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第二章  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文獻探討 

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第一節  交易成本理論交易成本理論交易成本理論交易成本理論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交易成本理論為貫穿本篇研究的主軸，所以本篇由此展開理論概念的

探討。交易成本理論的架構由 Williamson 在 1975 年提出，其中融入了制

度經濟學、組織理論與契約法的概念(Heide & John,1988)。此理論主要源

自於 Coase 在 1937 年的廠商理論，並受到 Commons(1934)、

Barnard(1938)、Hayek(1945)、Simon(1947；1962)、Chandler(1962)和

Arrow(1962；1969)等學者的研究啟發而成。此理論以經濟學的角度，對交

易行為的形成、進行與效率提出解釋(Williamson,1991)。 

    Williamson 認為因為環境與人性的因素，市場交易機制會有失靈的情

況；當組織在市場上交易的總交易成本高於內部自行生產成本時，交易將

會內部化，也就是其會選擇自行進行生產；反之，若在市場上交易的總交

易成本低於內部自行生產成本時，組織則會選擇透過市場交換獲取所需。

而具體的交易成本包含所有從交易發生到完成所產生的實際成本，例如資

訊收集、談判協商、契約訂定、監督履行及違約發生時需要的補救成本等。 

一、交易成本理論的基本假設 

    在 Williamson 的交易成本理論中，組織會選擇何種交易機制，取決於

市場上的外顯交易成本與內化生產協調的成本之高低。而這樣成本上的不

一致往往來自市場交易機制的失靈，因此在此部分就欲分析為何交易無法

在有效率的情況下完成；這裡從人性面與環境面來探討這最重要的一環因

素，分別詳述如下： 

（一） 人性假設 

(1) 有限理性(bounded rationality) 

    有限理性係描述「意欲理性卻只能達到有限程度理性」的人類行為

(Simon,1961)。一方面因為人們受到生理、精神上的限制，使得其在接收、



記憶及判斷資訊及複雜問題時，難以完全理性而不出錯；也就是因為個人

在知識、預測能力、技術和時間上的有限，其需依賴組織來達成其目的

(Simon,1957)。另一方面，人們還受到語言上的限制，當其要與人溝通時，

很難用字彙、數字或圖表等表意符號來使他人完全了解其所要表達的知識

與感覺(Williamson,1975)。綜合上述，由於人沒有獲取或處理完整的決策

資訊的足夠能力，造成其行為上的不完全理性。 

(2) 投機主義(opportunism) 

    投機主義源自「人類所做策略來自自利動機」的假設，也就是說交易

過程中雙方都會為了圖利自身而做出一些策略行為，像是利用雙方資訊上

的不對稱或其他狡詐的手段，來欺瞞對手。有這樣的自利動機存在，交易

雙方對彼此的猜疑與不信任因而產生，也因此，使得交易過程中的協商與

監督成本增加。 

（二） 環境假設 

(1)環境之不確定性(uncertainty) 

    交易環境中，將來可能發生的情況，以及對方可能做出的行為，是無

法完全被預測的。此時存在的環境不確定性與複雜性將使有限理性的情況

發生，使得交易雙方沒有充分能力去完全考慮以及處理那麼多關於將來的

資訊來做出決策，因此在雙方的交易與契約訂立過程中，也就會產生協商

成本，造成無效率的現象。(Williamson,1975) 

(2) 少數交易(small-number bargaining) 

    少數交易係指在交易方的資訊、知識有限的情況下，市場交易由少數

人獨占或寡占之現象；或者是，因為交易者曾有過一次交易之「專屬經驗」

(idiosyncratic experience)，其後的交易就限於與過去交易過的對象合作之現

象也屬少數交易。此現象源自於知識的異質性(idiosyncratic knowledge)、

資訊的不完全流通與人性的投機主義(Williamson,1975)。若在多數交易的

情況下，交易者可多方比較來做決策，達成競爭均衡；但若在少數交易情



境下，市場上交易對象有限，市場機制失靈情況因而發生。 

(3) 資訊壓縮(information impactedness) 

    當環境中存在許多不確定性，加上人性中存在的投機主義和有限理性

時，資訊壓縮的情況會發生(Williamson,1985)。此時資訊較多的交易方，

傾向欺瞞資訊相對不足的另一方來圖利，使得交易過程中的談判及事後監

督成本增加。 

(4) 氛圍(atmosphere) 

    氛圍為交易雙方基於對彼此的認知，所造成的交易氣氛；若雙方處於

相互猜疑或不信任之氣氛中，其交易過程中的各項成本也會受到影響。

Williamson 認為上述因素彼此間有密切的關係，且並非個別對交易造成影

響。茲以下圖描述以上人性及環境因素的交互作用，以及其如何架構成市

場交易機制的失靈。 

 

