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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本研究主要探討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是否會影響消費者

使用二手教科書平台的使用意願，研究以某大學為例，採用網路問卷收集資料，有效

樣本 365 份，並以 SPSS 23.0 進行問卷信度、人口統計變數分析及以迴歸分析驗證研

究模式。研究結果發現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與消費者使用二

手教科書平台的使用意願之間有正向的顯著影響；本研究更進一步分析個人心理因素

構面中的學習態度、平台屬性因素中的系統品質、服務品質以及書籍屬性因素構面中

的書籍價格、書籍品質對消費者使用意願最具有影響，平台提供者可以強化其功能，

藉以提升消費者使用意願。 

This paper mainly studied the factors of  personal psychological issues, platform 

or website issues, books related issues, which affected the users’ intention in using the 

platforms or websites for second-hand books. The study used questionnaire (interview) 

as the investigation method and collected 365 effective samples. These samples were 

analyzed by SPSS 23.0 with respect to sample reliability, population statistic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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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verify and validate the research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ose factors mentioned above have a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users’ intention in using the platforms or websites. Furthe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learning attitude on personal psychological facets, the system 

quality and service quality on the website facets, the book price and book quality on 

the book facet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tors. Therefore, it is suggested that platforms 

or websites can enhance their functionalities in order to increase the users’ intention in 

using the platforms or websites for second-hand books. 

 

【關鍵詞 Keywords】 

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學習態度、使用意願 

information quality; system quality; service quality; learning attitude; users’ intention 

一、前言 

近十幾年來大學普設，使得大學教科書的需求量大幅提升，每學期的開學之際，

大學生除了學雜費外，還得負擔一筆為數不小的教科書籍費用，有些學生在經濟情況

壓力下只好盜印。但智慧財產權保護的意識抬頭，學生開始轉向購買二手教科書。學

校因應此一需求，紛紛建置二手教科書交易平台，平台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然而在平

台建置數年後發現，使用者對二手教科書平台的使用率並不踴躍，因此找出造成使用

者採用二手教科書平台的因素，以提高書籍成交數量，成為相當重要的課題。 

二手教科書購買者因為有實際購買行為，所以二手教科書平台使用亦視為一般消

費行為，因此本研究將以個人因素視為影響對二手教科書平台影響因素。在消費者行

為研究中，動機是決定消費者行為的最主要因素之一（Blackwell, Miniard & Engel, 

2001; Assael, 1998; Schiffman & Kanuk, 2000），Hahha 與 Wozniak（2001）表示動

機是一種狀態，在此狀態之下，人們會針對期望目標的選擇樣式作出適應的因應，所

以本研究企圖了解網路二手書交易平台的消費者是受到何種動機的影響，而產生購買

行為的驅力。學習態度緣起來自於態度的概念，以態度的層面、內容、特徵、形成理

論為基礎，作為學習事物的態度。學習態度通常表現在學習者在重點整理、圖書館使

用知識、聽課專心程度、對教師的態度、學習情緒等方面（Raygor & Wark,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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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本研究認為學習態度會影響二手教科書平台意願。另外，具有環保意識及綠色行

銷之概念的消費者，較願意參與二手商品的交換與買賣。因此，在個人因素構面中，

本研究認為環保態度影響二手書平台使用意願。 

除了個人因素外，商品本身的產品屬性長期在購買行為中被關注，劉水深（1984）

認為產品屬性的意義是藉由消費者的認知所賦予，也就是產品的屬性可以帶給消費者

什麼結果與價值。研究產品屬性對顧客使用與購買意願方面的影響，林彩梅等（2010）

在產品屬性對品牌形象、製造來源國形象與消費者購買意願之影響—以臺灣筆記型電

腦產業為例的研究中，驗證出產品屬性對顧客的購買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張蓓琪、

沈秀玲（2010）消費者採用創新產品之影響因素分析—以電子書閱讀器為例，研究中

實證發現新產品屬性與創新產品採用意願有顯著的正向關係；這也是何以本研究以二

手教科書的書籍產品屬性對消費者的使用意願的影響作為探討的原因。 

過去的研究顯示平台品質是影響到網路購物、使用，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黃郁

茜，2015）。教科書雖是教師指定用書，但是是否要購買二手書，以及在哪個平台購

買，還是會受到其他因素影響。研究探討的交易環境是建構在網際網路上的平台，因

此資訊系統的質也很重要，本研究將以資訊系統成功模型（Delone & McLean, 1992）

的三項指標：資訊品質、系統品質和服務品質，來探討這平台屬性，對於二手教科書

平台使用意向之影響。 

綜合以上論述，本研究目的主要以個人心理構面、書籍屬性構面以及平台屬性構

面，來探討消費者對於二手教科書網站使用行為的影響因素。期望藉由對這些屬性的

了解，進而提出網路二手書市場具體可行之策略，期能對相關學術及產業界有所貢獻。 

二、文獻探討 

本研究首先對相關文獻進行回顧，包含個人心理構面、平台屬性構面、產品屬性

構面及使用意願。 

（一）個人心理構面 

1. 使用動機 

通常人類行為的產生，主要是來自於個人的內在動機，因此許多行銷研究試

圖瞭解消費者的動機，來對他們購買行為更有效率的推測（Hahha & Wozni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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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Assael（1998）指出動機是一種引導消費者朝著滿足需求行為的驅動力。

