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衝動性購買 

 

一、衝動性購買之研究發展  

 

自 1950 年代 Clover 提出了衝動性購買對零售商店的重要性，以及杜

邦(DuPont)的『消費者購買習慣研究』(1948-1965)觀察消費者進入超市後

之非計畫性購買行為開啟了衝動性購買之研究先鋒後(Rook 1987)，衝動

性購買即開始受到廣泛的研究與討論，而過去之研究學者也主要就『產

品觀點為出發』以及『消費者觀點為出發』兩大方向來發展探究此議

題，然而直至今日，各方學者對於衝動性購買的定義及概念仍存在許多

不同的看法，因而研究之範圍及方向也有所不同，以下即針對衝動性購

買之主要發展歷程做說明： 

 

早期 Stern(1962)提出了衝動性組合(The Impulse Mix)，定義四種衝動

性購買之分類：純粹的(Pure)、提醒式(Reminder)、建議式(Suggestion)以

及計畫性(Planned)四種衝動購買類型，以下為其意涵： 

 

(1)純粹的衝動購買：是真正的衝動性購買，是一種新奇的經驗或解悶

(escape)的購買，而打破正常購買的模式。  

(2)提醒式衝動購買：當購物者看到物品或與其相關之廣告及資訊而喚起

其家裡缺乏庫存因而進行購買。此關鍵點在於當購

物者回想起與產品相關之經驗或知識因而引發衝動

購買之行為。 

(3)建議式衝動購買：當購物者第一次看到產品而想像自己可能對其的需

求，因而引發之購買行為。 



(4)計畫性衝動購買：購物者進入商店時有特定的購物目的，但仍懷著基

於特價或商品折價券等因素而購買其他東西的期待

或目的。  

 

直至今日，許多研究仍皆以 Stern(1962)定義之衝動性購買概念來作為

研究之出發點 (Rook 1987；Beatty & Ferrell 1998； Sreedhar & Debra 

2004 )，而往後學者對衝動性購買研究之觀點則有以下兩大主流： 

 

(一)產品觀點為出發 

 

早期研究採用以產品類別為出發之觀點，例如及杜邦(1948-1965)及

Cobb & Hoyer(1986) 之研究，就是先行紀錄消費者進入商店前所欲購買之

商品，而待消費者離開商店之後，再將其所購買之物品與先前之購物清

單作對照，並將非列在清單上之物品歸類為衝動性購買，進而以此探究

何種商品較容易引發消費者之衝動性購買而將產品歸類為『衝動性』

(impulse)產品及『非衝動性』(nonimpulse)產品。 

 

這類研究通常歸類『衝動性』商品通常為低價格、經常性消費及低涉

入之產品(Rook1987)。然而後續許多研究卻發現衝動性購買涵蓋了非常廣

泛的產品的類別以及價格的範圍，使衝動性購買之研究觀點由對廉價產

品的反應進而朝向個人特質之探究 (Hausman 2000)。 

 

(二)消費者觀點為出發 

 

Weinburg & Gottwald (1982)認為消費者之情感或情緒可作為影響衝動

性購買之主要變數之一，他們認為衝動性購買是對購物情境中之刺激產

生了強烈之情感的反應而採取之立即的回應 ，而在整個過程中情感之反

應遠超過理智的反應。 



Rook & Hoch (1985)將心理學的方法加入研究中，他們認為，利用分

類的方式將產品分為衝動性及非衝動性的種類，往往忽略了任何產品都

可以被衝動性購買的事實，畢竟是主體是消費者本身經歷了衝動消費的

感覺，而非產品，所以研究方向也開始朝向探索消費者個人的特徵，且

利用五個決定性之要素來判定衝動性至非衝動性之消費者行為。 

 

Heslin & Johnson (1985)、Rook(1987，1995)與 Jones & Beatty(1998)則

發展量表測量消費者之衝動購物程度作為生活型態之特徵，並提出每個

人不同程度的衝動購買傾向對衝動購買之行為有很大之影響。而個人之

衝動性特質是否會造成衝動性購買，Rook(1995)則提出規範性評估之調節

因子，並指出只有當消費者相信購買行為是恰當的情況下，衝動特質與

衝動性購買行為兩者才有顯著之相關。 

 

