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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為了達成研究目的，本研究將分成四階段逐步完成。階段一，瞭解消費者心

目中的網路品牌的認定。階段二，以焦點團體(focus group)方式瞭解消費者對網

路品牌權益概念的質化研究。階段三，以量化研究確認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

指標。階段四，檢驗不同使用動機與是否重視不同的網路品牌權益指標。完整研

究程序請參見《圖 7》。以下將分節介紹各階段的研究目的、受試者、研究工具

以及分析方法。 

 

《圖 7》本研究之研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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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瞭解消費者心目中的網路品牌 

一、研究目的 

本階段使用問卷調查，確認消費者心目中的知名網路品牌為何。當研究者

回顧文獻時發現目前對「網路品牌」缺乏一致的定義，反而僅從產品特性或網際

網路企業來做為分類的基礎。由於本研究欲以消費者的觀點出發，因此本研究將

透過消費者來定義網路品牌，亦即從消費者心中認定的網路品牌著手。 

Aaker（1991）認為品牌知名度（brand awareness）在認知上是有層級之分（如

《圖 8》所示）。心目中知名品牌（top-of-mind awareness of a brand）是指在沒有

任何的提示下，消費者最先想到的品牌；品牌回憶（brand recall）是指消費者需

要給予產品類別或產品類別細項的提示，才會想到的品牌；品牌再認（brand 

recognition）則是要給予品牌名單，消費者才能判斷是否聽過該品牌名稱。但由

於電子商務的經營類型甚多，因此研究者欲給予受試者七大類的電子商務經營類

型當作提示。 

 

《圖 8》Aaker 品牌知覺層級圖 

資料來源：Aaker, D. A. (1991). Managing Brand Equity-Capitalizing on the Value of a Brand 

Name. 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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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流程 

研究者至「廣告心理學」、「普通心理學」課堂進行問卷發放。首先，研究者

解釋研究目的及問卷填答方式。隨後，發下問卷請受試者填寫，問卷不限填答時

間，一般而言受試者在 25 分鐘之內即可填寫完成，受試者填寫完畢後，問卷交

還研究者。 

三、受試者 

研究者以便利取樣方法選擇受試者，自政治大學心理系開設之「廣告心理

學」、「普通心理學」課堂上進行問卷發放工作；普通心理學課程修課學生以大一、

大二者居多，修習廣告心理學課程學生則為大三、大四居多，再者，兩門課程學

生均來自政治大學各學院。共蒐集 124 位大學生資料。受訪者中女性 96 名，男

性 28 名；平均年齡為 22.5 歲，皆有五年以上網路使用經驗，平均每日使用網路

時間約 3 小時。 

四、研究工具 

研究者自編「網路品牌調查」問卷，請見《附錄一》。問卷包含兩大部分，

一為受訪者基本資料，二為網路品牌回憶。在網路品牌回憶上，共提供七大類電

子商務經營類型給受試者參考，分別是：入口網站、線上零售、拍賣網站、電子

報、人力資源網站、搜尋引擎、以及部落格經營。 

五、分析方法 

針對網路品牌知名度調查，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計算每一類網路品牌中

各品牌的回憶人數與回憶人數百分比，挑選出七大網路品牌類別下的最知名品

牌。再針對受試者人口統計變項進行檢驗，以了解釋資料是否具有系統性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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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路品牌權益焦點團體 

