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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膠囊玩具現象 

一、膠囊玩具之定義 

膠囊玩具(capsule toys)，又稱扭蛋或轉蛋，日文名稱為 Gacha-Gacha 或

Gachapon，在日文中屬狀聲詞，取自於投幣後旋轉扭蛋機所發出「喀鏘喀鏘」的

聲音。扭蛋機台陳設的地點通常會在便利商店、玩具店門口以及人潮聚集的街

頭，典型的扭蛋會有一個可以打開成兩半的塑膠蛋殼，裡面裝有玩具與說明書，

扭蛋內的玩具通常是根據一些流行漫畫、動畫、電玩等角色製作成塑膠模型，以

系列的方式來發售，每個系列通常會有五到十數個不等的種類（王惠儀，2006）。

通常膠囊玩具具有下四個主要元素： 

1. 表紙 

「表紙」是指放置在扭蛋販賣機表面的30 平方公分紙卡，在日本稱為「台

紙」，在香港則稱之為「機頭紙」，其上通常包含內容物名稱、價格標示、整組

扭蛋的展示照片、產品文字介紹及出產公司等相關資料。表紙的大小依各家廠商

有所不同，但一定為四方形、彩色印刷。除了展示功能外，還具有扭蛋的辨識作

用（李星宇，2005）。 

2. 蛋殼 

「蛋殼」是指用來包裝內容物的圓球型塑膠容器，一般顏色多以上蓋透明、

下蓋多色半透明的組合呈現，但也有少數整顆不透明的特殊設計。其目的一方面

是保護內容物不受外力磨損並阻絕濕氣；另一方面這也是使扭蛋能順利「滾」出

販賣機的必要設計。扭蛋蛋殼因佔空間往往會被消費者丟棄，為避免製造不必要

的垃圾，近年廠商開始賦予蛋殼收集的必要性，利用小零件在蛋殼做變化，使其

化身為玩具的一部份，提升原本的價值。 

3. 蛋紙 

「蛋紙」是記錄針對個別內容物更細節的資料，其大小沒有一定限制，但多



 6

半以折疊的方式和內容物一起被包裹在蛋殼中。通常正面會標示扭蛋的種類、價

格、一組中的種類個數等訊息，背面則會依廠商與系列的不同，註明出品日期與

該組扭蛋的玩法。除了提供資訊外，蛋紙也是用來辨別扭蛋真偽的重要佐證，例

如蛋紙背面一定標示有注意事項與該廠商的電話地址，有的甚至會在蛋紙上預告

下個月的新產品。在台灣所販售的扭蛋蛋紙上除了上述資訊外，還會附上或貼上

中文說明。 

4. 內容物 

「內容物」的種類五花八門，諸如組合模型、玩具、飾品、鑰匙圈、文具甚

至布偶娃娃都有，其表現主題亦是包羅萬象，主要可區分為動漫畫角色、日常生

活點滴和原創角色三種。「動漫畫角色」主要是ACG（Animation, Comic, Game）—

動畫、漫畫、遊戲的衍生品，一般以日系的ACG角色為大宗，亦有歐美的卡通

相關產品，例如多啦A 夢、櫻桃小丸子、SNOOPY、迪士尼動畫人物…等等。

「日常生活點滴」則是將人們生活中事物、現象透過等比例縮小或重新詮釋的方

式製程產品，大部分的題材為動植物鑑賞圖鑑、歷史遺跡、地方名產等。至於「原

創角色」是藝術創作者或扭蛋愛好者，專門為扭蛋量身訂做的系列商品，如扭蛋

公司BANDAI所創造出的角色FrogStyle，而豆腐人則是日本設計團隊Devilrobots

的創作。 

 

二、膠囊玩具的歷史 

膠囊玩具這種將商品放在「自動販賣機」，讓消費者自行投幣購買的概念，

最早源自1920 年的美國。當時在美國除了將飲料、食物放入自動販賣機中，也

會將口香糖、小玩具以塑膠殼包住後放入機器販售。這種讓消費者自行選擇並購

買的概念，後來被日本吸收並加以改良，有組織的建立品牌，使產品更加精緻化、

趣味化，還利用「機率」的概念增加購買時的樂趣，以「永遠不知道掉下來的會

是什麼」的心態，來吸引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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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扭蛋傳至日本的初期，內容物還是以食品為主，在一小包糖果外附送一個

製作粗糙的小玩具，然而這種搭配在當時並不很受歡迎，直到商家將銷售重點變

成以玩具為主，甚至取消零食只販售玩具，才成功擄獲小孩子們的心。隨著扭蛋

內容物愈朝精緻，扭蛋消費者的年齡層也逐漸提高，日本成功的讓此種銷售模式

發揚光大，建立起龐大的「扭蛋工業」。日本最大的扭蛋製造商YUJIN在2000

年正式向海外發行日本扭蛋，並依各國國情生產受當地消費者歡迎的扭蛋系列，

為扭蛋成功打開海外市場，使得日本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扭蛋供應國。 

扭蛋在台灣的起步相當晚，一直到1997年左右才有扭蛋機的出現（李星宇，

2005），當時台灣玩具廠商觀察到日本的扭蛋風潮，因而將日本BANDAI公司商

品引進台灣。台灣受鄰近日本的地理因素與文化影響，直至目前扭蛋的來源還是

以日本為大宗，然而也有台灣廠商開始投入自製本土扭蛋與扭蛋機的市場，在將

內容物精緻化之餘，加入台灣的特色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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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產品屬性與消費行為 

一、消費者行為之定義 

關於消費者行為之定義，不同學者眾說紛紜，Nicosia（1966）認為消費是一

種以非轉售（Resell）為目的的購買行為。而Demby（1973）認為消費者行為是

指人們在購買和使用具有經濟性的商品或服務時所採取的決策程序與行動。Pratt

（1973）指出消費者行為即是以金錢或支票交換所需的財貨或勞務的行為。

William（1982）動消費者行為的定義是：「一切與消費者在購買產品或勞務過

程中，有關心理、情緒、生理方面的活動、反應與影響，即是消費行為」。Schiffman 

and Kanuk（1991）認為購買行為是個人為了滿足需求，而表現出對產品或服務

的尋求、資訊取得、評估及處置等行為。Engel, Kollat and Blackwell（1995）則

將消費者行為定義為消費者在取得、消費與處置產品或服務時，所涉及的各項活

動，並且包括行動之前及之後發生的所有決策在內。綜合上述定義，消費者行為

係指消費者為了滿足需求慾望，因而對產品或勞務進行搜尋、評估、購買、使用

及購後行動等一連串決策過程的行為。 

 

二、消費者行為模式 

消費者行為模式是將消費者行為加以分析研究的觀念架構，許多學者都曾經

提出相關的模式，一般常用的模式可分為四大類（Schiffman, 1993）： 

1. 以消費者決策過程為基礎的研究：例如Nicosia Model、Howard-Sheth 

Model、E. K. B Model、Kotler Stimulus-Response Model等。 

2. 以處理家庭決策程序為基礎的研究：例如Sheth Family Decision-Making 

Model。 

3. 以描述消費者處理資訊過程為基礎的研究： 例如Bettman 

Information-Processing Model。 

4. 以消費者價值觀為基礎的研究：例如Sheth-Newman-Gross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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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這些模式當中，以Engel, Kollat and Blackwell三位學者於1968年提

出，並在1984年修正的EKB 模式為目前消費者行為模式中較詳盡、完整且具

系統性的架構。 

EKB 模式認為消費行為是消費者從事消費決策的過程，其模式特色即在於

以消費者決策過程為中心，並且結合相關之內外因素交互作用。在EKB模式

(Engel et al. 1984)中消費者行為主要分為以下四大部分，如圖所示： 

（一）資訊投入（Input） 

消費者在行銷者的支配或其他因素的刺激下，所產生的資訊處理意願，其主

要的資訊來自於兩方面－非行銷來源，例如大眾傳播媒體或人際溝通管道；以及

行銷來源，例如廠商策劃的行銷活動。 

（二）資訊處理（Information Processing） 

資訊處理是一種經由接受刺激、中斷、記憶的儲存和稍後取用的過程，原則

上可區分為五步驟，分別是展露（Exposure）、注意（Attention）、理解

（Comprehension）、接受（Acceptance）以及保留（Retention）。 

（三）決策過程（Decision Process) 

EKB 模式將整個消費者決策的過程分為五個階段，是此模式最主要的部分。 

1. 需求確認（Problem Recognition）：在許多內部或外部因素的刺激下，消費

者意識到某事物的理想狀態與實際狀態之間存有差距，因而產生需求。 

2. 資訊搜尋（Information Search）：消費者在有了需求動機後，就會開始搜尋

存在內部記憶中的知識，或從外部環境中取得資訊；此二種方式前者稱做

內部搜尋，後者為外部搜尋。如果由內部搜尋所得到的經驗或知識就可以

解決問題，則不用再做外部搜尋。反之，當內部搜尋訊息不足時，消費者

就轉而從外部環境中尋找資訊。 

3. 方案評估（Alternative Evaluation）：當消費者完成搜尋並取得足夠資訊後，

即會對可能的選擇方案加以評估、做出決定。而消費者評估的標準是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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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需求、資源及購買觀點衡量，再加上所希望得到的結果，進而表現在所

