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根據本研究目的及相關文獻所探討，消費者購買決策行為會因個人生活型態及人口統

計變項的差異而產生影響，根據學者 Engel、Blackwell & Kollat（1978）指出，不同生活型

態之消費者，對產品的購買決策是有差異的，除了受到諸如文化、社會階級、參考團體及

家庭等內外因素的影響，個人的價值觀、興趣、生活理念也是影響消費行為的重要因素，

而這些因素加以綜合，即形成消費者生活型態，因此生活型態會影響個人行為與決策，進

而影響顧客對產品的選擇決策過程。所以本研究整合相關理論與研究之探討，擬出觀念性

之研究架構，並繪製如圖十四所示。 

 

 
圖十四：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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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Del I. Hawkins, Roger J. Best, Kenneth A. Coney（1998）指出，生活型態受到文化、價

值觀、人口統計變數、次文化、參考群體、家庭、動機、情緒和人格等影響，想要何種生

活型態，會影響到我們有何需要，進而影響到我們的購買決策與使用行為，而這些決策則

增強或改變實際的生活型態；並認為影響消費者行為的諸多因素中，又以生活型態及自我

觀念特別重要。 

    本研究目的在於藉由生活型態區隔市場，描述目標市場的特性為何，探討旅遊網站不

同目標市場其消費決策過程之差異，包括：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案評估、購買決策四

個決策步驟及使用行為，依據本研究目的與研究架構所導出的研究假設如下所敘述： 

 

研究假設一：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及人口統計變項對旅遊網站「使用動機」之各構

面上有差別。 

H1-1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H1-2 不同人口統計變項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動機」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研究假設二：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資訊搜尋來源」之各構面上有差異。 

研究假設三：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商品「評估準則」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研究假設四：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在「購買意願」之各構面上有差別。 

研究假設五：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對旅遊網站的「使用行為」各構面上有差異。 

H5-1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在「是否曾在旅遊網站購買過產品」上有差別。 

H5-2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在「瀏灠旅遊網站之頻次」上有差別。 

H5-3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在「購買旅遊網站產品之意願」上有差別。 

H5-4 不同生活型態集群之消費者在「曾在旅遊網站消費過的商品次數」上有差別。 

研究假設六：生活型態集群區隔在「人口統計變項」上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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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關於網路使用者對旅遊網站的消費決策行為，顧採用電子問卷的調

查方式，透過直接寄至受訪者信箱或是公布於 WWW 網站及 BBS 討論版上，並設計「填問

卷抽大獎」的活動，希望透過誘因的激勵，增加受訪者的填寫意願及有效問卷的回收率。 

一、網路問卷設計 

本研究網路問卷填寫使用中華電信開發之「網路問卷精靈」網頁做為問卷填寫介面，

將問卷利用網頁方式建置於中華電信之網路伺服器上，並透過旅遊網路之社群討論區、

email 信箱、BBS 網站等作為問卷之傳輸媒介，所有問卷填寫之資料存於該伺服器中，待問

卷回收數量達成即可一併將資料輸出進行整理。 

本問卷為了提高問卷回收率，採取選項方式以利塡答，除了使用行為及人口變項採單

一或複選題式外，其他生活型態與旅遊網站消費決策行為採李克特量表，另外以匿名問卷

及提供多樣精美抽獎贈品，以提高問卷回收率。 

 

二、 變項之操作型定義與衡量 

本研究將以網路問卷方式進行蒐集初級資料，根據文獻的探討定義出各變項、變項衡

量方式及變項內容，下列表將詳細說明自變項與依變項的定義及衡量方式。自變項包含人

口統計變項與生活型態變項；依變項包含需求確認、資訊搜集、評估準則、購買意願與旅

遊網站使用行為，其操作型定義分述說明如下表。 

自變項 變項定義 變項衡量 衡量方法 

性別：分為男、女兩類別 名目尺度 

年齡：19 歲及以下；20~29 歲 ；

30~39 歲；40~49 歲；50 歲及以上，

共五項 

順序尺度 

人口統計 

變項 

以統計方式描繪旅遊網站使

用者的人口特性，人口統計變

項包括：性別、年齡、教育程

度、職業、平均月收入及居住

地，共六項。 教育程度：「國中以下」、「高中/高

職」、「大學（專）」、「碩士」、「博

士」共 5 類 

名目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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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學生、家管、公務人員、資