一、研究目的 

階段二欲藉由質性方法（焦點團體），探究消費者心中對網路品牌權益的概

念。透過焦點團體讓參與者進行深入討論，因不同目的共舉辦兩次焦點團體。第

一次焦點團體目的在於：瞭解網路品牌有哪些、瞭解受訪者的線上消費（或使用）

經驗，並從中建構出網路品牌的品牌權益內涵。第二次焦點團體目的則在於，瞭

解 Aaker(1996)品牌權益概念能否適用於網路品牌，以及此概念使用在網路品牌

時其內涵是否需要更動。 

二、受試者 

兩場焦點團體共 13 位經常使用網路個案，七位男性、六位女性，受訪者年

齡層在 20~35 歲之間，參與焦點團體的對象包含學生與上班族，每次焦點團體約

進行兩個小時，《表 5》為兩場焦點團體受訪者資料。 

第一場焦點團體目的在於瞭解一般消費者的網路使用經驗，成員選取上多是

研究者能夠接觸到的網路使用族群，主要是六位大學心理系、商學相關所學生，

加上兩名經常使用網路消費的上班族。 

第二場焦點團體主題在重新檢驗 Aaker 的品牌權益概念是否需要重新建

構，此主題較第一場焦點團題更為專業，因此研究者特別尋找瞭解品牌權益概念

且網路使用經驗充分者為第二次焦點團體受訪者。五位受訪者中，三位是研究所

學生（含一位博士生），皆修習過消費者行為課程充分瞭解品牌權益意義；另外

兩位受訪者則有超過三年以上的網路消費經驗，研究者並在第二場焦點團體開始

前，向受訪者解釋品牌權益的意義，並確認受訪者瞭解其意涵。 

三、研究工具 

本階段舉辦兩場焦點團體，由錢玉芬教授與研究者共同擔任焦點團體主持

人，採用研究者自編訪談大綱，詳細訪談大綱請見《附錄三、四》。為了不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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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的討論，在焦點團體舉行時將只說明這是有關網路品牌的研究，焦點團體

主持人不會暗示網路品牌權益包含哪些概念。 

《表 5》本研究焦點團體受訪者資料 

第一次焦點團體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學歷 現職 

A 男 28 政治大學國貿所 行銷企畫 

B 男 24 政治大學企管所 碩士班學生 

C 男 23 淡江大學企管所 碩士班學生 

D 女 25 朝陽大學社會系 銷售人員 

E 女 25 政治大學心理所 碩士班學生 

F 女 20 政治大學心理系 學生 

G 女 23 政治大學企管所 碩士班學生 

H 女 23 淡江大學企管所 碩士班學生 

第二次焦點團體受訪者資料 

受訪者 性別 年齡 學歷 現職 

I 男 35 政治大學資管所 博士班學生 

J 男 27 政治大學心理所 碩士班學生 

K 男 26 政治大學新聞所 碩士班學生 

L 男 20 政治大學國貿系 學生 

M 女 24 輔仁大學 研究助理 

 

四、分析方法 

在本階段的資料的解讀與分析上，擬將所有受訪者的陳述，根據下列質化

資料的分析步驟進行分析： 

a.  以錄音、錄影方式記錄每次焦點團體 ；將錄音資料轉成逐字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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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從逐字稿中摘錄出與上述網路品牌權益問題相關的陳述。 

c.  在忠於原意之原則下，找出其所代表的意義。 

d.  將陳述對照訪談大綱進行分類，並賦予每個歸類名稱。 

e.  與指導教授反覆討論歸類名稱與歸類內涵之正確性。使所有資料的分

析結果能夠完整地描述其網路品牌權益主題。 

f.  確概念認後，將概念內的受訪者陳述轉譯為問卷描述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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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以量化研究確認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指標 

一、研究目的 

自編「網路品牌權益問卷」（請見《附錄五》），並進行較大規模的調查，以

確立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構面內涵。 

二、受試者 

本階段在一週內以網路問卷的方式，透過My3Q問卷網，在一週內開放給一

般網路使用者填寫，網路問卷形式(請見《附錄六》)。週內蒐集問卷412份，扣

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共358份；其中男性136人，女性219人，3人未表明性別，

受訪者平均年齡為24.54歲，《表 6》為受訪者基本資料整理。 

《表 6》受訪者基本資料表 
性別(人) 職業(人) 
    男：136     機械技術：4 
    女：219     服務業：8 
婚姻狀態(人)     銷售：11 
    未婚：324     學生：229 
    已婚：26     貿易：7 
    離婚：2     自雇：1 
平均年齡(歲)      待業：6 
    年齡：24.54     其他：22 
教育程度(人)  
    國中：2 月收入(台幣) 
    高中：6     平均：22396元 
    大學：229 使用網路時間(年) 
    碩士：111     平均：9.46年 
    博士：8 每日使用網路時間(小時) 
職業(人)     平均：4.7小時 

行政人員：17 過去一年網路交易次數(次) 
專業人員（如醫師）：12 平均：8.8次 

    學術界：24 過去一年網路交易金額(台幣)： 
    電腦/工程：16 平均：268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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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工具 