Batra 與 Ahtola（1991）；Dhar 與 Wertenbroch（2000）表示，消費者選擇產品，

購買動機可分成功利（utilitarian）和享樂（hedonic）來進行評估。Tauber（1972）

把購物視為一系列取得具有價值商品的購物過程，顧客的動機不僅為了自己的需

求來尋找產品，還有包括在購物之中獲得愉悅的購物過程。本研究亦認為使用動

機包括功利性動機與享樂性動機。功利價值主義前提下，認為消費者使用二手教

科書平台是因為便宜、環保、方便等功利性價值因素；而在享樂價值主義前提下，

認為在二手教科書網平台上搜尋書籍時，會產生歡愉享受的感覺，二手教科書網

路使用是具歡愉性、享受性等享樂性價值。 

2. 學習態度 

態度反映一個人內在對特定事件的興趣、動機、感情、信念、價值認同及信

仰等，是持久一致的行為傾向（張春興，1989；陳文典，2006）。而學習態度為

態度概念的延伸，是指個體在學習過程中，與相關的人、事、物互動所產生的心

理傾向，反應在認知、行為以及情感方面。Weinstein、Marshall 及 Middlestadt

（1982）則將學習態度的內涵分為十項，包含態度、動機、時間管理、焦慮、專

心、訊息處理、選擇要點、學習輔助技術、自我測驗及考試技巧。林倩瑜（2008）

認為學習態度包含：學習動機、興趣、信心、習慣及方法。對應於二手書交易環

境，本研究認為學習態度是指對於課業的重視及投入程度，而學習態度高者，通

常較願意付出較多的努力來學習，上課會準備課程指定的教科書。 

3. 環保態度 

環保態度是指對待自然和環境時，人們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存在，認識的程

度，以及人們會根據自己的價值判斷對環境問題作出的行為選擇。環保態度程度

高者，通常較支持環保重要策略 4R，即減廢（reduce）、再利用（reuse）、回

收（recycle）以及再生利用（recovery）。而二手書的交流販售無疑地是實踐環

保的方式之一，因此，本研究認為環保態度即指使用者對於重視環境資源保護的

程度，表現於支持廢棄垃圾減量，資源垃圾回收及再利用的觀念及行為上。 

（二）平台屬性構面 

近年來大多數有關資訊系統的成功因素，多以 Delone 與 McLean（2003）建立的

資訊系統成功模型（information system success model，簡稱 D&M IS success model）。

該模式提出資訊系統的系統品質（system quality）、資訊品質（information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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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品質（service quality）三者是影響資訊系統使用意願及滿意度重要因素。 

