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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本研究企圖探討影響使用者申裝答鈴式行動廣告之因素，以擴充式計劃行為

理論的觀點去探討行動廣告使用者的採用意願，其中影響因素除了計劃行為理論

原有影響行為意願的「態度」、「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外，另外加入

個體透過對隱私的「隱私關注」來探究採用意願，期望勾勒出金錢誘因之外，影

響使用者採用意願之因素，並能將後續的研究結果，提供給已施行行動廣告和未

來欲進入行動廣告市場的業者相關的建議和方向。 

 研究使用問卷調查法，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總數為 327 份，經研究結果發

現，對廣告的態度與主觀規範皆可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而主關

規範當中主群體影響與媒介影響皆具預測採用意圖之能力。此外，本研究對於媒

介科技為隱私帶來新的課題，在隱私關注的部分結果雖然不顯著，卻不表示受試

者不重視隱私，反而突顯出行動廣告上的安全與隱私機制的重要性，這部分在未

來欲發展行動廣告的行銷方式上，仍有待持續注意並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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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論 

一、研究動機與背景 

我們的生活週遭總是充斥著大量的廣告資訊，這些資訊除了創造當今社會的

需求，也創造了人們的欲求。伴隨著科技的發展，廣告商善用更多元的媒介將其

融合在我們的生活之中。資策會 FIND（2009）針對當年度廣告主需求進行調查

顯示成長幅度最高居所有媒體之冠的「行動廣告」，達 14.3%，另外資策會進行

「我國第二季行動上網觀測」統合所有廣告媒體的效益滿意程度，發現手機廣告

滿意度佔 61.2%，遠遠高出網路廣告 39%，由此可知行動商務（Mobile Commerce）

愈形重要。 

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在 2007 年至 2009 年 11 月底，針對行動通信業務營運

及客戶數量進行相關的統計，台灣手機門號人口普及率高達 105.8％。由於台灣

行動市場普及率高，再加上行動電子商務擁有行動化、個人化、高滲透、貼近消

費者的特性，因此便形成了行動廣告（Mobile Advertising）的商機（陳佳賢,2001）。

行動廣告除了可以提供有效率的傳播、個人化服務和隨身攜帶外，所需成本與技

術較傳統媒體低，又能在適當的時間將訊息傳達給目標客群並掌握客群資料，讓

消費者產生共鳴，除了較傳統廣告方式有更佳的廣告效果，在製作成本上也相對

減少，種種誘因對於廣告主而言，若能朝向多元、創意的廣告類型發展，行動廣

告實在不失為是一個投資報酬率高的媒體。（吳姝蒨,2003） 

最近的 2010 年年初，資策會引述由 Acision 和 OgilvyOne 共同發表的《2020

行動廣告白皮書》中指出，未來行動廣告主要的轉變會以消費者導向為主，且消

費者也有可能成為產製者，而應運而生的行動營運商也會以不同於以往的型態來

搶食市場。廣告答鈴正式被運用是 2008 年 5 月土耳其 Terkcell 電信公司推出的

TonlaKazan 服務，消費者可自行挑選喜愛品牌的廣告答鈴且可依據每月被聽取總

分鐘數折抵話費，除了創造出消費者的使用動機，也能替廣告主每個月創造約

600 萬次的曝光，更可依照廣告期間被聽取次數來向廣告主收取費用（Cost Per 

Listening,CPL），為一相當成功的商業模式，後繼也引發了各國間仿效。以台灣

為例，目前像是威寶電信及許多公司企業也都會利用撥打電話等候時的嘟嘟聲，

轉變成為行動答鈴廣告之服務，由企業主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進行廣告宣傳。 

然而最特別的是台灣大哥大電信在 2009 年度推出答鈴式的行動廣告的服務

（528 賺錢達鈴），提供消費者申裝包裹式的廣告進行廣告播送，並在每個月帳

單金額上依據聽取分鐘數折抵通話費，這樣的行動加值服務所引發的採用意圖因

素也進一步推敲出本研究者所欲研究的動機。 

二、研究目的 

因行動廣告的發展時間不長，過往的研究當中相關文獻及研究並不多見，但

近期國內研究當中，也有不少先驅性的研究可供參考（曾孟蘭,2002；郭政維,2003

林佳儀,2007；陸海文、陳依敏,2008；林雅雯 2009），經由整理後發現，若由消

費者許可下提供個人化導向及回饋金的行動廣告，並針對年輕族群進行目標族群

選擇，其廣告接受度應會有明顯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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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本研究在現象觀察期間也發現，雖然以回饋金之方式申裝行動答鈴廣告是

多數使用者一開始的使用動機，且誘因的有無在過往研究中是採用因素的關鍵，

但本研究還希望可以更深入探究出其他影響採用意願的因素，故本研究將以擴充

式計劃行為理論的觀點去探討行動廣告使用者的採用意願，除了原有影響行為意

願的「態度」、「主觀規範」與「認知行為控制」外，另外更參考了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研究中，透過個體對隱私的「隱私關注」來探究採用意圖。期望能勾

