

顧客的訂單數也呈現相同結果（表 11），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

留的顧客其平均訂單數都顯著得高於判別流失顧客的平均訂單數。綜合上述分

析結果，兩家不同個案公司、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

訂單數都較判別流失顧客的訂單數來的高，因此，資料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說

H1。 

 

研究假說 H2部份，首先，針對美妝網 2005 年取得的顧客進行分析，使用獨立

樣本 T檢定比較判別保留與判別流失的兩組顧客間的平均訂單金額有無差異，

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性的差異（t = -7.15, p = 0.00），判別保留顧客的 460

人平均的平均訂單金額有 153美金，高於判別流失顧客平均的平均訂單金額 98

美金。此顯著性差異也可在其他年份取得的顧客中觀察到（表 12）。另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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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平均訂單金額也呈現相同結

果（表 13），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平均的平均訂單

金額都顯著得高於判別流失顧客。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兩家不同個案公司、不

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平均訂單金額都較判別流失顧客

的平均訂單金額來的高，因此，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說 H2。 

 

研究假說 H3部份，首先，針對美妝網 2005 年取得的顧客進行分析，使用獨立

樣本 T檢定比較判別保留與判別流失的兩組顧客間的總訂單金額有無差異，結

果顯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性的差異（t = -12.57, p = 0.00），判別保留顧客的 460

人平均的總訂單金額有 2,248美金，高於判別流失顧客平均的總訂單金額 243

美金。此顯著性差異也可在其他年份取得的顧客中觀察到（表 14）。另外，使

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總訂單金額也呈現相同的結

果（表 15），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中，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平均的總訂單

金額都顯著得高於判別流失的顧客。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兩家不同個案公司、

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總訂單金額都顯著高於判別流

失的顧客，因此，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說 H3。 

 

研究假說 H4部份，首先，針對美妝網 2005 年取得的顧客進行分析，使用獨立

樣本 T檢定比較判別保留與判別流失的兩組顧客間的第一筆訂單金額有無差異，

結果顯示兩者之間具有顯著性的差異（t = -5.11, p = 0.00），判別保留顧客的 460

人平均的第一筆訂單金額有 188美金，高於判別流失顧客平均的第一筆訂單金

額 102美金。此顯著性差異也可在其他年份取得的顧客中觀察到（表 16）。另

外，使用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第一筆訂單金額也呈

現相同結果（表 17），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中，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平均

的第一筆訂單金額都顯著得高於判別流失的顧客。綜合上述分析結果，兩家不

同個案公司、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其第一筆訂單金額

都顯著高於判別流失的顧客，因此，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說 H4。 

 

以上結果顯示，根據本研究方法判別保留的顧客同時是較有價值的顧客，即相

較於判別流失的顧客，保留的顧客貢獻較多的訂單、較高的平均訂單金額與總

訂單金額，同時在第一筆訂單也消費較高的金額。兩家個案公司各自不同年份

取得的顧客中，使用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判別保留與判別流失的兩組顧客間在

上述代表顧客價值的四個指標上都呈現統計顯著的差異，其中，判別保留的顧

客在各項指標上都明顯優於判別流失的顧客。簡言之，分析結果全面支持上面

提出的四個研究假說。 

 

本研究判別顧客保留的方法是利用重購最大間隔的第八十百分位數作為依據，

資料取得至 2010年年底，因此本研究從 2010 年年底往前推第八十百分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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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段期間顧客有無購買作為判別保留與否的依據，比如說，美妝網 2005年取

得的顧客其重購最大間隔第八十百分位數是 17個月，因此從 2010年年底往前

推 17個月，以顧客有無在這 17個月內購買作為判別保留的依據，若有購買則

判別保留，若無則判別流失。簡單地說，本研究是以顧客『最近』有無購買作

為判別顧客保留與否的依據，若顧客『最近』有購買則為保留，反之，若顧客

『最近』沒買則判別為流失。根據本研究判別顧客保留的方法，相較於判別流

失的顧客，判別保留的顧客『可能會』有較多的訂單數，因為根據定義他們『最

近』有購買。也因為判別保留的顧客可能有較多訂單，他們也『可能會』有較

多的總訂單金額。回到上面獲得資料支持的四個研究假說，第一個和第三個研

究假說獲得支持可能並不那麼讓人意外，因為根據本研究方法，保留下來的顧

客『最近』有購買，因此他們可能就該訂單較多、同時也貢獻較多的總訂單金

額。然而，較令人感到有趣的是第二個和第四個研究假說的支持，即判別保留

的顧客有較高的平均訂單金額以及第一筆訂單金額，因為根據研究方法對顧客

保留的定義，我們無從猜想他們也會貢獻較多的金額，不論是在第一筆訂單或

平均訂單金額，此現象值得後續進一步探討。 

 

影響顧客保留的探索性分析 

根據上節對研究方法的驗證，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同時也是較有價值的顧客，

即相對於判別流失的顧客，保留的顧客貢獻較多的訂單、較高的總訂單金額，

並且也有較高的平均訂單金額以及第一筆訂單金額。兩家不同個案公司提供一

致的分析結果增強了我們對研究方法的信心，支持研究假說的驗證結果提供了

本研究判別顧客保留方法的效度。 

 