Hausman(2000)更去了解消費者從事衝動購買之背後動機，並提出衝

動性購買是消費者一種相當普遍的商品選擇方式，部分原因是享受此購

物方式所充滿之享樂主義成分，而由於存在享樂主義的成分，衝動性購

物不再僅是取得非計畫性購買商品之手段，而應被視為一種具有價值的

購物行為(Sreedhar & Debra 2004)。 

 

Beatty & Ferrell (1998) 則開始探討衝動性購買之前置因素，試圖建立

形成衝動性購買之模型，並特別檢驗消費者在『店內隨性瀏覽』對於衝

動購買行為之影響，以及將『購買衝動』分離出來視為直接影響衝動性

購買之先置變數。 

 

Sreedhar & Debra (2004)則認為，在購物的過程中，產品與消費者皆

同時參其中，故不論是以針對產品為出發或是消費者為出發，都會導致

太過狹隘的研究觀點，且過去的概念並無法全面性的包含現今的網路購

物行為，而試圖將衝動性購買之定義擴展到網路的衝動性購買行為，並



就過去研究衝動性購買之『刺激』、『消費者導向』及『心情與情感』

三議題作通盤性的檢討。 

 

二、衝動性購買之定義 

 

儘管衝動性購物已歷經超過半世紀之研究，但各學者仍難對衝動性購

買之概念及定義達成共識，而以下即針對主要研究之衝動性購買定義依

序作說明： 

  

(一)非計畫性購買(unplanned purchase)  

 

早期許多學者將衝動性購買定義為『非計畫性』之購買( Stern 1962；

Bellenger et al. 1977；Sreedhar & Debra 2004)，例如：Cobb & Hoyer(1986)

及杜邦之研究就是直接視非列在購物清單上之物品為衝動性或非計畫性

之購買。雖然此定義有操作上之便利性，但其觀點卻非常的侷限(Levy 

1970)，因為如此一來，只要非列在購物清單上之物品即被認為是衝動性

購買，反之，即使列在購物清單上之產品也有可能因其他替代品或不同

品牌之出現而改變消費者之購買心意，而使研究過程中降低了對衝動性

購買之評估(Rook1987)。 

 

再者，有時消費者本身也很難去描繪清楚自己在購買前之意圖

(Rook1987)，例如 Stern(1962)所分類之提醒式衝動性購買即為非計畫性之

購買，但其決策過程卻可以是非常理性的，故並非所有非計畫性之購買

皆為衝動性的決定，因此『非計畫性』可視為界定衝動性購買中一個必

要但非充分之主要因素(Iyer 1989；Kollat & Willet 1967；Piron 1990；

Rook 1987；Rook & Fisher 1995)。 

 



而Weinburg & Gottwald (1982)則認為『非計畫性』實際的意涵其實

應是指『未經仔細思考』且『輕率』的決定，他們認為衝動性購買是一

種情感反應之結果，在購買決策過程中，有較高之情感自發性反應及較

少之理智行為，而反觀有些非計畫性之購買其背後之決策過程是相當理

性的。 

 

(二) Appebaum(1951) 

 

Appebaum定義衝動性購買為：『消費者進入商店前尚未計畫但卻因

店內促銷性之策略所刺激而產生之購買行為』。此定義較以往完善，提

到了『刺激』(stimuli)之因素，但卻將此概念侷限於商店內的銷售之策略

(Sreedhar & Debra 2004)，且並未加入消費者的觀點。  

 

(三) Rook(1987) 

 

Rook(1987)定義衝動性購買為：『消費者經歷一種突然的、強大且堅

決、令人難以抗拒想要立即購買東西之衝動。衝動性購買是一種享樂主

義的複雜感，也許會引起情緒上之衝突，容易有不顧後果之傾向』。 

 

