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研究方法 

3.1 研究架構 

根據前一章的文獻探討以及假設，推理出以下的研究架構，圖 3-1 有清楚標

示。本研究由兩個角度來觀察網路拍賣網站使用者的評價，分別是使用者對拍賣

網站以及賣家的看法。兩個角度都把不同的構面(dimension)當成自變數，他們是

可能影響使用者整體滿意度(Satisfaction)的因素，而滿意度則會影響他們對該賣

家或網站的建立的專屬資產，又買家在交易過程所逐漸形成無法移轉的專屬資產

增加後，讓他們的轉換成本提高，而不想與其他賣方交易或使用其他網站，因此

影響買家的忠誠度。另外，買家對網站和賣家的兩項忠誠度也存在著相互關係。 

     

3.1.1 各項變數的定義 

每個內生或外生變數前頭英文字母小寫的 w 或 s，w 代表使用者對網站

(website)的看法，而 s 代表使用者對賣家(seller)的評價。後面英文字母大寫的變

數定義依照前一章的文獻探討簡略摘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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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YM(System availability):「系統運作順暢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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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PRI(Privacy):「隱私性」代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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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CON(Contact):「聯絡性」代表網站有提供可諮詢的管道，例如電話或電子郵件；

賣家有可聯絡的方式，供買家作各種詢問。 

5.TRAF(Traffic):「選擇性」代表聚集賣家多的拍賣網站，有比較多物美價廉的商

品可供選擇。 

6.COMP(Compensation):「補償性」表示當遇到問題發生時，網站或賣家能夠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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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買家的程度。 

7.EMO(Emotion):「情緒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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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FUL(Fulfillment):「滿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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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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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PRO(Product):「產品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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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S(Satisfaction; Perceived value): 對網站的「滿意度」表示使用者從瀏覽網站到

交易完成所有的網站相關使用體驗，進而產生對該網站的滿意程度。對賣家的滿

意度代表買家從進入該賣場選擇商品、收取貨物到售後服務等所有與賣家接洽的

消費體驗，進而產生對該賣家的滿意程度。 

12.SA(Specific Assets): 對網站的「專屬資產」代表買家因為使用該網站，因此漸

漸瞭解如何更有效率來使用，長期與網站所建立的「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

產」，當買家要轉移到其他網站時，此部分的使用知識無法完全移轉。對賣家的

「專屬資產」代表買家因為與該賣家交易，所產生的「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

或「無形的專屬資產」，若買家改變交易對象，將無法享受到原本賣家對忠誠客

戶的優惠，或原本培養的溝通模式與默契，將要再與新賣家重新建立。 

13.L(Loyalty):「忠誠度」代表買家對該網站或賣家已產生由衷的承諾和認同， 

會持續去選擇使用該網站或與該賣家交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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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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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假設 

    過去文獻在考量消費者對該網站的認知態度或忠誠度時，例如：Parasuraman, 

Zeithaml, and Malhotra(2005)的 E-S-QUAL 或 Wolfinbarger, and Gilly(2003)的

WebQual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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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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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假設 相關係數 預測相關

第一部份(外生變數影響內生變數)：各個構面對滿意度的影響—拍賣網站 

H1:買家對網站的效率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1 + 

H2:買家對網站的系統流暢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2 + 

H3:買家對網站的隱私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3 + 

H4:買家對網站的聯絡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4 + 

H5:買家對網站的選擇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5 + 

H6:買家對網站的補償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6 + 

H7:買家對網站的情緒性與對網站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7 + 

第二部份(外生變數影響內生變數)：各個構面對滿意度的影響—賣家 

H8:買家對賣家的滿足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8 + 

H9:買家對賣家的回應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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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0:買家對賣家的補償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10 + 

