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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隨著台灣寬頻網路快速崛起和網路普及化呈現倍數成長的趨勢，消費者對

於電子商店的接受度正在逐漸升高。資策會預估，2005 年電子商務市場將

大幅成長達 501 億元。由於市場商機的浮現，企業紛紛加入電子市集的經



營，藉由資訊技術門檻的降低來吸引了更多人參與電子商店的經營。雖然

電子商店本身具有相較於傳統通路的獨特特色，電腦知識和技術也不再是

經營電子商店的主要障礙，但不代表經營電子商店就是獲利的保證。本研

究以消費者的角度來探討電子商店應具備怎樣的商店印象才能吸引消費者

的目光。並且以 FCB 矩陣做為商品分類的依據，進一步探討消費者購買

不同商品時，是否重視的商店印象會有所差異。研究的目的： 1. 探討消

費者對於電子商店所重視的商店印象為何？ 2. 在電子商店消費不同種類

商品時，消費者所重視的商店印象有何差異？ 本研究之研究對象為有在

電子商店消費經驗的消費者，採取便利抽樣，以面訪和網路問卷蒐集樣

本。有效樣本共計 458 份。研究結果包括： 1. 電子商店印象構面重要性排

名，前六名分別是安全性、服務品質、售後服務、資訊性、產品的品質和

操作便利性。 2. 受訪者所購買的商品種類和商店印象的重視度沒有顯著

的差異存在。  

摘要

(英) 

With increasing of popularity and growing of Broadband Network rapidly in 

Taiwan, the acceptance degree of consumers to Electronic Store is rising. According 

to the forecast of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Industry, E-commerce market will grow 

and reach 50,100 million NT dollars by a wide margin in 2005. Because the 

appearing of business opportunity of the market, enterprises carried on E-

Marketplace one after another. They believed that E-Marketplace will attract mor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Electronic Stores with the reducing of 

the technological threshold of information. Electronic Stores itself has looks 

relatively unique characteristic to the traditional stores, and the technology of 

information will not be a barrier to operate Electronic Stores. Why don’t people 

run Electronic Stores very successful? From the viewpoints of consumers, this study 

wants to find out what store images of Electronic Stores could catch consumers’ 

eyes. Furthermore, this study regarded FCB Grid as a classified basis of goods to 

find out what difference between store images of Electronic stores to consumers 

when they deal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are below: 

1. What store images of Electronic Stores do customers place importance on? 2. 

What difference between store images of Electronic stores to customers when they 

deal with different kinds of goods? With convenience sampling, this study collected 

the data by network questionnaire and face-to-face interview with people who had 

consumption experience in the Electronic Stores. The effective samples add up to 

458. The result of study includes: 1. The top six components of store images which 

consumers place importance on Electronic stores are security, service quality, after-

sale service, information, products quality and operation convenience. 2. It is failed 

to find the significant proof to prove that consumers will place different importance 

level on store images when they consume different kind of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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