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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本章共分研究結論、研究限制與研究建議三節。研究結論陳述本研究的三項

發現，一為網路品牌權益的特殊之處；二為顧客觀點下的網路品牌權益；三為瞭

解消費者的個別差異（網路使用動機）是否影響網路品牌權益的選擇。研究限制

則闡述本研究執行過程中的問題與瓶頸。最後，則透過本研究結果，提出實務與

未來學術發展的相關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論 

本研究發現網路品牌權益具有網站管理、忠誠度、自我表達、品牌聯想與

知覺品質五大因素。網路品牌權益的五大因素與Aaker（1996）品牌權益相較下

可發現，品牌聯想與知覺品質在網路品牌權益中仍被保留，顯示不論是網路品牌

亦或是實體品牌其品牌忠誠度、品牌聯想、與知覺品質都是提升品牌權益的重要

因素。除了發現與Aaker(1996)品牌權益相同概念外，研究也看見網路品牌權益的

特殊之處：「網站管理」、「自我表達」與「品牌忠誠度（內涵與Aaker概念不同）」。

而當研究資料皆由消費者出發時，我們亦發現品牌權益概念在消費者觀點下與行

銷觀點下的不同，即是消費者重視網路品牌權益的使用習慣與知覺品質概念。最

後，研究發現在不同動機下的消費者，他們重視網路品牌權益的構面也不同，此

結果延伸意義為消費者的個別差異必須被行銷者所重視。 

一、網路品牌權益特殊之處 

目前使用的品牌權益概念，主要是基於實體行銷環境下所發展出來，而網路

虛擬環境與實體環境有著不同的經濟運作模式(林新慧與盧希鵬，2004)。透過本

研究可發現，網路品牌權益與實體品牌品牌權益的皆重視品牌的品質、品牌聯

想；而兩者間差異在於，網路品牌特有的「網站管理」以及消費者的「自我表達」，

且網路品牌權益的「品牌忠誠」內涵也有所不同。 

網路本身為一虛擬平台與實體通路最大的差異是，透過網路販賣的商品或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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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皆是消費者難以直接觸及，甚至是難以透過網路直接評估產品，進而造成消費

者對於網路品牌的不信任，在此情況下如何透過網路的力量提升品牌權益，「網

站管理」便是經營者必須重視的方向。在網站管理下的題項皆來自於第一、二次

焦點團體時消費者對好的網路品牌的期待，如，重視交易安全、各項營運或商品

資訊的透明化、商品訂購的完成度、即時性的互動….等等。實際上，網站管理

為本量表中最大之因素結構，共佔12題，因素負荷量達26.69%；本因素由兩大指

標所構成一為「營運方式」，另一為「互動方式」。「營運方式」代表網路業者透

過各式經營手法以降低消費者對於網路使用的不確定性，該指標給我們的啟示為

經營者需洞悉消費者對於網路交易的害怕之處，針對此加以改善，例如，目前許

多購物網站皆設有SSL加密機制來保障消費者的交易安全，或是讓消費者能透過

網路追蹤目前貨物的流向…等等。「互動方式」代表業者如何透過網路介面與消

費者進行良好的互動，當網路作為一溝通媒體時，其本身便具有「雙向溝通」的

特質，而互動性不僅是網路與其他媒體最大的差異(Ko etal., 2005; Liu and Shrum, 

2002)，也是構成網路品牌權益的概念之一。與消費者的互動性概念的出現，代

表消費者對於網路媒體的期待，他們預期網路業者能夠提供更多、品質更好的互

動方式。 

 就如同我們用穿著Nike的球鞋來代表自己是及之及行（Just do it!）的人，在

實體品牌中可見到消費者對物品的使用即是自我概念的延伸。網路技術的進步，

讓網頁可以消費者偏好的方式呈現，例如能夠自訂版面的內容、顏色…等等，在

網路品牌中消費者同樣期望與他們使用實體品牌一樣，能夠將網路品牌的使用視

為延伸自我的象徵。在消費者「自我表達」部分，其中除了反映出客製外觀念外，

更重要的是消費者能夠藉著網路的使用來表達自我的風格，例如，喜歡簡潔風格

的消費者使用Google，愛好熱鬧、版面豐富的使用者卻會選擇使用Yahoo!。 

 最後，在品牌忠誠內涵上網路品牌權益的概念也與傳統品牌權益概念有所不

同。在Aaker(1996)理論中品牌忠誠代表價格溢酬與顧客忠誠度，但在網路世界

中，網站與網站間僅有一鍵之隔(one click away)，使用者要轉換網站是非常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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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在這樣的通路特性下，如何產生網路品牌忠誠度便是重要議題。此外，

