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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多數口碑平台多採非結構化方式的留言，提供使用者暢所欲言的空間。然而在沒有

任何規範的留言通常良莠不齊，高比例是缺乏品質。文獻證明當消費者考量購買某產品

或知覺某項服務品質時，高品質的評論比低品質的評論更具影響力去左右他們的決策與

知覺。故本研究建議以結構化留言方式以增加評論的品質。本文進行 222 實驗設計，

藉以了解結構化及非結構化口碑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是否會產生不同

程度之影響。除了網路口碑的型式外，口碑屬性與口碑品質亦納入研究架構中。結果顯

示負向且結構化之口碑會影響消費者在知覺服務品質判斷及購買意願。此結果可提供廣

告主進行口碑行銷或網路平台業者在設計其系統時參考。 

 

關鍵詞：網路口碑屬性、口碑型式、口碑品質、知覺服務品質、購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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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碑結構化程度與口碑行銷效果之關聯性研究 

壹、導論 

行銷大師馬克．休斯 (Mark Hughes) 曾提出「啟動交談，就是啟動商機。」顯示了

口碑行銷的重要性。隨著社群網路的興起，許多消費者在體驗產品、服務或購物經驗後，

會在網路平台上分享使用後感想，對於想購買商品但卻不知從何下手的消費者而言，就

會在這些網路平台上查看評比以利消費決策，此種產品使用後資訊分享的型式在近年來

更是越來越流行。 

過去對於線上口碑行銷的研究多著墨在決定消費者願意正向口碑傳播的因子與購

買意願之相關性，例如 Kim and Park (2013) 指出社群網站的信譽程度、規模大小、資

訊品質、交易安全、溝通信息、經濟可行性和推薦者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網站的信任程度，

且消費者的信任對於購買意圖與口碑行銷意向會產生積極的影響。然而很少提及留言評

比的型式對於線上口碑行銷程度是否有所影響。一般消費者大多透過非結構化方式如自

由留言的型式給予評比，回饋的內容更是五花八門，對於評比的效果與品質大打折扣；

曾有學者 (Kim and Park, 2013) 提起高品質口碑，指評比是易於理解且可靠的，一種常

見型式是以星評(star ratings)作為該次消費後滿意度之表示，為結構化評比型式之一，而

研究亦顯示星評能減少資訊獲取的消耗過程，並改善購買的決策，作為有效的評價內容

參考。 

線上口碑評比具有各式各樣的方式，在不同型式下消費者接收後的資訊品質效果則

不一致，本研究透過過往的文獻，分別探討結構化評比對於線上口碑行銷之效果與非結

構化評比之差異，並分析結構化評比是具備較佳的線上口碑品質。期望此研究結果，對

於業者架設網站之評比設計能有所助益。 

貳、文獻探討 

一、網路口碑 

根據 Niwango 公司調查 (2010)，越來越多消費者尋找餐廳用餐或購買產品時會參

考網路評論意見(reviews)，由於口碑行銷為消費者自發性地提供使用經驗，相對一般廣

告，對於產品宣傳有很大的說服購買目的，因而消費者對於口碑行銷所提供之內有會有

較高之信任度。 

而口碑行銷一詞出現為學者 Arndt (1967) 所提出，在網際網路未出現之時，口碑被

定義為對於品牌的商品和服務之訊息，以人與人之間溝通的方式傳遞，且傳播者在散播

過程中並不帶有商業利益之意圖。隨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網際網路使口碑傳播得以無

遠弗屆，Gelb and Sundaram (2002), Hennig‐ Thurau et al. (2004)等學者對於傳統口碑傳播

加以修正，認為網路口碑是針對特定主題，並非以商業營利為目的，利用留言板或聊天

室等網路傳播媒介，消費者自主性地提供或匯集特定產品使用經驗、相關資訊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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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異於一般性人際溝通。本研究定義網路口碑為大眾藉由網際網路為媒介(如社群網

站、聊天室、留言板、部落格等等)，與商品本身利益無關，自願性地分享或交流使用

後經驗與對產品和服務的正面或負面評價(positive/negative reviews)。 

二、網路口碑屬性 

網路口碑又可細分為正向口碑與負向口碑。Hartline and Jones (1996) 認為正向口碑

與消費者購買經驗的滿意度相關。而正向口碑附帶有正向宣傳之效果，通常能提升業

績、帶來新客戶；Singh and Pandya (1991)則表示負向口碑發生在消費者對於特定產品或

服務不滿意時，將這些負面感受的經驗透過口頭或網際網路讓他人知曉，並建議他人不

要購買或使用此產品。Herr et al. (1991) 認為負向口碑訊息效應會大於正向口碑所產生

的效應，所以消費者容易對負向口碑有較深刻的認知。此外，Arndt (1967) 也指出約有

82%的消費者對於是否購買或選擇該產品會受負向口碑影響。因此，消費者在購買產品

或服務時，比起正面評價更易受到負面口碑影響其購買行為。 

 三、網路口碑型式 

近幾年社交網路之崛起，口碑行銷也與之共榮，在 web 2.0 的環境，更是隨處存有

口碑行銷之網路平台。常見的型式大多為星評(star ratings)搭配非結構化留言，本研究將

口碑型式分成結構化留言與非結構化留言(自然語言)，欲探討此兩種類型對於口碑行銷

的資訊品質與效果之不同，而近一步影響消費者之產品購買意圖與知覺服務品質。 

「非結構化留言」指開放式的評比，對於個人使用產品後的經驗、意見與相關知識，

都可以自由地分享及留下建言，但此種留言方式可能產生消費者的心情紀錄等不相關之

留言，時常產生無品質之評論；結構化留言在此舉兩項例子： 

(1)星評(star ratings)－ Lak and Turetken (2014)在其論文中表示星等評級(star ratings)

