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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架構 

    本章闡述本次實證研究的設計過程。首先是界定本次研究的對象與範

圍；再依據相關文獻資料，推知欲了解的題材，發展出各項變數間關係的

假設；接下來是說明問卷的製作、發放等步驟；最後是分析工具與問卷資

料的品質分析。 

 

第一節 研究對象 

 

    由於本次研究所要了解的範疇包含同一家銀行的實體銀行使用經

驗、網路銀行認知以及網路銀行接受度層面，且在研究目的中，設定使用

者的實體銀行使用經驗，與網路銀行認知及接受度有因果的關係。所以研

究對象雖不一定要使用過網路銀行，卻必定要有某家實體銀行之使用經

驗，並知道該銀行也有網路銀行服務這個選擇，才能探求其使用後之感

想，並進一步延伸該結果至其對該行之網路銀行的接受度。 

 

考量在台北市的成年人口(尤其是上班族)大多有一定程度的金融服務

需求，加上台北市區內實體銀行密集度高，就台北市的成年人口而言，有

與實體銀行接觸經驗的人口比例應是相當高的。因此我們選擇在市區內的

幾個上班族聚集的地點來進行問卷發放，選擇有實體銀行來往經驗者作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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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一、 對實體銀行的信任、整體滿意度，以及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

險 

        在 Chiou et al.(2002)的探討中，其指出在交易服務商品時，信任

與滿意度之間的關聯性: 

(1) 若顧客基於過去來往經驗，對該服務提供者沒有信心，我們幾乎可

確定其對該服務提供者感到不滿意。 

(2) 基於社會交易理論，顧客的交易前信心狀況直接會影響到交易後的

滿意程度(Singh & Sirdeshmukh,2000) 

(3) Gwinner, Gremier, and Bitner(1998)指出顧客處於一長久的交易關係

中，最重要的好處是其會對整個交易過程與內容較為信任。而這樣

的好處將會進一步提升此顧客的整體滿意度。 

 

  由以上學者之見可推論，銀行顧客對該實體銀行的信任，將對其與該

銀行來往的滿意度有直接的影響，而且為正向的影響。由以上研究發展出

第一個假設推論: 

 

假設一: 顧客對實體銀行的信任與其整體滿意度呈現正相關；也就是說，

顧客對實體銀行越信任，其整體滿意度就越高。 

      

    許多使用者對於線上服務交易較猶豫的原因是，其感到無法掌控該線

上服務提供者的可能行為，像是對其個人資料的使用，或是財務上的欺

詐，因此有不安全感；而要跨越這樣的不安全感障礙，線上服務提供者必

須先取得顧客的信任(Hoffman, Novak, and Peralta, 1999)。除了對服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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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道德存疑外，網路交易過程本身也存在許多不確定感。尤其像網路上

的金融服務包含許多線上資料傳輸以及交易確認動作，因此在整個操作過

程中會存在許多不確定性，使得使用者的認知風險提高(Konana, 2000)。對

於認知風險較高的網路消費族群，其會較透過其他管道消費的顧客更仰賴

能趨避風險的機制；因此這群顧客將會傾向去與其過去有較易經驗的品牌

或廠商，或是形象可靠的廠商交易，來降低此不確定感(Roselius, 1971)，

這亦為顧客會將信任作為風險規避機制的證明。 

Gwinner, Gremier, and Bitner(1998)的研究中也有論述此議題，將維持

長期交易關係之顧客所能得到的主要效益分信心效益、社會關係效益以及

特別待遇效益三類來闡述，其中最重要的信心效益即是我們這裡所提及的

信任概念，實務上認為信任能夠降低交易的憂慮、使顧客放心仰賴服務提

供者、或是對提供者行為有較正確的預測，進而更降低了其認知到的風

險。於是我們可以推論出假設二: 

 

假設二: 顧客對實體銀行的信任與其對該銀行所設立之網路銀行的認知風

險呈現負相關。顧客越信任該實體銀行，其對該銀行所設立之網路銀行的

認知風險會越低。 

 

二、 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以及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與使