接下來，本節探討影響顧客保留的因素，那些因素讓我們可以有效『預期』該

顧客將會被保留下來？這裡，我們假設本研究方法對顧客保留的判別為真，即

判別保留的顧客將持續回來消費、判別流失的顧客從此不再回來消費。至於影

響顧客保留的因素，本研究續用上節代表顧客價值的四項交易指標，分別為：

訂單數、平均訂單金額、總訂單金額、第一筆訂單金額，構成模型中的四個自

變數。本研究判別顧客保留的結果則為模型中的依變數，包括顧客保留與顧客

流失兩種狀態。資料分析部份，由於依變數為二元變數，1代表顧客保留，0

代表顧客流失，因此採用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來驗證模型。如同之前分

析，我們同時對兩家個案公司進行研究，並將結果一起呈現（一左一右）以供

比較。另外個案公司也對不同年份取得的顧客分組，讓各組有一致的觀察期間，

由於各組分析的結果相當一致，我們分別只取兩家個案公司最早一年取得的顧

客（擁有最長觀察期間）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組的結果呈現。 

 

首先，針對美妝網 2005 年取得的顧客進行分析，使用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探討影響顧客保留的因素，結果如表 18。其中，Omnibus Tes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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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el Coefficients 顯示，加入的四個自變數對模型解釋力有顯著幫助

（Chi-square = 1662.998, p < 0.05），Nagelkerke R Square為 0.453，表示模型對

依變數有不錯的解釋力。然而，若分別去看四個自變數對顧客保留與否是否具

有預測力時，發現只有訂單數一個自變數為顯著且回歸係數不為零，進一步探

討勝算比（Odds ratio，即表中的 Exp(B)）發現，若顧客多一筆訂單，顧客保留

的勝算會增加 42.3%。 

 

另一方面，使用 Logistic Multiple Regression 分析家用品網 2003年取得的顧客

也呈現相同結果（表 19），自變數中仍然只有訂單數對顧客保留與否具有顯著

預測力且回歸係數不為零，相較於美妝網，家用品網的訂單數有較高的勝算比

（1.827），即顧客若多一筆訂單，顧客保留下來的勝算會增加 82.7%。 

 

本節的分析為探索性分析，因為我們假設本研究方法對顧客保留與否的判別為

真，即本研究判別保留的顧客將持續回來消費、判別流失的顧客從此不再回來

消費。分析結果顯示，只有訂單數對顧客保留與否具有顯著預測力，平均訂單

金額、總訂單金額和第一筆訂單金額對顧客保留與否不具預測力。因此，若希

望顧客被保留下來，鼓勵顧客持續回來消費是唯一的方法。 

 

結論 

本研究認為，對顧客保留與顧客流失應採取動態觀點，顧客保留或流失是在一

個特定時間點且滿足一定信心水準下，對顧客保留狀態的判別。即顧客保留與

流失是動態時間下一個靜態的狀態：顧客保留不代表該顧客永遠不會流失，而

顧客流失也不表示該顧客再也不會回來消費了。此動態觀點近似活躍顧客

（Active customers）與休眠顧客（Dormant customers）的概念，依據交易資料

判別目前保留下來的顧客可以當成是活躍顧客，有很大機會這些顧客會再度回

來消費，而判別已流失的顧客可歸類為休眠顧客，雖然目前這些顧客看似睡著

了，但還是不無可能再度回來消費。 

 

此外，本研究除探討 B2C 電子商務網站顧客流失與顧客保留的衡量外，也利用

第一家美妝網個案公司提供的豐富產品類別資料，研究電子商務網站上產品類

別間的關係，已將研究成果發表於 The 2012 DSI Annual Meeting國際研討會，

文稿全文請見附錄二。 

 

至於本研究計畫部分，已將研究成果發表於今年 HICSS - 46國際研討會，文稿

標題為Measuring Customer Retention in the B2C Electronic Business: An 

Empirical Study，全文請見附錄三。此外，這部分的研究結果已完成期刊論文

之撰寫，並將於近日投稿，因尚未出版，僅擷取部分模式發展內容，於研究方

法中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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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圖 1. 美妝網歷年顧客取得與後續消費趨勢圖 

 

 

表 2. 美妝網歷年顧客取得與第二年重購顧客之比例 

Year Member 

%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in the 2nd year 

2005 13274 21.25% 

2006 6094 32.32% 

2007 7958 38.16% 

2008 6660 38.72% 

2009 5799 37.36% 

Average  33.56%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圖 2.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取得與後續消費趨勢圖 

 

 

表 3.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取得與第二年重購顧客之比例 

Year Member 

%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in the 2nd year 

2003 912 21.82% 

2004 1771 19.82% 

2005 1838 22.85% 

2006 3987 19.61% 

2007 4478 18.98% 

2008 3603 15.74% 

2009 3477 13.69% 

Average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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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圖 3. 美妝網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構成圖（人） 

 

 

 

圖 5. 美妝網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構成圖（%）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圖 4.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構成圖（人） 

 

 

 

圖 6.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消費之新舊顧客構成圖（%） 

 

 

