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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本研究之目的在於瞭解消費者心中網路品牌的定義、網路品牌權益概念為

何、以及不同網路使用動機下，消費者是否偏好不同的品牌權益構面。為回答這

些問題，本章分為四小節，第一與第二小節在闡述何謂網路品牌，成為消費者心

中好的網路品牌的條件為何；第三節描述透過量表建構後，得到哪些網路品牌權

益構面；第四節則在檢驗使用典型分析後，能否看出不同動機消費者偏好不同的

網路品牌權益構面。 

第一節 什麼是網路品牌 

回顧文獻時發現，學術上對於網路品牌並沒有名確定義，因此本研究擬從消

費者的經驗著手瞭解何謂消費者心中網路品牌的定義。 

一、焦點團體 

第一次焦點團體中曾經詢問受訪者，「何謂網路品牌」以及「虛擬通路與」

實體通路之差異」。發現消費者認為網路品牌的定義為：使用網路為交易平台，

並具有營利目的品牌，且網站不等於網路品牌。虛擬與實體通路的差異則反映在

購物成本、潛在風險、以及口碑的建立之上。《表 9》為焦點團體概念整理結果。 

《表 9》焦點團體結果—網路品牌定義/虛擬與實體通路之差異 

概念 概念敘述 

①. 透過網路經營 

②. 具有商業價值（利益） 

③. 先有實體再有虛擬通路的不算是網路品牌

④. 先聯想到的網路品牌 

⑤. 網路品牌下的分類，應加入線上遊戲 

網路品牌是什麼：使用網路為交易平台，並具

有營利目的品牌。網站不等於網路品牌 

⑥. 人人都可以是品牌 

①. 使用成本 

②. 潛在的風險： 無法確認商品品質是否符合

期待 

③. 潛在的風險： 退換貨的機制 

虛擬與實體通路的差異 

④. 潛在的風險：在網路交易中容易受騙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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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 概念敘述 

 被騙錢 

 換帳號重新再來 

 助拳：指由網路賣家（或是賣家親友）謊

稱自己是消費者的行為 

⑤. 口碑的累積 

 因專業而造成的力量 

 因社群而形成口耳相傳的力 

二、網路品牌調查 

網路品牌調查是透過125位大學生（女性96名，男性28名）針對每一類型網

路品牌回憶其心目中的知名品牌，而後分別統計每一類網路品牌中各品牌的回憶

人數與回憶人數百分比，《表 10》為各類網路品牌調查結果。 

結果發現，Yahoo! 可說是台灣相當強勢的網路品牌，它在入口網站、線上

零售、拍賣網站、搜尋引擎類都是最具知名度的網路品牌，在部落格經營類中也

是前五大知名品牌（或許跟Yahoo! 較晚開始經營部落格有關）。Yahoo! 在七大

類電子商務網站中，就有五類拔得頭籌，沒有入選的人力資源類，則是Yahoo!

沒有經營的市場，相信若Yahoo!挾此優勢進入人力資源市場，應該也有相當高的

知名度。次於Yahoo!的國內網路品牌為PC Home，PC Home在入口網站、線上零

售、拍賣、電子報與搜尋引擎…等五類中皆入選前五大知名品牌。比較Yahoo! 與

PC Home 發現，兩者皆以入口網站起家，並且使用該品牌名稱提供許多新式的

網路服務，例如：Yahoo! 知識家、Yahoo即時通、PC Home露天拍賣…等。根據

上述焦點團體結果認為網路品牌應以網路為交易平台，具有營利目的品牌，Yahoo! 

與PC Home也都符合上述定義。 

許多功能強大的入口網站的單一功能，有被消費者當作品牌的趨勢，例如

Yahoo拍賣，Yahoo Messenger，MSN Messenger，PC Home 露天拍賣...等等。在

某些項目中，知名品牌非常顯著（入口網站類、搜尋引擎、人力資源網站），受

訪者回憶出的品牌數也較少但在「拍賣網站」、「線上零售類」、「電子報類」、甚

至是「部落格經營類」上，則產生較多分歧的狀況，知名品牌較不集中外，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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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競爭品牌也較多。我們也發現線上零售與拍賣網站間較難區分，有區分錯誤的

情況，例如，將博客來或pay-easy放在拍賣網站類中。而根據焦點團體結果，電

子商務網站的類型，除網路品牌調查七大類外，也可補充加入「線上遊戲」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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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網路品牌調查結果 

