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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絡在商業上的應用愈來越普遍。現代銀行業多會採用線上金融的服務來提

供顧客在使用上的便利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討網絡銀行顧客的使用經驗，

藉以瞭解顧客對網絡銀行服務品質良窳對於銀行滿意度與忠誠度間的影響

為何。經由實證分析，發現服務品質與顧客關係對於顧客滿意度有正向影響，

而滿意度對於顧客忠誠度有正向的影響。本研究結果可供後續研究更深入探

討服務品質、顧客關係、滿意度與忠誠度間的關係。 

 

關鍵字：網絡銀行，服務品質，顧客關係，滿意度，忠誠度 

  

                                                      
陳律睿 銘傳大學 國際企業學系副教授 
劉洪鈞 明新科技大學 財務金融系副教授 
林詩雅 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專員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 3  

 

緒論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以顧客為導向的世紀，如何創造顧客及維持顧客更是大多

數企業所致力奉行的策略走向。由於資訊科技的進步與溝通管道的多元化，

今日企業已無法像過去一樣，運用密集的行銷訊息來誘使顧客購買產品或服

務。反而是顧客能運用各種不同的管道，主動掌握更完整的資訊與多樣化的

選擇機會，以謀求自身最大的利益。即顧客在整體消費經濟體系中扮演的角

色，已從產品或服務的接受者轉為產品或服務的決定者(Kim & Son, 2009)。 

網絡銀行就是一項新興的企業接觸消費者的方式。許多消費者運網際網絡，

以線上金融來進行各種不同的金融活動。自從美國第一家，也是全球第一家

純網絡銀行「Security First Network Bank」於 1995 年 10 月開始營運，證實

網絡銀行可以兼顧安全、便利、打破地理與時間區隔之後，在美國各地引起

了廣大的迴響。金融服務業已逐漸意識到除了傳統的支付業務、存款、放款

等金融中介業務角色之外，須積極配合電子商務的發展，深入到企業營運，

並使金融融入電子商務領域，以求競爭優勢的展現。根據鼎鼎聯合行銷

GOsurvey市調網於 2014年所做的調查結果顯示，有智慧型手機的民眾中，(曾)

使用網絡銀行服務的民眾已高達 89.6%，而其中行動銀行的使用率亦高達

70.4%。根據創市際總經理朱怡靜就表示：「網絡銀行應該跳脫傳統銀行業務，

提供網友更安全，更便利的多元服務，才能在快速變化的網絡世界中站穩利

基，並進一步思考在網絡世界的行銷策略與佈局」。因此，銀行發展電子化

的網絡銀行業務已成為勢在必行的趨勢。而台灣自從財政部於 1998 年元月

開放約定帳戶轉帳，且進一步於 2000 年 2 月核准財金資訊公司建置金融機

構網際網絡共用系統，使銀行可以進行非約定轉帳帳戶之後，銀行業於 2000

年 3 月起積極的投入網絡銀行的業務。同時，自 1990 年政府開放銀行設立

以來，金融業整體生態劇變，加以政府持續推動自由化、國際化與建構台灣

成為亞太營運中心的影響，已使銀行間面臨過度競爭(Over Banking)窘境。過

去所享有的高獲利情況，已隨著競爭的態勢漸轉微薄。但另一方面由於高科

技業的發展，帶動台灣的資訊業興起，進而使網際網絡運用迅速成長。而網

際網絡的普遍化，使台灣銀行業者帶來無窮的商機，紛紛成立一般業務網站、

投資理財網站、第三方支付及其他提供更多元的服務。根據台灣資策會的資

料顯示，台灣經常性上網人口已超過 1,100 萬人，而網際網絡應用普及率更

超過 50%，可見網絡的盛行已成趨勢，加入智慧型手機的普及，更加速上網

人口的成長(顧宜錚等，2013)。 

Reichchheld & Sasser (1990)研究表示，企業只要成功降低顧客變動率5％時，

即可提高25％到85％的利潤。這樣的結果說明企業在如此激烈的市場環境中

想要存活，如何減少顧客的流動是為重要的議題。在許多研究中，服務品質

已經成為企業必備的策略性活動(Lee et al., 2010)。透過傳遞高水準的服務品

質，企業可以強化顧客購買經驗以創造出差異化的競爭優勢。多數業者也漸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 4  