0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12000

140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Year

m
em

be
r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Year

m
em

be
r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0

1000

2000

3000

4000

5000

6000

70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Year

m
em

be
r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Year

m
em

be
r

2010

2009

2008

2007

2006

2005

2004

2003



 17 

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表 4. 美妝網歷年顧客取得與有重購行為之顧客 

Year Member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2005 13274 5343 40.25% 

2006 6094 2969 48.72% 

2007 7958 4462 56.07% 

2008 6660 3886 58.35% 

2009 5799 3009 51.89% 

2010 5597 1759 31.43% 

 

 

 

表 6. 美妝網歷年有重購行為顧客之重購間隔統計 

 interval_max interval_avg 

Year 80% Mean SD Mean SD 

2005 17 10.36  9.62  6.45  7.00  

2006 16 10.55  8.36  6.22  5.82  

2007 15 9.90  7.81  5.73  5.75  

2008 14 8.91  6.23  5.62  4.93  

2009 10 6.16  4.12  4.41  3.57  

2010 5 2.92  2.04  2.51  1.83  

單位：月 

 

 

 

表 8. 美妝網歷年顧客取得與顧客保留 

Year Member 
Member  

retained/active 
% Member  

retained/active 

2005 13274 460 3.47% 

2006 6094 575 9.44% 

2007 7958 1545 19.41% 

2008 6660 1929 28.96% 

2009 5799 1900 32.76% 

2010 5597 3316 59.25%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表 5.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取得與有重購行為之顧客 

Year Member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 Member w/  

repeat purchase 

2003 912 432 47.37% 

2004 1771 831 46.92% 

2005 1838 876 47.66% 

2006 3987 1538 38.58% 

2007 4478 1735 38.74% 

2008 3603 1199 33.28% 

2009 3477 869 24.99% 

2010 3551 573 16.14% 

 

表 7. 家用品網歷年有重購行為顧客之重購間隔統計 

 interval_max interval_avg 

Year 80% Mean SD Mean SD 

2003 42 24.76  19.79  14.53  15.99  

2004 37 22.69  18.15  13.65  14.69  

2005 31 19.74  14.52  12.31  12.34  

2006 25 15.15  13.11  10.10  11.23  

2007 22 12.77  10.65  8.70  9.30  

2008 18 10.20  8.20  7.39  7.33  

2009 12 6.49  5.54  5.06  5.03  

2010 4 2.34  2.56  1.89  2.34  

單位：月 

 

表 9. 家用品網歷年顧客取得與顧客保留 

Year Member 
Member  

retained/active 
% Member  

retained/active 

2003 912 206 22.59% 

2004 1771 389 21.96% 

2005 1838 416 22.63% 

2006 3987 588 14.75% 

2007 4478 767 17.13% 

2008 3603 624 17.32% 

2009 3477 476 13.69% 

2010 3551 1468 4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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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表 10. 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美妝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訂單數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3.40 9.06 

-26.57 461 .00 
Defected customers 2.16 2.46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11.38 6.99 

-30.72 590 .00 
Defected customers 2.36 2.52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9.02 5.48 

-47.22 1,665 .00 
Defected customers 2.30 2.20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6.64 4.06 

-50.24 2,136 .00 
Defected customers 1.88 1.47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4.64 2.64 

-51.07 2,11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46 .90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1.78 1.24 

-23.44 4,795 .00 
Defected customers 1.21 .53 

 

 

 

 

表 12. 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美妝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平均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53 165 

-7.15 490 .00 
Defected customers 98 159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210 306 

-6.14 653 .00 
Defected customers 129 246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237 291 

-9.16 7,956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1 290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251 346 

-3.20 6,658 .00 
Defected customers 208 539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285 1,071 

-2.28 5,797 .02 
Defected customers 225 869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248 1,043 

-2.23 5,595 .03 
Defected customers 197 311 

Unit: U.S. dollars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表 11. 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訂單數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3 
Retained customers 10.51 12.82 

-9.79 207 .00 
Defected customers 1.75 1.78 

2004 
Retained customers 10.07 12.62 

-13.09 39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8 1.46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9.36 11.77 

-13.31 419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6 1.54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8.23 11.25 

-14.30 59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58 1.60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6.27 7.33 

-17.85 77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53 1.45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4.74 4.43 

-19.36 632 .00 
Defected customers 1.30 .84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3.48 2.54 

-19.51 484 .00 
Defected customers 1.19 .62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1.53 1.70 

-8.65 160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14 .43 

 

表 13. 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平均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3 
Retained customers 117 90 

-10.35 910 .00 
Defected customers 60 63 

2004 
Retained customers 131 102 

-7.33 1769 .00 
Defected customers 96 78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23 72 

-6.29 1836 .00 
Defected customers 94 87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137 112 

-6.46 3985 .00 
Defected customers 103 120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135 104 

-4.80 1227 .00 
Defected customers 114 120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140 136 

-3.51 360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18 140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140 132 

-2.72 3475 .01 
Defected customers 120 154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157 279 

-2.90 2113 .00 
Defected customers 134 156 

Unit: U.S.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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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表 14. 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美妝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總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2,248 3,418 

