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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因時代在改變，人們也越依賴網路提供的服務，有網路就能與任何人交

易、分享，但是什麼因素讓使用者有意願在購物社群進行討論而產生滿意度?本

研究以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作為架構主軸，並透過社會資本理論與社會交換理論

為基礎，提出感知成本與社群接受度等來探討使用者在購物社群滿意之研究，以

針對參與購物社群之使用者作為樣本，並以網路問卷調查發放並分析，回收樣本

數為 345 份有效問卷，本研究發現(1)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對滿意度具有正面影

響。(2)感知成本對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具有負面影響(3)社群接受度會正面影響

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 

 

關鍵詞:關係資本、認知資本、滿意度、感知成本、社群接受度、感知行為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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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rnet is changing because of the times, people are more dependent on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Internet, and there are networks where they can trade and 

share with anyone. But what factors make users willing to discuss in the shopping 

community? Using relational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as the backbone of the 

structure, and based on social capital theory and social exchange theory, we propose 

perception costs and community acceptance to explore user satisfaction research in 

the shopping community in order to target participating shopping communities. Users 

were sampled, and were distributed and analyzed using online questionnaires. The 

number of samples recovered was 345 valid questionnaires. The study found that (1) 

relationship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satisfaction. (2) 

Perceived costs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relationship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3) Community acceptance can positively affect relationship capital and cognitive 

capital. 

Keywords: Relational Capital, Cognitive Capital, Satisfaction, Perceived Cost, 

Community Receptivity、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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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網際網路因時代的改變在進步，而人們也越來越

依賴網路所提供的各種服務。網路因為沒有時間、地點，以及交通上的限制，只

需透過相關通訊設備與軟體服務就能夠與全世界進行交易、經驗分享、及知識交

流，因此，網路已成為人們最不可或缺的工具。在此同時，由於人們長期處於繁

忙的工作環境中，很少有時間能夠到實體商店購買商品，因此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之應用也隨著生活型態的改變而越來越普遍。行動商務是一種架構於

