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資料分析結果與討論 

 

第一節 研究變數因素之萃取 

本節根據「產品過時」、「產品品質」、以及「促銷類型」三構面中的變數，

利用KMO以及Bartlett’s球型檢定來判斷資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以及抽樣的

適切與否。之後再利用因素分析最大變異法萃取出主要的共同因素。 

 

一 、KMO及Bartlett’s球型檢定 

 

在進行因素分析之前，利用KMO及Bartlett’s球型檢定來判斷資料是否適合進

行因素分析。KMO是Kaiser-Meyer-Olkin的取樣適當性衡量量數，當KMO值越

大，表示變數間的共同因素越多，越適合進行因素分析。根據Kaiser的觀點，若

KMO＞0.8表示很好(meritorious)，KMO＞0.7表示中等(middling)，KMO＞0.6表

示普通（mediocre），若KMO＜0.5則表示不能接受（unacceptable）。此外，Bartlett’s

球型檢定則是用來判斷資料是否是多變量常態分配，也可用來檢定是否適合進行

因素分析。由表4-1可看出產品過時、產品品質、以及促銷類型的KMO取樣適當

性量數係數皆大於0.7，而Bartlett’s檢定統計量的p值均小於顯著水準1%，表示該

資料之抽樣為適當且適合進行因素分析。 

表4-1 KMO及Bartlett’s球型檢定 

 KMO取樣適當性量數 Bartlett’s檢定統計量 P值 

產品過時 0.701 1191.316 0.000* 

產品品質 0.771 1664.981 0.000* 

促銷類型 0.745 1205.855 0.000* 

註：*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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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素分析 
 

(一) 產品過時因素之萃取 

由於用以測量受測者過時產品傾向的問項共有12個，因此利用因素分析萃取

較精簡的共同因素以消費者產品過時之構面分析。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方法中的

主成分分析法進行因素萃取，並以Varimax 法進行因素轉軸，因素分析結果如表

4-2所示。 

表4-2 產品過時構面因素之萃取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變數問項與因素負荷量     
我關心產品的品質，而且願意為此多付一點

錢購買 
 

0.884 
  

為了好的品質，多付一些錢是值得的  0.828   
購買前，我會先確認所購買的產品或服務具

有一定的品質 
 

0.771 
  

購買產品時，我會比較各品牌品質，以確保

我的錢花得值得 
 

0.702 
  

我會關心價格的高低，但是我也同樣在意產

品的品質 
 0.543   

     
購買最昂貴品牌的產品，讓我覺得自己是一

個有格調的人 
  0.806 

購買高價的產品可以做為我身分地位的象 
徵 

  0.809 
 

購買高價品牌的產品讓我感覺很好   0.767 
時尚、吸引人的產品風格設計，對我重要   0.682 
穿著、搭配時尚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0.652  
     
為了找到較低的價格，我會貨比三家    0.871 
為了省錢，花時間和精力去比較手機的價 
格，是不值得的 

   0.791 

     
特徵值  3.515 2.439 1.461 
解釋變異量(%)  29.293 20.326 12.171 
累積解釋變異量(%)  29.293 49.618 61.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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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命名  技術過時 心理過時 經濟過時

 

從表中可以看到共萃取了3個特徵值大於1的共同因素，特徵值分別為

3.515 、2.439、以及1.461，解釋變異量分別為29.293%、20.326%、以及12.171%，

累積的解釋變異量達61.789%，相當能代表原始資料。由轉軸後的因素負荷量將3

個因素命名為「技術過時」、「心理過時」以及「經濟過時」。 

 
 
 
(二) 品質因素之萃取 
 

    測量產品品質變數多達18個，因此以主成分分析法，進行較精簡的共同因素

萃取，同樣以Varimax 法進行因素轉軸，因素分析結果如表4-3所示。從表中可

以看到共萃取了4個特徵值大於1的共同因素，特徵值分別為4.574、3.024、1.787、

以及1.232，解釋變異量分別為25.410﹪、16.798﹪、9.928﹪、以及6.843﹪，累

積的解釋變異量達58.979﹪。由轉軸後的因素負荷量個別將4個因素依序 

命名為「附加功能」、「最終效益」、「尊榮感」、以及「可服務性」。其中，

「附加功能」因子的問項接近Bruck, Zeithaml, and Naylor (2000)六個耐久財品質

構面中的「使用容易度」以及「功能多樣性」構面之敘述，主要是可以利用這些

附加功能以及簡便的操作方式，來達到最後手機的核心效益，亦即通訊；「最終

效益」因子則與「耐久性」以及「績效」之內涵相似，較接近手機最基本的產品

效益，也就是溝通及通訊的作用。因此，「附加功能」可以視為達到「最終效益」

之途徑與方法。在之後的迴歸分析即以「附加功能」、「最終效益」、「尊榮感」、

以及「可服務性」這四個因子進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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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 品質構面因素之萃取 