-12.57 460 .00 
Defected customers 243 578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3,038 12,944 

-4.93 575 .00 
Defected customers 375 1,333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2,256 4,604 

-15.22 1,608 .00 
Defected customers 454 1,345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1,918 5,870 

-11.27 1,960 .00 
Defected customers 405 842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1,698 15,208 

-3.83 1,922 .00 
Defected customers 356 1,700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531 5,157 

-3.15 3,375 .00 
Defected customers 248 407 

Unit: U.S. dollars 

 

 

 

表 16. 獨立樣本 T 檢定比較美妝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第一筆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88 357 

-5.11 475 .00 
Defected customers 102 251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211 283 

-5.73 83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36 402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288 870 

-5.19 1,68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70 380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274 594 

-3.68 3,492 .00 
Defected customers 215 578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292 785 

-2.10 5,797 .04 
Defected customers 237 993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249 915 

-2.76 4,435 .01 
Defected customers 201 326 

Unit: U.S. dollars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表 15. 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總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3 
Retained customers 1466 2845 

-6.75 206 .00 
Defected customers 127 221 

2004 
Retained customers 1402 2224 

-10.92 39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9 253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283 1911 

-11.87 420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8 260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1245 2073 

-12.45 592 .00 
Defected customers 179 340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891 1223 

-15.61 79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95 385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708 1016 

-13.25 64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65 268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499 622 

-12.20 49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47 242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244 481 

-7.04 1765 .00 
Defected customers 152 182 

Unit: U.S. dollars 

表 17. 獨立樣本 T檢定比較家用品網保留與流失顧客的 

第一筆訂單金額 

Year Two conditions M SD t df p 

2003 
Retained customers 87 79 

-5.34 300 .00 
Defected customers 55 68 

2004 
Retained customers 121 102 

-4.29 561 .00 
Defected customers 96 88 

2005 
Retained customers 129 130 

-5.02 564 .00 
Defected customers 95 100 

2006 
Retained customers 140 184 

-4.27 702 .00 
Defected customers 106 135 

2007 
Retained customers 152 194 

-4.42 981 .00 
Defected customers 119 156 

2008 
Retained customers 152 171 

-3.78 862 .00 
Defected customers 124 158 

2009 
Retained customers 160 244 

-3.14 549 .00 
Defected customers 124 168 

2010 
Retained customers 165 299 

-3.42 2068 .00 
Defected customers 136 161 

Unit: U.S. dol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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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表 18. 美妝網顧客保留成因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

（2005年） 

Variable B Sig Exp (B) 

Constant -5.216 .000
*
 .005 

Number of order .353 .000
*
 1.423 

Average spending .000 .100 1.000 

Total spending .000 .424 1.000 

Spending in the first order .000 .950 1.000 

Chi-square 1662.998
*
 

Nagelkerke R Square .453 

註：依變數 1代表顧客保留；依變數 0代表顧客流失 

*
 p < .05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表 19. 家用品網顧客保留成因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

（2003年） 

Variable B Sig Exp (B) 

Constant -3.731 .000
*
 .024 

Number of order .602 .000
*
 1.827 

Average spending .000 .001
*
 1.000 

Total spending .000 .470 1.000 

Spending in the first order .000 .037
*
 1.000 

Chi-square 404.328
*
 

Nagelkerke R Square .546 

註：依變數 1代表顧客保留；依變數 0代表顧客流失 

*
 p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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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兩家個案公司簡介 

 

個案一：美妝類網站 Beauty.com (a pseudonym) 

Beauty.com was established in 1999 by three men who had firm belief for the 

prospect of B2C e-commerce and the lucrative business of beauty products. It has 

been specialized in selling beauty products, and the product categories have recently 

expanded into young fashion in the limited areas of lingerie and swimwear. It is a 

pure online company, which does not have a physical store. It now has a capital of 

NT$10 million, and the current annual revenue is approximately NT$2 billion.  

 

Beauty.com had always required membership registration before the first purchase. 

In 2003, they experienced a sharp membership surge; the number of members 

reached 50,000. Gaining a firm footing in 2003, profits started to accumulate. In 

2005 they aggressively launched numerous marketing campaigns, and spent good 

money in buying traditional media ads. The year of 2005 marked the company’s 

quick expansion to having 25 full-time employees, and a revenue of nearly NT$90 

million. The external competition emerged during the years of 2005 and 2006, when 

two large online portals, Yahoo! Kimo, and PChome, decided to enter the market of 

beauty products. Other websites backed by major conglomerates also entered the 

beauty products market around the same time, creating a potentially contending 

situation. 

 

In 2007, the company began to explore the overseas Chinese market to divert the 

pressure of price competition. Beauty.com became the first Taiwanese B2C company 

which delivered beauty products to overseas and rapidly acquired overseas members. 

It now delivers products to Australia, America, Europe, Africa, Southeast Asia, and 

China. Due to the revenue growth from overseas Chinese and mainland China 

market, by the end of 2009, the revenue in Taiwan accounted only about 35% of the 

total. Beauty.com now has more than 180,000 members. 