網際網路的交易平台，使得網路上的買家與賣家不需面對面即可進行交易行為。

而企業也逐漸的認為智慧型手機中的行動應用(mobile application)對購物者

而言的確能提升產品能見度，因此可能增加顧客服務和經驗，並有助於產品的銷

售(Hong, Thong et al. 2006);(Hong, Thong et al. 2008); (Ngai and Gunasekaran 

2007)。 

對現在眾多的買家而言，應用行動商務購買商品前，因未能瞭解或感受商品

實際的品質及優缺點，所以經常會應用相關社群平台查詢商品的資料、評價、或

其他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而這些社群平台的特性主要是讓社群成員能在一個虛擬

的空間，不需要面對面溝通，只需透過文字或影像的交流，就能夠達到有效的溝

通，使社群成員瞭解相關產品的特性。在這些社群平台中的成員，彼此擁有共同

興趣、互相討論學習、交流商品資訊，也可表達自我的商品使經驗與知識交流等 

(Nambisan and Baron 2010)，因此形成一個不同於以往的虛擬社群。而在行動應

用越來越多元的模式，與社群平台做結合，整合成「購物社群」的應用已越來越

普及，它能讓購物社群的成員，彼此能夠透過平台上的經驗交流，對彼此產生信

任，同時也能夠在平台上進行交易，完成購買商品。現今已有許多平台已經將行

動商務與社群平台做結合，例如，LINE、Facebook(粉絲團或社團)、微信(Wechat)、

論壇(Mobile、PTT)等。因此，對行動商務平台而言，購物社群成員間的商品資

訊分享與商品經驗交流，以及在知識與經驗分享的同時所產生的認知與緊密關係，

則是顧客購買商品決策的主要依據(Bagozzi and Dholakia 2006)，亦是此類虛

擬社群存在的主要意義。 

在虛擬社群中，使用者滿意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因為它與使用者是否持續

參與社群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是決定使用者持續性的重要概念(Fang and 

Neufeld 2009); (Roberts, Hann et al. 2006)。滿意度是一種購買與使用產品後的結

果，是由消費者比較購買時與所付出成本和預期效益所產生(Churchill and 

Surprenant,1982)，而滿意度也是指一個人能夠實際感受到的情感與原先期望的

情感差異，當期望得到滿足，顧客則會感到滿意，反之則不滿意(Oliver,1980)。

另外，根據過去相關資訊科技服務傳遞之研究，關係資本(relational capital)與認

知資本(cognitive capital)可有效解決科技服務中的各種問題(Sun et al, 2012)，如

行動應用與虛擬社群服務，本研究認為在虛擬購物社群當中，關係與認知資本應

可有效提升社群成員使用購物社群的價值。關係資本可以促進成員間彼此知識的

交換，同時也能產生特殊的友誼關係、尊重與信任，也能夠與更多人進行交流對

談，而透過此方法，也能夠發展出價值創造的動機(Nahapiet and Ghoshal,1998)。

而認知資本指的是一個團體間的達成共識的程度，在一個虛擬社群中，成員彼此

間擁有共同的語言、目標與看法，不僅能夠相互理解，對虛擬社群來說，成員間

有良好的互動與溝通，對於問題的討論與知識的分享是有幫助的，同時也可能創



造出更高的知識價值，不僅可產生較高的社會資本，同時也能提升自我的能力

(Nahapiet and Ghoshal, 1998)。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瞭解使用者在購物社群中，

如何透過商品資訊的分享與交流以提升社群成員之間的認知與關係，並進而提昇

社群滿意度之研究。 

鑑於先前所述，在一個虛擬社群裡，有良好的溝通交流環境，能夠讓有相同

目標與看法的成員互相交流互動，進而產生出對彼此的情感與信賴，而滿意度是

一種成員使用前後所感受到的情感與感受來做相互比較。若社群成員彼此間擁有

相同的話題與興趣，則會增進彼此間的互動，並同時產生彼此的情感與信賴度，

也能增加對彼此與對社群的滿意度。然而，過去研究中同時針對購物社群成員的

認知、關係、與使用者滿意度之提升較少探討，因此，本研究在購物社群的情境

下，以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CAT)及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CET)為基礎，藉以探討使用者在購物社群中成員對彼此的關係是否會影

響滿意度。同時，本研究亦利用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s)與社群感受度

(community receptivity)等觀點探討在購物社群中，可能影響社群成員間認知與關

係的前事因素，並以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分析與文獻探討之說明來驗證本研究中

各構念間的影響。 

本研究彙整過去相關研究文獻，以購物社群為主要情境，以社會資本理論及

社會交換理論為研究基礎，應用相關變數，探討購物社群成員彼此的認知與關係

資產是否影響相關的社群滿意度，並進行理論之驗證。綜合上述，本研究結合使

用者對購物社群的認知及成員間的關係是否影響滿意度，並詴圖藉此探討干擾因

子(如付款方式)是否會影響相關構念之間的關係。本研究期望透過相關文獻之探

討、問卷調查及統計分析，能夠了解這些方面之間是否有直接關係影響。 

因此，本研究主要之研究目的為: 

(1) 探討使用者對購物社群間的互動行為(如認知與關係)是否會影響使用
者對購物社群的滿意度。 

(2)探討使用者對購物社群的感知成本與社群接受度是否會影響使用者在社
群成員間的互動關係。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以相關文獻彙整提出了六個假說，探討購物社群使用者對於關係資本

與認知資本的想法。本研究使用社會資本理論與社會交換理論作為基礎理論探討

說明。研究架構分為感知成本、社群接受度、關係資本、認知資本與滿意度，透

過六個假說進行推導與分析。 

一、滿意度(Satisfaction) 

滿意度是指消費者在購買前的預期心理和購買後的績效結果來做比較，判斷

是否滿意。如果滿意度高，相對再購意願也高，反之再購意願則低(Oliver 1980)。

(Churchill Jr and Surprenant 1982)也認為滿意度是一種購買與使用產品後的結果，

是由消費者比較購買產品時所付出成本和預期效益所產生的情感。(Chou and Hsu 

2018)也認為滿意度是強調使用者對購物的滿意度，包含購買前後的績效、售後

服務、安全性等。Oliver(1980)也認為滿意度是一個對於他人服務整體體驗與購

買商品評價。也就是說，滿意是指一個人能夠實際感受到的情感與原先期望的情



感差異，當期望得到滿足，顧客則會感到滿意，反之則不滿意。在購物社群中，

滿意度是一個重要的議題，了解使用者對產品的滿意程度，並正確衡量顧客滿意

度，就可作為評估一項產品的品質。 

二、社會資本理論(Social capital theory, SCT) 

(Burt 1997)認為社會資本是指人與人之間一種非正式的關係資源。(Coleman 

1990)則認為，此種關係資源應包含相處、信任、價值與願景。而在(Nahapiet 1998)

