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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根據研究目的，文獻探討主要分為四節。第一節在描述品牌權益概念發展歷

史及現況；第二節介紹網路品牌的定義、發展與網路品牌權益之範疇；第三節著

重於使用與滿足理論介紹、此理論在網路範疇的應用，以及使用與滿足理論對網

路品牌權益概念的啟發；第四節則為整理上述相關文獻後，所形成的研究問題。 

第一節  品牌權益 

一、品牌權益之意義 

依據美國行銷學會（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的定義，所謂品牌是指

「一個名稱、名詞（term）、標記、符號、設計或以上項目的綜合，用來辨識廠

商間的產品或服務，進而與競爭者產品具有差異化區隔，同時強化產品功能屬性

外之價值」。然而，品牌到底是什麼？Murphy (1990) 描述品牌的概念發展，將

歷經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品牌所有者的時期（proprietary period），此時新品

牌的出現代表的是一個獨特的市場；第二個階段是競爭時期（competitive period）

此階段競爭者以品牌名稱中功能性的特徵，表達其產品中獨特的產品利益；第三

階段則是所謂的形象時期（image period），此時品牌的意義已超越產品的定位與

意義，品牌所透露的是一種象徵的形象，這種形象符號成為與競爭者差異化的主

要來源。從 Murphy 的描述中可以知道，過去品牌管理的工作只著重於品牌，而

較少顧客面的考量；但如今由於科技的創新（如網路使用的普及化），改變了顧

客與企業間的溝通方式，因此以顧客為中心、重視顧客對品牌的觀點、詮釋與所

形成的形象，則成為今日品牌管理者不可或缺的角度與觀點。成功的品牌是公司

最重要的資產，能為公司創造持久的獲利。因此後續亦有學者提出「品牌權益」

的理念，藉由此理念，可讓人更精確的評估一個品牌所帶來的效應，以及建立一

個優良品牌所需的條件。 

從品牌權益定義的文獻來看，有些從財務觀點來定義，有些則從行銷觀點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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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也有同時包含著兩種觀點的定義。 

從財務的觀點來看，有學者認為品牌權益指的是盈餘、重置成本、併購或清

算價值。從行銷觀點來定義，有學者認為品牌權益是指非由產品屬性所解釋的效

用。較特別的 Aaker(1991)的主張，他認為品牌權益是品牌資產與負債集合差異

的價值，有別於其他附加價值或剩餘價值的概念，此定義認為品牌本身可能增加

或減少產品的價值，而不是一定增加價值。這與 Keller(1993)所定義的品牌知識

的差異化效果亦具有相同正負的概念。 

此外，結合行銷和財務觀點的定義，有些研究者認為品牌權益是因為在顧客

心目中建立了品牌優勢，因而創造了品牌的財務性價值。這種觀點顯示品牌權益

必需先有消費者支持做基礎，才能將其效果顯現在財務價值上，而這也正是

Keller(1993)強調品牌權益的顧客基礎重要性優先於財務面的理由。 

 

二、品牌權益的衡量指標 

品牌權益衡量指標乃是以品牌權益或構面為基礎，因此不同學者會提出不同

的衡量指標，但這些指標大致上可以區分成財務觀點和行銷觀點兩大類別： 

(一) 財務觀點 

Simon 和 Sullivan（1993, 轉引自施翠娟，2004）提出用公司的財務價

值做為基礎來衡量品牌權益。意即以公司債券的市場價格作為未來現金

流量的不偏估計，再將品牌權益與其他資產區分。Don (2000, 轉引自施

翠娟，2004)也提出了衡量品牌權益的三種方法：買賣品牌的價格、股市

中所表現出的價值、消費者心中的價值。 

(二) 行銷觀點 

為了衡量不同品牌與不同產業皆能使用的品牌權益概念，Aaker(1996)提

出十個衡量指標” The Brand Equity Ten “(請參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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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權益

價格溢酬

客戶滿意度與忠誠度
品牌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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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知覺與領導力

 
《圖 1》Aaker 品牌權益衡量架構圖 

資料來源：Aaker, D. A. (1996). Measuring Brand Equity Across Products and Markets. 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 38(3), p.118. 

 Keller(1993)亦指出品牌權益是來自消費者對於品牌知名度和品牌形象（品

牌聯想）的認知差異。Blackston(1992)概念性地將品牌權益區分為基礎權益和附

加權益；Kamakura 和 Russell(1993)將品牌價值分為有形價值與無形價值，有形

價值是指重要屬性的效用，無形價值則是以總效用減去有形價值；陳振燧(1996)

則是從效用的觀點將品牌權益分為屬性基礎與非屬性基礎。 

 

