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對象 

    iPod在全球掀起硬碟式MP3的風潮，並且成為一流行的象徵。年輕

族群對於科技流行新事物的接受度往往比其他族群高（Law，Zhang，

Leung，2004），因此本研究選擇的目標母體是設定在已擁有 iPod的大學和

研究所學生，從消費者已經擁有 iPod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於 iPod的認同、

認知、專屬資產、群體壓力、流行創新是否會影響對於 iPod的態度和忠誠

度，並延伸討論對於蘋果電腦非 iPod的商品態度和購買意願，並以隨機抽

樣的方式進行問卷調查。本研究先做質化的深度訪談，以瞭解所發展的模

型是否適當，並綜合訪談結果和過去文獻發展正式問卷。 

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研究以以擁有 iPod的大學生或研究生為研究主體，藉由問卷調查方

式，來驗證第二章的研究假設，表 3-1整理本研究各項假設以及預測正負

向的關係。 

表 1-1研究假設與相關係數表 

可能因果關係 相關係數 正/負相關 
群體壓力→對 iPod的態度 γ11 ＋ 
認知→對 iPod的態度 γ12 ＋ 
認同→對 iPod的態度 γ13 ＋ 
認同→對 iPod的忠誠度 γ23 ＋ 
專屬資產→對 iPod的態度 γ14 ＋ 
專屬資產→對 iPod的忠誠度 γ24 ＋ 
流行創新→對 iPod的態度 γ15 ＋ 
流行創新→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購買意願 γ45 ＋ 
對 iPod的態度→對 iPod的忠誠度 β21 ＋ 
對 iPod的態度→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態度 β31 ＋ 
對 iPod的忠誠度→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態度 β32 ＋ 
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態度→對蘋果非 iPod產品
的購買意願 

β43 ＋ 



第三節  各項變數的定義和衡量 

一、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s） 

（一）群體規範（Group Norm） 

    群體規範指的是「個人對是否採取某項行為的社會壓力的知覺」。群 

體規範（subjective norm） 的衡量是依據Ajzen and Fishbein(1980)， 

Ajzen(1985,1991)，及Taylor and Todd(1995)所發展出來的量表，答案由七

個尺度的語意差異量表組成。 

（二）認知（Cognitive） 

    認知指因直接經驗，或者由各種管道獲得的資訊，經整合後，對態度 

標的物形成的知識與知覺。此知識與隨之產生的知覺形成所謂的信念 

（beliefs），代表消費者相信此標的物擁有某些屬性特徵，以及不同行為

可能產生的特別後果，該部份共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

別量表，每題衡量尺度的分數為1至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給予的評價越

正面。 

（三）認同（Identification） 

    本部分量表是參考Wann and Branscombe(1993)所設計之Sports 

Spectator Identification Scale(SSCI)量表及莊旻潔（2002）年所編定「對F4

的認同」，並根據本研究之主題，加以修編完成，共有11題，衡量尺度為

五分量表，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四）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city） 

    消費者與公司間建立專屬資產後，一旦要轉換品牌，必須考慮可能蒙 

受的轉換損失，這部分的衡量是根據Jones ,et al(2000)、Joshi & Stump 

（1999）、Jap & Ganesan（2000）文獻的量表修改而成，共有五題，衡量

尺度為五分量表，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五）流行創新（Fashion Innovativeness） 



    流行創新是指消費者對於新產品或是異於過去使用經驗商品的接受

度，這部分是根據Goldsmith(2005)的Innovativeness for Fashion量表修該而

成，共有6題，衡量尺度為五分量表，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二、應變數（Dependent Variables） 

（一）態度（Attitude） 

Ajzen & Fishbein(1980)將個人對某項行為的態度定義為：「個人對採

行某項行為的正向或負向評價」。這部分共有三題，答案由七個尺 

度的語意差異量表組成，包括不好的及好的、不明智的及明智的、沒用的

及有用的。（Chiou，2000）。 

（二）忠誠度（Loyalty） 

所謂忠誠度是指受試者繼續使用該產品或品牌的意願，此部分量表是

修改自Pritchard et al.(1999)衡量航空服務繼續使用意願的量表，共有四

題，衡量尺度採五分量表，由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 

（三）購買意願(Purchase Intention) 

購買意願是指個人基於本身的信念或感覺而產生的一種行為傾向。

該部份共有三道題目，衡量尺度是用七點的語意差別量表，每題衡量尺度

的分數為1至7，分數越高表示受測者的購買意願越高。 

 