H11:買家對賣家的聯絡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11 + 

H12:買家對賣家的產品性與對賣家的滿意度成正相關    γ12 + 

第三部分(內生變數影響內生變數)：滿意度，專屬資產，與忠誠度的因果關係 

H13:買家對網站的滿意度與對網站的專屬資產多寡成正相關 β1 + 

H14:買家對賣家的滿意度與對賣家的專屬資產多寡成正相關    β2 + 

H15:買家對網站的專屬資產多寡與對網站的忠誠度成正相關    β3 + 

H16:買家對賣家的專屬資產多寡與對賣家的忠誠度成正相關    β4 + 

H17:買家對網站的滿意度與對網站的忠誠度成正相關    β5 + 

H18:買家對賣家的滿意度與對賣家的忠誠度成正相關    β6 + 

H19:買家對網站的忠誠度愈高，則對賣家的忠誠度愈低    β7 _ 

H20:買家對賣家的忠誠度愈高，則對網站的忠誠度愈高    β8 + 

表 3-1:研究假設表 

 

 

3.3 抽樣方法 

3.3.1 研究對象 

    本研究欲探討網路拍賣的買家對該網站或賣家的評價，因此研究對象以有網

路拍賣經驗為主要對象，為了達到填答問卷的正確性，樣本必須是三個月內曾經

網路拍賣的使用者。因此在問卷開始設定過濾問題(screening question)，問卷填

答者必須是三個月內曾使用網路拍賣者，才是有效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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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抽樣方法 

    為了增加蒐集樣本的效率，採取發放網路問卷，且網路的問卷連結置放於台

灣兩大拍賣網站--Yahoo 拍賣以及露天拍賣--的討論公告區；另外，在 bbs 的

e-shopping 版上也有放置連結，該版是一個討論網路拍賣購物心得，拍賣物品、

交易安全等訊息流通以及經驗分享的公開平台，聚集的版友大多為台灣網路拍賣

的使用者，因此更能接觸到目標問卷填答者。 

 

3.3.3 問卷蒐集 

    本研究以www.my3q.com作為網路問卷平台，共蒐集了 403 份問卷，透過了

過濾問題的篩選，共有 397 份有效問卷。其中 221 份來自於拍賣網站的討論公告

區的填答者，其他的 196 份問卷來自於bbs的e-shopping版的填答者。 

    兩組樣本來源的人口統計變數相異，最大的差距在於年齡和性別。拍賣網站

問卷來源中男女比例約一比三(男 26.2%；女 73.8%)，bbs 問卷來源中女生約為男

生的 6.5 倍(女 87%，男 13%)；另外，網站問卷來源中，大學生族群(19-23)與上

班族群(24-28)約各占 1/3；bbs 問卷來源的學生樣本多，因此 19-23 歲的使用者占

了接近 2/3 的比例，上班族拍賣者約 27%。表示 bbs 問卷裡，少了許多 28 歲以

上的拍賣者樣本。 

    兩組群的構成元素差異大，但若這些元素不影響他們的拍賣行為，即年齡和

性別不同的消費者的拍賣行為基本上是相似的，那麼人口統計變數的相異性所造

成的研究偏誤，發生的可能性就會很低。 

    本研究依照兩組問卷結果，執行獨立樣本—平均數雙尾 T 檢定，檢驗兩組

樣本對各個變數的差異是否顯著，顯著水準為 95%。檢定方式：以網路問卷為第

一組，bbs 問卷為第二組，假設兩組的變異數不相等。檢定結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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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衡量變數 t值 p-vlue 是否有顯著差異 