 

漸意識到顧客是處於主導的地位，然而如何透過資訊科技的利用，運用最少

的資源達到最佳、最有效的服務品質以確保獲利的來源，是為企業所應關注

的經營重點(Wang &Lin, 2010)。因此本研究意欲研究顧客使用網絡銀行時的

使用習慣及感受，是為本文的研究重點一。 

電子金融服務的盛行，對於金融業者，不論是成本或策略應用上，都是新的

契機，而對於顧客也提供更便利的服務。但面對新的服務類型，如何能夠掌

握顧客的心，也是金融業者要面對的新挑戰。網絡銀行也是電子商務領域中

重要的一環，瞭解自己現有的客戶，吸引更多潛在的顧客使用網絡銀行，對

於推廣新的金融商品也是一項重要的通路。因此本研究將討論網絡銀行的服

務品質對於顧客關係的影響。此外，更進一步探討網絡銀行的使用是否能成

為銀行在維持顧客忠誠度的關鍵媒介，此為本文的研究重點二。     

文獻探討與假設推論 

網絡銀行 

網絡銀行，源於英文 Internet Bank，或稱之為 Network Bank、Web Bank、Virtual 

Bank等，主要是來自於網絡「電子商務」的概念。顧名思義，網絡銀行是銀

行業利用網際網絡開放式的連結特性，以及資訊設備，透過瀏覽器及全球資

訊網，讓顧客可連上銀行的網站，顧客能從網站上獲得所需要的金融相關資

訊或執行某些金融交易，而不須親自至櫃檯辦理(林義屏等，2007)。過去對

銀行業而言，自動櫃員機(Automatic Teller Machine, ATM)是與顧客維持交易

往來的重要載具。然近代 ATM 已不再是金融服務業唯一的電子化設備。隨

著網際網絡之商業運用日益發達，多數金融機構已踏入電子商務的領域，網

絡銀行儼然已成為銀行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因此，本研究定義網絡銀行為個

人與家庭使用者可以使用任何廠牌的瀏覽器，利用開放式的 Internet 連上銀

行網頁，以獲得其所需要的資訊或進行多樣的線上金融服務。亦即，網絡銀

行是一種經由網際網絡，提供顧客線上服務的電子系統，讓顧客可以在任何

時間、任何地點與銀行進行相關金融交易。因此，網絡銀行就是一種能提供

顧客 24 小時不間斷的線上金融交易的服務。透過銀行業設主機，經由軟硬

體的加密保護，讓客戶不需親洽分行，透過網際網絡連線，得以查詢帳單明

細、轉帳、線上繳納稅款或費用、甚至購買金融商品。亦即 24 小時的 B2C

金流，讓銀行能夠提供帳戶查詢類、轉帳類、廣告行銷類、資訊提供類、雙

向溝通類等六大功能的產品服務(林義屏等，2007; 蔣智康，1999)。 

網絡銀行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 

服務品質的良窳對於與顧客滿意度是有影響的。換句話說，服務品質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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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滿意度(Hurley et al., 1998)。Parasuraman et al. (1998)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