勒出影響使用者採用意願的因素並能將後續的研究結果，提供給已施行行動廣告

和未來欲進入行動廣告市場的業者相關的建議和方向。 

三、預期研究貢獻 

(一)、注重行動廣告上的安全與隱私機制 

(二)、結合一對一行銷增加廣告效益 

(三)、了解金錢誘因之外的採用因素影響 

(四)、探究低成本的新興廣告媒介 

貳、文獻探討 

一、態度 

「態度」是一個人對目標、行為與過程所持續擁有的情感傾向(Oliver,1981)。 

從計劃行為理論來看，態度是影響個人的行為意圖(behavioral intention)與實際行

為(actual behavior)重要的決定因素(Fishbein & Ajzen,1975)。而過去的研究也指

出，態度是影響行為的主要變項之一(Ajzen, 1991)。吳盛、林東清（2007）認為，

該行為之態度是指個人對某項行為持有的態度，此態度與行為發生有直接關係，

當個人對某一行為抱持的態度愈強烈，則從是該行為的意圖會愈強。 

Fishbein & Ajzen(1975)也認為態度是指個人對人、事、物或行為所抱持的正

面或負面的評價，即反映出個人對該行為的好惡感覺，就常理來說，特定行為的

態度比一般的態度更能準確來預測人們之行為，而且衡量態度的問題越明確，則

愈能以受測者的態度來預測其實際行為。Fazio(1986)表示，若行為是屬於自發性

直覺的態度，用這些態度來預測行為就愈準確。 

態度依其性質又可分為「認知性態度」和「情感性態度」兩部分，其中認知

性態度，可經由表達其信念得知，屬於認知上的評價判斷；而情感性態度，可從

個體表達對事物的感覺了解得知，屬於情感性的評價判斷(Ajzen,2005)。Lutz et 

al.,(1986)將廣告態度定義為對廣告整體評估喜好與否的程度，在認知部分可進一

步了解消費者對廣告的評價與反應；在情感部分可探究消費者對其評價與喜好之

程度。 

2008 年陸海文、陳依敏研究中指出，廣告被認為是豐富資訊與娛樂性的傳

播媒介，消費者在不同媒介下，對廣告內容價值所產生的感受亦不同，而感受不

同也會影響其對廣告的態度。Brackett 等人在 2001 年彙總過去各種廣告態度模

式之後，發現消費者對網路廣告所感受到的娛樂性、資訊性、干擾性及確實性，

會影響消費者對廣告價值的評估。 

在國內過往行動加值、行動廣告、網路廣告的態度測量上多數研究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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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losser et al.,(1999)的網路廣告態度量表，以廣告效用、信任、屈辱、價格認知

與規範五個構面作為衡量廣告態度動機，而本研究參考 M M.Tsang et al.(2004)針

對簡訊式之行動廣告測量構面進行探討，以娛樂性、資訊性、干擾性、可信性作

為衡量廣告態度衡量。因此提出假設如下: 

H1. 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二、主觀規範 

在計劃行為理論中，主觀規範是預測個人採取行為的重要變項之一。主觀規

範強調個人採取某行為時，與其受到的社會壓力及知覺到他人對其行使該行為的

看法有關(Ajzen & Fishbein,1980)。此規範即在預測他人之行為時，那些對個人之

行為決策具有影響力的個人或團體對於個人是否採取某項特定行為所發揮之影

響作用；換句話說，那些對個人行為決策具有影響力的個人或是團體是否同意他

的行為，會影響個人是否要從事該行為(Fishbein & Ajzen,1975)。這些重要關係人

可能包含主群體，父母、家人、同儕團體；及次群體，包括相關團體或報導，在

研究中（溫素真,2004）。 

Fishbein & Ajzen(1980)認為行為有時受社會環境壓力的影響大過於個人態

度的影響。所以態度會影響行為；主觀規範也會主導行為意圖。尤其 Kim,H.,et 

al.,(2007)指出，手機往往支援與最親密之關係人以及彼此呈強聯結關係的人們溝

通，且手機也被視為可縮減溝通關係的媒介。因此使用行動達鈴廣告的使用者決

定是否使用該項服務時，主要群體及主觀規範就會成為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 

（溫素真,2004）。Kenneth C. C. Yang(2007)以擴充式的科技接受模式觀點說明社

會影響中主觀規範會顯著影響消費者使用行動商務之態度，在文獻檢閱過程中，

Lu,J., et al., (2005)採用社會影響中的主觀規範、形象等來作為影響新科技使用的

重要變項，但研究結果指出除了主觀規範以外，形象等其他變項並不會直接影響

使用意圖，Taylor and Todd(1995)研究中顯示，影響使用者之關係人除了重要關

係人外，主要來自於同儕團體與上級團體。故本研究參考 Kenneth C. C. 

Yang(2007)、Taylor and Todd(1995)與溫素真（2004）以主觀規範作為影響使用

者申裝來電答鈴行動廣告之主要因素測量，並納入溫素真（2004）研究中影響使

用者的主要群體（家人、同儕團體）、次要群體（媒體）一併納入主觀規範作為

探討，提出假設如下: 

H2. 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三、認知行為控制 

Fishbein & Ajzen(1985)發現，有時候有些行為並不能僅從態度與主觀規範來

瞭解，還需視個人對行為的意志力控制。當行為愈無法自己控制的意志力控制愈

弱，那麼對行為的認知行為控制則也會越弱。因此一個人從事某些行為會取決於

他有無時間、金錢、技能等等相關因素，所以單從態度、主觀規範、意圖，若無

對該行為的認知控制，就無法正確預測該行為。 

基於意志力控制重要性，計劃行為理論涵納了認知行為控制，考量配合條件與個

人能力，代表個人從事行為容易度的信念，反應個人過去從事類似行為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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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shbein & Ajzen, 1989)。當個人擁有的資源或機會越多時，對控制該行為的認