 

 

個案二：時尚家用品網站 Living.com (a pseudonym) 

Living.com was established in 2002. The founder had a vision for Taiwan’s potential 

for high quality houseware due to the steady and mature economic growth. It 

emphasized Scandinavian style of living which signifies simplicity and elegance. 

Most products are imported from Europe and also showcased in its show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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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out Taiwan. The current annual revenue is around NT$1 billion, with a 

capital of NT$5 million. 

 

The founder believed that e-commerce was the most economic channel. In the end 

of 2002, he started living.com with a mere NT$1 million. The effort of enlisting 

suppliers in the Europe encountered tremendous obstacles. Patient persuasion to the 

European suppliers and large domestic web sites to establish alliance was backed by 

the meticulous and aesthetic web design. Media coverage on linving.com’s seminars 

of simplistic and elegant life style successfully stressed the uniqueness of 

living.com’s products. Living.com enjoyed its first profit in only four months, and in 

2004, the annual revenue exceeded NT$10 million. 

 

Besides holding seminars and accepting speech invitation to convey the concept and 

principle of simplistic and elegant life style, living.com starte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howcasing the products in physical stores, there the potential 

customers could come in close contact of the display to have the look-and-feel 

experience of the products. Wine tasting and food sampling activities would also 

effectively bring the style to life. At the end of 2005, Living.com opened its first 

physical store in a department store. The monthly sales easily exceed NT$.5 million. 

So between 2006 and 2009, Linving.com opened physical stores one after another in 

many department stores throughout Taiwan. The online sales rose simultaneous. The 

2009 annual revenue reached NT$100 million. The ratio of sales of online and 

physical stores was 1:1. Living.com carries about 30 designer brands, totaling some 

800 articles. The categories span all aspects of life, including watches, jewelry, 

leather goods, apparel, and home appliances; among them living.com holds 

exclusive distribution rights to 10 brands in either Taiwan or A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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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於 2012 DSI國際研討會發表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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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於 2013 HICSS 國際研討會發表之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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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Y04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2年 7月 2日 

報告人姓名 管郁君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特聘教授 

時間 

會議地點 

102年 6月 18日－21日 

韓國濟州島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NSC 100-2410-H-004 -026 -MY2 

會議 

名稱 

 (中文) 亞太資訊系統研討會 

 (英文)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CIS) Workshops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1. 網路市集賣家影響下之評價分數與評論取向 

2. 網路口碑資訊從眾對衝動購買之影響 

3. 探討價格敏感度與價格比較之關係：以行動裝置自我效能為調節因子 

 (英文)  

1. Rating Score and Comment Orient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Marketplace Sellers  

2. The Effect of 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formational Conformity on 

Impulse Purchasing 

3.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Sensitivity and Price 

Comparis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 

1. 參加會議經過 

PACIS（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為 AIS學會(Association 

of Information Systems)附屬機構所主辦的研討會(conferences hosted by affiliated 

organizations)之一。這些研討會除 PACIS以外，還有 Conf-IRM, MCIS, WHICEB, 

ECIS，其中 PACIS和 ECIS歷史較悠久。PACIS為每年在亞太地區舉辦的國際學術

會議，今年為第十七屆。此研討會今年共有 583篇投稿論文、五百多位學者與會，

不論是投稿論文數或是與會人數都破歷年紀錄，論文錄取率則與往年相當，約為

50%。 

我與兩位共同作者林淑瓊、崔家榮，於 6月 18日早晨搭乘復興航空班機，由桃

園國際機場直飛韓國濟州島，於當地下午抵達並入住研討會的旅館。此次出國發表

的三篇論文都是安排在 6月 19日星期三下午兩點至五點半的場次。第一篇的場次

主題為 Next IT Service Frontier，主持人為 Professor Dan J. Kim,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第二篇和第三篇為同一場次，主題為 Social, Mobile, and IT Revolution，主持

人為 Professor Jungpil Hah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這些場次的出席和參與情況都相當地踴躍，尤其是 Social, Mobile, and IT 

Revolution這個場次。這兩個場次分別有超過二十人和三十人出席，而且討論熱烈。

附
件
三 



表 Y04 

以下是對於所發表的三篇論文所提的問題，本人的回答內容： 

1) Rating Score and Comment Orient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Marketplace 

Sellers 

Q1. 研究結果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網路市集? 

A1. 我們主要研究在於評價分數與評論取向之間的關係，也發現了在受到賣家操

弄  下，兩者產生不一樣的結果。至於是否適用於其他國家的網路市集，端看各

個網路市集買家操弄的情況而定，值得進一步研究，但我們研究重點在於受操弄

之下，評論分數與文字間的差異。 

Q2. 建議可以將虛無假設改成正面影響或負面影響，現階段以虛無假設去論兩者

間有無顯著關係，證明完有關係或無關係就結束了，若是改用具有正/負面的假設

敘述，會較吸引讀者。 

A2. (此建議事實上是見仁見智，所以並沒有多做回應，只說了”Good suggestion. We 

will consider that.) 