第四節  深度訪談 

    本研究在設計問卷之前，做了一對一的深度訪談，以瞭解本研究的模

型設計是否恰當，以及是否有遺露未考量之變數。深度訪談共抽取了兩位

女性和兩位男性，此四位受訪者皆擁有 iPod，並均使用過一段時間，從六

個面向來討論擁有 iPod的動機、各方面使用心得、以及對於蘋果非 iPod

之商品的看法。訪談結果如下： 



一、受訪者一：學生，男性，購買 iPod三代 2年 

（一）為何購買 iPod 

    首先，首訪者考慮的事 iPod的外型相當搶眼，具有流行感，在考量外

型、炫以及大容量（20G）的因素下，首選為 iPod。 

第二，受訪者在考慮購買 iPod之前，曾經使用過其他MP3 Player，因

此相較之下，iPod的使用相當人性化及方便，許多特殊功能都僅有 iPod

才有，像是自己操作歌曲編輯。 

對 iPod該項產品而言，整體使用滿意度相當高。 

（二）認同部分 

    受訪者的大多朋友都知道受訪者擁有 iPod，受訪者也可以分別出 iPod

的機種，如 iPod3代和 4代之間的功能差異，不會非常積極主動談論，但

是因為實驗室有一位學弟特別喜歡 iPod的相關產品，因此學弟會主動將關

於 iPod最新的資訊和他討論。在使用頻率上，受訪者強調天天都會使用，

只要有空就會將 iPod拿起來使用。資訊蒐集主要來自於官網，還有 BBS

的的討論版還有之前所提及之學弟，也會主動到 iPod Center來看新機型。 

（三）特有的無形和社會規範 

    因為比較常相處的朋友都擁有 iPod(實驗室學長、學弟、女朋友)，所

以擁有 iPod感覺是相當稀鬆平常一事，加上當初會購買是因為實驗室有人

先開始使用，也有試著操作過，加上身邊使用 iPod者不斷鼓吹才作下的決

定，不過受訪者強調還是因為 iPod功能強大才會決定購買。 

（四）專屬資產 

    在熟悉 iPod的基本功能操作上花的時間不多，因為 iPod相當人性化

的操作讓人上手容易，不過因為 iPod功能強大，所以不見得每個功能都有

使用到或發現，因此突然多發現一個特殊功能，也會帶來使用的樂趣。最

喜歡的功能是 iPod可以作歌曲編排，並且可以評比歌曲星、也會告訴使用

者最常聽的是哪幾首歌，幫使用者一一列出，加上跟其他MP3相比，iPod



的大容量對於使用者而言相當方便，可以把所有喜歡的歌都放入，突然想

聽什麼歌都可以找的到，而且音質相較於一般MP3而言也較佳，因此使用

者認為 iPod是他的最佳選擇。 

（五）對於時尚的態度 

    受訪者 iPod可以視為一流行配件，一般而言，受訪者雖然不會特別追

求時尚，但是現在市面上流行什麼大多知道。 

 

二、受訪者二：學校助理，女性，購買 iPod MINI一代 1年 

（一）為何購買 iPod 

    因為當時覺得需要一個大容量的MP3，加上有聽音樂的需要，因此當

iPod Mini一推出的時候，便馬上購買。 

（二）認同部分 

身邊大多數較為親近的朋友都知道受訪者擁有 iPod，也會和朋友（同

樣擁有 iPod者）一起討論 iPod，也可以分辨出 iPod的機型，也會和身邊

擁有 iPod的朋友一同討論 iPod的使用。在使用頻率上，受訪者會天天使

用 iPod，只要坐在辦公室時，有空即會使用。受訪者也會主動到蘋果的官

方網站蒐集 iPod的相關資訊，更新 iTunes，也會到 BBS的 iPod板看板友

們對於 iPod相關使用的討論。 

（三）特有的無形和社會規範 

    受訪者身邊對於擁有受訪者擁有 iPod的觀感相當兩極，因為他有一群

男性朋友是專門在玩音樂，加上這群男性朋友皆擁有 iPod，而受訪者當初

會購買也是因為這群男性朋友的意見，因此對於受訪者擁有 iPod相當贊

同。另一群女性朋友，則會開玩笑說受訪者很奢侈，但是當受訪者在使用

時，仍會詢問一些 iPod使用上的相關問題。 

（四）專屬資產 

    在熟悉 iPod的使用並沒有花很多時間，但是非常喜歡 iPod搭配 iTunes



所帶來不同於一般MP3所能提供的功能，當初也是先使用過 iTunes之後，

才有購買 iPod的想法。受訪者可以利用 iTunes進行歌曲分類管理，尤其

在搜尋歌曲相當方便、iTunes也會列出最常聽取的專輯曲目，而且這些功

能是 iPod專有。除此之外，iPod的其他功能，像是記事本，而且名片還可

以當作通訊錄來使用，都相當方便；長時間旅行時，若無聊也可以利用 iPod

玩遊戲打發時間。加上 iPod的大容量，在儲存資料上可以當作隨身硬碟，

歌曲容量也大，在使用上非常方便。在與過去曾經使用過的MP3比較起

來，iPod是最佳選擇，當 iPod推出新一代的機種，也會考慮購買。 

（五）對於時尚的態度 

    不會特別覺得 iPod是流行配件，而是從實用性的態度來看待擁有

iPod。受訪者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追求服飾流行者，但是對於 3C電子商品

則是追求流行，尤其是手機，有更換最新款手機的習慣。 

 