知會越強。但若覺得資源越缺乏時，會感到執行困難時，他們就不太可能有很強

的意圖去執行該行為。 

在認知行為構面當中，控制信念（Control Beliefs）是個體對內在因素時間金

錢的配合程度；而認知助益（Perceived Facilitation）是指個體所感受到的外在因

素助益（時間、金錢）的重要性。台灣大哥大以回饋金為行銷手段所發展的行動

廣告，不管是從實務經驗與實證研究結果皆得知，認知行為控制會影響許多不同

面向的實際行為，在行動廣告上若有回饋金也會正向增加使用意願（林雅

雯,2009）。但本研究希望瞭解除了金錢誘因以外的影響因素，故參考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簡訊式行動廣告測量認知行為控制變項之問項進行探討

並提出假設: 

H3.使用者之認知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四、隱私關注 

Whitaker (2001)說明多數的使用者將手機視為一個非常隱私且個人化的工

具，所以這些使用者都期望能減少不知名公司所分享的資訊及不知名人士獲得相

關資訊的可能。 

人們對於「信任」的反應可幫助釐清行動廣告與消費者間之信賴程度，過往

文獻中也指出，消費者對於電子商務的隱私關注會影響對於該帄台的信任程度及

接受意願(Suh and Han,2003；孫思源等,2009)，另外，透過M M.Tsang et al.(2004)

調查也發現，消費者對行動廣告態度及態度與行為間之關係若無許可下，多數消

費者對行動廣告是持負面態度，Dickinger et al (2004)則歸納出垃圾簡訊、廣告詐

騙事件層出不窮，是使得人們對於簡訊式的行動廣告產生強烈反感的原因。 

在電子商務的研究範疇中，Metzger,M.J.(2004)的研究顯示，個人關注隱私的

程度會影響其對網站的信任，且Sheehan and Hoy(1999)也指出個人關注隱私的程

度會進一步影響對於網站的使用。因此本研究援引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探討簡訊式的行動廣告在個人關注隱私程度的概念以及Suh and Han(2003)消費

者對電子商務的隱私關注、孫思源等（2009）消費者對行動商務的隱私關注，來

幫助釐清達鈴式的行動廣告的使用者對隱私所知覺的感覺程度，並提出相關假設

如下: 

H4. 對隱私關注的程度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五、採用意願 

在計劃行為理論中，個體對某事物的態度、主觀規範以及認知行為控制皆會 

影響其從事某行為之意圖，並透過個體的行為意圖影響其實際行為。因此，意圖

可視為個體從事某特定行為的行為傾向。所謂的行為意圖，也可稱做行為意願、

採用意願，指的就是個人想要從事某種行為的傾向程度，實乃為個人想從事某種

行為的主觀機率的結果(Fishbein & Ajzen, 1975)。由於行為意圖與實際行為有非

常強的直接關聯性(Fishbein & Ajzen,1991)，對實際行為的衡量可以行為意圖來代

替，故稱之為意圖模式(Fishbein & Ajzen,1975)。因此與其他意圖模式一樣，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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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願可作為預測行為最佳的變數，個人對某一行為的意願愈強，愈有可能去從事

該行為。而 Fishbein & Ajzen 所使用的行為意圖，本研究以採用意願來命名之。 

参、研究方法 

一、研究架構 

 

 

 

 

 

 

 

 

 

 

(一)、從文獻探討中得到以下假設推演 

H1.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H2.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H3.使用者之認知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H4.對隱私關注的程度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 

(二)、各變項之操作型定義如下： 

表 1  擴充式計畫行為理論相關變項之操作型定義 

相關變項 操作行定義 參考文獻 

態度 
對廣告整體評估喜好與否的程度，此即指對

答鈴式行動廣告喜好與否的程度。 

Lutz et al.,(1986) 

主觀規範 

個人採取某行為時，所受到的社會壓力及知

覺到他人對其行使該行為的看法，意指採用

答鈴式行動廣告所受到的社會影響來源。 

Ajzen & Fishbein,1980 

認知行為控制 
個人對該行為的控制力，即個人對答鈴式行

動廣告的接收控制力。 

Fishbein & Ajzen(1985) 

隱私關注 

個人對於信任的反應可幫助釐個人關注隱

私程度，代表個人對於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隱

私關注程度與信任。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採用意願 

個人欲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機率，此即消費

者未來想要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主觀意

願。 

Fishbein and 

Ajzen(1975) 