用態度 

顧客對於銀行的整體滿意度，來自過去來往經驗。而 Howard and 

Sheth(1969)曾表示，滿意度為衡量一個消費者購買時，對其所得到的利得

是否足夠涵蓋其所犧牲放棄的成本之認知。當一個實體銀行使用者要考慮

是否要使用該家銀行的網路銀行服務時，其會先考量來往經驗中的滿意情

況；若滿意度高，表其認知到的成本相對於報償要來得低，而這個對實體

銀行的認知成本包含認知風險因素。顧客若對實體銀行的認知風險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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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服務提供者給顧客的不確定感也會較低，那麼在其要採用同一服務提供

者的其他形式服務-網路銀行時，認知風險應該也會較低。 

 

假設三： 顧客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

為負相關，也就是說，顧客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越高，其對該銀行所

設立之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會越低。 

 

在對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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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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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假設: 

 

假設四：對使用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與其使用態度呈負相關；亦即，認知

到網路銀行的風險越高，其對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就越趨負面。 

 

三、 對實體銀行整體滿意度、專屬資產，與對該行網路銀行的使用態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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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實體銀行的顧客而言，其若與該銀行建立了相當

的專屬資產，表示其在該家實體銀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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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使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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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轉成本時，仍願意與該家銀行建立專屬資產，表示

其過去與該銀行來往的經驗應是滿意的，顧客才會願意繼續陷入這樣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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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關係中；簡而言之，滿意的顧客較有可能與該家實體銀行建立專屬資

產，延續來往關係。因此我們推論出： 

 

假設五：顧客對某家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與其跟該銀行之資產專屬性成

正比。也就是說，顧客對該家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越高，其於該銀行會

建立更多的專屬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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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當顧客與一家實體銀行來往，對其服務的評價是

滿意的，表示其對於該服務提供者本身也應是感到滿意的，那麼對於同一

服務提供者所設立的網路銀行，應該也會抱持較正面的態度。 

 

假設六：顧客對某家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與其對該銀行所設立之網路銀

行的使用態度成正比。也就是說，顧客對該家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越

高，其對於使用它所設立的網路銀行之態度將越趨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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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顧客與其往來的實體銀行之間已有專屬資產建立時，表

顧客的心理上或是生活上對該行已有相當程度的依賴，對於採用該行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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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該行

所提供的網路銀行服務時，因為其也是來自同樣的、熟悉的服務提供者，

顧客應會對之抱持較正面的態度。因此我們可以假設： 

 

假設七：顧客於某家實體銀行建立的專屬資產與其對該銀行所設立之網路



 27

銀行的使用態度成正比。也就是說，顧客與該實體銀行建立越多的專屬資

產，其對於使用它所設立的網路銀行之態度將越趨正面。 

 

四、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易用性、認知效益與使用態度 

 Suh(2002)利用 TAM針對網路銀行使用者所做的實證研究中指出，科

技接受模式應用在網路銀行接受度探討這個領域是相當合適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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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s(1986)指出在付出相當程度的努力下，當顧客認知到新技術越容

易使用時，則其認知到的使用效益也就會越高。其他像是 Dishaw and 

Strong(1999)、Jackson et al.(1997)等學者之文章皆肯定認知易用性與認知效

益間的直接關係。因為當顧客覺得可以不用花太多心力去完成新系統的操

作時，其會覺得自己可以較輕易地掌握好處理中的每個過程，進而感覺有

達成較好的效果。也就是說顧客若認為網路銀行的設定或是操作步驟容易

了解，或是說明簡明使其容易上手，那麼其會較肯定使用網路銀行來處理

金融交易的成效。因此我們推論： 

 

假設八：顧客對網路銀行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網路銀行的認知效益呈

現正相關。亦即，其認知到網路銀行使用越簡單便利，也就會認為網路銀

行能帶來越好的生產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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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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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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銀行的使用難易程度，會影響使用者對於自我

成就的追求，若網路銀行操作較困難難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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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九：顧客對網路銀行的認知易用性會與其對該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呈

現正相關。亦即，其認知到網路銀行使用越簡單便利，使用網路銀行的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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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網路銀行的接受度探討中，若該使用者在使用前或

是使用時，認知到用網路銀行來辦理金融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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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設十：顧客對網路銀行的認知效益會與其對該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呈現

正相關。亦即，其認知到網路銀行的使用能帶來越好的成效，使用網路銀

行的態度也就會越正面。 

 

五、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效益、使用態度與使用意願 

Vroom(1964)提出，當顧客在評估是否使用某項事物時，所在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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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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顧客使用網路銀行的目的，往往就是欲達到