網路品牌類型 品牌名稱 回憶人數 回憶百分比 

Yahoo 121 96.80% 

Google 86 68.80% 

MSN 52 41.60% 

Yam 69 55.20% 

入口網站類 

Pc Home 72 57.60% 

Yahoo 30 21.60% 

Pc Home 27 24.00% 

博客來 25 20.00% 

亞馬遜(Amazon) 19 15.20% 

線上零售類 

pay-easy 17 13.60% 

Yahoo 117 93.60% 

e-bay 86 68.80% 

露天(Pc Home) 58 46.40% 

Payeasy 7 5.60% 

拍賣網站類 

Kimo 3 2.40% 

Yahoo 46 36.80% 

PcHome 31 24.80% 

中時電子報 31 24.80% 

聯合知識網 25 20.00% 

電子報類 

ET today(東森) 8 6.40% 

104 118 94.40% 

1111 108 86.40% 

中時 5 4.00% 

101 4 3.20% 

人力資源網站 

青輔會 3 2.40% 

Google 123 98.40% 

Yahoo 104 83.20% 

PcHome 17 13.60% 

Yam 17 13.60% 

搜尋引擎類 

MSN 15 12.00% 

無名小站 120 96.00% 

天空 54 43.20% 

Yahoo 40 32.00% 

My space(MSN) 37 29.60% 

部落格經營類 

Pixnet 14 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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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好的網路品牌需具備何種條件 

焦點團體時我們討論了何謂「好」的網路品牌，當時焦點團體成員認為，優

良的網路品牌則應具有：虛擬情境實體化、各種資訊透明化、良好的後台管理、

好的網站設計、以及符合消費者預期這五項條件。發送「網路品牌權益」問卷，

時，我們也設計了一開放式問題詢問受試者：「您認為好的網路品牌還需要具備

何種條件」，以瞭解是否有其他異於焦點團體的概念出現，問卷結果大致上與焦

點團體結果並無差別，但從受試者的回答中，我們還發現消費者對於好的網路品

牌仍存有「低價」的期待，但同時好網路品牌也必須具有獨特性，以及好口碑/

高知名度。《表11》為焦點團體與問卷開放式問題結果整理。 

 

《表 11》什麼是好的網路品牌 

概念 概念敘述--焦點團體 概念敘述—網路問卷開放式題目 

虛擬情境的實體化 

 透過網路當媒介，但可當面交易 

 不限於透過e-mail，而是可有其他直接

聯繫方式：電話、見面 

 消費者期待在線上與線下有一致的互

動經驗 

 較願意購買在實體市場就有的品牌 

虛擬情境的實體化 

 誠信、親切 

 具有實體服務或展售處 

 重視客戶的需求並能立即回應 

 與使用者互動良好 

各種資訊(制度)的透明化 

 商品資訊的公開 

 營運資訊的公開：退換貨品機制 

各種資訊(制度)的透明化 

 資訊清楚 

 

後台的管理 

 運送速度 

 資訊安全性 

 顧客關係 

後台的管理 

 交易的保障 

 售後服務跟品質保障 

 

什麼是

好的網

路品牌 

網站的設計與內容 

 功能清楚、資訊有用 

 

 

 

 

網站的設計與內容 

 人性化/ 方便 

 創造明顯的CIS識別，並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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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念 概念敘述--焦點團體 概念敘述—網路問卷開放式題目 

符合預期 

 交易速度符合預期，約在付款後三到五

天取得商品 

 商品品質符合預期 

符合預期 

 送貨快/ 隨買隨送 

 品質和長相要和網路上看到的不

能差太多 

 其他 

 好口碑/高知名度 

 低價/價錢合理/提供比價資訊 

 商品風格本身具有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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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編制網路品牌權益量表 

一、 題目編寫過程 

網路品牌權益量表題項編寫，有以下幾個參考來源以及步驟： 

1. 第一次焦點團體中，受訪者對「好的網路品牌」的描述，將好的網路品

牌陳述句，轉換成問卷題項。 

2. 透過第二次焦點團體，釐清在 Aaker(1996)品牌權益架構中能否適用於

網路情境上的概念；是否有其他的概念出現，或者是可補充現有理論不

足的概念出現。第二次焦點團體發現，Aaker 的品牌權益指標，確實有

可修改之處，以符合網路使用情境。研究者再將第二次焦點團體訪談內

容，逐一轉換為問卷題項。《表 12》為第二次焦點團體結果與 Aaker

（1996）品牌權益構面的比較。例如，在網路品牌中，品牌忠誠度構面

除了議價的概念外，還可用網路品牌的優先選擇、停留時間長短…等來

代表消費者對於網路品牌的忠誠度。 

 