的研究中，認為社會資本理論的概念包涵了三個部分，分別是結構面 (Strutureal 

dimension)、認知面(Cognitive dimension)、關係面(Relational dimension)，並解

釋這三部分將是能夠探索成員間的關係與社群間的現象。其中，關係面

(Relational dimension)的重點則在於人與人在長時間的交流互動中，會發展出人

際關係中的知識交流，它是建立在彼此的信任感上，並在互動過程中產生對彼此

與團體間的認同感，進而提升彼此對於參與社群的義務。而認知面(Cognitive 

dimension) 則是指，社會網路的成員間都擁有共同的語言、目標與看法，甚至

是有共同的願景，不僅能夠相互理解，對虛擬社群來說，成員間有良好的互動與

溝通，對於問題的討論與知識的分享是有幫助的，同時也可能創造出更高的知識

價值。 

學者(Kozinets 1999)提出虛擬社群互動模型，認為在一個社群裡，隨著成

員間彼此互動的增加和時間的累積，不管是低度參與者或是高度參與者都將會轉

變成社交型或成員型參與者。而這種社群發展是驅使一個社群成長的重要因素之

一(Aupeix, Hugel et al. 1997)。 

在購物社群中，成員間若具有良好的互動關係，彼此尊重、互相信任，並將

購物經驗分享給他人，則個人較容易產生良好的購物體驗，所購得之產品亦較能

符合個人期望，因此對購物社群可產生較高的滿意度。另外，社群成員在互動之

過程中，若經常以共同的術語與模式溝通時，則更容易瞭解彼此的想法與所欲表

達之事物，因此對購物社群將感到更滿意，並認為參與此社群是明智的選擇，因

此，本研究推論出以下的假說: 

假說 1:關係資本對滿意度具有正面影響 
假說 2:認知資本對滿意度具有正面影響 

三、社會交換理論（Social Exchange Theory） 

Blau(1964)認為如果要達到交換行為時，需達到兩個條件，一是該行為需透

過與他人的互動，二是該行為必須採取有助於實現這行為的利益或手段，簡單說，

就是當他人給予利益或獎勵，則反應就會發生，反之，當他人不給予報答，反應

就停止。因此，社會交換是個具有互惠性質的行動，當他人自願貢獻資源時，而

其他成員也認為這資源是具有吸引力且值得的，則彼此間就會產生對對方的信任

感，進而產生互動，達到交換行為。本研究認為，要實現交換行為並達成預期效

益需重視以下二個層面: 

(一)感知成本(Perceived Costs) 

根據(Sun, Fang et al. 2014)的研究，感知成本可以分為兩方面:實際成本

與機會成本，實際成本是實際用於在某件事情上的資源價值，因此，它可以直接

用金錢或其他可衡量的單位資源來衡量。而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它是為

經濟學的名詞，又稱隱含成本或替代性成本。機會成本被定義為在決策過程中面

臨多項選擇，當中被放棄而價值最高的事物。它與實際成本相關，但並不等於它，

如果要投資其他活動，機會成本代表了資源產生的價值。因此，本研究將以機會



成本概念來解釋「感知成本」，意即當使用者認為他們選擇新的事物時，所需要

付出的犧牲或損失。 

(Gremler and Brown 1996)認為感知成本代表使用者在選擇時所投資的時間、

金錢與精神，這些因素都可能讓使用者無法選擇另一個的因素。當社群成員參與

社群後仍需花費較多的精力與時間購物時，將可能無法再對購物社群產生高度信

任，且可能對其他成員所提供之購物資訊產生懷疑。此時，倘若其他社群所提供

之產品資訊較該社群正確且詳盡，則易導至社群成員不願意再與其他成員互動，

甚至離關此購物社群。其次，社群成員付出較高的實質成本購買商品或產品無法

產生預期效益時，將可能對社群討論之事物產生不同的看法，甚至無法再認同社

群的溝通模式或敍述事物之方式。因此，本研究推論出以下的假說: 

