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文獻探討 

2.1 網路拍賣 

網路時代來臨，消費者可以透過網路得知產品資訊，或者利用網路進行購買

的動作，網路成為一個消費者與賣家的溝通與交易平台，也是一個虛擬通路。

Parasuraman,and Grewal(2000)提到，透過網路建立的連結都代表存在於買賣雙方

中間的「流」(flows)：可能是資訊流，例如賣家在網站釋出促銷的訊息；亦可能

是金流，例如買家可以線上刷卡付款或轉帳。不需要設立實體通路的龐大固定成

本，成為賣家的門檻降低，因此賣家不再侷限於資本額高的企業，任何想要銷售

物品的人都可以成為賣家。網路購物行為大概分為 B2C(Business to Customer)和

C2C(Customer to Customer)兩種模式。 

 

1.網路購物 B2C 模式 

B2C 模式常為企業使用。第一種類型的公司有自己的實體通路，已經有一定

的知名度，但也利用虛擬通路作為另一個銷售的途徑，例如:金石堂書店，曾記

麻糬等企業，他們有店面或加盟店，同時消費者亦可以透過網路下單，到便利商

店取貨或者使用宅即便貨送到家；第二種類型的企業只有虛擬通路，在網路上顯

示產品價格或規格等資訊，並在網路進行促銷方案，例如:亞馬遜書店，以女性

消費族群為主的 payeasy 購物網，和東森網路購物城 ETmall 等，有些企業為了

提高知名度或網羅更多的網友人潮，常會進駐知名入口網站，承租他們的網路攤

位。 

最有名的例子如 Yahoo 或 PChome 等入口網站設立「購物通」或「商店街」

提供企業作為網路交易平台，因為人潮流量大且曝光率高，因此即使企業本身品

牌知名度高，但仍想提高網路的點閱率，吸引網友參觀店裡商品，例如:Unimall

統一購物便，3CTown 購物網等，他們多半擁有自己金流及物流。另外，Yahoo

和 PChome 還分別設立了「購物中心」及「線上購物」，這些入口網站本身有長

期合作的金流廠商，物流則有兩種經營模式，例如:PChome 採取「直營模式」，

接單後由 PChome 負責商品配送給消費者；Yahoo 採取「委外模式」，把物流外

包給「興奇科技」，而且也提供完整的售後服務。本身沒有物流的企業或一般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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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透過較具公信力的入口網站為交易平台，不僅容易取得消費者的信任，若有糾

紛或問題產生時，也有明確的目標可以協調處理。 

 

2.網路拍賣 C2C 模式 

    C2C 模式是本研究的主題。台灣兩大拍賣網站為「Yahoo 拍賣」和 PChome

與 ebay 合資成立的「露天拍賣」，提供給一般民眾創業的機會，交易的商品無論

新品，二手品，稀有品或收藏品都可以，交易模式為直接購買亦或競標購買，但

大多數買家是購買新品(94%本研究問卷)。拍賣網站提供買家和賣家溝通平台，

只要填寫基本資料註冊帳號，買家和賣家都可免費成為會員。任何產品價格，樣

式或規格等資訊，消費者皆可瀏覽取得；至於賣家的商品刊登費用或交易手續

費，則因各入口網站的收費模式而異。買家透過網路下標後，即代表承諾執行此

項契約，由買賣雙方自行接洽，協調並執行契約內容，例如付款方式和取貨方式

等。 

 

 

2.2 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 

    根據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Berry 於 1985 提出(以下簡稱 PZB)，服務具