某種成效，例如獲取金融或交易資訊、節省時間及交通成本等，然後方能

有更多時間或精力辦理其他業務，可以說是藉由網路銀行交易方式讓其生

產力及生產效率提升。所以可以推論出: 

 

假設十一：顧客對該行所設立之網路銀行的認知效益會與其使用該網路銀

行的意願呈現正相關。亦即，其認知到網路銀行使用能帶來越好的生產績

效，使用網路銀行的意願也就會越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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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利用以上論點推論網路銀行接受度情形亦為相

當合適的做法，因網路銀行為電腦資訊科技的產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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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對該行所設立之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會與其對該網路銀行

的使用意願呈現正相關。亦即，其對網路銀行的態度越是正面，也就會有

越高的意願去使用網路銀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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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整體研究架構 

將以上所探討的信任、整體滿意度、專屬資產、認知風險、認知效益、

認知易用性、使用態度以及使用意願八個變數，以及由它們所發展出來的

十二個研究假設，整理成整體概念架構與假設: 

 

                       圖 3-1  整體概念與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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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整體概念與假設 

可能因果關係 相關係數 預測相關 

H1: 對實體銀行的信任  

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 
γ11 ＋ 

H2: 對實體銀行的信任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 
γ31 － 

H3: 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 對該

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 
β31 － 

H4: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 對

該行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 
β43 － 

H5: 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  

對實體銀行的資產專屬性 
β21 ＋ 

H6: 對實體銀行的整體滿意度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 
β41 ＋ 

H7: 對實體銀行的資產專屬性  

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態度 
β42 ＋ 

H8: 對該行網路銀行認知易用性  

對該行網路銀行認知效益 
γ52 ＋ 

H9: 對該行網路銀行認知易用性  

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態度 
γ42 ＋ 

H10: 對該行網路銀行認知效益  

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態度 
β45 ＋ 

H11: 對該行網路銀行認知效益  

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意願 
β65 ＋ 

H12: 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態度  β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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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行網路銀行使用意願 

第三節 各項變數的定義與衡量 

        

一、 自變數(Independent variable) 

(一) 對實體銀行之信任 

信任為顧客相信實體銀行會履行其責任與承諾的指標。這裡

的衡量量表改編自 Suh (2002)中針對網路銀行做研究時，所用的信

任指標。Suh是使用李克特七分量表，而本研究則改為李克特五

分量表來衡量贊同程度，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未免造成街

頭受訪者填答上的困擾和疲倦。一共有五道題目衡量此變數。 

 

(二)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易用性 

認知易用性為顧客對於網路銀行操作使用上的容易程度認知

的指標。這裡的量表改編自 Davis, Bagozzi & Warshaw (1989) 和

Suh(2002)在研究終端使用者對於電腦技術的接受度研究裡，所提

到之衡量認知易用性量表，在此亦將其七分量表轉為五分量表來

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共有五道題目。 

 

二、 依變數(Dependent variable) 

(一) 對實體銀行之整體滿意度 

在這裡滿意度乃指顧客在與實體銀行來往過後，對該銀行的

整個金融服務及商品的評價。此量表來自 Oliver(1981)對整體滿意

度的衡量。也是採用五分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

分用三道題目做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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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實體銀行之資產專屬性 

銀行顧客與實體銀行建立了專屬資產，會造成其將來要辦理

業務時轉換金融服務提供者的困難與障礙。本研究中我則採用邱

志聖(2001)於其所著”策略行銷分析”中，根據常見的行銷問題，所

發展出的資產專屬性分類: 

(1) 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銀行客戶因為了解該銀行的服

務，因而產生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 

(2) 特有實體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當客戶已付出特

定實體的投資來建立其與銀行之關係，之後其欲再擴充功能

時，必會受到之前投資之影響。 

(3) 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銀行可能會推出鼓勵舊有使用者

繼續使用之方案，給予客戶某些不能轉移至他行使用，累積

使用次數越多越好之優惠。 

(4) 無形的專屬資產：客戶與銀行在互動過程中，了解彼此，建

立起更有效率之溝通的資產。 

(5) 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在客戶心中銀行有某種特殊的、

心理層面的、無法被替代的意義。 

(6) 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客戶的銀行使用行為受其所

屬群體之影響，所以只要其不離開該群體，這樣的專屬資產

就存在。 

          此部分也是用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共有

七道題目。 

           依據以上所述分類，發展出適合於本研究的題目，所得到之

綜合指標以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

含十四道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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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風險 