假說 3:感知成本對關係資本具有負面影響 
假說 4:感知成本對認知資本具有負面影響 

(二)社群接受度（Community Receptivity） 

社群接受度是指個人利用自己在社群中的特性，藉以描繪自己形象的想法

(Ashforth and Mael 1989)。許多社群成員也會將自己劃入各個與自己類似的社

群之中，成為社群中的一員，同時藉由社群來定義自己，過程中可能由此強化自

身與社群之間的關係(Algesheimer, Dholakia et al. 2005);(Bagozzi and Dholakia 

2006); (McAlexander, Schouten et al. 2002)。 

社群接受度表示成員間彼此傾聽以及接受他人想法的程度，當一個線上社群，

能夠提供一個開放且良好的氛圍環境，成員間就能夠以真實的自我，且在自由和

無壓力的情況下，進行更加頻繁且穩定的雙向溝通，降低自己與成員間的心理距

離，增加彼此的情感與資訊交流。 

(Tajfel 1978)認為社群接受是使一個個體參與社群互動，並較可能認為自己

是屬於某個團體並與團體的成員間有相似。(Pai and Tsai 2016)的研究，社群接受

度表示成員間彼此傾聽以及接受他人想法的程度，當一個線上社群，能夠提供一

個開放且良好的氛圍環境，成員間就能夠以真實的自我，且在自由和無壓力的情

況下，進行更加頻繁且穩定的雙向溝通，降低自己與成員間的心理距離，增加彼

此的情感與資訊交流。故由上述文獻可知，若社群成員認為自己在社群中具有一

定的價值且受人信任，則可能對此社群產生較高的依附感，因此社群成員將感知

自己為其一分子而不願離開此社群，因此將更容易與其他成員產生良好的互動關

係。另一方面，當社群成員傾聽及接受他人的程度較高時，則越容易採納不同的

溝通模式或敍述事物的方式，甚至更容易產生共同的語言及認知模式。因此，本

研究推論出以下的假說: 

假說 5:社群接受度對關係資本具有正面影響 
假說 6:社群接受度對認知資本具有正面影響 

三、控制變數 

本研究參考(Tsai and Bagozzi 2014)的研究，提出感知行為控制(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指個人對其所從事的行為進行控制的感知程度。在

(Tsai and Bagozzi 2014)的研究中，假定該成員的貢獻決定和行為可能取

決於他們的感知行為控制來取決他們的決定。結果也表明此構面是被視為會

影響個人決定和行為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本研究認為該變項可能對滿意度

有影響，因此以之為控制變項。 



 
圖 1:研究模型 

將綜合假說以上研究的分析與說明，本研究推導出研究模型如圖 1所示。 

 

参、研究方法與分析 

本研究為了詴證各變數間研究模組推導出的假說，因此研究方式則採用「部

分最小平方法」(Partial Least squares,PLS)結構方程式來驗證研究假設、樣本特性

統計，本研究使用版本用 Smart PLS 3.0 來檢測模組每個構面的可靠性度、效性

度以及顯著性，本研究使用兩種理論模式來驗證架構模型的樣本數資料作為分析，

即為測量模式分析與結構模式分析，為此檢測該量表有無顯著差異及信度與效度

標準。 

一、問卷設計與資料蒐集 

本研究為了瞭解使用者對於購物社群滿意度之研究。問卷設計將針對使用過購物

社群之使用者作為研究之對象進行調查。而問卷調查方式將建立在該網路平台來

進行資料蒐集與彙整。架構五個變數中，本研究採用七點衡量尺度(Likert)，計

分方式為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有點不同意、無意見、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

意七個選項，對於受測者問項的回答之同意程度由低到高給分，最低分為 1分，

最高分為 7分。衡量項目、定義與參考來源如表 1所示。 

表 1：模型中衡量項目、定義與參考來源 

衡量項目 定義 參考來源 

滿意度

(Satisfaction) 

指一個人能夠實際感受到的情感與原

先期望的情感差異，當期望得到滿足，

顧客則會感到滿意，反之則不滿意。 

(Kim and Son 

2009, Chiu, Hsu et 

al. 2012) 

關係資本

(Relational 

capital) 

解釋網路成員間經過長時間的互動，所

產生的人際關係，可以促進成員彼此知

識的交換，也能產生特殊的友誼、尊重

與信任，發展出價值創造的動機 

(Sun, Fang et al. 

2012) 

認知資本

(Cognitive 

capital) 

團體達成共識的程度，彼此擁有共同的

語言、目標，不僅能相互理解，對社群

來說，成員有良好的互動，對於問題的

討論與知識的分享是有幫助。 

(Sun, Fang et al. 

2012) 



感知成本

(Perceived 

Costs) 

以使用者的觀點來看，當使用者在進行

選擇時所放棄或犧牲的部分會影響到

使用者對知覺價值的評估，所以使用者

在選擇中所付出的代價即可稱為感知

成本。 

(Sun, Fang et al. 