在網路品牌中價格溢酬概念也未必適用，消費者並不直接對某個網路品牌進行消

費，因此如何將溢價概念轉換成網路品牌適用的內涵，也是不可逃避的議題。透

過焦點團體的討論，我們發現對網路品牌來說品牌忠誠度代表「使用習慣」與「使

用偏好」。網路品牌的使用偏好與使用習慣可以當作是一種網路的黏著性，越能

夠讓消費者產生使用習慣與使用偏好的網路品牌，因為消費者在上面瀏覽的時間

增加，越能夠產生經濟效益，例如：越多人點閱的網站，越能夠爭取到廣告商，

或是消費金額的增加，自然品牌的價值也越高。  

二、顧客觀點下的網路品牌權益 

Christodoulides and Chernaton (2004)對網路業者與學者等採用半結構是訪談

法，找出衡量網路品牌權益的十項指標，而本研究則完全由消費者的視角出發，

訪問網路品牌使用者。比對兩研究可發現，Christodoulides and Chernaton提出網

路品牌權益指標均涵蓋於本研究分析出來的概念結構之下，例如網站設計、忠誠

度、自我表達與品牌聯想；反觀本研究所發現的「使用習慣」與「知覺品質」等

概念，Christodoulides and Chernaton的研究並未提出，相關概念比較請參見《表 

24》）。此二研究結果之差異可以讓我們一窺消費者與行銷者觀點間的不同，例

如，消費者重視的使用習慣與知覺品質概念，並未被行銷者所察覺。 

此外研究發現自我表達網路品牌權益中是一相當特殊的因素（心理因素），

此因素主要反映了消費者期望透過網路品牌的使用來表達其自我概念與展現自

我風格。此因素不僅是網路品牌權益獨有，甚至是一般品牌權益也未曾發現。在

技術的進展下，網頁已可用消費者偏好的方式呈現，例如能夠自訂版面、自訂內

容內容、顏色…等，透過這樣的過程，來由使用者自己訂做出「個人化」的使用

介面，在此品牌的個性以不再是重點，取而代之的是消費者能夠透過網路品牌的

使用展現自己的個性，而品牌也透過此方式達到所謂品牌共鳴(brand resonance)

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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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對品牌權益的研究來說，一向較重視建構出跨品牌、跨產品的概念，甚少對

於消費者「個別差異」進行描述，但由自我表達概念中，或許指引出品牌權益的

研究可往「個別差異」的方向進行，並進一步、更精緻地區分出消費者的各種個

別差異，及在不同個別差異下消費者所重視的不同品牌權益指標。 

 

《表 24 》本研究與 Christodoulides& Chernaton (2004) 研究比較 

C. ＆ C. (2004) 的概念 本研究的概念命名 

Site Design 網站設計 

Customer Service 顧客服務 

Order fulfillment 訂購完成度 

Website Logs 網站登入 

網站營運方式 

Interactivity 互動性 

Communities 社群 

Brand Relationship 品牌關係 

互動性 

 忠誠度：使用習慣 

Online Experience 線上經驗 忠誠度：使用偏好 

Customization 客製化 自我表達 

Relevance 相關性 品牌聯想 

 知覺品質 

 

三、不同使用動機下的網路品牌權益 

在典型相關分析中，首先可看到，消費者的網路使用動機並不單純，在三組

典型相關的潛在變項，皆由兩組以上動機組成：第一組是資訊與娛樂動機，第二

組由人際與娛樂動機組成，第三組則由資訊蒐集、人際互動與娛樂消遣三項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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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其中三組潛在變數，皆含有「娛樂消遣」動機，顯見娛樂動機對網路使用