有無形性(intangibility)，異質性(heterogeneity)以及不可分割性(inseparability)，服

務無具體數據或規格可以作為衡量標準；而且服務品質攸關於企業長期累積的表

現，以及不同服務人員的態度口氣，因此一致性很難維持；另外，服務的消費與

生產常密不可分，亦即在產品送達消費者的手中的所有流程，也常伴隨著服務，

例如消費者購買咖啡的過程中，包括與服務生的點購或詢問等所有互動，消費者

所認知的感受都包含於服務裡。 

相較於實體的產品，服務品質的界定比較不容易衡量。傳統的服務品質

(traditional Service Quality，簡稱 SERVQUAL)被學者廣泛的討論，服務品質來自

於消費者對該企業應該提供服務的預期認知，與企業真正執行的表現兩相比較

(Lewis, and Booms 1983)。換言之，該企業所提供的服務必須達到消費者心中的

標準，才有可能增加買家心中的滿意度。PZB(1988,1991)以上述論點為理論基

礎，改善 SERVQUAL 衡量構面，在各個產業作實證分析，並量化消費者對服務

 6



品質的認知，其中使用的五個衡量構面(dimension)是信賴感(reliability)，回應性

(responsiveness)，可靠性(assurance)，同理心(empathy)及服務設備(tangibles)。隨

著網路時代的來臨，電子商務的普及化，學者開始思考消費者透過網路所感受到

的服務品質如何衡量。SQ 之後的文獻和實證應用的焦點在於探討以服務人員為

主的服務品質(people-delivered services)，而是否能把研究結果延伸到電子商務的

應用，仍有待討論。 

 

 

2.3 網站服務品質(e-Service Quality)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Malhotra (2002，以下簡稱 PZM)提到以網路服務

營業為主的企業，成功的最關鍵因素是服務品質，而非價格等其他變數。之後陸

續有許多學者研究 e-SQ，Gefen(2002)發現 PBZ(1991)提出服務品質的五個構面

在電子商務的應用，可以被簡化成三大構面: (a)服務設備；(b)綜合構面--信賴感，

回應性，可靠性；(c)同理心。服務設備(tangibles)被認為是增加消費者忠誠度最

重要的因素，綜合構面是提升消費者信任程度最關鍵的指標。 

Zeithaml (2002)探討 e-SQ 與 SQ 的相似與差異處，提出消費者對網路服務品

質的認知尚未有一個成形完整的預期，以 SQ 為 e-SQ 的思考出發點時，也常必

須加入一些新增變數，例如: 個人資料的隱密安全性(security)，引導性(navigation 

；網站標示或分類項目清楚使網友容易使用)，效率性(efficiency)， 網站美學設

計感(site aesthetics；網站介面美學設計的視覺舒適感)；另外，衡量變數在 e-SQ

與 SQ 中扮演的重要性不同，例如：同理心(empathy)在 e-SQ 裡並不如在 SQ 中

這麼重要，傳統的 SQ 強調服務人員必須站在消費者的角度去理解他們的需求，

並禮貌的回應且提供解決方法，給消費者放心可靠的感覺。但同理心在 e-SQ 中

並非最重要的衡量變數，只有在買家遇到問題需要客服中心時才會重視此構面。 

    整體而言，e-SQ 納入了更多認知(cognitive)與理性上的衡量變數，感性或情

緒性(emotional)的衡量變數在 SQ 裡重要性較高。 

 

 

 

 7



2.3.1 網路服務品質(e-SQ)衡量構面 

    e-SQ 研究初期多以一般網站(而非購物網站)為研究目標，探討消費者對該網

站的態度或滿意度。例如 Liu, and Arnett(2000)發現建構網站成功的四個要素：資

訊與服務品質(info and service quality)，系統使用性(system use；包含容易使用與

隱私性)，娛樂性(playfulness)與系統設計品質(system design quality；包含網站系

統處理速度以及付款方式的安全性與容易性之間的平衡)；然而這些網站是從

Fortune 雜誌評比中前 1000 大企業選出，卻非所有的網站都有提供網路購物的功

能，因此衡量構面較著重於網站界面(website interface)的評估，而網路購物的各

項服務的變數比較少，因此作為購物網站的衡量指標稍嫌不夠精確。 

    之後愈來愈多學者把購物網站為研究目標，Loiacono(2002)提出 WebQual，

包含了十二個構面：（一）理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二）直覺性(intuitive 

operation；使用者是否能夠直覺性且很容易的瀏覽網站)，（三）資訊品質(info 

quality)，（四）互動性(interactivity)，（五）信任感(trust)，（六）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七）視覺吸引性(visual appeal)，（八）創新性(innovativeness；網站的獨

特性和創意)，（九）情緒性吸引(flow-emotional appeal)，（十）商務程序(business 

process)，（十一）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十二）整合溝通性(integrated 

communication)。然而這個衡量指標的主要目的是替網站設計者提供更多的資

訊，而非探討消費者的購買經驗，因此 PZM(2005)提出有些構面(例如:創新性，

商務程序和替代性)似乎不適合用於探討買家對網站服務品質的評價。另外，研

究樣本為一般學生和網站設計者，這些沒有實際購買經驗的填答者也是該研究的

樣本，實驗結果較無法真正反應買家的滿意度及評價。另一項美中不足的地方是

WebQual 並沒有包含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這個構面，因此 WebQual 的成為