偏好的產品屬性上。 

4. 購買（Purchase）：經過審慎的方案評估後，進行購買行為，包括產品選定、

通路選擇等。 

5. 購後行為（Post-purchase）：消費者使用或消費該項商品或服務後做出評估，

並依此決定剩餘產品的處置以及是否再次購買。 

（四）影響決策過程變數 

影響決策過程的變數（decision process variables）可分為環境因素與個人差

異兩個部份，分別敘述如下： 

1. 環境影響：文化、次文化（國家、宗教、種族、地理區域）、社會階級、人

員影響力、家庭等因素，甚至包括購買時所處的情境，都可能影響消費者

的決策過程。 

2. 個人差異：包括消費者資源、知識、對產品的態度、動機、人格、價值觀與

生活型態等因素，購買決策會受到消費者個人特質的不同所影響。 

 
圖2-1 EKB消費者行為模式 

（資料來源：李振妮，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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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體驗 

（一）消費體驗之定義 

在消費行為領域中，Pine（1999）於《體驗經濟時代》（The Experience 

Economy）提到：體驗是一種創造難忘經驗的活動，而消費是一種過程，當過程

結束之後，體驗的記憶將恆久存在。事實上體驗是當一個人達到情緒、體力、智

力甚至精神的某一水平時，意識中所產生的美好感覺，即使在同一活動中兩個人

不可能得到完全相同的體驗，因為任何一種體驗，都是某人本身心智狀態與那些

事件之間互動的結果。  

Schmitt（1999）則定義「體驗」是因為某些刺激而誘發對個別事件的回應，

而且體驗包含整體的生活品質，通常是由事件的直接觀察或是參與造成的，不論

事件是真實的、如夢的或是虛擬的。Arnould, Price & Zinkhan（2004）等學者認

為，體驗是在環境之下身體、認知與情感彼此互動，任何經驗導入之努力與技巧，

影響消費者的身體、認知與情感互動。 

1980 年代中期，許多消費者行為研究學者視消費者為理性的決策者，例如

EKB model（Engel, Kollat and Blackwell, 1984）。而體驗觀點（experiential aspects）

則顛覆了以理性為主的想法，強調過去一直被忽略的享樂或情感（hedonic）變

數的重要性，例如：探討情緒、情感對消費行為的影響；探究消費者不只是思考

者、實踐者，還同時是感覺者的事實；研究消費的象徵性意義；以及重視消費者

對樂趣及愉悅的需求等（Addis and Holbrook, 2001）。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認為，消費體驗是「新奇、感覺、與愉悅

的流動過程」，是由消費者「主觀的美學評估」、「情緒感受」、及「抽象意義」

等所組成。因此他們主張消費體驗的產生，除了傳統理性認知層面的影響外，還

包括消費者的主觀意識及情緒狀態因素。除了產品實質的功能利益外，消費者更

可能追求的是新奇、愉悅及享樂的感覺。再者，行銷的焦點已從交易轉移到關係，

企業必須和消費者展開有效的對話，並將其納入生產過程中考量，亦暗示「消費



 12

體驗」的重要性日增（Addis and Holbrook, 2001）。 

Addis and Holbrook（2001）將消費體驗視為主觀（subjective）及目的

（objective）、或是消費者與產品間的互動結果。其認為每一次消費事件皆涉入

主觀及目的的互動。主觀指的是個人心理狀態，如感覺、思考、或認知等，這些

都會依據環境因素而持續改變；而產品特色或目的性特色（例如顏色、價格、外

觀等），則會因為消費者個人感受能力形成不同的主觀反應，例如信念、感覺、

忠誠等。此外，主觀是從消費者本身產生，而目的則由商品、服務、事件、人、

通路等產生，這兩種皆會對整體消費體驗造成不同的影響，對消費事件也都很重

要，消費者從消費體驗獲得的價值是透過這種目的及主觀關係互動所產生，下圖

顯示這種消費體驗中主觀與目的互動的關係。 

 

 

 

 

圖2-2 消費體驗之主觀目的互動圖 

（資料來源：Addis and Holbrook, 2001） 

 

（二）體驗之要素 

Holbrook and Hirschman（1982）主張消費體驗係由象徵符號、享樂主義及

美學標準所構成，並進一步探討消費體驗產生的新奇、感受及樂趣。之後Holbrook

（2000）再次從消費體驗相關文獻中，匯整四項體驗要素－體驗（experience）、

娛樂（entertainment）、表現欲（exhibitionism）、傳遞愉快（evangelizing）。並

於2001 年，探討大量客製化及體驗消費之間的關係，主張消費者主觀變化，對

消費體驗具關鍵影響。Addis and Holbrook（2001）更進一步將消費體驗分為實

用性消費（utilitarian consumption）與享樂性消費（hedonic consumption），前者

的消費，消費者根據產品的實用性來評價，以外在價值為目的；後者則從多重感

產品 消費過程 消費者 

目的性特色 主觀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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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體驗產品，進而產生存於內在的幻想、感覺及樂趣。此外，Unger and Kernan

（1983）以休閒活動為例，提出六項主觀的體驗要素：內在滿意度、自由意識、

參與、刺激、絕佳機會、及自發性。並證實內在滿意度、自由意識、及參與，與

休閒活動具相關性，且適用於所有的體驗情境。而刺激、絕佳機會及自發性則視

特定活動而定。 

Schmitt（1999）運用心理學的模組（Modules）概念，將體驗形式視為策略

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 SEMs），其包含感官（sense）、情感

（feel）、思考（think）、行動（act）以及關聯（relate）等五種模組。以下針對

不同的體驗分別敘： 

1. 感官體驗：感官體驗係藉由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形成知覺刺激，

以形成愉悅、興奮、美麗、與滿足的感覺。當消費者的感官受到刺激而引

發購買動機，會因消費者所感到的快樂等心理因素而提高價值感。  

2. 情感體驗：由正、負面的心情及強烈的感情所構成。而且以具接觸、互動及

消費期間的情感最為強烈。消費者內心所引發的感覺與情緒，會直接影響

他對品牌的印象，並反映於購買決策。 

3. 思考體驗：藉由創造驚奇感、誘發及刺激產生，以吸引消費者注意、引發好

奇心、及激發刺激感。 

4. 行動體驗：藉由影響消費者的身體、習慣、行為模式、生活型態及互動關係

而形成。消費者可透過行動展現自我觀感及價值。 

5. 關聯體驗：藉由創造消費者想要參與的文化或社群，給予消費者特有的社會

角色或群體歸屬感。 

（三）消費體驗過程模型 

Schmitt（1999）曾提出感官刺激衝擊模型來解釋消費體驗的過程。此模型

是由刺激（stimulus）、過程（process）及結果（consequence）三部分所組成。

消費者接受外在有意義的刺激，經由一致性的認知與多樣性的知覺處理，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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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的感受。Schiffman and Kanuk (2000)則認為消費過程是由輸入、處理、及輸

出三個階段所組成。其中，輸入階段包括消費產品、服務、及其類型；處理階段

包括持有、使用、丟棄及消費體驗之產生；輸出階段則包括對該項消費商品或服

務所產生之感覺、情緒、態度、及行為。綜合上述兩種觀點以及Schmitt（1999）

的策略體驗模組的概念，可得消費體驗過程模型，如圖所示。 

 

 

 

 

 

 

 

圖2-3 消費體驗過程模型 

 

（四）消費體驗與體驗行銷 

體驗可視為在一連串互動活動下的過程經歷結果。同樣的概念以消費者的角

度來看是「消費體驗」的概念；若放入企業行銷的觀點，則形成「體驗行銷」的

策略。然而可利用「手段－目的鏈（Means-End Chain）」同時解釋企業施行「體

驗行銷」策略與消費者在「消費過程中知覺到的體驗」間關係，如下圖所示。 

 

 

 

 

 

 

輸入（刺激） 

 

產品、服務

或與其相關

的活動事件 

處理（過程）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行動體驗 

關聯體驗 

輸出（結果） 

 

消費者對產

品或服務產

生的感覺、

態度與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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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略） 

（目的） 

（手段） 

 

 

圖2-4 消費者知覺體驗關係圖 

（資料來源：岳彩文，2003） 

 

 

 

企業 

體驗行銷 

感官行銷 情感行銷 思考行銷 行動行銷 關聯行銷 

感官體驗 情感體驗 思考體驗 行動體驗 關聯體驗 

個人體驗 共享體驗 

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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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知覺風險與顧客價值 