訊科技業、服務業、金融保險業、

傳播業、製造業、專業人員（醫師、

律師、會計、工程師、教師）、自

由業、其他，共十一項 

名目尺度 

平均月收入：20000 元以下'、

20001~30000 元、30001~50000 元、

50001~70000 元、70001 元以上，共

5 類 

順序尺度 

依台灣行政系統及北、中、南、東

的區劃，列出下列十三項居住地。 

請問您居住地為何： 

□基隆市 □台北市 □台北縣/桃

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苗栗縣 

□台中市 □台中縣/南投縣/彰化

縣/雲林縣 □嘉義市 □台南市 □

高雄市□嘉義縣/台南縣/高雄縣/

屏東縣 □宜蘭縣/花連線/台東縣 

□其他縣市 

，共十三項 

名目尺度 

生活型態 生活型態是人們表現在活

動、興趣與意見上的生活方

式。針對曾瀏覽旅遊網站的受

訪者，以生活型態特殊化研

究，透過 AIO 量表之一般化

生活型態的題目，加上一些針

對主題產品的問題，組合成一

份問卷，並探討其消費決策行

為的差異性。 

以 Plummer（1974）發展的心理統

計 AIO 量表架構，參考 William 

D.Wells and Douglas J.Tigert

（1971）；別蓮蒂（2000）E-ICP；

朱仁德 （民 94）；林進財.黃美玉

（2000/03）；鄭建雄.劉孟奇

（2001/12）；陳宗雄（民 93）之研

究變項，再加上針對與旅遊網站相

關的生活型態衡量構面，修改組合

成一份特殊化生活型態量表問

採用李克特

五點尺度

（Likert 

5-point scale）

評分方尺。由

非常不同

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以

Likert 五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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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包括追求娛樂健康生活者、求

知體驗、社群參與度、購物精打細

算、工作導向、資訊追求度、追求

流行傾向、自我主張思想、科技樂

觀態、政治社會、商業經濟、產品

等構面。 

度加以衡

量，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依變項 

需求確認 「需求確認」參考 Engel et al

（1984）定義為消費者知覺到

某件事物的理想狀態和實際

狀況有差距時，同時，此一差

距已擴大到足以激起消費者

去進行決策程序，則可認定該

消費者已產生了需求確認。

心理學者一般將動機與需求

分類為原始性動機與衍生性

動機動機兩種型態。 

參考資策會 MIC（2001）；Gordon 

Foxall、Ronald Goldsmith（1994）；

麥魁爾（M.J.McGuire，1974）；蔡

瑞宇（1996）；賴怡玲（1992）；蔡

永福（1992）等研究結果，發展出

效益需求、安全需求、資訊需求、

娛樂需求及社會需求等衡量構面。 

 

 

採用李克特

五點尺度

（Likert 

5-point scale）

評分方尺。由

非常不同

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以

Likert 五點尺

度加以衡

量，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資訊搜集 Engel et al,1984 指出資訊搜尋

是消費者的需求被激發後，為

了減少購買風險，開始極度關

心該項產品的購買。會透過兩

種方進行搜尋，一是內部的資

訊搜尋，亦即從個人記憶中取

用先前的經驗或知識即可解

決問題；其二是，外部的資訊

搜尋，有可分為購買前的資訊

搜集（Prepurchase search）和

參考林琍羨（民 91）；李孟修（民

90）；呂俐蓉（民 93）；林進財.黃

美玉（民 89）；Fodness and Murray, 

1999 等人的研究變項，將資訊來源

變項的衡量構面分為：人際商業資

訊來源、非人際商業資訊來源、人

際非商業資訊來源、非人際非商業

資訊來源等四項 

 

採用李克特

五點尺度

（Likert 

5-point scale）

評分方尺。由

非常不同

意、不同意、

普通、同意、

非常同意，以

Likert 五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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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性的資訊搜尋（Ongoing 

search）兩種。 

度加以衡

量，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評估準則 .消費者根據蒐集到的資訊，

對每一項的可行方案加以比

較評估，Engel et al,1984 指出

評估準則是用來評判選擇方

案的特殊構面或產品的屬

性，包括價格、品牌名稱、原

產地、產品屬性。 

參考 Jeffrey F. Rayport , Bernard J. 

