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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Internet 的發展使得自己動手理財變得較為容易，也改變了傳統的交易方

式，傳統式的金融商品逐漸轉變成網路金融商品，電子式服務大幅提升服

務速度，延長服務時間，擴大服務範圍。近年來，國際間金融市場緊密度



愈來愈高，國際金融業經營逐漸從以商品為中心轉為以顧客為中心，政府

於 2001 年開放金融控股公司設立，要如何提升業務競爭力，已成為金控

公司重要的課題，各金控公司擁有大量客戶及多樣的金融商品，也讓金融

業者開啟更大的發揮空間，金融控股公司如果能夠了解現有客戶對於網路

金融商品的的使用經驗及未來需求，將可有助於金控公司擬定網路金融商

品的行銷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主要是要探討網路金融商品的消費者使用

影響因素，研究方法則採問卷調查方式進行，以定性化問項方式進行，利

用各問項之調查結果進行分析，分析網路金融商品的消費者使用影響因

素。 本研究的具體成果有四；1.消費者對網路金融商品或服務熟悉程度最

高者為證券網路下單，高交易金額與高交易頻率消費者偏好使用 AP 報價

系統；2.在影響網路消費者透過網路進行買賣金融商品的原因依序為便利

價值、服務價值、功利價值及資訊價值；3.對於網路消費者期望金控公司

未來應增加的網路金融商品或服務的優先順序，為平台需求、資訊需求、

服務需求及產品需求;4.手續費折扣及贈品等優惠對於網路消費者的影響程

度，還低於消費者對金控服務通路，及企業形象的需求，因此金控公司可

挾其經營規模及資源，輔助行銷活動。 另外，本研究有二項對金控公司

的建議為 1.網路消費者對於電子平台的需求迫切度高，而要提供優質的電

子商務平台是需要高成本，金控可藉由資本來強化電子交易系統穩定度、

功能及速度改善，利用平台優勢進行業務競爭；2.現有網路消費者中對於

金控公司的網路金融商品與服務使用經驗差異頗大，金控公司應強化交叉

銷售策略，重覆教育客戶使用不同的網路金融商品或服務，如此將可以在

既有客戶中創造出新的價值。  

摘要

(英) 

It is become more easy for manage oneself’s finance 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and It change the tranditional way of operation either. Traditional finance 

product is gradually become online finance product, E-commerce has raise-up 

thyeir services speed streets,prolong service time, enlarge service area. By recently,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 build up tightly,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ers 

manage their business gradually change their duties center from product to 

customer. The parent company was established by government has open up attitude 

in Year of 2001, know how to enhance business operation is a matter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holding company. Each parent company own their voluminous 

customers and variety finance product, Hence, finance narket owner could open 

more space for development,If holding company could understand current 

customers in using experience of internet finance product and future need, thus will 

be help to holding company in devise marketing strategy. The main purpos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confer the Analysis of Consumer Usage Factors for Online Finance 

Product.The methodology is adoptive by these results of cross analysis of individual 

questionary survey, demonstration questionary, and other kinds of questionary 

survey, and find out the influential. This research. had four specific results;1.The 

grading of familiar, The highest is stock online trading;2.The high trading volume 

and the high trading frequency consumer prefer the application system for stock or 

future/option quotation..The influence the reasons of internet consumer by using 

internet for their online finance product, in order is convenience value, service 

value, utilitarian value and information value;3.For the internet consumer expect the 



finance company should be provide the online finance product or service,in order is 

platform requirement, information requirement,service requirement and product 

requirement;4.For the influence level,the favors of brokerage discount and gift was 

below the service channel and enterprise image for the network consumers.So 

finance holding company can use it’s operation scope and resource base to help 

the promotion. Additional,this research had two suggest to finance holding 

company;1.The E-commerce platform is highest requirement for Network 

consumer.But to build a high quality E-commerce platform needs high cost.So the 

finance holding company can strengthen the online trading system’s 

stability,function and speed by company’s capital.Using the platform advantage to 

business competition;2.The current customer used experience of the finance holding 

company’s online finance product or service was a large difference.The company 

should strengthen cross sale strategy.To repeat traning the customer to use the 

different’s online finance product or service,then the company create new value 

from the old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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