  因素一 因素二 因素三 因素四 
變數問項與因素負荷量      
螢幕大小  0.709    
資料傳輸功能(透過電腦下載圖鈴、通訊錄

等) 
 0.699    

語音功能(內建和絃鈴聲、語音記事)  0.665    
顯示的字體大小      
 0.6

55
    

網路功能(WAP、Internet、i-Mode)  0.606    
多媒體功能(如照相功能與MP3撥放)  0.596    
頻段（GSM 900/1800、GSM 1900、PHS）  0.581    
      
      
收訊/通話品質   0.804   
操作穩定性   0.778   
電池待機時間   0.755   
是否耐摔   0.740   
防水性   0.645   
      
外型設計具流行時代感      0.778  
外殼與鍵盤設計具有質感    0.774  
可否顯示我的身份地位    0.758  
是否可表現自我的形象、個性    0.701  
      
有無產品維修保固     0.865 
售後服務品質     0.843 
      
特徵值  4.574 3.024 1.787 1.232 
解釋變異量(%)  25.410 16.798 9.928 6.843 
累積解釋變異量(%)  25.410 42.208 52.136 58.979 
      
因素命名  附加 

功能 
最終 
效益 

尊榮感 可服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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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促銷活動因素之萃取 
 

測量促銷活動的變數為8個，因此以主成分分析法進行較精簡的共同因素萃

取，同樣以Varimax 法進行因素轉軸，因素分析結果如表4-4所示。從表中可以

看到共萃取了2個特徵值大於1的共同因素，特徵值分別為3.839以及1.792，解釋

變異量分別為47.986%以及22.398%，累積的解釋變異量達70.384%。由轉軸後的

因素負荷量個別將2個因素依序命名為「非貨幣型」與「貨幣型」因子，以進行

之後的迴歸分析。 

 

表4-4 促銷活動構面因素之萃取 

  因素一 因素二 
變數問項與因素負荷量    
我喜歡購買手機，同時免費獲得額外禮品的

活動 
 0.883 

 

購買手機附有禮品的活動，總是會比較吸引

我 
 0.834 

 

我會注意購買手機額外附有贈品的促銷活

動 
 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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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1  

我喜歡購買手機可以摸彩的促銷活動  0.706  
    
我會注意廠商是否有降價的活動   0.895 
當手機廠商舉辦手機降價折扣活動時，會非

常吸引我 
  

0.882 

我會稍加注意廣告宣傳單上是否有手機降 
價的訊息 

  
0.817 

    
特徵值  3.839 1.792 
解釋變異量(%)  47.986 22.398 
累積解釋變異量(%)  47.986 70.384 
    
因素命名  非貨幣型 貨幣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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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之信度與效度 

 
一、信度 
 

本次研究中各構面之Cronbach's Alpha係數值如表4-5所示。表中的Cronbach 

Alpha值除了「經濟過時」為0.664，其他皆大於0.7，顯示同樣的構面之題目間具

有同質性，各構面之衡量題目具有信度。 

 

表4-5 各構面之Cronbach's Alpha值 

問  卷  構  面 題數 Cronbach's Alpha值 
技術過時 5 0.817 
經濟過時 2 0.664 

產品過時 

心理過時 5 0.804 
附加功能 7 0.799 
最終效益 5 0.810 
尊榮感 4 0.780 

產品品質 

可服務性 2 0.857 
貨幣型 3 0.848 促銷活動 
非貨幣型 5 0.872 

主觀產品知識 5 0.781 
購買涉入 3 0.788 
 
 
 

二、效度 

 

本研究問卷各構面之問項設計，乃基於參考與回顧文獻後，並考慮手機產業

之特性後設計。於正式問卷發放之前，先透過前測問卷結果來檢視各構面問項之

配適加以調整，並與教授多次討論之後修改完成，因此，該問卷量表衡量之問題

及構面已經足以涵蓋消費者產品過時、手機產品屬性、手機促銷活動之構面，具

有內容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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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架構與假設修正 

