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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研究架構 

  
圖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探討網路溢價產品的消費者行為，根據研究目的與文獻探討發展出研

究架構。在本研究中假設溢價產品購買意願與溢價產品購買行為有關，而影響溢

價產品購買意願之變數則包括消費者的「溢價產品購買態度」以及「主觀規範」

兩者，其中「產品溢價影響因素」影響個人的「溢價產品購買態度」。圖3-1為本

研究之研究架構。 

 

第二節 研究變數與操作化定義 

根據文獻探討之結論，本研究中共探討 4個研究變數，分別為「產品溢價影

響因素」、「溢價產品購買態度」、「主觀規範」、以及「溢價產品購買意願」，本節

依據提出的研究架構，將其中的變數內容與操作化定義分述如下： 

 

產品溢價

影響因素 
溢價產品線

上購買態度 

主觀規範 

溢價產品線

上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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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調查線上購物者的購物經驗，以瞭解受測者過去的的線上購物情形，包

括網路的使用歷史、網路購買溢價產品的經驗、最常購物網站之瀏覽頻率、最常

購物網站之商務類型(B2C/C2C) 、最常購物網站最近購買商品。 

 

表 3-1 線上購物者購物經驗問卷題項 
 問項 量表 

線上購物的

經驗 

 

最常購物網

站之商務類

型

(B2C/C2C) 

請問您最近在這個網站進行哪一種網路購物 一般購物（B2C）
二手買賣（C2C）

最常購物網

站最近購買

商品 

您最近印象深刻的網路購物曾購買了哪一種

商品，或者請就你曾經購買的產品,由下列選

擇一項來填答,或在其他欄中填入品名,繼續

作答 

音樂CD、電子資
料、交通票務、

娛樂票務、電腦

周邊、行動通

訊、消費性電

子、生活用品、

生鮮食品、鮮花

禮品 

旅遊住宿、服飾

精品、軟體服

務、金融服務 

請問您在這個網站購物已有多久 未滿一年、一年

以上、未滿三年

網路的使用

歷史 

請問您在這個網站購買過幾次 1~3次、4~6次、
7~9 次、10~12 
次、13 次以上 

最常購物網

站之瀏覽頻

率 

請問您瀏覽這個購物網站的頻率是 一天約數次、一

天一次、一週數

次、一週約一

次、數週約一次

網路購物的

金額 

請問您最近一次在這個網站購買的金額約多

少 

1000元以下、
1001~2000元、
2001~3000元、
3001~4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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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1~5000元、
5000元以上 

一、 產品溢價影響因素 

根據文獻探討，溢價相關影響因素包含品質敏感程度及產品類型，首先將此

二者及問卷題項，另外，本研究也整理出影響溢價的其他因素分述於下： 

1. 品質敏感程度 

消費者有各自的消費經驗與消費需求，根據每個人情境的不同，對

產品品質的要求與感受程度也不同。雖然每個人主觀上對相同產品

的優劣評價不同，但是同類型產品品質勢必有優劣之分，對於產品

品質的差異消費者有對應的感受。 

表3-2 品質敏感程度題項 

 問項 量表 

產品品質之良窳難逃我的法眼 

我覺得大部分的人都不太識貨,不擅於判斷

產品的品質 

品質敏感程

度 

 

我的朋友們覺得我挑選東西的眼光很精準對

品質不會看走眼 

Likert-type Scale 
(非常同意~非常

不同意)量表 

 

2. 產品類型 

根據前述文獻探討，搜尋性產品（search product）產品品質來自於產品的功

能，對品質敏感的消費者願意搜尋較多的相關資訊以求得較多的功能。搜尋性產

品的特性包括： 

（1） 預先檢驗（Inspection prior to purchase/use） 

品質可以在購買之前，能夠經由資訊蒐集與比較以驗證優劣。 

（2） 高資訊涵量（High information） 

產品資訊在購買之前就可以取得。消費者會搜尋產品或服務的資訊，直

到搜尋的邊際成本大於邊際價值。 

（3） 資訊取得容易（Eas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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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購買決策有關的資訊容易取得。 