通常使用者對於網路交易卻步，是由於擔憂功能便利性和時

間上的可能損失(Sandra, 2003)，而實體銀行使用者所認知到網路

銀行的認知風險，即是他們擔心使用此一較陌生的管道來處理業

務，過程中會有許多不確定性，可能對自身利益造成危害的一種

憂慮。此部分修改自 Dipayan Biswas(2004), Sandra M. Forsythe et 

al.(2003),和 Yehoshua Liebermann (2002)有關認知風險與網路消

費行為研究的論文中，所用的題目；經過修改後，這些題目成為

適用於網路銀行使用行為的衡量指標。所得到之綜合指標也是用

五分量表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含十三道題

目。 

 

(四)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認知效益 

認知效益乃實體銀行使用者對使用網路銀行可以帶來的績效

提升的認知。此部分題目修改自 Fred D. Davis, Richard P. Bagozzi 

& Paul R. Warshaw (1989)和 Suh(2002)在研究終端使用者對於電腦

技術的接受度研究裡提到之衡量認知效益量表。亦將其七分量表

在此轉為五分量表來衡量，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包

含六道題目。 

 

(五)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 

顧客對網路銀行的使用態度為其對於採用這項新管道來辦理

金融業務，所存有的好惡評價。此部分亦改編自 Suh (2002)中針對

網路銀行做研究時，所用的使用態度指標，衡量時將其七分量表

轉為五分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此部分共有五道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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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對該行網路銀行的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為使用者對於採用網路銀行這個行為，所抱持之意

圖強度。此部分改編自 Suh (2002)以及谷雅慧(1996)兩人針對網路

商務做研究時，所使用的使用意願衡量指標，用五分量表衡量，

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其中共有四道題目。 

     

第四節 前測 

前測為在問卷草稿完成後，先選取小部分與研究對象結構類似的樣本

進行測試，以了解實際填答時，受訪者的感受和有關問卷內容的各種可能

問題，作為修正時的參考。在本研究中，由於專屬資產部分的衡量層面較

為複雜，題數也較多，因此只針對專屬資產部分的衡量指標，對實體銀行

使用者進行前測；目的是為了了解使用者在與實體銀行的來往經驗中，所

建立之資產專屬性程度如何，並依據此結果，決定哪幾項題目應予修改或

剔除，以免問題過多造成受訪者困擾。 

本研究以曾經有與實體銀行來往經驗的三十九位成年人為受訪者來

進行前測，前測問卷題目包含關於特有的使用知識的專屬資產、特有實體

設備軟體或服務的專屬資產、忠誠客戶的優惠專屬資產、無形的專屬資

產、心理層面的認同專屬資產和特有無形社會壓力的專屬資產六大類的題

目，共有十四題，請受訪者依敘述表達其同意程度。 

 

一、 衡量方式 

前測問卷中，資產專屬性的十四題題目皆以李克特五分量表呈現，從

非常不同意(一分)到非常同意(五分)。所以分數越高，表示同意程度越高。 

 

二、 量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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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信度分析 

表 3-2  前測信度分析 

Scale 信度 (Cronbach α) 

資產專屬性 0.7222 

      

由於整份問卷只有資產專屬性量表，所以由以上資料可以看出，

此份問卷的可信度相當好，α值高達 0.7222。 

(二) 敘述統計分析 

                        表 3-3  前測敘述統計分析 

 個數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值 標準差 

資產專屬一 

資產專屬二 

資產專屬三 

資產專屬四 

資產專屬五 

資產專屬六 

資產專屬七 

資產專屬八 

資產專屬九 

資產專屬十 

資產專屬十一 

資產專屬十二 

資產專屬十三 

資產專屬十四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39 

1 

1 

1 

2 

1 

1 

1 

1 

1 

1 

1 

1 

1 

1 

5 

4 

5 

5 

4 

5 

5 

5 

5 

5 

5 

5 

4 

4 

3.0000 

3.0000 

3.0769 

3.8205 

2.9487 

3.4615 

2.8461 

3.3333 

2.8974 

2.7692 

3.6153 

3.2051 

2.7179 

2.8205 

1.1002 

0.8885 

0.9566 

0.6833 

0.9445 

1.1203 

1.1130 

0.9823 

1.0953 

1.1112 

0.9066 

0.9509 

0.9987 

0.9699 

全體資產專屬量表 39 1 5 3.1286 1.033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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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了解實體銀行使用者對於各題描述的資產專屬性認同情況，本研究