二、研究方法與設計 

調查研究是一種資料收集的方法，目的是期望藉由少數具代表性的人或團 

體，來瞭解社會大眾的生活情況以及對於人物事件的意見和態度。由於本次研究

態度 

主觀規範 

認知行為控制 

採用意願 

隱私關注 

H1 

H2 

H3 

H4 



7 
 

是探討來電答鈴式之行動廣告的使用意圖，在過往相關研究中，多數以問卷調查

方式進行研究，本次研究參考過去研究經驗使用網路問卷，擬採用網路自填式問

卷作為調查方法，企圖從有聽過或知道此行動廣告加值服務者作為研究對象，測

量其「態度」、「主觀規範」、「認知行為控制」、「隱私關注」對「答鈴式行動廣告

採用意圖」的影響，進而探討影響使用者採用的因素，為一橫斷面調查。本研究

利用 my3q 網路問卷帄台進行問卷製作，並將問卷連結轉貼至台大 PTT 實業坊

（telnet://ptt.cc）行動、問卷相關看板，以及行動論壇網站等位置，使受訪者自

行點選連結填寫問卷。放置問卷之前會徵詢該版版主同意，且為了增加問卷回收

數目，本研究提供圖書禮卷作為抽獎外，另針對有效問卷發放 PTT 實業坊之虛

擬貨幣以玆感謝，並表明此問卷乃學術問卷，資料匿名並僅做學術使用，以此為

誘因增加問卷的填答率。 

三、問卷設計 

本研究研究對象主要針對有聽過或知道答鈴式行動廣告加值服務者作為研

究對象，問卷分為四大部分。第一部份「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狀況」，先針對使

用者進行初步的的瞭解，做為過濾沒有聽過且不知道的對象；第二部份「來電廣

告答鈴採用因素」為主要問卷題目，針對研究假設中欲測量變項所設計之問題，

進行使用者勾選；第三部份「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向」，作為預測使用者在未

來是否有意願採用此服務。最後，第四部份為「個人基本資料」，主要是受訪者

個人基本資料，分別為消費者個人基本資料，包含性別、年齡、教育程度、職業、

每月收入五項，作為描述性統計之用。因為了解網路問卷的限制並希望問卷回收

過程更為嚴謹，本研究另設計一題確認題項（本問卷題目中所說的「廣告」，指

的是?）進行問卷篩選，問卷細目請參考附錄一。 

本研究測量變項採用以李克特（Likert-type）五點量表進行評量，選項為非

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與非常同意，分數是從 1 分到 5 分，分數越高表

示越同意該問題。受訪者可根據題意所述，勾選最合乎自身看法的選項，當受訪

者愈同意該問項時，該問項得分愈高。變項之問卷設計分述如下： 

(一) 態度： 

Lutz et al.,(1986)將廣告態度定義為對廣告整體評估喜好與否的程度，在認知 

部分可進一步了解消費者對廣告的評價與反應；在情感部分可探究消費者對其評

價與喜好之程度。本研究參考 M M.Tsang et al.(2004)針對簡訊式之行動廣告測量

構面進行探討，分別以娛樂性、資訊性、干擾性、可信性作為衡量廣告態度衡量。 

題項設計如下: 

表 2  態度變項之題項設計 

變項 相關構面 題項設計 參考文獻 

態度 
娛樂性 

1. 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是有樂趣

的 

2. 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是愉快的 

M M.Tsang et 

al.(2004) 

資訊性 3. 我覺得答鈴式行動廣告能提供我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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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 

4. 答鈴式行動廣告能提供我需要的資訊 

干擾性 

5. 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是一種干

擾 

6. 我覺得答鈴式行動廣告幾乎無所不在 

7. 答鈴式行動廣告的內容常常是惱人的 

可信性 

8. 我會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作為購買參

考 

9. 我信任答鈴式行動廣告 

(二) 主觀規範： 

主觀規範強調個人採取某行為時，與其受到的社會壓力及知覺到他人對其行

使該行為的看法有關(Ajzen & Fishbein,1980)。Kim,H.,et al.,(2007)指出，手機往

往支援與最親密之關係人以及彼此呈強聯結關係的人們溝通，且手機也被視為可

縮減溝通關係的媒介，因此使用行動達鈴廣告的使用者決定是否使用該項服務

時，主要群體及主觀規範就會成為影響其行為的重要因素。Taylor and Todd(1995)

研究中顯示，影響使用者之關係人除了重要關係人外，主要來自於同儕團體與上

級團體。故本研究參考 Kenneth C. C. Yang(2007)、Taylor and Todd(1995)與溫素

真（2004）以主觀規範作為影響使用者申裝來電答鈴行動廣告之主要因素測量，

並納入溫素真（2004）研究中影響使用者的主要群體（家人、同儕團體）、次要

群體（媒體）一併納入主觀規範作為探討，相關題項如下: 

表 3  主觀規範變項之題項設計 

變項 
相關

構面 
題項設計 參考文獻 

主觀

規範 

主觀

規範 

1. 影響我行為的人會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2. 對我來說重要的人會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

告 

Kenneth C. C. 

Yang(2007)、

Taylor and 

Todd(1995) 

主要

群體 

3. 家人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4. 朋友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溫素真

（2004） 

次要

群體 

5. 電視廣告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

因素 

6. 報章雜誌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

因素 

7. 網路口碑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

因素 

溫素真

（2004） 

(三) 認知行為控制： 

基於意志力控制重要性，計劃行為理論涵納了認知行為控制，考量配合條 

件與個人能力，代表個人從事行為容易度的信念，反應個人過去從事類似行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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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Fishbein & Ajzen, 1989)。當個人擁有的資源或機會越多時，對控制該行為

的認知會越強。但若覺得資源越缺乏時，會感到執行困難時，他們就不太可能有

很強的意圖去執行該行為。從實務經驗與實證研究結果皆得知，認知行為控制會

影響許多不同面向的實際行為，在行動廣告上若有回饋金也會正向增加使用意願

（林雅雯,2009）。但本研究希望瞭解除了金錢誘因以外的影響因素，故參考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簡訊式行動廣告測量認知行為控制變項之問項進行探討

