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樣本結構 

    本研究共發出 202份有效問卷，選取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清華大

學、成功大學及台南女子技術學院已擁有 iPod學生為受測樣本，以下為

樣本結構狀況： 

 
一、年齡 

表 1 -1 年齡分配表 

年齡 樣本數 
15-18 8 
19-20 50 
21-22 67 
23-24 45 
25-30 32 
總計 202 

 
 
二、性別 

表 4-2 性別分配表 

性別 樣本數 
男性 107 
女性 95 
總計 202 

 
 
 
 
 
 
 
 
 
 



三、教育程度 

表 4-3 教育程度分配表 

教育程度 樣本數 
大一 30 
大二 22 
大三 61 
大四 26 

研究所以上 63 
總計 202 

 
 
四、可支配零用錢 

表 4-4 每月可支配零用錢分配表 

個人每月可支配零用錢 樣本數 
5000元以下 34 

5001元~10,000元 82 
10,001元~15,000元 45 
15,001元~20,000元 18 
20,001元~25,000元 16 
25,001元~30,000元 3 

30,001元以上 4 
總計 202 

 
 
五、購買 iPod多久時間 

表 4-5 購買時間分配表 

購買時間 樣本數 
六個月以下 70 
六個月不到一年 61 
一年不到兩年 48 
兩年不到三年 12 
三年不到四年 10 
四年以上 1 
總計 202 

 
 



六、有沒有購買蘋果電腦除了 iPod之外的商品 

表 4-6 有沒有購買蘋果電腦除了 iPod之外的商品分配表 

是/否 樣本數 
否 166 
是 36 
總計 202 

 
 
七、先擁有 iPod還是先擁有蘋果電腦除了 iPod之外的商品 

表 4-7 擁有先後分配表 

擁有先後 樣本數 
先有除 iPod商品 35 
先有 iPod 167 
總計 202 

 
 
八、有無使用 iTunes音樂商店購買過音樂 

表 4-8 音樂商店使用與否分配表 

音樂商店使用與否 樣本數 
無 181 
有 21 
總計 202 

 
 
九、有沒有使用過他牌MP3 Player 

表 4-9使用他牌MP3經驗分配表 

使用他牌MP3經驗 樣本數 
無 102 
有 100 
總計 202 

 
 
 
 
 



第二節  整體概念結構模型 
    為了將過去的假說進行推論，我們建立起一模型結構，利用 LISREL
進行相關分析和路進分析，首先對於各項構念進行相關分析，結果如下： 

 

表 4-10 構念相關矩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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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整體模型配適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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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dness of Fit Statistic 
Minimum Fit Function Chi-Square = 22.03 (P = 0.005) 
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 = 0.98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55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 (AGFI) = 0.92 
Normed Fit Index (NFI) = 0.98 
Non-Normed Fit Index (NNFI) = 0.97 
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 = 0.99 

 

表 4-11 整體模型配適結果 

Proposed Linkage Standardized 
Value 

t-value Sigh of Ho Result 

一、認知→對 iPod的態度 0.57 11.1 ＋ 支持 
二、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態
度→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
購買意願 

0.35 5.41 ＋ 支持 

三、對 iPod的態度→→對蘋
果非 iPod產品的態度 

0.38 4.87 ＋ 支持 

四、群體壓力→對 iPod的態
度 

0.13 2.5 ＋ 支持 

五、認同→對 iPod的態度 0.21 3.78 ＋ 支持 
六、認同→對 iPod的忠誠度 0.39 6.42 ＋ 支持 
七、專屬資產→對 iPod的態
度 

0.12 2.42 ＋ 支持 

八、專屬資產→對 iPod的忠
誠度 

0.11 2.11 ＋ 支持 

九、流行創新→對 iPod的態
度 

-0.03 -0.53 ＋ 不支持 

十、流行創新→對蘋果非

iPod產品的購買意願 
0.2 3.10 ＋ 支持 

十一、對 iPod的態度→對
iPod的忠誠度 

0.24 3.82 ＋ 支持 

十二、對 iPod的忠誠度→對
蘋果非 iPod產品的態度 

0.07 0.85 ＋ 不支持 

 



此外，根據Hair, Anderson, Tatham and Black(1995)指出，GFI、AGFI 

的建議標準值在0.9 以上，數字越高表示模型配適程度越理想，NFI、NNFI、 

CFI 的建議標準值都在0.9 以上，而本研究模型，GFI 為0.98，AGFI 為

0.92，NFI 為0.98，NNFI 為0.97，CFI 為0.99，皆有達到建議標準值。說

明本研究所建立的整體模型應足夠理想。 

 

第三節  實証結果 

假說一：當對iPod的認知程度越好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57，t 值為11.1，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對 

iPod的認知程度越好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假說二：當對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越好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 

之商品購買意願將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β係數為0.38，t 值為4.87，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對 

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越好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購買意願

將越高。 

 