第一部份：對拍賣網站的服務品質 

1 效率性 -0.969 0.333 否 

2 系統運作流暢性 -1.539 0.125 否 

3 隱私性 1.501 0.134 否 

4 聯絡性 -0.251 0.802 否 

5 選擇性 -3.167 0.002* 是 

6 補償性 1.394 0.164 否 

7 情緒性 -0.717 0.474 否 

第二部份：對賣家的服務品質 

8 滿足性 0.056 0.955 否 

9 回應性 0.658 0.511 否 

10 補償性 -0.296 0.767 否 

11 聯絡性 -0.498 0.619 否 

12 產品性 -0.575 0.565 否 

第三部份：滿意度，專屬資產，與忠誠度 

13 網站滿意度 0.271 0.787 否 

14 賣家滿意度 -0.509 0.611 否 

15 網站投入專屬資產 -0.143 0.887 否 

16 賣家投入專屬資產 2.352 0.019* 是 

17 網站忠誠度 -0.637 0.525 否 

18 賣家忠誠度 -0.675 0.500 否 

*表示在α=0.05，信賴水準為95%下，兩組樣本有顯著差異。 

 

    檢定結果發現：18個變數中，只有兩個變數有顯著差異，分別是「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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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賣家投入專屬資產」，而且若信賴水準調整成99%(α=0.01)，則兩組的「賣

家投入專屬資產」就沒有顯著差異。表示整體而言，兩組樣本的網路拍賣行為沒

有太大差異，本研究也可以繼續用此樣本的衡量結果進行分析。 

 

     

3.4 問卷設計 

3.4.1 前測問卷 

    各個變數的問卷設計是以過去文獻為依據作部分修改調整，此量表也常為相

關論文的學者所引用。唯台灣的網拍市場與消費者習性可能有別於國外研究範

圍，因此利用「前測問卷」找出台灣買家重視的網路服務品質，加入問卷設計裡。

另外，「專屬資產」(SA)因各種產品屬性不同，較難有一般性的量表為參考，因

此是以「前測問卷」的結果為依據再自行發展。 

    本研究訪問了約三十個人當作樣本，前測問卷如下：  

1.請問您常上拍賣網站嗎?若有，最常上的拍賣網站為何? 

2.承上，該拍賣網站有何特點比其他拍賣網站更吸引您瀏覽及購買商品? 

3.請問您有最常往來的拍賣賣家嗎？ 若有，購買商品種類為何? 

4.承上，該商家有什麼樣的特點比其他同類型商家更吸引您瀏覽及購買商品? 

5.一般情況下，當您在選擇拍賣賣家購買商品時，會考量的因素有哪些? 

 

從前測問卷的結果，可大致整理出： 

（一）網站服務品質的結果，大致上可以跟文獻上所衡量的構面作為呼應，值得

注意的一點是，多數買家非常關心使用該拍賣網站，是否能夠接觸到許多賣家，

使他們能有產品多元化，或種類多樣性的選擇；另外，聚集的賣家多，代表買家

容易找到更多交易評價高的賣家。 

（二）網站的專屬資產：多數買家認為，對網路界面的使用熟悉度，會讓他們想

要留在原拍賣網站，若使用其他網站，則無法有效率的完成網拍行為； 

 29



（三）賣家服務品質也大致上與文獻上的衡量構面相符合。文獻上沒提到的是：

買家非常重視賣家的交易評價，其次對商品說明內容是否清楚，還有賣場的排版

是否簡潔專業，附上照片與否也很重要。另外，價格也是買家考量的因素。 

（四）賣家的專屬資產：買家普遍反應—沒有長期往來的賣家，通常為交易數次

的經驗。會重複再與賣家交易的主要原因為：重視該賣家對消費者的貼心建議，

或是賣家親切的服務態度。 

    因此，專屬資產的衡量項目根據前測問卷結果整理如下： 

（一）拍賣網站方面： 

1.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則過去習慣的使用介面，在其他網站並不適用。 

2.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轉而使用其他網站，對我而言，我需要花費許多

時間重新摸索。  

3.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改用其他網站，則之前建立的信用評價將無法在

其他網站沿用，必須全部放棄重新建立。 

4. 我不在意我使用的拍賣網站是不是該網站。 

 

