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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網際網路的發展與進步，它的便利性與時效性改變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購買習

慣，其中部落格的普及除了利用其來進行網路行銷也利用其雙向傳播的互動性，成為人際溝

通與獲取資訊的參考來源。因此口碑傳播的型態也從傳統面對面的方式轉移到部落格中進

行，透過部落格中的口碑傳播能吸引瀏覽者的注意力，因此越來越多人透過部落格進行網路

行銷與口碑傳播與分享產品的使用經驗。 

本研究是以部落格的互動性、專業性、信任，探討瀏覽者對此部落格口碑、購買意圖之

影響，並且以瀏覽過商業性部落格的瀏覽者為研究對象，並以有效的實體問卷125份及網路問
卷78份，以SPSS統計軟體進行敘述性統計。 

 研究結果發現：部落格口碑卻實可以影響瀏覽者的購買意圖，且部落格的互動性、專業
性對部落格口碑有著非常顯著性的影響而部落格的信任也有顯著性的影響，這三者進而影響

瀏覽者的購買意圖。根據此研究結果，部落格應重視與瀏覽者的互動和增強對於產品的專業

知識還要誠實的回答產品的使用心得與誠懇的態度去回應瀏覽者，這樣才能使瀏覽者對部落

格產生好的口碑進而影響其購買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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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一、背景 

隨著科技的進步，人們的生活也逐漸在轉

變，無論是消費習慣、閱讀習慣、溝通方式，

又或商業模式皆有所改變，其中網路的發展增

加使用者對資訊的控制程，提供更好的溝通，

更被認為是另一種行銷通路，其中部落格為其

概念代表性的產物。Technorati(2008)即指

出，目前已超過1.84 億人口透過部落格來分

享個人經驗與資訊，也有超過3.46 億的人口

曾瀏覽過部落格的內容，年齡層以25 歲(含)

以上為主。資策會(2007)也曾針對台灣網路使

用人口進行統計，並指出目前全台有超過四分

之一的網友有使用部落格的習慣，是所有網路

行為中成長率最高的一項。 

 

二、動機 

由於部落格的方便性、普及性，越來越多

使用者透過部落格這個平台，分享產品使用的

經驗，促使消費者在消費前會先行從他人部落

格中搜尋相關口碑資訊及經驗分享來強化自

身的購買意願(Flatley, 2005)。Dellarocas(2006)

指出，消費者易受到網路意見平台的影響而改



變其購買意願與決策， Thorsten,Gwinner, 

Walsh與Gremler(2004)指出，透過網路平台不

僅可蒐集大量來自產品的相關資訊亦可讓消

費者經由過去的消費經驗與其他虛擬社群成

員進行互動與交流，藉此作出更好的決策。由

此可見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決策前往往會依據

網路上的資訊作為參考的依據。因此引發本研

究的動機，可歸納成下列幾點： 

(一) 網路是一種雙向的媒介，其

與復所帶來的意義，改變了以往消費者

行為的性質與方式，將以往網路傳播的

形式從單向予以改變。不再只需要一味

地被動接受資訊，更可以主動立即回應。  

(二) Zeng 與 Reinartz(2002) 的 研

究 ， 其 中 的 專 業 提 供 （ expertise 

providers）：於消費者在評估階段最具影

響力。 

(三) Yang(2007)認為關係信任是

組織名譽重要的前置因素。作為個人媒

體，部落格在維繫個人與公眾之間的溝

通顯得更為重要。 

因此本研究從互動性、專業性、信任分別

去探討對部落格的口碑是否有關聯性的

影響。 

 

三、目的 

本研究之主要目的針對使用過商業部落

格的使用人為對象，將互動性、專業性、信任

對部落格的口碑、購買意圖之關聯進行探討與

量化實證分析，以了解部落格的經營策略。而

主要目的: 

一、 互動性對部落格的口碑有何影      

響？ 

二、 專業性對部落格的口碑有何影響？ 

三、 信任對部落格的口碑有何影響？ 

四、 部落格的口碑對購買意圖有何影       

響？ 

 

四、範圍 

本研究針對使用過商業部落格的對象為

研究主體，探討影響使用者實際使用商業部

落格的因素分析，故抽樣使用過使用商業部

落格的對象為主，採用實體問卷和網路問卷

作為調查。 

 

五、流程 

一、確立研究方向與主題 

二、建構研究目的與問題 

三、文獻蒐集與整理 

四、建立研究架構與假設 

五、發展問卷與施測 

六、回收問卷、資料分析 

七、統計分析結果與解釋 

八、提出結論與建議 

 