三、受訪者三：科技公司職員，女性。iPod 4代 20G  

（一）為何購買 iPod 

    當初在購買前，iPod的風潮在台灣沒有那麼興盛，還蠻多人不知道 iPod

的。會買的主因是那時候要買 iBook，然後廠商推出一款促銷，就是買電

腦，iPod可以半價購買，雖然當時不是很瞭解，但是在朋友積極鼓吹之下

就買了。 

（二）認同部分 

    大部分的朋友都知道受訪者擁有 iPod，受訪者也可以分辨出 iPod各代

的機型差異之處，譬如三代和四代之間，改變的便是轉盤的設計。平常受

訪者也會主動和朋友聊 iPod，平均一、兩天就會使用，大部分的時候不是

聽歌，而是拿來當隨身硬碟，存取資料。受訪者也會主動蒐集 iPod的資料，

像是去 BBS上 iPod和 iMac的版，網上論壇如老地方冰果室，比較不會去

官網，因為官網資料更新速度較慢。周邊商品除了保護套外，還有 iGuy。 



（三）特有的無形和社會規範 

    因剛開始擁有 iPod的時候，iPod還不是非常流行，所以很多朋友一知

道受訪者擁有 iPod，都會覺得受訪者是個有錢人。受訪者會購買也是因為

朋友的鼓吹，所以會覺得朋友都還蠻支持購買。剛開始受訪者是朋友圈中

第一個擁有 iPod的人，不過現在身邊重要的人很多人也都擁有 iPod了。 

（四）專屬資產 

    受訪者認為 iPod的設計相當人性化，使用方便，而且操作簡易，非常

容易上手。最喜歡的功能是轉盤設計，是其他MP3所沒有的，加上一把

iPod拿出來，就會覺得很帥氣、充滿時尚感，此外，iPod的保固也是比其

他MP3好，容量又大，可以一次將所有歌放入，不過受訪者並不會特別喜

歡 iTunes，因為先前搭配 iBook使用時，系統出現問題。但若以同樣的價

錢和品質跟其他MP3相比，除了太重外，iPod給予受訪者物超所值的感

覺，也是最佳選擇，即使下次要買MP3，仍會選擇 iPod。 

（五）對於時尚的態度 

    受訪者認為 iPod可說是時尚配件，在生活圈中受訪者認為自己是一個

流行掌握者。至於對擁有 iPod的人的觀感，會認為那些人都是蠻時尚的

人，也都會追求流行。至於是否會購買新的流行品部分，只要覺得有用就

會買。 

（六）Apple與 iPod的使用經驗 

    受訪者現在使用的電腦即是 Apple的筆記型電腦，與 iPod同時購買，

所以對於 apple系統相當熟悉，也會去看 mac的一些資料，雖然知道 Apple

系統上的一些問題，仍然會選 Apple系列的商品，只要經濟能力可以負荷

都會購買。 

 