三、顧客基礎的品牌權益 

顧客基礎的品牌權益，此一概念近年來漸漸受到重視，因為這樣的概念能

夠讓人瞭解顧客在購買產品時，其評估與選擇品牌的歷程為何(Netemeyer, 

Krishnan, Pullig, Wang, Yagcid, Dean, Ricks, & Wirth, 2004)，以便行銷者能更有著

力點制訂行銷策略。Keller(2001)曾發展出一品牌權益模式，稱之為顧客基礎品

牌權益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此模式區分出六個品牌建立區塊，且形成

一個品牌金字塔（參見《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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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ler(2001)認為行銷人員應以消費者為出發點去思考，透過市場行銷策略

操作去建構消費者心中的品牌知識(brand knowledge)。因此，Keller 定義品牌權

益是「因消費者不同的品牌知識，使其在回應品牌時產生的差異化效果」，此定

義包含了三個以顧客基礎的品牌權益的重要概念：品牌知識結構、消費者對行銷

活動的反應，以及差異化效果。Keller(2001)主張依據下列顧客基礎品牌權益的

四個步驟，以建立強力品牌： 

(1) 確定品牌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 

(2) 明確地在消費者心中建立品牌的意義。 

(3) 引起消費者對品牌辨識(identity)及意義(meaning)作出適當回應。 

(4) 將消費者對品牌的回應轉化成購買動機及忠誠關係。 

 

            

《圖 2》顧客基礎之品牌權益金字塔 
資料來源：Keller, K. L. (2001).  Building Customer-based Brand Equity. Marketing Management, 
10,(2), p.16. 

此外，我們也從 Morgan(2004)研究中得知，消費者心中認為「強勢品牌」的

有以下六種特點： 

品牌共鳴 

品牌判斷 品牌感覺

品牌表現 品牌想像 

品牌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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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品牌(a ”Big” brand)：消費者認為此品牌的廣告量大，品牌可以無所不在。 

2. 溢價：消費者會花較多金錢去購買強勢品牌的物品。 

3. 差異化：和其他品牌相較強勢品牌具有某些傑出或獨特的特色。 

4. 認同感：和弱勢品牌相較強勢品牌更能夠讓消費者具有認同感，它們會讓消

費者感受到「這是屬於我的品牌」或「這是懂我的品牌」。 

5. 情感：強勢品牌能夠激起消費者的情緒反應。 

6. 忠誠度：這是所有品牌活動的終極價值，意指消費者會習慣購買該品牌。 

 

許多衡量品牌權益的文獻，尤其是從財務的觀點，皆指出品牌權益必須數量

化，且最好是財務性的數字(Simon & Sullivan, 1993, 轉引自施翠娟，2004)。但

品牌權益應該是因為消費者對於一個品牌的偏好水準，而反映在財務指標上的

(陳振燧，1996)，因此財務性的指標，純粹只是一個數據性的指標，並不能提供

更多擬定行銷策略的進一步資訊。 

另外，綜合行銷和財務觀點的定義，學者們認為品牌權益是在顧客心目中建

立了品牌優勢，因而創造了品牌的財務性價值。這些觀點顯示品牌權益必需有消

費者支持做基礎，才能將其效果顯現在財務價值上，而這也正是 Keller(1993)強

調品牌權益的顧客基礎重要性優先於財務面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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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品牌 

一、 網路的趨勢 

網際網路時代的來臨，電子商務的發展方興未艾，不論是新興的網際網路企

業，或是傳統企業轉型進入網際網路領域，都讓電子商務的競爭更趨於激烈。資

策會在 2005 年台灣地區電子商店調查研究報告中，預估 2005 年電子商務市場可

達 600 億元，2006 年市場規模更將挑戰 900 億元。 

競爭者日多的結果，演變成進入電子商務的門檻不高，但成功門檻卻日益增

高的情況，資策會台灣地區電子商店調查研究報告中就指出電子商店「陣亡率」

超過三成。而對於新進者，或知名度低的企業而言，其經營狀況更是越來越困難。

網際網路的內容目前已經達到五十億個頁面以上的規模，業者如何在茫茫網海

中，吸引消費者的注意，點選該公司的網站，進而付費購買商品或服務呢？吸引

人潮最有利的方法就是將品牌牢牢的印在網路使用者的腦中（蕭仁閩，2000）。 

對於電子商務業者而言，品牌尤為重要，尤其是網際網路資訊量暴增的現

在。電子商務的競爭，往往是在於『一鍵之隔（one click away）』」，只要按一下

滑鼠的左鍵，網路使用者可以很輕易的瀏覽另一個網站。網路使用者對於單一網

站忠誠度很低，使得電子商務業者建立品牌的迫切性升高。因此對於電子商務業

者而言，維繫使用者或消費者的忠誠度的好方法之一就是建立鮮明而強勢的品牌

識別與認同。 

Kotler(1999)曾提出，企業要在未來的網路行銷時代中獲勝，必須要符合以

下四種原則。 

1. 建立並主動管理顧客資料庫：一個內容豐富的顧客資料庫是企業的競爭優

勢，企業可以針對這些資料生產客製化的商品，或某一群特定顧客進行優惠

的行銷，這樣能讓行銷預算獲得更大、更有效率的回報。 

2. 對應企業如何善用網際網路，發展出清晰的概念：企業可以利用網際網路進

行研究、提供資訊、開闢討論區、提供訓練、進行線上交易提供線上拍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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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傳遞位元商品..等等給顧客。 