二、 交易成本之內涵 



要完成一筆交易，對交易雙方而言，過程中將會產生以下事前(ex 

ante)以及事後(ex post)的各類交易成本(Williamson,1975)： 

(一) 事前成本 

(1) 搜尋成本(searching costs)：乃為找尋合適交易對象所需付出的 

成本，此類成本高低受交易標的物同質異質程度、交易雙方所擁有資訊是

否充分、交易對象多寡及交易頻率的影響。 

(2) 協商成本(negotiating costs)：為交易雙方為達成交易、達成共識所需之

協調、談判成本；此類成本在交易雙方已有合作經驗、或是已有相當的認

識與信任之情況下較低。 

(3) 簽約成本(contracting costs)：當交易雙方確定達成協議進行交 

易，必定會展開簽約的動作；簽約過程中的時間投入、委託律師或代書等

專業人員來負責契約處理和書寫等事項成本，皆屬此類。 

(二) 事後成本 

(1) 監督成本(monitoring costs)：指契約簽定後，監督偵查對方是否有依照

契約內容履行其義務權利，甚或有無欺瞞情事發生所需之成本。 

(2) 執行成本(enforcement costs)：乃指簽約後若一方違反協議，另一方要

令其執行所需的成本；例如提出法律訴訟及第三者仲裁等驅使對方履行契

約協議的成本皆歸於此類。 

 

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第二節  消費者的信任消費者的信任消費者的信任消費者的信任與使用態度與使用態度與使用態度與使用態度 

一、 信任相關文獻 

在交易成本理論中，交易關係是由一系列的交易行為構成，而這些交 

易行為仰賴某種統治(governance mechanism)方能組成交易關係；學者們認

為信任即是這種統治，或是內生控制(endogenous control)中重要的一環，

能對人性的投機主義產生管制效果。 

信任在文獻中被定義可以被分為兩類：一類是將其視為一種信念，認為信



任是「因為交易夥伴的作為、可靠程度與意圖，個人對其為值得信賴的信

心與期望」(Anderson & Weitz,1990)；或是在未知是否能監督對方行為下，

交易者因期望對方會做出有利己方的行為，而去依賴對方的意願 

(Mayer ,Davis, and Schoorman,1995)；以及「交易一方對其交易夥伴的可靠

性與誠實正直之信心」(Morgan & Hunt,1991)。另一類 Giffin(1967)、

Zand(1972)和 Coleman(1990)等學者所提出，將信任視為一種行為傾向，或

是反映出欲依賴對方的行為，這一類觀點包含信任他人者心理上的依賴性

與不確定感。後有學者提出橫跨兩類的定義，認為信任為「個人依賴其有

信心的交易夥伴之意願」(Moorman ,Zaltman ,and Deshande,1992)。由各類

定義可歸結出，信任乃在於描述交易夥伴間，心理層面的相信與社會層面

的依賴關係。 

二、 信任與使用態度 

    對於現今從事地方名產宅配的顧客來說，和地方名產店家建立信任關

係十分重要，因為現在資訊系統十分發達，許多人可能沒有親身到過名產

店家的實體店面，但是透過網路、電視等媒介，也可了解該名產店家的產

品，在彼此沒有實際接觸的情況下，如果交易雙方能相互信任，那麼對顧

客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將有正面的影響。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假設一: 顧客對地方美食顧客對地方美食顧客對地方美食顧客對地方美食店家的信任會與其對該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店家的信任會與其對該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店家的信任會與其對該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店家的信任會與其對該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

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其對地方美食店家的信任度越高其對地方美食店家的信任度越高其對地方美食店家的信任度越高其對地方美食店家的信任度越高，，，，使用地方美食宅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

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 

 

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第三節  認知風險與使用態度認知風險與使用態度認知風險與使用態度認知風險與使用態度 

一、認知風險相關文獻 

    Bauer(1960)提出認知風險的概念，認為在環境中存在許多不確定因素

下，顧客的消費就是一項有風險性(risk-taking)的行為，因為此時消費行為



可能會造成預期之外、令人不快的結果或感覺，此即為認知風險。Dowling 

& Stalin(1994)並提出，認知風險由情境因素與個人因素所建構，有相當多

種的定義。由此可知認知風險是消費行為學者最欲探究的課題之一，在此

將學者們對認知風險的定義與解釋整理如表: 

 

表 2-1 學者對認知風險之定義 

研究年份 研究者 對認知風險之定義 

1960 Bauer  消費者無法預知購買決

策會產生什麼樣的結 

果時，所面對的不確定

性。 

1967 Cox 當消費者無法決定何購

買決策最能滿足其該購

買行為的目標，或是消

費者設想其購買後，發

現無法達成預期目標的

負面結果，即造成認知

風險。其指出認知風險

的兩個構念:(1)消費者

購買前認知此購買決策

發生不利後果的可能性

(2)消費者主觀認知其決

策結果若為不利時，會

遭受的損害程度。 

1967 Conningham 將 Cox 所提出的兩項



認知風險構念再命名為

不 

確定性(uncertainty)與不

利結果 

(consequence)。並定義

認知風險即為此兩構念

的乘積。 

1985 Baird & Thomas 

 

認知風險為個人對於決

策結果可估計的機率 

以及可控制的程度評

估。不確定性、決策結

果和資訊為認知風險中

最重要的三大元素。 

1994 Dowling & Stalin 消費者在購買某項產品

或服務時，其對此購買 

的不確定感和購後的負

面結果之認知。 

 

    雖然各學者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中的認知風險因素看法不盡相同，但

從 Bauer (1960)提出其理論後，Cox (1967)與 Conningham (1967)相繼確立

「不確定性」與「不利結果」兩大構念為影響認知風險最重要之因素，之

後的研究也大多延續此架構。 

二、 認知風險分類 

    大多學者認為認知風險乃一多構面組成之概念，但在不同研究中，對

其構面分類方式往往不同，茲整理如下表： 



 