購物網站衡量指標的完整性也不夠。 

    從 2000 到 2003 年，陸續有許多學者發展出購物網站衡量指標（整理如表

2-1），例如 Barnes, and Vidgen (2002)提出 WebQual(名字與 Loiacono et al.提出的

相同)，包含了五個構面：（一）使用性(usability)，（二）網站設計(design)，（三）

資訊性(information)，（四）信賴感(trust)，（五）同理心(empathy)。實驗的設計把

大學學生或教職員工隨機帶入某一個網路書店，讓他們瀏覽網站並取得一些想要

購買書的資訊，最後再根據該次網站瀏覽與消費經驗當場做出評價；然而，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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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指標並未設計交易完成後的完整消費經驗評價指標，例如賣家是否如期交貨，

取得的商品品質是否和網站資訊一樣，或若物品有瑕疵是否能夠退貨售後服務

等，因此 WebQual 用於衡量購物網站的各項服務品質的完整性與代表性也不夠。 

    Wolfinbarger, and Gilly(2003)利用線上及非線上的消費者當焦點團體(focus 

group)，並執行變數分類(sorting task)和樣本小組(online-customer-panel)，發展出

eTailQ 有四個構面：（一）滿足性/信賴感(fulfillment/reliability；包含準時交貨，

商品和網站顯示資訊的一致性，以及商品與訂單相同的準確性)，（二）隱私性/

安全感(privacy/security；對該網站的信任感)，（三）網站設計(website design；包

含個人化設計程度，產品選擇性，資訊深度，以及交易完成速度)，（四）客戶服

務(customer service；包含問題解決的管道，願意幫忙的程度，和即時回應性)。

PZM(2002)指出 eTailQ 用來衡量買家對購買網站的滿意度有相當強的效度，而且

三個研究方法完整；然而，前兩項構面的定義可以充分反應其內含項目，後兩項

構面卻擁有太多相關性差距太大的項目，表示其分類的方法仍待改善。 

     

學者 *網站

類別 
應變數 自變數 

Alphor(2001) W  網站滿意度 容易使用(ease of use) 
資訊內容(info content) 
娛樂性(entertainment) 
互動性(interactivity) 

Barnes and 
Vidgen’s(2002) 

W,E 網站品質 使用性(usability) 
網站設計(design) 
資訊性(information) 
信賴感(trust) 
同理心(empathy) 

Chen and Wells(1999) 
 

W 對網站態度評價 
 

娛樂性(entertainment) 
增廣見聞性(informativeness) 
組織性(organization) 

Childers et al.(2001) W, E 網路購物態度 引導性(navigation) 
便利性(convenience) 
人員檢驗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 of 
personal 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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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bholkar(1996) W 使用意願 物流處理速度(speed of delivery) 
容易使用(ease of use) 
信賴感(reliability) 
享受感(enjoyment) 
控制感(control) 

Koufaris, Kambil, and 
LaBarbera (2001-2002) 

W, E 未計畫性購買 
重複瀏覽意願 
 

購物滿足感(shopping enjoyment) 
認知控制感(perceived control) 

Liu and Arnett(2000) W 網站成功性 資訊服務品質(info and service quality)
系統使用性(system use) 
娛樂性(playfulness) 
系統設計品質(system design quality) 

Loiacono et al.(2002) W, E 購買意願 
重複瀏覽意願 

理解性(ease of understanding) 
直覺性(intuitive operation) 
資訊品質(info quality) 
互動性(interactivity) 
信任感(trust)  
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 
視覺吸引性(visual appeal) 
創新性(innovativeness) 
情緒性吸引(flow-emotional appeal) 
商務程序(business process) 
替代性(substitutability) 
整合溝通性(integrated communication)

Montoya-Weiss, Viss, 
and Grewal (2000) 
 

W, E 網路通路使用性 引導結構(navigation structure) 
資訊內容(info content) 
圖樣風格(graphic style) 

Muylle, Moenart, and 
Despontin(1999) 

W 滿意度 資訊攸關性(info relevancy) 
資訊精確性(info accuracy) 
資訊多元性(info comprehensiveness) 
資訊可理解性(info comprehensibility) 
容易使用(ease of use) 
網站介面設計(layout) 
登入引導(entry guidance) 
網站結構(website structure) 
超連結隱含性(hyperlink connotation) 
網站連結速度(website speed) 
語言客製化(language customization) 
市場停泊(marketplace anchor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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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e(2002) W 重複瀏覽意願 網站設計/技術衡量(design/technical 
evaluation) 
情緒性體驗(emotional experience) 