客衡量服務整體本質的優越程度，是顧客對於服務的預先期望與實際感受之

間的差異。而服務具有無形性、不可分割性、異質性與易逝性的特質，因此

Zeithaml et al. (2002)的研究顯示，對於企業的滿意度可以從消費者對於網站

服務品質的好壞得知。當網站所能提供的服務越完整，品質越高，則消費者

內心的滿意度就會大大提升，並且會顯著提升購買的意願以及購買的行為。

余強生(2010)提出，網絡銀行服務品質與顧客滿意度均建立在對比的基礎上。

也就是說，當顧客是滿意的話，代表顧客的期望與業者提供的服務間的比較

是優良的，則此時對於服務服務品質的觀感將會正向的增加。此時，顧客的

感受就會明顯增加，是此增加對企業的滿意度。廖則峻與江志卿(2005)就以

網絡購物為研究對象，探討網站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及後續意圖行為間的

關係。研究發現網站服務品質越佳，則顧客在網站接觸到所要的服務滿意度

就會增加。特別在於網頁若能讓顧客輕易獲得所需資訊，或是給予顧客有便

利與高品質的感受時，則顧客不但會較常再次使用該網站，更會產生明顯的

滿意度。因此，由本研究推論，網絡銀行服務品質可用在預測消費者未來的

使用意願、態度的衡量，並且可作為企業服務努力的指標。若顧客能從中提

升滿意度，則企業就能夠以最低成本的方式接觸到最多的顧客。特別是銀行

業的產品是屬於需要大量資訊才得以下決定購買的產品，因此讓顧客能隨時

隨地的使用網絡銀行時，品質越佳，顧客就越容易在網站上進行金融交易，

也就越容易產生滿意的感覺(Lee et al., 2010; Merle et al., 2008)。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1：網絡銀行的服務品質越好，顧客滿意度就會越高 

顧客關係與顧客滿意度的關係 

顧客關係就是運用銷售、行銷與服務策略的整合性系統，據此系統發展出一

致性行動來滿足顧客需求時所建立的互動行為。當能夠滿足顧客需求時，就

能強化雙方的關係(Chow et al. 2007)。Ratcliff (2000)認為，顧客關係管理是

以行銷為基礎的新觀念，用來有效維持並加深企業與顧客之間的關係。藉由

資訊科技做為輔助性角色，使得企業管理顧客關係的工作時可以更有效率。

同時，銀行的許多行為本質上就屬於顧客關係的一種。例如，透過客服進行

顧客服務，並可維持與現有顧客的關係、且同時會有開發新顧客的可能性。

換言之，客服從事行銷與交叉銷售的活動，可滿足新舊顧客的需求。Kalakota 

(1999)提出，當企業能夠運用整合性銷售、行銷與服務策略的系統，整合企

業流程與科技，找出顧客的真正需求，同時並要求企業內部在產品與服務上

求改進，將能夠穩定與顧客的關係，進而增加顧客的滿意度(Athanassopoulou, 

2006)。 

Kolter (2003)表示，顧客關係管理透過卓越的顧客價值與顧客建立互利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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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關係。Gremler & Gwinner (2000)亦認為，要有良好的顧客關係，就要有優

良的服務品質，是此才能讓顧客滿意度有明顯的增加。這是因為，顧客不會

知道企業在執行何種顧客關係，能感受到的就是企業對於顧客的重視程度。

當能夠以顧客的角度來想，體認顧客的需求，代表企業能夠對顧客進行關係

的建立。當關係建立後，則顧客對於企業的行為與產品就容易感覺滿意

(Hennig-Thurau et al., 2002; Kim et al., 2010)。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2：網絡銀行所做的顧客關係越好，顧客滿意度就會越高 