是評比網站以滿分 5 顆星作為滿意程度的分等，要求其用戶對產品或服務做排名。研究

指出星評能輕易的判別出評論的有用性，也實際地減少消費者匯集資訊之過程的不確定

性，且極端的星評(一星或五星)對賣家而言更有影響力。 

(2)情緒符號(Sentiment Analysis)－情緒符號分析是使用不同的分類技術來識別一個

給定的情感狀態。可以表達消費者使用完產品或服務後視為正面，負面或無起伏的情

境。若對特定產品與服務進行大量情緒符號分析，則可以幫助管理者快速獲得顧客對產

品的正反評價。 

消費者就某項產品或服務來進行評估時，結構化的評估可以針對消費者所關心的幾

個面項來評估，若以旅館的服務為例，結構化的評論可鎖定在「自然環境」、「硬體設

備」、「人員的服務態度」、與「CP 值」進行五星評比，然後佐以空白意見陳述。 

四、網路口碑品質 

品質口碑的影響力大，代表對產品或服務的訊息言之有物、能清楚地描述其產品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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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功能及效果為何。Lee et al. (2008) 認為資訊的品質是在其可信性、客觀性、即時性、

可理解性和充足性方面 (Bailey and Pearson, 1983)。說明高品質的線上留言，對於消費

者產品評估是令人信服的。主要從消費者在線上留言之內容的可理解性、可靠性、相關

性和充足性的品質四方面來判斷，可理解性是消費者所推薦之內容淺顯易懂；可靠性為

資訊的可信程度；相關性指產品訊息與消費者在線上留言的內容的一致程度；充足性說

明內容的詳細程度 (Lee et al., 2008) 。相對而言，低品質的留言是難以理解、不可靠、

不相關、不充足，讓人無法理解為何此消費者推薦或不推薦該商品 

五、知覺服務品質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知覺品質的概念來自於消費者對於產品或服務抽象的、全體性的評估，不同於大眾

客觀認為的具體品質。Olshavsky (1985)及 Holbrook and Corfman (1985) 都認同品質為

一種整體的價值判斷。Parasuraman et al. (1985) 提出消費者的知覺品質只能藉由主觀感

受來評斷。Zeithaml (1988)定義品質為產品具有優勢性或卓越性。本研究廣泛地定義知

覺服務品質為該產品或服務的消費者，對其優越性與卓越性全面地評斷後的個人持有觀

點。 

六、購買意圖(intention to purchase) 

產品的價格、品質與功能、個人需求甚至企業名聲都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圖，進

而影響消費者購買行為。Ajzen (1991) 認為消費者對商品的購買意圖和其知覺價值成正

比。Fishbein and Ajzen (1975)表示購買意圖是因外在因素之刺激，與消費者對特定產品

的主觀意識之連結所形成。Richardson et al. (1996)指出購買意圖是在購買過程中，消費

者最終是否購買特定商品，取決於自身認為產品的重要性及必要性程度的先行認知。

Assael (2005)則提出購買意圖為一種意念，當消費者欲購買一項商品時，會先收集、分

析和評估產品資訊，比較購買的成本與效益，因此產生購買意圖。經由上述各學者的定

義，本研究認為購買意圖為在外在因素的激發下，消費者於未來購物行為中，對特定產

品所持有之購買信念與態度認知。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結合上述文獻研究擬出此研究架構(如圖 1)，本研究主要在探討消費者會因結構化

與非結構化網路口碑型式，對產品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產生不同的影響程度；且結

構化的網路口碑型式會強化正、負向網路口碑與消費者對產品購買意圖及知覺服務品質

的關係。正向、負向網路口碑屬性則會正、負向影響產品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最

後，高品質與低品質的網路口碑也會對產品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產生不同效果。 

二、研究假設 

(一) 正、負向網路口碑與消費者產品評估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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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正向口碑附帶有正向宣傳之效果，通常能提升業績、帶來新

客戶，提升產品或公司聲譽；而負面口碑會對產品產生負面的批評並被傳播，建議他人

不要購買或使用此產品。根據上述的文獻推論，本研究認為網路口碑的正負向屬性會影

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依以上論述推論可以擬出下列的假說： 

H1a：正向的網路口碑會正向地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 

H1b：負向的網路口碑會負向地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 

(二) 網路口碑品質與消費者產品評估之關係 

根據第二章文獻探討，低品質的留言相對的是不相關、不可靠、不充足，讓人無法

理解為何此消費者推薦或不推薦該商品；高品質留言則明顯地有利於消費者之購買決

策。由此可推論，不同品質的口碑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的程度大不相同，故以此觀念提