 

根據因素分析的結果，針對研究架構與假說進行修正，之後再根據修正的研

究架構與假說進行迴歸之分析。本研究之研究架構修正如下圖4-1所示。 

 
 
 
 
 
 
 
 
 
 
 
 
 
 
 
 
 

促銷活動 

1. 貨幣型促銷活動 
2. 非貨幣型促銷活動 

品質構面 

1. 附加功能 
2. 最終效益 
3. 尊榮感 
4. 可服務性 產品過時 

1. 技術型過時 
2. 經濟型過時 
3. 心理型過時 

消費決策 

H2 

H1 

H3 

H4 

H5 

H6 

主觀產品知識 

購買涉入程度 

 
圖4-1 本研究修改後之研究架構 

 
 

有鑒於「附加功能」的內涵包括「使用容易度」以及「功能多樣性」之構面，

而「最終效益」因子則與「耐久性」以及「績效」之內涵相似，因此針對與品質

構面相關之假設三、假設五與假設六進行修正，修正結果如下： 

 

H1：購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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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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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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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主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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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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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附加功能」以及「可

服務性」的品質構面。 

    H3-B：「經濟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最終效益」的品質構

面。 

    H3-C：當「心理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附加功能」以及「尊

榮感」的品質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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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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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最終效益」、

「尊榮感」、以及「可服務性」這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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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6：主觀產品知識越高，消費者越重視「附加功能」以及「可服務性」的品質 

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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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迴歸分析 

一、相關係數 

 

各構面之變數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如表4-6所示。 

 

表4-6 各構面之平均數、標準差與相關係數 

 

 
平均

數 
標準

差 

主觀

產品 
知識 

購買

涉入 
技術

過時

心理

過時

經濟

過時

附加

功能

最終

效益

尊榮 
感 

可服 
務性 

貨幣

促銷

非 
貨幣

促銷

主觀

產品

知識 
3.2300 .59293 1           

購買

涉入 3.6236 .65718 .436** 1          

技術

過時 4.1075 .48053 .268** .352** 1         

心理

過時 2.9292 .69894 .223** .330** .194** 1        

經濟

過時 3.8188 .73287 .198** .195** .235** -.003 1       

附加

功能 3.2631 .57202 .328** .442** .215** .333** .072 1      

最終

效益 4.1400 .58351 .071 .246** .348** -.040 191** .136* 1     

尊榮

感 3.4156 .62832 .174** .364** .136* .603** -.129* .446** .072 1    

可服

務性 4.0729 .68448 .213** .275** .322** .045 .102 .252** .341** .033 1   

貨幣

促銷 3.6361 .74316 .190** .309** .215** .242** .195* .201** .172** .165* .199* 1  

非貨

幣促

銷 
2.9833 .68558 .206** .242** .080 .294** .146* .252** .116 .236** .243** .326** 1 

**  在顯著水準為0.01時 (雙尾)，相關顯著。 
*   在顯著水準為0.05 時 (雙尾)，相關顯著。 

 
 

 

二、購買涉入與主觀產品知識對產品過時傾向之迴歸分析 

 

本文購買涉入以及主觀產品知識對產品過時傾向之迴歸分析，以「購買

涉入」以及「主觀產品知識」為自變數；以「技術過時」、「心理過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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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經濟過時」三種產品過時傾向為依變數，共三個迴歸模式，分析結果

如表4-7示。 

 

表4-7 涉入與產品知識對產品過時傾向之迴歸分析 

依變數  
 技術過時 心理過時 經濟過時 

自變數    
購買涉入 0.290** 0.287** 0.140** 

主觀產品知識 0.142** 0.098 0.134* 
    

自由度 2 2 2 
F值 19.334** 15.622** 6.757** 

調整後R2值 0.133 0.109 0.046 
註：*表示p值＜0.1的顯著水準，**表示p值＜0.05的顯著水準 

 

 