表 2-2 學者對認知風險組成的分類 

研究年份 研究者 對認知風險組成因素的

分類 

1964 Cox & Rich 社會心理因素(social 

psychological)以及財務

因素(financial) 

1969 Perry & Hamm 社會因素(social)、心理

因(psychological)以及

經濟因(Economic) 

1971 Roselius 社會風險、心理風險、

財務風險、身體風險以 

及時間風險 

1972 

 

Jacoby & Kaplan 功能風險、財務風險、

身體風險、心理風險以 

及社會風險 

1990 Murry & Schlacter 

 

功能風險、財務風險、

身體風險、心理風險、 

社會風險以及便利風險 

2004 Guilherme, John & 

Andrew 

 

 

財務風險、功能風險、 

身體風險、心理風險、 

社會風險、便利風險以

及整體性風險 

 

    由上表可知認知風險的組成因素分類不斷演進，各學者修正過去學者



的分類方式，再補充上自身的定義和歸納，但基本構念其實是類似的。 

Guilherme et al.(2004)的研究中則更假設各個認知風險組成成分並非獨

立，因此附加上了整體性風險這一項，此項為其他各類別風險的函數，對

於預測消費者的購買行為更有幫助。 

    大多消費者行為研究學者多以解構認知風險的方式來衡量消費者對

各類風險之態度，後再組合起來解釋消費者對該事物的整體認知風險程

度。然而這樣的操作是否能實際描述出消費者心中認知風險全貌 Dowling 

& Stalin (1994)的研究中得到解答，Dowling & Stalin 囊括認知風險中的認

知與情感兩面向，設計出一套模式來衡量求證，最後發現這樣的操作結果

在實證上是得到支持的。也就是說，在之後的研究中，採行先衡量消費者

對各部分潛在風險的認知，再拼湊出消費者對整個消費過程的認知風險之

方式是可行且有效的。 

三、認知風險與使用態度 

    在宅配地方美食的認知風險部分，學者 Guseman (1981)與 Mitchell & 

Greatorex (1993)的研究中顯示，相對於有形的產品，顧客在消費無形的服

務時所意識到的認知風險較高，而宅配地方美食的服務混合了有形的店家

及商品服務及無形的宅配服務，可知認知風險為本研究相當重要的一環。 

    Bauer,Keldon J.更在其認知風險與網路銀行研究中指出顧客對網路銀

行的接受度會隨其認知風險的減少而增加，也就是若顧客認知交易環境為

安全可靠時，其對網路銀行之接受度會越趨於正面，而宅配地方美食，混

合了如網路銀行一樣的無形服務風險及有形服務風險，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假設二：：：：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的認知風險與其使用態度呈負相關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的認知風險與其使用態度呈負相關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的認知風險與其使用態度呈負相關對使用地方美食宅配的認知風險與其使用態度呈負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

認知到地方美食宅配的風險越高認知到地方美食宅配的風險越高認知到地方美食宅配的風險越高認知到地方美食宅配的風險越高，，，，其對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就越趨負其對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就越趨負其對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就越趨負其對地方美食宅配的使用態度就越趨負

面面面面。。。。 

 



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第四節  認知易用性認知易用性認知易用性認知易用性、、、、認知效益與使用態度認知效益與使用態度認知效益與使用態度認知效益與使用態度、、、、使用意願使用意願使用意願使用意願 

    對平日喜愛購買地方美食的消費者來說，地方美食宅配是一項可用來

滿足消費者需求的新技術，因此在我們的概念架構中，科技接受模式變數

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以下即要針對科技接受模式中的重要變數之間關係

做出推論假設。 

    當使用者接觸新的技術時，軟硬體的操作難易程度將影響其接受情

況。當使用者認知操作難度較高或較為複雜時，其會認為需耗費較多時間

與精力學習，造成較重負擔，進而對新的技術或系統產生排斥，影響其使

用態度(Bandura’s,1982)。由於人們有追求自我成就的情感與動機，因此有

機會可以以己之力達成目的時，其會有較好的情感反應，也就會對於這個

整個任務有正面的喜好感受，那麼對於完成這個任務的工具，也自然會有

較好的評價，這樣的好惡評價正是其對於該系統工具的使用態度(Fishbein 

& Ajzen,1975)。因此，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難易程度，會影響使用者對於

自我成就的追求，若地方名產宅配操作較困難難懂，使用者會認知較不容

易靠自己的力量去成就一項有目的的任務，整個過程中的評價也就會較

差。於是我們推論: 

 

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假設三：：：：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

用態度呈現正相關用態度呈現正相關用態度呈現正相關用態度呈現正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使用越簡單便利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使用越簡單便利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使用越簡單便利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使用越簡單便利，，，，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 

 

    認知效益對於顧客態度的形成而言，一直以來都被認為是相當重要的

(Hu et al.1999)，Davis、Bagozzi and Warshaw (1989)之研究也提及，在一個

任務情況下使用新的資訊技術系統，使用者應該最著重使用後帶來的成

效；使用者所認知到的可能成效越是優異，其對該新的系統會有越好的接

受度和喜好度。所以在地方名產宅配的接受度探討中，若該使用者在使用



前或是使用時，認知到用地方名產宅配來購買地方名產的實用性及成效良

好的程度很高，其應該相當肯定其效益，進而對於去接受、使用網路銀行

這個新系統有較正面的使用態度。 

 

假設四假設四假設四假設四：：：：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效益會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效益會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效益會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認知效益會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