《表 12》第二次焦點團體結果與 Aaker（1996）品牌權益概念比較表 

 Aaker（1996） 第二次焦點團體結果 
品牌忠誠度 溢價 

消費者滿意程度 
溢價 
優先選擇 
停留時間 
使用習慣 
滿足需求 

知覺品質 知覺品質 
領導地位 

功能（質與量） 

領導地位 

創新 
品牌差異化 知覺價值 

品牌性格 
協助自我表達 

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 品牌知名度 

市場指標 市場涵蓋度 
市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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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考Aaker（1996）、Washburn and Plank(2002)、與 Christodoulides and 

Chernatony(2004)等研究，將其量表題目轉譯成中文。 

4. 使用Aaker（1996）品牌權益為主要概念，整理上述五組資料來源，將

概念類似的題目放在一起，共整理出92道題項。整理方式如《表 13》，

詳細整理內容請見《附錄 四》。 

5. 反覆閱讀所有題項，並篩除題意類似題項後，研究者再與指導教授逐一

討論，最後編制出網路品牌權益量表共37題。 

 

《表 13》 網路品牌權益問卷編寫過程範例 
概念 題目來源 

主

概

念 

次

概

念 

題目 W&P 

(2002)

Aaker

(1996)

C&C 

(2004)

1st

FG

2nd 

FG 

題目修改 

1. Yahoo 是高品質的 ◎     

2. Yahoo 的功能應該很棒 ◎     
3. 與其他品牌相比（需要

有 特 定 品 牌 ， 例 如
google），yahoo 是高品
質、品質一般、低品質
的 

 ◎    品

質 

4. 與其他品牌相比（需要
有特定品牌），yahoo
是最好的、最好的之
一、最差的、最差的之
一 

 ◎    

好的網路品

牌需要呈現

出高品質的

感覺 

 

5. 與 其 他 品 牌 相 比 ，
yahoo 是領導品牌、領
導品牌的其中之一、不
是領導品牌 

 ◎    

6. 與 其 他 品 牌 相 比 ，
yahoo 普及率很高  ◎    

7. 比其他競爭品牌，有越
多使用者，我會認為它
的品質越好 

    ◎ 

8. 好的網路品牌會被許
多人推薦他們的服務
或功能 

   ◎  

知

覺

品

質 

領

導

地

位 

9. 若好網路品牌比其他
競爭品牌，越受人歡
迎，我會認為該品牌的
品質越好 

    ◎ 

有好口碑才

是好的網路

品牌 

 

好的網路品

牌必有許多

使用者 

註 1：本表為簡表，僅供示範，詳細題目整理過程可見《附錄 四》 

註 2：FG 代表焦點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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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網路品牌權益表內涵 