Jaworski（2002）；朱仁德（民 94）；

何昶鴛（2003/06）；林進財.黃美玉

（2000/03）；周逸衡.巫喜瑞

（2003）；陳宗雄（民 93）；蕃薯藤

2004 使用調查等之研就變項，將評

估準則的衡量變項構面分為：產品

屬性考量、價格水準考量、品牌形

象、相對優勢等四項。 

 

採用李克特

五點尺度

（Likert 

5-point scale）

評分方尺。由

非常不重

視、不重視、

普通、重視、

非常重視，以

Likert 五點尺

度加以衡

量，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購買意願 消費者對旅遊網站所提供的

商品及服務，個人將使用或再

使用的意願。  

 

本研究針對目前各家旅遊網站所

提供的商品及服務做一整理，以及

參考劉美文（民 90）；呂俐蓉（民

93）；陳瑞峰（民 90）；朱仁德（民

94）等人之研究變項，综合整理成

問卷之變項。包括：國內/外自由

行、國內/外套裝旅遊行程服務、國

內/外機票購票、國內租車、國際鐵

路票券購買、旅遊票卷、國內/外訂

房、旅遊精品/書籍購物區、旅遊保

險、代辦護照簽證共十項。 

採用李克特

五點尺度

（Likert 

5-point scale）

評分方尺。由

非常低、不

低、普通、

高、非常高，

以 Likert 五點

尺度加以衡

量，分別給予

1 至 5 分。 

旅遊網站使

用行為 

網路使用者對旅遊網站實際

接觸使用行為。 

參考 Engel, Blackwell,.Miniard

（1995）、Schiffman & Kanuk

（2001）、Kotler（1997）學者之說

名目尺度及 

順序尺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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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本研究旅遊網站的接觸使用行

為變項包括：是否曾經購買過商品

或服務、所接觸的旅遊網站、旅遊

網站接觸頻率、未來是否願意在旅

遊網站購買旅遊產品、一年內的購

買次數，共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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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卷設計 

本問卷的內容分為四大部份，第一部份為「旅遊網站使用行為」、第二部份為「生活

型態量表」、第三部份為「旅遊網站消費決策行為」（包括旅遊網站使用動機、旅遊資訊來

源、旅遊產品購前的評估準則及旅遊網站產品的購買意願四項）以及第四部份為「人口統

計變數」，量表測量則採用李克特五點尺度（Likert 5-point scale）評分方尺。問卷內容設計

如下所述。 

第一部份為「旅遊網站使用行為」 

題項構面 內容 

是否曾經在旅遊網站購

買過相關的產品或服務 

□是 □否 

較常接觸的旅遊網站 

（複選題） 

□ ezTravel 易遊網 □ezfly 易飛網 □startravel 燦星旅遊網 □雄獅

旅遊 □TaiwanGo 全球旅遊網 □足跡百羅旅遊網 □Ezibon 旅

遊網 □EasyTravel 四方通行網 □蕃薯藤旅遊 □其它，共十項

多久上旅遊網站一次 □有需要才上 □一周少於一次 □一周一次 □一周 2~3 次 □每

天都上，共五項 

是否購買（或再購）旅

遊網站的產品 

□ 會 □不會 

 

最近一年中在旅遊網站

消費過的商品次數 

□0 次 □1-~2 次 □3~4 次 □4~5 次 □6 次以上，共五項 

第二部份為「生活型態量表」 

主構

面 

次構面 題號與內容 

1 追求娛樂健康生活

者 

01 我渡假是為了遠離工作壓力 

07 我會優先考慮有健康取向的休閒活動 

2 求知體驗 06 我希望渡假能增加我的創造力 

18 我渡假是爲了增廣見聞 

活動 

3 

 

社群參與度 

 

02 我喜歡參加聚會及社交活動 

21 我常利用渡假來增進親人與朋友的情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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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購物精打細算 20 我會選擇在商店促銷期間去買東西 

05 我購買商品前會貨比三家，避免吃虧 

5  工作導向 13 我的成就感及樂趣來自於工作 

6 

 

資訊追求度 

 

03 我經常閱讀書報雜誌，以蒐集新資訊 

15 我的親友會請我提供產品或購物的意見 

興趣 

7 

 

追求流行傾向 

 

04 我關心流行時尚的資訊及趨勢 

16 我喜歡追求時下流行的渡假生活方式 

11 我注重打扮是爲了展現自己的獨特品味 

8 

 