（二）賣家方面： 

1.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則過去習慣的交易方式，在與其他賣家交易

時，將不適用。  

2.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轉而與其他賣家交易的話，我將會失去該賣家

給我的特別優惠。 

3. 我已經投入相當的時間和精力來確認該賣家是否符合我的需求。  

4.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轉而與其他賣家交易的話，我將花費許多時間

重新建立與新賣家的溝通模式。  

5. 我不在意與我交易的賣家是不是該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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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問卷內容 

    全體問卷以「李克特量表」來衡量買家的對該敘述的主觀認知之同意程度：

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作五種程度的衡量。 

網路服務品質： 

（一）拍賣網站方面： 

1.效率性：代表買家使用網站時能有效率找到所需要的資訊，並且管理競標商品。 

2.系統運作順暢性：代表網站隨時運作順暢，輸入資訊時不會當掉。 

效率性 

1. 該網站的設計讓我很容易找到我需要的東西。 

2. 該網站的設計讓我很容易連結到我想要瀏覽的分頁。 

3. 在該網站完成交易是快速且容易的。 

4. 該網站所提供的資訊是很有系統的呈現。 

5. 該網站開啟分頁的速度很快。 

6. 該網站的設計非常容易使用。 

7. 該網站的設計讓我能夠很快上手。 

8. 該網站有良善的管理制度。 

9. 該網站的競標系統讓我可以很有效率地管理我的競標商品。 

10. 該網站的競標機制讓我有機會以低價買到我想要的商品。 

系統順暢性 

1. 該網站能夠隨時提供順暢的交易平台。 

2. 該網站隨時能夠運作及提供交易功能。 

3. 在瀏覽該網站時，該網站不會當掉。 

4. 當我輸入交易資訊時，該網站的網頁不會當掉。 

 

3.隱私性：表示拍賣網站能對個人資訊予以保護，給予消費者信任的感覺 

4.聯絡性：表示網站提供聯絡方式，以便消費者隨時能夠聯絡上客服人員。 

隱私性 

1. 該網站對於我的線上購物資訊會予以保護。 

2. 該網站不會將我的個人資料洩漏給其他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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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網站會保護我的付款資料。 

聯絡性 

1. 該網站有提供網站的聯絡電話。

2. 該網站有客服專員在網上提供服務。 

3. 若有問題發生時，您可以撥打該網站提供的客服專線。 

 

5.選擇性：拍賣網站聚集許多賣家，讓消費者在商品，價格等各方面有多種選擇。 

6.補償性：表示網站有合理賠償機制，積極解決交易糾紛。 

7.情緒性：表示消費者瀏覽網站時被激發出的愉悅或興奮的感覺。 

選擇性 

1. 該網站的商品數量眾多，讓我較易找到物美價廉的商品。 

2. 該網站的賣家人數眾多，使我有較多的交易對象可供選擇。 

3. 該網站有較多信用評價高的賣家，讓我可以較安心交易。 

補償性 

1. 若得標後有交易糾紛發生時，該網站會協助處理拍賣糾紛。 

2. 若有交易詐騙發生時，該網站有完善的賠償機制。 

3. 若交易發生問題時，該拍賣網站會積極介入處理交易問題。 

情緒性 

1. 當我瀏覽該拍賣網站時，我常常感到心情愉快。 

2. 瀏覽該拍賣網站，會令我感到非常高興。 

3. 在瀏覽該拍賣網站時，該網站常常讓我感到興奮。 

4. 瀏覽該拍賣網站讓我心情激動。 

 

滿意度，專屬資產與忠誠度 

1.滿意度：買家對於整體使用經驗覺得很愉悅，有心理上的滿足。 

滿意度 

1. 我很高興我選擇使用該拍賣網站。 

2. 我相信我選擇使用該拍賣網站是正確的。 

3.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該拍賣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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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屬資產：買家長期使用網站，而與之培養出彼此之間特有的專屬資產，一