將各題的得分平均值與總平均值做比較，得分平均偏低者，表受訪者對於

該項資產專屬性敘述的較無明顯認知，或是傾向不同意該項敘述；得分均

較高者，則表示受訪者對該題有較高的認知且較同意該敘述。另一方面，

各題的標準差數值也是參考指標之一，個別標準差相對於整體標準差越

高，表受訪者對於該題敘述的認知相差較大；反之，標準差數值越低，表

示受訪者對該題的認知較趨一致。為求研究結果的代表性及有效性，受訪

者認知或是同意度過低，和認知同質性過高之題目，本研究將不採納；此

外，敘述較籠統或是內容與他題過於相近者，也會修正。因此，經評估後，

刪除第二、三、五、七、十一、十二以及十四題，僅存七題於正式問卷中

做資產專屬性之衡量。 

第五節 抽樣方法與問卷設計 

一、 抽樣方法 

本次抽樣乃採非隨機抽樣法中的「便利抽樣」方法。發放時間為四月

下旬，地點主要在台北市中心區的人潮聚集處；半數問卷在台北市東區(忠

孝東路四段以及南京東路、敦化北路一帶)發放，半數則在西區(南京西路、

中山北路一帶以及台北車站鄰近區域)發放。在街頭抽取樣本，且受訪者在

受測前會先經過篩選，以確定其有接觸過實體銀行並知道該實體銀行有網

路銀行服務的提供，方能進行填答。填答完畢後受訪者將會得到一份精美

禮品作為答謝。 

 

二、 問卷設計 

問卷分十個部分進行，第一部分和第十部分為有關個人情況的調查，

請受訪者依個人情況勾選。第二到四部份為關於近半年內最常往來實體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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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的使用經驗，第五到九部分則是針對該行所設立之網路銀行接受度做調

查，第二到九部分皆由李克特五分量表組成，由受訪者勾選同意程度，從

非常不同意、不同意、無意見、同意到非常同意。實際問卷內容見附錄。 

                      表 3-4 問卷內容 

問卷部分 衡量變數 題數 

第一部分 目前使用者與近半年內最常往來實體

銀行以及其網路銀行之來往情況 

3 

第二部分 使用者對近半年內最常往來之實體銀

行的信任度 

5 

第三部分 使用者對近半年內最常往來之實體銀

行的整體滿意度 

3 

第四部分 使用者與近半年內最常往來之實體銀

行所建立之專屬資產程度 

7 

第五部分 使用者對於該實體銀行所設立之網路

銀行的認知風險程度 

13 

第六部分 使用者對於該實體銀行所設立之網路

銀行的認知效益程度 

6 

第七部分 使用者對於該實體銀行所設立之網路

銀行的認知易用程度 

5 

第八部分 使用者對於使用該實體銀行所設立之

網路銀行的態度 

5 

第九部分 使用者對於使用該實體銀行所設立之

網路銀行的意願 

4 

第十部分 個人基本資料與 

他行網路銀行使用情況調查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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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 11.0版 and LISREL 8.5版兩種統計分析軟體作為主要

分析工具。研究分析中所使用到的統計方法包括敘述統計分析(Descriptive 

analysis)、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關性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

以及路徑分析(Path analysis)。 

 

第七節 信度分析 

在對現象做衡量時，信度可以代表抽樣和測量工具的可靠度，因其可

衡量出用該測量工具衡量出來結果的穩定性(stability)以及一致性

(consistency)如何。一般使用李克特多元計分量表的研究中，皆以 Cronbach

所創的 α係數作為衡量一致性的指標。由下表可以看出，本研究中，各量

表的 α係數皆高於 0.6，達到可信的水準；且其中，除了認知風險的量表

信度較低之外，其他類別的量表皆有 0.75甚至 0.8以上的高信度水準，可

證明本研究所用之衡量模型與樣本為相當可信的。 

                   表 3-5  問卷信度分析 

量表分類(Scale) 信度 (Cronbach α) 

信任 0.8375 

整體滿意度 0.9099 

資產專屬性 0.7682 

認知風險 0.6292 

認知效益性 0.8487 

認知易用性 0.8975 

態度 0.9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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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 0.8095 

整體問卷量表 0.7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