並提出相關問項如下: 

表 4  認知行為控制變項之題項設計 

變項 題項設計 參考文獻 

認知行

為控制 

1. 對我來說，接聽答鈴式行動廣告是需要先經過我

允許的 

2. 對我來說，能夠控制接聽答鈴式行動廣告是重要

的 

3. 對我來說，能夠拒絕接聽答鈴式行動廣告是重要

的 

4. 對我來說，能夠過濾答鈴式行動廣告以配合我的

需要是重要的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四) 隱私關注： 

人們對於「信任」的反應可幫助釐清行動廣告與消費者間之信賴程度，透過 

M M.Tsang et al.(2004)調查也發現，消費者對行動廣告態度及態度與行為間之關

係若無許可下，多數消費者對行動廣告是持負面態度。本研究援引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探討簡訊式的行動廣告在個人關注隱私程度的概念以及

Suh and Han(2003)消費者對電子商務的隱私關注、孫思源等（2009）消費者對行

動商務的隱私關注，來幫助釐清達鈴式的行動廣告的使用者對隱私所知覺的感覺

程度。 

表 5  隱私關注變項之題項設計 

變項 題項設計 參考文獻 

隱私 

關注 

1. 我相信我的電信公司在使用我的個人資料時是

經由我同意的 

2. 我相信行銷人員在使用我的個人資料時是經由

我同意的 

3. 我相信消費者的個人資料是受法律所保護的 

Marko 

Merisavo., et 

al.(2007) 

4. 我認為電信公司未經我的允許，不會拿我的個人

資料做任何用途 

5. 我認為電信公司不會將我的個人資料賣給其他

公司 

6. 我認為電信公司會依照我的要求，確實將我的個

人資料給移除 

Suh and 

Han(2003)、 

孫思源等（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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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採用意願： 

將行為意圖可視為個人欲從事某種行為的主觀機率(Fishbein and  

Ajzen,1975)。本研究參考溫素真(2004)使用簡訊折價卷之行為意圖以Ajzen(2002)

所提出的框架及董彥欣（2009）計畫行為理論之使用意向作為使用意圖的衡量問

項，再根據本研究主題加以修正。 

表6  採用意願變項之題項設計 

變項 題項設計 參考文獻 

採用

意願 

1. 未來半年內我計畫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2. 未來半年內我傾向於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3. 未來半年內我期待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溫素真（2004）、

董彥欣（2009） 

四、資料蒐集方式 

本研究依據研究目的、研究假設與資料型態，資料收集方法為調查法

（Survey），採網路問卷方式進行，採用 SPSS 12.0 版作為統計與資料分析之工

具，問卷是以 my3q 提供的免費網路線上問卷，發放回收時間自 2010/05/28 至 

2010/06/15 為期 18 天，樣本針對網路族群。共回收 362 份問卷，經過資料篩檢

之後，刪除無效問卷、測詴題錯誤者與極端值共 35 份，實際回收之有效問卷總

數為 327 份，有效問卷佔原始問卷數比例為 90.3%。 

肆、資料分析與結果 

一、描述性統計 

（一）人口變項 

    根據有效問卷數據顯示，性別變項上，男生受訪者為 171 人，占 52.3%；女

生受訪者為 156 人，占了 47.7%，因此可以得知本問卷以男性作答者占多數，但

兩者比例上差異並不是太大，也進一步顯示本問卷作答在性別上分布帄均。在年

齡變項，21-25 歲受訪者有 209 人，占 63.9%，其次是 26-30 歲和 16-20 歲，分別

為 52 人與 44 人，占 15.9%和 13.5%，可以發現 21-25 歲的族群占了本研究最多。 

    從職業比來看大多以學生族群所占比例為最高，共計 213 人，比例占總人數

的 65.1%，其次是服務業，占 10.4%，再來則是軍公教與待業中，皆各占 5.8 %。

最後是在個人收入統計上，以未滿 10,000 元最多，約占 59.9%，其次是

20,000~39,999 元，占 14.4%。最後，在目前教育程度上，以大專院校與研究所

以上居多，各占 71.9%和 24.8%。 

（二）採用概況 

    從本研究樣本數據顯示，總共收集問卷 362 份之中，刪除不知道、重複填答、

極端值和測驗題項答錯者後，共有 327 份有效樣本，占總人數的 90.3%。其中曾

經申裝過以播放「音樂為主」的來電答鈴加值服務的有 131 人，占 40.1%；目前

正在使用的人有 96 位，占 29.4%。另外針對曾經申裝播放「廣告為主」的來電

答鈴加值服務的人數則有 36 人，占總人數的 11%；而目前正在使用的人數有 20

人，占 6.1%。 

二、因素分析與信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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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參考計畫行為理論架構，詴圖分析影響使用者採用意圖之因素，研究

中的自變項為對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態度、主觀規範(主群體及媒介影響)、認知行