3. 在相關網站上刊登網路廣告：企業應思考目標顧客會造訪哪一類的網站，並

思考在這些網站上刊登廣告。 

4. 必須讓顧客能輕易與企業取得聯繫，並迅速對顧客的洽詢做出回應：顧客對

於企業能否迅速且適當處理抱怨，已經抱持越來越多的期待。今日，網際網

路傳播威力不可忽視，顧客的不滿若沒有適當地被消除，便藉由電子郵件與

電子布告欄散佈出去，讓成千上萬人看到相關的消息。 

雖然電子商務業者使用的行銷方式，並不一定只限定於網路行銷，但不可否

認，不論是傳統企業或網路企業，網際網路的應用是未來企業生存不可或缺的。

能夠善用網際網路為行銷帶來改變的企業，或是能夠利用網際網路建立或增強品

牌力度的企業，才能在網際網路時代永續經營。有關傳統行銷活動與網路行銷活

動的差異請見下《表 1》。 

 

《表 1》傳統行銷活動與網路行銷活動的差異 

行銷活動 傳統行銷 網路行銷 

廣告 

準備書面或影音的廣告文案，並

運用標準的媒體載具，通常能出

現的資訊量相當有限。 

準備充分資訊量置放於網頁，並

以網路廣告吸引顧客接觸。 

顧客服務 

提供每週五至六天，每天八小時

的店頭或電話服務，提供到府服

務。 

提供每週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時

的回應，運用電話、傳真、電子

郵件傳送服務。 

行銷活動 傳統行銷 網路行銷 

推銷 
以電話或登門拜訪方式接觸顧

客，並以實物或型錄展示產品。

利用視訊會議來接觸客戶與展

示產品。 

行銷研究 
運用個別訪談，焦點團體，或是

電話、郵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運用新聞群組進行會議，並以電

子郵件方式進行問卷調查。 

資料來源：Kotler,  P. (1999). 引述自蕭仁閩(2000)網際網路企業品牌建立之初探性研究--以台灣

純線上購物網站為例。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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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品牌的範疇 

在企業的經營策略中，盧希鵬(2005)指出可由銷售流程與銷售商品兩個向度

來進行分類，並可分為四種企業類型。 

 A：保守型。以「實體」交易流程，銷售「實體」商品 

 B：商務型。以「數位」交易流程，銷售「實體」商品 

 C：創新型。以「實體」交易流程，銷售「數位」商品 

 D：虛擬型。以「數位」交易流程，銷售「數位」商品 

商務型的企業是利用電子商務流程來販賣實體商品，像是在網路上販賣

CD、書籍...等，例如：博客來網路書店。虛擬型的企業無論在產品或是商務流

程上都數位化了，像是 Yahoo 奇摩、動畫網站、線上遊戲、網路運算、電子報

網站..等等。無論是商務型或創新型的企業都必須透過網際網路來展示或銷售商

品，但這並不表示商務型或創新型的企業本身就會建立起所謂的「網路品牌」。 

網路品牌顧名思義就是網路產品的品牌，其品牌形象創造是透過一系列的網

頁變換，逐步引發個別使用者的共鳴，以創造出最終效果。亦即網路品牌不只是

一個網站的名稱，其中更要強調的是以一組網路上「複雜」且「量身訂做」的服

務，幫助消費者解決身邊雜亂無章的困擾，使其順利完成一系列工作(洪偉仁，

2001)。 

從產品屬性的劃分來看，網路產品根據產品屬性差異可將產品分為三類，

其中一類為「資訊蒐集取向」的產品，是消費者在購買前會先透過資訊的蒐集及

處理，而為產品品質做出適當判斷的產品，如汽車、家電…等；另一類為「使用

者經驗取向」的產品，是消費者需先使用過後才能對產品品質做出適當判斷的產

品，如美容美髮服務；第三則是「信用取向」的產品，是消費者在使用產品之後

不容易對產品品質做出適當的判斷，如醫療服務、汽車修護…等（洪偉仁，2001)。 

此外，我們可以依據產品購買的決策取向，進一步歸納出網路品牌與傳統

品牌的分類光譜（參見《圖 4》、《圖 5》）。傳統品牌大部分位於分類光譜的左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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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因傳統行銷通路中消費者多採現場評估與購買的方式，對於產品能做出較準

確的評估，但在網際網路上，受限於在線上購物的技術性問題，對產品的評估較

不易。

 
《圖 3》產品購買決策分類光譜 

資料來源：洪偉仁(2001)。網路品牌 vs. 傳統品牌：N 世代的認知差異分析。國立中山大學傳播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4 頁。 