網絡銀行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的關係 

Jones & Sasser (1995)提出，顧客忠誠是顧客對某特定產品或服務的未來再購

買意願。顧客具有忠誠度時，企業不需要使用太多的行銷方式或是策略就能

夠掌握住顧客。依忠誠度的內涵可分為長期忠誠與短期忠誠兩種。長期忠誠

是顧客長期的購買，即使環境及情況改變時亦對產品或服務有重複購買的行

為，而不易改變選擇。短期忠誠則是當下對於該產品與服務有極高的偏好，

但當時間一久、或發現有更好的選擇時，就會立即轉換到新的產品與服務

上。 

Hurley et al. (1998)提出服務品質能夠正向影響顧客忠誠度。原因在於，若是

能讓顧客感受到服務無形的感動、發覺到服務的異質性、讓顧客得到在其他

地方得不到相同的服務內容等，讓顧客產生懷念的感受時，這些都是顧客會

願意長久使用該企業產品與服務的原因(Palmatier et al., 2006)。Wong & Sohal 

(2003)的研究就發現，服務的品質對於顧客忠誠有顯著的關連，尤其是服務

能讓顧客明確地看到、以及能讓顧客感到到受到重視性，對顧客忠誠影響最

為顯著。 

Macintosh (2009)發現，當企業推出新產品與即有產品升級時，忠誠顧客不僅

會買得更多，更會為公司與產品傳遞口碑，也比較不會注意競爭品牌、對價

格比較不敏感、甚至會將產品或服務相關的構想提供給公司。同時，固定的

交易會使得服務舊顧客的成本比新顧客為低，因此藉由服務內容與品質來提

高顧客忠誠度，是為企業重要的績效成長關鍵。金融業的服務性質十分多元，

特別是網絡銀行可隨時接觸到顧客。當顧客感受到銀行的服務品質時，亦會

容易將這樣的感受對比至該銀行的網絡服務。因此，當網絡銀行的品質越好，

也越能讓顧客感受到使用的便利與利益，因此對於提升對該銀行的忠誠度有

其正向效果(Palmatier et al., 2006; Vesel & Zabkar, 2009)。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3：網絡銀行的服務品質越好，顧客忠誠度就會越高 



中華管理評論國際學報‧第二十卷‧第二期 7  

 

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的關係 

網絡銀行是銀行能經營顧客關係的媒介，更可藉此跟顧客進行良好的互動與

溝通(Kim et al., 2010)。對銀行而言，要進行各項顧客關係管理，首要的目的

當然是希望和顧客建立起良好的互動關係，進而提升顧客對該公司的忠誠度

(Armitage & Conner, 2001)。顧客的需求能夠透過使用網絡銀行而被滿足，進

而發展長期的顧客關係以增加顧客忠誠度。顧宜錚等(2013)認為，網站除了

資訊內容吸引人之外，還必須提供客製化的服務，讓顧客覺得企業是有站在

自己的立場關心他的，甚至會比自己更知道想要的東西為何。黃月霞等(2014)

的研究亦提出顧客關係管理的執行架構。企業鎖定所有潛在顧客，並使其成

為客戶；當成為顧客後，藉由資訊的交流或是產品使用上的意見進行互動，

累積雙方對於彼此喜好與特性的了解，是有助於培養互動上的關係。此時，

若遇到產品或服務的問題時，顧客就能快速知道該找誰處理，企業也能及時

確認顧客需求，更加鞏共雙方關係。特別是銀行業可藉由網絡銀行的服務來

與顧客進行所有產品與服務的溝通，讓顧客可在最短的時間解決所有交易上

的問題，這樣不僅可避免累積顧客抱怨，更能穩固既有顧客，是此提高顧客

對企業的忠誠度(陶蓓麗與程瑞南，2006)。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4：網絡銀行所做的顧客關係越好，顧客忠誠度就會越高 