貳、文獻探討 

一、部落格的定義與發展 

1.部落格的定義 

部落格是由 Weblog 縮寫而成，Web Log 

意指「網路上的日誌」，原本指的是網路伺服

器記載的訪客造訪紀錄檔，其功能是用來了解

伺服器的流量與訪客活動情形。在 1997年 12

月時 Jorn Barger首先提出「Weblog」這詞彙，

他認為「Weblog」是一種讓「網頁記錄者

(blogger)用來「記錄」所有他在網頁上所發現

感興趣之事情的東西，也就是一種用網頁(web)

形式來呈現的個人日誌(log)(轉引自劉基欽，

2005)。1998 年，Peter Merholz 在其網站把

Web-log 發音成 We-Blog，後來被簡化為

「blog」。而根據 Blogger 創辦人之一 Meg 

Hourihan(2002)認為部落格乃是按照自己的規



則來整理資訊的方法，提供個人或群體網路上

的創作空間，是一種便利的線上書寫與紀錄方

式。Russ Lipton(2002)則認為部落格是：「一

個 WeBlog 只不過是一個按照時間順序整理

的網站。2002 年，台灣與中國大陸分別將其

音譯為「部落格」與「博客」，又簡稱為「網

誌」。2004 年韋式網路字並將部落格定義為

一種包含作者本身的省思、評論與提供超連結

的個人網路日誌。 

由於部落格並沒有一個共同制定的協定

或標準，使的部落格的概念沒有一個制式的定

義。各家學者對於部落格的定義也眾說紛紜，

所以要定義部落格(Blog)並不簡單，最簡單的

定義為 Russ Lipton(2002)認為部落格是：「一

個 WeBlog 只不過是一個按照時間順序整理

的網站。WeBlog所代表的並不是人類溝通交

流方式上新發明的概念，最早的日記早在古希

臘或其他文明就有了。」 

2.部落格的特性 

部落格之所以能如此快速的發展，對部落

格本身的特性有極大的關係，雖然不同型態的

部落格造成的版面架構功能性有些許的不

同，但基本上還是有一致性的。例如人際間的

互動、時間上的時效性、網站連結以及資料上

的彙整都讓部落格整個媒體功能發揮出最大

功效。 

A.個人主觀性：部落格實際上是以作者為

中心的媒體，寫的是作者的所見所聞，一進到

部落格，就看到作者的風格佈置，當部落格所

表現出的風格遭到網友認同，往往是造就部落

格高「人氣」的關鍵因素之一。 

B.日期及時間戳印：部落格透過時間的排列出

日記或文章，目的是為了建立部落格內部的先

後順序，部落客可以透過這樣的排列，端看出

部落客的偏好思考軌跡。 

C.連結特性：文章具備固定網址，方便讀

者可隨時利用連結進入讀取並能正確的被他

人引用，透過這樣的系統達到跨領域、跨國界

的串連，比起傳統單一出口，部落格是多對多

的傳播媒體。 

D.分眾化的閱讀(RSS)：網路上的資訊繁

雜且多，利用部落格可以協助使用者更便利尋

找到各方面的資訊，並透過 RSS 讓供應網頁

內容的人可迅速的告知讀者部落格最新資訊

通知。 

E.彙整：部落格可以依造使用的喜好設

定，將文章內容整理分類歸檔，方面網路使用

者可以快速找的相關類別的文章資訊。 

F.跨人際性：多數部落格都有一個現象，

也就是隨著時間的累積，會產生固定的讀者

群，而且這群人其實會去閱讀彼此的部落格，

這種現象就像一種環狀甚至識網狀的結構，每

當一有人在自己的部落格上提出了甚麼有趣

的東西，連帶著會有一群人也在自己的部落格

上開始撰寫相關的題材。 

 

 

 

二、專業性 

根據 Zeng與 Reinartz(2002)的研究，消費

者決策過程有搜尋 (Search)、評估(Evaluate)

及最終交易(Transact)三個步驟。他們將網站

經營模式分為下列五類，其中的專業提供

（expertise providers）：於消費者在評估階段

最具影響力。能提供消費者專業知識、商品比

較資訊、及企業服務、經營評比排序(Rating)

內容。輻射行銷集團(Radiant Marketing Group)

知名部落格顧問保羅錢尼(Paul Chaney，2005)