出以下假說： 

H2：網路口碑品質(高品質或低品質)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 

(三) 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與消費者產品評估之關係 

由第二章文獻探討可推論，非結構化留言品質差且不易控制；而結構化留言評比效

果有較佳的口碑品質，就如同某些企業、學校與機構會要求求職者繳交制式推薦函一

般，結構化的問題內容對於得到的資訊品質較有保障。因此，我們提出下列的假說： 

H3：網路口碑型式(結構化或非結構化口碑)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及其購
買意圖。 

H4：結構化網路口碑型式會強化正/負向網路口碑與消費者對產品知覺服務品質及購買
意圖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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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變數的操作性定義與衡量方式 

本研究之網路口碑屬性與型式將以情境操弄方式輔以實證；而測量面本研究有兩個

構面需要測量，一為購買意圖，另一為知覺服務品質，測量方式分別如下： 

(一) 知覺服務品質的測量 

1. 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參考 Zeithaml (1988) 的說法，廣泛地定義知覺服務品質為該產品或服務的消

費者，對其優越性的整體觀點與評價。 

2. 衡量方式 

過去許多學者提出不同的模式，用以測量不同產業中的知覺服務品質。例如：

Knutson et al. (1990) 發展 LODGSERV，其模型用以測量住宿產業的服務品質、 Stevens 

et al. (1995) 提出的 DINESERV 模型用以衡量餐廳服務品質。上述模型皆以 SERVQUAL

量表為基礎，再進一步做修改與改善。 

SERVQUAL 量表為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於 1985 年 (Parasuraman et al., 

1985)提出，指出服務品質的衡量方法是經由顧客對服務提供的期待或渴望和實際服務

表現做比較，且提出服務品質的十個構面，分別為有形性、可靠性、反應性、溝通性、

可信度、安全性、勝任性、禮貌性、瞭解/熟悉顧客，以及接近性。接著在後續的研究 

Parasuraman et al. (1988) 將其整合並簡化為五個構面，分別為有形性 (tangibility) 、可

靠性 (reliability) 、反應性 (responsiveness) 、保證性 (assurance)、關懷性 (empathy) 。 

本研究將本研究衡量工具以 Parasuraman, Zeithaml 和 Berry 於 1988 年 (Parasuraman 

et al., 1988)簡化後的 SERVQUAL 量表為基礎，於五個構面中各取 1~2 個問項，並修改

為本研究適合之題項，用以測量網路口碑屬性、型式與品質對於知覺服務品質之影響。

並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受訪者意向，由左至右分別為 1~7 分，回答題項各為「非常不

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普通」、「有點同意」、「同意」、「非常

同意」。下列(表 1)為知覺服務品質之衡量題項： 

表 1 知覺服務品質衡量題項 

題號 題項  量表 

PSQ1 我認為微笑餐廳的環境設備在視覺上具有吸引力  此構面參考

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 於 1988 年簡化後

的 SERVQUAL 量表，將其

加以修改設計出適用於

本研究知覺服務品質之

衡量問項。 

PSQ2 我認為微笑餐廳員工的衣著儀容乾淨整齊  

PSQ3 我認為微笑餐廳的員工能提供即時的服務  

PSQ4 我認為微笑餐廳的員工樂意幫助顧客解決問題  

PSQ5 我認為微笑餐廳重視顧客的個人需求  

PSQ6 我認為在微笑餐廳消費讓我感到放心  

PSQ7 我認為微笑餐廳的員工不會因太過忙碌而不回應顧

客的要求 

 

(二) 購買意圖的測量 

1. 操作性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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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參考 Fishbein and Ajzen (1975)的說法，定義購買意圖為在外在因素的激發

下，消費者於未來購物行為中，對特定產品所持有之購買信念與態度認知。 

2. 衡量方式 

根據購買意圖的文獻探討，購買意圖被視為購買某項商品的可行性。Lu, Zhao and 

Wang (2009)用「若將來有機會，我將會購買」、「我很有可能在將來購買」以及「若

有機會，我很有意願購買」此三項題目作為測量。此外，Choe, Park and Chung (2008)

則用「我計畫在將來購買」、「我傾向增加購買」和「我會增加購買的頻率」三項問題

作為測量。 

上述學者皆提出不同測量方式，本研究對購買意圖的衡量則採用 Zeithaml et al. 