依變數為「技術過時」之迴歸模式中，結果顯示調整後之R2值為0.133，F值

為19.334，p值＜0.05，模式顯著。自變數「購買涉入」之β值為0.290，p值＜0.05，

達到顯著水準；自變數「主觀產品知識」之β值為0.142，p值＜0.05，亦達到顯著

水準。依變數為「心理過時」之迴歸模式中，結果顯示調整後之R2值為0.109，F

值為15.622，p值＜0.05，模式顯著。自變數「購買涉入」之β值為0.287，p值＜

0.05，達到顯著水準。依變數為「經濟過時」之迴歸模式中，結果顯示調整後之

R2值為0.046，F值為6.757，p值＜0.05，模式顯著。自變數「購買涉入」之β值為

0.140，p值＜0.05，達到顯著水準；自變數「主觀產品知識」之β值為0.134，p值

＜0.1，達到顯著水準。根據上述的分析結果發現，自變數「購買涉入」對依變

數「技術過時」、「經濟過時」、以及「心理過時」皆具顯著影響，假說H1-(A)、

H1-(B)、以及H1-(C)均成立；自變數「主觀產品知識」對於依變數「技術過時」

以及「經濟過時」具顯著影響，假說H2-(A)與H2-(B)亦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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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購買涉入、主觀產品知識與過時構面對品質、促銷活動之迴歸分析 

 

本文以購買涉入與主觀產品知識對品質構面進行迴歸分析，以「購買涉入」、

「觀產品知識」、「技術過時」、「心理過時」、以及「經濟過時為自變數；「附

加功能」、「最終效益」、「尊榮感」、「可服務性」、「貨幣型」促銷活動、

以及「非貨幣型」促銷活動為依變數，共六個迴歸模式，分析結果如表4-8示。 

 

表4-8 涉入、產品知識與過時構面對品質、促銷活動之迴歸分析 

 依變數 
自變數 附加功能 最終效益 尊榮感 可服務性 貨幣型 非貨幣型

       
涉入 0.307** 0.207** 0.228** 0.176** 0.192** 0.119* 

產品知識 0.147** -0.087 -0.008 0.089 0.023 0.092 
技術過時 0.036 0.304** -0.005 0.255** 0.078 -0.063 
心理過時 0.192** -0.148** 0.530** -0.082 0.158** 0.247** 
經濟過時 -0.025 0.095 -0.169** -0.011 0.135** 0.120* 

       
自由度 5 5 5 5 5 5 

F值 15.920** 9.927** 7.965** 7.913** 7.942** 7.181** 
調整後R2 0.238 0.157 0.410 0.126 0.127 0.115 

註：*表示p值＜0.1的顯著水準，**表示p值＜0.05的顯著水準 
 

 

依變數分別為「附加功能」、「最終效益」、「尊榮感」、「可服務性」、

「貨幣型」、以及「非貨幣型」六個迴歸模式中，F值皆達到0.05之水準，模式

顯著。自變數「購買涉入」對於依變數「附加功能」、「最終效益」、「尊榮感」、

以及「可服務性」的迴歸係數β值的p值＜0.05，影響顯著，假設H5-(A)成立； 同

時，「購買涉入」對於依變數「貨幣型」促銷活動的β值的p值＜0.05，對「非貨

幣型」促銷活動的β值的p值＜0.1，影響顯著，假設H5-(B)成立。自變數「主觀

產品知識」對於依變數「附加功能」的迴歸係數β值的p值＜0.05，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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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可服務性」的β值在統計上卻不顯著，假設H6部分成立，可能是因為

近年來手機市場競爭激烈，廠商為了提高產品之附加價值，因此常在消費者購買

手機之初，就會提供1-2年的保固維修，甚至可能延長保固的年限以刺激消費者

購買，使得該服務已經成為基本的產品要求之一，因此無論消費者的產品知識高

或低，對於該構面的考量程度的影響並不大。 

 

自變數「技術過時」對於依變數僅對「可服務性」影響達到顯著，但對於「附

加功能」則不顯著，H3-(A)部分成立。「技術過時」對於「附加功能」之所以不

顯著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此次研究抽樣的對象為大學生，對於手機需求主要還是以

基本的通訊、發簡訊為主，許多較商務的功能，包括多頻、藍芽等功能對他們而

言不見得實用；另一方面，附加功能多的手機 價格也往往不菲，對於經濟上仍

較拮据的大學生來說，可能也比較難以接受。相反的，通訊品質好壞以及操作穩

定性高低，還是消費者主要進行替換決策時最基本的考量，因此，「技術過時」

對「最終效益」的影響達到顯著。 

 