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的關係 

當顧客對企業的產品或服務有滿意感時，則其忠誠度將會是高的(黃華山等，

2011)。Anderson & Sullivan (1993)就發現，當顧客越喜歡企業，對於企業的

產品或是服務有滿意感時，則顧客的再購行為將會十分明顯，而且顧客的再

購行為與購買意圖，就是顧客忠誠的一種行為表現。Oliver (1999)表示，顧

客滿意度乃是顧客忠誠度的中心，若沒有顧客滿意度就不會有顧客忠誠度的

存在。也就是說，具有高度滿意感的顧客，可創造對企業的情感連繫，進而

使企業獲得較高的顧客忠誠度(Yang et al., 2010)。王明坤與黃國平(2011)的研

究發現，在電信業或是其他服務業中，當顧客的滿意高，則其顧客就具有相

當顯著的忠誠度。此外，Gronholdt et al. (2000)提出，當市場競爭強度越高、

越是完全競爭時，則顧客有許多選擇的機會，不僅會影響到顧客的滿意度，

也越不容易培養出顧客的忠誠。為了要在競爭的市場中讓顧客能長久的與企

業維持交易關係，若是顧客能對服務與內容感到滿意，則不論是對企業的實

體通路、或是相關的產品都容易產生忠誠度(廖則峻與江志卿，2005)。也就

是說，當顧客對網絡銀行的內容感到滿意時，該顧客就會容易將所有的金融

交易在同一間銀行進行，因為可降低交易上的成本，並提高交易的便利性

(Grace & O'Cass, 2004)。即使顧客可能同時跟許多銀行往來，或是在許多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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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都有交易關係，但核心概念都在於，只要顧客對該銀行的網絡銀行是感到

滿意的時候，這間銀行就會成為顧客的重要的金融往來對象，也就是具有高

忠誠度(余強生, 2010)。 

綜合上述，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說： 

H5：顧客對網絡銀行越滿意，則顧客忠誠度就越高 

研究變數操作性定義 

服務品質 

在網絡銀行服務品質方面，本研究引用 Parasuraman et al.(1988)的

SERVQUAL 量表中的服務品質構面，以 Likert 七點尺度進行衡量。衡量內

容分別為：有形性：網絡銀行所提供的服務工具及商品內容、資訊內容的介

面、使用的軟體設備；可靠性：網絡銀行是否能可靠且正確提供所承諾的服

務；反應性：網絡銀行能即時回應顧客的要求；保證性：網絡銀行能使顧客

信任及能力；關懷性：網絡銀行能夠提供個人化及關懷的服務，讓顧客有被

重視、尊重的感覺。而根據林義屏等(2007)的研究，由於消費者在接受服務

時，對服務品質的感受是同時發生的，因此消費者對於服務的感受會有綜合

效果的感覺。因此本研究以收集五個構念的資料後，藉由因素分析後，進行

本研究最終對於服務品質構念的分類。 

顧客關係 

企業網站是企業面對顧客最重要的對外溝通管道，因此結合網際網絡，進行

顧客關係管理，已成為目前企業的行銷趨勢。本研究參考Kalakota & Bobinson 

(2001)的研究，將顧客關係以該網絡銀行網站是值得信任的、該網絡銀行會

保護顧客隱私不外洩、相信該網銀會遵守對顧客的承諾等四個問項進行衡

量。 

顧客滿意度 

顧客滿意度定義為顧客購買前的期望和購買後的實際感受間的差別。若購買

前的預期超過實際表現，顧客會感到不滿意；反之，則感到滿意。因此本研

究採納 Athanassopoulou (2006)的研究，以顧客對網絡銀行的「事前預期」與

「感受到的實際表現」的評估做比較，以衡量顧客對網絡銀行的滿意度。 

顧客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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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忠誠度係指顧客對服務提供者的產品與服務發自內心的依賴與喜好，且

此種依賴感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因此本研究參考 Gronholdt et al. (2000)的