旦改用其他網站，專屬資產的價值將不復存在。 

專屬資產 

1.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則過去習慣的使用介面，在其他網站並不適用。

2.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轉而使用其他網站，對我而言，我需要花費許多

時間重新摸索。 

3. 如果我不繼續使用該網站，改用其他網站，則之前建立的信用評價將無法在

其他網站沿用，必須全部放棄重新建立。 

4. 我不在意我使用的拍賣網站是不是該網站。 

 

3. 忠誠度：買家會持續使用該拍賣網站，不會因其他外力因素輕易改變選擇。 

忠誠度 

1. 如果我還要再上網拍購物，我仍然會選擇使用該網站。 

2. 對我而言，選擇使用該拍賣網站是我最好的選擇。 

3. 我認為我是該拍賣網站的忠實顧客。 

 

（二）賣家方面： 

網路服務品質： 

1.滿足性：賣家能依合約規定，如交貨期間，商品品質，和運送方式等承諾將商

品送達。 

2.回應性：任何問題發生時，賣家都能幫助買家解決問題，給予即時回應。 

滿足性 

1. 該賣家會寄送來所承諾的拍賣商品。 

2. 該賣家能夠在適當的時間內將商品準備好寄送出去。 

3. 該賣家會很快寄出我購買的商品。 

4. 該賣家會確實寄出我購買的商品。 

5. 該賣家所宣稱擁有的商品絕對會有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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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該賣家出售的商品品質是值得信賴的。 

7. 該賣家有做到其所承諾的貨物寄送相關事宜。 

回應性 

1. 如果需要退貨時，該賣家會提供我方便的退貨選擇。 

2. 如果需要退換貨時，該賣家對於相關事宜能夠處理得很好。 

3. 該賣家對於承諾的事情一定做到。 

4. 如果我的交易沒辦法處理時，該賣家會告訴我解決方法。 

5. 若交易有問題發生時，該賣家會儘速解決問題。 

 

4.補償性：有任何違反契約事宜發生時，賣家會給予合理的賠償或補貼。 

5.聯絡性：買家可以隨時聯絡到賣家，詢問相關問題。 

6.產品性：賣家提供的產品價格合理且產品有多項選擇。 

滿足性 

1. 若交易發生問題時，該賣家對於他所犯的錯誤會給予補償。 

2. 假使我下標的商品無法準時到貨時，該賣家會給予補償。 

3. 若要退貨的話，該賣家會派人來取貨或是補貼我寄回的運費。 

補償性 

1. 該賣家有提供個人的聯絡電話。 

2. 該賣家會在網上提供回答問題的服務。 

3. 若交易有問題發生時，該賣家有提供個人的聯絡電話。 

產品性 

1. 該賣家所出售的商品具有稀有性。 

2. 該賣家所出售的商品物美價廉。 

3. 該賣家所出售的產品非常多元化(在同一產品種類中)。 

 

 

滿意度，專屬資產與忠誠度 

1.滿意度：買家對於整體交易經驗覺得很愉悅，有心理上的滿足。 

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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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很高興我選擇與該賣家交易。 

2. 我相信我選擇與該賣家交易是正確的。 

3. 整體而言，我很滿意該賣家。 

 

 

 

 

 

2. 專屬資產：買家長久與賣家交易，而與之培養出彼此之間特有的專屬資產，

一旦與其他賣家交易，專屬資產的價值將不復存在。 

專屬資產 

1.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則過去習慣的交易方式，在與其他賣家交易時，

將不適用。 

2.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轉而與其他賣家交易的話，我將會失去該賣家

給我的特別優惠。 

3. 我已經投入相當的時間和精力來確認該賣家是否符合我的需求。 

4. 如果我不繼續與該賣家交易，轉而與其他賣家交易的話，我將花費許多時間

重新建立與新賣家的溝通模式。 

5. 我不在意與我交易的賣家是不是該賣家。 

 

