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是在探討消費者的產品知識及涉入對於過時動機的影響，以及不

同過時動機其選擇促銷活動和產品品質間的關聯。本章第一節根據之前的文獻探

討提出研究架構，並以此架構闡明本研究之主要概念；第二節提出研究假說；第

三節則說明研究架構中各項變數的定義及其衡量方法；第四節說明問卷前測、問

卷設計及抽樣方法之進行；第五節說明資料分析之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的研究目的與文獻的回顧與整理，本研究除了探討產品過時

(product obsolescence)、品質(quality)、以及促銷活動(sales promotion)的構面，進

一步透過迴歸分析去了解消費者的產品知識與涉入如何對消費者的過時動機產

生影響，透過該影響進而提高或降低其對於不同促銷活動選擇以及產品品質構面

重視程度之效果。最後，綜合上述各部分之分析結果做出結論與建議。據此，本

研究建立之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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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研究之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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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說 
 
    Petty and Cacioppo (1981)提出推敲可能性模式(Elaboration Likelihood 

Model；ELM)，認為態度的改變主要是透過兩種說服途徑，第一種為中央路徑

(central route)，第二種為周邊路徑(peripheral route)。「中央路徑」是指，當個人

具有高度的動機或能力，並可以針對訊息做仔細的評估與考量。若訊息是中肯

的、具說服性的，則將衍生出對該議題有利的想法，並加以肯定；反之，若訊息

內容是不可信或可疑時，則會衍生出與主題相反的想法，甚至出現反彈的效果，

此類訊息論點又稱為中央線索(central cue)。「周邊路徑」是指，當個人不具高度

的動機或能力，則無法或者不願意針對訊息的內容作深入的思考，而是受到該情

境下某些簡單或周邊線索(simple/ peripheral cue)的影響，進行推論後改變其態

度。此時，個人對訊息的評估比較容易受到主觀情感的影響。所謂的「動機」與

「能力」，則可以以消費者的「涉入程度」以及「產品知識」來衡量。根據 ELM

模式中所提及關於訊息接受者「動機」及「能力」影響處理資訊的過程來推論，

高涉入的消費者應該較低涉入的消費者願意處理資訊，並採取中央路徑與中央線

索。同樣的，高產品知識的消費者應該較低產品知識的消費者願意處理資訊，並

採取中央路徑與中央線索。 

 

Cooper (2004)依消費者過時產品的原因將過時分為三類，第一類為「技術型

過時」(technological obsolescence)，消費者因為舊有產品的品質劣於新產品或是

新模式而過時產品，第二類為「經濟型過時」(economic obsolescence)，消費者因

為財務上的因素導致產品被認為不再值得保存，第三種則是「心理型過時」

(psychological obsolescence)，消費者對於產品的外觀、時尚潮流的轉變、市場行

銷手法之刺激等原因而汰舊換新。根據 ELM 所提及關於訊息接受者「動機」以

及「能力」影響處理資訊的過程，以及 Cooper (2004)對於上述三類產品過時分類

之描述，本研究推論消費者進行產品更換評估時的背後動機，會受到消費者涉入

程度以及產品知識高低之影響。消費者的涉入程度，主要是用來衡量消費者更換

手機「動機」的強弱，因此，涉入程度越高，動機越強。故，本研究推論當消費

者的涉入程度越高，對「技術型過時」、「經濟型過時」、以及「心理型過時」

皆有正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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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涉入程度的高低會影響響消費者在產品過時之傾向。 

    H1-A：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產生「技術型過時」。 

    H1-B：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產生「經濟型過時」。 

    H1-C：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產生「心理型過時」。 

 

當消費者的產品知識越高時，則消費者越能客觀且理性地進行認知上的判

斷，針對訊息或產品特性做仔細的評估與考量，因此會傾向形成「技術型過時」

以及「經濟型過時」。「心理型過時」因為容易受到外在行銷手法的刺激、或是

自身對於時尚潮流的敏感度所影響，而非與產品屬性相關的認定，因此推論產品

知識對於「心理型過時」的影響較不明顯。 

 