者來說相當重要，換句話說，網路的使用本身可能就是一種娛樂。 

此外，從典型相關分析結果，即可看出在不同動機下的消費者，他們重視網

路品牌權益的面向也不同。當使用者資訊與娛樂需求越高時，越重視網路品牌的

知覺品質、使用偏好、品牌聯想、自我表達、營運方式與互動方式，其中又以互

動方式、營運方式及知覺品質三者最為重要。以目前台灣最強勢的網路品牌

Yahoo!為例。對知覺品質來說，Yahoo!即擁有高知名度、高口碑、使用者眾多，

並且也提供了許多業界創新的功能給消費者使用（Yahoo!提供多種資訊與娛樂功

能，例如新聞、搜尋引擎、知識家、手機、電影…等來同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當消費者出發點是人際與娛樂動機時，他們在乎的因素轉變成品牌聯想與自

我表達，尤其自我表達對於人際互動強的使用者來說更為重要，或許是透過網路

品牌協助其自我表達時能令其他人更加瞭解該使用者，達到人際互動目的。以人

際互動為主要訴求的部落格經營業者為例，幾乎各家部落格都能讓使用者自訂版

面與選擇不同的風格，這即是在滿足消費者的「自我表達」。 

既然不同消費者重視的網路品牌權益也不同，那麼若行銷者能在消費者使用

該品牌網站前即瞭解多數消費者的使用動機，便能夠根據他們的需求，搭配相對

應的網路品牌權益，設計出適配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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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執行時所遭遇之困難與瓶頸，有下列五點，分別是：樣本與母群有些

微差距、品牌知名度概念未出現於網路品牌權益中、品牌權益概念未以真實品牌

作為研究材料、效標變項較為狹隘與未能將品牌權益概念轉換為實際品牌價值。

以下分別詳述之。 

1. 抽樣樣本與母群有些微差距。根據調查，台灣地區男女上網比率，男性為

55%，女性為 45%，男女比率平均；但本研究中，受訪者則女多於男性，研

究樣本中女性比率為 61%，男性為 39%，此比率與母群體有些微差距。雖

經統計檢定後，發現樣本中男女性的作答反應並無顯著差異，但仍無法證

實，本研究結論能否代表整個母群的看法。 

2. 品牌知名度概念使否消失。在網路品牌權益架構中，並沒有出現 Aaker(1996)

提出的品牌知名度概念。針對此一現象 Washburn and Plank’s (2002)指出品牌

聯想與品牌知名度雖指稱不同意義，但兩概念之間相關程度太高，概念之間

並不容易區辨。因此研究者推測，在網路品牌權益中品牌知名度概念並沒有

消失，而是被併入品牌聯想概念之下。 

3. 品牌權益概念未以真實品牌作為研究材料。在本研究中，僅詢問消費者對於

理想網路品牌的看法，並未以真實品牌做為研究材料。雖然僅詢問消費者對

理想網路品牌的看法，以使研究者大致勾勒出網路品牌權益的面貌，但後續

面臨的問題是，此概念是否具備外部效度- -能否廣泛應用於所有網路品牌之

上。因此期望後續研究者，能以真實品牌作為研究材料，對本概念進行效度

驗證工作。 

4. 效標變項較為狹隘。在研究中，僅以「一旦被我認定是好的網路品牌，我會

固定使用」、「一旦被我認定是好的網路品牌，我會向親友推薦」兩個題項作

為效標，這兩個題項分別代表「使用行為」及「口碑」；但在消費者行為研

究中，可作為效標或預測變項的還包括「喜好」、「使用意圖」「使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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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是「實際購買金額」…等等。但研究之初考量若問卷題目過多，將會降

低受訪者的填答意願與填答正確率，因此只挑選了較為重要的兩個題目。 

5. 未能將品牌權益概念轉換為實際品牌價值（錢）。對業者來說，品牌存在的

終極意義應是該品牌可以吸引消費者掏出多少錢來購買，因此過去品牌權益

概念皆設法將品牌權益轉換成實質的經濟效益。但本研究中，僅能設法釐清

網路品牌權益概念，並無法將網路品牌概念轉換為實際的經濟效益。此部

分，還望有志於此的學者繼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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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建議 
本節分「行銷意涵」與「未來學術發展」兩項。行銷意涵欲透過上述研究結