1. 資訊品質 

Delone 與 McLean（1992）將資訊品質定義成系統傳遞訊息內容的品質，且

認為資訊品質是會影響用戶滿意度和技術使用的關鍵因素。Wang 與 Strong

（1996）發展出四種資料品質種類與二十個品質維度，說明如下：（1）資料的正

確性：可信度、準確度、客觀度、完整度、可追蹤名聲、來源的種類；（2）資

料的相關性：加值度、相關度、及時度、操作容易度、適當的數量、彈性；（3）

資料的呈現：可譯度、易懂度、呈現的一致、簡要的程度；（4）資料的可及性：

可及性、成本有效性、通路安全性。本研究提出的二手教科書交易平台資訊品質

衡量指標，包括書籍資料的正確性、書籍資料的相關性，以及書籍資料的呈現。 

2. 系統品質 

Delone 與 McLean（2003）認為系統品質是系統本身處理資訊的過程，系統

品質會影響顧客滿意度，並且提出系統品質包括適應性、反應時間、有用性、可

獲取性、可靠性。Nelson 等（2005）認為系統品質的衡量指標為存取性、可靠性、

彈性、整合性、回應時間。本研究採用 Nelson 等（2005）所提系統之衡量指標，

並考量二手書教科書平台使用對象為校園師生，不需與其他系統整合，亦可不預

留太多之系統彈性，故可排除彈性、整合二項衡量指標，定義系統品質衡量指標

為便利性、效率性、穩定性。 

3. 服務品質 

Parasuraman、Zeithaml 及 Berry（1985）將服務品質定義為顧客對服務的期

望與顧客接受服務後實際知覺到服務之間的差距；Lewis 與 Vincent（1990）則將

服務品質定義為符合消費者需求的程度。本研究校園二手教科書因平台的特殊屬

性，並非一般購物網站，故服務品質亦非實體店面所面臨的因素，主要使用者面

對的是網站服務，對於平台使用者而言，完整且詳細的交易流程說明是必要的，

平台交易使用者有買方與賣方，如託賣手續是否方便簡單才是賣方關注因素，過

於繁雜的交易方式，賣方可能選擇將二手教科書回收或不處理；買方在意的也是

購買的型式簡單方便快速，如需耗時、損耗其他成本，買方則會考慮直接購買新

書。針對上述因素，本研究考慮平台是否有完整詳細的交易流程、買方購買的方

便性、賣方託售手續的簡易性。 

（三）產品屬性相關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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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屬性為各產品與服務直接可以被觀察的特徵，而每種屬性即為不同的特色，

因此產品屬性亦是消費者對產品的看法、知覺與該產品具有的特質，對消費者而言，

產品就是各種屬性的集合體。產品屬性會影響消費者的認知，亦會影響消費者對於產

品的評估（Tran & Fabrize, 2013）。即使消費者對於產品所有的屬性並不一定皆知道

與瞭解，但僅需其中一項或是數項便能使其注意，而刺激購買的慾望，進一步產生其

購買行為（周文賢、張欽富，2000）本研究據此將二手教科書的書籍屬性歸納三個面

向為書籍種類、書籍價格，以及書籍品質。 

（四）使用意願 

使用意願早先源自 Fishbei 與 Ajzen（1975）所提出之理性行為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簡稱 TRA），其目的是為檢驗個體的使用意願。Fshbein 與 Ajzen

（1975）認為使用意願係指使用者願意購買商品特定行為的意願，將意願定義為從事

特定行為的主觀機率，可做為預測消費者行為的關鍵指標。Oliver（1981）提出個人

過去的使用經驗，會對事物產生延續性的評價，進而影響個人消費意願。Dodds 與

Monroe（1985）提出消費意願是消費者想購買此產品的行為傾向，消費者的消費意願

會隨著良好的服務品質而提高。一個成功的交易平台能吸引消費者使用，並成功留住

用戶持續採用，是交易平台長期生存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本研究探討相關因素與使

用意願的相關性。 

三、研究方法 

以文獻探討所得的各項變數，根據這些變數建立本研究架構並提出研究變數與操

作型定義、研究假設，再發展出問卷作為研究工具，蒐集實證資料，藉此驗證本研究

假說。 

（一）研究模式 

本研究目的在於了解二手教科書網路平台的消費者使用意願，因此提出以下研究

模式（如圖 1 所示）。研究模式主要從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

觀點來探討消費者購買二手書的使用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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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二手教科書網路平台消費者使用意願研究模式 

（二）研究變數操作型定義 

主要的目的是將研究中有關的變數，將過去文獻所提相關定義，修改為較適合本

研究標的及環境之操作型定義，此有助於後續問卷設計的發展。詳見表 1 所述。 

表 1 

變數的操作型定義 
研究構面／項目 操作型定義 

個人心理因素  

使用動機 引發二手書網站使用者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的驅力 
功利性動機：使用者認為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具有時間效益或經濟效益。 
享樂性動機：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可以滿足娛樂或打發時間的需求。 

學習態度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對於課業的重視及投入程度 

環保態度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對於重視環境資源保護的程度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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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續）  

研究構面／項目 操作型定義 

平台屬性因素  

資訊品質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在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過程中，由網站產生資訊符合

使用者期望和要求的程度。 

系統品質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在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過程中，對於使用穩定性與效

益上的表現之評估。 

服務品質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在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過程中，衡量平台所提供之服

務水準的高低。 

書籍屬性因素  

書籍種類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感受到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的書籍種類多樣化的程

度。 

書籍價格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感受到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的書籍價格合理化的程

度。 

書籍品質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感受到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的書籍乾淨與新穎的程

度。 

使用意願 二手書網站使用者是否會（繼續）使用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並推薦給親友

的可能性。 

（三）研究假設 

為了探討本研究的主題，乃依據本研究模式，提出之假設如下： 

H1a1：二手書消費者之功利動機，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H1a2：二手書消費者之享樂動機，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H1b：二手書消費者之學習態度，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H1c：二手書消費者之環保態度，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H2a：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服務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H2b：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系統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H2c：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資訊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H3a：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種類豐富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H3b：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價格合理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H3c：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品質良好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四）問卷設計 

本研究為衡量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對消費者網路二手

書交易平台使用意願之影響探討。依據過去學者的研究文獻作為參考，並採用做為各

構面之問項衡量；問卷內容共分為二部分：第一部分為對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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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書籍屬性因素、網路二手書交易平台使用意願的衡量；第二部分為人口統計變數