H2：產品知識的高低會影響消費者在產品過時之傾向。 

    H2-A：當主觀產品知識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產生「技術型過時」。 

    H2-B：當主觀產品知識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產生「經濟型過時」。 

 

根據 Garvin (1984)的「使用者基礎法則」(the user-based approach)以及「價 

值基礎法則」(the value-based approach)的定義，「品質」可視為一項產品在可接

受的成本或價格下，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能力。滿足消費者需求的能力越高，則品

質就越高。提到，消費者在不同的情境變數下，會有意識或無意識地處理與產品

品質屬性相關的線索，進而影響其選擇的產品。這樣的價值判斷，就是消費者知

覺品質概念的展現 (Zeithaml, 1988)。因此，根據相容性原則（Tversky, Sattath, and 

Slovic,1988），為了使得過時動機背後之需求被滿足，消費者在處理與產品品質

相關的線索時，會給予與該動機相似度較高的品質構面，較高的權重。因此，本

研究推論，消費者在進行產品過時評估時，會根據過時動機的傾向不同，而給予

最能滿足該動機之品質構面較高的權重。亦即，不同的過時動機會影響消費者對

於產品品質構面的重視程度。 

 

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2000)將耐久財產品品質的構面分為「使用容

易度」(ease of use)、「功能多樣性」(versatility)、「耐久性」(durability)、「可

服務性」(serviceability)、「績效」(performance)、以及「尊榮感」(prestige)這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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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其中，「耐久性」以及「績效」是屬於產品的最終效益，而「使用容易度」

以及「功能多樣性」則是達成產品最終效益的工具或途徑，至於「可服務性」以

及「尊榮感」兩者，則屬於產品無形的效益，前者為與產品相關的客觀效益，後

者則為與消費者心理狀態相關的主觀效益。 

 

本研究推論當消費者的「技術型過時」傾向越高，表示消費者越傾向因為

新產品具有新的產品功能而過時舊產品，因此在針對不同品質構面進行評估時，

推論該類型消費者會傾向較重視產品的「使用容易度」、「功能多樣性」、以及

「可服務性」這三個構面，因為這三者都與產品的附加功能相關；至於手機的基

本功能或屬性，像是「耐久性」以及「績效」，並不會因為隨著新手機的上市而

有太大的改變，因此推論「技術型過時」傾向並不會影響消費者對於「耐久性」

以及「績效」的重視程度。當消費者的「經濟型過時」傾向越高，表示消費者越

傾向因為舊產品的性能/成本比例、產品折舊、或修復價格高於重新購買一項新

產品等原因而過時舊產品，因此，在針對不同品質構面進行評估時，該類型消費

者應會較重視產品的「耐久性」以及「績效」，因為當產品的耐久度越高，表示

新產品的壽命較長或耗損率較低，當產品的績效越好，表示新產品的性能/成本

比例越高，而得以吸引該類消費者進行更替舊產品的決策；最後，「心理型過時」

表示消費者較關心產品的象徵價值，包括展現自己符合時尚潮流、或展現自己的

社會地位。該象徵意義的展現可能來自於廠商於產品之定位與形象設定，屬於品

質的「尊榮感」構面；也可能來自於產品是否擁有最先進或別人所沒有的功能或

效能，屬於品質的「使用容易度」、以及「功能多樣性」兩個構面。因此，當消

費者的「心理型過時」越高，推論該類型消費者在針對不同品質構面進行評估時，

會較重視產品的「尊榮感」、「使用容易度」、以及「功能多樣性」這三個構面。 

 

H3：不同類型的產品過時，對於各品質構面的重視程度會有所差異。 

    H3-A：當「技術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與產品效能相關之品

質構面，包括「使用容易度」、「功能多樣性」、以及「可服務性」

的品質構面。 

H3-B：當「經濟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耐久性」以及「績

效」的品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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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C：當「心理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尊榮感」、「使用