Rook之定義較以往之定義得到較大的共識。但由於將衝動與缺乏知

覺行為上之控制力作連結，有將衝動性購物視為負面之概念(Hausman 

2000)，然而 Rook & Gardner(1992)本身之研究顯示，只有相對少數(僅 8%)

之受訪者表示在衝動性購物後實際上出現負面的感覺，而高達 75%之受

訪者表示從事衝動性購物後之感覺相當不錯。再者，此定義隱含了消費

者有了情緒上與認知反應後隨即伴隨著購買之行為(Piron 1991)，因此定

義上仍稍具爭議(Sreedhar & Debra 2004)。 

 

 



(四) Beatty & Ferrell (1998) 

 

Beatty & Ferrell (1998)：『衝動性購買是突然且立即的購買，而消費

者在購物前並無目的或要購買特定種類之產品以及要完成某特定的購物

計畫，當經歷了欲購買之衝動後，產生了自發且為未經太多思考之行

為，其中並不包括突然憶起家裡缺乏之庫存物品而所做的購買』。 

 

此定義與 Rook(1987)之定義皆忽略了『刺激』的因素影響了衝動購買

之決定(Sreedhar & Debra2004) ，而此定義也將經歷購買衝動與衝動性購

買作一個因果概念之區分。 

 

(五) Sreedhar & Debra(2004) 

        

    Sreedhar & Debra(2004)綜觀了先前研究之定義並重新將衝動性購買定義

為：『衝動性購買是購買者對外在刺激的立即反應，通常是充滿享樂主

義的，衝動性購買意味著購物者之意圖在受到刺激後有所改變而購買特

定產品 。而刺激並非限於產品本身，且購買者意圖之改變並不包括購買

家中缺乏庫存之提醒性物品。』在此 Sreedhar & Debra強調消費者意圖因

接受到刺激導致之前後之改變，此定義也試圖將以往之衝動性購買之概

念擴充至網路之衝動性購買。 

 

三、本研究之衝動性購買定義 

 

本研究主要採取 Beatty & Ferrell (1998)以及 Sreedhar & Debra(2004)之

觀點，定義衝動性購物為：衝動性購買是突然且立即的購買，是購買者

對外在刺激的立即反應，意味著購物者之意圖在受到刺激後有所改變，

而當經歷了欲購買之衝動後，產生了自發且未經太多思考之行為，其中



並不包括憶起家中缺乏困存之提醒性物品。且上述之刺激並不限於產品

本身。 

 

 

 

 

 

 

 

 

 

 

 

 

 

 

 

 

 

 

 

 

 

 

 

 

 

 

 



第二節   經歷購買衝動之行為特徵 

 

許多學者試著更完善的定義衝動性購買，而這是最後之行為結果，但

Rook(1987)則認為，消費者在經歷購買衝動以及發生衝動性購買時，到底

是發生了哪些現象或經歷了哪些心理狀態，我們其實所知甚少，而這卻

是研究衝動性購買行為最核心的部分，這其中就牽涉了消費者個人特質

的部分，不同的消費者由於擁有不同的個人特質，故對於外在環境之刺

激有不同的敏感程度以及所經歷或感受到之心理狀態也會有所不同。 

 

 Rook (1987)藉由開放性之問題讓受訪者回憶最近一次感受到購買衝

動之情境，並將受訪者經歷購買衝動時出現頻率最高之八種行為特徵歸

納如下： 

 

(1) 自然而然想要購買之渴望 

購買衝動是無預警的，受訪者描述這是種很突然的感覺，而這種突

然的感覺可能是經由視覺上受到產品之刺激，甚或是情緒上的刺激，有

時消費者可能坐在家就會有感受到一股衝動想要出外購物，故不一定是

透過視覺或是產品之刺激而引發購買之衝動。 

 