資料。 

問卷內容是根據操作型定義衍生出來的問項內容，問卷於完成初稿問卷設計後，

先請有網路二手書使用經驗他校圖書館館長及電子商務相關的老師，針對問卷之問項

給予建議，以題意不清或容易混淆之問項進行修正，再針對這些問題對原本問卷的字

句稍作修改，期使受測者更清楚瞭解量表內容，以確保問卷填答之品質。問卷的衡量

量表採用 Likert 5 點尺度計分法，量表分別標明「非常同意」、「同意」、「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五等第，分別給予 5 至 1 等級之分數。問卷內容如表 2

所示。 

問卷最後部分，除了請受訪者填寫個人基本資料之外，也將關於網路使用經驗的

問題置於此部分。共有 11 題，前 5 題為人口統計變項的問題，分別是性別、年齡、

教育程度、科系、每月可支配所得、購買經驗；後 6 題則是關於受訪者的購買二手書

的經驗，包含接觸網路的時間、每日平均花多少時間使用網路及使用的二手書的網站

經驗。 

表 2 

研究問卷各研究構面內容 
研究構面／項目 操作型定義 

個人心理因素  

功利性動機 
 

1. 我覺得藉由二手書平台我可以找到便宜的書籍 
2. 我覺得藉由二手書平台可以找到記錄重點及筆記的書籍 
3. 我覺得藉由二手書平台我可以快速找到我想要的書籍 

享樂性動機 
 

4. 我覺得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讓我有尋寶的感覺 
5. 我覺得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將常讓我流連忘返 
6. 我覺得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可以讓我打發時間 

學習態度 7. 除了老師指定的教科書外，我會購買其他參考書籍 
8. 我經常到書店或圖書館看書 
9. 我認為我是個很喜歡學習的人 

環保態度 10.我平時會做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 
11.我不介意購買或使用二手書 
12.我認為將仍可使用的二手書丟棄是很可惜的。 

平台屬性因素  

資訊品質 13.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充分書籍狀況說明 
14.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清晰書籍的圖片 
15.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詳細的書籍內容介紹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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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續）  

研究構面／項目 操作型定義 

系統品質 16.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便利書籍查詢功能 
17.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的流量速度很快 
18.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的系統具有穩定性 

服務品質 19.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完整的交易流程說明 
20.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提供方便的購買方式 
21.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託售的手續很簡便 

書籍屬性因素  

書籍種類 22.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所陳列的書籍種類很豐富 
23.我覺得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所陳列的書籍種類版本很新 
24.我覺得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所陳列的書籍很多樣化 

書籍價格 25.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販售的書籍價格是我能負擔的 
26.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販售的書籍價格很合理 
27.我覺得透過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購買書籍，可讓我省下很多費用 

書籍品質 28.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販售的書籍狀態很乾淨 
29.我覺得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販售的書籍沒有什麼破損 
30.我覺得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陳列的書籍保存狀況很好 

使用意願 31.以後我會使用或繼續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 
32.我有很高的意願使用或繼續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 
33.我會推薦其他朋友使用此校園網路二手書平台 

（五）研究對象 

由於大專生是使用二手教科書的主要對象，因此本研究以大專生為研究對象。本

研究選取為國內某 K 大學為抽樣對象，主要是因為該校已建立二手教科書交流網站，

且該校有臺北及臺南二校區，共有十二科系，包含人文資訊、管理及健康休閒等多元

化的科系，除此之外，並擁有多元化學制，擁有五專部、大學部及研究所、進修部等，

讓研究結果推論至母體時更具代表性。 

（六）樣本的選擇與抽樣方法 

本研究於 2016 年 4 月 25 日起至 2016 年 5 月 6 日止，在圖書館網站首頁上放置

問卷連結，各班宣傳請同學參與填寫二手書意見調查問卷，並於圖書館張貼海報，請

同學踴躍填寫。共收集 365 份問卷，其中有效問卷 365 份，有效率 100%（該大學目

前人數 5,200 餘人，參與調查樣本約占 7%）。 

（七）分析工具與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透過 SPSS 23.0 統計軟體對各變數進行測量工具之信度分析、樣本資料人

口統計、各研究構面之敘述性統計、以及研究模式之迴歸分析。資料分析方法分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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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第一階段為測量研究工具信度檢定，本研究以 Cronbach alpha’s 檢驗各構面內