自我主張思想 22 我喜歡自己打理生活中的瑣事 

10 我喜歡自己規劃及完成人生未來的計畫 

意見 

9 

 

科技樂觀態度 09 我覺得網際網路提升我的生活品質 

17 我覺得網際網路提升我的工作效率 

 10 政治社會 19 我經常關心政府教育政策與教育界發展 

12 我經常注意教育新聞 

 11 商業經濟 24 我經常關心國內的商業發展與商業新聞 

14 我常有許多商業點子 

 12 產品 08 比較貴的東西通常比較好 

23 我覺得新產品的功能比較強 

第三部份為「旅遊網站消費決策行為」 

（一）旅遊網站使用動機 

構面 題項內容 

1、效益需求 10 爲了可以買到新奇獨特的商品 

01 爲了豐富多元化的產品可供選擇 

14 爲了線上旅遊服務內容的完整性 

07 爲了線上旅遊具專業性 

2、安全需求 02 爲了不受干擾的購物空間 

15 爲了交易安全性高 

11 爲了保密個人隱私的資料 

3、資訊需求 06 爲了豐富的旅遊產品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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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爲了旅遊資訊的快速更新 

03 爲了具有購買建議或推薦功能 

4、娛樂需求 

 

08 爲了新奇有趣的內容，可爲生活提供消遣 

05 為了欣賞旅遊景點的影音圖片，得到感官上的愉悅 

12 爲了打發時間，排遣寂寞 

5、社會需求 

 

04 爲了自己可以主導控制產品的需求 

16 爲了可以得到個人化或即時的溝通 

09 爲了獲得豐富資訊讓我成為該產品的專家 

（二）旅遊資訊來源 

主構面 題號與內容 

人際商業資訊來源 1. 我經常聽取旅行社、航空公司、飯店等銷售業務員意見 

2. 我經常由報紙旅遊專欄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3. 我經常由專業旅遊雜誌深度報導或廣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4. 我經常由電視旅遊節目或購物頻道介紹，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5. 我經常由旅行社、航空公司、飯店等出版的摺頁、手冊，取得

旅遊相關資訊 

非人際商業資訊來源

6. 我經常由入口網站及旅遊網站上，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7. 我經常聽取親朋好友購買旅遊商品及使用經驗的意見 人際非商業資訊來源

8. 我經常依個人的知識與經驗判斷旅遊商品資訊 

9. 我經常由政府單位所出版的消費者資訊出版品（如觀光局、消

基會的報導），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非人際非商業資訊來

源 

10. 我經常由使用者在網際網路上發表的評論，取得旅遊相關資訊

（三）旅遊產品購前的評估準則 

構面 題項內容 

1. 產品設計符合需求(例如行程規劃，食宿品質等) 1 產品屬性考量 

2. 產品的品質 

3. 價格合理性 2 價格水準考量 

4. 舉辦促銷活動 

5. 公司信譽與形象 3 品牌形象 

6. 親友愉快的使用經驗及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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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交易的安全可靠性 4 相對優勢 

8. 個人資料保密 

9. 服務人員態度良好 5 服務因素 

10. 是否提供完整的服務（包含產品資訊、交易方式、機場接送及領隊導

遊等服務 

（四）旅遊網站產品的購買意願 

主構面 題號與內容 

1. 國內/外自由行 旅遊行程服務 

2. 國內/外套裝旅遊行程服務 

3. 國內/外機票購票 交通票務類 

4. 國際鐵路票券購買 

旅遊票卷 5. 國內旅遊票卷（遊樂場票卷） 

住宿訂房服務 6. 國內/外訂房 

7. 旅遊精品/書籍購物區 

8. 旅遊保險 

9. 代辦護照簽證 

旅遊相關商品 

10. 國內租車 

第四部份「人口統計變數」 

題項構面 內容 

性別 分為男、女兩類別 

年齡 19 歲及以下；20~29 歲 ；30~39 歲；40~49 歲；50 歲及以上，共五項 

教育程度 「國中以下」、「高中/高職」、「大學（專）」、「碩士」、「博士」共 5 類 

職業 學生、家管、公務人員、資訊科技業、服務業、金融保險業、傳播業、製造業、

專業人員（醫師、律師、會計、工程師、教師）、自由業、其他，共十一項 

平均月收入 20000 元以下'、20001~30000 元、30001~50000 元、50001~70000 元、70001 元以

上，共 5 類 

居住地 □基隆市 □台北市 □台北縣/桃園縣 □新竹市 □新竹縣/苗栗縣 □台中市 

□台中縣/南投縣/彰化縣/雲林縣 □嘉義市 □台南市 □高雄市□嘉義縣/台

南縣/高雄縣/屏東縣 □宜蘭縣/花蓮線/台東縣 □其他縣市，共十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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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抽樣方法與樣本數 