 

2) The Effect of Electronic Word-of-Mouth Informational Conformity on Impulse 

Purchasing 

Q1：意圖提高後，對於衝動購買影響比想像中的低 

A1 : 雖然存在意圖，但消費者的行為會受到金錢等其它因素所限制，因此在提升

行為方面會與預期有所落差 

Q2：商品的類型或許會影響資訊從眾的結果，或許應該將商品分類作研究。例如

有一些東西看了他人推薦會立刻想買，但是有一些東西會有獨特性、我不會想和

他人一樣。 

A2：本研究的重點不在於特定的某項商品，且商品的類型太多了。本研究主要是

希望提供一個大方向去了解從眾的影響，不設定商品種類，乃是以網路常見的商

品為研究對象。但商品類型確實存在影響，例如 Professor Hahn所說的法拉利，我

也不太會產生衝動購買，因為有經濟能力的限制。未來研究確實可以在商品分類

下，對此議題進一步地研究。 

Q3：在研究中，「口碑」是否有分正、負向? 

A3：我們所研究的口碑是正向口碑，因為負向口碑一般來說不會引起衝動購買，

而一般認為正向口碑表達出對商品好的訊息，會觸發消費者的衝動購買行為。此

外，也有研究指出負向口碑比正向口碑的影響力高。但目前為止，我們對正向口

碑的影響了解較少，所以有必要對正向口碑進行研究。 

 

3)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Sensitivity and Price Comparis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 

Q1. Price sensitivity如何衡量？ 

A1. 在文獻中已存在 price sensitivity的衡量，我們從英文譯為中文，再翻譯回英

文，以確保衡量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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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1. 操作型定義為何？ 

A1-1. (此時，共同作者崔博士走上台打出原來預備好，但沒有放在正式簡報中的操

作型定義和所有的問項，所以大家頻頻點頭，我只需要說 “These are the operational 

definition and items.”) 

Q2. 很難想像 Price comparison真的會受到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的影響。

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應該不是甚麼問題了！ 

A2. 就像 computer self-efficacy，使用 mobile device也需考慮 self-efficacy，想要比

價的人可能並非有 mobile device 在手就會隨時比價，還要看用起來自在與否。(此

時，在場的 Professor Alison Parkes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支持 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的重要性，並說明她的媽媽和她同樣有智慧型手機，但她會隨手拿起

手機比價，她的媽媽就不會，即是 self-efficacy的差別。)  

 

這次研討會可能是我所參加過所有的研討會中，除了數年前在Montreal, Canada 

所舉辦的 ICIS以外，論文討論參與和互動最熱烈的研討會。收穫和感動超出預期。 

我與所有共同作者(共六人)於 6月 19日上午抵達會場，預先熟悉環境，並且利

用會議室的空檔，在實際的場地以電腦與投影機進行演練。因為三篇論文的演練時

間有點長，中午匆促用餐後即趕回論文發表場地。因為三篇文章的場次是同一時

間，原先預計我只能參加兩篇論文(第 2和第 3篇，同一場次)的場次，但後來看到

安排的順序可以錯開來，所以先到第 1篇的場次，再趕到另一場次，銜接得很完美。 

2. 與會心得 

因為共同作者中有三位碩士生，希望能有以英文進行口頭報告的經驗，因此我

決定，不但負責撰寫論文，也負責擬簡報稿，確保英文沒有甚麼問題，並且行前錄

音給學生聽、幫學生多次練習簡報，糾正發音、斷句等，並且由崔博士、林老師協

助。現場由碩士生唸稿，並且安排每一場都有本人、崔博士、林老師可以回答問題

和討論。這些工作遠比自己準備報告要辛苦許多倍，本著教育與培養學生的本意，

我承擔了，但也使得尚須英文簡報磨練的年輕學者崔博士、林老師，失去這次臨場

磨練的機會，心中有些過意不去，但這是在讓大部分後進都受惠的考慮下所做的決

定，而崔博士和林老師也表示他們還有機會，碩士生卻可能是一生唯一的一次機會。 

在會場中幫學生現場演練時，因為練到第三篇已有點接近下午場次開始的時

間，有其他報告者陸續進場，我向在場的其他人致意後，繼續很鎮定地走完演練流

程，後來有些人前來致意，表示很感動我如此認真地教學生，讓我剎那間、暫時有

點得意。感嘆啊！老師就是一群為了一點點榮譽而活的人吧！ 

英文是在國際會議發表和討論的基本能力，對我來說，因為在美國求學、工作、

生活十五年，聽說讀寫都不是問題，尤其是聽與說是很不費力的事，簡報應答向來

是我在美國工作時的強項。然而對於學生的聽說應答，我猜想我個人是極度的不放

心，因此這個年度國科會出國經費的使用，我留到 PACIS會議使用，可以同時照顧

三個學生，捨去前兩個更知名的研討會 DSI和 HICSS。這兩個研討會分別由共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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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崔博士(畢業於 U. of Maryland)、以及我已經帶過兩次到 HICSS的(已畢業)博士生