 

 
《圖 4》品牌光譜：品牌舉例 

資料來源：洪偉仁(2001)。網路品牌 vs. 傳統品牌：N 世代的認知差異分析。國立中山大學傳播

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10 頁。 

在蕭仁閩(2000)的研究中，作者定義網際網路企業為「以網際網路做為企業

交易進行的平台的企業」，並安達信顧問公司(andersen consulting)對於網際網路

企業的分類，來做為選取研究對象的參考。安達信顧問公司將網際網路企業分為

三層：最底層是「水電工人(plumber)」，負責架構網際網路基礎建設；中間一層

是「軍火供應商(arms supplier)」，負責發展各種讓企業進行電子商務的軟體；最

上層則是大家最熟悉的「內容或電子商務業者(content or e-commerce)」，他們利

用現有的網路基礎建設以及電子商務的軟體，實際進行內容提供或販售商品，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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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來原則是廣告收入或商品販賣收入。安達信顧問公司對網際網路企業分類的詳

細內容，請參見《表 2》。 

《表 2》安達信顧問公司對網際網路企業分類 

類別 代表業者 交易型態 

內容或電子商務業者 入口網站 
線上零售業者 
拍賣網站 
電子報 

B2C 
C2C 
B2B 

軍火供應商 ASP 業者 
軟體開發平台 

B2B 

水電工人 網路設備業者 B2B 

資料來源：蕭仁閩(2000)。網際網路企業品牌建立之初探性研究-- 以台灣純線上購物網站為例。

國立政治大學科技管理研究所碩士論文，第 7 頁。 

 

回顧上述研究，發現每個研究其實對「網路品牌」並無較一致的定義，反而

僅從產品特性或網際網路企業來做為分類的基礎。經濟部商業司已經連續舉辦了

5 屆的「e-21 金網獎」選拔，以鼓勵在電子商務上有「創新」與「信賴」具體作

為的 B2C 網站；國人熟知的 PC home 線上購物、ez Travel 易遊網、104 人力銀

行…等等，都曾是 e-21 金網獎的得主(歷屆金網獎得主，參見《表 3》)。從《表

3》即可看出電子商務經營的模式與型態大異其趣，此外，難道這些獲獎企業就

算是經營「網路品牌」嗎？像是群益金融網、永慶房仲聯賣網…等皆有其實體服

務通路，而非純線上交易平台，這樣的經營型態也能夠算是網路品牌嗎？ 

由於學界對於網路品牌尚未產生一致的定義，且本研究欲以顧客的觀點為基

礎，將顧客視為研究的主體，因此本研究將透過顧客來定義網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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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e-21 金網獎選拔歷屆得獎名單 

獎項 
90 年度 

第一屆 

91 年度 

第二屆 

92 年度 

第三屆 

93 年度 

第四屆 

94 年度 

第五屆 

金質獎 104 人力銀行 群益金融網 
Ez Travel 易遊

網 
104 人力銀行 

PC home 線上

購物 

銀質獎 

ezTravel 易遊

網 

拍賣王 

酷必得全球購

物網 

中國信託個人

化網路銀行 

東森得易購購

物網站 

Monday 星期

壹購物網 

Yahoo!奇摩購

物 2 

玉山 eCoin 

JF 投資理財網

台灣花旗網路

銀行 

優質獎 

MoneyDJ 理財

網 

天下文化書坊 

eAuto 華人汽

車情報網 

怡富投資理財

網 

世華銀行

Mybank 

Pchome 線上

購物 

台灣裝潢網 

信義房屋房仲

業領航員 

荷銀投資理財

網 

MyEPSON 台

灣愛普生原廠 

摩比家電子商

務網站 

永慶房仲聯賣

網 

愛情公寓 

燦星旅遊網 

台灣租屋網 

資料來源：2005/12/09 取自經濟部 e-21 金網獎網站 http://www.ec.org.tw/e21/ 

 

三、網路品牌權益 

過去對於品牌權益的建構與衡量，皆從實體通路環境下所發展出來，而網路

虛擬環境（線上通路）與實體通路有著不同的經濟運作模式(林新慧、盧希鵬，

2004)。例如，當消費者進行網路交易時，網路交易的安全性、付款機制的便利

性，如何克服無法檢視商品的困難與詐騙都是消費者在進行網路購物時，都是考

量的重點。Kynch, Kent 和 Srinivasan (2001)對 12 個國家的網路消費者進行的研

究也指出，若網站經營者能夠提供合乎消費者期待的價格、商品選擇、與便利性，

都有助於提供網路消費者正向的購物經驗。蕭仁閩(2000)的研究中也發現，網站

的競爭優勢在於能提供消費者最詳細的資訊、能以消費者的觀點檢視網站的介面

與流程讓消費者感到簡單方便與安心，以及加強廠商與消費者實體接觸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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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都能夠營造良好的消費經驗。 