研究，以顧客仍會繼續擁有並使用該網絡銀行帳戶、對網絡銀行手續費提高

時的容忍度、向他人推薦該網絡銀行的意願、以及會購買同一家網絡銀行其

他金融商品意願等四個問項進行衡量。 

資料分析與研究結果 

樣本說明 

本研究資料以問卷調查為主，利用網絡問卷及實地走訪銀行，邀請網絡銀行

的使用者依據個人實際經驗及感受來填寫。發出樣本總數為 300 份，無填寫

完整者 50份，回收共 250份。 

本研究樣本資料特性，其中男性有 120 位(48%)，女性有 130 位(52%)；年齡

分佈主要集中在 30-49歲之間，佔了總體樣本數接近七成的比率，50歲以下

更佔了 88.8％，這是因為網際網絡的普及化，顯示網絡銀行的使用者不再專

屬於年輕族群，年齡層也慢慢的提高。而在教育程度上，大學有 182份(72.8

％)，研究所 42份(16.8％)居多，顯示網絡使用者具有高學歷的特色。而從事

的行業別主要為金融/保險業 87 份(34.8％)居多，再來依序為白領階級 71 份

(28.4％)、自由業/醫師/律師/會計師 52 份(20.8％)。此外，本研究整理所有樣

本對於網絡銀行使用的服務項目為何，發現最常使用的是帳務查詢(帳戶餘額、

交易明細)，其次為轉帳與繳款(水電費、稅款、信用卡費等)、第三為資訊查

詢(利率、匯率、淨值等)。 

信效度分析 

本研究在進行因素分析前，先進行 KMO 與 Bartlett 球面檢定，以確定樣本結

構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的。從表 1 可知，KMO 值大於 0.5，且 Bartlett 球面

檢定也顯著，因此資料是適合進行因素分析的。 

表1  KMO與Bartlett檢定 

Kaiser-Meyer-Olkin       取樣適切性量數。 .872 

Bartlett 的球形檢定 近似卡方分配 1485.696 

df 120 

顯著性 .000 

本研究因素分析採用主成份法，以特徵值大於 1 作為選取因素個數的原則，

再以最大變異轉軸法(Varimax Rotation)對各因素進行旋轉，計算各變數之因

素負荷量(Factor Loading)，保留因素負荷量大於 0.5 以上的測量題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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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如表 2。特別的是從分析結果發現，服務品質可分類為可靠性與保證性，

這樣的結果說明了顧客在面對服務品質時，對於網銀的內容並不是原先的五

種服務品質，而是僅具有兩種不同的感受。因此，在後續分析時將以服務品

質的可靠性與保證性進行本研究的假設分析。 

表 2 因素分析 

因素名稱 問項 負荷量 特徵值 累積解釋

變異量 

服務品質 

(可靠性) 

該網銀能及時完成所有我想要的服務 

透過網銀辦理的業務都能順利完成 

該網銀能提供 24小時的線上交易服務 

該網銀能正確處理顧客資料 

該網銀能提供正確的金融服務及交易資料 

0.684 

0.796 

0.678 

0.701 

0.527 

2.715 36.76% 

服務品質 

(保證性) 

網站內的活動及服務跟廣告描述的一樣 

網站的回應讓我覺得受到尊重 

會提供顧客個人化服務與回應 

顧客權益事宜會以醒目方式呈現在網頁上 

0.769 

0.624 

0.554 

0.669 

2.402 46.20% 

顧客關係 

該網絡銀行網站是值得信任的 

該網絡銀行能保護顧客隱私不外洩 

我相信該網銀會遵守對顧客的承諾 

0.738 

0.807 

0.574 

2.275 53.54% 

顧客 

滿意度 

該網銀整體的表現與我的期望接近 

我覺得該網銀比我預期還要做的更好 

整體而言我對該網銀的服務感到滿意 

0.740 

0.810 

0.822 

2.067 60.01% 

顧客 

忠誠度 

即使提高交易手續費，您仍願意選擇這一

家網絡銀行 

你會願意向他人推薦你所使用的網銀 

你購買新的商品時，還是會跟這間銀行買 

你會願意一直使用這間銀行的網銀 

0.705 

 

0.857 

0.843 

0.832 

1.108 66.05% 

在信度方面，本研究有五個研究構念，包含服務品質(可靠性)、服務品質(保

證性)、顧客關係、顧客滿意度及顧客忠誠度。從信度分析結果可知，Cronbach’s 

Alpha 值皆大於 0.7，其中顧客滿意度最高，達 0.846；最低的為服務品質，

為 0.701。整體而言，本研究信效度分析是符合標準的，適合用於後續分析

步驟。 

假說檢定 

確定本研究構念的信效度後，接續本研究運用迴歸模型進行假說驗證。本研

究假設一為：網絡銀行的服務品質越好，顧客滿意度就會越高。而在因素分

析時，發現服務品質可細分為「可靠性」與「保證性」，因此後續假設分析

將以可靠性與保證性分別進行對假設一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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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3可知，服務品質中，可靠性的迴歸係數估計值為 0.261(t=4.204，=0.00)、

