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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虛擬社群中網友的互動特性一直是網際網路最人性化的表現，然而目前對

於虛擬社群互動關係在時尚界所造成的消費影響，以及時尚流行虛擬社群

如何與消費者間溝通的相關研究尚付之厥如。有鑑於此，本研究以虛擬社



群為主題，探討時尚虛擬社群的人際互動的相關議題，所欲達到研究目的

共有四點：一、分析時尚虛擬社群之互動特質，二、歸納時尚虛擬社群之

需求期望，三、比較國內時尚虛擬社群與西方時尚虛擬社群的互動差異。

四、建議時尚虛擬社群的管理方針。 本研究以紮根理論研究程序進行時

尚虛擬社群資料蒐集與分析，並歸納得出人際互動構面圖，結果顯示時尚

虛擬社群成員會先診斷自我對時尚訊息分享的需求，進而進入到時尚虛擬

社群與其他成員互動。互動又分淺層的時尚訊息交換互動與深層的時尚心

靈互動，最後再到達人際互動階段中的群體認同，此為成員進入時尚虛擬

社群進行人際互動的完整過程。 透過時尚人際互動構面圖，本研究得到 8

個命題： 命題一、越不贊同實體時尚世界中保守型與盲從型群體壓力的

消費者，越傾向進入虛擬世界中的時尚虛擬社群，以求突破實體世界中群

體壓力給予時尚的束縛。 命題二、越能夠提供分享經驗(時尚產品使用經

驗、購物經驗)的時尚虛擬社群，則越能夠滿足時尚消費者的需求。 命題

三、當時尚愛好者在進入時尚虛擬社群中所需要的適應時間越短(了解環

境、了解互動脈絡)，則越有助於成員進行訊息交換。 命題四、時尚愛好

者於時尚虛擬社群中越能表現禮貌性的互動語言，則其所提供之時尚訊息

與人的價值性越高；反之，若越不注重語言的禮貌性，則其所提供之時尚

訊息的價值性會隨之降低。 命題五、時尚虛擬社群所提供的價值訊息越

多，則有助於該成員提昇個人於時尚虛擬群體中的地位。 命題六、越傾

向於時尚虛擬社群中進行訊息交換的時尚愛好者，則對於時尚流行的態度

越有自主權。 命題七、時尚虛擬社群成員心靈互動的條件( 情感交流、友

誼建立、人際擴充)越完整之下，則時尚社群的人際互動網絡越緊密。 命

題八、時尚虛擬社群中成員越能表現出集體的認同與行為(發表共同聲

明、意見等)，則顯示該社群的自主性越高，社群的自治能力也越強。 研

究最後並針對虛擬社群互動關係提出探討，提供業界作為策略規劃之建

議。  

摘要

(英) 

The interaction of users in virtual community (VC) has been the most humanized 

expression by Internet. However, it is so regrettabl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search 

on how interaction of users in VC affecting Fashion consumer behavior and also 

how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could be used to communicate with consumer.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made to seek for the answers of human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and the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1. To analyze the intera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users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2. To categorize the need of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3.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 of user’s interaction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 and 4. To provide the suggestions on managing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is study i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which analyzes the human 

interaction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based on the technical process of grounded 

theory. The result of this study proposes a model of human interaction process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which includes four steps. First, fashion consumer 

would self-inspect the needs to share fashion information to others in order to enter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After the self-inspect has been done, they will likely to 

give out general information of fashion to touch the superficial interaction with 

others in Fashion VC. Then they will process to the step three which is the inner 



human interaction in Fashion VC. The last, they will achieve the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model of human interaction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is study has come out 

eight thesis statements. Thesis 1. Consumers who do not submit to the collective 

pressure from conservatives and followers in the off-line world would likely join the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esis 2.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with fashion 

experience (product experience, shopping experience, etc.) included would likely to 

satisfy the needs of fashion consumers. Thesis 3. The lesser time fashion consumers 

spend on adapting to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e quicker they will exchange 

fashion information. Thesis 4. Consumers with polite interactive language will 

increase the value of fashion information they provided. Thesis 5. Consumers who 

provide more valuable fashion information will promote his/her own position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Thesis 6. Consumers who love to share fashion 

information with others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would likely possess more 

authority on fashion. Thesis 7. Consumers in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with more 

inner interactive terms (emotion exchange, friendship build-up, relationship 

enlargement, etc.) would organize a close human interactive network with others. 

Thesis 8.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is more autonomous when fashion consumers 

in it present more col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behavior. At the end,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interaction of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and provides strategies on 

how to manage a Fashion virtual community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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