假說三：當對iPod的態度越好時，對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將越好。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β係數為0.35，t 值為5.41，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對iPod

的態度越好時，對非iPod之蘋果電腦商品的態度將越好。 

 

假說四：當群體規範的影響力愈大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13，t 值為2.5，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群

體規範的影響力愈大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會越高。 

 

假說五：當對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21，t 值為3.78，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對 

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 

假說六：當對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忠誠度會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39，t 值為6.42，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

對iPod之認同程度越高時，對iPod之忠誠度會越高。 

 

假說七：當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專屬資產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會 

越佳。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12，t 值為2.42，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

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專屬資產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會越佳。 

 

假說八：當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專屬資產越高時，會影響對於iPod 

的忠誠度，並為正相關。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11，t 值為2.11，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

消費者與iPod所建立的專屬資產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會越佳。 

 

假說九：當iPod使用者的之流行創新越高時，對iPod的態度會越正面。 



結果：不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03，t 值為-0.53，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iPod

使用者的流行創新與對iPod態度並不具有正向關係。 

 

假說十：當iPod使用者的之流行創新越高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 

品的購買意願將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γ係數為0.20，t 值為3.10，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iPod

使用者的之流行創新越高時，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的購買意願將越高。 

 

假說十一：當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時，對iPod的忠誠度會越高。 

結果：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β係數為0.24，t 值為3.82，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

對iPod之正向態度越高時，對iPod的忠誠度會越高。 

 

假說十二：當對iPod的忠誠度越高，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的態度 

將越佳。 

結果：不成立 

說明：實證結果β係數為0.07，t 值為0.85，因此在0.01 顯著水準下，當

對iPod的忠誠度越高，並不代表對蘋果電腦非iPod之商品的態度將越佳。 

 

 

 

 



第四節  討論 

    從以上實証結果可以發現，在本研究中所探討的十二個假說中，有十

個假說是成立，其中僅假說九和假說十二是不成立。假說九是當iPod的使

用者的流行創新接受度越高時，對於iPod的態度將越為正面；假說十二則

是當消費者對於iPod的忠誠度越高時，將會對於蘋果電腦除了iPod的其他

商品態度越佳。接下來將針對成立的假說，以及不成立的假說進行探討，

尤其是瞭解不成立的假說背後之意涵。 

 

一、成立的假設 

（一）iPod使用者對iPod的認知對於iPod態度之影響 

    研究結果顯示，當iPod的使用者對於iPod認知越佳時，對於iPod的態

度也將越佳，兩者之間成現正相關。認知確實對於產品態度的形成有顯著

的影響，使用者根據其心中評估準則對iPod加以評估而形成認知，而這個

結論也符合Fishbein的態度模式中所提到信念將形成態度的基本命題。 

 

（二）iPod使用者對 iPod的認同對於 iPod態度和忠誠度之影響 

 從實証結果顯示，使用者對於 iPod的認同，將正面影響其對於 iPod

的態度。在文獻中也提及，品牌認同的結果，將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態度

有所改變（Ahnsjoe,1965；M.1971；Minkkimen,S,1969），在這些學者的研

究中提及，對品牌認同度越高時，對於產品將越有更佳的態度。所以實証

結果並不違背過去的研究結論。 

    在忠誠度部分，實証結果也顯示 iPod使用者對於 iPod的認同將正面

影響對於 iPod的忠誠度，認同對於忠誠度確實有顯著的影響。在文獻中也

有談到，品牌認同感反映在個人消費行為上，將使消費者對於某一品牌產

生情感上或心理上的眷戀，這種心理狀態將會表現在對於商店的忠誠、品



牌的忠誠與品牌信念（Lastovia,Gardner,1978），所以這部分的實証結果與

過去的研究結論相符。 

（三）iPod使用者對 iPod的專屬資產對於 iPod態度和忠誠度之影響 

 從實証結果可知，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專屬資產將影響對iPod的態

度，當iPod使用者對於iPod所建立起的專屬資產越高時，將使其對於iPod

的態度越正面。iPod的專屬資產除了與一般MP Player不同的使用方式外，

搭配iTunes可編輯屬於自己的歌單、進行歌曲分類和評等，增加使用者與

iPod之間所建立的專屬資產，因此當使用者不繼續使用iPod時，所建立起

的有形或是無形資產價值將消失，需花費轉換成本。 

    在忠誠度部分，實証顯示使用者所建立的專屬資產越高時，對iPod的

忠誠度將越高。理性消費者在決定是否建立起專屬資產時，是對未來長期

的關係建立起正面的態度並對該產品具有一定的忠誠度，因為使用者對於

iPod的專屬陷入，將因時間而提升，一旦放棄所建立的專屬資產，將隱含

極高的轉換成本。 

 