(1996)所提出「可能購買」、「想要購買」及「考慮購買」三大構面，來衡量消費者的

購買意圖，並修改為本研究適合之題項。並也以李克特七點量表衡量受訪者意向，由左

至右分別為 1~7 分，回答題項各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普

通」、「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下述(表 2)為購買意圖之衡量題項： 

表 2 購買意圖衡量題項 

題號 題項 量表 

IP1 若有機會，我有意願到該餐廳消費 此構面參考 Lu, Zhao and Wang 

(2009)、Park and Chung (2008)、

Zeithaml et al. (1996)等學者的量

表，將其加以修改設計出適用於本

研究購買意圖之衡量問項。 

IP2 我會考慮將來到該餐廳消費 

IP3 我會想要到該餐廳消費 

  

四、研究設計 

(一) 實驗設計操作 

本研究以餐廳為例，採用 222 的「實驗設計」(表 3)，依網路口碑屬性(正、負向

口碑)、網路口碑型式(結構化及非結構化留言)和網路口碑品質(高、低品質)分別對知覺

服務品質和產品購買意圖所組合成的情境所產生之影響，以問卷方式收集第一手資料，

並進行 ANOVA 統計與分析，以驗證上述的四個假說。 

本問卷為受測者自己觀看該餐廳的網路評語前與觀看後之比較，欲了解消費者在瀏

覽不同口碑的屬性、型式及品質與其相互之間的組合，是否會對其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

意圖產生不同影響。因此在實驗操作中，利用八種情境設計組合探討各變數間的因果關

係。受測者會先觀看餐廳之餐點、環境遇服務人員等相關照片，依自身主觀感受並加以

預想後填寫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問項；然後接續瀏覽該餐廳在知名評比網站上之

口碑評語，並再次衡量受測者對該餐廳的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最後以比較觀看前

後數據的差異來衡量其影響效果。 

情境為一虛擬評比網站之網頁，其中包含餐廳名稱、餐廳資訊、留言者、餐廳之評

語內容。為排除受測者之先驗知識，作者設計虛擬餐廳之品牌名稱－微笑餐廳，與八種

對該虛擬餐廳的評論內容與形式之組合。為使研究之變數效果能更準確和有效地顯現，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除自變項外，八種情境之圖片設計保持一致性，以相同的佈局呈現，避免外在因素干擾。 

表 3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 

 正向網路口碑 負向網路口碑 

 結構化 非結構化 結構化 非結構化 

高品質口碑 1 2 3 4 

低品質口碑 5 6 7 8 

(二) 問卷設計 

本問卷共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份與第二部分為問卷之主體，分別測量觀看評論前

與後之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第三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詳細內容如下所述

(完整問卷內容置於附錄一)： 

1. 第一部分為餐廳照片及說明 

 第一部分受測者會先觀看餐廳的餐點、環境設備、服務人員等相關照片，待受測

者看完圖片後，依據個人主觀的感受並加以預想，回答接下來的問題。共有十項題目，

前七題為知覺服務品質之衡量題項，後三題則為購買意圖之衡量題項。十個問項皆以李

克特七點量表衡量受訪者之意向。 

2. 第二部分為網路口碑評比及說明，並分為兩小部分 

第二部份則放置網路口碑評論之圖片，本研究共有八種不同口碑評論之情境，分別

為正向、結構化與高品質之口碑評論；正向、非結構化與高品質之口碑評論；負向、結

構化與高品質之口碑評論；負向、非結構化與高品質之口碑評論；正向、結構化與低品

質之口碑評論；正向、非結構化與低品質之口碑評論；負向、結構化與低品質之口碑評

論；負向、非結構化與低品質之口碑評論。 

每位受測者只會看見其中一種情境，待受測者看完該口碑評論網站後再填寫第一和

第二小部分。第一小部分共三題，用以測試問卷之有效性，衡量受試者對於正向/負向口

碑、結構化/非結構化口碑型式及高/低品質口碑之認知是否與本研究之定義相符。接續

為第二小部分，其問項與第一小部分相同，共十題，用以衡量受測者在觀看評論後對產

品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差異。 

3. 第三部分為個人基本資料 

本部分包含五個子題，詢問受測者性別、年齡、職業、教育程度與平均可支配所得，

詳細說明如下： 

(1) 性別：分為男性、女性 

(2) 年齡：分為 16~20 歲、21~25 歲、26~30 歲、31~35 歲、36~40 歲、41~45 歲、

46~50 歲、 51~55 歲、56~60 歲、61 歲以上 

(3) 職業：分為學生、工業、商業、農林漁牧業、服務業、資訊業、金融業、軍公

教人員、家管、自由業、待業中 、已退休、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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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育程度：分為國中(含)以下、高中(職) 、大學(專) 、研究所(含)以上 

(5) 平均每月個人可支配所得(以新台幣為單位)：分為 5,000 元以下、5,001~10,000

元、10,001~20,000 元、20,001~30,000 元、30,001~40,000 元、40,001~50,000 元、

50,001~70,000 元、70,001~100,000 元、100,001 元以上 

五、資料蒐集 

(一) 抽樣 

本研究的資料蒐集以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問卷則共有八種版本。發放方式採取便

利抽樣，填寫方式皆是線上問卷之型式。 

(二) 樣本結構 

實驗設計問卷總共回收 257 份樣本，排除填答錯誤之無效樣本後，共有 246 份有效

問卷。其中，八種情境的個別樣本數都分別介於 29~32 份之間(表 4)。有效問卷的回收

率為 95.7%。 

表 4 實驗設計各層級樣本數 

 正向網路口碑 負向網路口碑 

 結構化 非結構化 結構化 非結構化 

高品質口碑 30 份 32 份 31 份 31 份 

低品質口碑 32 份 31 份 30 份 29 份 

肆、研究結果 

一、操弄檢定 

本研究操弄變數含口碑屬性、口碑結構化、及口碑品質。經三次前測、專家討論、

及問題返覆修正後，得到如圖 2中三個操弄題目，其中第二題口碑結構化問法為反向

題。受訪者在看完口碑情境後，填答所看到的問卷情境，分別在三題目填答其同意程度。 

 