果歸納出的重點，作為電子商務業者建立網路品牌時的參考。未來學術發展，則

提出在此研究議題下尚未被解決的主題，冀望有志於網路品牌研究的學者能夠繼

續發展相關研究。  

一、 行銷意涵：如何打造強勢網路品牌 

根據研究結果，電子商務經營者在打造網路品牌時，需注意下列四點，方能

創造強勢的網路品牌。 

1. 強化網站管理機制。網站管理包含了網站的經營方式及網站與消費者的互動

方式，這可說是網路品牌的「基礎建設」。由於網路上的交易仍存著許多不

確定性，因此網路品牌能夠清楚公開網站經營資訊、保障交易安全、保證商

品品質、透過網路介面經營顧客關係…等，都能另使用者這是一個優良的網

路品牌，也能夠降低使用者對於網路的不安全感。 

2. 滿足消費者自我表達的需要。網路技術的進步，讓網頁可以消費者偏好的方

式呈現，例如能夠自訂版面的內容、顏色…等等，在網路品牌中消費者同樣

期望與他們使用實體品牌一樣，能夠將網路品牌的使用視為延伸自我的象

徵。在消費者「自我表達」部分，其中除了反映出客製外觀念外，更重要的

是消費者能夠藉著網路的使用來表達自我的風格，例如，Google 開發出「i 

Google」，它不僅讓使用者能夠選擇不同的網路工具（如：天氣、字典），還

能讓使用者自訂版面顏色與風格，即使大家都使用同一個 i Google，每個人

還是會有獨一無二的使用介面。此風氣似乎也蔓延到學術網路中，政治大學

最近開發出類似 i Google 的「i NCCU」網站，讓嚴肅的學術網路多了許多

使用樂趣。 

3. 提升網路品牌的知覺品質。由於網路品牌的品質消費者不容易直接衡量，因

此網路品牌可透過以下幾種方式來提升使用者對該品牌的知覺品質，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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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網站必須累積好的口碑，建立有高知名度。網站使用者越多，也越能吸引

其他潛在使用者前來，例如，許多朋友在 Pay easy 上面購物，那麼當我要購

物時也會優先考慮使用 Pay easy。網路品牌也必須開發創新的功能（或服

務），且這些功能能夠切中使用者的需要。 

4. 瞭解自身網路品牌的使用者動機，搭配相對應的網路品牌權益，設計出適配

網站。例如：無名小站，使用者多為人際互動需求，該網路品牌就應以發展

高度個人化的使用介面以滿足消費者重視的「自我表達」概念。 

 

二、未來學術發展 

網路品牌權益乃一新興研究主題，需要許多投入與付出，研究者認為此一主

題未來可延伸的學術研究議題包含下列三項： 

1. 本研究編制之顧客基礎網路品牌權益量表及效度的檢核，在目前的學術研究

上都是亟需具備的。因此，本研究計畫的成果將為學術研究領域奠定更紮實

與完整的基礎。而在確認網路品牌權益的五大構面與七項指標，且定出網路

品牌各指標操作型定義後，便能開始進行實驗型研究，探索各指標對於網路

品牌權益建構的單純化效果。 

2. 網路品牌權益架構尚未以真實品牌進行驗證。後續研究可考慮修改本研究編

制之顧客基礎網路品牌權益量表，改以真實品牌進行施測，使之更符合電子

商務業者需要。若量表改用真實品牌，電子商務業者應更容易進行自我評

估，並藉由量表結果檢討現有行銷策略，甚至發展出更有效的網路品牌行銷

策略。 

3. 本研究藉助傳播理論的藉助使用與滿足帶來的啟發，來研究不同消費者使用

動機，對品牌權益的影響。日後企望能更精緻地區分出消費者的各種個別差

異，及在不同個別差異下消費者所重視的不同品牌權益指標；以提供經營者

在不同市場區隔下，發展不同的品牌經營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