一、知覺風險之定義 

關於知覺風險的概念，最早是由Bauer (1960)所提出，他在與風險相關的訪

談中發現，許多受訪者認為每種產品都包含了不確定性及結果的嚴重性，因此他

認為當消費者在進行購買活動時，所採取的行動多少會產生無法預期的結果，而

這些結果至少有些可能是會造成不愉快的，所以消費者行為乃是一種風險的負擔

(An instance of risk taking)。 

正因消費者行為中存在著知覺風險，消費者產生許多降低風險的方法，如購

買特定品牌之商品、跟隨意見領袖的意見、參考群體的意見等。Bauer認為消費

者的資訊是不充分的，所以典型的消費者會發展出使能他們表現出信任及自在的

降低風險方法。許多傳統消費者行為中常被討論的實例，如品牌忠誠度，參考群

體、廠商的聲譽等就是風險降低之策略運用。 

此外Bauer (1960)認為只有在消費者欲降低風險時，知覺風險才會存在。因

為只有當他主觀意識到風險的存在，才會對風險有所反應、發展應對的方式。若

風險沒有被知覺到，則個人就不可能被風險所影響。Cunningham (1967)也提到，

風險是一種主觀的知覺。消費者只會對自己實際、主觀知覺到的風險所反應。 

Cox (1967)後來將Bauer (1960)所提出的知覺風險觀念予以具體化。他認為消費者

的行為是目標導向的(Goal-oriented)，在每一次購買時，都有一組購買目標(Buying 

goals)，當其購買無法達成購買目標的期望水準時，會產生不好的後果，即產生

所謂的知覺風險。雖然消費者本身有可能並不清楚購買目標或知覺風險，但其行

為仍是受到知覺風險的影響。 

Cox (1967)進一步將知覺風險定義為下列兩因素的函數： 

1.消費者在購買前，知覺到在購買後所產生不利後果的可能性。 

2.當購買後果不利時，消費者個人主觀上所認知受到的損失大小。 

Cunningham (1967)則將Cox (1967)定義的第一個因素稱為不確定(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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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第二個因素稱為後果(Consequence)因素： 

1.不確定因素：指消費者所認定某一事件是否會發生的主觀可能性。 

2.後果因素：指某一事件發生後，所可能引發結果的危險性（Danger）。 

隨後大部份在知覺風險與消費者行為的研究，都將知覺風險定義為不確定性

及影響性的組合，也就是消費者購買前的「不確定性」與購買後可能導致的「負

面結果」。 

 

二、知覺風險的構面 

Cox (1967)曾經提到知覺風險是由多重構面所組成，可能與財務(Financial) 

或社會心理(Social-psychological)有關。Woodside (1968)則認為知覺風險是由社會

(Social)、功能(Functional)與經濟(Economic)三個構面所組成，但對此並未有明確

的定義。直到Roselius (1971)將知覺風險視為是一種損失的概念，並將知覺風險

的構面以四種損失代表： 

1. 時間損失(Time Loss)：當產品出現問題需要修理或更換時，消費者將會有取

得此產品、維修或退換產品時間上的浪費。 

2. 危險損失(Hazard Loss)：若是產品品質不良或損壞時，可能對消費者的健康

或安全有所損害。 

3. 自我損失(Ego Loss)：若購買的產品不符所需或有瑕疵，消費者可能會自責，

或遭受別人的取笑，因而傷害到自尊心。 

4. 金錢損失(Money Loss)：當產品損壞須要整修或替換時，可能會使消費者蒙

受金錢上的損失。 

Jacoby and Kaplan (1972)延續Roselius (1971)的概念，找出不同產品類別中共

同的知覺風險構面，發現產品知覺風險應該包含以下五種風險類型： 

1. 財務風險(Financial Risk)：當買來的產品不能使用，或所付出的成本高於產

品實際價值，抑或是產品的維修成本過高時，消費者因而遭受金錢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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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 

2. 績效風險(Performance Risk)：產品的功能表現和預期不符的風險。 

3. 身體風險(Physical Risk)：消費者擔心使用產品是否造成身體上傷害的風險。 

4. 心理風險(Psychological Risk)：所購買的產品無法與消費者自我形象配合的

風險。 

5. 社會風險(Social Risk)：購買的產品會影響他人對自己看法的風險。 

對於知覺風險的構面即以Jacoby and Kaplan(1972)所提出的五構面，最為之後人

所接受與應用。 

 

三、知覺風險的衡量 

（一）知覺風險衡量之相關研究 

知覺風險的衡量方式，最先是由Cunningham (1965)提出，利用循環尺度

(Ordinal scale)，直接將受訪者認為的不確定性（certainty）和後果的損失（dange）

二者相乘，藉此乘績來衡量知覺風險，即： 

知覺風險 ＝ 不確定性 × 後果 

 

而Peter and Tarpey(1975)就針對先前研究不足的地方，提出其衡量知覺風險

成分與構面的模式： 

1

( )
n

i

OPRj f PLij ILij
−

= ×∑  

OPRj ：對品牌j的知覺風險 

PLij：購買品牌j發生構面i損失的可能性(Probability of Loss) 

ILij ：購買品牌j發生構面i損失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Loss) 

n：知覺風險構面的個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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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ling and Stealin在1994年提出整體知覺風險(overall perceived risk)可以經

由衡量產品種類風險(product-category risk)與產品特定風險(product-specific risk)

而得到，具有較高產品種類風險的消費者，較易接受具有風險的產品；而當產品

特性風險大於消費者可以接受的風險時，則會拒絕使用該產品。其衡量模式如下： 

OPR=PCR+SR 

OPR：表示整體知覺風險 

PCR：表示產品種類風險 

SR：表示產品特定風險(購買情境、目的、產品屬性) 

（二）展望理論（prospect theory） 

展望理論是以經濟學的角度，試圖分析個人效用函數與風險態度之間的關

係。此理論由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兩位心理學家所提出，他們指出傳統

預期效用理論無法完全描述個人在不確定情況下的決策行為，並將這些違反傳統

理論的部份歸納出下列三個效果來說明： 

1. 確定效果(certainty effect) 

此效果是指人們會過度重視確定的結果（outcome）相對於不確定的結果之現象，

此違反替代公理。 

2. 反射效果(reflection effect) 

是指個人對於利得和損失的偏好剛好相反，稱為反射效果。個人在面對損失時，

有風險愛好的傾向，對於利得則有風險趨避的傾向。而利得或損失是相對於某個

參考點(reference point)的財富變動而不是最終財富部位的變動。 

3. 分離效果(isolation effect) 

若一組彩券可以用不只一種方法被分解成共同和不同的因子，則不同的分解方式

可能會造成不同的偏好，這就是分離效果。 

Kahneman and Tversky(1979)提出用兩種函數來描述個人的選擇行為：一種

是價值函數(value function) v(x)。另一種是機率權重函數(probability weighting 



 20

function) π(p)。 

根據展望理論彩券的價值為： 

V(x,p;y,q) =π(p)v(x) +π(q)v(y) 

式中x, p, y, q表示贏得獎金x的機率為p，贏得獎金y的機率為q 

價值函數(見圖2-5)有下列三個重要的特性： 

1. 價值函數是定義在相對於某個參考點的利得和損失，而不是一般傳統理論所

重視的期末財富或消費。參考點的決定通常是以目前的財富水準為基準。 

2. 價值函數為S型的函數。在面對利得時是凹函數 (concave，v”(x) < 0， x > 

0)，損失是凸函數(convex，v”(x) > 0，x < 0)。 

3. 價值函數，損失的斜率比利得的斜率陡。即個人在相對應的利得與損失下，

其邊際損失比邊際利得敏感。 

機率權重函數則有下列兩個特性： 

1. 機率權重函數將機率轉換為決策權重(decision weight)， π是p 的遞增函數，

它並不符合機率公理，也不被解釋為個人預期的程度。 

2. 對於機率p 很小的時候，即π(p) > p時，表示個人對於機率很小的事件會過

度重視，但是當一般機率或機率很大時，則會低估事件發生的機率，即π(p) 

< p。這可說明個人過度注意極端但機率很低的事件，卻忽略了例行發生的

事。 

 

 

 

 

 

 

圖2-5 風險價值函數圖 

（資料來源：Kahneman and Tversky, 1979） 

Value 

風險趨避的現象 

風險偏好的現象 



 21

四、顧客價值 

(一)顧客價值之定義 

Rokeach（1973）認為「價值是一種持久性的信念，它是人類行動偏好的基

礎，使個人或社會偏好某種行為模式或存在的目的狀態。」Rys, Fredericks, and 

Luery（1987）則主張價值為獲得與付出二者間的比較。後來不少學者提出這種

「比較」的觀點。Dodds, Monroe, and Grewal（1991）認為消費者的知覺價值

（perceived value）是知覺利益（perceived benefit）與知覺犧牲（perceived sacrifice）

的權衡關係。Liljander and Strandvik（1993）主張價值包括由服務所獲得的利益，

以及購買服務所付出的代價。Lovelock（2001）指出，價值為總知覺利益與總知

覺成本（perceived costs）比較的結果。 

若將價值以買方角色區分，則可分為顧客價值及消費者價值。顧客價值係指

在採購交換中，顧客付出某數額金錢後所取得的產品利益（Peter & Olson, 

1990）；而消費者價值則是顧客所尋求的個人重要目標，藉由產品的擁有或消費，

使其達成「個人價值」（黃盈裕，2001）。簡而言之，顧客價值是指顧客在購買

當下對產品的評價；而消費者價值則強調對產品消費或擁有的評價（Lai,1995）。

然而Holbrook（1994c, 1996, 1999）與Richins（1999）等學者們的觀點，認為「顧

客價值」與「消費者價值」兩者並無明顯的區分，而統一將兩者合稱為「顧客價

值」。 

Gale(1994)認為為顧客價值是因應市場知覺品質而對產品所付出的相對價

格。Woodruff and Gardial (1996)則認為顧客價值是在某一個使用情況下，顧客對

於他們想要得到的結果之知覺，經由產品或服務的提供，以達成渴望的目的或目

標。Holbrook（1999）定義顧客價值是一種「互動的、相對的、偏好的經驗」，

以下便針對Holbrook的定義分別描述（黃盈裕,2001）。 

1. 顧客價值是「互動的」：指「顧客價值」的產生，是由於顧客和產品之間

互動的結果。此價值可來自於產品本身，抑或他人對此產品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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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顧客價值是「相對的」：以相對的觀點來看，顧客價值的高低是比較而來