保證性的係數估計值為 0.222(t=2.830，p=0.005)，結果支持假設一，這樣的

結果與 Lee et al. (2010)相同，也就是服務品質越好，則顧客滿意度就會越高。

而顧客關係的係數為 0.239(t=3.204，p=0.002)，結果支持假設二，這樣的結

果與 Gremler & Gwinner (2000)相同，也就是顧客關係越好，則顧客滿意度就

會越高。 

表 3 服務品質、顧客關係與顧客滿意度模式 

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服務品質(可靠性) .183 .044 .261 4.204 .000 

服務品質(保證性) .183 .065 .222 2.830 .005 

顧客關係 .233 .073 .239 3.204 .002 

依變數：顧客滿意度 

表 4是以顧客忠誠度為應變數，用以驗證假設三至五。而從表可知，影響顧

客忠誠度的變數相當多，本研究以樣本統計變數中的消費者網絡銀行帳戶的

數目以及每月使用網絡銀行次數做為控制變數，先對顧客忠誠度進行驗證。

而從結果可知，網絡銀行帳戶的係數為-0.117(t=-1.832，p=0.068)，具有顯著

的效果，說明當帳戶數目越多，則顧客越沒有忠誠度。在使用次數上，係數

為-0.064(t=-0.987，p=0.325)，說明當使用次數越多的顧客，越不容易有忠誠

度，但結果是不顯著的。 

在服務品質與顧客忠誠度間，研究結果可知，可靠性的係數為-0.139(t=-1.755，

p=0.080)，這樣的結果與文獻不同，且說明當服務越可靠時，反而顧客越不

忠誠。可能的原因在於，當網絡銀行使用者發現若是網銀想提高服務品質的

可靠性而提高手續費或是增加相關驗證過程時，這時對使用者來說，反而會

降低使用該網銀的意願，更不會願意幫該網絡銀行宣傳(Hui & Tse, 1996; 

Leclerc et al.,1995)。是此未來可針對這樣的議題再行深入研究。而在保證性

上，係數為 0.141(t=1.435，p=0.153)，說明服務品質具有保證性時，對忠誠

度是有正向效果。然而，這樣的結果雖與 Palmatier et al. (2006)論點相同，但

並不顯著。而從服務品質對顧客忠誠度的結果來看，並不支持本研究的推論，

故假設三並不受到樣本的支持。 

在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的驗證上，係數為-0.020(t=-0.212，p=0.832)，結果

並不獲得支持。也就是說，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間並不具有顯著的關係，

因此本研究假設四不獲得支持。而在顧客滿意度方面，係數為 0.216(t=2.755，

p=0.006)，說明了顧客滿意度越高，則顧客忠誠度就會越顯著，這樣的結果

與文獻相同，因此本研究假設五獲得支持。 

表 4 服務品質、顧客關係與顧客忠誠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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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未標準化係數 標準化係數 

t 顯著性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差 Beta 分配 

 網絡銀行帳戶  -.094 .051 -.117 -1.832 .068 

每月平均使用網絡銀行的

次數 

-.045 .046 -.064 -.987 .325 

服務品質(可靠性) -.055 .031 -.139 -1.755 .080 

服務品質(保證性) .066 .046 .141 1.435 .153 

顧客關係 -.011 .051 -.020 -.212 .832 

顧客滿意度 .122 .044 .216 2.755 .006 

依變數: 顧客忠誠度 

研究結論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藉由統計分析，藉由收集具代表性的樣本用以驗證理論假設，茲彙整

