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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取物櫃使用意願之探討分析 

洪筠緯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joyce_h@itri.org.tw 
 

常棕盛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china@mail.dyu.edu.tw 

 
蕭衛鴻 

工業技術研究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 
well.hsiao@itri.org.tw 

 
魏稱風 

大葉大學資訊管理學系 
F0321039@cloud.dyu.edu.tw 

 
摘要 

智慧取物櫃是一個創新的服務，它提供電子商務在物流方面的改善。傳統電子商務

買賣訂單交付給消費者商品時，流程上在配送和收貨的成本相對較高。智慧取物櫃將是

一個能夠改善和降低成本的解決方案，然而目前它在台灣現行市場的推行上仍是受到許

多障礙，較未普及化。本研究主要透過市場調查，訪問曾經使用過智慧取物櫃的使用者，

經統計一共詢問到 114 位有效樣本，從中了解他們使用的滿意度、動機、再使用、推薦

意願等個人態度，我們發現消費者仍多數以超商自取為首選。從本研究所探討的因素和

分析，希望可以提供給我國智取櫃發展的新方向及區隔化應用的基礎，此外，亦可以作

為後續學術研究之參考。 
 
關鍵詞：智慧取物櫃、智慧零售、自助式服務科技、電子商務、消費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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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取物櫃使用意願之探討分析 

壹、 緒論 

一、研究背景 
 資訊科技的應用持續在不同領域創新。針對物流業者而言，在電子商務交易數量成

長的情況下，帶動了物流業者在包裏配送的業務量。除此之外，對於提供取貨服務的最

後一哩業者來說（例如 7-11、全家等流通服務業），也增加了不少業績。盡管看似對產

業而言是好事成雙，但是相對於電子零售業或賣家，物流服務的費用卻是一個相對不變

的成本，尤其在國際原油價的波動和人事成本的墊高之下，費用只會增加不會減少。雖

然流通服務業對買家提供很好的便利性，不過賣方在產品的價格仍是受到限制，無法獲

得較高的利潤。此外，有些少數的買方在領取自己所購買的貨品時，不想要被店員打擾，

被詢問到一些私人的事情，例如：手機、檢查證件等取貨程序。因此，無論是買方或賣

方，對於電子商務貨品的配貨和取貨都有其一定的改善需求存在。 
 

 
圖 1：台灣智慧取物櫃的範例 

現階段在消費者取物的服務之中，應用資訊科技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服務，就是「智

慧取物櫃 (Smart Locker) ，簡稱智取櫃」。目前國內外針對此服務有不同的命名，例如

馬來西亞及新加坡 BOXiT 及 POPStation、中華郵政 i 郵箱、工研院 iPickup 智取站、掌

櫃智能櫃等。智取櫃它是一種結合商流、物流、資訊流與金流等功能，在特定地點提供

24 時的貨品取物和配送(寄貨、退貨)之作業程序，實物例子見圖 1。這種智慧化的定點

寄取退貨改變原有取貨物品的作業流程，讓消費者從被動變主動，亦是流通業者的服務

創新，實現物流最後一哩(Last Mile)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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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取櫃是自助式服務科技(Self-service technologies, SSTs)的一種。Cunningham et al., 
(2008)從消費者觀點來解釋自助式服務科技，自助式服務科技它應是具有自動化、友善