然而，到底什麼才是有價值的網路品牌呢？網路品牌權益到底應該如何衡量

呢？近幾年來的確有研究者投入心力去研究。綜合過去所做的相關研究，可以看

出網路品牌權益的有以下的現象與問題： 

(一) 行銷者導向 

Christodoulides 和 Chernaton (2004)兩位作者希望能夠發展一套彌補

Aaker 在 1996 年所提出的 10 個測量品牌權益的指標，對於網路品牌的適用

性，因此對多位品牌顧問、互動顧問、廣告顧問…等人，以網路品牌的品牌

權益為主軸進行 16 次的半結構式訪談，得到了 10 個測量網路品牌品牌權益

的指標。將之與 Aaker 提出的品牌權益指標對照（參考《圖 5》）的確會發

現，一般的品牌權益與網路品牌權益指標是有不同的。 

蕭仁閩(2000)的研究中雖發現能夠贏造良好的消費經驗、創造網站的競

爭優勢的關鍵在於：提供消費者最詳細的資訊、以消費者的觀點檢視網站的

介面、流程讓消費者感到簡單方便與安心，以及加強廠商與消費者的實體接

觸；這些看似以消費者的觀點出發，但檢視其研究對象，發現研究結果是由

作者調查台灣的線上購物網站的資料，並訪談該網站之行銷人員而得，因此

蕭仁閩（2000）與 Christodoulides 和 Chernaton (2004)的研究，都純粹是從

行銷者的觀點出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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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線上品牌權益衡量指標與傳統品牌權益衡量指標圖 

資料來源：Christodoulides G., Chernaton de L. (2004). Dimensionalising on- and offline brands’ 

composite equity. The Journal of Product and Brand Management, 13(2/3), p170. 

 

(二) 研究者導向 

林新慧與盧希鵬(2004)曾以顧客基礎觀點，研究網路經濟環境之網站品

牌權益衡量模式。研究發現網站品牌權益衡量構面，包括「網站品牌忠誠

度」、「網站品牌知名度」、「知覺網站品牌品質」、「網站品牌聯想」、「網站品

Internet-Specific Measures 

1. 線上品牌經驗(Online Experience) 
2. 互動性(Interactivity) 
3. 客制化(Customization) 
4. 相關性(Relevance) 
5. 網站設計(Site Design) 
6. 顧客服務(Customer Service) 
7. 訂購的完成(Order fulfulment) 
8. 品牌關係(Brand Relationship) 
9. 社群(Communities) 
10. 網站登錄(Website Logs)

Traditional Measure (Aaker, 1996) 
1. 價格溢酬(Price Premium) 
2. 客戶滿意度／忠誠度

(Satisfaction/Loyalty) 
3. 知覺品質(Perceived Quality) 
4. 領導地位(Leadership/Popularity) 
5. 品牌差異化(Brand associations) 
6. 品牌價值(Perceived value) 
7. 品牌性格(Brand Personality) 
8. 組織聯想(Organizational associations) 
9. 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 
10. 市佔率(Marker Share)與價格/通路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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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信任」與「網站品牌社群體驗」等七大構面，其中前五項就是 Aaker 提出

品牌權益的五大構面，並無新意。雖然多位研究者(Kynch et al., 2001；洪偉

仁，2001；蕭仁閩，2000)指出「網站品牌信任」是消費者線上消費的決定

關鍵，但品牌信任透過消費者實際使用經驗才能評估，未曾使用過該品牌的

消費者是無從評估品牌信任；因此品牌信任能否成為衡量網路品牌權益的概

念之一有待商確。 

Kim et al.（2002）以 Keller 的研究為基礎，發展了線上零售商的品牌權

益的架構(請見《圖 6》)，Kim 等人認為品牌權益包含品牌知名(brand 

awareness)度與品牌知識（brand knowledge）而品牌知名度與品牌知識，則

是由其他次構面所建立。 

 
《圖 6》線上零售商的品牌權益架構 

資料來源：Kim, J., Sharma, S., & Setaekorn K. (2002).  A framework for building brand equity online 

for pure-play B2C retail and services.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edia Management, 4(2),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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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究林新慧與盧希鵬(2004)與 Kim et al.（2002）的研究過程，發現該研

究的問卷是從文獻資料彙整出來品牌權益指標，再交由受試者填答，消費者

並沒有機會表達他們在網路消費時的主觀體驗，因此研究者導向的意味仍重

於消費者導向。真正以顧客為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研究仍待學界努力。 

因此，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研究可從行銷者、研究者觀點，轉向消費者

觀點，從消費者的需要出發來檢視網路品牌權益的內涵為何，並檢證品牌權益與

消費態度、行為之間的關連性，以補現行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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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網路使用者的動機 