研究發現並說明如下： 

一、網絡銀行的服務品質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當使用者感

受到網絡銀行服務品質時，則顧客滿意度會增加。而本研究特別發現，服務

品質可細分為可靠性與保證性。也就是說，網絡銀行所提供的服務若能使顧

客信任，並能保證顧客的權益時，則會與顧客滿意度有密切的關係。 

二、網絡銀行的顧客關係對顧客滿意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當使用者信

任網絡銀行、且認為該網絡會為了維持長久的使用關係，會盡力去設計出適

合顧客的功能與網頁。因此在這樣的關係下，顧客滿意度也會相對提高。 

三、網絡銀行的顧客滿意度與顧客忠誠度有顯著的正向關係，表示當顧客的

滿意度高時，顧客的忠誠度也會高。當顧客使用網絡銀行後，發現網絡銀行

能帶給其方便性與滿意度時，則顧客就會發現該網銀能夠給予許多重要的利

益，更可能會介紹給其他的顧客，因此未來持續使用的意願會增加。 

本研究亦提出對實務的建議。首先，以顧客感受為出發點以規劃網絡服務。

在網站選單的設計規劃以及交易流程方面，必須以顧客使用的角度來加以設

計。所有資訊的表達及流程，要讓顧客感覺就如同臨櫃處理一般，這樣不但

能使顧客感受到即使是在網銀，也有一定的可靠性，且若還能提供顧客個人

化的服務與回應，更能讓顧客感受到服務的保證性，是此提高顧客滿意度。

第二，建立令顧客信任的網絡交易環境。在系統安全性方面，在資訊化的時

代，網絡資訊的安全以及資料的隱私已經成為許多使用者最在乎的事。目前

台灣網銀業者的系統安全防護雖已經具備一定的水準，但近來台灣常發生資

訊安全事件，大多為個人資料外洩、駭客惡意攻擊及顧客端的個人電腦防護

受到病毒入侵等。因此，為了要強化網絡安全，銀行業需要從內部嚴格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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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資料以防止資料外洩，更應該加強防火牆及加密安全控管機制，讓所有

顧客對於使用網絡銀行的安全感得以增加。此外，對於顧客端使用網絡銀行

時，更可提供個人資訊安全的建議守則以提醒顧客，如此就能提高顧客的信

任，建立良好顧客關係，進而提高顧客滿意度。第三，提供適當的優惠給網

絡使用者。由於網絡銀行使用者除了使用上的便利性與安全性外，顧客對於

手續費用的考量頗重。因此，應將顧客在網絡上交易所節省的成本直接回饋

給顧客，這樣不僅能提高網絡銀行使用頻率，當這些顧客願意幫銀行再多找

尋新的顧客時，則所增加的利益會遠遠高過原先未降低手續費的利潤。這樣

的方式可謂一舉兩得的經營策略手法。 

綜上所述，銀行業可從消費者方向出發，一方面提供簡便明瞭、友善安全的

交易介面外，現在更可結合智慧型手機，推出行動網絡銀行，以便所有需求

都能一鍵搞定。另一方面加強安全防護，強化事前防護，讓使用者安心且放

心。此外，更可加強事後檢核功能，如交易重複檢核、對帳等，讓顧客更可

多一層保障。最後，降低交易成本的方式不但讓消費者達到省錢又省時的目

的，更可提升銀行業網絡銀行平台使用率，進而提升顧客滿意度並維護良好

顧客關係及顧客忠誠度。 

本研究亦提出對後續研究者的建議。首先，由於網銀的使用者與會到銀行的

顧客的屬性相關多元，但是本研究並無針對使用者的所屬的行業別及性別做

深入分析。因此未來可加入行業別及性別的分析，以深入了解本研究議題是

否有不同結果。第二，現在每個銀行都有網絡銀行的服務，但每個銀行使用

上都有其不同的介面與服務。因此可將網絡銀行區分為台灣的本土銀行以及

外商銀行，探討是否不同背景的銀行對於網銀的服務品質要求是否會有不同。

且在文化差異的前提下，來自不同背景銀行的網銀應當有不同的使用內容與

風格，是此未來可加入銀行背景的要素加以分析。第三，由於本研究為橫斷

面分析，未來可長期追縱使用者的使用經驗與感受，以縱斷面的方式深入研

究服務品質的改變與否對於顧客滿意度與忠誠度間的關係有所影響，相信可

得到更整體的實務解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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