的，且會因人與情境的不同而有所差異。 

3. 顧客價值是「偏好的」：指顧客在產品價值判斷上，可能會偏重某幾項特

定辨別標準，因而偏好不同的品牌。例如當顧客以安全性為主要購車考量

時，會強烈偏好某特定品牌。 

4. 顧客價值是「一種經驗」：顧客價值不是存在於所購買的產品上，而是來

自於其中的「消費經驗」。 

（二）顧客價值的構面 

Holbrook（1996, 1999）將顧客價值分為三種主要構面，分別是：外在價值

與內在價值（extrinsic versus intrinsic value）、自我導向價值與他人導向價值

（self-oriented versus other-oriented value）、主動價值與被動價值（active versus 

reactive value）。其中，外在價值強調產品消費所獲得的功能及效用；內在價值

則重視消費體驗本身所獲得的價值。自我導向價值，係指顧客對消費產生自我的

評價、讚賞或深思；他人導向價值，係基於外在因素而產生的價值，例如購買名

牌包包是為獲得社會認同或炫耀。主動價值，係指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體

驗，是處於主動控制的角色；被動價值，係指顧客對產品或服務的消費體驗，是

處於被動反應的角色。該研究再將此三構面提出「顧客價值分類」，將顧客價值

分為「效率」、「卓越」、「地位」、「尊敬」、「遊樂」、「美感」、「倫理」、

「心靈」等八類。如下表所示（引述自黃盈裕，2001）。 

表2-1 Holbrook顧客價值構面關係表 

 外在價值 內在價值 

主動 
效率（輸出／輸入、便

利性） 

遊樂（樂趣） 

 
自我

導向 
被動 卓越（品質） 美感（美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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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 地位（成功、印象管理） 倫理（美德、正義、道德） 
他人

導向 被動 
尊敬（名譽、物質主義、

擁有） 
心靈（心靈的） 

（資料來源：Holbrook,1999；黃盈裕，2001整理） 

Sheth、Newman及Gross在1991年所提出的消費價值（consumption value）概

念認為市場選擇是包含多重價值的多構面現象。而其所主張五種型態的價值就是

影響消費者選擇的根本原因。五種價值分別為功能價值(functional value)、情感

價值(emotional value)、社會價值(social value)、新奇價值(epistemic value)、情境

價值(conditional value)，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大部分都會受到一種以上的價值影

響。以下針對各價值構面內容分別介紹（Sheth et al.,1991；莊麗娟，1995）： 

1. 功能價值： 

來自產品本身所具備的功能、效用或實體表現上的屬性。功能價值通常會和

產品的耐久度、可信度與價格等因素相關。當消費者是基於功能價值選擇產品，

會考慮產品是否具有符合消費者需求的功能屬性及其希望達到的水準。 

2. 情感價值： 

產品具有激起或影響消費者情緒的效用時，產品即具有情感價值。情感價

值經常影響消費者在美學產品上的選擇，如音樂、藝術，或是與自我形象相關的

產品，如偶像或宗教等。 

3. 社會價值： 

社會價值來自與特定社會群體的連結，若產品可以將消費者與社會群體做

連結，或當消費者在使用此產品時，可以滿足彰顯消費者地位或提升自我形象地

位等的需求，此產品對消費者來說，即具有社會性價值。消費者購買此種商品主

要不是為了其實用功能，而是在於其象徵之意義（Hirschman and Holbrook, 

1982）。例如，利用與穿名牌服飾或開知名跑車，來彰顯自己一定程度的社會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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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奇價值： 

有些產品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或新鮮感，而滿足消費者追求知識的渴

望。透過產品提供新事物的能力消費者因而得到新奇價值。此價值是來自一種全

新感受，提供消費者不同於以往的體驗，滿足其嚐新的慾望。 

5. 情境價值： 

當產品在某特定情境下，會特別彰顯出內在的價值，然而當情境一消失，此

價值所帶來的效用也隨之降低。例如，臨時下起大雨時，消費者可能就會考慮購

買一把價格較高或品質較差的傘，因為此時雨傘所帶來的效用比一般時候來的

高。 

 

五、 手段－目的價值鏈理論 

Gutman (1982) 所提出的手段－目的鏈理論 (Means-End Chain Theory) 是

消費行為之外加入價值觀念的代表性理論。其主要概念在與，消費者將產品屬性

視為達成「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可以反映出價值的趨向，並透過產品

屬性產生利益 (Gutman, 1982; Pitts et al., 1991;Botschen et al., 1999)。所以手段－

目的價值鏈，是一個「產品屬性」、「屬性所帶來的消費結果」與「消費結果增

強的個人價值」三者間的聯結。 

Gutman（1982）認為手段（means）是產品或人們所從事的活動，結果

（consequences）則是屬性（attributes）的產出，而目的(ends)是個人所喜歡生活

方式的最終狀態。手段-目的鏈結試圖透過個人認知解釋，以產品或服務當方法

而與目的之間的因果聯結。Gutman（1982）認為消費者的產品知識有三種型態，

分別是：（1）有關產品特色或產品屬性（attributes）的知識；（2）使用產品的

正面結果（consequences）或利益；（3）產品幫助消費者所滿足的或達到的個人

價值（personal values）。而手段-目的鏈結模式可依抽象程度之高低分成產品屬

性、消費結果和個人價值三種層次，產品屬性是最具體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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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6 手段－目的價值鏈關係圖 

(一)產品屬性 

Gutman（1977）對於產品屬性（attributes）的定為：產品的外觀、外型部分

以及如產品的包裝、顏色、產品的附加物、質料等。Stanton 和Etzel (1991)也認

為產品屬性包括包裝、色彩、價格、品質、品牌，甚至銷售者的服務和聲譽。因

此以膠囊玩具而言應包含如塑膠外殼包裝、內容物造型設計以及膠囊玩具的價

格。此外Olson & Jacoby（1972）將產品屬性分成內在(intrinsic)與外在(extrinsic)

屬性：內在屬性是指產品的實體部份，只有在改變產品本身時，既存屬性才會發

生變化，這些內在屬性在使用產品時就會直接接觸，例如膠囊玩具的內容物之外

觀與造型；外在屬性雖與產品有關，但並非產品實體上的屬性，如膠囊玩具的外

包裝（蛋殼）、產品說明書（蛋紙）等。Richardson（1994）也同樣產品屬性分

為外在（extrinsic）與內在（intrinsic）兩種，唯在定義上略有差異。Richardso（1994）

認為外在屬性是指消費者可以很明確地分辨出產品間的差異之屬性，如膠囊玩具

的內容物外觀；內在屬性是指消費者對某一產品獲得心理層面滿足的屬性，如膠

囊玩具中限量版或隱藏版的內容物。 

消費者在購買商品時，會考慮產品屬性為他們帶來的價值，然而一個產品屬

性可能帶給消費者單一或多項價值；反之，多項產品屬性，也可能帶給消費者相

同的價值。有時消費者會透過多重屬性去決定購買與否，而有時單一屬性就能影

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Payne and Ballantyne, 2002）。 

（二）消費結果 

除了產品屬性外，有時消費者傾向以結果的觀點來評估產品。對於消費者在

購買使用或消費產品時，「消費結果」（consequences）確實是一種較為明確的

產品屬性 消費結果 個人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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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現。Gutman（1982）定義消費結果為產品或服務在使用過後，消費者所產生

的經驗感覺。Peter & Olson（1990）則將消費者所欲求的消費結果，稱之為產品

利益或效用；消費者所迴避的消費結果，稱之為風險。Valette Florence & Rapacchi 

（1991）將消費結果區分為功能性與社會心理性結果：功能性結果是經由產品可

以直接提供的好處，如膠囊玩具可把玩、觀賞，或有裝飾等功能；而社會心理性

結果則是使用產品之後，會從其他人的身上獲得什麼樣的感覺，例如轉到限量版

或隱藏版的扭蛋，可能招來同儕或同好間羨慕，因而得到虛榮的感覺。 

（三）個人價值 

Rokeach（1973）認為價值（values）是一種持續的信念，此信念使個人或社

會偏好某種行為模式或存在的目的狀態，而較不喜歡與其相對或相反的行為模式

或存在的目的狀態，他還將價值分成兩大類：一類為行為方式相關的價值，稱為

手段價值（means value）或工具價值（instrumental value），其中又包括「道德」

和「能力」兩種價值。道德價值是來自人際與罪惡感取向的；而能力價值則以自

發性與羞恥感為取向的。另一類是存在目的狀態的價值觀，稱為「目的價值」（end 

value）或「終極價值」（terminal value）。它包括「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