本研究採非機率抽樣之「便利樣本」（convenience sample）取樣，使用一些容易接近的

受試者及自願樣本進行調查。由於旅遊網站的接觸對象之研究母體尚未有一明確的數字，

目前旅遊網站使用者的名單，仍限於目前各旅遊網站的會員名單，不易收集到這類確實有

消費過旅遊網站商品的研究對象，因此本研究採非機率抽樣方式，透過社群及內容形式的

旅遊網站之討論區、各大 BBS 網站以及 E-mail 形式，發送問卷訊息接觸目標群體，以利問

卷順利的填寫收集。 

預試問卷編擬完成，實施預試之對象的性質應與將來正式問卷要抽取的對象性質相

同；而預試對象人數以問卷中包含最多題項之「分量表」的 3 至 5 倍人數為原則（吳明隆，

2005），本研究預試問卷中最多題項為「生活型態題項」共有 32 題，因此該前測樣本應為

96 至 160 人，而本研究前測問卷一共收集 120 份樣本，符合本研究前測樣本數之需求。 

Sudman（1976）認為研究如果是地區性的研究時，平均樣本人數在 500 至 1000 人之間較為

適合；而如果是全國性研究，平均樣本數約在 1500 人至 2500 人之間較為適宜（吳明隆，

2005）。本研究針對所有網路使用者進行研究，係屬全國性研究，因此收集的有效樣本數為

1522 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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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信度與效度 

從科學角度判斷測量品質的良窳，最常使用的方法乃估計測量的信度（reliability）與

效度（validity）。一份良好的衡量工具應具有足夠的信度與效度。所謂信度指測量結果的穩

定程度，若針對同一事物進行兩次獲兩次以上的測量，其結果的相似程度愈高，及代表信

度愈高，測量結果愈可靠。效度則指測量結果的有效程度，亦即指測量過程是否測到真正

想要測的事物屬性或功能（邱皓政，2004）。 

一、信度（reliability） 

信度的涵義即是經由多次複本測驗測量所得結果間的一致性貨穩定性，或估計測量誤

差有多少，以實際反應出真實量數程度的一種指標（吳明隆，2005）。當測量分數中測量誤

差所佔比率降低時，則真實特質部份所佔的比率就相對提高，因而信度係數值就會增高；

相對的，當測量誤差所佔的比率部分增加時，則真實特質部分所佔比率便相對降低，因而，

信度係數值便會降低（余民寧，民 91）。 

Cronbach`s alpha 係數是屬內部一致性信度的一種，最常適用於李克特式量表，以α係

數來代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信度，α係數愈高，代表量表的內部一致性愈佳（吳明隆，

2005）。根據學者 Gay（1992）觀點，任何測量或量表的信度係數如果在 9.0 及 8.0 以上，表

示量表的信度甚佳。而有些學者則認為 7.0 以上為可接受的最小信度值，若低於 6.0 以下，

應該重新修定工具或重新編製較為適宜（吳明隆，2005）。 

本研究茲將問卷中「生活型態量表」、「使用旅遊網站動機」、「旅遊相關之資訊搜尋來

源」、「選購旅遊網站之產品服務之評估因素」、「旅遊網站各項服務之未來購買意願或再購

意願」進行信度分析，量表之各項衡量變項之內部一致性係數均高達 0.8 以上，分析結果

如下表所示。 

衡量變項 Cronbach`s α係數 

生活型態量表 0.8760 

使用旅遊網站動機 0.8947 

旅遊相關之資訊搜尋來源 0.8157 

選購旅遊網站之產品服務之評估因素 0.9114 

旅遊網站各項服務之未來購買意願或再購意願 0.8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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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效度（validity） 