(2) 力量與強制性：強烈性與支配力 

心理的衝動激發了立即行動之渴望，是一種無法等待的感覺，受訪

者描述他們有一種當下就要立刻擁有或購買某件東西的感覺。受訪者提

到這是種需要(needs)及慾望(wants)的結合，而在發生衝動性購買後，這些

需要及慾望將獲得滿足。 

 

(3) 興奮與刺激 

許多受訪者表示購買衝動的感覺令人覺得非常的刺激，而剛開始感

受到購買衝動的感覺，就是變成一種興奮的感覺，這種興奮之感就像是



跟產品談戀愛或是一種激動的情緒、溫暖的感覺以及洋溢著活力的感

覺。而這跟衝動性購買皆為低涉入之購買定義互為衝突(Assael 1985)，因

為消費者再感受到強烈購物衝動的同時，其專注力與購買之動機是相當

高，故衝動性購買也可以是高涉入的購買行為。 

 

(4) 同時性 

    受訪者表示他們覺得此時此刻，就是最適當的時間、最適當的地點，

是一個幸運且獨一無二的購買好時機。 

 

(5) 栩栩如生的產品：神奇的力量 

    當受訪者感受到購買衝動時，他們就像著了迷似的被催眠走向結帳

處，彷彿就像是一場夢，他們感受到這些產品不只是一個物品，它們還

被賦予了意志與動力，這些產品甚至會能指引消費者的行為。然而這種

不可思議的力量或虛構的信念也很常發生在一般的生活中。(Sherry 

1984；Levy 1981；Erikson1977； Rook 1985) 

                 

(6) 享樂的成分：感覺好與壞 

受訪者指出，出現購買的衝動讓他們感覺很好、快樂、滿足、不可

思議以及光明的感覺，但另一方面也有受訪者指出，僅僅出現了購買的

衝動，就讓他們感到焦躁不安、煩惱、沮喪、無助或失控的感覺，而面

對快樂與痛苦兩極的情緒，這說明了衝動性購買是一種相當複雜的享樂

狀態。  

 

(7) 好與壞以及控制與放縱之衝突 

充滿動力與複雜的快樂使購買衝動形成一股情緒上之衝突以及一種

既想拒絕又想接受之矛盾心態，受訪者也描述了購買衝動常同時引發快

樂感與罪惡感，因為衝動性購買也許會造成負面之結果，例如：預算的

透支或破壞節食計畫，消費者感覺被引誘要做『壞事』而產生了罪惡



感。有受訪者表示，由於很難克服衝動，而為了減輕自己買與不買的焦

慮，唯一的方法就是買下它。有些則表示，面對衝動感下達指令，自己

是全然的無能為力，有時他們根本無法抗拒某些購買衝動而覺得自己幾

乎要失控。 

 

(8) 不顧後果 

衝動感使人驅向不顧潛在後果而立即的行動，是一種無可抗拒的力

量，受訪者指出，儘管他們意識到了潛在的負面结果，但仍然屈服於這

種想要購買的衝動，且經歷了一種到達忽略現實的程度，潛在的不願去

思考衝動購物之後的結果。 

 

由以上消費者所經歷購買衝動之現象可以看出，產品本身或消費者當

下所處之時間與空間，以及消費者本身之情緒，都可以是引發消費者購

物衝動之『刺激』，因此使消費者經歷一種突然的、強大的驅力，這種

感覺是快樂的但同時也可能讓人感受到罪惡感，因此消費者內心對於應

抱持享樂主義或是回歸理性控制衝動而感到矛盾，但消費者往往在『不

顧後果』或感到失控的同時，採取了當下立刻購買之行動。 

 

然而有關消費者經歷了購買衝動後是否就會導致最後的衝動性購買行

為，就會受到某些中介變數的影響，例如：個人對衝動性購買行為之規

範性評估(Rook & Fisher 1995)，以及限制性因素(Dholakia 2000)例如：現

階段之困難、或考慮長期性之結果等之影響，而形成最後有無發生購買

行為結果。但研究顯示，購買衝動與衝動性購買之間的確存在高度正相

關，且購買衝動對最後的衝動性購買行為有顯著的影響(Beatty & Ferrell 

1998)。 

 

