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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年來，隨著網際網路的狂熱和消費行為的改變，網路商店的銷售額逐

年的成長，網路商店最常使用的促銷方式便是價格折扣，因此本篇論文

主要是探討在網路購物的一些外部訊息（如折扣幅度、品牌知名度、網

路商店知名度）對網友知覺和購買意圖的影響。 本研究採 2（高低網路

商店知名度）x2（高低品牌知名度）x2（高低折扣幅度）的實驗設計的

方法，透過 MANOVA、和 LISREL 兩階段方式等統計方法來檢驗研究假

設，並以產品知識為干擾變數，來檢驗產品知識對整體模型的影響，所

得到的結論如下： 1. 不同網路商店知名度下，不同折扣幅度對知覺品質

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2. 品牌知名度對知覺品質的影響是顯著的 3. 不同品



牌知名度下，不同折扣幅度對於知覺品質的影響都是不顯著。 4. 網路商

店知名度對網路商店形象的影響是顯著的 5. 知覺品質、知覺價值、網路

商店形象、購買意圖之間的關係是顯著的 6. 不同產品知識（高低）下，

折扣幅度對知覺品質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7. 不同產品知識（高低）下，

品牌知名度對知覺品質的影響是一樣的。 8. 不同產品知識（高低）下，

網路商店形象對購買意圖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摘要

(英) 

In recent years, the sales of internet stores are growing. When people are shopping 

on the internet store, they will consider some information that internet stores 

provide. The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external messages 

on consumer’s perception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The experiment is with 2 x 

(different internet store awareness ) ×2(Brand awareness of the product ) 

×2(different discount level) factor design, and the hypothesis was examined by the 

statistics of MANOVA and LISREL. The main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are as 

follows: 1. In different internet store awareness,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discount 

level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different. 2. The effect of the Brand awareness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significant. 3. In different Brand awareness, the effect of the 

different discount level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not significant. 4. The effect of the 

internet store awareness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significant. 5. In different product 

knowledge of the consumers, the effect of discount level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different. 6. In different product knowledge of the consumers, the effect of Brand 

awareness on perceived quality is the same. 7. In different product knowledge of 

the consumers, the effect of portal web awareness on Purchase Intentions is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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