效度為正確性，指測驗或其他測量工具能測出其所預測的特質或功能之程序而言，依

個測驗的效度愈高，表示測驗結果愈能顯現其所欲測量對象真正特徵。  

本研究首先利用文獻回顧來確定將研究的領域，研擬出所欲探討問題的形式，並依據此領

域範圍歸納出最後問卷之面向與題目；接著利用專家訪談的形式進行問卷的修正與篩選，

以及決定問題的排列順序使受訪者更明瞭問題的題意，來建立本研究的表面效度(face 

validity)；接著，並請主辦機關及設計單位協助試填問卷之動作，提供改善之建議並再次修

改問卷，使問卷更加完整，藉此提高此研究問卷本身之效度。 

常用的效度衡量方式有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與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兩

種，茲將本研究之檢測結果如下： 

（一）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 

內容效度反映測量工具本身內容廣度的適切程度。內容效度的評估，須針對測量工具

的目標和內容，以系統的邏輯方法來詳細分析，又稱為邏輯效度。與內容效度類似的效度

概念為表面效度（Fcae Validity），指測量工具在外顯形式上的有效程度，為一群評定者主

觀上對於測量工具外觀上有效程度的評估（邱皓政，2004）。本研究之問卷設計，係根據國

內外學者相關文獻的理論基礎，部分構面之問項設計係直接引用或修改自專家學者之量表

而成。此外，問卷設計過程中，與指導教授多次討論並參酌博士班學長及專業人士之建議；

且問卷前測共收集 120 份樣本，經由信度分析及填寫人的回應，將問卷加以修改，因此本

研究問卷所使用之衡量工具，能符合內容效度之要求。 

（二）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 

建構效度（Construct Validity）係指測量工具能測得一個抽象概念或特質的程度。與建

構效度有直接關係的效度是因素效度（factorial validity），卽一個測驗或理論其背後的因素

結構的有效性（邱皓政，2004）。本研究之構面各問卷項目與所屬因素的關係係數（因素負

荷量）均在 0.4 以上（請參見第四章），因此可說本問卷具有部份之建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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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資料處理與分析方法 

自變項 依變項

生活型態量表

市場區隔變數

人口統計變項

使用動機 (因素分析)

資訊搜尋來源

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評估準則

購買意願與再購意願

使用行為

生活型態因素

生活型態集群

因素分析

集群分析

T-test
one-way
ANOVA

卡方檢定 卡方檢定

 
圖十五：本研究資料處理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在資料分析上是以 SPSS for windows 11.0 統計軟體為分析的工具，而在本研究中所

使用到的統計方法為： 

一、信度分析（Reliability）：信度分析的主要目的在於檢驗量表的信度，本研究所採取的信

度係數為 Cronbach＇s alpha（α）。 

二、效度：利用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的方式，針對生活型態量表、旅遊網站使用動

機及評估準則採用因素分析，以淨化資料，萃取出各項因素構面。 

三、次數分配：以次數、百分比、平均數、標準差等統計方法，描述各變項的分佈情況，

以及排序。 

四、因素分析（Factor analysis）：針對生活型態量表、旅遊網站使用動機量表採用因素分析，

以淨化資料，萃取出各項因素構面。 

五、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目的將某些特性相似的樣本集成一群，以少數群代表多

數個案，而不同的集群之間的樣本則有較高的異質性。 

本研究將從樣本中所得的生活型態因素構面進行集群分析，建立不同市場區隔，進而描述

各不同市場區隔之特徵，以利用此特徵對各區隔加以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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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別分析 Discriminant Analysis）：目的在於鑑定上述集群分析之分群結果。 

六、T 檢定(t-test)：當自變項是類別變項（nominal scale），依變項是等距（interval scale）

時使用。但是僅是用於自變項只有兩類的變項中；本研究欲探討性別與生活型態集群的消

費族群在需求確認、資訊來源、評估準則及購買意願等之差異是否顯著，故使用 T 檢定。 

七、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OVA）：在於比較二個或二個以上群組的平均數，以

決定所觀察到的差異是否為偶發性的，亦即推算在各組母體中的平均數是否相等；本研究

目的為分析各生活型態集群在需求確認、資訊來源、評估準則及購買意願等之差異是否顯

著。 

八、卡方檢定（Chi-square Test）：目的在檢驗兩組名目尺度資料，以進一步描述各區隔，

利用卡方檢定測量各分群區隔與旅遊網站使用行為的關連性；以及各區隔的人口統計變項

和生活型態是否有顯著差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