兩種。前者是以自我中心和個人內在為重心；後者是以社會中心和人際之間為重

心。 

Park, Jaworski ＆ Macinnis （1986）是從消費者之需求角度，提出三種需

求類型，做為消費價值之分類參考： 

1. 功能性需求（Functional needs）：消費者的產品搜尋動機，主要來自解決外

在所衍生的某些特定問題； 

2. 體驗性需求（Experiential needs）：來自消費者內在的對感官愉悅、多樣性

及認知上刺激的需求； 

3. 象徵性需求（Symbolic needs）：來自消費者內在的自我認同、角色定位及

群體歸屬等需求。（廖進成，2006，頁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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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消費者特性 

一、人格特質 

Pervin（1993）指出人格特質（personality）的理論主要包含六大學派：心理

分析論（Psychoanalysis）、現象論（Phenomenalism）、認知論（Cognitive）、

特質論（Traits）、行為論（Behaviorism）與社會認知論（Social Cognitive）。

各個理論皆有不同的重點強調，彼此間也有部份的相容性和不相容性存在

（Burger, 1997）。部分研究人格特質的學者從個體的生理及行為上的特質進行

分析，其中有以Sheldon, Jung代表的類型論(Types)及以Allport, Cattell為代表特質

論(Traits)，前者係指按個體身體特質採間斷分類的方式，將人定義成各種不同的

典型；後者則是以個體人格特質為主要研究主題，採連續向度來區分人格特質。

兩者的差異主要在於所使用的特質數目不同，類型論雖然也利用人格特質來解釋

個體的人格類型，但僅限於少數幾種類型。而特質論則是運用數量龐大的特質藉

以評量個人，並與常模比較之後評定個體的人格傾向(繆敏志，1994)。 

（一）五大人格特質 

Galton(1884)提出用人格特徵來描述人，估計它包含一千多個表示特徵的詞

彙。此後Allport 和Odbert (1936)延續Galton的方式，區分人格特質特徵名詞，並

提出一個列表，提出四千五百個描述人格特質和個人行為的詞，經由Cattell (1943)

更進一步的重新歸類並進行因素分析，發展出十六種人格因素問卷(16PF)。Cattell 

的貢獻在於把人格分類的特質變項大為縮減。1963 年，Norman使用自然言語驗

證Cattell的程序後，宣稱五因素模式是合理的人格分類式。之後Goldberg(1981)

正式命名五因素模式為「Big Five」。目前最被廣泛接受的是Costa & McCrea(1987)

所提出的分類法，以下為其五大人格特質構面之描述： 

1. 親和性(Agreeableness) 

親和性主要是評斷一個人在與人相處時，在思想、情感及行為上的表現。

較具親和性的人的表現行為有仁厚、可信、樂於助人、正直等特質。反之，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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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親和性的人，其行為表現的特徵為不合作、帶有批評及攻擊性、心理之傾向為

多疑以及好指使別人。 

2. 外向性(Extraversion) 

外向性是衡量個人在人際關係上之互動、活動力及歡樂的程度。換言之，

此構面也是用來衡量個人和他人相處時的表現。愈具備外向性人格特質者，代表

個人愈具有主動、善於社交、積極樂觀的特性。反之，則代表其具有內向保守、

偏向靜態活動的特性。 

3. 開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 

開放性是代表個人在主動追求新事物之探索能力、創造力、獨立思考的能

力，以及對陌生事物之容忍力(George & Zhou, 2001)。愈具備開放性人格特質者，

意指個體愈具有廣泛的興趣、好奇心、創造性及獨特性。反之，則個體對新事物

並沒有特別的好奇心，興趣狹窄，並缺乏分析的傾向，也較趨從於一般傳統性的

想法(Costa & McCrae, 1992; McCrae, 1996;McCrae & Costa, 1997)。 

4. 謹慎性(Conscientiousness) 

謹慎性主要是評量一個人在邏輯分析、組織能力、堅毅的程度，以及對目

標行為導向之動機表現(Costa & McCrae, 1992; Goldberg, 1992)。愈具謹慎性人格

特質的人，其愈具有按部就班、可信賴、自我約束、努力不懈、有信心、毅力等

做人處事的特質。反之，其表現為漫無目的、不細心、懶散、意志不堅、好逸樂，

不被別人信賴等處事態度(George & Zhou, 2001)。 

5. 情緒性(Emotional stability) 

此構面主要是針對情緒穩定程度來作衡量。可被用來評斷個人是否具有心

理障礙、不切實際的理念、過度的需求和衝動，以及對事物持有負面傾向的特質

(Antonioni & Park, 2001)。愈具情緒性人格的人，愈具有多愁、緊張、神經質、

不安全感、自卑感及多慮的特性。反過來說，若較不具情緒性特質，則愈具有安

定、放鬆、不易情緒化、自我滿足等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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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影響風險態度的人格特質因素 

個人對於風險的態度深受其人格特質因素的影響，根據陳滄河（1985）整理，

人格特質因素可以從成就動機（achievement motivation）、認知與動機（cognition 

and motivation）、激勵（motivate）、內外控（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ol）四種

理論來解釋。 

1. 成就動機理論： 

成就動機理論說明追求成就者大部分為中度風險傾向，因為追求成就者若

是執行低風險的任務，雖然容易達成但卻不具挑戰性，所以無法獲得成就感，反

之若是執行高風險任務，卻可能因為無法達成而得不到成就感。 

2. 認知與動機理論： 

認知與動機理論認為，認知冒險者會視情況而依預期成功機率最大之策略

行動，而動機冒險者的冒險策略則永遠是一致的，不是一貫保守就是一貫冒險。 

3. 激勵理論： 

激勵理論則指出不足的激勵將會使人產生倦怠感，而有較平常不同的舉動

出現，目的是為了逃脫現有處境；反之，過度的激勵也會使正常行為瓦解。 

4. 內外控理論： 

內外控理論則認為人可分為外控和內控兩類，外控者比較依賴消極，內控

者比較穩健積極，所以各自的風險態度會有所不同。 

內外控傾向的人格特質是由Rotter（1966）於社會學習理論中（social learning 

theory）發展而來。Rotter將個人對事件結果的知覺分為內控與外控，而他相信這

是個人持久的傾向。如果一個人認為其行為結果是由自己所造成，且相信自己的

力量可以達到想要的結果，則此人即是具有內控的人格特質﹔反之如果一個人認

為其行為是受外力所影響，如命運、運氣、有權勢的人，自己無力改變，則此人

是屬於外控傾向者。內外控性格是一項相對的分類，所以很少人是純粹的內控或

外控性格，多半是介於兩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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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控的觀念在人格心理上受到廣泛的討論。Brissert and Nowicki（1973）

兩位學者認為具有內控傾向的人比外控傾向要積極、主動，且自主性較強，在面

對問題時，並能有效地蒐集資訊，進行評估並解決問題，進而影響到個人面對不

確定情況時的風險承受度。 

一般內外控人格者可能有的行為差異如下： 

1. 內控人格者比較積極主動（Hammer & Vardi, 1981），對自己比較有信心，對

自己感興趣或是可獲致成就的事情會投入努力（Hammer & Vardi, 1981; 

Spector, 1982），也比較屬於高成就者（Phares, 1976; Findley & Cooper, 1983），

他們對於環境的警覺性較高、較低焦慮、較高自尊，較能承受責任，身心較

為健康（Phares, 1976）。 

2. 外控人格者比較消極、依賴、他人導向、缺乏自信心（Joe, 1971），較不獨立、

容易感到沮喪和壓力（Benassi, Sweeney, & Dufour, 1988），較為遵循規範

（Spector, 1982）。 

 

二、收藏行為 

（一）收藏的定義 

收藏（collecting），即把自己喜愛的物品收集、儲藏起來。Belk(1995)從消

費的角度來看待收藏行為，他認為收藏是消費行為的一種特殊型態，收藏也像購

買行為一樣會有獲得、擁有、使用、轉讓或丟棄等過程，但不同之處在於消費的

物品在使用過後儘管沒有丟棄或轉讓，持續擁有也會將物品視為棄物，並不會投

注過多的關心，然而收藏卻非如此，當物品從一般的使用功能脫離時，既使已失

去原本的使用功能，仍會被收藏者視為寶物。收藏是一種高度熱衷的消費，不像

購買日常用品般的平常，因此收藏可能會因為太過熱衷導致不理性的購買行為發

生。因此 Belk（1995）定義收藏為「積極地(actively)、精挑細選地(selectively)、

狂熱地(passionately)獲得(acquiring)及擁有(possessing)物品的過程，這些物品的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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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從一般性用途轉移，成為一種可被察覺為經驗的一部份，成為一種獲得