度呈現正相關度呈現正相關度呈現正相關度呈現正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能帶來越好的成效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能帶來越好的成效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能帶來越好的成效其認知到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能帶來越好的成效，，，，

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 

 

    Vroom(1964)提出，當顧客在評估是否使用某項事物時，所在的背景

環境如果是績效導向的，則使用者可能會屏除其本身對該事物的喜惡，而

完全以主觀判斷使用之後績效是否會有所提升，來形成他的使用意願。此

時，使用新系統與否的意願必定要考量使用此系統所能達到的績效，態度

上是否喜愛反倒成為了較次要的因素；認知到的可能績效越好，顧客對於

去使用它的意願就會越強。而顧客使用地方名產宅配的目的，往往就是欲

達到某種成效，例如節省時間及交通成本等，以方便取得想要吃的商品，

可以說是藉由宅配方式讓其購買地方名產的效率提升。所以可以推論出: 

 

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假設五：：：：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認知效益會與其使用該地方名產宅配的意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認知效益會與其使用該地方名產宅配的意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認知效益會與其使用該地方名產宅配的意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認知效益會與其使用該地方名產宅配的意願

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呈現正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其認知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能帶來越好的績效其認知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能帶來越好的績效其認知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能帶來越好的績效其認知到使用地方名產宅配能帶來越好的績效，，，，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地方名產宅配也就會越強地方名產宅配也就會越強地方名產宅配也就會越強地方名產宅配也就會越強。。。。 

 

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第五節  滿意度與使用態度滿意度與使用態度滿意度與使用態度滿意度與使用態度 

一、 整體滿意度相關文獻 

顧客滿意的研究始於 Cardozo (1965)，其認為整體滿意度對顧客對於繼續

購買以及對於同產品線上他種產品之接受度有正向的影響，同時，對所造

成之推廣評價效果影響亦為正向；更重要的是，顧客的滿意往往不是只來



自其購買的產品而已，還包含消費時的周邊情境，也就是說，滿意評價來

自整體的購買經驗。從另一角度探討，Anderson ,Fornall and 

Lehmann (1994)提出良好的滿意度會提高廠商的獲利力以及市場佔有率，

因為滿意度將使現有顧客忠誠度增加、價格敏感度降低、較不受他家競爭

廠商引誘；對廠商而言，好的滿意度不但讓吸引新顧客的成本降低，廠商

聲譽也會因而提升。 

因此，在 Cardozo 後，學者們紛紛投入滿意度領域研究，由於各家研 

究著重點與方向不同，因此對於滿意度的定義有些許差異；最早之 Cardozo 

(1965)認為，顧客滿意度來自認知與情感兩方面的要素，而滿意度評價受

期望之影響，期望又受顧客過去經驗影響。Howard& Sheth(1969)則提出滿

意度為顧客的一種心理狀態，來自顧客購買時對於付出與報酬是否合理的

認知。Miller(1979)也提出類似的看法，認為顧客滿意度為「對產品的期望」

與「認知到的產品績效」交互作用之心理狀態。Oliver (1981)則認為滿意

度為一針對特定交易情況所產生之心理狀態反應。Swan (1983)與 Bagozzi 

(1992)較傾向於定義滿意度為一種情緒、情感，來自於顧客對特定產品或

服務表現的評價。Koltler (1991)定義滿意度為顧客在考量其認知到的產品

績效表現與個人期望的差異後，所產生之愉悅或失望感。Anderson,Fornall 

andLehmann (1994)則將學者們的定義構念劃分為兩種: 

（1） 特定交易構念(transaction-specific)：滿意度為顧客在交易後，對特

定購買情境的評價判斷。Hunt(1977)、Oliver(1977,1980,1993)的研究皆屬此

類，其後文獻對這類滿意度的探討結果也相當豐碩。 

（2） 累積交易構念(cumulative)：滿意度為一段期間後，顧客對於整體消

費經驗，包括其服務的評價(Johnson and Fornell,1991)。此構念可作為廠商

在評估過去、現在和未來的經營績效時之參考指標。 

    綜合上述可以了解顧客滿意度對於廠商而言是重要的競爭要素，甚至

有學者認為，滿意度問題對服務業廠商利潤所造成的衝擊不亞於其經濟規



模、市場占有率及商品單位成本(Reichheld & Sasser,1990)；基本上，滿意

度即是來自顧客對於購買某提供物的期望以及購買後認知品質的差距。若

後者高於或等於前者，顧客將感到滿意；反之，顧客滿意度會較低，進而

影響其對該產品或服務的評價與再購意願。 

二、滿意度與使用態度 

    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與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

Fishbein &Ajzen (1975)在其理性行為理論中指出，個人對於特定行為的態

度，會受到個人對行為結果的認知與評價所影響。而整體滿意度即是一種

評價，對於一項商品或服務在使用後的經驗至少與原先期望的一樣好的評

價(Hunt,1977)。所以當顧客與一家地方美食宅配店家來往，對其服務的評

價是滿意的，表示其對地方名產宅配服務應該是正面的評價，對於地方名

產宅配的態度是正面的。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六假設六假設六假設六：：：：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

度成正比度成正比度成正比度成正比。。。。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越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越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越高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滿意度越高，，，，其對於使其對於使其對於使其對於使

用地方名產宅配之態度將越趨正面用地方名產宅配之態度將越趨正面用地方名產宅配之態度將越趨正面用地方名產宅配之態度將越趨正面。。。。 

 