回顧上述研究成果，發現以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較少以消費者為研究對

象（研究主體）。再者若以消費者為中心，我們應發現消費者的個別差異，會造

成不同行為結果。 

為瞭解消費者個別差異所帶來的行為結果，本研究藉助傳播學中「使用與滿

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理論帶來的啟發，來驗證重視消費者個人差異觀點的

正確性，並修正現有網路品牌權益研究取向。 

 

一、使用與滿足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在傳播學研究中可說是相當強勢的理論（Larose, Mastro, & 

Eastin, 2001； Song, Larose, Eastin, & Lin, 2004）。除了此理論在大眾持傳播界早

已被廣泛地運用外，在錢玉芬（2007）”傳播心理學”一書中，使用與滿足理論，

分別出現在閱聽人性格、閱聽人動機以及閱聽人的接收行為..等章節，顯見使用

與滿足理論相當有助於我們理解閱聽人在不同個別差異下的行為模式。 

使用與滿足理論是由閱聽人的角度探討媒體選擇與使用的研究取向。這種研

究取向假設閱聽人是積極、主動的媒體使用者，而非被動的訊息接收者，他們不

僅了解自己的需求，更會選擇、使用媒體來滿足自己的需求。因此，閱聽人的媒

體使用行為是主動、活躍的，具有目標導向的特性。 

而隨著科技進展，網際網路開始吸引眾多人口使用，網路研究議題也開始受

到傳播學界的關注與興趣，亦使傳播學者重新思考傳統傳播科技的意涵（Morris 

& Organ, 1996）。使用與滿足理論，已廣被應用在各種傳統媒體研究上，更經常

被用於探討新媒介的使用與行為，因此每當新的傳播媒介出現，就會有學者採用

此研究取向來探討民眾使用該新媒介的動機與行為（羅文輝、李郁青、施盈廷與

楊秀娟，2005）。但使用與滿足理論適合用在以網際網路為研究背景的領域中嗎？

Morris and Organ(1996)；Stafford, Stafford, and Schkade(2004)等研究者都給我們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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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答案，上述學者皆認為當我們將網際網路是為一種大眾傳播工具時，使用與

滿足理論可以提供一個相當適切的研究架構來瞭解此一領域。 

使用與滿足理論將閱聽人視為「主動」者，閱聽人會根據自我的需要（目的）

去選擇不同的媒體以獲得滿足；同樣地，將此理論用應用在網際網路的研究中

時，我們也發現不同的目的的網路使用者似乎會有不同的網路使用行為。耿慶

瑞、黃思明與洪順慶(2002) WWW互動廣告效果之研究中指出消費者不同目的的

瀏覽行為：「目標導向瀏覽行為(goal-directed behavior)」與「衝浪式瀏覽行為

(surfing or Experiential behavior )」會影響其不同的網路互動深度。Pauwels與Dans 

(2001)對電子報的研究中也發現，網路族群通常都會有兩種不同的使用取向：「目

標導向 (goal-orientation)」與「經驗導向(experience orientation)」，他們發現會閱

讀電子報的網路族群通常是目標導向，因此建議電子報業者，可根據不同使用者

的特性及需求來設計電子報的版面呈現，以提升目標顧客對於電子報的滿意程

度。 



                                                   顧客基礎網路品牌權益構面之再思 

 31

 

二、使用與滿足理論在網路範疇的應用 

張卿卿(2006)在探討網路使用與政治參與行為時，將網路使用動機區分為

「資訊蒐集」、「人際互動」與「娛樂消遣」三類。當網路使用者的使用動機是資

訊蒐集時，其著重利用網路進行資料搜尋與獲取方便性、即時性；以台灣為例，

根據前述全球網際網路測量公司NetValue的網路使用調查，有27.6% 的網友上網

動機是為了獲得即時資訊，顯見「資訊蒐集」是重要網路使用動機。人際互動的

動機則包括使用聊天討論區、即時通訊與電子郵件的使用，如BBS 匿名討論區

自成社交天地，而MSN 普及更讓網路聊天對話的機會愈益增加。根據2004 年

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公布的資料顯示，上網族群中有19.21% 的上網動機是為了

即時傳呼與聊天室，收發電子郵件更佔了50.63%。在台灣，人際互動顯然是一項

重要的網路使用動機。最後，娛樂消遣的使用動機則是為了追求娛樂刺激及逃避

現實，包括使用線上遊戲或造訪影音娛樂網站。網路上的影像兼具聲光效果，連

線遊戲更增加遊玩競爭的刺激。根據前述2004 年台灣網路資訊中心所公布的資

料顯示，台灣上網族群中有18.11% 的上網動機是為了使用線上遊戲。 

趙光正(2000)將瀏覽網路的動機分為「工具型動機(instrumental motivates)」

與「儀式型動機(ritualistic motives)」兩項。工具型動機代表有目標的瀏覽行為，

例如利用網際網路尋找資訊；在工具性目標下，尚包含著三類動機，分別是資訊

的獲得(keep informed)、溝通(communication)、找工作(www career)。儀式性的動

機則代表較無目標的瀏覽行為，例如利用網際網路來殺時間；在儀式性動機下，

尚包含五類動機：、娛樂(diversion-entertainment)、同儕認同(peer identity)、感覺

舒服(good feeling)、聲光效果(sights and sounds)、酷(coolness)。 

柯達(2003)使用視覺隱喻抽取法 (zaltman metaphor elicitation technique ，簡

稱ZMET) 與焦點團體訪談法來瞭解消費者在網路購物時的動機，此研究發現選

擇使用網路購物的動機有三：便利性、豐富性與娛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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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便利性：包含時間、空間與使用工具的方便與便利性，如24 小時隨時可上