針對企業何以需要設立一文中，也認為把自己

定為專家(Lead Generation)，明確表達自己的

觀點、知識與專業。而知名部落客、作家的

Mr.6(劉威麟，2006)，他在個人的部落格上也

提到:中時部落格從一開始就只找有寫作經驗

的專業寫手，並好好的招待他們，因此雖然中

時部落格的流量低於無名小站，但根據「部落



格觀察」網站指出，台灣目前前三百名最有影

響力的部落格中，中時就多於無名，因此他認

為「專業部落格」的潛在價值較高。 

故根據以上敘述，該部落格所發表的內

容，能塑造出專業性的知識與看法可讓消費者

對該產品會有更多的了解，對於消費者在評估

階段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因此消費者覺得有所

幫助就會對該部落格會產生正面的態度，進而

影響該部落格的口碑。 

 

三、互動性 

互動 (transaction)的觀念原起於 John 

Dewey,原本是人際傳播的本質，近來則被廣

泛地應用在新媒介之上，從雙向傳輸的有線電

視到網際網路都含括此一概念(Morris & Ogan, 

1996)。Wiener (1948)最早定義互動為訊息接

受者(receiver) 針對訊息內容 (message)、訊息

來源  (source) 所產生的回饋  (feedback) 現

象，並透過不斷的回饋作用，促使訊息來源與

接受者之間能夠不斷地修改訊息本身與回饋

的內容，期能達成有效良好的雙向溝通。而傳

播學者楊志弘(2001)就曾在<e話媒體，網路新

聞的互動選擇>一文中指出：缺少媒體與閱聽

眾之間的雙向互動(interactivity)，是傳統大眾

媒體長期來受到媒體批判者關注的焦點之一。 

在超媒體環境下，互動性的類型可分成

「人訊互動」(human-message interaction) 和

「人際互動」(human-human interaction) (Ko, 

Cho, & Roberts, 2005)。Keng & Ting(2009)也

將部落格的互動性分為人際互動性以及機器

互動性。「人際互動」意指其功能主要於模擬

社會真實的溝通情境，讓訊息發送者與訊息接

收者雙方可以相互討論或交換意見 (Steuer, 

1992)。Hoffman 與 Novak(1996) 認為「機器

互動」(machine interaction) 是指與網站內容

的互動，也就是使用者可以選擇它所想要點選

的內容。上述均證明(人際互動)與(機器互動)

指的是使用者透過瀏覽、搜尋或是提供回饋來

參與網站編輯和選擇所想要的內容。人際互動

性牽涉到透過網路的對話、溝通以及資訊的交

換， 

Massey 與 Levy(1999) 認為人際互動是

讓使用者可以藉由網站中介與其他使用者進

行交談。 

由此可知，網站互動機制的提供，將有助

於消費者了解這個網站經營理念和執行能

力，進而對網站的善意和勝任能力產生期望

(鍾育銘，2004)。並透過交互之間的回饋，部

落客相對於非部落客更能夠增進社會支持以

及維繫友誼網路(Baker &Moore, 2008)，也就

是說部落客間產生社群較容易。而網站一旦願

意花時間與顧客解釋權利義務，提供雙向互

動，將會增加消費者的信任感，花更多的時間

在上面。Scoble & Israel (2006)也認為，當越

來越多的讀者願意與該部落格連結的時候，部

落格的社群網絡也就開始建立。當部落客與部

落格使用者之間的互動越密切，越能在部落格

社群裡贏得信任，進而讓部落格使用者的忠誠

度提升(Bhagat et al., 2007)。Gumbrecht(2004)

認為，部落格基本上是一種互動性的日誌。之

所以部落格社群之所以能夠建立，來自於互動

上的建立，良好的雙向溝通，促使網站快速成

長的主要原因。 

 