（4） 主觀可信賴的推論規則（Inference） 

在產品/服務使用前消費者用自己主觀的推論規則，針對顯著的產品特性

與預期的購買屬性、購買效益及購買結果做連結。 

（5） 低搜尋成本（Low search cost） 

搜尋產品/服務相關資訊的成本或精神小於直接購買產品的成本。 

（6） 二手資訊來源（Secondhand sources） 

有用的搜尋資訊可以經由二手資訊得知，包括口耳相傳及廣告，而不需

購買或使用產品。 

（7） 評價簡單（Simple evaluation） 

搜尋性產品的特徵容易評價與購買。 

經驗性產品（experience product）買方只能在購買以及使用之後，才能知道

產品的品質，並且形成個人的經驗。特性包括： 

（1） 購買後驗證（Verification after direct purchase/use） 

品質在購買之後，才能經由個人的體驗以驗證優劣。 

（2） 低資訊涵量（Low information） 

沒有經過直接的體驗及感受，無法得知產品相關的資訊。 

（3） 資訊取得困難（Difficult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與購買決策有關的資訊不易取得。 

（4） 缺乏主觀可信賴的推論規則 

（5） 高搜尋成本（Expensive search cost） 

搜尋產品/服務相關資訊的成本或精神大於直接購買產品的成本。 

（6） 個人感官知覺（Personal sensory perception） 

經驗性產品的屬性必須經由個人對產品的使用才能驗證，因為它是一種

主觀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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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多次購買（Several purchases） 

經過多次的使用及購買之後，消費者才能確認哪一種是他們所青睞的。 

（8） 學習時間長（Long learning time） 

要對產品/服務的特徵有一定程度的瞭解需要較長的時間 

 

表 3-3 Search Product 與 Experience Product 特性對應表 
Search Product Experience Product 
預先檢驗 
（Inspection prior to purchase/use） 

購買後驗證 
（Verification after direct purchase/use） 

高資訊涵量 
（High information） 

低資訊涵量 
（Low information） 

資訊取得容易 
（Eas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資訊取得困難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主觀可信賴的推論規則 
（Subjectively reliable inferential rule） 

缺乏主觀可信賴的推論規則 
（Lack of subjectively reliable inferential 
rule） 

低搜尋成本 
（Inexpensive search cost） 

高搜尋成本 
（Expensive search cost） 

二手資訊來源 
（Secondhand sources） 

個人感官知覺 
（Personal sensory perception） 
多次購買後才能評價 
（Several purchases） 

評價簡單 
（Simple evaluation） 

經由長期的使用才能瞭解產品特質 
（Long learning time） 

 

表 3-4 搜尋性產品（search product）特性與問卷題項 
特性 問卷題項 

預先檢驗 

（Inspection prior to purchase/use） 
在購買之前藉由產品/服務的相關資

訊即可瞭解產品/服務的品質 

高資訊涵量 

（High information） 
網路上有許多相關的產品/服務資訊 

資訊取得容易 

（Eas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網路上容易找到有助於相關產品/服

務購買決策的資訊 

主觀信賴的推論規則 

（Inference） 
在購買之前可以合理地推論出產品/

服務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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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資訊來源 

（Secondhand sources） 
此產品/服務的品質經由口耳相傳或

廣告即可得知而非買過用過才能知道

 

評價簡單 

（Simple evaluation） 
要評估產品/服務的價值是簡單的事

情 

 
表 3-5 經驗產品（experience product）特性與問卷題項 

特性 問卷題項 

購買後驗證 

（Verification after direct purchase/use）
使用之後才能知道此產品/服務的品

質 

低資訊涵量 

（Low information） 
在網路上此產品/服務的資訊不多 

資訊取得困難 

（Difficulty of obtaining information） 
要在網路上找到相關的產品/服務資

訊是困難的 

高搜尋成本 

（Expensive search cost） 
要在購買前蒐集資訊以驗證產品/服

務優劣是耗費成本的 

個人感官知覺 

（Personal sensory perception） 
我一定要親自用過此產品/服務才知

道它的品質 

多次購買 

（Several purchases） 
我要多次的使用與購買後才能確定產

品/服務的優劣 

學習時間長 

（Long learning time） 
要對產品/服務有一定程度的瞭解需

要一些時間 

 