(acquisitive)、擁有(possessive)及物質主義的追求。」 

莊麗娟(1999)提到，熱中於收藏的消費者以及對於收藏沒有興趣者，他們在

物質主義的傾向上，應有高低之分。消費者在購買收藏品時，並不是把收藏品視

為一種商品，而是在收藏的過程之中。收藏品的消費價值，以及對於產品的涉入

程度，才是收藏者所重視的，這與一般的消費性商品有很大的差別。由此可見收

藏品對於收藏者而言，符號的意義已大於商品的物質意義了。  

（二）收藏行為的特徵 

收藏行為中不僅包含收藏者對於收藏品的心理與物質意義，收藏的過程中，

也涵蓋許多社會面向，而收藏者本身的行為特徵是過去學者們主要探討的議題。

以下歸納出收藏行為的幾種特徵（李東展，2006）：  

1. 積極、主動、佔有性高的個人行為  

收藏行為是種充滿熱情、積極和選擇性的消費行為，同時也是種獲得、擁有

和追求某種層面物質主義的行為。Belk(1995)認為收藏會使人沈浸在其中，收藏

者對收藏品的投入精神使得收藏者更加的積極，對於收藏物品的獨佔感更強。

Belk et al.(1991)認為，收藏是個人的行為，並非是團體的行為，如博物館、美術

館中的物件雖然也是收藏品，然而擁有者並沒有強烈的獨佔感，那麼不能算是收

藏行為中所定義的收藏(汪玉盆，2000；莊麗娟，1999)。  

2. 持續進行的行為  

收藏的目的在於收集累積更多的物品，因此這是一種不斷獲得物品的行為，

一旦收藏的物品不再增加之後，收藏行為也將隨之中斷。而收藏中斷可以分為暫

時中斷或是完全停止，或是收藏中斷，而收藏行為進入到收藏後的階段，收藏者

就會有處置收藏品的行為（汪玉盆，2000）。中斷後的收藏，便稱之為「死亡」，

就算收藏者會繼續去展示已「死亡」的收藏品，但這種類似「囤積」、「收留」的

想法與行為，已和當初在積極購買收藏的心裡狀態完全不同了（莊麗娟，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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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獨特的價值觀  

收藏者常以不同於世俗的眼光來衡量收藏品的價值。Belk(1991)認為，比起

其它的消費行為，收藏者對於收藏行為所需具備的相關知識，以及對於獲得、擁

有等情感，都會更加投入並樂在其中。收藏者對於收藏品的要求與執著及獨特的

價值觀，都是造成收藏行為中「熱情」的原因（汪玉盆，2000）。相較於日常生

活之中，繁瑣的購物行為，收藏者對於收藏品的重視、執著，以及花在尋找收藏

品的心力付出上，就如同忠心耿耿、不遠千里的奴僕（Belk, 1991）。 

4. 整體意義大於單品意義  

「收藏」和「擁有」兩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收藏」的項目之間擁有著不可

言喻的秩序、系統，甚至是「完整」。收藏品的每一個部分，在整組收藏品之間，

都具有嶄新的意義，然而對收藏者來說，收藏品的整體意義遠大於單一收藏品的

價值 (莊麗娟，1999)。  

5. 依附關係  

收藏者和收藏品之間，擁有著一種依附關係(Solomon,1986)，而大部分的研

究者對於收藏行為的認定，多半在強調收藏的狂熱情感，甚至被賦予人格、被盲

目崇拜，並被擬人化等情形（李東展，2006）。 

(三) 收藏之動機 

Belk(1995)在經過與數百位收藏者進行深度訪談後，他指出收藏品的本身即

反映出身處物質社會中人們的成就，意即收藏品可以代表此人成功與否，因此收

藏的最高動機在於能提供人們支配(mastery)、能力(competence)及成功(success)

的感覺。收藏行為反應出收藏者自我延伸的需求，也就是收藏者會透過收藏品來

表現自己。Pearce(1992)也認為收藏動機背後的主要目的在於自我實踐

(self-fulfilling)及自我增強(self-enhancement)的需求。 

Belk(1995)認為收藏行為除了反應出「擁有」的基本需求外，還具有更重要

的功能，也就是提供個體差別的意義與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將一個收藏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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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品或是很多物品的收藏家和其他人放在一起時，收藏家能提高自我名聲與自

尊；若與非收藏者相較，收藏者對於這些收藏已久的物品有專家級的認識與見

解，因此會在非收藏者間成為意見領袖(Long & Schiffman，1997)。 

Formanek(1991)認為收藏能表現自我，但除此之外，還能藉收藏將個體與其

他愛好收藏的人們連結形成一個社會體系，收藏行為有許多動機，包含自我表

現、社交性、藉由聚焦在某種物件探究個人連續性的感覺。其他關於收藏的原因，

還有收藏者可藉由收藏而有保存、重建、歷史、和連續性的知覺；或者他們將收

藏視為一種投資，藉由收藏得到興奮和得意的感覺。 

 

三、從眾行為 

（一）從眾行為之定義 

個人的思想、感情和行為向一個團體規範靠攏就叫做「從眾」（conformity）

(Allen, 1965; Kiesler & Kiesler, 1969)。從社會心理學學者的觀點認為「從眾」為

社會的影響的表現，其影響來源為個人受到團體中其他成員的影響(Allen, 

1965)。這個影響會讓個人在知覺、判斷和行為上傾向於團體中多數人一致的現

象;產生這種心理現象的外因是由於實際存在的或頭腦中想像到的社會壓力與團

體壓力，使人們產生符合社會要求與團體規範的信念與行為（徐向群，2002）。

行銷學者則較關心消費者受群體影響下所做出之決策，所以在行銷學方面對於的

定義則是：「消費者為了取得群體的認同、符合群體的期望，因此會採取與群體

其他成員相似的思想或行為。」 (Wilkie, 1994；Macinnis, 1997)。 

Mowen & Minor（1998）將從眾行為分為「公開從眾」（public conformity）

與「私下從眾」（private conformity）二個層面： 

1. 公開從眾：因感到別無選擇而不得不遵守團體規範，而使自身的行為符合心

理並不認為正確的團體規範，叫做「公開從眾」，也就是個人雖然採取了符

合群體期望的行為，但內在的信念並沒有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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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私下從眾：當人們被說服而由衷地相信團體是正確的，而且願意把團體規範

當作是自己的信念，稱為「私下從眾」，個人的信念與行為都受到了群體的

影響，因而改變與群體相一致。 

(二) 從眾行為的個人因素 

1. 年齡 

Piaget (1969)指出人的認知發展是隨著年齡與成熟而循序漸進的，雖然從眾

行為含有社會認知的性質，卻並非隨著年齡而一直增加，研究證明人類的從眾行

為雖然剛開始時有逐年增加的趨勢，但到了高峰期(十二、十三歲之後)卻逐年下

降。Costanzo 與 Shaw 等，於1966年的研究指出：兒童的從眾行為，無論男女，

到了國小高年級及國中之後便有逐漸減少的趨勢（如圖2-3）。這也許是兒童漸

漸發覺很多規則只是為了方便起見而設定的，並非絕對的，當必要時是可以打破

或修定，所以不再順從於某些社會規範的，也可能是心智逐漸成熟，較少盲目跟

從團體，因此從眾行為也跟著降低 (許永熹，1982)。 

 

圖 2-7 年齡與從眾指數關係圖 

（資料來源：陳怡如，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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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格特質 

許永熹（1982）指出就人格特質的研究來看，從眾行為較高者常有下列的特

質：a.尊敬權威，默從性較高；b.易接納別人的意見，且看重別人的評價c.未充

分了解別人的行為與動機，在壓力下容易緊張慌張；d.早年的家庭氣氛良好，情

緒穩定，易與人相處；e.壓抑傾向高，控制衝動，行為拘束等。  

  

四、參考群體 

（一）參考群體之定義 

Schiffman and Kanuk（2000）定義參考群體 (reference group)為任何會成為

個人在形成其態度、價值、或行為上的參考或比較對象的個人或群體。消費者會

觀察這些參考群體的消費行為並加以學習，同時也會受到該參考群體的意見影

響，而採用類似的標準來形成自身的消費行為決策（林建煌，2002）。從行銷的

觀點來看，參考群體可為個人購買或消費決策，提供一參考架構。這些群體和個

人間有些是持續性的互動，像家庭、朋友、鄰居及同事等，稱為初級群體（primary 

groups）。初級群體之間的關係傾向於非正式的。人們也歸屬於次級群體

（secendary groups），其成員之間的關係是正式的，且比較不常有互動往來，包

括宗教組織、專業群體及商業公會群體（賴哲亨，1999）。 

（二）參考群體對消費的影響 

Schiffman and Kanuk (2000)認為，影響個人消費行為的主要社會群體，依序

為家庭、朋友、社會階層、各類次文化、個人所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參考群

體對個人行為的影響程度，通常視個人因素、產品本質、以及特定的社會因素而

定。個人若擁有第一手產品或服務體驗，或是能輕易取得相關資訊者，較不容易

受他人的建議和行為影響；相對地，體驗不足，或是根本不想搜尋、接觸有關資

訊者，就比較希望他人提供建言或分享經驗。此外，參考群體是否值得信賴、有

吸引力與權力，亦能影響消費者的態度與行為，特別是當消費者非常關心某種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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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或服務的使用效果或品質水準時，可能會尋求值得信任、知識豐富的消息來源