圖 2 實驗之操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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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獨立性 t 檢定進行操弄檢測，其結果如表 5所示，不管在口碑屬性、口

碑結構化、或口碑品質，高低兩組之 t 檢定皆達顯著水準，亦謂問卷情境的三個操弄變

數都能被填答者區別出來。 

表 5 操弄檢定結果 

 樣本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口碑屬性─正向 125 5.92 0.819 19.933*** 

口碑屬性─負向 121 2.46 1.751  

口碑結構化─結構化 123 4.73 1.921 3.657*** 

口碑結構化─非結構化 123 3.83 1.949  

口碑品質─高品質 124 4.47 1.965 4.034*** 

口碑品質─低品質 122 3.47 1.925  

顯著水準：***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二、信效度 

由於本研究各構面問項發展皆採用過去學者所發展並得到驗證之衡量量表。知覺服

務品質之衡量問項是修改Parasuraman, Zeithaml & Berry於1988年簡化後的SERVQUAL

量表，將其加以修改設計出適用於本研究知覺服務品質之衡量問項。此外，購買意圖則

參考 Lu, Zhao and Wang (2009)、Park and Chung (2008)、Zeithaml et al. (1996)等學者的量

表問項而擬定，也具有一定的內容效度。本研究之信度分析（reliability），採用 Cronbach`s 

α作為衡量指標，針對同一構面之題項進行內部一致性的檢驗。如表 6所示，本研究各

構面之 Cronbach`s α皆接近或大於 0.9。根據 DeVellis（1991）所建議，如果 Cronbach`s 

α係數介於 0.80 至 0.90 之間則為非常好的信度水準。 

表 6 兩構面知覺服務品質及購買意圖之內部一致性檢驗 

 題項 觀看口碑前 觀看口碑後 

知覺服務品質(PSQ) 7 0.897 0.943 

購買意圖(IP) 3 0.953 0.978 

三、樣本敘述 

根據表 7，受測者女性比例大於男性，男性有 100 位，佔 40.7%；女性有 146 位，

占 59.3%。因本研究問卷於大學蒐集樣本，受測者年齡皆聚集在 16~25歲之間，其中 16~20

歲 144 人，占 58.5%；21~25 歲有 102 人，占 41.5%。職業皆為學生、教育程度皆是大

學(專) 。平均每月個人可支配所得則主要落在 5,001~10,000 元，有 126 位，占 51.2%；

次要為 5,000 元以下，有 84 位，占 34.1%。 

四、假設檢定 

(一) 正、負向網路口碑與消費者產品評估之關係 

表 8顯示正、負向口碑對消費者之「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成對樣本檢

定結果。正向口碑在知覺服務品質方面，觀看後比觀看前平均差異增加 0.081，在觀看

後之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雖有些微增加，但未達顯著水準(p=0.167)；在購買意圖方面，

觀看正向口碑後比觀看前平均差異增加 0.067，亦未達顯著水準(p=0.302)。可得知 H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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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獲支持，正向口碑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並無顯著的正向影響。 

表 7 樣本基本資料之次數分配表(N=246) 

 
次數 百分比(%)  

 
次數 百分比(%) 

性別      教育程度     

男 100 40.7%  大學(專) 246 100% 

女 146 59.3%     

       

年齡    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16~20 144 58.5%    5,000元(含)以下 84 34.1% 

21~25 102 41.5%  5,001~10,000元 126 51.2% 

   
  

 10,001~20,000元 33 13.4% 

職業    20,001~30,000元 2 0.8% 

學生 246 100%    40,001~50,000元 1 0.4% 

另一方面，負向口碑在知覺服務品質上，觀看後比觀看前平均差增減少 1.019，觀

看後之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有明顯減少，達顯著水準(p=0.000)；在購買意圖方面，觀看

負向口碑後比觀看前平均差異減少 1.209，亦達顯著水準(p=0.000)。因此 H1b 成立，負

向口碑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並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表 8 正、負向口碑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成對樣本檢定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差異 t值   

正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觀看口碑前 5.241 0.745 125 0.081 1.390 

觀看口碑後 5.322 0.773 125 

DV：購買意圖 觀看口碑前 5.408 0.931 125 0.067 1.037 

觀看口碑後 5.475 0.931 125 

負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觀看口碑前 5.392 1.009 121 -1.019 -9.047*** 

觀看口碑後 4.373 1.295 121 

DV：購買意圖 觀看口碑前 5.532 1.098 121 -1.209 -9.022*** 

觀看口碑後 4.322 1.552 121 

IV：獨立變數；DV：相依變數 

顯著水準：***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二) 網路口碑品質或結構化程度與消費者產品評估之關係 