3. 其他「影響產品溢價因素」 

本研究根據文獻整理出其他影響產品溢價因素，發展出題項進行衡量，並以

五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衡量填答者對題項的認同程

度。待問卷回收後，經由因素分析，找出共同的屬性，萃取出潛伏因素。維度如

下： 

1. 消費者的品質偏好。 

2. 產品品質。 

3. 品牌知名度。 

4. 市場上類似產品的品牌數量。 

5. 賣家聲譽。 



線上購物者有意識之溢價消費行為研究 

 

 39

6. 節省金錢價值。 

7. 節省時間價值。 

8. 購物品質價值。 

9. 便利性價值。 

10. 資訊價值。 

11. 社會逃避價值。 

12. 娛樂價值。 

13. 交易安全價值。 

14. 隱私權重視價值。 

15. 環境保護價值。 

16. 互動自主價值。 

17. 社會化價值。 

18. 信任。 

 

表3-6 產品溢價影響因素問卷題項 
 問項 量表 

消費者的品

質偏好 

對於產品的品質我有自己的品味與偏好。 

產品品質 對我來說品質是產品優劣的重要因素。 

品牌知名度 較知名品牌通常都是好的產品。 

市場上類似

產品的品牌

數量 

市場上類似產品的品牌數量會影響我購物時

對價格的抉擇。 

賣家聲譽 有良好聲譽的賣家是良好產品的保證。 

節省金錢價

值 
我覺得在網路上購物能節省金錢。 

經由網路購物能夠幫助我節省蒐集產品資訊

的時間。 

節省時間價

值 

網路購物能夠我節省逛街往返的時間。 

Likert-type Scale 
(非常同意~非常

不同意) 

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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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路購物使我免於耗費精神。 購物品質價

值 

網路的購物程序對我來說簡單容易。 

網路能幫助我選擇適合的產品。 便利性價值 

網路購物時我能找到符合需求的產品。 

快速地取得大量資訊使我選擇網路購物。 資訊價值 

 

在網路上購物使我容易取得所需的資訊。 

網路購物可讓我暫時擺脫現實。 社會逃避價

值 
網路購物時可讓我釋放壓力及情緒。 

網路購物是令人愉快的。 娛樂價值 

 
網路購物是有趣的。 

我覺得網路購物時交易資料交換是安全的。 交易安全價

值 

我選擇網路購物因為網站能保障購物安全。 

大部分的購物網站會確保個人資料的合理使

用。 

隱私權重視

價值 

大部分的購物網站不會將個人資料隨意地洩

漏。 

我選擇網路購物因為它是環保的購物方式。 環境保護價

值 
網路購物可降低環境污染。 

網路購物使我在購物時享有更多的主導權。 互動自主價

值 網路購物讓我能掌握購物過程。 

誠實的購物網站讓我願意在網路上購物。 信賴 

與購物網站進行交易我很放心。 

 

二、 溢價產品購買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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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理性行為理論之「態度」，依研究目的重新命名為消費者對其線

上購物之「溢價產品購買態度」。此構面以此定義下所列的維度為基礎，發展

出題項進行衡量，並以五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不同意到非常同意）衡

量填答者對題項的認同程度。維度如下： 

表3-7 溢價產品購買態度問卷題項 

 問項 量表 

把錢用來買喜歡的產品即使貴了些也是值得的。 溢價產

品購買

態度 

我相信「一分錢，一分貨」的道理。 

Likert-type 
Scale  
(非常同意~非

常不同意) 

 

三、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的定義為對個人而言，重要的其他人對個人執行該行為的看法，透