本階段研究工具採用研究者自編之「網路品牌權益量表」。該量表為研究者

以兩次焦點團體結果為基礎，參考 Aaker（1996）、Washburn and Plank(2002)、

與 Christodoulides and Chernatony(2004)等研究編製而成，初始網路品牌權益量

表共 37 題《附錄五》，而後將問卷製作成網路問卷形式。 

四、分析方法 

調查結果將透過 SPSS 等統計套裝軟體，對所收集的資料進行題目的篩選、

探索性因素分析及信、效度檢驗…等工作，以初步建構出「網路品牌權益量表」。 

首先進行項目分析，計算每一構面的 α值與單項對總數相關係數，刪除相關係數

過低的題目，量表題目由 37 題縮減至 33 題，量表 cronbach’s α信度為.905

（p<.01）。效度採用效標關連為指標，將量表與兩效標題目「一旦被我認定是

好的網路品牌，我會固定使用」與「一旦被我認定是好的網路品牌，我會向親友

推薦」進行相關分析，得到效標關連效度為.512（p<.01）。 

再者，透過主成分分析法，轉軸方式為最大變異法，發現本量表含五個因素，總

體變異解釋量為5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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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不同使用動機是否重視不同的網路品牌權益指標 

一、研究目的 

除了建構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外，在受試者填寫「網路品牌權益量表」

同時，也將輔以「網路使用動機問卷」以瞭解消費者使用網路時其主要動機為何。 

二、受試者 

同「網路品牌權益」問卷之受試者。 

三、研究工具 

本研究採用張卿卿（2006）編制之「網路使用動機」量表，包含網路使用的

三大動機：資訊蒐集、人際互動、娛樂消遣。資訊蒐集以兩個題項測量，分別是

「想要找有用的資訊」與「想要學習新事物」，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43（p < .01）。

人際互動以四個題項測量，分別是「想要參與討論」、「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想

要說平時不敢說的話」與「想要扮演與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身分」，皮爾森相關係

數為為 .85。最後，娛樂消遣動機以三個題項測量，分別為：「想要獲得娛樂」、

「想要打發時間」，皮爾森相關係數為 .57（p < .01）。但整理相關網路使用動機

文獻後，發覺在張卿卿（2006）量表中缺少一重要網路使用動機，即為「逃避壓

力」，因此特別在張卿卿（2006）網路使用動機量表中加入「使用網路是想要解

除現實的壓力」此一題項。最終網路使用動機量表共有九題，接著將此九個題項

進行因素分析，確認各題項的因素概念。 

首先進行KMO（Kaister-Meyer-Olkin）與巴氏球形檢定（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以確認變數觀察值是否具有共同變異數，及資料是否適合進行因素

分析。《表 7》指出本研究資料各變項間不僅具有共同變異數，且KMO值達.713

顯示資料頗為適合進行因素分析。 

接著進行因素分析。採用主成分分析法，轉軸方式為最大變異法，結果顯示

網路使用動機量表內含三項因素，量表整體變異解釋達71.426%，請見《表 8》，

Cronbach's α為.757。三項因素仍命名為：人際互動，娛樂消遣及資訊蒐集；而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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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題項「使用網路是想要解除現實的壓力」，屬於娛樂消遣因素，並沒有出

現新的因素成分。 

《表 7》網路使用動機之 KMO 與巴氏球形檢定結果 

Kaist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713 
    近似卡方分配 1083.038 
球形檢定    自由度 36 
    顯著性 .000* 

  

《表 8》 網路使用動機量表轉軸後成分矩陣與因素變異解釋量 

  成份 
  人際互動 娛樂消遣 資訊蒐集

使用網路是想要找有用的資訊   .878 

使用網路是想要學習新事物   .847 

使用網路是想參與討論 .810   

使用網路是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 .865   

使用網路是想要說平時不敢說的話 .830   

使用網路是想要扮演與現實生活中不同的身分 .676   

使用網路是想要獲得娛樂  .784  

使用網路是想要打發時間  .860  

使用網路是想要解除現實的壓力  .790  

各因素變異解釋量： 36.733% 54.663% 71.426%

整體因素變異解釋量： 71.426% 

  

四、分析方法 

典型相關分析（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主要處理多個自變項與多個依變項

之間的關係（吳明隆與涂金堂，2005）。本研究由動機變項預測網路品牌權益之

變化，因此使用典型相關分析，來探討在三類的網路使用動機下（資訊需求、人

際需求、與娛樂需求），受訪者是否會偏好不同的網路品牌權益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