為控制、隱私關注以及依變項採用意圖。 

(一)、計畫行為理論相關變項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檢測 

 透過取樣適合性量數（Kaiser-Meyer-Okim, KMO），與 Barlett 球型檢定，

本量表的的 KMO 值為 .845，且 Barlett 球型考驗的 Chi-Square 值為 

5528.282（自由度為 253，p < .001），顯示本量表適合作因素分析。 

 因此進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在經由最大變異數

（varimax）進行轉軸，在經過因素分析後，首先剔除了因素負荷量低於 0.5 的

題項，第 11 題.「我會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作為購買參考」及只剩一題的因素題

項第 9 題「我覺得答鈴式行動廣告幾乎無所不在」。經過再次因素分析後，又發

現第 12 題「我信任答鈴式行動廣告」因素的因素負荷值之間過於接近的情況，

因此將此題項予以刪除，並重新進行因素分析。最後萃取出五個因素，且每一個

因素的信度都在 .85 以上，因素一的特徵值（eigenvalue）為 4.344、因素二的特

徵值為 3.397，而因素三的特徵值為 3.39，因素四與五的特徵值分別為 3.055 及

2.612，共可解釋 73.038%的變異量。本研究將因素一命名為「隱私關注」（M 

=3.326, SD = .917, Cronbach’s apha= .917），因素二命名為「廣告態度」（M =2.882, 

SD = .727, Cronbach’s apha= .863），因素三命名為「主群體影響」（M = 2.9304, SD 

= .85215, Cronbach’s apha= .894），因素四命名為「認知行為控制」（M  = 3.9457, 

SD = .70895, Cronbach’s apha= .880），因素五命名為「媒介影響」（M = 2.7044, SD 

= .87236, Cronbach’s apha= .917），顯示此部分的衡量項目具有可靠性與穩定性。

此部份之因素分析詳細結果如下表列所示： 

表 7  計畫行為理論相關變項因素分析與信度檢測 

因素命名與問卷題項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因素五 

隱私關注 

24.我相信我的電信公司在使

用我的個人資料時是經由我同

意的 

.831     

25.我相信行銷人員在使用我

的個人資料時是經由我同意的 

.825     

26.我相信消費者的個人資料

是受法律所保護的 

.738     

27.我認為電信公司未經我的

允許，不會拿我的個人資料做

任何用途 

.885     

28.我認為電信公司不會將我

的個人資料賣給其他公司 

.851     

29.我認為電信公司會依照我 .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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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確實將我的個人資料

給移除 

廣告態度 

4.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

是有樂趣的 

 .842    

5.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

是愉快的 

 .831    

6.我覺得答鈴式行動廣告能提

供我即時的資訊 

 .610    

7.答鈴式行動廣告能提供我需

要的資訊 

 .551    

8.我覺得聽到答鈴式行動廣告

是一種干擾 

 .781    

10.答鈴式行動廣告的內容常

常是惱人的 

 .685    

主群體影響 

13.影響我行為的人會影響我

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845   

14.對我來說重要的人會影響

我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870   

15.家人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

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778   

16.朋友是影響我使用答鈴式

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771   

認知行為控制 

20.對我來說，接聽答鈴式行動

廣告是需要先經過我允許的 

   .795  

21.對我來說，能夠控制接聽答

鈴式行動廣告是重要的 

   .880  

22.對我來說，能夠拒絕接聽答

鈴式行動廣告是重要的 

   .885  

23.對我來說，能夠過濾答鈴式

行動廣告以配合我的需要是重

要的 

   .846  

媒介影響 

17.電視廣告是影響我使用答

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735 

18.報章雜誌是影響我使用答     .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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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19.網路口碑是影響我使用答

鈴式行動廣告的重要因素 

    .769 

特徵質 4.344 3.397 3.39 3.055 2.612 

總解釋變異量 18.9% 14.769

% 

14.74% 13.284

% 

11.357

% 

帄均值 M 3.326 2.882 2.93 3.946 2.704 

標準差 SD .917 .727 .852 .709 .872 

Cronbach’s apha .917 .863 .894 .880 .917 

 (二)採用意圖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檢測  

 透過取樣適合性量數（Kaiser-Meyer-Okim, KMO），與 Barlett 球型檢定，

本量表的的 KMO 值為 .774，且 Barlett 球型考驗的 Chi-Square 值為 

1084.608（自由度為 3，p < .001），顯示本量表適合作因素分析。因此進行主成

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在經由最大變異數（varimax）進行轉軸，

結果發現此量表經因素分析之結果僅萃取出一個因素，且每一個題項的負荷值都

在 .95 以上，特徵值（eigen value）為 2.771，可解釋之變異量為 92.362%。本

研究更進一步對此量表進行信度檢定，得到 Cronbach’s apha 為 .958，因此根據

此結果，將以此 3 題之總分帄均數（M = 2.347, SD = 1.008），作為測量「採用

意圖」的指標，詳見下表 11。 

表 8  採用意願之因素分析與信度檢測 

因素名稱 問卷題項 因素負荷量 

採用意願 

30.未來半年內我計畫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958 

31.未來半年內我傾向於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968 

32.未來半年內我期待使用答鈴式行動廣告 .956 

特徵質 2.771 

總解釋變異量 92.362% 

帄均值 M 2.347 

標準差 SD    1.008 

Cronbach’s apha .958 

三、研究結果 

(一)、自變項與依變項之相關性 

 本研究運用 Pearson 相關係數分析這些變項間的相關程度（詳見下表），本

研究共有下列四個假設：（一）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

願。（二）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三）使用者之認知

行為控制會正向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四）對隱私關注的程度會正向

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結果發現各變項之間除了認知行為控制變項外，

皆呈現正向相關（p < .001），且以媒介影響採用意圖之相關性最高，對行動廣告

的態度次之，再來是主群體影響採用意圖與隱私關注影響採用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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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變項間的相關程度（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隱私關注 廣告態度 主群體影響 認知行為控制 媒介影響 採用意願 