2014) 

社群接受度

（Community 

Receptivity） 

彼此接受他人想法的程度，一個線上社

群，能夠提供開放且良好的環境，成員

就能夠以真實的自我，進行頻繁且穩定

的溝通，降低彼此間的心理距離，增加

情感與資訊交流。 

(Pai and Tsai 

201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本研究對象為針對參與過購物社群之使用者，進行問卷調查分析。總共發放

400份，扣除無效問卷後，有效問卷總計345份，回收樣本資料如表2，基本資料

包含性別，男生佔55.9%、女生佔44.1%。年齡21~25歲最多，佔49.6%。教育程度

則是大學(專)最多，佔69.6%。職業則是學生佔最多，佔54.8%。使用購物社群的

頻率，以1-3次/月最多，佔73.9%。使用購物社群的經驗，則是1.1年-2年較多，

佔24.6%。在購物社群，過去一個月內購買的次數，為1-3次/月最多佔72.8%。較

常使用的付款方式，直接付款居多佔指67.8%。社群提供之資訊內容則是兩者皆

有為多數，佔80%。較常使用的社群平台，則以Facebook較多，佔50.7%。 

表2：樣本基本資料(樣本數：345份) 

調查項目 數人 百分比 調查項目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年齡 

男 193 55.9% 20歲以下 77 22.3% 

女 152 44.1% 21~25歲 171 49.6% 

職業 26~30歲 54 15.7% 

學生 189 54.8% 31~35歲 31 9.0% 

資訊及通訊業 25 7.2% 36~40歲 4 1.2% 

金融保險業 13 3.8% 40歲以上 8 2.3% 

政府機關 14 4.1% 教育程度 

醫療產業 7 2.0% 高中(職)以下 3 0.9% 

製造業 27 7.8% 高中(職) 34 9.9% 

服務業 45 13.0% 大學(專) 240 69.6% 

教育產業 14 4.1% 碩士 66 19.1% 

其他 11 3.2% 博士 2 0.6% 

使用購物社群的頻率 使用購物社群的經驗 

0次/月 17 4.9% 6個月以下 58 16.8% 

1-3次/月 255 73.9% 6個月- 1年 82 23.8% 

4-6次/月 46 13.3% 1.1年-2年 85 24.6% 

7-9次/月 8 2.3% 2.1年-3年 54 15.7% 

10次以上/月 19 5.5% 3.1年以上 66 19.1% 

在購物社群，過去一個月內購買次數 較常使用的社群平台 

0次/月 68 19.7% Facebook 175 50.7% 



1-3次/月 251 72.8% PTT 106 30.7% 

4-6次/月 18 5.2% Line 40 11.6% 

7-9次/月 3 0.9% Twitter 0 0.0% 

10次以上/月 5 1.4% Instagram 16 4.6% 

社群提供之資訊內容 其他 8 2.3% 

產品資訊 49 14.2% 較常使用的付款方式 

產品評論資訊 20 5.8% 直接付款 234 67.8% 

兩者皆有 276 80.0% 
透過第三方支

付 
111 32.2%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測量模式分析(Measurement model analysis) 

(一) 組成信度、Cronbach's α、平均變異抽取量 

問卷彙整完畢後，檢測該量表是否有可靠信度標準，測量模式的驗證包括個

別信度(item reliability)與效度(validity)；個別信度使用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來評估每一個構面的的內部一致性(Hair et al.1998)；效度部分包含內

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收斂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與區別效度

(discriminantvalidity)，本研究的量表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模式收斂效度與區別

效度組要透過組成信度與平均變異抽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AVE)來驗

證，其中組成信度值(CR)高於0.7 則可判斷為高組成信度(Fornell & Larcker, 

1981)。平均變異抽取量則建議高於0.5(Fornell & Larcker, 1981)，信度以

Cronbach's α為依據，Cronbach's α係數介於0 與1 之間， Cronbach's α係

數愈大相對代表著可信度愈高，而Cronbach's α值在0.7 與0.9 之間為高信度

(Pavlou & Fygenson, 2006)，所有結果請見表.3。 

表3：自變數標準分析(組成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Cronbach’s α) 

研究構面 組成信度(CR) Cronbach’s α 平均變異抽取量(AVE) 

感知成本 0.884 0.822 0.719 

社群接受度 0.886 0.807 0.722 

關係資本 0.909 0.865 0.716 

認知資本 0.901 0.834 0.752 

滿意度 0.929 0.905 0.724 

感知行為控制 0.841 0.754 0.57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如表3 所示，本研究構面之組成信度(CR)皆0.7 以上屬高組成信度，

Cronbach’s α皆在以上屬於高信度，平均變異抽取量值也都高於0.5，即代表本研

究測量結果該量表屬於高度可靠信度標準值。 

(二) 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交叉負荷量(Cross-loading) 