容易度」、以及「功能多樣性」的品質構面。 

 

從之前的文獻探討可知，Okada (2001)指出消費者在舊有產品尚未耗盡其價

值前就要購買新產品，則消費者就必須將原本舊產品的「心理帳面價值」（mental 

book value）抹去，該項成本會影響消費者決定是否進行更換的決策。若購入新

產品所提供舊產品更高或更能滿足消費者的價值，或該價值高於消費者必須抹去

的「心理帳面價值」，則消費者就可能會產生過時的想法。根據 Chandon, Wansink, 

Laurent (2000)將促銷活動所提供的消費者價值定義為「消費者在促銷活動經驗中

所知覺到的價值」。這樣的定義，背後暗示著消費者之所以對促銷活動有回應，

是因為促銷活動提供了正面的經驗或消費者價值。Tversky, Sattath, and Slovic 

(1988)中提到，根據相容性原則(compatibility principle)，一項產品的構面(例如該

產品所提供的效能面利益)如果和消費者的目標相似度越高，則消費者態度的形

成上，該構面被給予的權重就會越高。他們認為，消費者之所以會給予相符度高

的構面較高的權重，是因為這些構面比較容易地能夠和預期的結果作配適。例

如，去衡量免費禮品對於一項消遣性的產品的附加價值，會比衡量對於一項效能

性產品的附加價值要來的容易。在相容性原則下認為，越能和促銷產品本質相符

的促銷活動，越容易被評估，因為在產品與促銷活動之間具有較高的相似度；而

且在這樣的情況下，促銷活動對於產品最終價值的影響效果也較大。 

 

Chandon, Wansink and Laurent (2000)提到不同促銷活動類型的有效與否，會

和促銷活動本身所提供的價值與產品本身、消費者本身或是當時購買情境不同而

有所變化。貨幣型促銷活動，包括直接降價、折價券，可提供較多的「實利利益」

(Utilitarian benefits)，包括「經濟利益」(monetary savings)、「品質利益」(quality)、

以及「方便性利益」(convenience)三者；非貨幣型促銷活動，包括禮品、競賽、

抽獎，可提供較多的「享樂利益」 (hedonic benefits)，包括「探索性利益」

(exploration) 和「娛樂利益」(entertainment)。無論是貨幣型或是非貨幣型的促銷

活動，都可能提供「價值呈現」 (value expression)的效用。「實利利益」主要是

工具性的、功能性的、認知的，它提供消費者達成工具性目的的方法。「享樂利

益」則是非工具性的、經驗式的、情感的。消費者必須自己去體會，無須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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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面的目的。 

    根據上述的論點，本研究推論消費者在進行產品更換時，會根據自身更換動

機的不同而選擇能提供最能滿足該動機之消費者價值的促銷活動類型。亦即，不

同的過時動機會影響消費者對於促銷活動類型的選擇。過時動機，如「技術型過

時」偏向產品客觀屬性的認知判斷，則消費者傾向選擇提供較多「實利利益」的

「貨幣型」促銷活動；過時動機，如「心理型過時」，為偏向經驗式的、情感的

判斷時，則推論消費者傾向選擇「非貨幣型」促銷活動，以滿足其在「享樂利益」

價值之需求。至於「經濟型過時」主要是因為財務上的因素導致產品被認為不再

值得保存，該財務因素可能源自於新產品變便宜後使消費者減少金錢上的”損

失”，或是消費者在購買新產品時預期獲得額外的”利益”而來。故，推論「經濟

型過時」可能同時受到「貨幣型」或「非貨幣型」促銷活動之吸引，因為「貨幣

型」的促銷活動如直接降價，或是「非貨幣型」促銷活動如摸彩，可個別形成消

費者”減少損失”以及”獲得額外利益”的知覺效果。 

H4：不同類型的產品過時，對於促銷活動類型的選擇會有所差異。 

    H4-A：當「技術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傾向選擇「貨幣型」促銷活動。 

    H4-B：當「心理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傾向選擇「非貨幣型」促銷活動。 
    

    消費者的涉入程度越高，表示消費者的購買動機越強，因此推論消費者會更

願意花時間去評估產品的各個品質構面，因此本研究認為涉入對於品質構面間也

存在正面的顯著效果；同理，當消費者的涉入程度越高，表示”買一隻新手機”