為驗證假說二到假說四，本研究進行三次 ANCOVA 分析，分別為(A)考量正負口碑

全數樣本、(B)僅考量正向口碑的樣本數、以及(C)僅考量負向口碑的樣本數。因為正負

向口碑影響的方向不同，無法直接比較消費者之知覺服務品質和購買意圖，故在考量全

數樣本的 ANCOVA 分析時，本研究採用正向口碑觀看後減去觀看前的差距，作為依變

數的值(正向口碑的影響力，可能為負，反向影響)。而口碑若為負向，則改以觀看前減

去觀看後的差距作為依變數的值(負向口碑的影響力，可能為負，即反向影響)。最後，

本研究另外執行僅考量正向及僅考量負向口碑樣本數的 ANCOVA 分析。 

表 9是將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進行 ANCOVA 分析的結果。其中，獨立變數有

三大部分，分為主要效果、交互作用與控制變項。主要效果包含網路口碑正負向(PN)、

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ST)和網路口碑品質(QU)；交互作用則包含正/負向口碑口碑結構

化程度 (PNST)、正 /負向口碑口碑品質 (PNQU)、口碑結構化程度口碑品質

(STQU)、以及正/負向口碑口碑結構化程度口碑品質(PNSTQU)；因受測者的職業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和教育程度皆相同，所以控制變項只包含性別、年齡與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表 9  ANCOVA 分析結果之 F 值 

顯著水準： ***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1. 網路口碑品質與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和購買意圖之關係 

根據表 9  ANCOVA 分析結果之 F 值ANCOVA 分析(A)，網路口碑品質對消費者

知覺服務品質之 F 值為 7.234，達顯著水準(p<0.01)，代表口碑品質的高與低對消費者知

覺服務品質有顯著影響。另一方面，網路口碑品質對購買意圖的 F 值為 7.743，達顯著

水準(p<0.01)，代表口碑品質的高與低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有顯著影響。綜上述所論，

H2 成立，網路口碑品質(高品質與低品質)會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產生顯著

影響。 

本研究再將口碑品質細分為正向與負向的口碑品質，從表 9 ANCOVA 分析(B)與(C)

中可得知，若僅以正向口碑為樣本，網路口碑品質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

F 值各為 0.322 和 0.354，皆未達顯著水準(p>0.05)；如僅以負向口碑為樣本，網路口碑

品質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 F值各為 7.734及 7.912，皆達邊際顯著水準(p< 

0.01)。 

若從表 10 做進一步的分析與討論，發現正向口碑中，高品質口碑和低品質口碑對

於知覺服務品質的平均數各為 0.122 及 0.040，高品質口碑比低品質口碑平均多 0.081；

而高品質口碑和低品質口碑對購買意圖的平均數各為 0.118 和 0.016，高品質口碑比低品

質口碑平均多 0.102，兩者雖都有增加但皆未達顯著水準，故口碑評論不論是高或低品

質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都未有顯著影響(p>0.05)。不過在負向口碑的部分，高品

質口碑和低品質口碑對於知覺服務品質的平均數各為-1.309 與-0.714，高品質口碑比低

樣本數 

考量全部樣本(A) 

(n=246) 

 僅正向口碑(B) 

(n=125) 

 僅負向口碑(C) 

(n=121) 

相依 
知覺服務

品質 

購買 

意圖 

 
知覺服務

品質 

購買 

意圖 

 
知覺服務

品質 

購買 

意圖 
變數 

獨立變數 

主要效果          

網路口碑正負向(PN) 48.511*** 53.078***  － －  － － 

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ST) 2.193 0.859  0.008 1.574  3.724† 2.932† 

網路口碑品質(QU) 7.234
**

 7.743
**

  0.322 0.354  7.734** 7.912** 

交互作用         

PNST 3.063
†
 4.628

*
  － －  － － 

PNQU 4.895
*
 5.283

*
  － －  － － 

STQU 0.647 0.091  0.015 1.394  0.724 0.059 

PNSTQU 0.176 0.742  － －  － － 

控制變項         

性別 0.719 0.002  0.345 1.000  1.618 0.211 

年齡 4.053
*
 5.182*  0.794 4.356*  3.288† 1.992 

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2.219 2.901
†
  0.149 4.141*  2.270 0.794 

R2 0.258 0.277  0.015 0.094  0.129 0.104 

調整後的R2 0.227 0.246  -0.035 0.048  0.083 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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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口碑對於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平均多減少 0.594，且口碑品質對知覺服務品質的 t

值為-2.707(p<0.01)，達顯著水準；高品質和低品質口碑對購買意圖的平均數則各為-1.565

和 -0.836，高品質口碑比低品質口碑平均多減少 0.728，且購買意圖之 t 值為

-2.792(p<0.01) ，亦達顯著水準，表示在負向口碑中，口碑評論的高、低品質對消費者

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皆會有顯著的影響。 

表 10 高、低品質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獨立樣本檢定 

 
 

IV：口碑品質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差異 t值   

正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高品質 0.122 0.530 62 0.081 0.695 