提供意見，亦即消費者較容易被高可信度的訊息來源所說服。抑或產品的購買具

有社會、財務或績效風險時，特別希望獲得參考群體所提供的資訊，例如房子的

購買；反之，若屬於外顯性低的產品，就比較不易受到參考群體的影響

(Burnkrantand and Cousineau, 1975；Friedman and Churchill, 1987；李憶雯，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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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研究架構 

根據上一章相關文獻的探討，本研究認為膠囊玩具消費行為深受消費體驗、

顧客價值與知覺風險影響，然而消費者又因個人因素對體驗、價值或風險感受程

度有所不同，因此本研究將利用 EKB 消費行為模型中影響消費決策的因素「消

費者特性」視為影響消費體驗、顧客價值與知覺風險的變數，其中消費者特性包

含內外控人格特質、收藏動機、從眾行為與參考群體依賴度。然而，除了對於中

介變數的影響外，本研究認為消費者特性也有可能同時間直接對於膠囊玩具之消

費行為造成影響，因此必須考慮此因素對於消費行為的直接關係。此外，可以用

來衡量消費行為程度的構面繁多，為使研究變數間彼此關係簡要明確，本研究選

擇以消費量與價格為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代表，使用的變數分別為單次消費量與

最高願付價格，探討其與各變數間的關係。本研究架構可圖示如下： 

 

 

 

 

 

 

 

圖 2-8 研究架構 

 

 

 

中介變數：

消費體驗 

顧客價值 

知覺風險 

消費者特性： 

內外控人格 

收藏動機 

從眾傾向 

參考群體依賴度 

膠囊玩具的消

費行為 

 單次消費量 

 最高願付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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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研究假設與推論 

根據文獻探討的內容與本文欲研究之架構，提出本研究之假設，並針對假設

之理論背景分別說明如下： 

一、消費者特性與消費體驗之關連 

本研究所提之消費者特性，包含消費者的人格特質、收藏行為與從眾行為。

其中將收藏行為分為「收藏意願」、「收藏完整」與「收藏增值」等三構面，以下

將探討此五項消費者個人因素與消費體驗構面之關連性。 

（一）內外控人格與消費體驗之關連 

對於人格特質的分類，本研究採用與風險態度相關的內外控人格理論。其中

的內控人格者比較積極、主動，且自主性較強，在面對問題時，並能有效地蒐集

資訊，進行評估並解決問題（Brissert and Nowicki, 1973）；外控人格者則比較消

極、依賴、他人導向、缺乏自信心（Joe, 1971），認為行為受外力影響的程度較

大。然而消費體驗是由消費者「主觀的美學評估」、「情緒感受」、及「抽象意

義」等所組成（Holbrook and Hirschman, 1982），除了產品實質的功能利益外，

消費者更可能追求的是新奇、愉悅及享樂等較主觀意識與情緒層面的因素。在消

費體驗的特性下，本研究認為可能較容易受外力影響的消費者，對於消費體驗會

有較深刻的感受，因此本研究推斷，外控人格特質者與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H1-1：外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二）收藏動機與消費體驗之關連 

莊麗娟(1999)提到，消費者在購買收藏品時，並不是把收藏品視為一種商

品，而是在收藏的過程之中。收藏品的消費價值，以及對於產品的涉入程度，才

是收藏者所重視的。Belk(1995)則認為收藏會使人沈浸在其中，收藏者對收藏品

的投入精神使得收藏者更加的積極。而 Addis and Holbrook（2001）又認為消費

體驗為消費者與產品間互動結果，因此本文可推論收藏行為中蘊含「重視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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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積極」特性的兩因素「收藏意願」、「收藏完整」與消費體驗消費體驗之間存

在正向關係。 

然而不同於一般收藏動機，收藏增值是種近乎投資的理性行為，因此當消費

者越重視利用收藏品增值，將越不在意與產品之間的互動結果，本研究因而推

斷，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負向關係。 

H1-2a：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H1-2b：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H1-2c：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負向關係。 

 

二、消費者特性與顧客價值之關連 

價值以買方角色區分，則可分為顧客價值及消費者價值。顧客價值是指顧客

在購買當下對產品的評價；而消費者價值則強調對產品消費或擁有的評價（Lai, 

1995）。然而本研究支持Holbrook（1994c, 1996, 1999）與Richins（1999）等學

者們的觀點，認為「顧客價值」與「消費者價值」兩者並無明顯的區分，因此統

一將兩者合稱為「顧客價值」。然而考慮顧客價值的面向廣泛，本研究將使用Sheth 

et al.（1991）針對消費價值提出的構面，仔細探討不同構面價值與變數間的關係。 

（一）內外控人格與顧客價值之關連 

根據 Holbrook（1996, 1999）將顧客價值分為三種主要構面，分別是：外在

價值與內在價值、自我導向價值與他人導向價值、主動價值與被動價值。其中自

我導向價值，係指顧客對消費產生自我的評價、讚賞或深思；他人導向價值，指

基於外在因素而產生的價值，例如購買名牌是為了炫耀獲得到他人認同。 

依據內外控人格者的特質，外控人格者較容易依賴、他人導向、缺乏自信心

（Joe, 1971），因此本研究認為有外控傾向的消費者會較重視，如商品的是否為

一般大眾所認為的流行品、商品是否會影響自我形象或能否得到別人認同等。結

合上述價值的特性與 Sheth et al.（1991）針對消費價值提出的構面，本研究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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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控人格者則與顧客價值中的新奇價值與社會價值等有正向關係。 

H2-1a：外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1b：外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二）收藏動機與顧客價值之關連 

收藏行為即是消費行為的一種，Belk (1991)認為，比起其它的消費行為，收

藏者對於收藏行為所需具備的相關知識與商品的獲得、擁有等情感，更加投入。

不管收藏品是自己珍藏或將來增值，收藏者通常都熱衷於收藏品的尋找過程，他

們所擁有的產品知識，讓他們對於商品本身的要求都更加嚴格。因此本研究認為

收藏意願、收藏完整與收藏增值皆對於顧客價值中的功能價值有正向影響。 

此外，在收藏者擁有比一般消費者更加豐富的知識時，產品能否提供新鮮的

事物，激起收藏者的好奇心以致於有想擁有的欲望，便成為很重要的因素，因此

本研究認為「收藏意願」、「收藏完整」與新奇價值存在正向關係。 

收藏除了反應出「擁有」的基本需求外，Belk(1995)認為還具有更重要的功

能，也就是提供個體差別的意義與自我定義(self-definition)。Formanek(1991)則認

為收藏除了能表現自我，還能藉收藏將個體與其他愛好收藏的人們連結形成一個

社會體系。根據此兩項收藏行為動機與特徵，本研究認為「收藏意願」與「收藏

完整」強烈的消費者還會重視社會層面的價值。因此推斷此兩變數與社會價值存

在正向的關係。 

H2-2a：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功能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b：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功能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c：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功能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d：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e：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f：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2g：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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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眾傾向與顧客價值之關連 

若從消費角度來看，從眾行為即是「消費者為了取得群體的認同、符合群體

的期望，因此會採取與群體其他成員相似的思想或行為。」 (Wilkie, 1994；

Macinnis, 1997)。有從眾傾向的消費者特別重視購買此項產品能否取得群體的認

同，從顧客價值觀點，若產品可以將消費者與社會群體做連結，或當消費者在使

用此產品時，可以滿足彰顯消費者地位或提升自我形象地位等的需求，此產品對

消費者來說，即具有社會性價值（莊麗娟，1995）。因此本研究推斷從眾傾向與

顧客價值構面中的社會價值有正向關係。 

H2-3：從眾傾向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四）參考群體依賴度與顧客價值之關連 

Schiffman and Kanuk（2000）定義參考群體為任何會成為個人在形成其態

度、價值、或行為上的參考或比較對象的個人或群體。消費者會觀察這些參考群

體的消費行為並加以學習，同時也會受到該參考群體的意見影響。本研究依此特

性推論，容易受參考群體影響的消費者，其價值將會來自於與特定社會群體的連

結，即較重視消費價值構面中的社會價值。 

此外參考群體對個人行為的影響程度，通常視個人因素、產品本質、以及特

定的社會因素而定（Schiffman and Kanuk, 2000）。個人若擁有足夠產品之事，

或是能輕易取得相關資訊者，比較不容易受他人的建議和行為影響；相對地，體

驗有限、不足，或是根本不想搜尋、接觸有關資訊者，就比較希望他人提供建言

或分享經驗。亦即對於產品是採取周圍路徑者，較容易受參考群體意見影響，而

這群人在判別產品價值時，會以較外顯的特徵為判斷依據，如產品的外觀、流行

與否等。因此本研究認為受參考群體影響之消費者也會重視膠囊玩具的功能與新

奇價值。 

H2-4a：參考群體依賴度與膠囊玩具之功能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H2-4b：參考群體依賴度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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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4c：參考群體依賴度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三、消費者特性與知覺風險之關連 