Scholsser and Kanfer 
(2001) 

W, E 對網站態度評價 
購買意願 

服務人員互動性(person 
interactivity--customer service) 
設備引導互動性(machine 
interactivity--navigation and role 
playing) 
傳統行銷內容(traditional marketing 
content) 

Yoo and Donthu(2001) W, E 整體網站品質 
對網站態度評價 
線上購買意願 
網站忠誠度 
網站淨值 
 

容易使用(ease of use) 
網站設計(design) 
網站連結速度(speed) 
安全性(security) 

Srinivasan et al.(2002) E 消費者忠誠度 客製化(customization) 
溝通互動性(contact interactivity) 
關懷性(care) 
社群服務(community) 
選擇性(choice) 
角色(character) 
教化性(cultivation) 

Szymanski and 
Hise(2000) 

E 滿意度 便利性(convenience) 
購買性(merchandising) 
網站設計(site design) 
財務安全性(financial security) 

Yang, Peterson, and 
Huang(2000) 

E 滿意度 
不滿意度 

商品成本及可得性(product cost and 
availability) 
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 
線上資訊系統品質(online info system 
quality) 

Zeithaml et al.(2002) E 品質 效率性(efficiency) 
信賴感(reliability) 
滿足性(fulfillment) 
隱私性(privacy) 
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s—responsive, contact, 
compensation ) 

Wolfinbarger and 
Gilly(2003) 

E 品質 滿足性/信賴感(fulfillment/re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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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站設計感(website design) 
隱私性/安全感(privacy/security) 
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 

Francis and 
White(2002) 

E 購買意願 網路商店功能性(web store 
functionality) 
產品特質描述(product attribute 
description) 
所有權狀態(ownership condition) 
客戶服務(customer service) 
送達商品(delivered product) 
安全性(security) 

*網站類別：W 表示一般網站(不含購物功能)；E(etail)表示有購物功能的網站。

W 或 E 的標明代表學者的研究目標網站。 

表 2-1:網路服務品質衡量構面整理 

 資料來源：Wolfinbarger, and Gilly(2003) 及本研究整理 

 

 

2.3.2 E-S-QUAL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Malhotra(2005)根據之前所有學者相關研究的結

果，認為對購物網站的服務品質評價的衡量，不能只是著重於消費者與網站介面

的互動性和使用體驗，交易完之後的服務構面(post interaction service)也是必須要

考量的，因此 e-SQ 被更廣泛的定義為—於交易所有階段，消費者與購物網站互

動行為或體驗的服務品質，從網站設備的使用與瀏覽尋找商品階段，到購物交易

流程，至最後配送取貨等售後服務，各個層面的服務品質都是必須考量的。  

PZM(2005)研究具體設備(concrete cues)，感知體驗特性(perceptual attribute),

以及認知評價(high-order abstraction)的關係(如圖 2-1)，發展出 E-S-QUAL。具體

設備(concrete cues)是網站提供的硬體功能(例如：搜尋引擎，交易下單流程，找

到所要商品的點擊次數等)，是影響整個模型的啟動引擎；感知體驗特性

(perceptual attribute)是消費者使用時認知到的經驗(例如：找到商品是否容易方

便，感受到的交易速度等)，會受到具體設備的影響；接著發展出更廣泛定義的

構面(dimension)，包含許多衡量變數，例如客戶服務中心的回應性，或整體網站

使用的引導性或容易性等；透過實證研究，可檢驗出感知體驗特性與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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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ceptual-level / dimension-level)和認知評價(例如：忠誠度或滿意度)的關係。 

 

 

 

 

 

 

 

 

 

 

 

具體設備 

(Concrete cues) 
感知體驗特性

(perceptual attribute)
構面 

(dimension) 

會影響 e-SQ 評價的技

術/設計項目

(Technical/design) 

e-SQ 衡量構面產生 

(Levels at which e-SQ 
evaluation occurs) 
 

e-SQ 衡量構面的結果—整體評

價，認知價值等，進而影響購買

意願和行為(Consequences of 
e-SQ evaluation—overall e-SQ, 
perceived value, etc)   

認知評價 
(high-order abstraction)

圖 2-1： e-SQ 的方法目的架構 

 

 