地協助完成使用者所需要完成的任務。而它的應用從機場群眾進出、車票入口、門禁管

理、智慧城市的自助式租賃公共資產等服務。實際上當前的應用愈來愈廣泛，在流通零

售而言也不例外，像是 Amazon 的自助式自動化結帳、包裝零售店，提供消費者一個無

人商店的新體驗。Kallweit et al., (2014)的研究亦指出，零售業的自助式服務科技除了系

統的有用性之外，應該要有高層次的服務品質和系統品質穩定性。其主因是消費民眾的

年齡層較廣泛，因此很擔心發生錯誤之後，不知道如何處理，所以零售店家現場仍是需

要有服務人員在旁協助，才能更有效率的推廣它。儘管看似合理的推論，Lee(2015)的研

究卻有不同的論點，他認為自助式服務科技的服務人員品質就其本身要對該科技的使用

有相當的認識，除此之外，還必須要能夠了解顧客在店內服務所遇到的任何問題。換言

之，企業現場作業人員對於其自助式服務科技的操作和公司流程需要有相當的瞭解，這

其實是會加重服務人員的工作負荷。採用新興的自助式服務科技應當是改善效率才是，

不過卻加重了內部人員的服務負擔。另外，在系統方面會由於消費者的習慣和主觀規

範，對其使用的態度，有所不同的認知，因此在研究調查上若能夠了解更多有使用過智

慧取物櫃經驗的消費者，愈是能夠確定系統的優劣程度。 
自助式服務科技雖然方便，不過對於初次接觸的人而言，多數會比較排斥，尤其是

當它的操作愈複雜的情況下，愈容易引起抗拒。人們對於新興的資訊科技多採用被動接

收的態度，通常不太願意主動去了解新的應用。因此企業要推動新興的資訊科技和服務

創新，在執行的過程中通常有相當的障礙。近來 Fernandes and Pedroso (2017)針對零售

業的自助式 checkout 做滿意度的認知調查，他們認為自助式服務科技也許是帶動經濟成

長的新引擎，不過在設計上必須要很小心。以往多是以流程設計觀點為主，他們認為在

設計上應該是考量到的重要因素，是不要讓使用者覺得不方便、具有風險為優先考量。

系統的設計上除了高度穩定之外，要讓使用者覺得這個系統的控管和操作是簡易的，不

需要添加太多步驟。另外，為鼓勵人們使用，在使用過後亦可以提供獎勵的折扣券給使

用者。 
智取櫃是一種新興的自助式服務科技，新興資訊應用總是能夠帶來話題，然而任何

新興的資訊應用其實都需要做市場的調查，從中去發展出特色，更可以提昇商品或服務

的附加價值。本研究希望可以提供我國智取櫃發展的新方向及區隔化應用的基礎，引導

出具參考價值的市場方位。此外，鑑於現今學者探討智取櫃科技應用之研究亦相當少

見，本研究之調查亦可以作為後續學術研究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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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智取櫃應用發展背景 

一、智慧取物櫃 
 智慧取物櫃是一個物流終端之服務模式，讓收件者可自由到生活物流服務站提取貨

物，避免物流服務時間窗之問題，也可減少物流士派送負荷，提高配送效率卻不犧牲服

務水平。目前較成功的案例就是德國 DHL 的 Packstation 服務(見圖 2)。德國 DHL 目前

是德國郵政(Deutsche Post)集團的一家子公司，該公司 2001 年在德國推行的 Pilot 
Project，目前在德國境內已經有超過 2,500 的定點，提供使用者可以自行寄送和收取信

件。 
 

 
圖 2：德國智慧取貨櫃 Packstation 的服務 

 一般來說，智慧取物櫃是由兩大部份所組成，其一為電腦終端機平台，電腦終端機

平台，至少包含了操作型電腦(觸控式尤佳)、感應卡接收器，簡易型印表機等功能，以

提供給使用者。另一部份為置物櫃，至於櫃子的大小是可以依需求做不同高度的設計(見
圖 3) (工業技術研究院，2017)。在外觀材質上，則需要有一定的耐用性，不管是置放於

室內或室外都有可能遭受到外來的衝擊和破壞而毀損。除此之外，有些智取櫃還可以額

外加裝監控器做為安全控管。有些櫃子內部還裝設有感知器，用於確認使用者在取貨和

送貨時，其商品是否有無正確放入於櫃中，並可以檢視其內部的溼度和温度，保障貨品

物流配送最後一哩之品質。 
 

 
圖 3：標準智慧取貨櫃的兩個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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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商務的物流活動之中，商品的配送有很大的改善空間。商品配送需要時間。這

使得消費者購買物品後，一直到取得物品這過程，都需要一段時間等待。雖然宅配很方

便，不過前題是必須要有人在家中收取貨物。因此有些業者建議將物流貨品送到流通零

售業，讓消費者自取較為方便，但這又會對超商業者增加更多的人力負擔。智慧取物櫃

是無人貨物交配發展的重要工具之一，不只是因為它能夠免除大量的人力支出成本，背

後最重要的驅力仍是數據的掌握，若未來透過該智慧取物櫃實現無人零售的模式與技術

成熟並付諸實現後，顧客的所有消費行為終將被數字化，而這些數據除了能夠幫助企業

分析消費者行為與體驗，更能夠應用在生產面，幫助企業了解商品需求的拉動，使生產

效率大幅提高，並降低成本。 
 

二、自助式服務科技的導入障礙 
 自助式服務科技雖然方便，不過在建置使用上也會遇到許多阻礙。Kim and Qu (2014)
就指出 SSTs 是以資訊科技為基礎所提供的服務，因此在設計上需要滿足使用者對系統