首先，對網路品牌權益量表進行項目分析(item analysis)，篩除信度不佳的題

目後，量表由 37 題縮減至 33 題；網路品牌權益量表 cronbach’s α信度為.905。

將網路品牌權益量表與兩題效標求取相關後，得效標關連效度為.512。 

接著將網路品牌權益量表進行因素分析。進行因素分析前，先對資料進行

KMO 與巴氏球形檢定，確認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檢定結果請見《表 14》。

透過主成分分析法，轉軸方式為最大變異法，發現網路品牌權益含有五個因素，

變異解釋量為 52.77%，請參見《表 15》。分別將五個因素分別命名為：網站管

理、忠誠度、品牌聯想、自我表達以及知覺品質五項。第一項因素為「網站管理」，

主要在描述能夠提高品牌權益的網路操作手法，該因素含有 12 個題項，內容包

括經營資訊的透明化、訂購流程完整性、透過網路經營與消費者間的互動與顧客

關係…等等。第二項因素為「品牌忠誠度」，包含 6 個題項。此構面在於反應消

費者願意付出更多的時間或金錢在好的網路品牌上，對於好的網路品牌消費者亦

會優先選擇使用，甚至是不會輕易改變他們對網路品牌的使用偏好。「自我表達」

因素內含 4 個題項，本構面反映出消費者認為好的網路品牌是可以讓他們透過網

路介面的使用來表達自我風格。第四項因素為「品牌聯想」，共有 5 個題項，反

映出好的網路品牌應讓人容易聯想、回憶起它們的品牌名稱、商標、以及品牌個

性。「知覺品質」因素內含 6 個題項，該因素反映出消費者認為好的網路品牌應

有眾多使用者且具有好口碑，此外該網路品牌若能迎合使用者的需要並提供創新

的功能，皆有助於提升其品牌權益。 

 
《表 14》網路品牌權益之 KMO 與巴氏球形檢定結果 

Kaist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81 
    近似卡方分配 4751.930 
球形檢定    自由度 528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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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網路品牌權益轉軸後成分矩陣與因素變異解釋量 

  成份 

  

網站 

管理 

品牌 

忠誠 

自我 

表達 

品牌 

聯想 

知覺 

品質 

有好口碑才是好的網路品牌     .426 

好的網路品牌必有許多使用者     .692 

越好的網路品牌，其服務與功能越多     .672 

越好的網路品牌提供的服務越符合顧客的需要     .442 

越好的網路品牌其功能越創新     .479 

我會優先使用好的網路品牌  .569    

即使其他網站提供較低的價格，我仍願意在好的

網路品牌上進行交易 
 .608    

好的網路品牌讓我有正向、穩定的使用經驗  .597    

我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在好的網路品牌上  .729    

我會習慣性地瀏覽好的網路品牌  .594    

除非有未被滿足的需求，否則我不輕易改變網路

品牌的使用 
 .532    

好的網路品牌能與我有好的關係    .484  

好的網路品牌是很多人知道的     .578 

好的網路品牌是讓我覺得有價值的    .445  

好的網路品牌會有明顯的品牌性格    .682  

好的網路品牌能夠讓我很快回憶起他的名稱 

(或是標誌Logo） 
   .701  

越能清楚呈現品牌價值的越是好的網路品牌    .683  

好的網路品牌能讓我表達自己的個性   .642   

好的網路品牌能讓我自由選擇其功能   .738   

好的網路品牌能讓我自由選擇所要表達的風格   .761   

好的網路品牌能讓我自由選擇網路內容   .746   

好的網路品牌重視顧客服務 .681     

好的網路品牌會公開各項營運資訊（如服務或商

品資訊、退換貨方法、抱怨處理方式…等） .623     

好的網路品牌有盜用帳號的管理措施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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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網路品牌會保障交易安全 .765     

好的網路品牌會確保商品品質 .769     

好的網路品牌提供雙向且即時的互動 .636     

好的網路品牌提供有用的內容 .666     

好的網路品牌網站要容易使用 .669     

好的網路品牌訂購的商品不會讓顧客等太久 .659     

好的網路品牌商品要符合顧客的預期 .672     

好的網路品牌會重視與消費者的關係 .785     

好的網路品牌會經營與消費者的互動 .735     

各因素變異解釋量： 26.687% 36.686% 43.158% 47.935% 52.624%

整體因素變異解釋量： 52.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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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網路品牌權益的完整面貌 

Chien 與 Lee(2008)指出在建構網路品牌權益指標時應進一步釐清在各構面

下是否仍有單純化概念，以界定出詳盡的網路品牌權益衡量指標（indicators）。

再者細究每一構面題目，亦發現有些構面下題項很多，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單

獨針對每一構面進行因素分析後發現，網站管理與忠誠度皆可再細分出兩項指

標，而其餘三項因素-自我表達、品牌聯想、與知覺品質-則無法再萃取出其他指

標。 

首先，進行 KMO 與巴氏檢定，確認資料適合進行因素分析，檢定結果請見

《表 16》。因素分析後，網站管理可分為「營運方式」、「互動方式」兩項指標，

兩項指標的累積解釋量達 62.587%，請參見《表 17》。營運方式有 5 題，主要

在描述網路品牌業者如何透過經營手法以降低消費者對於網路使用的不確定

性；互動方式則有 7 題，在於描述業者如何透過網路介面與消費者進行良好的互

動。 

《表 16》網站管理之 KMO 與巴氏球形檢定結果 

Kaist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906 
    近似卡方分配 2434.095 
球形檢定    自由度 66 
    顯著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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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網站管理轉軸後成分矩陣與因素變異解釋量 

