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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各研究變數之操作性定義與衡量 

本文研究架構包含自變數、中介變數、因變數三個部分，在自變數中主要有

內外控人格、收藏動機、從眾傾向、參考群體依賴度等消費者特性方面的變數；

而中介變數主要探討消費體驗、顧客價值與知覺風險等三項變數；本研究主要被

解釋的變數，則是膠囊玩具之消費行為。以下將依序說明各變數之操作型定義與

衡量構面。 

 

一、內外控人格 

關於人格特質理論有許多不同學派之學說，本研究採用由 Rotter（1966）於

社會學習理論中（social learning theory）所發展出的內外控人格理論。一個人認

為其行為結果是可以由自己掌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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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不是自己可以控

制，而會受如命運、運氣、權勢等外力因素影響，則此人具有外控的特質。 

本研究使用的「內外控量表」係由 Rotter 之內外控量表發展出來，經吳子

輝 (1975)修訂而成的，屬於形成性量表（formative scale）。原來內外控量表共

29 題，其中有 6 題為不易分辨題，故予以刪除。本研究於剩下的 23 題中再刪

除部分涉及政治態度之題目，擷取適用各年齡層之題目 11 題，衡量的題項如表

3-1： 

 

表 3-1 人格特質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1.  a. 人生中許多不愉快的事，有些原因是運氣不好。 
  b. 自己做錯事，所以才會造成不幸。 

2.  a. 只要努力，還是會得到別人的尊敬。 
  b. 一個人不管怎麼努力，他的價值還是被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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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要成為領導者必須靠好的機會與運氣。 
  b. 有能力的人就能成為領導者。 

4.  a. 我常發現，會發生的事情終究會發生。 
  b. 與其相信命運，不如自己採取某些行動才有幫助。 

5.  a. 對有充分準備的學生來說，考試是公平的。 
  b. 考出來的題目常常和上課教的沒有關係，努力沒什麼用。 

6.  a. 只要訂了計畫就有把握能使這些計畫成功。 
  b. 計畫訂得太好也沒有用，因為很多事情最後都得靠運氣。 

7.  a. 能當老闆，通常是看誰的運氣比較好。 
  b. 能下屬把事情做好決定於管理者的能力，和運氣沒有關係。 

8.  a. 很難知道別人是不是真的喜歡我。 
  b. 我認為為人有多好，朋友就會有多少。 

9.  a. 我常常覺得對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感到無能為力。 
  b. 機會和運氣在我生命中不是這麼重要。 

10.  a. 沒有朋友，是因為沒有努力去對別人好。 
  b. 別人會喜歡我就是會喜歡，再努力討好別人也沒有用。 

11.  a. 自己種了什麼因，就會得到什麼果。 
  b. 有時候，我覺得不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方向。 

 

本量表每一題目包含 a 和 b 兩種不同的敘述句，有一敘述句為內控型，另有

一敘述句為外控型；採強行選擇方式，在每題 a 和 b 選項中，一定且只能選擇一

項。以內控為計分方式，選內控得一分，最高得分為十一分，最低得分為零分。

分數愈高表示越傾向內控；其中選 a 為內控敘述的題目有 2、5、6、10、11 題，

選 b 為內控敘述的題目有 1、3、4、7、8、9 題。得分在 6 分含以上為內控，得

分在 5 分含以下為外控。 

 

二、收藏動機 

本研究將收藏動機定義為「可能促成收藏行為的因素」，而收藏行為定義為

「一個積極獲得自己喜歡的物品，並將其儲藏起來的過程」。至於收藏相關的衡

量尚未發展相關的量表可供使用，因此本研究參考William & Brandon(2004)與黃

靜瑜（2006）所提出收藏過程的概念為題項設計的方向，從收藏意願、資料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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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收藏品的管理。此外，考量膠囊玩具的消費特性，加入「期待增值而收藏」的

構面，發展出相關衡量題目如下表，而各題項以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來衡

量，程度由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普通、同意至非常同意。 

表3-2 收藏動機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收藏過程

A1. 偏好某一類的角色，只要這個角色有出新的系列就會收集 

A2. 扭到一兩個之後就會想把整組集滿 

A3. 發現剩下一兩個就可湊滿時，會想開始收集 

收藏意願

A4. 收集就是在追求完整 

A5. 我會收集有關扭蛋的資訊 

A6. 我會和同樣收集扭蛋的人互相交換資訊 

A7. 若在扭蛋組中有隱藏版角色會刺激我想收集的慾望 

資訊蒐集與

完整性 

A8. 我會好好管理與保存收藏的扭蛋 

A9. 我會將收藏的扭蛋展示在大家看得到的地方 
收藏管理

A10. 我收藏扭蛋是因為扭蛋可以增值 

A11. 我相信自己所收藏的扭蛋可以轉賣到一個好價錢 
收藏增值

 