網、不用出門、只要打開電腦，動動手指頭就可購物。 

2. 豐富性：各購物網站的產品內容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各式各樣的選擇性很

多，甚至有些是超出想像或預期。 

3. 娛樂性：網站上拍賣的商品真是「什麼都有，什麼都不奇怪」的寫照，即使

不購物時也會想上網看看世界各地稀奇古怪或好玩的商品或新資訊，覺得很

有趣，而且也較不會與社會潮流脫節。                                               

游智雯(2000)研究閱聽人使用網路健康動機的資訊動機時發現，其使用動機

主要受到閱聽人對健康資訊的需求，以及平時使用的健康資訊管道、對網路特性

的期望、對健康資訊可信度的看法所共同影響，因此產生了三個部分的動機： 

1、個人動機–基於個人心理需求形成的動機：吸收資訊、預防保健；基於個健康

需求形成的動機：查詢疾病資訊、治療方式、就醫資訊、養病資訊。 

2、社會動機–包括強連帶、弱連帶、職務三項動機： 

(1)強連帶動機–基於家人親戚的疾病、就醫需求形成的動機，想查詢治療方

式、就醫資訊。 

(2)弱連帶動機–基於朋友、同事有疾病、就醫需求，而形成查詢治療方式、

就醫資訊等動機。 

(3)職務動機–基於工作與學業需要形成的動機，主要在查詢專業資料。 

3、媒體特性動機–基於網路本身能提供其它媒體不能提供的特性，所引發的使用

網路健康資訊媒介動機，包括：為了相互討論（互動性）、搜尋資料（資料

庫功能）、認識同病同好（連結性）、即時資訊（即時性）、方便（易得性）。 

游智雯(2000)的研究也發現，認為若能掌握網路特性而設計網路健康資訊媒

介中提供的服務，那麼可以將能促使使用者的滿意度提高。 

錢玉芬、傅豐玲與盧恩慈(2000)比較傳統報紙與電子報的傳播效果時，整合

了過去對閱聽人媒體使用動機的研究，則使用了「資訊動機」、「娛樂動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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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動機」、「學習動機」、「逃避壓力動機」及「互動動機」六大類動機。 

 回顧近年研究者採用「使用與滿足」架構來研究網路行為時，多半使用「滿

足因子(gratification factor)」概念。在傳統大眾媒體(指電視與廣播)的研究中，使

用者的滿足因子為「內容滿足 (content gratification)」與「過程滿足 (process 

gratification)」兩類；內容滿足代表由媒體提供的內容得到滿足，過程滿足代表

則使用者從實際對於媒體的使用得到的滿足。Stafford et al. (2004)發現除了傳統

的兩類滿足因子外—內容滿足與過程滿足，尚存在第三種類的滿足因子:「社會

滿足(social gratification)」，社會滿足即是使用者透過將網路當成社交環境而獲得

滿足。 

 相較於 Stafford et al. (2004)的發現，Song, et al. (2004)則認為使用網路有七種

不同的滿足因子，分別是：「虛擬社群(virtual community)」、「資訊蒐集(information 

seeking) 」、「審美的經驗 (aesthetic experience) 」、「經濟與福利 (monetary 

compensation)」、「娛樂(diversion)」、「個人地位(personal status)」、與「關係維持

(relationship maintenance)」。 

 但不論是以「使用動機」還是「滿足因子」為概念，甚至是每位研究者都提

出不同的使用動機，這些動機與滿足因子大致上都可被歸類為「資訊蒐集」、「人

際互動」與「娛樂消遣」三項（參見《表 4》），而這三項動機也是學者張卿卿（2006）

所採用的歸類，因此本研究將採用張卿卿（2006）分類，來進一步探討消費者的

網路使用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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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近年使用與滿足理論研究之整理 

研究者

（年代） 
張卿卿

(2006) 

Stafford, 

Stafford & 

Schkade. 

(2004) 

Song, 

Larose, 

Eastin,& 

Lin(2004) 

柯達

(2003) 

Shah, 

Kwak & 

Holbert. 

(2001). 