是一項重要的決定，因此消費者會更加注意到廠商所舉辦的所有促銷活動，包括

貨幣式與非貨幣式，因此，本研究亦認為涉入對於促銷活動存在正面的顯著效果。 

 

H5：購買涉入程度對品質構面以及促銷活動具有正面影響。 

    H5-A：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消費者對於「使用容易度」、「功能多樣性」、

「耐久性」、「可服務性」、「績效」、以及「尊榮感」這六種品質

構面的重視度會提高。 

    H5-B：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消費者對於「貨幣型」以及「非貨幣型」促

銷活動的重視度會提高。 

 42



當消費者的產品知識越高時，則消費者越有能力客觀地針對產品屬性與效能

做評估，因此在與產品屬性與效能較相關的品質構面上，包括「使用容易度」、

「功能多樣性」、以及「可服務性」三個構面上，預期會有直接的影響，而在「耐

久性」、「績效」、以及「尊榮感」三者則無。「耐久性」與「績效」與手機的

使用年限以及通訊品質有關，若是在一般的使用狀況下，基本上手機的使用年限

都很長，在技術的進步下，手機的通訊品質也都具有一定程度的水準。在這樣的

情況下，本研究認為產品知識的高低並不會影響到消費者對於「耐久性」與「績

效」的重視度。 

 

在促銷活動類型的選擇上，本研究則認為與產品知識高低並無太大的直接關

聯，因為促銷活動通常與產品的屬性或效能無關，因此產品知識必須透過消費者

產品過時傾向間接地影響消費者對於品質構面以及促銷活動的態度。 

 

H6：當主觀產品知識越高，消費者越重視「使用容易度」、「功能多樣性」、

以及「可服務性」的品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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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操作型定義(各變數定義與衡量) 

 

一、購買涉入(purchase involvement) 

 

參考 Zaichkowsky (1985)、Swinyard and William (1993)、Peter and Olson 

(1999)對於涉入之定義，本研究中所指的涉入係指「個人於在某個特定情境

下，由某一個刺激所激發而知覺到的個人重要性或是一件事物、活動與個人

的攸關性，而可能影響消費者對於資訊的接收與處理。」Zaichkowsky (1986) 

根據涉入對象的不同，又將涉入分為「廣告涉入」、「產品涉入」、以及「購

買涉入」三類。根據本研究之目的，研究中衡量受試者涉入程度的目的，是

為了了解涉入高低如何影響不同過時型態的消費者在進行更替決策時，對於

促銷活動類型的選擇偏好以及對於不同產品品質構面的重視程度。因此，研

究中以衡量受測者之「購買涉入」為宜。本研究參考 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提出的消費者涉入量表題目來衡量消費者的「購買涉入」，共 3 個敘

述，由五個尺度的李可特量表衡量，1 表示非常不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表3-1 購買涉入構面問項 

1. 我在選擇手機的時候會十分小心比較 
2. 購買哪一款的手機對我來說很重要  

購買

涉入 
3. 對我而言，選擇手機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二、主觀產品知識(subject product class knowledge) 
 

根據 Brucks (1985)的研究將產品知識歸結成三大類，第一類為「主觀產

品知識」，衡量受測者者自信地對於自己了解產品多少的主觀認知；第二類

為「客觀產品知識」，衡量受測者記憶中所儲存相關知識的數量、種類和相

關知識間的組織程度；第三類則是衡量個人對於產品的先前的購買與使用經

驗。其中，在 Alba and Hutchinson (1987)的研究中發現，「主觀產品知識」

的認知，會深刻地影響消費者於各種不不同情況下的反應，如資訊的蒐集方

式以及購買決策的形成。本研究中衡量受試者產品知識的目的，是為了檢試

產品知識高低如何影響不同過時型態的消費者，對於促銷活動類型的選擇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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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以及對於不同產品品質構面的重視程度。而要辨別影響消費者更替決策的