 成份 
  互動方式 營運方式 

好的網路品牌重視顧客服務  .711 

好的網路品牌會公開各項營運資訊（如服務或商品

資訊、退換貨方法、抱怨處理方式…等）  .688 

好的網路品牌有盜用帳號的管理措施  .775 

好的網路品牌會保障交易安全  .845 

好的網路品牌會確保商品品質  .737 

好的網路品牌提供雙向且即時的互動 .761  

好的網路品牌提供有用的內容 .781  

好的網路品牌網站要容易使用 .750  

好的網路品牌訂購的商品不會讓顧客等太久 .622  

好的網路品牌商品要符合顧客的預期 .601  

好的網路品牌會重視與消費者的關係 .630  

好的網路品牌會經營與消費者的互動 .647  

各因素變異解釋量： 53.642% 62.587% 

整體因素變異解釋量： 62.587% 

 

對品牌忠誠度進行因素分析前，仍先經過KMO與巴氏檢定分析資料的適切

性，檢定結果如下《表 18》。品牌忠誠度亦由兩項指標所組成：「使用偏好」與

「使用習慣」，兩項指標的累積解釋量達62.997%，請見下《表 19》。Aaker(1996)

對品牌忠誠的衡量指標為溢價與滿意度，其概念內涵接近本量表中的「使用偏

好」，使用偏好代表具忠誠度的消費者願意投入時間與金錢在該網路品牌上。而

使用習慣則代表好的網路品牌會建立起消費者一致的使用習性，是一種使用的黏

著性，此概念是以往在品牌權益與網路品牌權益研究接沒有出現的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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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品牌忠誠度之 KMO 與巴氏球形檢定結果 

Kaist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26 
    近似卡方分配 732.664 
球形檢定    自由度 21 
    顯著性 .000* 

 

《表 19》品牌忠誠度轉軸後成分矩陣與因素變異解釋量 

 成份 
  使用習慣 使用偏好 

我會優先使用好的網路品牌  .685 

即使其他網站提供較低的價格，我仍願意在好的網

路品牌上進行交易 
 .749 

好的網路品牌讓我有正向、穩定的使用經驗  .776 

我願意花較多的時間在好的網路品牌上 .780  

我會習慣性地瀏覽好的網路品牌 .841  

除非有未被滿足的需求，否則我不輕易改變網路品

牌的使用 
.693  

各因素變異解釋量： 45.815% 62.997% 

整體因素變異解釋量： 62.997% 

 

綜合上述分析，本研究初步建構出真正以顧客為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概念結

構（請參見《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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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顧客基礎網路品牌權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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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網路品牌權益的預測力 

為確認網路品牌權益所發展出的概念具有預測力，研究者將五個網路品牌權

益概念作為預測變項，來預測消費者的行為。消費者的行為，在問卷中以兩個題

項為代表，一為「一旦被我認定是好的網路品牌，我會固定使用」，一為「一旦

被我認定是好的網路品牌，我會向親友推薦」。 

將資料進行同步迴歸分析，將所有預測變項全部一起納入迴歸模型中，下《表

20》顯示網路品牌權益的五個變項對於消費者行為的解釋力為 29.4%，調整過的

解釋力則為 28.3%。《表 21》則可看出模式考驗的結果，指出迴歸效果達顯著水

準( F(5,323)=26.955，ρ=.000)。進一步對獨變項進行事後考驗，從下《表 22》

看出，品牌聯想、品牌忠誠與網站管理皆對消費者的行為有顯著預測力。根據《表

22》我們可得到最終方程式如下： 

消費者行為(Y)＝.123 - .008 知覺品質+.326 品牌聯想+.008 自我表達+.322 品牌忠 

誠+.313 網站管理 

《表 20》迴歸分析模式摘要 

變更統計量 

模

式 R R 平方 

調過後

的 R 

平方 

估計的標

準誤 
R 平方改

變量 F 改變

分子自

由度 

分母自

由度 

顯著性 F 

改變 

1 .543(a) .294 .283 .59827 .294 26.955 5 323 .000＊＊

a  預測變數：(常數), 網站管理, 自我表達, 品牌忠誠, 品質, 品牌聯想 

 

《表 21》變異數分析 

模式   平方和 自由度 平均平方和 F 檢定 顯著性 

迴歸 48.239 5 9.648 26.955 .000＊＊

殘差 115.609 323 .358  

1 

總和 163.848 328  

a  預測變數：(常數), 網站管理, 自我表達, 忠誠, 品質, 品牌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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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係數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123 .364  .339 .735 