部的問項是否具有一致性及穩定性。效度則是指衡量工具是否能真正衡量到本研究想

要衡量的問題，本研究採用內容效度，請他校圖書館館長及電子商務專家學者就研究

目的、內容及範圍檢視問卷，期以研究者專業知識來判斷問卷能否正確衡量本研究之

目的。 

第二階段為敘述統計，敘述統計是對回收之樣本資料進行整理，本研究主要以次

數分配、百分比來描述樣本的背景資料，以了解受訪者的分布情形。第三階段為相關

分析，採用 Pearson 相關分析來檢定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與

使用意願各構面間的相關程度，透過相關分析瞭解兩個構面間的相關程度。第四階段

為迴歸分析，以線性迴歸的方式計算出每條路徑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及顯著性

（p-value），目的在瞭解各構面之間的關係與影響。 

四、分析結果 

本研究以線上填答方式進行問卷填寫，回收之有效樣本共 365 份，進行統計分析，

其結果分述如後。 

（一）信度 

信度也稱為可靠性，用以檢測問卷結果的一致性或穩定性，本研究採一般學術上

常用的 Cronbach’s α係數，來檢測本研究之信度。內部相關信度主要視 Cronbach’s α

係數的大小，其值愈大則信度愈高，本研究問卷內容各部分之 Cronbach’s α信度係數，

整理如下表 3： 

表 3  

信度分析結果 
研究變數 Cronbach's α值 

個人心理因素 0.926 
使用動機 0.917 
功利動機 0.836 
享樂動機 0.920 
學習態度 0.835 
環保態度 0.835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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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續）  

研究變數 Cronbach's α值 

平台屬性因素 0.967 
資訊品質 0.909 
系統品質 0.932 
服務品質 0.957 

書籍屬性因素 0.972 
書籍種類 0.944 
書籍價格 0.954 
書籍品質 0.963 

使用意願 0.950 

 

由上表針對各研究構面之信度分析進行探討，分析結果，本研究在個人心理因

素、平台屬性因素、書籍屬性因素各構面問卷上之信度值皆達 0.8 以上，均能符合理

論上之要求，足見本研究使用之問卷具有足夠良好的信度，顯示量表具有一致性與穩

定性。 

（二）效度 

效度是指問卷之有效程度，亦即能夠真正測出變數性質的程度。本研究雖然在二

手教科書相關領域是屬於前瞻性研究，但二手書平台使用的影響因素已有許多，本研

究主要建構在這些研究上，因此所使用的問卷非屬於探索性研究，得檢驗內容效度即

具有效性。由於問卷內容是根據操作型定義衍生出來的問項內容，問卷於完成初稿設

計後，先請幾位有網路二手書推廣經驗之他校圖書館館長，針對問卷之問項給予建

議，並經過多次修定程序，且多次與幾位電子商務專長教授討論，經此準則，因此問

卷具有相當的內容效度。 

（三）樣本分析 

正式問卷係以線上填答方式進行填寫，回收之有效樣本共 365 份。針對有效問卷

部分之人口統計資料與背景進行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析，藉以瞭解二手教科書網站消

費者的人口統計形貌及分布情形。整理出本研究問卷填答者之性別、年齡、科系類別、

每月可支用零用金、購買經驗等基本資料進行統計，以暸解其樣本代表性。 

樣本分析得知大多數學生接觸網路的時間大多超過 4 年以上，占 90.7%，且每週

使用時數為 4 小時以上，佔 98.3%，顯示資訊教育的普及化，利用網路獲取資訊及娛

樂，並且透過網路購買商品及服務等交易應很普遍。另外因為Ｋ大二手書平台此一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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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之所以較高，可能是因為 K 大二手書網站的二手書完全針對學課程準備，二手書上

也較易找到學長姐的上課筆記，因此學生對該網站的忠誠度較高。其餘樣本資料分析

結果如表 4 所示。 

表 4 

樣本資料分析結果 

樣本資料分析 樣本數 百分比 
 
樣本資料分析 樣本數 百分比 

性別分析 
   

網路使用年資分析 
  

男性 156 43% 
 

1-3 年 34 9% 

女性 206 57% 
 

4-6 年 114 32% 

年齡分析 
   

7-9 年 102 28% 

12-15 歲 28 8% 
 

10 年以上 112 31% 

16-20 歲 320 87% 
 
網路使用頻率分析（週） 

  
21-25 歲 10 3% 

 
少於 1 小時 10 2% 

25 歲以上 7 2% 
 

2-5 小時 149 41% 

教育程度分析 
   

6-10 小時 127 35% 

五專 338 94% 
 

11-15 小時 44 12% 

大學 13 4% 
 

16 小時以上選 35 10% 

研究所 7 2% 
 
購買經驗分析 

  
科系別分析 

  
從未使用 263 72% 

醫護類 52 14% 
 

1-5 次 78 21% 

管理類 41 11% 
 

6-10 次 11 3% 

設計類 54 15% 
 

10 次以上 13 4% 

語文類 2 0% 
 
最常使用之二手書網站 

  
工程類 13 3% 

 
TAAZE 讀冊生活 18 10% 

教育類 1 0% 
 

北區技專校院圖書資源共享服務平台 16 9% 

資訊類 182 49% 
 

Ｋ大學二手書平台 125 71% 

其他 30 8% 
 

其他 17 10% 

一學期花費在二手書的金額 
 

購買項目分析   

1,000 以下 327 90% 
 

教科書 196 38% 

1,000-2,999 27 7% 
 

課堂參考書籍 158 31% 

3,000-4,999 1 0% 
 

興趣 161 31% 

5,000 以上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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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研究構面分析 