的有用性，易用性、任務的兼容性和低風險的執行。此外，他們也強調顧客的體驗佔很

大的因素，因為絕大多數的使用者不見得對於新興的自助式服務科技之應用有所熟悉。

Piotrowicz and Cuthbertson (2014)同樣地表示現今零售業或店內服務的資訊科技雖然很

有幫助，不過多數的顧客對此都缺乏其體驗，電子商務的全通路(Omnichannel)推動策略

上需要先讓顧客有更多的體驗機會才對。對於這一類型的問題，Hazée et al., (2017)就針

對使用者在創新訪問服務(Access-based Services)的接收障礙做了解讀，他指指出主要分

成三種障礙，一個是功能性障礙，一個為顧客的障礙，另一個為心裡障礙。功能性障礙

屬於科技的層次，包括系統有用性、自助式服務的可靠度等因素。顧客的障礙則是包括

顧客對使用該項服務的距離，管理能力、控制能力、替代性程度、關聯性(與服務交易

相關的支援、購買產品的限定使用管道…等因素)，這五個要因是為會影響顧客採用新

服務的障礙，亦比較傾向服務品質的理性因素。心裡障礙方面則是包括消費者對公司品

牌的認知、兼容性、社交規範、他人的建議等因素，與前者不同的是，其牽涉的範圍並

非探討到服務品質本身。Pantano (2014)亦指出像零售服務產業的要推動創新服務需要由

不同的層次的方向，並結合科技來驅動，才有可能實行完成。也就是企業必須要建立好

完整的配套措施，包括作業流程、客戶服務品質，營運時間、客訴問題、且必須要有方

便的溝通管道，讓使用者可以詢問、查詢、追蹤。 
綜合來說，我們知道要推行一個新的自助式服務科技相當地不容易。過去政府、產

業在推行許多自動化服務上亦有一些失敗的例子。智慧取物櫃同樣為一個新興的服務創

新，也因此需要了解顧客所重視的是什麼？分析其顧客態度和想法，以做為產業在推行

並建置成功的重要因素，亦為本研究所要探討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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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研究方法 

一、研究調查方法 
一般而言，進行所謂的市場調查又可以依據其特性，簡單地劃分成定量型及定性型

兩種方法。定量性方法，是用其具體的量化指標為為主，用以數據來推估市場趨勢的依

據，在數據搜集上需要有大量的樣本資料為主，因此其結果比較能接近現在市場的想

法。定性型的方法，又可以依樣本資料的搜集對象，來決定其市場資料的趨勢。樣本搜

集的對包括專家、個人、組織代表等。在數據搜集上多是以意見回饋為主，像是使用開

放性的問卷，組織的會議紀錄，德菲法等來搜集資料做為研究結果之參考。 
本研究主要以定量性的研究調查為主，我們以問卷來搜集消費對智慧取櫃的態度。

鑑於研究調查需要訪問到有使用過智慧取物櫃的使用者，其樣本來源有相當的困難，可

能所搜集的樣本數量會比較少。在研究調查的程序上，則委由市調機構協助。在調查的

假設條件上，以受訪者在電子商務物流使用行為作為基準，故樣本必需是符合透過電子

商務活動，並使用智慧取物櫃為任務之行為。  
在研究問題的確認上，經過多次專家和學者們的會議討論，最後探討出一些重要的

衡量問項來調查，問卷全部分成三個部份，分別為基本資料、物流使用態度、智取櫃使

用態度；我們希望從中可以瞭解受訪者對於智取櫃使用的態度。至於整體的研究程序如

圖 4 所示。 
 

委由市調公司協助調查有效樣本

擷取、分類有使用過智取櫃樣本

敘述統計分析並探討

 
圖 4：本研究調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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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敘述統計結果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分析 
本研究主要針對有曾使用過智慧取物櫃的使用者做統計分析。受訪的樣本皆知道智

慧櫃服務，並且也能反映出智慧櫃服務目前設置的站點之狀況和服務，因此在解釋智慧

取物當前市場的使用態度，有相當的參考價值，而全部的有效樣本一共有 114 份。 
 

表 1：受訪者基本資料分佈 (n=114)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64 56.1% 
女 50 43.9% 
   