報告，相較放心多了。這次出席 PACIS研討會雖然很順利、很有收穫，但我想未來

我會有不同的考慮，例如，我發現有我在場回答問題和參與討論，我的共同作者和

學生們似乎就會很安靜，這真的不是我想要的。  

另一原因，我會割捨多年來參與的主要研討會 DSI和 HICSS是因為身心俱疲，

寫完、整理完論文已經很累了，於學期間出國報告回來後要補課更是體力和毅力的

考驗。這學期有 lecture的課，備課時間長，學生調課也很難。PACIS會議舉行的時

間接近期末，比較好處理，但也是快去快回，有一堆工作等著。由於 PACIS地點在

亞洲，經費節省使用能夠支應兩人參加研討會，所以這個年度的經費由我和計劃內

的博士後研究員崔家榮共同使用。 

簡報場次結束後，參加了在大會會場 ICC頂樓 Ocean View宴會廳舉行的

Conference Welcome Reception，據說天氣晴朗時可以欣賞絕美的夕陽映在大海上，

但研討會期間陰雨居多，所以從環狀巨型落地窗望出去只看到霧。席間主辦單位放

映會場中的照片，很有質感，但致詞及歡迎新 AIS會員的過程中很嘈雜，很難聽清

楚致詞內容。在嘈雜的寒暄中樂見多位從台灣來的學者，還有去年在 ICIS會議中

認識的外國學者，也多認識了幾位各地來的學者。第三天早上參加了兩場 keynote 

speeches，以及其他場次。Keynote speakers為 Sang Chul Lee, Vice Chairman and CEO 

of LG U+、Kang Tae Lee, President & CEO of BC Card，主題分別為 New Paradigm of 

ICT Industry、Smart Revolution in Distriution。前者以高層次的觀點、宏觀地介紹在

行動與智慧的趨勢之下，ICT的典範轉移。後者則是鉅細靡遺地，詳述在資訊科技

的新趨勢之下，Tesco策略實踐和轉型，主題圍繞在 “smartization” 與 commerce的

關係，內容豐富。兩位 keynote speakers英文流利、風趣、準備充分，誠意十足，而

會場的硬體規劃具有國際超大型研討會的規格，keynote speakers進行演講時，有正

面超大型螢幕以畫面重疊的技術展現清晰高質感的簡報，讓人覺得不虛此行！過程

中我以新買的 HTC Butterfly 照相功能，做了頗完整的簡報內容記錄。 

3. 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會議手冊、資料袋、PACIS 2014文宣紀念品、keynote speeches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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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 

 102年 6月 28日 

報告人姓名 崔家榮 服務機構 

及職稱 

國立政治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博士後研究員 

時間 

會議地點 

102年 6月 18日－21日 

韓國濟州島 

本會核定 

補助文號 

 

會議 

名稱 

 (中文) 亞太資訊系統國際會議 

 (英文) 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 (PACIS) 

發表 

論文 

題目 

 (中文) 探討價格敏感度與價格比較之關係：以行動裝置自我效能為調節因

子 

 (英文)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ice Sensitivity and Price 

Comparis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obile Device Self-efficacy 

一、參加會議經過 

亞太資訊系統國際研討會（Pacific Asia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Systems）為每年舉辦

一次的國際學術會議，今年為第十七屆。今年該研討會收到破紀錄的 583篇投稿論文，

參與人數也是破紀錄的 520位學者。今年主辦單位分別邀請韓國 LG與 BC Card的高階

主管與會演講，探討資訊系統領域的未來展望。 

 

我們一行人於 6月 18日一早搭乘復興航空直航班機由桃園飛往韓國濟州島，飛行時間

兩小時，兩地時差一小時，算是不需要長途奔波及辛苦調整時差的理想研討會地點。 

 

我們的論文被安排在 6月 19日星期三下午兩點至五點半間發表，該時段的主題為 Social, 

Mobile, and IT Revolution，由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的 Jungpil Hahn教授主持。

我們在早上十點多抵達會場，因為被安排的房間早上剛好沒有其他活動進行，我們得以

在房間內利用會場提供的電腦與投影機進行模擬演練。加上行前多次的練習，下午正式

的簡報進行地相當順利，透過與在場學者意見交流，讓我們對研究優缺點有更深一層的

了解，有助後續研究分析的進行。簡報結束後，我們一行人參加大會於觀海廳舉辦的

Welcome Reception，可惜當天天候不佳，在觀海廳無法見到大海與夕陽，Welcome 

Reception通常是研討會中見到最多與會者的場合，由於這次舉辦的地點在韓國，因此參

與學者多為東方面孔，根據大會提供的資料，此次研討會參與最踴躍的前四個國家分別

為中國、澳洲、台灣與韓國。 

 

二、與會心得 

PACIS會議每年六月或七月在亞太地區舉辦，截稿日期為二月中。PACIS舉辦的時間多

為學期快結束或暑假期間，相當適合平常忙碌的學者參加。明年主辦單位為中國成都的

西南財經大學，相信也會是一個不錯的論文發表管道。 

 

附
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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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此次研討會，接觸也學習到許多知識，比如說在探討技術接受模型時，有學者除了