各構面分析敍述性統計資料彙整如表 5，其中使用意願的平均數為 3.637，個人心

理因素的四個構面、平台屬性因素三個構面、書籍屬性因素的三個構面平均數皆高於

3，表示使用者對於各題項及使用意願均偏正向。 

表 5 

各研究變數敘述性統計資料 
研究變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個人心理因素 3.561 0.80 

使用動機 3.614 0.90 

功利性動機 3.826 0.88 

享樂性動機 3.402 1.03 

學習態度 3.181 1.04 

環保態度 3.836 0.85 

平台屬性因素 3.632 0.88 

資訊品質 3.593 0.90 

系統品質 3.632 0.90 

服務品質 3.653 0.93 

書籍屬性因素 3.670 0.87 

書籍種類 3.611 0.93 

書籍價格 3.790 0.93 

書籍品質 3.608 0.90 

使用意願 3.637 0.98 

（五）相關分析 

本研究採用 Spearman’s rank 相關分析來檢定個人心理因素、平台屬性因素、書

籍屬性因素與使用意願各構面間的相關程度，瞭解兩個構面間的相關程度，相關係數

的值介於-1 和+1 之間，如相關係數的值接近+1，表示相關程度為正相關，相關程度

愈強，而相關係數如接近-1，表示負相關，若相關係數為 0，則為零相關，表示兩構

面無關係。本研究顯示，各研究構面間皆呈現顯著正向相關，Spearman’s rank 相關分

析結果如表 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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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構面間 Spearman’s rank 相關分析結果 

構面 
功利 
動機 

享樂 
動機 

學習 
態度 

環保 
態度 

資訊 
品質 

系統 
品質 

服務 
品質 

書籍 
種類 

書籍 
價格 

書籍 
品質 

使用 
意願 

功利 
動機 

─         
 

 

享樂 
動機 

0.707** ─        
 

 

學習 
態度 

0.472** 0.543** ─       
 

 

環保 
態度 

0.674** 0.564** 0.569** ─      
 

 

資訊 
品質 

0.656** 0.615** 0.494** 0.612** ─     
 

 

系統 
品質 

0.692** 0.633** 0.464** 0.633** 0.824** ─    
 

 

服務 
品質 

0690** 0.627** 0.472** 0.627** 0.782** 0.856** ─   
 

 

書籍 
種類 

0.713** 0.654** 0.496** 0.615** 0.775** 0.824** 0.874** ─  
 

 

書籍 
價格 

0.688** 0.539** 0.444** 0.661** 0.701** 0.757** 0.807** 0.801** ─ 
 

 

書籍 
品質 

0.708** 0.616** 0.495** 0.643** 0.766** 0.804** 0.825** 0.862** 0.824** ─  

使用 
意願 

0.678** 0.609** 0.520** 0.635** 0.732** 0.803** 0.830** 0.842** 0.816** 0.870** ─ 

註：*代表 p<0.05、**代表 p<0.01、***代表 p<0.001 

（六）研究模式驗證分析 

研究模式經過 F 檢定(F 值 162.2)，達到顯著水準，可接受研究模式假設，且複判

定系數 R2=81.6%(調整後 R 平方)，具線性關係，線性組合與變異解釋都足夠。更進一

步分析個人心理因素的四個構面：功利動機、享樂動機、學習態度、環保態度；平台

屬性因素的三個構面：資訊品質、系統品質、服務品質；以及書籍屬性因素三個構面：

書籍種類、書籍價格、書籍品質為自變數，對使用意願進行迴歸分析，由表 8 中資料

顯示：學習態度、系統品質、服務品質、書籍價格、書籍品質對使用意願有顯著正向

的影響。本研究以線性迴歸的方式計算出每條路徑的標準化迴歸係數（β）、顯著性

（P-value），目的在瞭解各構面之間的關係與影響，路徑分析圖如下圖 2。 



   
78 

 
國家圖書館館刊 一○六年第二期（2017.12） 

 

 
圖 2 迴歸分析圖  
註：*代表 p<0.05、**代表 p<0.01、***代表 p<0.001 

本研究路徑分析係數與假說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7。 

表 7 

路徑分析係數 
假說 研究構面 係數 

H1a1 功利動機使用意願 -0.024 

H1a2 享樂動機使用意願 -0.006 

H1b 學習態度使用意願 0.112*** 

H1c 環保態度使用意願 -0.013 

H2a 資訊品質使用意願 -0.014 

H2b 系統品質使用意願 0.135* 

H2c 服務品質使用意願 0.146* 

H3a 書籍種類使用意願 0.097 

H3b 書籍價格使用意願 0.189*** 

H3c 書籍品質使用意願 0.378*** 

註：*代表 p-value<0.05、**代表 p-value<0.01、***代表 p-value<0.001 

 