 

 



第三節   影響衝動性購買之因素 

 

        由前述之文獻探討可了解( Rook1987；Beatty & Ferrell 1998)，消費者

感受到購物衝動，的確會增加衝動性購買行為發生之可能性，而本研究

主要以 Beatty & Ferrell (1998)之架構為基礎，並欲了解，在網路購物的環

境中，衝動性購買模型是否會有相同之效果，以及是否有其他之影響因

素影響到網路之衝動性購買行為，以下即針對過去的文獻來探討影響衝

動性購買之因素。 

 

一、感受欲購買之衝動 

 

是一種當下的突然的且自發性的欲購買東西之感覺或衝動。在本章

第二節中，也對消費者所經歷之購買衝動做了介紹，可以明顯了解，此

衝動是發生在實際的衝動性購買行為之前，而當消費者之欲望一旦被喚

起，則消費者的參考點就會被改變，例如偏向擁有商品之意圖或傾向，

造成對商品出現難以抗拒之購買衝動(Rook 1987；Beatty & Ferrell  

1998) 。Beatty & Ferrell (1998)在研究中提出此項變數並認為購買衝動是

造成衝動性購買行為影響最直接之前置因素，並證實了感受到愈頻繁之

購買衝動，則有愈大之可能性從事衝動性購買。 

 

二、外在的刺激 

 

(一)、促銷情境、廣告 

 

Engle,Blackwell & Miniard(1995)就將衝動性購買視為是消費者因促銷

活動或是產品擺設所刺激的直接反應。廠商往往利用進行折扣或是促銷

的方式塑造賣場之促銷情境以增加賣場還境中的刺激水準，而通常是採

取限時或限量之銷售策略提高消費者之購買動機。 



(二)、商品之陳設或環境氣氛 

 

 許多消費者最初經歷購買衝動就是因為視覺上與產品的接觸(Hoch & 

Loewenstein 1991)，而其中產品擺設或是具吸引力之照片與廣告文字是很

重要的因素，因此消費者身處在賣場環境所營造出的氣氛中，很容易會

被激起購買的慾望(Dholakia 2000)。 

 

(三)、特定之產品吸引力 

     

        產品本身愈具有獨特性或差異化，則愈能夠激起消費者之購買慾

望，認為其具有非買不可之吸引力(Shiv & Fedorinkhin 1999)。 

 

三、店內之隨性瀏覽    

 

  Babin,Darden,Griffin(1994)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專注在購物的享樂價

值，指其反應出了購物潛在的娛樂性與感情上的價值。並提出消費者在

純粹的瀏覽或沒有特定目的從事逛街購物行為(shopping)時，往往相較於

實際去購買商品，能感受到更大、更於愉快的、身歷其境之購買樂趣。

而 Jarboe & McDaniel(1987)也發現，在地區性的購物賣場中，隨性的瀏覽

者往往會從事更多的非計畫性購買。這是由於消費者在沒有特定之購物

目的時，往往較能注意到非目標以外之商品，在賣場中也能以較放鬆之

心情來享受瀏覽或閒逛之過程，並在賣場中逗留較久的時間。而當個人

隨性瀏覽之時間愈長，則會接受到愈多的外在刺激，其感受到購物衝動

之可能性也會隨之增加。故商店內之隨性瀏覽，是形成衝動性購買過程

中很重要的因素(Beatty & Ferrell 1998)。而此概念亦符合網路購物之情

境，消費者可以用付出較少之勞力與心力在網路上瀏覽商店，因此相較

於實體店面，消費者有更大之可能性抱持娛樂或蒐集資訊之目的在網路

商店隨性瀏覽，而不一定有立即購買之目的，當消費者在網路商店隨性



瀏覽之時間愈長，則會接受到愈多之外在刺激。在此，本研究將『網路

商店』定義為：網路空間之商店，也就是可以在網路空間完成交易之商

店，並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一：消費者在網路商店內之隨性瀏覽程度愈大，則愈能感受到欲購