該研究以 PZM(2000)對 e-SQ 提出的十一個構面為主，於最初的前測問卷中

的不同的構面底下設計了 121 項目，利用焦點團體對他們作文字的修正及冗句的

刪減，以及不同項目在構面的分類。並將得到的問卷版本以三個月內有過 12 次

以上的購物經驗買家為問卷樣本作分析。發展出 E-S-QUAL 和 E-RecS-QUAL，

透過許多分析檢定，證明兩個衡量指標有很強的信度與效度。E-S-QUAL 有四個

構面，其中包含二十二個項目；E-RecS-QUAL 有三個構面，共十一個項目，並

且以滿意度(perceived value)和忠誠度(loyalty)作為其內生變數。這些構面將會放

入本研究裡成為衡量指標。分述如下： 

1. E-S-QUAL 

（一）「效率性」(Efficiency)：買家使用網站很容易，且網站開啟或連結速度快。 

（二）「滿足性」(Fulfillment)：網站對於商品運送承諾的程度，以及商品是否與

網路顯示資訊和契約承諾上的一致。 

（三）「系統運作順暢性」(System availability)：買家隨時可以連到該購物網站，

且開啟界面沒有當機的時刻。 

（四）「隱私性」(Privacy)：在網站上執行交易是安全的，且網站會保護買家交

易資訊或個人資料的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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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RecS-QUAL 

    這個衡量指標的樣本是：交易的流程中有問題，有與客服人員接洽過的填答

者，因此樣本數大約為前一個衡量指標的一半。 

（一）「回應性」(Responsiveness)：客服人員能有效解決買家所遇到問題。 

（二）「聯絡性」(Contact)：網站有提供可諮詢的管道，例如電話或電子郵件。 

（三）「補償性」(Compensation)：當遇到問題發生時，網站能夠補償買家的程度。 

 

2.3.3 其他構面 

Steenkamp, and Geyskens(2006)提到了許多影響消費者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的因素，其中有消費體驗(Consumption Experience)以及網站特性(Website 

Charateristics)這兩個構面。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提到消費體驗包含了功

利(utilitarian)以及情緒元素(emotional component)，即這兩種元素會影響消費者對

整個消費過程的感受，Steenkamp, and Geysken(2006)把它應用在網路購買中，即

可去衡量消費者於網站購買的滿意程度。功利元素包含了消費者如何藉由瀏覽網

站得到所需要的資訊，以幫助他們做出最適當的購買決策，例如：有些拍賣網站

的人潮流量大，因此所聚集的賣家多，可以選擇的商品種類多，也較容易找到物

美價廉的商品；而且，在人潮多的網站也較容易搜尋到信用評價高的賣家。消費

者可能會因為功利因素增加他們的對該網站的滿意程度，因此把他放入本研究裡

成為衡量指標其中一個構面，並命名為「選擇性」(Traffic)。 

另外，情緒元素也常拿來當成衡量指標之一，因為消費者對網站的滿意度也

受到瀏覽網站時興奮快樂的情緒反應影響。在討論情緒象徵主義(emotion 

typology)文獻中最有名理論是”pleasure-arousal typology”(例如: Holbrook, and 

Batra 1991, Reisenzein 1994,)，”pleasure”表達的是消費者遊逛拍賣網站，看到許

多商品陳列是否會有快樂高興的感覺；”arousal”指的是消費者是否會被網站激發

出很興奮激動的情緒。Steenkamp, and Geyskens 的實證指出若”pleasure”指數愈

高，表示消費者對該網站的滿意度愈高；值得注意的是，“arousal” 跟網站滿意

度的關係呈現＂倒 U 型＂，意即被激發的興奮感若過多或過少，都無法增加使

用者對網站的評分，只有適當程度被激發的興奮情緒可以增加使用者對網站的滿

意度。在本研究裡，瀏覽購物網站的興奮程度應當屬於適量範圍內，因此沒有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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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或過少的疑慮，在範圍內與滿意度的關係也是正相關。把”pleasure”與“arousal”

併入衡量變數裡，命名為「情緒性」(Emotion)。 

 

 

2.3.4 研究使用構面 

以上文獻在考量消費者對該網站的認知態度或忠誠度時，主要是針對 B2C

企業經營的購物網站作衡量指標的設計，例如網路沃爾瑪(Walmart; PZM 2005)