三、從眾傾向 

本文認為從眾傾向是指「個人為了取得群體的認同，因此傾向採取與群體中

多數人相似的思想或行為」。一般對於從眾傾向的衡量大都採用實驗設計的方

式，因此較少發展從眾行為相關的量表。本研究參考 Clark and Goldsmith（2006）

文中衡量從眾行為之相關題目，擷取部分較符合膠囊玩具特性之題項，予以修改

調整，並由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來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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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從眾傾向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B1. 因為周遭的朋友或同學有玩扭蛋的嗜好，我才開始接觸並購買扭蛋

B2. 跟周遭的朋友或同學有相同的嗜好會讓我有種歸屬感 

B3. 在購買扭蛋時我會選擇朋友或家人也喜歡的款式 

 

四、參考群體依賴度 

本研究將參考群體定義為「成為一個人價值或行為上的參考與學習對象之個

人或群體」，而參考群體依賴度指的則是對這些參考對象的依賴程度。在衡量參

考群體的影響時，本研究會聚焦在與消費者有較密切互動的初級群體。考量與膠

囊玩具消費者有持續性互動的對象，發展出以下衡量題項，各題亦以李克特

（Likert）五點尺度為衡量基準。 

表 3-4 參考群體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C1. 我容易受到家人意見的影響 

C2. 我容易受到朋友或同學意見的影響 

C3. 我容易受到同好或專家意見的影響 

 

五、消費體驗 

本研究對於消費體驗的定義為「在消費的過程中，因某些事件或因素的刺

激，而主觀產生的特別感受與難忘回憶」。而對於消費體驗的構面，本文採用

Schmitt（1999）策略體驗模組（Strategic Experiential Modules, SEMs）的概念，

將體驗分為感官、情感、思考、行動與關連五種構面。本研究認為在五個構面中，

以感官構面與情感構面與膠囊玩具之特性有較高的關連性，以下就此二構面給予

簡單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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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官體驗：利用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及觸覺上的刺激，使消費者產生

愉悅、興奮等正面的感受。 

2. 情感體驗：在消費者與產品接觸獲互動的期間，引起消費者內在的情緒與感

覺，使其對產品有獨特且深刻之印象。 

針對上述定義與膠囊玩具特性，發展出衡量題項如表 3-5 所示。其中 D3 為

反向題，計分時將以反向分數計算。 

表 3-5 消費體驗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衡量構面 

D1. 我喜歡聽到轉扭蛋所發出喀鏘喀鏘的聲音 

D2. 我喜歡看扭蛋從扭蛋機中滾動並掉出的樣子 

D3. 若將扭蛋機的轉鈕改為按鈕，對我來說並無差別 

D4. 
我喜歡自己扭到得來的感覺，勝過於直接從店家

購得相同的扭蛋 

D5. 
看到別人在轉扭蛋我會感到興奮並會增加我想要

扭的慾望 

感官體驗 

D6. 擁有的每個扭蛋對我來說都是不同的回憶 

D7. 
看到不同的扭蛋可以清楚回想自己當時取得的情境

（地點、過程或陪同的人） 

情感體驗 

 

六、顧客價值 

本研究所定義之顧客價值以消費者的角色為出發點，認為顧客價值即是「消

費者利用產品的消費或擁有，達到想要得到的結果與目標」。不同學者對於顧客

價值的構面也有著不同的界定，本研究採用 Sheth et al.（1991）對於消費價值的

主張，認為消費價值包含五大構面，分別為功能價值、情感價值、社會價值、新

奇價值、情境價值。其中情境價值較無法解釋膠囊玩具所帶來的價值，因此在衡

量膠囊玩具的顧客價值時，排除情境價值構面，其餘四項構面的定義如下： 

1. 功能價值：產品本身所具備的功能、效用或實體表現上的屬性能符合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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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達到的水準，此產品即具有功能價值。 

2. 情感價值：產品可帶來影響消費者情緒的效用時，產品即具有情感價值。 

3. 社會價值：若產品可將消費者與特定的社會群體作連結，則此產品具有社會

價值。 

4. 新奇價值：產品可帶給消費者從未有過的感受，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 

除了以 Sheth et al.（1991）五大價值構面為量表發展主軸外，本研究亦參考

黃靜瑜（2006）所提出的 16 項消費價值衡量指標，在黃靜瑜的研究中，也是以

Sheth et al.（1991）的構面為量表發展之方向。本研究針對膠囊玩具特性加以修

改，再加入成本概念，而得相關衡量題項如表 3-6。衡量方式採李克特（Likert）

五點尺度，程度分別由非常不重要、不重要、普通、重要至非常重要。 

表 3-6 顧客價值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衡量構面 

E1. 價格便宜 

E2. 購買地點便利 
成本 

E3. 要具有實用性 

E4. 表面上色與組裝要精細 

E5. 要具有觀賞、擺飾的價值 

功能價值 

E6. 讓我感到心情愉悅 

E7. 能抒發壓力 
情感價值 

E8. 讓我有成就感 

E9. 能與朋友或家人分享 

E10. 能在同好或同儕間炫耀 

社會價值 

E11. 具流行性 

E12. 具新奇感 

E13. 具趣味性 

新奇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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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知覺風險 