另一種判別的方法為平均變異萃取量(AVE)，AVE 能夠計算出每一個變相

對於潛在變相的平均變異解釋力，當AVE 值越大就代表著潛在變項的收斂效度越

高，平均變異萃取量(AVE)建議值則是需大於0.5，且所有潛在變項AVE 之平

方根植(表4 對角線值)需大於每個潛在變項間的相關係數(非對角線值)，表示具

區別效度，表4顯示符合此原則，表示各變項皆具有良好的效度水準，另外，交

叉負荷(cross-loading)則是代表構念當中的每一個問項，其負荷量大於其與其他構



念中問項的負荷量，結果由表5顯示。 

表4、相關矩陣彙總表與AVE 平方根 

 
認知 

資本 

購物 

社群經驗 

社群 

接受度 

感知 

行為控制 

感知 

成本 

關係 

資本 
滿意度 

認知 

資本 
0.867       

購物社

群經驗 
0.211 1.000      

社群接

受度 
0.469 0.182 0.850     

感知行

為控制 
0.519 0.291 0.352 0.755    

感知 

成本 
-0.177 -0.126 0.010 -0.247 0.848   

關係 

資本 
0.546 0.150 0.627 0.494 -0.132 0.846  

滿意度 0.506 0.302 0.600 0.498 -0.204 0.687 0.851 

註1：斜對角線之值代表平均變異萃取量(AVE)之平方根植 

註2：非對角線之值代表各變數之相關係數值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5：交叉負荷量(Cross-loading) 

構面 項目 CC COMEXP CR PBC PC RC SAT 

認知

資本 

CC1 0.828 0.168 0.394 0.391 -0.114 0.425 0.409 

CC2 0.912 0.186 0.429 0.483 -0.161 0.494 0.449 

CC3 0.860 0.193 0.397 0.472 -0.183 0.498 0.456 

購物

社群

經驗 

COMEXP 0.211 1.000 0.182 0.291 -0.126 0.150 0.302 

社群

接受

度 

CR1 0.412 0.165 0.876 0.260 -0.002 0.564 0.535 

CR2 0.329 0.147 0.871 0.298 0.061 0.543 0.502 

CR3 0.450 0.151 0.800 0.341 -0.030 0.489 0.491 

感知

行為

控制 

PBC1 0.350 0.286 0.255 0.686 -0.148 0.287 0.284 

PBC2 0.480 0.190 0.335 0.804 -0.249 0.501 0.473 

PBC3 0.304 0.236 0.136 0.749 -0.168 0.265 0.276 

PBC4 0.392 0.206 0.291 0.778 -0.160 0.371 0.409 

感知

成本 

PC4 -0.141 -0.100 0.009 -0.183 0.873 -0.096 -0.146 

PC5 -0.082 -0.038 0.083 -0.176 0.737 -0.023 -0.060 

PC6 -0.189 -0.140 -0.015 -0.252 0.923 -0.159 -0.240 

關係

資本 

RC1 0.419 0.108 0.487 0.363 -0.142 0.842 0.553 

RC2 0.499 0.096 0.592 0.458 -0.105 0.908 0.627 

RC3 0.419 0.140 0.564 0.383 -0.054 0.885 0.612 

RC4 0.517 0.170 0.466 0.472 -0.154 0.740 0.525 

滿意

度 

SAT1 0.391 0.224 0.541 0.358 -0.090 0.546 0.833 

SAT2 0.444 0.209 0.569 0.406 -0.174 0.606 0.854 

SAT3 0.481 0.280 0.469 0.488 -0.245 0.591 0.845 



SAT4 0.448 0.325 0.469 0.473 -0.177 0.581 0.870 

SAT5 0.381 0.241 0.512 0.382 -0.173 0.596 0.8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結構模式分析 