或網路書店，除了考量網路界面的使用瀏覽經驗外，每個消費者面對的是單一賣

家，對於網站使用經驗以及交易經驗的評估對象是一致的，因此消費者對該購物

網站的整體評價來自於對該網站使用經驗與交易經驗的整體感受。然而，消費者

在拍賣網站裡面對的賣家都不一樣，產生的交易流程經驗來自於不同對象，因此

消費者必須從兩個角度作評價，一種是對拍賣網站的評價，另一個是對賣家的評

價。 

本研究以 PZM(2005)的 E-S-QUAL 和 E-RecS-QUAL 的衡量指標為主，並參

考其他文獻的指標，再根據台灣拍賣網站特性稍作修改以求完整及正確性，使用

以下構面當成衡量指標： 

一、拍賣網站 

1.「效率性」(Efficiency)：代表網站介面的設計清楚(design)且有系統的呈現，因

此讓使用者容易上手，能夠快速找到所需商品或賣家等資訊(convenience)；另一

方面代表網站的下標、競標以及結標等流程的系統設計容易使用(ease of use)，因

此使用者在進行交易流程快速順暢。 

2.「系統運作順暢性」(System availability)：代表該網站能夠隨時提供使用者拍

賣的平台使用，而開啟瀏覽各分頁時能隨時保持順暢可運作的狀態。 

3.「隱私性」(Privacy)：代表該網站能保護消費者私人資訊的程度，例如：消費

者的聯絡方式以及購買的商品等，不會洩漏出去以作不法用途。 

4.「聯絡性」(Contact)：代表使用者能夠知悉該網站的聯絡方式，當與賣家有糾

紛發生或需要仲裁處理時，可以獲得所需的協助和建議。 

5.「選擇性」(Traffic)：代表拍賣網站的聚集的賣家多，因此買家容易有比較多

便宜或多樣性的商品作選擇；另外，買家也比較容易找到信用累積評價高的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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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交易。 

6.「補償性」(Compensation)：表示當交易糾紛發生時，該網站能夠盡應有的監

督責任並給予補償。 

7.「情緒性」(Emotion)：代表使用者在瀏覽該拍賣網站時，會被激發的興奮或開

心的情緒。 

 

二、賣家 

1.「滿足性」(Fulfillment)：代表賣家能夠確實遵照交易契約滿足買家的需求，例

如：如期交貨、所遞交的商品品質與型號等條件符合契約約定。 

2.「回應性」(Responsiveness)：代表在交易整個流程裡，買家有任何問題或疑慮，

賣家都能快速給予回應與協助，例如交易初期對產品資訊的回應，到交易後期退

貨事宜等建議。 

3.「補償性」(Compensation)：代表當交易結果與交易契約不符合時，例如無法

準時交貨或買家想要退貨等事宜發生，賣家會給予合理的賠償或退貨制度，例如

能提供退貨補貼運費等方式。 

4.「聯絡性」(Contact)：代表買家能有賣家的聯絡方式，無論是商品詢問，或是

下單後的取貨付款方式的溝通，買家都能隨時與賣家聯絡上，並得到想要的資訊。 

5.「產品性」(Product)：代表該賣家所提供的商品品質好且價格合理；或商品具

有稀有性是該賣場獨有商品；產品的多元性讓使用者在逛賣場有更多選擇。 

 

 

2.4 滿意度 

    過去的滿意度模型有兩個探討的層面—特質滿意度(attribute satisfaction)和

整體滿意度(overall satisfaction)(Bitner, and Hubbert 1994; Jones, and Suh 2000)。前

者代表消費者對某一獨立產品或某特定服務的一種態度認知(Chiou, and Droge 

2006)，例如對餐廳的特質滿意度，是對服務人員，餐廳環境，食物品質，以及

其他因素的累積評價；後者是長期以來對消費或交易經驗的整體評價，Oliver 

(1999)提到整體滿意度就是一種內心愉悅的實現程度(pleasurable fulfillment)。兩

者的關係成正相關，亦即若特質滿意度愈高，則整體滿意度也隨著增加(Ch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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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Droge 2006)。 

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Malhotra(2005)提出 E-S-QUAL 的有四個衡量構

面(dimension)，並且用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和忠誠度來驗證構面的有效性，

表示若買家對某一個構面所提到的服務認同度愈高，則對購物網站的認知價值愈

高，而可以推論買家對該特定服務滿意度愈高(即特質滿意度愈高)，進而影響對

網站整體滿意度的提升。舉例來說，若網站的產品分類方式有系統且清楚明瞭，

使買家能夠快速找到所需商品，則買家在「效率性」這個構面的認同度會很高，

表示買家會增加對該網站的認知價值，也會增強其整體滿意度。其他對網站衡量

構面的推論也同理可證。由上述推論，可以得到下列研究假設： 

 