（七）研究假說檢定結果 

本研究假說檢定結果彙整如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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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研究假說結果 
研究假說 結果 

H1： 二手書消費者之功利動機，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不接受 

H2： 二手書消費者之享樂動機，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不接受 

H3： 二手書消費者之學習態度，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接受 

H4： 二手書消費者之環保態度，會影響其對校園網路二手書消費者使用意願 不接受 

H5：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資訊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不接受 

H6：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系統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接受 

H7：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服務品質，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接受 

H8：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種類豐富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不接受 

H9：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價格合理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接受 

H10： 校園網路二手書網站的書籍品質良好程度，會影響二手書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接受 

五、結論與建議 

根據第四節之分析結果，首先針對研究發現做結論，其次依據獲得支持之假說與

研究結果，闡述本研究對實務的建議，最後為管理意涵。 

（一）研究結果 

本研究重要發現如下： 

消費者是否願意使用網路二手書平台來購買二手教科書，受到個人心理因素、平

台屬性因素以及書籍屬性因素所影響（R2=81.6%）。 

1. 個人心理因素之學習態度對使用意願的影響係數為 0.112，學習態度積極的學生，

對學習是很有興趣的，會對學習付出較多的努力，除了準備課程指定的教科書

外，也會選擇與課堂相關的參考書籍來閱讀，故增加至二手書網站的使用意願。

本研究可驗證到學習態度，對二手書網站的使用意願是重要。 

2. 平台屬性因素之系統品質對使用意願影響係數為 0.135，與杜書揚（2004）以網

路書店為例的研究結果相同，顯示線上資訊系統品質對於使用者行為意向有著正

向的關係，線上資訊系統品質透過使用者滿意度對於行為意向的影響也是顯著。

二手書網站是否穩定、提供便利書籍查詢功能，以及流量速度夠不夠快，對消費

者的使用意願是重要的。若消費者一直受困於等待網站的回應，對使用意願將會

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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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台屬性因素之服務品質對使用意願影響係數為 0.146，校園二手教科書平台，

對於使用者而言，完整且詳細的交易流程說明是必要的，另二手書的購買、託賣

手續是否方便簡單、是使用者關注因素，也會增加消費者的使用意願。過於繁雜

的交易方式，賣方可能選擇將二手教科書回收或不處理，買方則會考慮直接購買

新書。 

4. 書籍屬性因素之書籍價格對使用意願影響係數為 0.189，價格考量一直是二手書

籍購買的主要因素，書籍的價格合理，能為溑費者所負擔且真正能節省到許多不

購買新書費用，這樣購買二手書的行為消費者才會認同。 

5. 書籍屬性因素之書籍品質對使用意願影響係數為 0.378，認為書籍的狀態會影響

二手書的使用意願，因此，建議平台提供者可對於欲販售二手書的同學宣傳盡量

保持書籍乾淨，於託售前可稍作整理。消費者雖購買二手書，但仍希望書籍是乾

淨沒有破損的，書籍品質對消費者來說是重要的。 

（二）管理意涵 

1. 強化個人心理因素之學習態度構面，提升二手書平台之使用意願。 

學習態度影響消費者對二手書平台的使用意願，所以平台提供者應找出學習

態度良好的學生，訂定適合的行銷策略。提供者可統計學期借閱冊數較高的學

生，或是學期進館較頻繁的學生，給予更多的廣告及推廣，提升其對二手書的購

買意願。 

2. 加強平台屬性因素之系統品質及服務品質構面，以提升二手書平台之使用意願。 

（1）加強系統品質構面 

網站平台可採多元查詢方式，便利消費者查詢，例如：網站可提供使用

者個人化的服務，登入帳號密碼可查詢過去瀏覽的歷史紀錄；網站亦可針對

使用者個人需求做分析，適時給予提醒。例如提醒某科系三年級使用者今年

所使用的教科書及相關課堂補充教材，提供該學期課程可用的二手書籍庫存

清單供消費者選擇，消費者依清單勾選出需要的書籍；網站亦可留意消費者

下單之商品與平常消費習慣不同，適時給予提醒，例如 A 科系學生購買了 B

科系的專業課程課本，網站必須提醒消費者並再次與消費者確認，讓使用者

感受量身訂做的專屬服務。這些便利、親民的查詢方式，方便消費者儘速尋

找出所需的書籍。 

除此之外，由於系統品質與使用意願具有正向的關係，如果消費者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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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使用感到不滿意會影響到消費者的使用意願，所以提供者應不斷提升流量