形成，需要的應該是受測者主觀認為自己對於產品的了解，而不是受測者真

正對產品的認識。本研究參考 Ozanne, Brucks, and Grewal (1992)研究中有關

產品主觀知識的衡量表，共有 6 個敘述，由五個尺度的李可特量表衡量，1

表示非常不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表3-2 主觀產品知識構面問項 

1. 我對於買手機這件事，有足夠的資訊與了解 
2. 購買手機時，我清楚知道應該比較哪些功能 
3. 我並不了解購買手機的過程是什麼 
4. 我對於目前手機製造、技術研發有一定程度的了解 
5. 我十分了解購買手機的手續 

主

觀

產

品

知

識 6. 我不清楚在購買手機時，應該比較哪些功能或注意哪些細節 
 
 
 
三、過時性(obsolescence) 

     

Bayus (1988) 將更替購買定義為「在產品損壞之前就加以更換」，而影響消

費者做出更替購買決定的原因可以分為「絕對過時」以及「相對過時」兩種。前

者主要是廠商面的因素，而後者則是消費者主觀地將舊有產品與新產品兩者進行

比較所產生。本研究參考 Cooper (2004)的研究，將「相對過時」又分為「技術性

過時」、「經濟性過時」、以及「心理性過時」。「技術性過時」的定義是當舊

有產品的品質劣於新產品或是新模式。「經濟性過時」是當因為財務上的因素導

致消費者認為產品不再值得保存。「心理性過時」則是消費者因為知覺需求之改

變、時尚潮流的轉變、市場行銷手法之刺激等原因，不再受原有產品吸引所致。 

 

考慮到「產品過時」是消費者進行購買決定時的一種決策傾向，無法直接加

以衡量；過去的研究也多以質化的方式針對消費者過時行為動機做整理，而未發

展完整的量表來衡量消費者在過時決策的傾向。本研究根據Cooper (2004)對於

「技術性過時」、「經濟性過時」、以及「心理性過時」、三者的定義，參考

Lichtenstein, , Nancy, and Richard (1993)的尊榮敏感度(prestige sensitivity)、價格意

識 (price consciousness)、Parker, Hermans, and Schaefer (2004)時尚意識(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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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Safiek and Mokhlis (2006)以及Rao, Bergen (1992)的品質意識

(quality consciousness)、Mittal (1994)的價值意識 (value consciousness)這五個構面

之量表中，自行設計題組去捕捉消費者在上述三種不同過時動機之傾向。共選出

17 個敘述，由五個尺度的李可特量表衡量，1 表示非常不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表3-3 產品過時構面問項 

1. 購買高價品牌的產品讓我感覺很好 
2. 購買最昂貴品牌的產品，讓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格調的人 
3. 購買高價的產品可以做為我身分地位的象徵 
4. 我會去購買最昂貴品牌的產品，因為我知道別人會注意到 
5. 在產品功能和造型兩者做選擇時，我會以造型為主要考量 
6. 穿著、搭配時尚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7. 時尚、吸引人的產品風格設計，對我重要 
8. 為了找到較低的價格，我會貨比三家 
9. 為了省錢，花時間和精力去比較手機的價格，是不值得的 
10. 我會為了找到較低的價格，而到各個不同的銷售點作比較 
11. 我會關心價格的高低，但是我也同樣在意產品的品質 
12. 雖然我偏好購買低價格的產品，但是這些產品仍必須具有某一程度上的品質才行 
13. 購買產品時，我會比較各品牌品質，以確保我的錢花得值得 
14. 我關心產品的品質而且願意為此多付一點錢購買 
15. 為了好的品質，多付一些錢是值得的 
16. 我所買的產品品質比我所必須支付的價格要來的重要 
17. 購買前，我會先確認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具有一定的品質 
 