 知覺品質 -.008 .075 -.006 -.108 .914 

品牌聯想 .326 .079 .244 4.111 .000＊＊ 

自我表達 .008 .055 .008 .139 .889 

品牌忠誠 .322 .072 .249 4.496 .000＊＊ 

1 

網站管理 .313 .083 .206 3.78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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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使用動機與網路品牌權益之檢驗 

在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指標建構同時，請受試者一同填寫網路使用動機

問卷，再將此網路使用動機問卷與顧客基礎的網路品牌權益指標結果一同處理。

本研究採用張卿卿（2006）網路使用的三大類動機：資訊蒐集、人際互動、娛樂

消遣。該研究探討「資訊蒐集」、「人際互動」與「娛樂消遣」等三類網路使用動

機。網路品牌權益，則採用上述研究結果，取七大網路品牌構面：知覺品質、使

用偏好、使用習慣、品牌聯想、自我表達、互動方式、營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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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型相關分析摘要表請見《表 23》。根據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抽取大於.4 以上之

迴歸係數，可進一步描繪出「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請見《圖 10》。 

 
《表 23》網路使用動機與網路品牌權益概念的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 

典型因素 典型因素 
動機變項 

χ1 χ2 χ3 

品牌權益

變項 η1 η2 η3 

資訊蒐集 -.918 -.166 -.361 知覺品質 -.751 .085 -.275 

人際互動 -.099 .945 -.313 使用偏好 -.417 -.492 -.426 

娛樂消遣 -.461 .571 .679 使用習慣 -.242 .034 .032 

    品牌聯想 -.439 .476 .136 

    自我表達 -.506 .513 -.193 

    互動方式 -.789 -.357 .474 

    營運方式 -.841 .032 .042 

抽出變異

數百分比 
.355 .415 .230 

抽出變異

數百分比
.368 .124 .077 

重疊量數 .065 .028 .009 重疊量數 .067 .008 0.003 

    ρ2 .182 .068 .037 

    ρ .427** .260** .193* 

    Sig. .000 .000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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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典型相關分析徑路圖 

   

從典型相關分析摘要表與徑路圖可發現三對典型相關係數均達.05 以上的顯

著水準。第一對典型相關係數ρ1=.43(p=.000＜.001)，代表χ1 可解釋η1 總變異

量(ρ2)的 18.2%；第二對典型相關係數ρ2=.26(p=.000＜.001)，χ2 可解釋η2 總

變異量的 6.8%；第三對典型相關係數ρ3=.19(p=.050)，χ3 可解釋η3 總變異量

的 3.7%。 

第一對典型相關由χ1 與η1 組成。資訊動機與娛樂動機可解釋 35.5%的χ1

變數。品質、使用偏好、使用習慣…等七項網路品牌權益則可解釋 36.8%的η1

變數。由第一對典型相關分析中可看出，資訊與娛樂需求越低的使用者，他們對

於「品質」、「使用偏好」、「品牌聯想」、「自我表達」、「營運方式」與「互動方式」

的重視程度也越低。反之，若使用者資訊與娛樂需求越高時，使用者應越重視網

路品牌的品質、使用偏好、品牌聯想、自我表達、營運方式與互動方式。 

第二對典型相關由χ2 與η2 組成。人際與娛樂動機可解釋 41.5%的χ2 變

數。品質、使用偏好、使用習慣…等七項網路品牌權益可解釋 12.4%的η2 變數，

χ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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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1 

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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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3**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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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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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其中又以使用偏好、品牌聯想、自我表達三項變數對η2 的影響最大。因此，

由第二對典型相關分析中得知，當使用者的人際與娛樂動機越高時，越重視該網

路品牌有好的「品牌聯想」且能令他們「表達自我」；但在人際與娛樂動機越高

時，消費者則較不重視他們的使用偏好。 

第三對典型相關分析則由χ3 與η3 組成。資訊、人際與娛樂動機共可解釋

23%的χ3 變項。品質、使用偏好、使用習慣…等七項網路品牌權益則可解釋 7.7%

的η3 變數，其中以使用偏好、營運方式兩項對η3 的影響最大。由第三對典型

相關分析中看出，當高娛樂需求，低資訊低人際需求時，消費者重視該網路品牌

的「互動方式」，但卻較不重視其使用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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