買之衝動。 

 

四、瀏覽時之心情 

       

心理學家指出一個人在擁有好心情時則容易採取趨近(approach 

behavior)而非避免(avoidance behavior)的行為，而過去不同領域之研究也

指出，心情或情感狀態雖然歷時短暫，但這種情感狀態一經擴散後，會

影響到消費者心理以及外在行為的改變，因此證實了一個人的心情或情

感是導致許多行為之重要的影響因子，其中也包括了衝動性購買行為。

另外，Rook & Gardner(1993)在研究心情狀態對衝動性購買中的影響時也

發現，心情狀態能有效的刺激消費，促進交易甚至誘發了消費者能力上

的主觀意識去從事購買行為。大多數的受訪者指出，他們在經歷或擁有

好心情時，會比擁有負面心情來的容易從事衝動性購買，他們會變得較

慷慨也較願意犒賞自己。Weinburg & Gottwald (1982) 發現，衝動性的買

者會表現出較大的歡樂及興奮感，而這種愉快的心情與在購物環境中發

生過度消費之可能性具有正相關的效果。但擁有負面心情時的效果則是

不確定的，受訪者有時在經歷負面心情時也會展現出與擁有正面心情同

樣的行為，例如藉由衝動性的購買行為來宣洩情緒或藉此改善自己的心

情( Rook & Gardner 1993；Beatty & Ferrell  1998；Sreedhar & Debra  

2004)。  

 

本研究依 Beatty & Ferrell (1998)之推論，消費者的心情狀態對衝動性

購買行為之效果是透過感受到強烈之購買衝動進而產生影響，也就是指，



好的心情狀態會導致消費者一開始願意嘗試與親近之趨近行為，也因此

較容易感受到購買衝動。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二(a)：消費者擁有愈強烈之正面心情，則愈會進行店內之隨性瀏  

                     覽。 

假說二(b)：消費者擁有愈強烈之正面心情，則愈能感受到欲購買之衝           

                      動。 

 

五、個人的差異 

 

(一)、享受購物之樂趣 

 

過去的研究將這些享受購物過程的消費者稱之為娛樂型的購物者

(recreational shopper)，而Westbrook & Black(1985)發現娛樂型的購物者相

較於實際去購買物品，其更能從購物的過程中得到滿足，因此如果一個

人能享受任何情景之購物過程，則這種享受購物樂趣的人也較容易在購

物的環境中產生正面的好心情(Beatty & Ferrell 1998)。而Monsuwé，

Dellaert，Ruyter (2004)也指出消費者從事網路購物的內在動機為享受樂

趣，並將樂趣分為解悶、愉快與刺激三構面，因此認為消費者其實是將

網路購物視為一種潛在之娛樂，當消費者感覺上網享受的樂趣愈大，則

消費者就會有更正向的態度使用網路來進行線上瀏覽或購物，因此容易

從事更多的非計畫性購買，以及尋找更多刺激有趣的商品。因此本研究

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三(a)：消費者愈能享受網路購物之樂趣，則愈容易在網路之購物環

境中擁有正面的心情。 

假說三(b)：消費者愈能享受網路購物之樂趣，則愈能感受到欲購買之衝

動。 

 

 



(二)、衝動性特質 

  

        Weinburg & Gottwald (1982) 發現，衝動性的買者會表現出較大的歡

樂及興奮感。Rook(1995)則提出，衝動性特質會因人而異，衝動性的買者

更可能比一般的消費者經歷更強烈且頻繁的購買衝動。由於衝動性特徵

較強之人較容易受到外在刺激之影響而從事不經思考之行為或是反射性

的行為，因此相對於一般消費者，衝動性較高之人較不偏好做事前計

畫，其購物清單也較一般消費者來的更為開放，或甚至在事前就會計畫

要去從事衝動性購買(Rook 1987)，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四(a)：消費者擁有愈強烈之衝動性特質，則愈容易產生正面心情。 