 
 
四、 品質(quality) 

 

本研究中所謂的「品質」是指「在可接受的成本下或是價格下，最 

能滿足消費者不同需求之產品構面」，該定義與「知覺品質」的概念接近，品質

的高低由消費者而非廠商來決定。消費者對於品質的判斷或是重視程度可能會受

到過去使用或購買經驗之影響，而產生主觀的看法，而影響下一次的購買決策。 

     

本研究參考 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2000)則是針對耐久財提出品質的六

項構面定義，包括使用容易度、功能多樣性、耐久性、可服務性、績效、以及尊

榮感來發展問卷題目，再輔以參考國內多篇針對手機產品特性之論文問卷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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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選出 26 個敘述，由五個尺度的李可特量表衡量，1 表示非常不重要，5 表示非

常重要。 

 
表3-4 手機品質構面問項 

1. 有無產品維修保固 14. 螢幕大小 
2. 售後服務品質 15. 外型設計具流行時代感   
3. 配件完備與否 16. 外殼與鍵盤設計具有質感 
4. 維修便利性 17. 可否顯示我的身份地位 
5. 資料傳輸功能(透過電腦下載圖鈴、通 

訊錄等) 
18. 是否可表現自我的形象、個性 

6. 通訊功能(GPRS/WAP、紅外線、藍芽) 19. 親戚朋友對手機的評價 
7. 網路功能(WAP、Internet、i-Mode) 20. 收訊/通話品質 
8. 頻段（GSM 900/1800、GSM 1900、PHS）21. 操作穩定性 
9. 語音功能(內建和絃鈴聲、語音記事) 22. 電磁波強度 
10. 多媒體功能(如照相功能與MP3撥放) 23. 電池待機時間 
11. 顯示的字體大小 24. 是否耐摔 
12. 可中文輸入及顯示 25. 防水性 
13. 輕薄短小方便攜帶 26. 使用壽命 

 
 
 

五、 促銷活動（Sales Promotion） 

         

本研究的促銷活動針對的是「消費者促銷」，亦稱為「對外促銷活動」(Shimp 

and Delozier, 1986)，藉由創造消費者需求，由銷售通路將產品拉出去，主要目的

是為了吸引消費者以鼓勵其購買。參考Kotler (2000)以及Liao(2006)的研究，本研

究中所提及的促銷活動係主要是指「所有具短期性質的溝通性活動，透過通路，

以推進產品、服務、計畫、或是方案，以刺激顧客對於該產品或服務之購買反應

或提高試用率。」

 

本研究參考Pierre, Brian, and Gilles (2000)對於促銷活動的分類方式，分別

為「貨幣型」促銷活動，包括價格格扣以及免費贈品，以及「非貨幣型」促銷活

動，包括贈獎以及抽獎兩類。由於研究內容並未針對特定產品的促銷活動發展量

表，本研究輔以參考國內康華容(2002)針對手機產品之研究，加以設計本研究之

量表。貨幣型與非貨幣型之促銷活動敘述各五個，共選出 10 個敘述，由五個尺

度的李可特量表衡量，1 表示非常不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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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促銷活動類型構面問項 

1. 我會注意廠商是否有降價的活動 
2. 當手機廠商舉辦手機降價折扣活動時，會非常吸引我 
3. 我會稍加注意廣告宣傳單上是否有手機降價的訊息 
4. 可以用折價券買手機的活動會是個好交易 

貨幣型 
促銷活動 

5. 假如購買手機可以使用折價券，我會考慮購買 
1. 購買手機附有禮品的活動，總是會比較吸引我 
2. 我喜歡購買手機，同時免費獲得額外禮品的活動 
3. 我會注意購買手機額外附有贈品的促銷活動 
4. 假如手機廠商舉辦購買手機可以參加抽獎活動，我會考慮購買 

非貨幣型

促銷活動 

5. 我喜歡購買手機可以摸彩的促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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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問卷設計與抽樣方法 