隱私關注  .278
**

 .231
**

 .051 .251
**

 .180
**

 

廣告態度   .369
**

 -.178
**

 .453
**

 .506
**

 

主群體影響    -.035 .645
**

 .488
**

 

認知行為 

控制 

     -.081 

媒介影響      .535
**

 

**p<0.01    

(二)、多元同步迴歸之分析 

 本研究共有下列四個假設：（一）對廣告的態度會正向影響行動廣告使用意

願。（二）主觀規範會正向影響行動廣告使用意願。（三）使用者之認知行為控

制會正向影響行動廣告使用意願。（四）對隱私關注的程度會正向影響行動廣告

使用意願。為了檢測以上假設，本研究以多元同步迴歸進行分析，結果發現 F 值

為 42.519（p < .001），且此五因素可解釋 39.8%的變異量，並達顯著水準，而

所得各變項之結果討論如下：  

 對廣告的態度可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β =0.314, p 

< .001），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而主觀規範可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

圖，當中主群體影響（β =0.205, p < .001）與媒介影響（β =0.266, p < .001）皆

能有預測採用意圖之能力，因此假設二也獲得支持。但是認知行為控制無法顯著

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β = -.011, p= .810 ），因此假設三並不獲得支

持。除此之外，對隱私關注的程度也無法顯著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β

=-0.021, p = .650），所以假設四不被支持。 

詳見表。 

表 10  多元同步迴歸之分析 

自變項 標準化係數 t值 p-value 
共線性統計量 

允差 VIF 

隱私關注 -.021 -.454 .650 .889 1.125 

廣告態度 .314 6.189 .000*** .728 1.373 

主群體影響 .205 3.582 .000*** .574 1.743 

認知行為控制 -.011 -.240 .810 .955 1.047 

媒介影響 .266 4.465 .000*** .443  

*p < .05, **p < .01, ***p < .001        adjusted R
2
 = .398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次研究是以網路上「聽過答鈴式行動廣告」受訪者為主，以男性作答者占

多數，占 52.3%，年齡多分佈在 21-25 歲，且學生族群占了超過一半的比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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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推論本次受訪者大多為年輕學生族群或上班族，且男性人數多於女性。另

外，本研究發現，大多數的消費者採用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意願偏低。從研究結果

可知各變項間的相關性，除了認知行為控制變項外，皆呈現正向相關（p < .001），

且以媒介影響採用意圖之相關性最高，對行動廣告的態度次之，再來是主群體影

響採用意圖與隱私關注影響採用意圖。但在進一步進行多元同步迴歸檢測時，對

廣告的態度可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β =0.314, p < .001）；主觀

規範也可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的採用意圖，當中主群體影響（β =0.205, p 

< .001）與媒介影響（β =0.266, p < .001）皆具有預測採用意圖之能力。本研究

結果從消費者一般對行動廣告的態度來看，態度確實會影響到採用行動廣告的意

願，且不論廣告是否經消費者同意與否，消費者的態度對於是否採用答鈴式行動

廣告會有正向的影響，此一部分與國內外多位學者的研究相呼應（Taylor and 

Todd,1995； Kenneth C. C. Yang,2007；陸海文、陳依敏,2008）。另外在主觀規範

部分，研究結果的顯示也與過去多位學者的研究結果相符（M M.Tsang et 

al.,2004；溫素真,2004；曾孟蘭,2002；林佳儀,2007；林雅雯,2009）。值得一提的

是，透過本研究可發現，無論是從主群體（重要關係人、同儕、家人）或是次群

體（媒介影響）的角度，都能夠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因此可以進

一步瞭解，過往行動廣告業者在宣傳上例如透過網路口碑、電視廣告、報章雜誌，

都能夠對於受詴者在採用意願上有正向影響。 

 在隱私關注的部分本研究結果雖然不顯著，但並不表示受詴者不重視隱私，

因此本研究推論大多數的受詴者在使用時，並沒有注意到個人資料甚至隱私的問

題，有可能是因為過往對於電信公司的信賴，以及對於新興的行動廣告運作方式

並不瞭解，這部分在未來欲發展行動廣告的行銷方式上，仍有待持續注意並繼續

研究。 

二、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 

 在研究限制與未來建議上，由於本次研究在人力、物力與時間上的資源限

制，所以是採取網路自填式問卷，且以 PTT 為放置帄台，因此受訪者之樣本類

型與數量難免有所侷限，且可能多為學生族群，並無法得知沒有使用 PTT 或是

參與行動論壇的受詴者意見，可能造成研究上樣本的偏差。所以建議未來研究

者，若在資源充分情況下，可擴大樣本數量與類型，以便獲得信、效度更高的研

究結果，進而給予擬定市場策略更充分且有力的參考方針。  

 其次，由於此次研究是以量化調查方法為主，所以填答者僅能在研究者所預

設的題項中回答，可能會忽略使用者許多切身的需求。因此，建議未來可以再加

入實驗法，藉此得知受訪者的真實行為反應，也可提供實驗廣告讓消費者較為容

易融入填答的情境，使得消費者對行動廣告的態度並非只能靠過去的經驗或是想

像來填答。而本研究所欲討論的行動廣告僅限於行動電話上的答鈴廣告，若欲瞭

解全部行動媒體上的廣告應多加探討諸如簡訊、影音等加值服務，並且輔以質化

訪談的調查方法，必能使研究成果更加多元化。 

 在行動媒體部分，由於現今各類行動裝置的功能已不再扮演通訊的角色，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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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近期新出品的 iphone 4G 或是 iphone 3G、iPad 電子書、智慧型手機等新型態