四、信任度 

信任度會了解個人的行為意圖(包括持續

購買、重複造訪、推薦他人與正向評價等意圖 

，而在虛擬社群的環境中，與信任相關之

研究亦受到重視，許多學者皆認為， 

預測顧客行為的主要架構，除了顧客對整

體的滿意度外，還需加入信任度(trust)做為考

量(Moorman, et al. 1993; Morgan and Hunt 

1994; Garbarino andJohnson 1999)。在關係行

銷的文獻中，Morgan and Hunt(1994)提出「承



諾—信任理論」，其認為信任是一種互動的行

為，且與「風險承擔」有關，信任會直接導致

主動合作的產生，因此若要維繫交易雙方的長

期合作關係，關鍵在於成員能否相互信任，

Morgan andHunt 亦主張信任會導致協議的對

方有較高的承諾；Pritchard, et al.(1999)則表

示，承諾在某種程度上是忠誠度的一種表現，

亦即高度的信任，會產生較高的忠誠度。而

Chaudhuri and Holbrok(2001)的研究亦顯示，

信任會正向影響購買忠誠與態度忠誠。在部落

客因素之相關文獻中，大多數學者強調安全性

是消費者選擇上網購物的主要因素之一；Spar 

and Bussgang(1996)指出，成功的網路電子交

易必需保持匿名性、安全性、交易成本低三大

要件。Frame and Grady(1995)在網路上進行開

放式問卷調查，結果亦發現影響使用者採行網

路購物的因素包括：信用卡號在網路傳輸的安

全問題、交易對象等。在了解之後，顧客對網

站的信任度會影響網站的忠誠度；在概念上，

Morganand Hunt(1994)將信任定義為對交易伙

伴是否提供合理的且完整產品的信心接受程

度，當消費者相信賣主是可靠(reliability)且誠

實(integrity)時，便稱為信任。在操作上，網站

的信任度可以透過衡量消費者對於網站的安

全性、可靠性、隱私權保護等問項的認同程度

來獲得。因此對於部落格來說，部落格對信任

度是很重要的。 

 

五、口碑傳播 

自 1960年代起，已經有許多研究指出口

碑傳播對於消費者行為的影響及其重要性。直

到現今資訊爆炸的時代，口碑傳播更衍伸為不

可或缺的地位，由於網路上是以匿名方式提供

意見，不需要顧及任何情面與利益關係，因此

訊息傳播者較願意提供真實經驗與意見(Gelb 

& Sundaram, 2002)。在消費者對該產品不熟悉

的情況下，口碑傳播就成為了消費者購買意願

的重要引響之ㄧ，故口碑傳播被認為是一種比

較自主、可靠、值得信賴的資訊來源，以及具

有廣大的傳播與影響效果，所以也一直為學者

與實務界所重視及投入研究(Bansal & Voyer, 

2000; Wirtz & Chew, 2002)。 

口碑（World of Mouth；簡稱WOM）是

指資訊傳遞者與接收者面對面所產生的資訊

溝通行為（Arndt 1967）。且 Blackwell et al.

（2001）認為口碑是「人與人之間非正式的傳

送想法、評論、意見或資訊，傳送的雙方並非

行銷人員」。所以口碑可視為一種不具有商業

意圖地談論有關某個品牌、產品或是服務的議

題。口碑之所以會被信任的原因在於其為非商

業性的動機，以及雙向互動的情境方式，在自

主性以及高涉入的訊息交流模式下，經由話題

的探討以及建議之後產生對於購買行為以及

產品評價上的變化，並且透過信任感，可以有

效的降低認知風險、減少不確定性，故口碑訊

息往往被視為具有較高的信賴感（Silverman 

1997；Writz and Chew 2002；Derbaix and 

Vanhamme 2003）。 

口 碑 傳 播 的 內 容 可 分 為 正 向 的

（Favorable/Positive）與負向（Unfavorable 

/Negative），正向口碑是將使用後滿意的

經驗告訴他人。負向口碑的發生通常是來自

於消費後的不滿意，告訴他人特定產品或服

務不好的消費經驗或抱怨（Rinchins，1983）。

另有研究曾將口碑定義為三種型態：「產品

資訊的傳遞」、「意見的分享」與「個人經

驗的傳達」，其中產品資訊是較為客觀的一

種訊息，而意見分享與個人經驗皆牽涉到訊

息傳遞者正面或負面的表達，可見口碑本身

扮演了告知與影響的功能（ Richins & 

Root-Shaffer,1988） 

 