常見的 Perceived ease of use和 Perceived usefulness外，也加入了 Flow experience (intrinsic 

motives)以及 Social influence (social motives)來探討技術接受的影響因子。另外，也發現

到最近研究方法 Partial least squares有越來越普遍的趨勢，進一步研究發現，Partial least 

squares (Variance-based)與之前主流的 Covariance-based techniques兩者皆為結構方程模

式的方法，兩者類似且具共同的基礎（事實上，兩種方法的發明者為師生關係）。相較

於 Covariance-based techniques，Partial least squares主要有以下優點： 

 1. 不須假設多變量常態分佈 

 2. 需要較少樣本 

 3. 可以處理 formative measures 

另外，在實際操作部分，Partial least squares的分析步驟（使用 SmartPLS）也較

Covariance-based techniques（使用 SPSS AMOS）來的簡單。透過參與此次研討會，讓我

對 Partial least squares研究方法的理論與應用有更深入的瞭解。 

 

跟前陣子參加的 Decision Sciences Institute（DSI）與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HICSS）研討會相較，三個研討會使用各自不同的載具提供研討會論

文。DSI使用最傳統的 CD光碟片，光碟片相對較不方便，因為現在高階輕薄的筆記型

電腦以及小筆電的標準配備已不包括光碟機；HICSS的載具則為隨身碟，相對光碟片，

隨身碟較為方便且可重複使用，但是對於最為輕巧且方便攜帶的平板電腦或智慧型手機

而言，隨身碟無法讀取；PACIS研討會則不提供實體載具給參與者，而是將研討會論文

放在大會網站上，透過大會提供的免費Wi-Fi讓學者可以使用不同的上網裝置自由讀

取，此法較好，但網站上沒有提供任何搜尋介面，只能按照時間一頁頁瀏覽，算是後續

研討會可以改進之處。 

此外，PACIS贈送的袋子是三個研討會中最好的，製作十分精美、耐用，袋子上的研討

會 Logo設計的較小，是我目前參與過的國際研討會中，送的袋子最為實用且研討會過

後最有機會再重覆使用的。 

最後，PACIS聘有專業攝影師，全部研討會過程中都可見到攝影師辛苦的在各研討室穿

梭，捕捉論文發表的精采片段，並將這些照片於研討會結束後放在大會網站上供大家自

由瀏覽與下載，此舉是其他研討會所沒有的。 

 

三、攜回資料名稱及內容 

PACIS 2013 Conference Program－會議議程 

PACIS 2013 Conference Bag－會議手提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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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Proceedings of the 46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HICSS). January, 2013. 

2. Studying Associative Relationships among Product Classes in the Context of Web 

Retailing. Proceedings of 43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Decision Science Institute (DSI). 

November, 2012.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
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字為限） 

顧客保留對於企業的營運與發展具有關鍵性的影響，因此實務界與學術界長久以來對其重

要性有深刻的認知，但學術界對於其具體的定義與衡量卻少有著墨，遑論實務界對其之掌

握。在此電子商務蓬勃發展的世代中，顧客保留更形挑戰，因為電子市集使得市場資訊的

透明度大幅提升，而顧客可以輕易地在彈指之間轉換消費的標的，在電子市集中競爭者也

僅是一指之隔。 

 

雖然有不少 B2C 電子商務文獻提到顧客保留的重要性，甚至有少數文獻嘗試找出影響顧客

保留的因素，大部份的文獻仍著重於探討購買意願。有關電子商務中顧客保留的研究，現

有文獻大都以調查網購者對店家之觀感或網購者自己所表達的重購意願為依歸，而不曾依

據真實的網站交易資料，定義並衡量顧客保留。不論是 B2C 電子商務的實務經營者或研究

者，儘管重視顧客保留，卻無法在顧客保留的衡量有所突破。 

 

本研究賦於顧客保留量化的定義，提出一個使用實際交易資料的衡量方法，根據此方法，



計算、分析、比較、並解釋 B2C 電子商務網站經營的意涵。本研究跳脫過去侷限於觀念層

次、或是靜態的顧客自我表述再購意願之方式，陳述一個具有動態思考的定義，建立了顧

客保留的衡量模式，不但以數學式描述顧客保留的衡量模式，更進一步以兩家電子商務公

司的實際交易資料驗證此模式的適切性，樹立了學術界在顧客保留探討的里程碑。此衡量

模式能夠具體地引導 B2C 電子商務經營者，隨時並長期地追蹤顧客保留之狀態，因此對實

務上的電子商務營運，亦深具影響。 

 

本研究主張，顧客保留會隨著時間而變化，透過檢視顧客保留的變化，B2C 電子商務經營

者可隨時評估顧客關係管理之績效，以做預應與因應。在顧客保留指標的比較方面，本研

究提出三種具有參考價值的比較方式：即兩家不同個案公司間的比較、同一家公司不同年

份取得之顧客間的比較、以及同一家公司不同年份取得之顧客但觀察期間相同的比較。本

研究所提出的衡量模式，經由統計檢定，並比較兩家個案公司之結果，信度與效度均獲得

驗證。 

 

本研究有諸多未來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除了上述三種比較方式所得到的觀察，對於電子

商務虛實整合的研究，後續也可以根據本研究的模式，對同一家公司不同通路之顧客間的

差異進行比較。本研究的兩家 B2C 電子商務個案公司中，其中一家有經營實體店面，因此

透過網路通路、實體店面通路、以及同時在兩種通路消費的顧客之比較，能夠提供不同通

路的顧客保留之觀察，以深度瞭解虛實整合之效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