本研究經過上述測量模式分析後，驗證了該問卷樣本資料達到信度與效度的

標準，接下來進行結構模式分析，透過結構模式方析探討各潛在變數之間的因果

關係，將驗證推導理論並分析結果。PLS對於結構模式之評估，其中包含各變數

與其變數間關係係數的強度之顯著程度(即路徑係數)與該研究模組自變數的解

釋力(R2)。由圖2顯示各變數的路徑係數和R2值；路徑係數為各變數與其變數間

的關係係數，R2解釋該自變數的說明能力。 

 
圖 2: 結構模式 

由圖二顯示研究模式分析，驗證了關係資本對滿意度具有正面關係，據結果

顯示支持假說1，值為(B=0.539，P<0.001)；認知資本對滿意度具有正面關係，其

結果顯示支持假說2，值為(B=0.111，P<0.05)；感知成本對關係資本具有負面關

係，據結果顯示支持假說3，值為(B=-0138，P<0.001)；感知成本對認知資本具有

負面關係，結果顯示支持假說4，值為(B=-0.182，P<0.001)；社群接受度對關係

資本具有正面關係，結果顯示支持假說5，值為(B=0.628，P<0.001)；社群接受度

對認知資本具有正面關係，其結果顯示支持假說6，值為(B=0.471，P<0.001)。 

表6：假說驗證結果 

假說 路徑關係 路徑係數 T-Values 驗證 

H1 關係資本→滿意度 0.539*** 10.750 支持 

H2 認知資本→滿意度 0.111* 2.021 支持 

H3 感知成本→關係資本 -0.138** 2.960 支持 

H4 感知成本→認知資本 -0.182*** 3.704 支持 

H5 社群接受度→關係資本 0.628*** 17.369 支持 

H6 社群接受度→認知資本 0.471*** 10.695 支持 

註：顯著性相關對照p<0.001*** p<0.01** p<0.05* 

 

肆、研究發現與結果 

一、研究發現 

購物社群對於現在生活與使用者之間關係連結緊密，因為透過社群媒體沒有

時間與地區上的限制困擾，因此成員彼此間就能夠透過溝通交流來發揮自己的價



值內容。而社群的形成是經由成員間擁有共同目標與興趣，並透過良好的溝通交

流的行為所產生。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參與購物社群的使用者之相關使用經驗，

以及使用者對於購物社群滿意度意圖之探討，其中，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可說是

一種成員與成員之間透過共同語言和興趣，經由長時間的互動，而對彼此產生信

任與認同，因此對社群滿意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本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以及驗證性因素分析，針對有參與過購物社群的使用

者，共蒐集345份有效問卷，並使用最小平方法驗證此研究的假說關係，結果假

說一到六的假說具有正面與負面影響關係。根據購物社群使用者的社群滿意度之

探討，歸納出以下發現；首先，社群成員彼此間擁有一個良好的溝通交流環境，

能夠有效讓有相同目標的成員們透過長時間的互相交流溝通，彼此間也擁有相同

的話題與興趣，則會進而增進彼此間的互動，並產生彼此間的情感與信賴，也進

而增加彼此與對社群的滿意度。第二，社群成員對於感知成本方面，當社群成員

參與社群後，仍需花費較多的精力與時間購物時，將可能無法再信任此社群。此

時，如果其他社群提供之產品資訊較該社群完善，則容易導致社群成員不願意再

與其他成員互動，甚離開此購物社群，導致滿意度也相對降低。最後，社群成員

在社群接受度方面，彼此間具有傾聽與同理心的感受，則會增進成員彼此間的信

任感，並同時激發進一步的相依性，在此同時，彼此間的情感也可能提升到另一

個層級，如此，相互間的關係也會提升，而成員彼此間有共同話題與目標，也能

讓彼此產生高度信任感。綜合上述，驗證了本研究購物社群中的關係資本與認知

資本對於滿意度是有正面的影響，也驗證了感知成本對於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具

有負面影響，社群接受度對於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具有正面影響。 

二、研究結果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會資本(關係與認知成本)對滿意度具有高度的解釋力

(R2=53.8%)，而感知成本與社群接受度對關係資本亦具有高度的解釋力

(R
2
=41.2%)，對於認知成本亦具有明顯的解釋力，值(R

2
=25.3%)，如圖二研究模

式分析所示:假說結果顯示，在社會資本影響滿意度的方面，(H1)關係資本對滿

意度具有顯著影響 (H2)認知資本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 (H3)感知成本對關係資

本有顯著影響 (H4)感知成本對認知資本有顯著影響 (H5)社群接受度對關係資

本有顯著影響 (H6)社群接受度對認知資本有顯著影響 

(一)、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對於滿意度結果分析 

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對滿意度的影響，假說分別為H1到H2，驗證結果顯示關

係資本對滿意度有顯著影響，為(β=0.539)；認知資本對滿意度亦有顯著影響，

為(β=0.111)，當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兩者同時有效建立時，將能有效提升社群