（一）內外控人格與知覺風險之關連 

Cox(1967)認為消費者的行為是目標導向的(Goal-oriented)，在每一次購買

時，都有一組購買目標(Buying goals)，當其購買無法達成購買目標的期望水準

時，會產生不好的後果，即產生所謂的知覺風險。知覺風險又可定義為不確定性

及影響性的組合，也就是消費者購買前的「不確定性」與購買後可能導致的「負

面結果」（Cunningham, 1967）。在探討人格特質與知覺風險之間的關連性時，

本研究認為外控人格者一個人認為人的行為是受外力所影響，如命運、運氣、有

權勢的人，自己無力改變（Rotter, 1966），有此類人格特質的人，也較容易感到

沮喪和壓力（Benassi, Sweeney, & Dufour, 1988），「不確定性因素」對他們可

能造成較大的影響，以致於外控人格者會有較高的知覺風險。 

H3-1：外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二）收藏動機與知覺風險之關連 

「收藏」和「擁有」兩者之間的差別在於，「收藏」的項目之間擁有著不可

言喻的秩序、系統，甚至是「完整」。收藏品的每一個部分，在整組收藏品之間，

都具有嶄新的意義，對收藏者來說，收藏品的整體意義遠大於單一收藏品的價值 

(莊麗娟，1999)。然而膠囊玩具的特性「永遠不知道掉下的會是什麼」，本身就

存在知覺風險中的不確定性，這個機率特性的存在往往是收藏者將膠囊玩具收集

成套最大的障礙，因此本研究推斷收藏行為中「收藏完整」的特性與膠囊玩具的

知覺風險存在正向關係。 

H3-2：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三）從眾傾向與知覺風險之關連 

從眾傾向的主要目的為取得群體的認同、符合群體的期望(Wilkie,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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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innis, 1997)，有從眾傾向的人會特別在意他人看法，因此會有較高的心理層

面或社會層面上的風險，如擔心購買的產品無法與消費者自我形象配合的風險。

故本研究推斷從眾行為與知覺風險存在正向關係。 

H3-3：從眾傾向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四）參考群體依賴度與知覺風險之關連 

此部分欲探討參考群體與知覺風險間的關連性。依賴參考群體意見之消費

者，其本身對於產品的好壞並無足夠資訊判斷，有可能是因為經驗不足，或者是

不想搜尋相關資訊，因此希望他人能給予意見。在產品購買前的評估階段皆是聽

取他人的建議，在產品購買後便較容易出現產品不如預期的現象，產品的知覺風

險有可能因為這層關係而被擴大，因此，本研究推斷，會受參考群體意見影響之

消費者，對於膠囊玩具會有較高的知覺風險。 

H3-4：參考群體依賴度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四、中介變數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由上一節的研究架構可知，本研究之中介變數主要包含消費體驗、顧客價值

與知覺風險；而膠囊玩具的消費行為，將以膠囊玩具的量與價為探討方向，本文

將設定以消費者的「單次消費量」與「最高願付價格」為主要構面。以下將探討

此三項變數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中的價與量之間的關連性。 

（一）消費體驗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在購買膠囊玩具的過程中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消費者必須將硬幣投入機器

後，用力將機台上的轉鈕轉一至兩圈，機器中的膠囊玩具才會順著轉盤掉下，轉

動轉鈕時還會發出「喀鏘喀鏘」的聲音，整個過程都充滿著消費體驗中感官體驗

的要素，此外，每次與不同的人在不同地方經歷玩膠囊玩具的過程，對消費者而

言也是體驗的一部份，屬於消費體驗的情感體驗。本研究認為這些要素是讓膠囊

玩具深具吸引力的主要原因，因此當消費者享受與產品互動的過程，自然會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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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膠囊玩具的消費，不管是消費的價與量，都比體驗程度較低的消費者有更高的

接受程度，因此本研究推斷感官體驗與消費體驗對於膠囊玩具之消費量與願付價

格皆有正向的影響。 

H4-1a：感官體驗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H4-1b：情感體驗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H4-1c：感官體驗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H4-1d：情感體驗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二）顧客價值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Liljander and Strandvik（1993）主張價值應該包括由服務所獲得的利益，以

及購買服務所付出的代價。而Sheth et al.（1991）所提出的消費價值概念認為市

場選擇是包含多重價值的多構面現象。其主張五種型態的價值包含功能價值、情

感價值、社會價值、新奇價值、情境價值等，消費者在選擇商品時大部分都會受

到一種以上的價值影響。然而根據膠囊玩具的產品特性，消費者在購買膠囊玩具

時較不易受到情境價值的影響。本研究將利用顧客價值包含功能、新奇、社會、

情感與購買成本等構面，藉以推斷顧客價值對於膠囊玩具消費行為價與量所造成

的影響。 

首先針對膠囊玩具之消費量為探討方向，以膠囊玩具的特點來看，其所蘊含

的實質面價值，較少可以隨消費量的增加而累積，從另一個角度的觀點，即是當

這些實質價值提升，並不會構成消費者提高單次消費量之動機。相對而言，偏向

心理層面的價值如社會價值與情感價值等，提供消費者的是自我形象的認定、與

社會群體連結方面的效用，消費者有藉由提高消費量以加強認定與連結程度的可

能性，因此本研究認為社會與情感層面的價值會對消費量造成正向影響。至於購

買成本，本研究認為越重視成本的消費者，在購買的時候會較謹慎，單次購買量

也越少，故推斷購買成本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存在負向關係。 

價值中包含總知覺利益與總知覺成本（Lovelock, 2001），這兩方面皆會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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膠囊玩具之願付價格造成影響，若產品能提供較高利益，消費者自然願意負擔較

高的價格，而產品的利益以Sheth et al.（1991）所提出的構面而言，傾向於產品

的功能價值與新奇價值，因此推斷膠囊玩具的功能價值與新奇價值會對消費者的

願付價格造成正向影響；反之或購買成本上升，會造成價值下降，以致於消費者

的願付價格也隨之下降，及成本與願付價格間存在負向關係。 

H4-2a：社會價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H4-2b：情感價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H4-2c：購買成本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負向關係。 

H4-2d：功能價值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H4-2e：新奇價值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H4-2f：購買成本價值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負向關係。 

（三）知覺風險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膠囊玩具另一項特性為，一台扭蛋機台內的扭蛋內容物約有5~6種不同的款

式，消費者無法預期自己會扭到何種款式，每次購買都有機率的風險存在，也就

是知覺風險中的「不確定性」。除此之外購買膠囊玩具還有可能帶來心理或社會

層面上的風險，因此本研究推斷當消費者的知覺風險越高消費量就會下降，願付

價格也越低，亦指知覺風險對於膠囊玩具之消費量與願付價格皆有負向影響。 

H4-3a：知覺風險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負向關係。 

H4-3b：知覺風險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負向關係。 

 

五、消費者特性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除了透過中介變數，本研究認為消費者特性有可能直接對膠囊玩具之消費行

為造成影響，以下將探討內外控人格、收藏動機與消費行為之間的關係。 

（一）人格特質與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在EKB消費行為模型中，個人差異是影響消費者決策過程的重要變數，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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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特質即是造成個人差異的一個不可缺少的因素。此外，本研究採用的人格特質

分類下，內控人格者認為其行為結果是由自己所造成，且相信自己的力量可以達

到想要的結果（Rotter, 1966），然而膠囊玩具的特性是「永遠不知道掉出來的會

是什麼」，這種必然存在的不確定性也許會讓習慣掌控結果的內控人格者受到挫

折，因此本研究認為偏向內控人格特性的消費者可能因為膠囊玩具的機率特性，

而減少膠囊玩具的消費量，故推斷內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消費量間有負向的

影響。 

H5-1：內控人格特性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負向關係。 

（二）收藏動機與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關連 

Belk（1995）定義收藏為積極地、精挑細選地、狂熱地獲得及擁有物品的過

程。此外，收藏者對於收藏品的重視、執著，以及花在尋找收藏品的心力付出上，

就如同忠心耿耿、不遠千里的奴僕（Belk, 1991）。由此可見具有收藏行為的消費

者對於產品是抱持著積極的態度，尤其是收藏意願強烈或追求收藏完整的消費

者，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以換取想要的收藏品，因此本研究認為收藏意願與收藏

完整皆會對願付價格造成正向影響。 

當消費者越傾向以增值為收藏目的時，越會將收藏品視為投資標的審視，為

了未來的增值潛力，消費者願意付出較高的價格來換取增值空間高的產品。此

外，當消費者搜尋到富有增值潛能的產品，可能會傾向單次購買較多的量，以減

少搜尋成本。因此本研究推斷收藏增值對於消費量與願付價格皆存在正向關係。 

H5-2a：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H5-2b：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H5-2c：收藏完整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H5-2d：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