自變數「經濟過時」對於依變數「最終效益」之β值為0.095，p值＞0.1，影

響不顯著，假說H3-(B)不成立，但是對於「尊榮感」則是負向顯著，原因可能是

因為近年來手機產品訴求紛紛移轉到手機的「象徵性」效果，強調產品的時尚性、

設計感，或是請明星代言等等。當通訊品質好壞以及操作穩定性高低已經是手機

的基本要求，各廠商之間並無太大的差異時，消費者的心理過時傾向越高，「最

終效益」已經不是他們關心的重點。 

 

自變數「心理過時」對於依變數「尊榮感」以及「附加功能」之影響達到顯

著，假說H3-(C)成立。自變數「心理過時」對於依變數「最終效益」亦達到負向

顯著，原因可能是因為強調時尚性、設計感，或是請明星代言的新款手機，價格

通常較高，加上廠商為了因應激烈的競爭，推出新產品的週期變短，而使得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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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折舊速度加快。在這樣的考量下，「心理過時」傾向越高的消費者，就可能

顯著地不關心手機「最終效益」的品質構面。 

 

在促銷活動方面，自變數「技術過時」對於依變數「貨幣型」促銷活動之β

值並未達到顯著，假設H4-A不成立，可能是因為由於研發技術的進步，手機的

功能不斷的推陳出新，當有新手機或新功能上市時，廠商常利用直接降價的方式

以出清功能較差的舊型手機存貨，因此「貨幣型」促銷活動可能容易和”功能較

少或功能較差”產生聯想，導致「技術過時」動機較高的消費者並不會特別偏愛

「貨幣型」促銷活動。 

 

自變數「心理過時」對於依變數「非貨幣型」之β值達顯著，假設H4-B成立；

但是，結果也發現自變數「心理過時」對於依變數「貨幣型」之β值亦達顯著，

可能是因為抽樣對象以大學生為主，其可支配所得不高，在形成心理層面主觀的

偏好時，仍必須同時考量到其財務上的限制，因此形成了「心理過時」傾向同時

會影響消費者對於「貨幣型」以及「非貨幣型」促銷活動之偏好。 

 

至於「經濟過時」傾向同時考量到「貨幣型」促銷活動可提供”減少損失”

以及「非貨幣型」促銷活動可提供”額外利益”之效果，因此同時會受到這兩類促

銷活動之吸引，β值皆達到顯著。 

 

 

 

 

 

 

 64



第五節 小結 

 

由上述的結果可得知，消費者的購買涉入程度與主觀產品知識高低的確會影

響三種不同產品過時動機的形成，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表示消費者的購買動機

越強，對於三種產品過時動機皆有正面的顯著影響；當主觀產品知識越高，則表

示消費者越可以客觀、理性地比較新舊產品在功能、特性上的差異，因此除了「心

理過時」外，產品知識越高，對於「技術過時」以及「經濟過時」傾向亦有正面

的顯著影響。 

 

不同的過時動機會進一步地影響消費者的消費決策。在品質構面的部分，「技

術過時」程度越高，消費者越會重視「最終效益」以及「可服務性」的評估；「心

理過時」程度越高，越重視「尊榮感」以及「附加功能」，越不重視「最終效益」；

相反的，「經濟過時」越高，越不關心「尊榮感」。在促銷活動的部分，推測由

於「貨幣型」促銷活動會給人帶來’功能較差’的聯想，因此「技術過時」傾向高

的消費者對於「貨幣型」促銷活動並無顯著的影響；在「非貨幣式」促銷活動的

部分，則是「心理過時」以及「經濟過時」達顯著影響。 

 

最後，除了透過影響過時產品動機，發現消費者購買涉入與主觀產品知識亦

可直接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產生直接的影響。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則消費者對於

各個品質構面以及「貨幣型」、「非貨幣式」的促銷活動的重視程度皆提高；當

主觀產品知識越高，則僅對「附加功能」該項品質構面有顯著影響。本研究各項

假說檢定結果彙整於表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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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9 假說檢定結果彙整 

假設 假                                    說 檢定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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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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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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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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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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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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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功能」以及「可服務性」的品質構面。 
部分支持

H3-B 當「經濟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最終效益」 不支持

H3-C 當「心理型過時」越高時，消費者越傾向重視「附加功能」以

及「尊榮感」的品質構面。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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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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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H5-A 當購買涉入程度越高，消費者對於「附加功能」、「最終效益」、 
「尊榮感」、以及「可服務性」這四種品質構面的重視度會提

高。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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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H6 主觀產品知識越高，消費者越重視「附加功能」以及「可服務

性」的品質構面 
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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