過個人的行為意圖影響其行為（Ajzen & Fishbein, 1975）。也就是個人認知到的

社會群體壓力致使個人執行或不執行某行為。本研究所探討之主觀規範為個人接

收到他人在線上購買溢價產品所表達之意見與經驗，當個人接收這些資訊的同

時，經過個人內化之價值判斷後，這些資訊將進而影響其購買意願。因此本研究

將「主觀規範」定義為「自外界接收到線上購買溢價產品的相關資訊，經過個人

內化之價值判斷後，個人的行為意圖」。 

 
表 3-8 主觀規範問卷題項 
 問項 量表 

我時常看到親朋好友在網路買到很不錯的產品雖然

價錢不見得很划算 

主觀規

範 

我的親朋好友在網路上買東西都是為了物美價廉 

Likert-type 
Scale  
(非常同意~非

常不同意) 

 

四、 溢價產品購買意願 

行為意圖指個人表現某種行為之意願強度。在本研究中重新命名為「購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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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並將其定義為消費者線上購買「溢價產品意願強度」。購買意願此構面根據

上述定義進行操作化。發展題項進行衡量，並以5個尺度的李克特量表（從非常

不同意到非常同意）衡量填答者對題項的認同程度。題項如下： 

 

表 3-9 溢價產品購買意願題項 
 問項 量表 

網路購物的價值不在於買到最便宜的東西。 

網路購物時即使價格不見得划算也不會影響我購物

的決定 

網路購物時我願意多花點錢購買好一點的產品。 

溢價產

品購買

意願 

網路購物時我願意多花點錢買喜歡的產品。 

Likert-type 
Scale  
(非常同意~非

常不同意) 

第三節 研究假說 

在理性行為理論中假設個人的行為是理性的，因此其行為的發生有一定的軌

跡可循。從Ajzen整理過去利用此模型來解釋個人行為之文獻也一再的證實行為

意圖與個人行為之間高度的相關性，以及個人態度與主觀規範對個人行為意圖之

預測與解釋能力（1988）。除了理性行為理論所探討之構念以外，使用經驗會影

響個人行為之文獻亦為數眾多，基於過去文獻的支持與證據，本研究提出了下列

研究假說 

前兩項假說是根據前章之文獻探討推論消費者之產品溢價影響因素會影響

購買態度，本研究提出了假說如下： 

假說一： 消費者之「產品溢價影響因素」，會影響其「購買態度」。 

承前所述，過去理性行為理論相關研究證實個人與其重要參考團體之態度與

評價對個人行為意願之影響力。因此本研究中發展出下列兩個假說，以探討購買

態度與主觀規範影響消費者線上購買意願之構念，如下所列： 

假說二： 消費者之「溢價產品線上購買態度」，會影響其「溢價產品線上購買購

買意願」。 

假說三： 使用者之「主觀規範」，會影響其「溢價產品線上購買意願」。 

本研究各變數之間的假說關係模型如圖 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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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研究假說 

 

 

第四節 變數衡量 

本研究之問卷內容部份參考自多位學者的研究，並按照網路購物的實際情況加以

修訂，而部份構面較缺乏適當的參考量表，所以自行發展問項。在自變數產品溢

價影響因素中網路購物的購買態度部分，節省金錢價值參考自Bhatnagar（2000）

與Chandon et al.（2000）的問卷，資訊價值、社會逃避價值、互動自主價值、社

會化價值、交易安全價值參考自Korgaonkar and Wolin（1999）的問卷，娛樂價

值參考自Katerattanakul（2002）的問項，隱私權重視的價值則參考自Sheehan and 

Hoy（2000)的問卷，而節省時間價值、便利性價值參考Erica et al.（2004）的問

卷，購物品質價值及環境保護價值則是自行發展問項。 

在依變數部份，溢價產品購買意願參考自William et al.（1991） 與Dhruv et al.