速度並讓系統具相當的穩定性，保持良好的系統品質，將有助於使用意願的

提升。 

（2）加強服務品質構面 

①二手書消費者重視二手書網站購買商品的方便與否，交易平台可設立交易

流程說明專區或購買時應注意事項，例如：可於網頁上增加購買進度流

程，讓消費者隨時可以查詢目前購買進度。並且提供線上諮詢服務，以最

快速的方式回答消費者的問題。流程說明中並提供完整的退換貨方式，避

免消費者不清楚如何處理而浪費時間成本。 

②網站應簡化二手書購買方式，給予消費者簡易的購買模式，如果購買方式

過於繁複，會降低消費者委託或購買之意願，消費者覺得麻煩，賣方會選

擇不委託、買方則是選擇另購買新書。例如：對購買過二手書籍的消費者，

不需要重填基本資料，即可購買；這樣便民的流程，將有助於使用意願的

提升。 

託售的手續如果能儘量簡便，會大幅增加託售書籍數量，給買方更多的

選擇。例如：託售書籍的呈現有相關的書籍圖片資料庫可供選擇，託售的定

價也有相關書籍定價可供參考，這些簡便的親民措施，將有助於託售意願的

提升。 

3. 加強書籍屬性因素之書籍價格，以提升二手書平台之使用意願。 

在書籍價格上，價格的合理性會影響消費者使用二手書網站的意願，讓託售

者能以合理的價格託售，消費者能以較便宜的價格買到書籍。因此，二手書平台

應能於託售者託售時，列出目前同樣書籍的成交價格、過去的平均成交價格等

等，讓託售者能開出合於市場的託售價。而平台亦可加強在價格上的促銷活動，

例如經由託售者同意，當有消費者買了託售當事人第一本書時，平台會將託售者

其他的書籍均列出來，用搭售的方式予以折扣。平台提供者希望在價格上要讓消

費者認為與購買新書有所差異，與其他二手教科書網站之間，創造差異化，以突

顯優點吸引消費者，提升消費者的使用意願。 

4. 加強書籍屬性因素之書籍品質構面，以提升二手書平台之使用意願。 

消費者購買二手教科書，擔心二手教科書之品質與價格產生過大落差，是為

不想購買二手教科書之主要原因。所以可對二手教科書託售者做提醒，請其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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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好書籍的品質，保存好書籍的配件，儘量讓書籍狀態保持較好的狀態。 

（三）學術意涵 

1. 二手書交易的文獻過去多著墨於個人心理因素、書籍屬性因素來探討，但較缺乏

以平台屬性的角度來研究對使用意願的影響。而根據相關文獻指出，平台品質是

影響到網路購物拍賣（張雅萍，2013），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本研究加入了平

台屬性因素，研究模式有更高的解釋力。希望可提供後續研究者意見參考，對未

來在學術研究上亦有所助益。 

2. 教科書為二手書中很重要的標的，研究二手書的文獻中，多以一般書籍的二手書

為研究標的，較缺乏以教科書的角度來探討，本研究發現與其他一般二手書的研

究差異在於，教科書的選定者為授課教師，而非購買的學生，所以大專學生購買

教科書和一般二手書的行為應有不同。消費者選用教科書不會在意平台中販售的

書籍是否多元，是否包含不同類群的書籍、是否版本很新；消費者最主要挑選的

是是否在平台能採買多門科程所需的用書，以及相關參考書籍即可。 

（四）後續研究建議 

1. 近年來，環境保護意識日益提升，大眾開始重視保護賴以生存的環境，並體認到

自身消費行為對地球產生的衝擊。綠色產品的接受度逐漸升高，綠色消費儼然成

為世界趨勢。書籍的重複再利用是環保的一個重要課題（黃思諭，2009）。本研

究以個人心理構面、書籍屬性構面以及平台屬性構面，來探討消費者對於二手教

科書網站使用行為的影響因素，未來或可加入社會構面（如社會認同，社會認同

感認為我們進行是非判斷的標準之一，就是看別人是怎麼想的，當周圍的人認為

購買二手書的行為是正確的環保行為，對我們決定是否購買二手書會有很重要的

指導意義。再如社會臨場感，當使用者透過交易平台而感受到網路溝通如同面對

面一般之親切，將能產生較高的社會臨場感，有助於提高使用者再購買二手書之

意願。）讓研究的角度更廣泛，將更有助網路二手書市場，制訂有效之行銷策略。 

2. 同儕支持意指透過同儕或同儕團體所提供的社會支持，在校園學生的支持系統

中，同儕往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此發展階段，同儕相較於其他對象往往

具有最高的影響力，扮演著相當關鍵的角色（Thorne, 1993）。職是之故，未來

後續研究可以加入同儕支時為變項，對末來學術研究可更有助益。 

3. 近年來網路平台交易成長驚人，二手書網路平台的交易可細分為買方及賣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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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足夠的賣方及所需的商品將會影響使用平台的意願。但是國內尚無加入賣家類

型的干擾因素研究，故建議後續研究加入賣家類型為干擾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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