 
一、前測 

 

    問卷前測設計是依據研究目的與假設所需而建立的，依據先前相關研究之文

獻探討，並與指導教授討論後，針對政治大學大學部的學生進行測試，共發出30

份問卷，刪除掉4份漏答的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26份。透過前測之分析，逐步

刪除較不具效度的題目，經過多次的修正後，才決定正式問卷。 

 
 
 
二、問卷設計 

 

    經過前測結果的調整，本研究正式問卷共分為六部份，其順序與包含的題數

以及衡量構面如表 3-6： 

表3-6 正式問卷設計 

問卷部份 題數 衡量構面 參考文獻 
第一部分 4 過去手機購買與使用經驗 NA 
第二部份 12 過時動機之傾向 

 
 

Cooper(2004)；Lichtenstein, 
Nancy, and Richard 
(1993)；Parker, Hermans, 
and Schaefer (2004) ；
Safiek Mokhlis(2006)；Rao, 
Bergen (1992)；Mittal(1994)

第三部份 18 各品質構面之重視程度 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2000)；蔡政澄(2002)；王

文妤(2003)；林美慧（2002）
第四部份之一 5 主觀產品知識高低 Ozanne, Brucks, and Grewal 

(1992) 
第四部份之二 3 購買涉入程度高低 Laurent and Kapferer (1985)
第五部份 8 不同促銷活動類型之偏好 Pierre, Brian, & Gilles 

(2000)；康華容(2002)
第六部份 6 個人基本資料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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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抽樣方法 

 

根據東方消費者行銷資料庫 2002 年的調查，青少年使用手機下載音樂的比

例偏好接近全體水準（3.2%）的三倍（9.3%），青少年對手機的接受度最強，

使用的功能也最深入，他們利用手機的功能為市場當中最徹底的族群，這使得他

們成為廠商新型手機上市的良好試點。因此，本研究之調查對象以擁有行動電話

的大學部學生為研究對象。限於研究之時間、人力及財力，本研究以政治大學以

及台灣大學工學院的大學生(不含研究生)為抽樣母體，採用分層抽樣法，根據政

治大學商學院以及非商學院學生之比例做為分層抽樣的依據，於今年四月中開始

於政治大學以及台灣大學校園發放，共發放 250 份問卷，於五月初全部回收完

成，有效回收份數為 240 份，有效回收率達 96%。樣本分配比例為商學院大學生

92 份，佔總樣本數的 39%；非商學院大學生 85 份，佔總樣本數的 35%；工學院

大學生 63 份，佔總樣本數的 26%，如表 3-7。 

 

表3-7 問卷發放與回收狀況 

學校 學院 抽樣數 抽樣比例 
商學院 92 39% 國立政治大學 
非商學院 85 35% 

國立台灣大學 工學院 63 26% 
有效份數  24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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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主要使用 SPSS12.0 中文版做為統計分析工具，資料分析的統計方法

包括：因素分析 (factor analysis)、信度分析(reliability analysis)、以及迴歸分析

(regression analysis)。 

 

(一) 因素分析：利用因素分析來檢驗消費者過時、品質構面、以及促銷活 

     動之各項構面。透過因素的萃取，可以以較少的構面來表示原有的資 

     料結構，減少後續處理與解釋的困難度，以利之後信度、效度、以及 

     迴歸分析的進行。   

 

(二) 信度及效度分析：為了確認各個構面衡量問項的適切性，本研究利用 

     因素分析後所獲得的各項構面，計算各構面的 Cronbach’sα係數，了    

     解各個構面量表之信度，以檢驗問卷內部效度的一致性。在效度的部 

     分，則是透過回顧大量的文獻後，透過與教授之討論以及前測結果逐 

     步刪減到效度較低的項目，以使量表更具內容效度。 

 

(三) 迴歸分析：本研究乃是以迴歸分析來進行不同過時類型對於產品品質 

    構面以及促銷活動類型之實證資料的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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