H1:買家對網站的效率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效率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2:買家對網站的系統流暢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

所認知的系統流暢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3:買家對網站的隱私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系統流暢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4:買家對網站的聯絡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聯絡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5:買家對網站的選擇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選擇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6:買家對網站的補償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補償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7:買家對網站的情緒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所認

知的情緒性愈高，則對網站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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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的，透過 E-S-QUAL 的文獻探討以及部分修正，本研究採用衡量構面

來評估買家對賣家的評價。任何一個構面的認同度愈高，買家對該賣家的認知價

值就愈高，則對他的特質滿意度愈高，進而影響到整體滿意度的提升。舉例來說，

若該賣家能快速的寄送所承諾的拍賣商品，則買家在「滿足性」此構面的認同度

很高，對該賣家的認知價值也隨之提升，因此可以推論他的特質滿意度會因此增

加，進而影響整體滿意度的提高。其他對賣家衡量構面的推論也同理可證。由上

述推論，可以得到下列研究假設： 

 

H8:買家對賣家的滿足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所認

知的滿足性愈高，則對該賣家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9:買家對賣家的回應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所認

知的滿足性愈高，則對該賣家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10:買家對賣家的補償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所

認知的補償性愈高，則對該賣家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11:買家對賣家的聯絡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所認

知的聯絡性愈高，則對該賣家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H12:買家對賣家的產品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所

認知的產品性愈高，則對該賣家的整體滿意度愈高。 

 

2.5 專屬資產 

    專屬資產就是買方投資在交易關係中建立的有形或無形資產，若改變交易對

象將有很大的轉換成本(switching costs; Chiou, and Shen 2005; Williamson, 1985, 

1991)。亦即若買方已投資許多專屬資產在某段交易關係中，他未來更換賣家的

意願將會很低，因為這種轉換行為將會讓買方之前所建立的專屬資產成為沉沒成

本(sunk cost; Joshi, and Stump, 1999; Williamson, 1985)，專屬資產的價值在與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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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家的交易關係中將不適用。 

消費者對整體拍賣經驗包含兩個部分，其一是拍賣網站的使用與瀏覽經驗，

其二是對當次該賣家的交易經驗，因此買家對該拍賣網站或某特定賣家會因長期

交易關係而建立專屬資產。與拍賣網站的專屬資產包括：(一)信用評價(買家在

該拍賣網站所累積的信用點數，此評價無法轉移到其他拍賣網站)，（二）系統使

用習慣性(買家對該網站的界面操作已經很熟悉，使用其他拍賣網站將不習慣或

需要花很多時間摸索)。與賣家建立的專屬資產包括：（一）優惠折扣(長期與賣

家交易累積的購買次數或金額所得到的忠實顧客優惠)，（二）溝通模式（雙方特

有的溝通默契，例如服飾品賣家會給買家的貼心搭配建議），（三）信任感/信用

（長期與賣家交易培養出的信任感，例如對產品品質或是售後服務的信任），（四）

交易模式（雙方在交易流程或契約上的默契或習慣，例如賣家習慣的付款方式和

出貨速度）。 

Chiou, and Droge於2006提出整體滿意度(overall satisfaction)與專屬資產

(asset specificity)成正向關係，因為當買方與賣方建立的專屬資產愈來愈多，代表

買方會愈依賴賣方而使買方的轉換成本愈高(Ganesan 1994; Joshi, and Stump 

1999)，亦即賣方對買方的控制能力愈高(Jap, and Ganesan 2000)，議價力愈強。

因此反過來說，當買方的整體滿意度不高時，他不會願意讓自己跟賣方建立專屬

資產，而讓自己過度依賴賣方，進而產生高的轉換成本。由上述推論，可以得到

以下假設： 

 

H13:買家對網站的滿意度與對網站投入的專屬資產多寡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

對網站整體滿意度很高，他會願意與該網站建立更多專屬資產。 

 

H14:買家對賣家的滿意度與對賣家投入的專屬資產多寡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

對賣家整體滿意度很高，他會願意與該賣家建立更多專屬資產， 

 

2.6 忠誠度 

     Oliver(1997)提到忠誠度的定義：無論市場上有任何促銷活動或影響消費者

轉向其他品牌的誘因，消費者都會對原本品牌有一種承諾，會持續的喜愛或購買 

 19



該品牌的產品或服務，這就是忠誠的表現。從上述的定義可知，忠誠度分為兩個

層面來探討—行為忠誠(behavioral loyalty)，和態度忠誠(attitudinal loyalty) 