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第六節  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認知與使用態度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認知與使用態度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認知與使用態度消費者對產品品質認知與使用態度 

一、認知品質相關文獻 

    品質最普遍的定義乃某一產品的良好(Superiority)或優異(Excellent)程

度；而其一般可分為兩種：客觀品質(Objective Quality)與認知品質

(Perceived Quality)。所謂客觀品質乃指在預定的標準(Standard)上，可測

量、可確認的優異性；而認知品質則是由消費者的觀點出發，為消費者對

某一產品的優異程度認知(perception)或評價(evaluations)。Zeithaml (1988)

認為認知品質是由三個層次的成分所構成，其分別是： 

(1) 產品的內在及外在屬性(Intrinstic & Extrinstic Attributes) 



(2) 屬性的認知(Perception of Intrinstic & Extrinstic Attributes) 

(3) 抽象感覺(Abstractions) 

    而認知品質的形成過程乃透過產品的屬性，進而產生屬性的認知，再

由屬性的認知彙總成認知品質。其詳細過程概述如下： 

(一)消費者利用產品的屬性來推論品質 

    一般來說，產品的屬性可以分為內在屬性以及外在屬(Zeithaml,1988)： 

1. 內在屬性：為產品的實體屬性，是產品的實際組成成分。例如：宅配商

品的大小、形體、商品口味等等。而內在屬性即是組成產品的實際成份，

因此其會隨者產品的不同而有所改變。 

2. 外在屬性：為其產品相關(product –related)，但不屬於產品的實體本 

身，因此不會隨者產品不同而有所改變。而價格、廣告程度、品牌形象三

者為學者最常選用的外在屬性。消費者可以利用這三種屬性來做為推論品

質的訊號(signal)。例如：用價格與廣告來做為推論品質(李佳璋，1997)；

用品牌形象來推論產品品質的好壞，並且在所有的產品屬性中，只有一個

或少數屬性會被消費者來推論品質(邱志聖、巫立宇與陳仲熙，2001；陳俊

孝，2002)。 

(二)消費者透過內在及外在屬性產生屬性的認知 

    如上所述，消費者先利用可以蒐集到的產品屬性來作為推論品質 

的訊號。接著，就產生更高層次、更抽象的屬性認知；而內在與外在 

屬性所產生的認知也有所不同。Zeithaml (1988)認為由內在屬性所產生屬

性認知為抽象構面。消費者面對不同產品時，雖採用不同的內在屬性來推

論品質，但由內在屬性所產生的認知抽象構面，卻是存在者跨產品別的共

同性。例如 Parasuraman 、Zeithaml 與 Berry (1985)針對四個不同的服務

業(長途電話公司、銀行、維修工廠與信用卡公司)做實證研究，他們發現

雖然產業的不同，但消費者經由內在屬性所產生的認知卻能共同歸納出九 

個共同的構面。 



    而由外在屬性所產生的屬性認知有二，分別是由價格(ObjectivePrice)

所產生的認知價格(Perceived Monetary Price)及由品牌形象(Brand 

Image)、廣告程度(Level of Advertising)所產生的商譽(Reputation)。外在屬

性並非隨者產品不同而改變，因此，外在屬性會存在者跨品牌與產品別的

共同性。 

(三)消費者將由產品內在，外在屬性所產生的認知彙總，而形成認知品質： 

    雖然消費者會同時利用內在、外在屬性作為產品認知品質的訊號，但

其重要性會隨者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使用過程及產品特質而有所不同。若

廠商要藉此一過程來提升消費者對該產品的認知品質，則要先了解在消費

者評價過程中，何種屬性占相對優勢，以便採取相關的策略。此外，Nelson 

(1974)也提出另一種產品屬性的分類法，其依消費者認定該屬性的時機區

分為三： 

1. 搜尋屬性(Search Attributes)：消費者在購買一產品之前，就能事 

前決定的產品屬性。例如：數量、產品口味、產品包裝等等。 

2. 經驗屬性(Experience Attributes)：消費者在購買之後或是經過使用 

後，才能決定產品的屬性。例如：例如在食用過地方名產後，才能了解實

際商品風味等等。 

3. 信用屬性(Credence Attributes)：消費者即使購買或使用後，都很難 

評價的產品屬性。例如：在商品運途中遭受損壞，商店賠償的必要性等等。 

二、認知品質與使用態度 

    Engel、Blackwell 及 Kollat(1968)提出之 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指出，

態度係由評估準則及信念（認知）所形成。所謂評估準則係消費者希望其

選擇的產品所應具備的屬性，而消費者依照其評估準則對各品牌加以評估

而形成信念（認知），綜合各品牌在各項評估準則上的評價，則形成對各

品牌的態度，（吳昭賢，民 87）。 

    對宅配地方名產的消費者來說，他們會藉由地方名產產品的內、外在



屬性構面來推論產品的品質，進一步影響消費者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態

度。故我們可以推論： 

 

假設七假設七假設七假設七：：：：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成正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成正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成正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與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成正

比比比比。。。。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越好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越好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越好顧客對對產品的認知品質越好，，，，其對於使用地方名產宅配其對於使用地方名產宅配其對於使用地方名產宅配其對於使用地方名產宅配

之態度將越趨正面之態度將越趨正面之態度將越趨正面之態度將越趨正面。。。。 

 