（1998）的問卷。此外，為了使問卷內容與用字更為精確，在問卷設計完成後，

尚請此領域的學者及網路購物者進行試填，並提供意見以形成問卷初稿。 

 

第五節 問卷設計 

調查研究的資料收集方式可分為下列幾種（Babbie, 2001）： 

H2 

H3 

溢價產品線

上購買態度 

主觀規範 

溢價產品線

上購買意願 

產品溢價

影響因素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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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行填答的問卷：包括了研究者親自遞送問卷、郵寄問卷以及電子化

問卷。 

2. 訪問調查：面對面口述問題訪問，並紀錄受訪者的答案。 

3. 電話訪問：傳統電話訪問調查以及電腦輔助電訪CATI

（Computer-assisted Telephone Interview）。 

隨著網際網路的蓬勃發展，電子化問卷可以又分為電子郵件調查法以及網路

問卷調查法，周倩、林華（1997）指出電子化問卷主要有下列7項優點：降低遞

送成本、傳遞快速、確知傳遞狀況、減少時間限制、彈性作答、提供受訪者與研

究者之間方便的溝通管道以及節省紙張耗費；周倩、林華（1997）亦也指出電子

化問卷的4點限制：目標受訪者須是網路的使用者、電子化問卷完全依賴網路，

容易出現一些技術性問題、目標受訪者人為因素上的限制以及研究者使用及操作

能力的要求（轉引自林呈達，2002）。 

本研究以網路問卷調查之方式進行，詳細的研究步驟如下：  

1. 擬定初步問卷 

根據相關文獻建立研究架構，進而建立假說與擬定變數之操作型定義。問卷

題項之遣詞用字力求明確清楚，並控制題數以同時達到適切衡量研究變數之目的

與避免受測者出現疲勞、喪失填答興趣、或注意力渙散等情況。 

本研究針對台灣網際網路使用者發放網路問卷，問卷主要題項是針對線上購

物者對態度、使用意願與使用行為加以詢問，  

2. 前測 

為確保初步問卷之設計能適切衡量研究變數，在初步問卷完成後將對網際網

路使用者進行前測，以瞭解初步問卷之信度與效度。在信度方面，利用Cronbach

提出的α係數分析問卷題項的一致性與相關程度，並以Cronbach提出之判斷信度

的準則，即α＜0.35代表低信度，0.35≦α＜0.70代表中信度，α≧0.7代表高信度，

做為本研究信度判斷之依歸（周文賢，民91）；在效度方面，以逐題審視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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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解每題問項是否有語意不清或產生誤導效果之情況，確定問卷之表面效度，並

進一步瞭解每個變數的問項是否能完整呈現該變數所包含的概念意義範圍，確定

問卷之內容效度。 

3. 問卷內容修訂 

根據前測結果之分析，再和學術專家討論修訂問卷內容，設計出具合理數量

且夠水準之問項的問卷，以期問卷能夠精確地測量研究變項的各個屬性之間的差

異，同時能夠正確反映研究所針對的概念之真實意義。 

4. 正式問卷調查 

本研究透過網際網路發放問卷，為接觸到龐大的網際網路使用者，同時利用

全球資訊網與電子佈告欄兩種管道遞送問卷，並透過電子郵件將問卷消息對外散

佈。 

本研究將以台灣地區具有網路購物經驗的成年人為調查對象，所謂的具有網

路購物經驗，則是指參與過B2C 或是C2C 網路購物的人，B2C 及C2C 皆是以

購物網站與網路為媒介，所以從事此兩種網路購物的消費者皆可算是本研究的樣

本。而成年人是指年齡在十八歲以上的網路使用者，因為在此年齡以上的人擁有

相當的學識或社會經驗，故具有一定的判斷能力與理解力進行問卷的填寫。 

 

第六節 分析方法 

1. 頻次分析 

用以瞭解樣本在購物網站資料，以及個人基本資料上的分佈情況及比例，並

找出各構面或題項之平均數值。 

2. 信度分析 

在進行正式的問卷調查前，為了確立研究問卷設計之正確性，並瞭解研究問

卷之信度與效度是否符合要求，本研究在前測階段以最常被用來評估信度的

Cronbach α係數來確認研究問卷各構念之信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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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素分析 

以因素分析對問卷中關於各構面的題項進行萃取，以獲得受訪者心中的各面

向的衡量指標為何，藉此瞭解衡量題項之構面效度。 

4. 路徑分析 

本研究將對每個樣本進行徑路分析，利用徑路分析的迴歸係數來分析「線上

溢價產品之消費者行為」中，各個構面間相互影響的方向及程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