低品質 0.040 0.757 63 

DV：購買意圖 高品質 0.118 0.817 62 0.102 0.796 

低品質 0.016 0.609 63 

負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高品質 -1.309 1.276 62 -0.594 -2.707*** 

低品質 -0.714 1.131 59 

DV：購買意圖 高品質 -1.565 1.596 62 -0.728 -2.792*** 

低品質 -0.836 1.242 59 

IV：獨立變數；DV：相依變數 

顯著水準：***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2. 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與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和購買意圖之關係 

根據表 9  ANCOVA 分析結果之 F 值，口碑結構化程度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之

F 值為 2.193，未達顯著水準(p>0.05)，表示不論口碑是結構化或非結構化都對消費者知

覺服務品質無顯著影響。另一方面，口碑結構化程度對購買意圖的 F 值為 0.859，未達

邊際顯著水準(p>0.1)，代表口碑為結構化或是非結構化對消費者的購買意圖未有影響。

因此 H3 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結構化與非結構化)會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

未產生顯著影響。然而從表 9 (B)與(C)兩個個別模型觀之，則發現結構化負向口碑是邊

際顯著地影響受訪者的知覺服務品質(F 值 3.724, p<0.1)與購買意圖(F 值 2.932, p<0.1)。

此結果顯示 H3 受到部份支持。 

接續再將口碑結構化程度區分為正向與負向口碑為樣本做細部分析比較(表 11)，發

現正向口碑中，結構化口碑和非結構化口碑對於知覺服務品質的平均數各為 0.085 及

0.077，結構化比非結構化平均多 0.008，t 值則為 0.07，未達顯著水準；結構化口碑和非

結構化口碑對於購買意圖的平均數則各為 0.005 和 0.127，結構化比非結構化平均少

0.122，t 值則為-0.946，亦未達顯著水準。因此在正向口碑為樣本中，口碑評論不論是

結構化或非結構化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都未有顯著影響(p>0.05)。 

不過在負向口碑的部分，結構化口碑和非結構化口碑對於知覺服務品質的平均數各

為-1.204 和-0.831，結構化比非結構化平均降低 0.373，口碑結構化程度對知覺服務品質

的 t 值為-1.667 (p<0.1)，達邊際顯著水準；而結構化口碑和非結構化口碑對於購買意圖

的平均數則各為-1.421 與-0.994，結構化比非結構化平均降低-0.426，對購買意圖的 t 值

則為-1.600 (p<0.1)，亦接近邊際顯著水準。表示在負向口碑中，口碑評論的結構化或非

結構化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有邊際顯著影響。上述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

與表 9的 ANCOVA (B)與(C)的結果一致。因此 H3 部分成立，只有在負向口碑中有影響。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表 11 結構化、非結構化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獨立樣本檢定 

 
 

IV：結構化程度 平均數 標準差 個數 平均差異 t值 

正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結構化 0.085 0.599 62 0.008 0.070 

非結構化 0.077 0.707 63 

DV：購買意圖 結構化 0.005 0.538 62 -0.122 -0.946 

非結構化 0.127 0.860 63 

負向

口碑 

DV：知覺服務品質 結構化 -1.204 1.382 61 -0.373. -1.667† 

非結構化 -0.831 1.052 60 

DV：購買意圖 結構化 -1.421 1.583 61 -0.426 -1.600† 

非結構化 -0..994 1.334 60 

IV：獨立變數；DV：相依變數   顯著水準：***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3. 口碑結構化程度是否強化消費者口碑屬性與知覺服務品質和購買意圖之關係 

表 9的 ANCOVA (A)模型的結果，說明口碑結構化與口碑屬性(PNST)具交互作用

的影響消費者的知覺服務品質(F 值 3.063，p<0.1)和購買意圖(F 值 4.628，p<0.05)，表示

口碑結構化程度可能會強化口碑屬性的影響力。因此，進行細部分析(post hoc analysis)

有其必要性，表 12顯示四組口碑結構化與口碑屬性(PNST)平均差及檢定是否顯著差

異，本研究採用 LSD 方法比較。不管是知覺服務品質或購買意圖，口碑結構化僅在負

向口碑具影響力，均差分別為 0.3728 (p<0.05)與 0.4263 (p<0.05)。這結果顯示主要的影

響因子仍是口碑的屬性(正負向)，而非口碑結構化，因此 H4 並未獲支持。 

表 12 口碑結構化程度對知覺服務品質與購買意圖之獨立樣本檢定 

 
 

  平均數差(列-行) 

 
 

個數 平均數 B. C. D. 

