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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行動商務與電子商務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可隨時隨地透過手機上網取得

服務，故便利一直是行動商務的訴求重點。本研究的目的即是探討手機

的便利性構面對於消費者付費使用行動商務服務意願的影響。 本研究以

手機使用者為研究對象，經由實證架構的建立，利用問卷調查及便利性

抽樣的方式，獲得 239 個有效樣本。研究結果發現有三：1.使用過行動商



務的比例高，約在六成以上，但願意付費的金額尚不高，約在 300 元以

下，顯示消費者尚無付費使用的習慣。2.消費者每月手機帳單金額與願意

支付因使用行動商務而增加的手機通信費用的額度呈現正相關與線性相

關，表示每個月手機通信費帳單愈高的人，其願意支付行動商務通信費

用的額度也愈高。3.消費者對於生活實用的行動商務服務項目較願意付費

使用，而手機的「空間便利」之特性最為消費者所需要，行動商務服務

中的「服務便利」得到消費者一致認為對於付費意願有極高的影響。  

摘要

(英) 

Accord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ellular phones, the mobile commerce is 

considered a new star of communic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in Taiwan. 

Convenience is the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mobile commerce and electronic 

commerce.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the convenience 

of cellular phones on the willingness-to-pay of mobile commerce. Survey research 

is conducted and the population is the user of cellular phones. We had collected 239 

valid samples by convenience sampling. The major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The 

proportion of consumers who have used the service of mobile commerce is high, 

above 60%, but the amount of willing-to-pay is low, below 300 NT dollars. It 

shows that consumers don’t have the habit of paying for mobile commerce yet. 

2.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mount of the cellular phone bill and the amount of 

willing-to-pay for mobile commerce is positive and linear correlative. It shows that 

the more the cellular phone bill costs, the more the consumer is willing to pay for 

the service of mobile commerce. 3.Consumers are more willing to pay for the 

practical service of mobile commerce. The “Space Convenience” of cellular 

phones is what consumers need most. The “Service Convenience” of mobile 

commerce is thought to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willingness-to-pay of mobile 

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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