的行動裝置出現，其討論範圍也可能擴大到不同領域的行動裝置，不必僅限於目

前只有行動電話才有的答鈴式行動廣告，而各種行動媒體上所適合廣告的產品及

目標消費者各異，未來也可針對其特性進行多種可能的探討。 

 最後，由於本次研究主要是探討影響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圖之因素，雖然 

Fishbein & Ajzen(1991)、Sheppard, Hartwick and Warshaw (1988)等多位學者的研

究指出意圖與行為間具有顯著相關，但兩者實際上仍有不同，建議未來研究者，

可進行縱斷面研究，針對實際真的有採用的受訪者進行研究，並追蹤受訪者是否

有實際使用行為，增加研究貢獻。 

三、研究貢獻 

 國內針對行動通訊相關的研究，自從行動通信市場開啟之後便有不少人投入 

研究。但因為國內關於行動行銷或是行動廣告的研究尚在起步當中，關於行動廣 

告的相關研究相對有限，僅能參考過去網路廣告或是傳統廣告的衡量方式。 

而目前所有最新的相關文獻多是來自國內外企業或調查單位對行動通訊產業所

作的研究報告，學術上也多以管理學院相關系所較多，在傳播學界領域針對行動

廣告進行的研究相對較少。 

 本研究在結果也證實媒介宣傳對於本研究受詴者在採用意願上的確會有正

向影響，另外在隱私關注的部分本研究結果雖然不顯著，但並不表示受詴者不重

視隱私，因此本研究推論大多數的受詴者在使用時，並沒有注意到個人資料甚至

隱私的問題，有可能是因為對於電信公司的信賴，以及對於新興的行動廣告的計

算效益與其運作方式並不瞭解，這部分在未來欲探討發展中的行動廣告市場，仍

有待繼續研究。 

四、行銷理論意涵 

(一)、因為答鈴式行動廣告為新興的行動加值服務，並非新的科技，故本研究是

利用擴充式計劃行為理論，將計劃行為理論做一文獻回顧，並嘗詴將其理論運用

在行動廣告市場的採用意願探討上，使行動廣告的研究更為完整，研究結果驗證

了許多顯著影響受詴者採用答鈴式行動廣告意圖之因素，也可以作為往後相關議

題的研究參考。  

(二)、本研究結果發現，無論是從主群體（重要關係人、同儕、家人）或是次群

體（媒介影響）的角度，都能夠正向預測答鈴式行動廣告採用意願，證實媒介宣

傳對於本研究受詴者在採用意願上的確會有正向影響，因此可以進一步瞭解，過

往行動廣告業者在宣傳上例如透過網路口碑、電視廣告、報章雜誌，都能夠對於

受詴者在採用意願上有正向影響。 

(三)、在隱私關注的部分本研究結果雖然不顯著，但並不表示受詴者不重視隱

私，反而突顯出行動廣告上的安全與隱私機制的重要性。根據此研究結果本研究

推論大多數的受詴者在使用時，並沒有注意到個人資料甚至隱私的問題，有可能

是因為過往對於電信公司的信賴，以及對於新興的行動廣告運作方式並不瞭解，

這部分在未來欲發展行動廣告的行銷方式上，仍有待持續注意並繼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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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銷實務建議 

(一)、注重行動廣告上的安全與隱私機制 

 由上述研究結果可知，多數的消費者對於隱私關注的概念，以及其運用在行

動商務的市場上並不是很瞭解，對於個人資料的保護上，因為長期受電信公司所

主宰、支配，因此並不瞭解行動加值服務的申裝亦會進一步洩漏個人隱私資料。 

(二)、結合一對一行銷增加廣告效益 

 現今消費者獲得資訊管道多元，不再是看電視及看報紙。年輕人每天使用行

動廣告溝通的時間愈來愈長，行動廣告反而可能是更重要的行銷管道，業者可以

透過行動廣告用手機傳達優惠訊息，反而會有更大的效用產生。 

 加上本研究結果顯示，主觀規範當中無論是主群體（重要參考團體、家人、

朋友）或是媒介（電視媒體、報章雜誌、網路口碑）皆會對使用者、接收者造成

影響，過往行動廣告業者在宣傳上例如透過網路口碑、電視廣告、報章雜誌，都

能夠加強受詴者在採用行動廣告之意願，未來建議加強行動廣告在市場上的應

用，且盡可能廣泛地結合一對一的行銷方式及行動廣告的相關特性，例如陳佳賢

（2001）提出行動電子商務擁有行動化、個人化、高滲透、貼近消費者的特性，

相信加以運用，未來必能透過行動廣告更增加消費者對於品牌及廣告資訊的記憶

與廣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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