本研究定義知覺風險為「消費者在購買前，主動意識到購買後產生負面結果

的可能性以及負面結果帶來的影響程度」。將知覺風險視為不確定性因素與結果

因素的組合。此外，本研究所探討之知覺風險，將著重在產品知覺風險部分。其

中在後果因素採用 Jacob and Kaplan(1972)對知覺風險構面之概念，如財務風險、

績效風險、身體風險、心理風險與社會風險等。考量膠囊玩具特性後，將後果因

素包含功能不如預期或高於成本的財務績效層面風險，與較偏向心理層面的風

險，如形象不符等，發展出以下量表。 

表 3-7 知覺風險之衡量題項 

題號 題項內容 衡量構面 

F1. 在一台扭蛋機中，有1~2種款式喜歡就會去扭 

F2. 在一台扭蛋機中，有一半以上的款式喜歡就會去扭 

F3. 在一台扭蛋機中，全部款式都喜歡才會去扭 

F4. 扭到喜歡款式的機率高低會影響我想扭的意願 

不確定因素

F5. 如果扭到不喜歡的款式會覺得損失很大 

F6. 常覺得扭出來的實品跟當初預期的有落差 

F7. 會因不知道會扭到什麼樣式的扭蛋因而感到患得患失 

F8. 我覺得玩扭蛋會與自我形象有所不符 

後果因素 

 

八、膠囊玩具的消費行為 

本研究所指之膠囊玩具的消費行為，即以金錢購得膠囊玩具所採取的一連串

決策行為，因此在衡量消費行為時，主要測量的面向為有無消費膠囊玩具之經

驗、消費經驗的長短、消費頻率、單次的消費數量、一般消費金額、最高可接受

的消費金額、通常購買地點與偏好的購買類型等八種變項。其中「購買扭蛋地點」

與「偏好的扭蛋類型」分別採用多選題與開放題的方式，其餘為單選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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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設計 

本研究屬於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量化研究，以問卷調查之結果作為分析之依

據。以下針對問卷設計、抽樣方法與資料收集三部分進行說明。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採用問卷調查為資料收集之方式，整份問卷分為六個部分，共計 71

題。第一部分為衡量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題項，共計 8 題。基於本研究主要對象

為膠囊玩具之消費者，因此第一部份第一小題關於「是否有購買過扭蛋」之題項，

為篩選問卷有效與否的依據之一。第二部分為衡量收藏行為與消費體驗之題項，

共計 22 題，其中 11 題關於收藏行為之問項有作答前提的限制，有過收藏經驗之

受訪者才須作答。此外，消費體驗題項中的 D3 題為反向題，計分時將以反向計

算；第三部分為衡量知覺風險、從眾行為、參考群體之題項，共計 11 題；第四

部分為衡量顧客價值之題項，共計 13 題；第五部分為衡量內外控人格特質之題

項，共計 11 題；最後一部分為個人基本資料，包含性別、年齡、教育程度、職

業、居住地區、每月可支配所得等六項，共計六題。 

本研究問卷除了第一部分關於「扭蛋偏好類型」為開放式排序問題，以及「購

買扭蛋地點」為多選題之外，其餘皆為封閉式單選題。在衡量第二至第四部分題

項之程度高低時，採用李克特（Likert）五點尺度衡量，根據填答者勾選程度，

由「非常不同意」至「非常同意」或由「非常不重要」至「非常重要」等五種程

度，給予 1~5 分，分數越高代表傾向該構面程度越高。至於第五部分內外控人格

特質之衡量，則採取分數加總的方式，分數越高則越傾向內控人格特質；反之則

為外控人格特質。 

 

二、抽樣設計 

（一）抽樣對象：擁有膠囊玩具消費經驗之消費者。 

（二）抽樣方法：本研究基於時間與成本考量，在樣本選取時採取便利抽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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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各衡量題項製成網路問卷，放置於愛好膠囊玩具者常聚集之網路社群。 

 

三、資料收集 

本研究先將問卷題項製成網路問卷網頁，內容以 HTML 呈現。之後將問卷

的超連結放置於台灣大學電子公佈欄—批踢踢實業坊中膠囊玩具相關之布告

欄。接著是為期一週的問卷收集階段。 

經過一星期的問卷收集，總問卷填答人數為 457 人，其中 8 份問卷不符合抽

樣對象資格，即無消費膠囊玩具之經驗，先予以刪除。此外根據作答者的 IP 位

置與作答內容，找出有重複作答現象之問卷，加上部分作答不完整，共有 6 份問

卷無效問卷，因此有效問卷共 443 份，問卷有效率為 96.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