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第七節 群體規範群體規範群體規範群體規範、、、、店家專屬資產與使用意願店家專屬資產與使用意願店家專屬資產與使用意願店家專屬資產與使用意願 

群體規範相關文獻 

(一)群體 

群體（Group）通常被定義為兩個或兩個以上的成員，彼此互動以達成個

人或共同目標（Schiffman,2000）。而影響消費活動決策最主要的為參考群

體。參考群體（reference group）在消費者行為的範疇中是相當重要的觀念，

參考群體可以是任何人或任何團體，他提供了個體比較或參考的基點，引

領個體形成特定的價值觀、態度或行為模式。對人有直接影響的群體稱為

會員群體（membership groups），這些群體和個人皆有互屬和互動的關係。

有些是持續性的互動，像家庭、朋友、鄰居及同事等，稱為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s）。初級群體之間的關係傾向於非正式的。人們也歸屬於次級群體

（secendary groups），其成員之間的關係是正式的，且比較不常有互動往

來，包括宗教組織、專業群體及商業公會群體。人們亦經常受一些自己並

非其中一員（非成員）的群體所影響；其中若人們很想加入的群體，則稱

為仰慕群體（ aspirational groups）。另有一種稱為分離群體（dissociative 

groups），這個群體的價值觀或行為是為人所排斥的。 

Hyman（1942）定義參考群體為對他人行為有顯著影響的個人或群體。

Merton and Kitt（1950）定義參考群體是個人渴望隸屬的群體。Park and 

Lessig（1977）認為參考群體是指對於個人的價值觀、抱負或行為具有重



要影響力的個人或群體。Engel（1986）指出參考群體是提出規範和價值觀

來影響個人行為的團體。Hawkins（1992）則認為參考群體是個人在某特

定情況下，用來指引其行為表現的團體，（黃美文，民 87）。Childers and 

Rao（1992）將參考群體對個人的影響分為兩種類型：一是規範性的影響

（normative influence），是指父母、師長或同儕對於我們個人社會標準、

態度或價值觀形成，有很重要且直接的影響，這種影響稱為「規範性的影

響」。二為比較性的影響（comparative influence），指運動明星或影視紅

星對個人所造成的影響。雖然個人無法與這些參考群體直接互動，然個人

可以觀察參考群體的行為表現並渴望去學習其行為，這種影響是一種「比

較性的影響」。 

參考群體的影響力會隨著產品在生命週期所處的階段不同而有所改變。當

一種產品初次被引進市場時，購買與否的決策便大大地受到其他人的影

響，而此時品牌的選擇較不受他人的影響。在市場成長階段，群體影響力

對產品及品牌的選擇上，均很強烈;在產品成熟階段，影響較強烈的是品牌

（而非產品）的選擇;而在衰退階段，參考群體對品牌及產品的選擇就沒有

什麼影響力了。 

(二)群體規範 

張春興（1991）提到：除以個人為基礎的社會行為之外，人類更多的社會

行為是在個人與團體或團體與團體之間產生的。個人在團體中的活動，如

按照杜會規範行事，行為表現符合眾所認可之標準，即稱為從眾

（conformity）。由此可知，規範是代表眾意的客觀行為標準，從眾則代表

個人的心理傾向。團體成員的從眾行為，對團體性活動是有利的；因為多

數成員有從眾傾向的團體內，因意見不合而生衝突的情事，將會減少發

生。而且，有很多傳統的習俗和流行的風尚，都是靠社會從眾心理維持相

推動的。 

在計畫行為理論（planned behavior）中提到，影響行為意願的「群體規範



變數」，乃指「個人對是否採取某項行為的社會壓力的知覺」。Fishbeinand 

Ajzen(1975)所提出之合理化行為理論模式（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model）提到主觀性規範/群體規範是指個體如何看待重要他人（例