成員對於購物社群的滿意度。對於購物社群的成員們來說，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

的存在，能讓成員間產生較好的互動與交流，當成員彼此間在溝通中發現問題，

能夠透過彼此間互相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問題，雙方利用共同的話語，以及對彼此

的信任，能夠進而讓成員間互相幫忙，也能夠使自己得到所期待的期望，並增加

對彼此與對社群的滿意度。所以本研究驗證了使用者在購物社群中透過關係資本

與認知資本對於滿意度提升是有幫助的影響力。 

(二)、感知成本對於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結果分析 

感知成本對關係資本和認知資本的影響，假說分別為H3到H4，驗證結果顯示

感知成本對關係資本有顯著影響，為(β=-0.138)；感知成本對認知資本有顯著



影顯，為(β=-0.182)。當個人採納社群成員的意見及經驗時，卻仍需花費大量

的時間及精神購買相關之產品，卻沒有得到預期的效益時，將可能不再信任自己

所涉入的購物社群，甚至可能排斥或發表不良之言論於社群中，因此影響自己與

其他社員之間的關係。而這些負面行為或言論亦可能影響社群成員之間的認同感，

因而影響原本和諧的溝通模式。因此，本研究證實感知成本對社會資本具有一定

的影響 

 (三)、社群接受度對於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結果分析 

社群接受度對關係資本和認知資本的影響，假說分別為H5到H6，驗證結果顯

示社群接受度對關係資本有顯著影響，為(β=0.628)；社群接受度對認知資本有

顯著影響，為(β=0.471)。當社群成員願意傾聽別人的心聲，並以同理心理解他

人之想法及感受時，成員之間較容易產生緊密的關係，個人將認為自己在社群中

具有重要地位及價值且能被認同，因此將較容易產生高度的互動行為並信任他人

的產品經驗分享。若這些經驗能得到適度的回應，則成員將樂意對產品資訊提出

更深入的看法，並形成較高的認同感。因此，本研究證實社群接受度對社會資本

具有一定的影響。 

伍、 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貢獻 

本研究顯示，在購物社群中，以開放式購物社群佔較多數，本研究針對參與

過購物社群之使用者進行深入了解與探討，對於本研究架構模型感知成本、社群

接受度、關係資本、認知資本與滿意度進行探討。由於在購物社群中，具有各種

不同類型的成員，他們彼此間有相同的興趣與話題，以及經由長時間互相交流所

產生對彼此的信任，他們透過互動的方式，讓成員能夠透過彼此對商品資訊的分

享與交流以提升社群成員之間的認知與關係，並進而提昇社群滿意度。本研究探

討社會資本中關係資本與認知資本套用在購物社群中，使用者在購物社群中消費

者是否認同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願意傾聽以及接受他人的想法、是否願與他人互

動來產生知識交換、是否與他人透過共同的目標與看法來溝通，並產生使用者對

商品的滿意度。研究結果顯示，前述論述皆獲得驗證。 

本研究的貢獻為:一、提出在社群購物情境中，關係與認知資本對社群成員

的滿意度具有相對的影響，過去的研究曾在使用資訊科技服務的情境中以社會資

本概念探討科技使用的滿意度(Sun et al. 2012)，但卻很少在購物情境中以此

概念探討之，不同於過去，本研究以此探討社群購物中，成員滿意度是否受社會

資本之影響。二、過去，感知成本雖在購物情境中被探討過，但以購物社群為主

要情境，探討其對社會資本的影響，則較少被提及。本研究提出感知成本在社群

購物中具有正面的義意，經證實，對於社群中成員的關係與共識的確有影響性。

三、在以往的研究中，社群接受度曾被用於探討線上消費社群中資訊分享行為與

互補規範之研究(Pai & Tsai 2016)，然而，對於社群成員間的關係是否有直接

影響則少有著墨。 

有鑑於此，本研究以社會資本與社會交換等概念為主，有別於以往的理論模

式，探討外在成本(感知成本)與內在情感(社群接受度)等因素對是對購物社群的

內部氛圍產生影響，並進而影響社群成員之滿意度。而在實務方面，購物社群之

提供者應重視社群分享資訊的真實性與正確性，並儘可能提供更適當更優質的討

論空間給使用者，促進社群成員間的認同感以提升購物社群之參與率。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建議 

本研究雖在研究架構上以力求符合科學原則，惟在客觀因素上，例如：研究

時間、經費等，仍會產生部分的限制。本研究以問卷透過網路與紙本發放，以使

用過購物社群之使用者為研究對象，回收樣本以學生為多數，因此，抽樣的母體

有所侷限，目前將以較為宏觀的角度，來普遍的探討影響購物社群之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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