年齡層   
20-29 歲 29 25.4% 
30-39 歲 42 36.8% 
40-49 歲 22 19.4% 
49-50 歲 18 15.8% 
50 歲以上 3 2.6% 
   
月薪收入 (新台幣)   
20,000 以下 15 13.2% 
20,001 至 30,000 元 14 12.3% 
30,001 至 40,000 元 12 10.5% 
40,001 至 50,000 元 17 14.9% 
50,001 至 60,000 元 17 14.9% 
60,001 以上 39 34.2% 
   
教育程度   
國中（含）以下 1 0.9% 
高中、高職 12 10.5% 
大專院校 (大學、專科) 68 59.6% 
研究所以上 33 28.9% 
   
住處(大樓)是否有人可以協助代收包裹   
是 76 66.7% 
否 38 33.3% 
   
住處(大樓)與便利超商步行距離的時間   
不到 3 分鐘 36 31.6% 
3-5 分鐘 42 36.8% 
6-10 分鐘 27 23.7% 
超過 10 分鐘 9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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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全部樣本的分佈上(見表 1)，男性占總樣本的 56%，女性則為 44%。在年齡

層方面，低於 39 歲以下的樣本為集中多數，樣本百分比為 62%。月薪收入部份亦有 34.2%
的樣本，每月收入在新台幣 60,000 以上。教育水準有高達 88%的樣本是大專生(大學)
畢業。至於住處(大樓)是否有人可以協助代收包裹，有三分之二的樣本表示有人可以代

收貨品。至於受訪者住處(大樓)與便利超商步行距離的時間，高達 92.1%的樣本比，能

夠在十分鐘之內就到住家附近的便利超商。另外，所有的樣本過去一年內皆有透網際網

路購買過東西。 
 便利超商步行距離的時間會因為受訪對象所居住的地區，而有不同的結果。因此本

研究進一步分析樣本的住處，其分佈結果如圖 5。由圖 5 可以知道，絕多數用過智取櫃

的樣本，亦集中在北部地區居多，占所有樣本之中的 58%，其次為台中、台南、高雄等

都會區。至於某些地區沒有在此次調查的結果之中，也顯示出智取櫃市場當前分佈的數

位城鄉差距。 
 

 
圖 5：受訪者居住地比率 

 
二、物流使用與智櫃使用態度之分析 
 本節將以受訪者在電子商務物流使用態度和智慧櫃使用行為進行敘述統計探討。首

先在物流使用的狀況上，彙整如表 2。絕大多數的受訪者都希望網路購物時，是能夠提

供免運費的服務，這也因此許多企業都希望能夠降低物流的費用，可以提高線上商品的

成交數量。至於消費者常選擇的物流方式為超商取貨，現今的超商寄物櫃也愈來愈大，

尤其是像學校地區的超商，置放寄物的櫃子愈來愈占空間。在假設不需要支付運費的情

況下，多數的消費者仍是選擇以超商取貨為主。不過，智取櫃取件的比率有些微的提高。

整體從受訪者的物流使用態度來觀察，消費者仍偏好到超商取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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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受訪者物流使用的態度 (n=114) 
 樣本數 百分比 
網路購物選擇物流方式，最重視的因素   
貨到時間 14 12.3% 
有無提供貨到付款 17 14.9% 
免運條件 49 43.0% 
貨到地點是否方便取貨 34 29.8% 
   
最常選擇網路購物的物流方式   
智慧櫃 6 5.3% 
宅配 39 34.2% 
超商取貨 66 57.9% 
面交 3 2.6% 
   
在不考慮運費的情形下，最偏好使用的物流方式   
智慧櫃 12 10.5% 
宅配 38 33.3% 
超商取貨 59 51.8% 
面交 5 4.4% 

 
 圖 6 為受訪者使用智取櫃的主要動機。我們讓受訪者至少可以填選 1~3 個理由。經

統計結果顯示，智取櫃可依個人時間進行 24 小時自助取貨為主要動機，其次是因為家

中無人可代收包裹。 

 
圖 6：受訪者主要使用智取櫃的動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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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受訪者在使用智取櫃的滿意度、持續使用意願、推薦態度上彙整如表 3。我們