如：家庭、朋友、室友、同事等）對特定行為所抱持的意見，也就是他們

給予該行動正面或負面的評價。群體規範是「規範信念」（Normative Belief）

和「依從動機」（Motivation to Comply）的函數。「規範信念」是指「個

人知覺到”重要他人”或”重要團體”認為他應不應該去採取某項行為的壓

力」；而「依從動機」則是指「個人是否遵循”重要他人”或”重要團體”認

為他應該或不應該採取的行為」。 

參考群體的影響也可以透過群體規範及順從壓力產生，與規範性的影響很

相似（Deutsch and Grand, 1955）。（葉桂鳳，民 88）。當消費者在購買

產品時，若（1）消費者知覺到該群體會給予某種形式的獎勵或處罰；（2）

消費者相信其行為會被群體看到或知道；且（3）消費者有動機想要獲得

獎勵或避免處罰時，則消費者會去順從參考群體的期望或偏好（Park 

andLessing,1977）。 

二、群體規範與使用意願 

    社會學、心裡學和消費者行為研究在理論及實證中都發現相關他人

（參考團體及同儕團體等）的重要性，並指出相關他人（relevant others）

對個體的決策行為有顯著的影響（Wind ,1976）。Moschis (1987)指出，同

儕團體可以直接、間接的影響個體的消費社會化過程，他們也可能是其他

社會化機構效果的中介因素。 

    對消費動機的探討，Haynes and Helems 曾引用 Katz 所分的自我防

衛、知識、價值表達、實用等四種功能形式來區分消費者消費時的動機和

評估產品的標準，在對一百零五位大學生在五十二項產品上的使用動機作

歸因後顯示，大部分的產品同時適用於兩種以上的消費動機。其中實用性

消費動機似乎是消費者在使用產品時最普遍的消費動機，但是價值（形象）



表達的消費動機也十分重要，尤其是當消費者在使用外顯性的產品

（Haynes and Helms,1991）。 

    邱志聖（2001）策略行銷分析一書中提到，很多買者的行為並不完全

來自自有的意志，而是來自於群體的壓力，青少年團體中這種現象特別普

遍。除非該買者不願意再屬於此群體，否則他就必須去考慮該產品所代表

的整個群體的象徵性意義，因此就算他認為該產品與其他產品是一樣的，

他還是得考慮整個群體的專屬資產，當買方如果有一天要離開此群體，則

此產品的專屬資產將變為無價值。 

    在 Madrigal (2000)球隊認同對贊助廠商產品購買意圖影響的文章中提

到，社會認同觀念的中心思想是群體會採用正式規則或群體規範以規範並

評估成員的行為，群體規範明確指出在特性情況下成員被預期採取的行動

（Homans ,1950），此行動能彰顯群體的價值觀並點出其獨特性

（Feldman ,1984）。 

Terry and Hogg(1996)群體規範和態度-行為關係的研究中指出，知覺到的群

體規範能預測個體的態度及行為表現。黃志文（民 84）的研究指出，信念

產生與態度出現有三個來源：（1）個人的經驗，（2）參考團體的影響，

例如宗教、工作夥伴、次文化、家庭等，（3）他人的影響，例如社會意

見領袖、專家、崇拜的偶像人物。EKB 消費者行為模式提到消費者在決策

過程中，亦會受到社會影響，諸如對參考群體或家人的規範性順從和情報

的影響。Jones 及其他幾位學者於 1972 年提出的態度理論認為消費者對

產品品質的態度及產品的購買行為會受到個人或群體的影響（Jones et al., 

1972）。 

從上述文獻探討可知，消費者在做採購決策時，大多會受到參考群體的影

響，並不是完全出自於本身對產品的認知，因此本研究建立假說如下： 

 

假設八假設八假設八假設八: 當群體規範的影響力愈大時當群體規範的影響力愈大時當群體規範的影響力愈大時當群體規範的影響力愈大時，，，，對地方名產宅配之使用意願會越高對地方名產宅配之使用意願會越高對地方名產宅配之使用意願會越高對地方名產宅配之使用意願會越高。。。。 



三、專屬資產相關文獻 

(一)專屬資產性（Asset Specificity） 

資產專屬性是指在某一特定的交易關係之下，無法在不犧牲其生產力的情

況之下被轉為他用的情況（Buvik & Andersen,2002）。邱志聖（2001）所

謂專屬資產是指買、賣雙方因為買賣過程之中所產生有形或無形之資產，

此資產唯有買、賣雙方繼續進行交易行為時，才會具有價值，當任何一方

結束交易行為，此無形或有資產的價值便會消失。所以資產專屬是指為了

維持與某特定實體或人員交換關係所必須的投資，而若調換此供應商，必

須花費很大的轉換成本，這種特有的資產可能是實體的資產或金錢，或是

隱性的知識、技術、人際關係等，一旦要終止原來的交換關係，原來所投

入的有形、無形的專屬資產都將成為損失，當資產越能轉移給他人而不損

及資產價值，其資產專屬性越低，反之則越高，若所具備的資產容易被對

方學習，資產就容易喪失價值，因而繼續進行交易的可能性就降低。 

四、專屬資產分類 

依據 Williamson（1985），可將資產專屬性分為六種： 

區位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 

    廠商或是通路所在的地點和消費者選擇交易廠商之間的關係。 

（二）實體資產專屬性（Physical-Asset Specificity） 

    廠商提供給消費者的硬體設備或是商品，與消費者選擇交易廠商之間

的關係。 

（三）人力資源專屬性（Human-Asset Specificity） 

    消費者本身所擁有的知識或是能力專屬於該廠商，或是消費者之所在

社群專屬於該廠商。 

（四）委身式資產專屬性（Dedicated Asset Specificity） 

    消費者所從事之活動（例如：工作）專屬於此廠商的關係。 

（五）品牌名稱資產（brand name capital） 



 廠商的品牌和消費者選擇交易廠商之間的關係。 

（六）時程專屬性（temporalspecificity） 

 廠商所提供的及時支援服務與消費者選擇交易廠商之間的關係。 

    此外，邱志聖(2001)將專屬資產另外分成六項： 

 

表 2-3 專屬資產分類表 

專屬資產 業界常用方法 

特有使用知識專屬資產 公司特有的產品使用方法、公司特有軟

體、公司特有產品系列分法與使用方法、

公司特有戶補品使用方法、特有使用專利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

務的專屬資產 

系統 DIY 產品、特有耗材、特有公司規格、

特有資訊系統結合、特有配方、特有設備

專利、特有軟體 

忠誠客戶的優惠的專屬資產 里程數累積優惠、集點紅利、累積金額優

惠、紅標與綠標的定價策略 

無形的專屬資產  特有信用資產、特有買者知識、特有人際

關係、特有溝通效率、特有生活依歸 

心理層面的認同的專屬資產 特有的品牌經驗、特有的品牌回憶、特有

品牌心理意義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

產 

品牌特有群體壓力、特有意見特有意見領

袖吸引力 

資料來源：邱志聖，策略行銷分析，P.169，民 90 

 