知覺 

服務品質 

A.正向口碑結構化 62 0.0853 0.0082 -1.1185*** -0.7457*** 

B.正向口碑非結構化 63 0.0771 ─ -1.1267*** -0.7539*** 

C.負向口碑結構化 61 1.2037 ─ ─ 0.3728* 

D.負向口碑非結構化 60 0.8310 ─ ─ ─ 

購買意圖 

A.正向口碑結構化 62 0.0054 -0.1216 -1.4154*** -0.9891*** 

B.正向口碑非結構化 63 0.1270 ─ -1.2938*** -0.8675*** 

C.負向口碑結構化 61 1.4208 ─ ─ 0.4263* 

D.負向口碑非結構化 60 0.9944 ─ ─ ─ 

顯著水準：*** p< 0.001; ** p< 0.01; * p< 0.05; † p< 0.1 

伍、結論與討論 

一、研究結論 

根據第四章假設檢定之分析，本研究將假設檢定的結果彙整為表 13。彙整本研究

結果顯示，正向口碑不會顯著增加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但負向

口碑卻會顯著減少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換言之，負向口碑的影

響效果顯著地大於正向口碑，會有這樣的結果，可能是因為大部分的人在查詢口碑評論

時，多是想要避免消費時有不好的經驗，若其他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或服務後並無一定的

批評，大多數消費者仍會抱有願意一試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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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研究假設檢定結果 

 研究假設 結果 

H1a 正向的網路口碑會正向地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

其購買意圖。 

未獲支持 

H1b 負向的網路口碑會負向地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務品質與

其購買意圖。 

支持 

H2 網路口碑品質(高品質或低品質)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知覺服

務品質與購買意圖。 

支持 

H3 網路口碑型式(結構化或非結構化口碑)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的

知覺服務品質及其購買意圖。 

部分支持 

H4 結構化網路口碑型式會強化正/負向網路口碑與消費者對產品

知覺服務品質及購買意圖的關係。 

未獲支持 

在口碑品質方面，與過去學者所述相同，本研究也證實口碑品質會對消費者知覺服

務品質與其購買意圖有顯著地影響，高品質的口碑相對於低品質口碑更有影響性，作為

消費者參考的依據，高品質口碑有更高的可信度，能清楚地讓他人瞭解產品的特性、功

能及效果為何。 

此外，根據整體模型統計檢定結果，網路口碑結構化程度雖然對消費者知覺服務品

質及購買意圖並無顯著影響，但從負向口碑之個別模型檢定結果顯示，口碑結構化程度

仍是重要影響消費者知覺服務品質及購買意圖的因素。此外，本研究進一步探究口碑結

構化口碑是否強化消費者更有效判別口碑訊息。研究結果也證實，負向口碑方面，相同

的評語在結構化口碑中的效果比非結構化口碑更加強烈。 

二、研究貢獻與管理意涵 

過去學者對於網路口碑之研究大多專注於口碑的正、負向或口碑的品質對於口碑效

果的關聯性，本研究則主要探討結構化及非結構化口碑的對於口碑行銷是否會產生不同

程度之影響。並透過此研究結果提出建議，目的是希望有助於廣告主或網路平台業者在

設計其系統時，以選擇對於商品與服務之行銷推廣更有利的線上口碑型式。尤其現今在

智慧型手機普及，消費者隨時隨地都能上網查詢產品網路口碑，業者應善用口碑行銷的

效果，建立具可信度的口碑評論，換言之，在設計口碑評論留言之網頁時，可以讓留言

者先固定回答幾項與產品相關的結構化問題，再開放非結構化的敘述型式，且要求留言

者的口碑訊息必須需與產品相關，藉以控管口碑品質。此外，由於負向口碑具有顯著的

影響效果，業者須更謹慎的面對負向口碑之訊息，應謹慎解釋與回應負面口碑，降低消

費者對負面口碑之採信。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實驗設計之方式，探討不同情境間的影響結果，應避免外在干擾，但仍有

些問卷設計與蒐集方面的限制。在問卷蒐集上，本研究採取便利抽樣，皆在大學課堂中

進行，因此研究樣本集中在學生族群，研究效果是否一般化類推有其限制，建議拉大樣

本族群，將學生之外的社會人士也加入研究樣本中，提升實驗之一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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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問卷 

正向、結構化、高品質口碑評論之示意圖 

 

正向、非結構化、高品質口碑評論 

 
負向、結構化、高品質口碑評論 

 

負向、非結構化、高品質口碑評論 

 

正向、結構化、低品質口碑評論 

 

正向、非結構化、低品質口碑評論 

 

負向、結構化、低品質口碑評論 

 

負向、非結構化、低品質口碑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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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word-of-mouth platforms provide users with unstructured room to speak freely. 

However, according to past literature it made large percentage of online reviews be lack of 

quality. Furthermore, past studies indicated that when consumers consider purchasing a 

product or perceiving a service, high-quality reviews have more influence than low-quality 

ones on the decisions and perceptions of consumers. Therefore, this study intends to propose 

to use structured messages to increase the quality of reviews. Based on word-of-mouth 

marketing literature, we conducted a 2x2x2 experiment design to understand whether 

word-of-mouth marketing with structured form has more influences than with unstructured 

form. In addi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online word-of-mouth (structured/unstructured), this 

study also add word-of-mouth attributes (i.e., positive/negative) and word-of-mouth quality 

(high/low quality) into the research framework as independent variables.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 consumers' "perceived service quality" and their "purchase intention".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 that negative and structured word-of-mouth indeed affects 

consumers' perceived quality of service and purchase intentions. This result helps advertisers 

or network platform operators in the design of their systems to select more effective online 

word-of-mouth patterns for marketing of goods an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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