四、受訪者四： 學生，男性。iPod nano2G。 

（一）為何購買 iPod 



    因為 iPod的設計感相當吸引人，像是個藝術品，兼具流行、精巧、輕

薄。再加上當初有聽音樂的需求，iPod在續電力的表現上也是很好，所以

便買 iPod。 

（二）認同部分 

    受訪者只有比較親近的朋友才知道其擁有 iPod，比較新的機種大概都

可以分辨，雖然不會主動與人討論 iPod，但只要有人剛好聊到，還是會主

動參與話題。在使用頻率上，一星期大概一、兩次。受訪者不會刻意去蒐

集 iPod的相關資訊，如上官網或 BBS等，但會向他人詢問一些使用技巧，

也會自行看 iPod的說明書。 

（三）特有的無形和社會規範 

    當同學知道受訪者擁有 iPod的第一反映都是說他是有錢人，也有蠻多

人羨慕他，覺得他變得有型。在購買前有詢問過同學的意見，聽同學分享

使用經驗，而身邊重要的人僅有少數擁有 iPod，不過擁有人數持續增加中。 

（四）專屬資產 

    當初一開始使用 iPod時，有花一些時間去研究，因為 iPod附的說明

書並不詳細，但是因為介面使用容易，所以很快就上手了。最喜歡的功能

是播放歌曲時可以看到專輯的相片，還有轉盤的設計，搭配 iTunes可以自

己分類歌曲，讓使用 iPod的感覺存在僅屬於自己的專屬感；還有介面是彩

色的，輕薄的外型，都和其他牌子的MP3差距很大，因此就目前而言，iPod

是受訪者的最佳選擇。 

（五）對於時尚的態度 

    受訪者會覺得 iPod是一種時尚配件，不過自己在朋友圈中並不是一個

流行掌握者。若有新的流行品出現在市面上，只要覺得實用就會去買。覺

得擁有 iPod的人都是比較捨得為藝術品花錢，因為受訪者一直強調 iPod

像是個藝術品，願意為了美感多付一些錢，也覺得擁有 iPod的人可能是比

較追求流行的人。 



（六）Apple與 iPod的使用經驗 

    過去在買 iPod之前，沒有使用過 Apple商品的經驗，但在使用 iPod

後，有考慮買 iBook，但因介面和軟體的問題，所以不敢衝動，不過若是

在國外，就一定會買 iBook。 

 

第五節  抽樣方法和問卷設計 
一、抽樣方法 

（一）地點是在以下五所學校校園中，訂點發放： 

1. 台灣大學：鹿鳴堂、小小福、圖書館門口等。 

2. 政治大學：商學院馬可波羅麵包店前討論廣場。 

3. 清華大學：圖書館川堂（總圖）、小吃部、水木 

4. 成功大學：校門口 

5. 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川堂 

（二）樣本設定： 

    鎖定學生族群，以大學和研究生為主要目標，且擁有 iPod為填寫問卷
的必要條件。 
（三）訪問方式 

本研究正式問卷的發放，在事前有訓練大學及研究所學生，來協助問

卷訪問。在受訓期間，告知每一位訪員抽樣方法，和樣本的限制條件。發

訪時，訪員必須先詢問受訪者是否擁有 iPod，並告知問卷是為學術研究，

不是為了商業上的目的，且所有過程不記名，再詢問是否願意協助填寫問

卷，原則上一位訪員搭配一位受訪者，訪員必須確認受訪者問卷填答完整

後，再贈送小禮物來感謝受訪者的協助。 

本研究共蒐集 202份有效問卷，其中男性 107(53%)位，女性 95(47%)

位。 

 



二、問卷設計 

表 3-2問卷設計 

問卷部分 題數 Scale 
第 1-1部份 3 對 iPod的態度 
第 1-2部分 3 對 iPod認知 
第 1-3部分 3 對 iPod的喜好程度 
第二部分 11 認同 
第三部分 3 忠誠度 
第四部分 4 群體壓力 
第五部分 3 整體滿意度 
第六部分 12 專屬資產 
第七部分 5 主觀知識 
第八部分 6 流行創新 
第 9-1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態度 
第 9-2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認知 
第 9-3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喜好程度 
第十部份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購買意願 

 

第六節  資料分析方法 

    本研究以 SPSS12.0版和 Liseral 8.3版作為統計分析工具，分析的統計

方法項目包括信度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相關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以及路徑分析（Path Analysis）等。 

 

 

第七節  信度與效度分析 

    信度（Reliability）是指測驗結果是否具有一致性（consistency）或是

穩定性（stability），量表工具最常被使用的是 Cronbach α來衡量問卷的一

致性。提出依判斷信度的準則，即α<0.35代表低信度；0.35<α<0.7代表

中信度；α>0.7代表高信度。實務上，只要α≧0.6，即可宣稱問卷題目信



度可以接受（周文賢，2002）。本研究的α值均超過 0.6，有些量表甚至超

過 0.8，代表本研究模型信度良好。 

表 3-3問卷變數之信度表 

問卷部分 題數 Scale 信度（Cronbach α）
第 1-1部份 3 對 iPod的態度 0.8179 
第 1-2部分 3 對 iPod認知 0.6955 
第 1-3部分 3 對 iPod的喜好程度 0.9100 
第二部分 11 認同 0.8201 
第三部分 3 忠誠度 0.6856 
第四部分 4 群體壓力 0.9033 
第五部分 3 整體滿意度 0.9155 
第六部分 12 專屬資產 0.7955 
第七部分 5 主觀知識 0.8770 
第八部分 6 流行創新 0.7178 
第 9-1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態度 0.8832 
第 9-2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認知 0.8638 
第 9-3部分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喜好程度 0.9189 
第十部份 3 對非 iPod之蘋果商品的購買意願 0.7833 

    

   效度（Validity）是指問卷的有效程度，而效度高低之判斷較為主觀，

是以邏輯基礎存在與否為依據，並不向信度一般有許多量化的衡量指標。

本研究的問卷設計乃是參考國內外期刊學者問卷修改而成，均存在相當理

論基礎，所以推論具有相當程度的內容效度（Content Valid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