發現大多數的使用者用過智取櫃之後，都是認為尚可以接收的(包含普通、滿意、非常

滿意)情形，占總樣本數的 98%。針對未來是否還會再使用的意願和推薦意願做調查，

同樣也是有高達 96%以上的受訪者，樂意再使用或推薦給他人使用。 
 

表 3：受訪者智取櫃使用的滿意度和推薦意願 (n=114) 
 樣本數 百分比 
使用智取櫃的滿意程度   
非常不滿意 0 0.0% 
不滿意 2 1.8% 
普通 21 18.3% 
滿意 67 58.8% 
非常滿意 24 21.1% 
   
未來是否會再次使用的意願   
會 110 96.5% 
不會 4 3.5% 
  不會的理由   

較大包裹無法支援 1  

使用過後不如預期 1  

住家附近無設立智取櫃 1  

智取櫃據點不夠多 1  
   
是否會推薦給他人使用   
會 111 97.4% 
不會 3 2.6% 
不會的理由   
對操作還不熟悉 1  

不好用 1  

智取櫃據點不夠多 1  

 
 最後我們調查使用者認為智取櫃各項服務的重要程度來做一個評比。各項服務的因

素問項一共有 14 個，每一個問項分別詢問使用者對其重視程度為何，並利用李克特五

尺度來計算分數。「相當重視」可以得到 5 分；相反地選擇「相當不重要」可以得到 1
分。嚴格上來說，我們期望分數能夠愈高愈好，分數愈高即可以做為消費者所重視的關

鍵因素，以提供給產業和學術做為參考指標。 
 圖 7 結果顯示消費者最為重視的因素是「貨品保管的安全性」，這表示消費者對於

無人的置物櫃仍是有所擔心貨品會不會發生遭竊等事件。而最不受重視的因素為「材質

外觀」。不過就我們所知，設計智取櫃的廠商對於材質的耐用程度會有相對的重視，因

為材質會牽涉到商品的使用年限及貨品保管的安全性，這表示企業和消費者兩者之間的

觀點有些微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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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7：受訪者認為智取櫃所重視服務的因素 

伍、 結論 

近年來智慧零售的應用愈來愈廣泛，除了本研究所介紹的智慧取物櫃之外，尚有結

合擴增實境(Augmented reality, AR)的智慧零售應用(Dacko, 2017)。這些應用提供消費者

不同的體驗，並進一步期望能夠帶來降低成本，擴大利潤為策略目標。盡管新興的自助

式服務應用推行不易，不過若能夠推行成功，就能帶來很大的優勢，顧客從被動變成依

賴，最後顧客忠誠度也會有所提高，為企業帶來穩定的利潤(林俊昇等人，2016)。然而，

對於企業而言，目前智取櫃市場規模的使用數量是重要的因素。企業必須要將消費者的

需求作為審視的重要依據，將整體市場規模及其可能成長的方向做推估，才可以了解到

智取櫃需求成長的可能。 
本研究結果顯示台灣現行的使用者仍多數會選擇以超商取貨為主，即便使用過智取

櫃之後，仍會以選擇超商自取為首選。其實設計無人自動化取物流程仍處於發展及改善

階段，也存在著不少問題與爭議，但以數據驅動的無人自動化取物流程所帶來的科技體

驗和方便性，終將回饋到消費者身上，帶來更卓越的消費體驗。智慧取物櫃可以改變了

以往資訊科技之商業模式，企業能夠藉由更符合成本效益，且更具備彈性、機動之方式

進行營運活動。由於零售商將原來負責大部分物流運作的工作精簡化，從而節省了相關

支出，另也省去末端商務流程取貨之配置。也因此，本研究計畫未來探討消費者對智取

櫃之使用意圖，了解消費者的態度，那些是影響行為意圖之因素。在智慧化物流更趨蓬

勃發展之際，將使得企業得以更加專注於企業價值之經營與創造。 
在研究限制方面，本研究受限於人力、物力、時間及使用經驗等因素，因此委由中

華徵信社協助調查研究，並以此分類、歸納出之有用資料作為樣本。但是沒有探討到未

使用智慧櫃的顧客做相關結論，因此研究結果不宜過度推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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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mart locker is an innovative service. E-commerce in a logistic and/or delivery 

product is influenced by many factors they either enhance or reduce customer satisfaction and 
relationship improvement. The smart lockers may help change process. The aim of this study 
is to determine the adopted smart lockers factors and their effects on customer motivation and 
relationship improvement in smart lockers marketing. This study helps the managers of the 
smart lockers industry, policymakers, and academician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determining 
the service innovation barriers/facilitators and their effect in satisfying the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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