(Chaudhuri, and Holbrook 2001; Dick, and Basu 1994; Gavitz, and Howard 1999)，行

為忠誠代表消費者對同一品牌有重複購買的行為，利用持續購買的行動來表達對

該品牌的喜愛；而態度忠誠代表消費者對該品牌情感上的承諾。另外，Reichheld 

(1996)提出，忠誠的顧客願意花比較高的價格去購買其他競爭品牌所沒有的獨特

價值。 

    對企業來說，一個忠誠度高的消費者的價值遠遠超過一般消費者的十倍

(Health, 1997; Newell 1997)，而企業得到一個新的消費者所得到的效益-成本比遠

遠低於維持一個忠誠度高的消費者的比率。20-80 理論更證明了，往往都是 20%

的消費者創造了 80%的利潤，也就表示了那 20%是企業的目標消費者，對企業產

品的忠誠度高，因此回購率高，也是帶給企業最高利潤的主要客群。 

Chiou, and Droge於2006提出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city)與行為忠誠度成正向

關係。表示買方若已投資了許多專屬資產，會對賣方產生高度依賴，則會因為高

轉移成本而不願與其他賣方交易，亦即買家不會輕易想要更換網站或賣家，下次

購物會想要再與同一賣方交易，即對該賣方有行為忠誠度。因此可得到下列假設： 

 

H15:買家對網站投入的專屬資產多寡與對網站的忠誠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

對網站投入的專屬資產愈多，對網站的忠誠度就愈高。 

 

H16:買家對賣家投入的專屬資產多寡與對賣家的忠誠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

對賣家投入的專屬資產愈多，對賣家的忠誠度就愈高。 

 

影響消費者忠誠度的最重要因素一直以來都被認定為是滿意度，因此建立高

的消費者滿意度也是大部分公司的重要目標(Fornell at al.1996; Oliver, 1999)。 

Chiou, and Droge 於 2006 提出整體滿意度(overall satisfaction)與態度忠誠度成正

向關係，而態度忠誠度會影響行為忠誠度，兩者也成正相關。若買家對網站的滿

意度很高，則會對該網站有情感上的喜愛傾向，下次購物時還會選擇同一個拍賣

網站，亦即整體滿意度愈高，忠誠度也愈高。同樣的，若買家對某一賣家的滿意

度很高，下次購物時就會自然而然想要與該賣家交易，不會找其他賣家；甚至，

 20



當賣家將賣場移到其他拍賣網站時，買家也會跟著轉移，這就是對賣家的忠誠

度。以上推論可以得到下列假設： 

 

H17:買家對網站的滿意度與對網站的忠誠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網站的整

體滿意度愈高，對網站的忠誠度愈高。 

 

H18:買家對賣家的滿意度與對賣家的忠誠度成正向關係；亦即買家對賣家的整

體滿意度愈高，對賣家的忠誠度愈高。 

 

   在拍賣行為裡，買家對網站的忠誠度表現於行為忠誠：持續的使用該拍賣網

站作為交易平台，即使其他拍賣網站提供更多入口網站功能(例如：Yahoo 信箱

或 Yahoo 新聞等功能使買家方便連結到 Yahoo 拍賣或習慣使用 Yahoo 界面)，也

不會轉而使用其他網站；買家對賣家忠誠度表現於持續的與該賣家交易，即使該

賣家轉移到其他拍賣網站，買家也會跟著轉移，無論此買家是否熟悉其他拍賣網

站的網路界面，無論此買家在原本網站的信用評價是否能夠轉移到新網站，忠誠

度高的買家都會隨著賣家遷移。 

因此可以推論出買家對拍賣網站與賣家忠誠度的相互關係：若買家對拍賣網

站的忠誠度高，買家不會因為其他因素而放棄使用該網站，亦即賣家若轉移到其

他拍賣網站，買家仍會留在原本網站，因此對賣家的忠誠度低；另一個推論是，

若買家對賣家的忠誠度高，而賣家是在該網站開設賣場，買家會因為想持續與該

賣家交易，也會持續使用該拍賣網站，進而提高對網站的忠誠度。 

 

H19:買家對網站的忠誠度愈高，則對賣家的忠誠度愈低 

 

H20:買家對賣家的忠誠度愈高，則對網站的忠誠度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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