錢玉芬、

傅豐玲與

盧恩慈 

(2000) 

趙光正

(2000) 

資訊蒐集 過程滿足 

內容滿足 

資訊蒐集 

經濟與福

利 

便利性 

豐富性 

產品消費

資訊交換

財務管理

資訊動機 

學習動機 

工具型動

機 

人際互動 社會滿足 虛擬社群 

個人地位

關係維持 

 社交動機 

互動動機 

網路使

用需求

構面 
娛樂消遣  娛樂 

審美經驗 

娛樂性 

社交娛樂

社交娛樂

娛樂動機 

逃避壓力

動機 

儀式型動

機 

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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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與滿足理論對 CBBE 的啟示 
在網路品牌世界中，企業除了建立的品牌外還必須經營網路環境，研究者回

顧文獻時，卻發現經營者在經營網路品牌時可能遇到的盲點。盧希鵬（2005）認

為許多內容網站與電子商務網站的經營上，經營的重點仍停留在內容與產品上，

而忽略了經營「人（使用者）」與「情境」的因素；但在數位的世界中瞭解顧客

的使用習慣，創造與顧客之間的價值反而是比經營內容或產品更為重要。同樣地

Xueming (2000)也提到類似的問題，他認為電子商務中目前發展的困境是，極少

數企業足以支付他們的巨大的資訊技術( IT )投資，更不用說透過網路賺取一筆利

潤；對這種困境的一種可能的解釋是目前網站未能建立起足夠的附加價值建立並

將這些價值傳遞到客戶手中，多數的企業提供的是對顧客無關緊要的資訊或是無

法的滿足顧客的需要。 

回顧網路品牌權益文獻，研究者認為多半仍是由行銷者的角度揣摩顧客的需

要，而非真正從顧客角度出發的品牌權益。而要如何才能真正從顧客的角度出發

去滿足顧客的需要呢？研究者認為從使用與滿足理論出發，是一有力的切入點。

因在使用與滿足研究中，對於消費者的使用動機不僅做了精緻的區分，更能夠看

出在不同動機下，為消費者所帶來的影響。 

回顧前述多位研究者探討網路品牌權益的概念時，可以發現，「互動性」不

僅是網路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差異，也是構成網路品牌權益的概念之一。但所有消

費者都會選擇相同的互動方式，甚是都認為網路互動是好的？以下兩篇相關從使

用與滿足角度出發的研究，即帶給我們一些新的啟發。 

Ko, Cho 與 Roberts(2005)利用使用與滿足理論，來探討互動式廣告，研究

者發現在不同的網路使用動機下，消費者所偏好的網路互動模式也會不同。例

如：使用動機為蒐集資訊的顧客，他們較偏好「人機互動 (human-message 

interaction)」，較不偏好在網路環境中進行「人與人互動 (human-human 

interaction)」；但相對地，若是使用動機為社會互動的顧客，他們呈現完全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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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動偏好。Ko 等人的研究中也發現，不同的互動方式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網站

的態度，而消費者對於網站的態度又會影響他們對於品牌的態度以及購買意願。 

此外，耿慶瑞、黃思明與洪順慶(2002) 在其 WWW 互動廣告效果之研究中

同樣也指出消費者不同目的之瀏覽行為：「目標導向瀏覽行為(goal-directed 

behavior)」與「衝浪式瀏覽行為(surfing or experiential behavior )」會影響其不同

的網路互動深度。 

Liu and Shrum (2002)將使用瀏覽的動機分為資訊蒐集與娛樂兩類，認為當在

使用者資訊蒐集動機下，會較娛樂動機的使用者更偏好高主動控制的互動方式；

但若使用者是在娛樂動機下時，雙向溝通的互動方式才能夠滿足使用者的動機。

因此兩位學者也宣稱網站並非一昧宣稱高互動就能夠滿足使用者的需要，其互動

方式的呈現仍應該以消費者的使用動機出發，配合消費者的網路使用動機來設計

最適當的互動方式。Eighmey 和 Mc Cord (1998)研究發現，不同電子商務網站的

使用者，會有不同的使用動機，例如線上電視節目網站的使用者其「娛樂動機」

就比運動鞋網站使用者的娛樂動機高。  

由於互動性可能是網路品牌權益中的重要概念，從上述研究中即可發現，使

用者的不同使用動機會使他們偏好不同的互動方式；因此，本研究認為，當消費

者使用網路的動機不同時，消費者心中所重視的網路品牌權益構面，可能也會跟

著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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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問題 

綜合本章所述，本研究期望從消費者的角度出發，瞭解消費者對於網路品牌

的界定、建立起以顧客（消費者）為基礎的網路品牌的權益、並釐清在不同網路

使用動機下，消費者所重視的網路品牌權益內涵為何；最後，透過研究成果給予

電子商務業者實務操作上的建議。 

綜合以上探討，本研究之主要研究問題有三： 

一、探討消費者心中對於網路品牌的界定為何？ 

二、在以網路品牌的使用者為研究對象下，顧客觀點為主的網路品牌權益的

概念內涵為何？  

三、在不同的使用動機下，網路品牌使用者是否會重視不同的網路品牌權益

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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