（四）iPod使用者對iPod的群體壓力對於iPod態度之影響 

 從研究結果顯示，iPod使用者所感受到的群體壓力將正面影響iPod的

態度。在做深度訪談或是發放問卷時，也很容易發現到一個現象是，擁有

iPod者，身邊親近的好友大多也都擁有iPod。在文獻中，Terry and Hogg

（1996）在群體規範-態度-行為的研究中指出，知覺到的群體規範能預測

個體的態度和行為，Jones(1972)也提及個人度於產品的態度和購買行為將

受到群體的影響。所以在這部分的研究中可以發現，群體對於iPod的購買

行為與態度，將影響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態度。 

 

（五）iPod使用者的流行創新接受度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購買意願之 

影響 



 實証結果發現，iPod使用者對於流行創新接受度越高，將提升對於蘋

果電腦非iPod商品的購買意願。因為蘋果電腦除了iPod的商品，如iMac或

是iBook，除了在外觀上較一般電腦更具有時尚設計，在系統上亦是使用

linux系統，與一般大眾所熟悉的微軟視窗系統並不相同，並且許多軟體也

有不相容於蘋果電腦系統上的疑慮。所以，消費者願意購買蘋果電腦除了

iPod的商品，例如：電腦，需有較高的電腦知識和創新接受度。如同文獻

中所提及，Popielarz(1967)，Donnelly和Etzel（1973）認為創新接受度除了

是一種冒險行為外，也和個人認知領域寬廣有關，認知領域越寬，創新接

受度越高。 

 

（六）iPod使用者對iPod的態度對於iPod忠誠度之影響 

 從實証結果發現，態度對於忠誠度確實有正面的影響。當使用者對於

iPod的態度越佳時，將提升對於iPod的忠誠度，即是iPod使用者對於iPod

存在正面的態度時，會逐漸形成對於iPod的品牌忠誠度。 

 

（七）iPod使用者對iPod的態度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態度之影響 

從實証研究中發現，iPod使用者對iPod的態度會正面影響對於蘋果電 

腦非iPod商品的態度，即對於iPod的態度越佳，則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

品的態度也將越佳。由此可知，消費者對於延伸品牌的態度將影響對於母

品牌的態度，如同在文獻中有提到，延伸品牌的成功將對母品牌造成回饋

的效果，鞏固消費者對於原品牌的態度和形象。 

 

（八）iPod使用者對對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態度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

購買意願之影響 

    從研究中發現，iPod使用者對於蘋果電腦非 iPod商品的態度，將會影

響對於非 iPod商品的購買意願。當 iPod使用者對於非 iPod商品的態度越



為正面，則對於非 iPod商品的購買意願將提升。這項結論，符合 Fishbein 

and Ajzen(1975)所提出的消費者對於商品態度將影響購買意願。而魏啟林

（民國 77年）也提到由行動和學習，人們產生了自己的信念與態度，兩

者彼此交互影響人們的購買行為。因此，這個部分的實証結果，和過去的

研究結果是一致的。 

 

二、不成立的假說 

（一）iPod使用者的流行創新接受度對於iPod態度之影響 

 從實證上可知，iPod的使用者的創新接受度越高，並不代表對於iPod

的態度越正面。可能的原因是，iPod從2001進入市場已超過五年，對於使

用者而言iPod已經不算是一創新商品，加上在使用上，除了一定必須使用

iTunes編輯歌曲之外，所有系統相容於微軟視窗與蘋果linux系統，操作上

也與一般MP3 Player差距不大，所以對於消費者而言，iPod可能僅是被視

為MP3 Player，使用iPod並不具有重大的創新意念，即使iPod的使用者對於

iPod的態度很好，並不代表他的流行創新接受度會比一般人高。 

 

（二）iPod使用者對 iPod的忠誠度對於蘋果電腦非 iPod商品態度之影響 

    從實証結果可知，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忠誠度並不會正面影響蘋果

電腦非iPod商品的態度，即iPod使用者對於iPod忠誠度越高，不代表將會

對於蘋果電腦非iPod商品的態度將越佳。這樣的事實反應，對於延伸產品

的忠誠度並不代表會直接影響對於母品牌的態度。可能的原因是，iPod的

使用者對於iPod的忠誠度僅止於MP3 Player這項商品，至於蘋果電腦其他

商品和iPod的產品屬性差距過大，使用者難以直接連結對iPod的忠誠度到

蘋果電腦其他商品，因為蘋果電腦的其他商品仍是以電腦為主，難以將對

於MP3 Player的忠誠度直接延伸到電腦產品。 

    此外在前面成立的假設中有提到，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態度，將影



響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態度，而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態度將影響

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購買意願。所以對於蘋果電腦而言，不一定需要

靠著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忠誠度，進而影響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態

度這條線來影響購買意願，可以透過對iPod的正面態度直接影響對蘋果電

腦其他商品的態度這條線即可影響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購買意願，因

此iPod使用者對於iPod的忠誠度是否可以移轉到對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正

面態度，並不是唯一可以影響iPod使用者對於蘋果電腦其他商品的購買意

願之因素，蘋果電腦仍可透過其他方式提升購買意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