假說四(b)：消費者擁有愈強烈之衝動性特質，則愈能感受到欲購買之衝  

                     動。 

 

六、購買時之情境因素 

 

(一)、時間充裕性  

 

Iyer (1989)指出消費者感受到的時間壓力會減少非計畫性購買之可能

性，因為在時間有限的情況下，消費者無法在賣場中蒐尋到足夠的資訊

來進行購物的決策評估，因而減少了購物可能性。但依據此推理，本研

究則認為，時間的充裕性可以促使消費者採用更理性的購物方式進行選

購商品之評估，由於沒有時間壓力，消費者可以在賣場進行更多的資訊

蒐集，進而作出最適合的決策與判斷，因此消費者可利用之時間愈充

裕，較不會出現當下立即要購買之購物衝動。 

  

然而另一方面，消費者可利用的時間愈多時，則愈有可能進行店內

之隨性瀏覽。研究指出，消費者如果在受限制的時間下去從事逛街、瀏

覽或是完成計畫性之任務，此時消費者容易產生挫折或是對環境產生負



面的反應，故消費者通常會在有充裕時間的情形下，進行較多的店內瀏

覽。( Babin,Darden,Griffin 1994；Beatty & Ferrell 1998 )。因此本研究提出

以下假設： 

 

假說五(a)：消費者感受到可利用之時間愈充裕，則愈不會感受到欲購買

之衝動。 

假說五(b)：消費者感受到可利用之時間愈充裕，則愈會進行店內之隨性

瀏覽。 

 

(二)、金錢充裕性 (money available) 

 

消費者在手頭較緊即經濟壓力較大時，因礙於客觀條件之限制會採

取比較理性之購買行為，因此當消費者擁有較充裕之購物預算時，則可

以採取比較寬鬆的消費方式或輕鬆的態度來面對購物的支出，在購物環

境中也較不會產生挫折的情緒，因此消費者也較容易感受到欲購買之衝

動(Beatty & Ferrell 1998)，故本研究也推論，消費者在預算愈充足時，也

愈會進行店內之閒逛與瀏覽，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六(a)：當消費者可使用之預算愈充裕時，則愈會進行店內之隨性瀏

覽。 

假說六(b)：當消費者可使用之預算愈充裕時，則愈容易感受到欲購買之

衝動。 

 

七、知覺風險 

 

知覺風險包含了『財務風險』、『績效風險』、『心理風險』、『社

會風險』以及『身體風險』(Jacoby & Kaplan 1972)，原本就是影響消費行

為中相當重要的因子，再加上網路購物之興起，消費者缺乏與商品之實

體接觸，以及牽涉到線上付款交易，因此知覺風險更是線上購物行為中



扮演了重要的影響角色。Sreedhar & Debra (2004)在對網路之衝性購買之

調查中發現，受訪者往往會擔心在網路零售店之購買相關問題，例如安

全性、信用卡資訊或無法實際地接觸到商品，因此 Sreedhar & Debra 

(2004)認為消費者對於網路購物之知覺風險可能會抑制了消費者線上衝動

性購買行為之發生。本研究針對此觀點提出以下假設： 

假說七：當消費者對網路購物之知覺風險愈高，則愈不容易感受到欲購

買之衝動。 

 

 

第四節   網路購物之購買衝動 

 

由於衝動性購買之測量原屬不易，過去研究通常是在購物地點之當下

直接對消費者所購買之產品進行確認，例如 Bellenger(1978) 、Cobb & 

Hoyer(1986)及 Beatty & Ferrell (1998)都是在購物商場對消費者進行資料之

蒐集，以便立即地記錄其當下之購買意圖或其餘相關購買情境等資訊。 

 

但由於網路購物大幅打破消費者時間及空間上之限制，因此對消費者

進行線上購物當下進行大樣本之消費情境調查，在研究上有其實行之困

難，而由於無法獲取消費者當下立即之網路購買行為做更進一步之確認，

因此，本研究之最終研究變數為消費者在網路購物中所經歷之購買衝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