    雖然資產專屬性有不同的形式，但可以解釋的事：『當資產專屬性越 

高，交易雙方的相互依賴程度也因此提高；當無資產專屬性時，也就是完 



全理想的情況下，交易雙方的互相依賴程度就會降低，此時內部交易的成 

本將高於市場交易之成本，因為市場的自主性適應成本較低』。換個角度

來說，當資產專屬性越高，交易的『動機』越弱；當資產專屬性高到某一

種程度時，會促使決策者放棄市場外部交易而轉向內部交易了，垂直整合

就是這種情形。 

五、店家專屬資產、使用意願 

    資產專屬性是指資產轉移至他處使用，而不減損其本身生產價值的程

度(Williamson, 1985)。對宅配地方名產的顧客而言，其若與該店家建立了

相當的有形或無形專屬資產，表示其在該宅配地方名產店家已投入某種有

形或無形的投資，這樣的投資無法轉移到他家名產店家使用，或是轉移至

他家使用，其效力會遭到一定程度的損害，因此造成顧客移轉的成本和障

礙。顧客在理性的情況下，也了解可能會產生的有形及無形的移轉成本

時，繼續訂購該地方名產店家商品的意願會比較高。 

    Fishbein & Ajzen(1975)並指出，態度會受到心理因素以及所遭遇的情

境因素的影響。當顧客與其往來的名產店家之間已有專屬資產建立時，表

示顧客的心理上或是生活上對該店家已有相當程度的依賴，對於採用該店

家所提供的服務也會較有熟悉感和便利感。那麼，當顧客在考慮是否要繼

續向該店家訂購地方名產時，因為是來自同樣的、熟悉的服務提供者，顧

客應會對之抱持較正面的態度。 

 

假設九假設九假設九假設九：：：：顧客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與其對該名產店家訂購商品的顧客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與其對該名產店家訂購商品的顧客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與其對該名產店家訂購商品的顧客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與其對該名產店家訂購商品的

意願成正比意願成正比意願成正比意願成正比。。。。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顧客與該地方名產店家建立越多的專屬資產顧客與該地方名產店家建立越多的專屬資產顧客與該地方名產店家建立越多的專屬資產顧客與該地方名產店家建立越多的專屬資產，，，，其其其其

對於向該店家訂購名產的意願將越高對於向該店家訂購名產的意願將越高對於向該店家訂購名產的意願將越高對於向該店家訂購名產的意願將越高。。。。 

 

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第八節  信任信任信任信任、、、、滿意滿意滿意滿意度度度度與店家專屬資產與店家專屬資產與店家專屬資產與店家專屬資產 

    有學者提出橫跨信任兩類的定義，認為信任為「個人依賴其有信心的



交易夥伴之意願」(Moorman ,Zaltman ,and Deshande,1992)。而專屬資產投

資往往是組織欲消弭交易過程中部分不確定變化而做的投資，這樣的投資

同時也會增加交易雙方的依賴(Williamson ,1991)。 

    因此當宅配顧客在考慮是否要和地方美食店家建立具依賴性的資產

專屬關係，必須要有「依賴其有信心的交易夥伴之意願」(Moorman ,Zaltman, 

and Deshande,1992)，所以信任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當顧客對該名產店

家的信任度愈高，和店家建立的專屬資產將愈高。 

 

假設十假設十假設十假設十：：：：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與其對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成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與其對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成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與其對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成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與其對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產成

正比正比正比正比。。。。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信任愈高，，，，其對於該店家的專其對於該店家的專其對於該店家的專其對於該店家的專

屬資產將越高屬資產將越高屬資產將越高屬資產將越高。。。。 

 

    當顧客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整體評價愈高，那麼願意和名產店家建立專

屬資產關係的意願及陷入程度愈高。 

 

假設十一假設十一假設十一假設十一：：：：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與其對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與其對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與其對顧客對於某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與其對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該名產店家的專屬資

產成正比產成正比產成正比產成正比。。。。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也就是說，，，，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愈高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店家的滿意度愈高，，，，其對於該店其對於該店其對於該店其對於該店

家的專屬資產將越高家的專屬資產將越高家的專屬資產將越高家的專屬資產將越高。。。。 

 

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第九節  使用態度與使用意願使用態度與使用意願使用態度與使用意願使用態度與使用意願 

    Swanson(1982, 1988) 和 Davis ,Bagozzi , & Warshaw (1989)皆指出態

度對於採用電腦科技的意願有重大的影響。(Bagozzi ,1992)。Traindis (1979)

更進一步認為當個人對於某項事物抱持著正面態度時，他對於從事、使用

此事物的意願也就會隨之提高。利用以上論點推論地方名產宅配接受度情

形亦為相當合適的做法，因地方名產宅配為新科技和新物流的連結，使用

者在採用時會有類似的考量，因此我們可以得到最後一則假設： 



 

假設十二假設十二假設十二假設十二：：：：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顧客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使用態度會與其對該地方名產宅配的

使用意願呈現正相關使用意願呈現正相關使用意願呈現正相關使用意願呈現正相關。。。。亦即亦即亦即亦即，，，，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越是正面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越是正面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越是正面其對地方名產宅配的態度越是正面，，，，也就會也就會也就會也就會

有越高的意願去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有越高的意願去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有越高的意願去使用地方名產宅配有越高的意願去使用地方名產宅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