3. 忠誠度：買家會持續與該賣家交易，不會因其他外力因素輕易改變選擇。 

忠誠度 

1. 如果我還要再上網拍購買同樣商品種類，我仍然會選擇與該賣家交易。 

2. 對我而言，選擇與該賣家交易是我最好的選擇。 

3. 我認為我是該賣家的忠實顧客。 

4. 假如該賣家從您最常使用的拍賣網站移到您不常使用的拍賣網站的話，您會

跟著他過去。 

5. 假如該賣家從您最常使用的拍賣網站移到一個全新設立的拍賣網站的話，您

會跟著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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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假如該賣家從您最常使用的拍賣網站移到一個您交易記錄少的拍賣網站的

話，您會跟著他過去。 

 

 

 

 

 

 

 

 

 

 

 

問卷部分 衡量變數 題數 

篩選問題 是否為三個月內有使用過網路購物的使用者 1 

第一部份：買家對網站各個構面的評價 

第一構面 買家對網站效率性(Efficiency)評價 10 

第二構面 買家對網站系統流暢性(System Availability)評價 4 

第三構面 買家對隱私性(Privacy)評價 3 

第四構面 買家對網站聯絡性(Contact)評價 3 

第五構面 買家對網站選擇性(Traffic)評價 3 

第六構面 買家對網站補償性(Compensation)評價 3 

第七構面 買家對網站情緒性(Emotion)評價 4 

第二部分：買家的使用經驗產生對網站的整體認知及評價

第一項目 買家對網站所投入的專屬資產(Specific Assets)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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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目 買家對網站的滿意度(Satisfaction) 3 

第三項目 買家對網站的忠誠度(Loyalty) 3 

第三部分：買家對賣家各個構面的評價 

第一構面 買家對賣家滿足性(Fulfillment)評價 7 

第二構面 買家對賣家回應性(Responsiveness)評價 5 

第三構面 買家對賣家補償性(Compensation)評價 3 

第四構面 買家對賣家聯絡性(Contact)評價 3 

第五構面 買家對賣家產品性(Product)評價 3 

第四部分：買家的消費經驗產生對賣家的整體認知及評價 

第一項目 買家對賣家所投入的專屬資產(Specific Assets) 5 

第二項目 買家對賣家的滿意度(Satisfaction) 3 

第三項目 買家對賣家的忠誠度(Loyalty) 6 

第五部分：買家網路購物習慣資料 9 

第六部分：人口統計變數資料 12 

 

 

3.5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使用 SPSS 13.0 以及 LISREL 8.3 版作為統計分析工具。使用的統計方

法包括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以及路徑

分析(Path Analysis)。 

 

3.5.1 信度分析 

    問卷的信度(Reliability)是指各個構面衡量結果的可信度，亦即樣本結果之一

致性或穩定性。Cronbach(1951)提出α信賴係數，作為行為研究的信度指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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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Cronbach 提出判斷信度的準則，若α<0.35 代表低信度， 0.35<α<0.7 代表中

信度，而α>0.7 表示高信度。實務分析上，只要α≧0.6，即可接受此份問卷的

信度。 

 

3.5.2 路徑分析 

    透過文獻的理論基礎推論出本研究的架構模型，研究架構假設各個變數有著

因果關係或存在著相互關係。使用路徑分析來探討各內生變數和外生變數之間的

關連性，或是各變數之間的直接效果及間接效果。分析的第一步先利用相關分析

找出各個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矩陣，再進行路徑分析。利用路徑係數和 t 值(t-ratio)

來檢定各變數間的關係顯著與否，並進一步確認研究架構的推論。另外，配適程

度值 GFI(Goodness of Fit Index)可檢定整個模型架構的配適程度是否良好，一般

來說若 GFI≧0.9，代表配適結果顯示：此模型的各變數之間的關係設定可以有

良好的解釋能力，亦即有良好的配適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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