六、購買意圖 

購買意圖已被廣泛的使用在預測購買結



果的文獻中(Kumar, Lee, and Kim, 2009)。早期

的行為科學理論將「意圖」歸為態度結構（看

法、感動及意願）中的一項關鍵因素，並認為

意圖可用在預測實際行為的產生，因此行銷人

員一直認為購買意圖為預測購買行為上最準

確的預測項(Morwitz and Schmittlein, 1992)。

普遍學者將購買意圖定義為消費者打算購買

該 項 產 品 的 可 能 性 (Monroe and 

Krishnan,1985；Zeithaml, 1988；Dodds, et al., 

1991)。 

根據 Fishbein (1975) 的定義，意圖 

(intention) 是個人從事特定行為的主觀機

率；經由相同的概念延伸，購買意圖即消費者

願意採用特定購買行為的機率高低，購買意圖

是行為意圖的一種，所謂的行為意向 

(behavioral intention) 或是簡稱意圖。 

在消費者行為研究當中，購買意圖時常被

視為是研究的重心，研究者希望能夠了解哪些

因素能影響購買意圖， 因此研究者必頇深入

了解購買意圖所蘊含的意義，根據Bagozzi & 

Burnkrant（1979）定義購買意圖係指個人對於

產品的行動傾向。Dodds, Monroe  ＆ Grewal

（1991）則認為購買意圖是指消費者曾有願意

考慮購買某一產品的可能性，消費者對產品的

認同和感官價值愈高，購買該產品的意圖就越

大。 

購買意圖已被廣泛的使用在預測購買結

果的文獻中(Kumar, Lee, and Kim, 2009)。早期

的行為科學理論將「意圖」歸為態度結構（看

法、感動及意願）中的一項關鍵因素，並認為

意圖可用在預測實際行為的產生。只消費者對

某一網站之間關係的強弱，及未來消費願意的

可能性。本研究參考Taylor and Todd(1995)衡

量消費者購買意圖的指標，以消費者喜歡或不

喜歡該網站、未來還會到blog消費、宣傳網路

blog優點、推薦親友到blog購買商品作為衡量

項目。 

 

 

参、研究方法與假設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述文獻本研究將部落格的專業

性、信任度、互動性、口碑、購買意圖，以整

合了解各因素對於社交網路服務實際使用的

影響，其中訊息又以口碑中扮演重要的影響因

素，本研究主要探討部口碑的影響力對消費者

購買意圖之影響，進一步形成研究架構：

 

 

圖1-1 研究架構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方法，分別以專業

性、信任度、互動性、口碑及購買意圖的幾個

問向，以了解彼此之中的影響力，並採用 spss

統計軟體作為資料的主要分析工具，所抽樣的

樣本為台灣地區目前仍在使用 Blog 的使用

者，目的是讓研究樣本更具有代表性，因此本

研究共發放出 175份實體問卷及 75份的網路

問卷，共發出 250 份問卷，有效問卷為 227

份。 

 

三、研究假設 

H1：部落格的專業性對口碑產生正面影響 

H2：部落格的信任度對口碑產生正面影響 

H3：部落格的互動性對口碑產生正面影響 

H4：口碑對購買意圖產生正面影響 

 

專業性 

口碑 購買意圖信任度 

互動性 



四、研究分析 

本研究採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問項之因

素分析其結果如下表1-1因素分析 

 

原始 

重新量

尺化 

成份 成份 

  1 1 

A1 .658 .756 

A2 .740 .830 

A3 .585 .675 

A4 .654 .752 

B1 .593 .699 

B2 .753 .784 

B3 .726 .767 

B4 .655 .737 

B5 .705 .774 

C1 .641 .692 

C2 .667 .733 

C3 .603 .666 

C4 .650 .744 

C5 .714 .726 

D1 .667 .754 

D2 .694 .767 

D3 .543 .664 

D4 .817 .784 

D5 .659 .756 

E1 .719 .786 

E2 .886 .850 

E3 .673 .701 

E4 .791 .838 

E5 .690 .745 

 

專業性、信任度、互動性對口碑之回歸分析表如下表1-2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模式   B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268 .126   2.131 .034 

專業性 .425 .065 .423 6.523 .000 

信任度 .146 .061 .156 2.415 .017 

1 

互動性 .297 .072 .288 4.143 .000 

         a  依變數：口碑 

口碑對購麥意圖之回歸分析表如下表1-3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

數 

模式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Beta 分配 t 顯著性 

(常數) .872 .139  6.254 .000 1 

口碑 .741 .059 .667 12.572 .000 

         a  依變數：購買意圖 



 

五、結論與建議 

（1）研究結論 

部落格讓消費者了解生活的需求，使用

網路讓消費者第一時間得到商品，也是讓消

費者互動更加密集，慢慢的轉變多人交流，

更多人知道部落格。 

部落格可以是輕鬆的個人日誌、隨想雜

記或文章發表。一旦申請此服務後，即可擁

有個人專屬的創作站台，在網路世界裡得以

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想、心情記事及得

到互動 

 

本研究針對5類主題共25個部落格的

問題來觀察，發現部落格的消費者大多數認

為專業性和信任度比較顯著，少數互動性也

是有顯著，但沒有專業性和信任度來的顯

著，明顯的台灣部落格消費者認知流程的專

業性，讓消費者的信任是很重要的。 

 

(一) （2）研究建議 

本研究主要針對部落格口碑來探討，消

費者會在部落格創作自己的平台，且越多人

使用，透過部落格平台進行口碑的傳遞，包

含BBS 論壇 網站討論區等不同的網路平

台，也有很多部落格針對自己的商品來打廣

告，讓消費者在平台上進行討論、比較，讓

許多消費者知道部落格的專業性和信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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