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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第一節 研究結果與討論 

本節將針對上一章資料分析之結果，提出本研究對於研究假設之結論，並提

出各結論背後所隱含之理論基礎與延伸推論。摒除部分與情感價值相關無法衡量

之假設，茲將各待檢驗之假設依實際資料分析結果彙整如下： 

表 5-1 研究假設與實證結果之彙整表 

關連性 研究假設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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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H1-2a：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1-2b：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1-2c：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消費體驗間存在負向關係。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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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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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H2-2a：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視覺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2b：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視覺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2c：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視覺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H2-2d：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2e：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新奇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2f：收藏意願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2g：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3：從眾傾向與膠囊玩具之社會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2-4a：參考群體依賴度與膠囊玩具之視覺價值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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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消費者特性

vs.中介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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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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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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H3-2：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3-3：從眾傾向與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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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H4-1a：感官體驗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H4-1b：情感體驗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4-1e：感官體驗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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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H4-2a：社會價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H4-2c：購買成本價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負向關係。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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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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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H4-2f：購買成本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負向關係。 成立 

H4-3a：知覺風險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負向關係。 不成立 

中介變數 vs.

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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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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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H5-2a：收藏增值與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間存在正向關係。 成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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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成立 

H5-2c：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正向關係。 不成立 

消費者特性

vs.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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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立 

 

一、內外控人格對於消費體驗之影響 

本研究結果顯示，內控性人格特質的確與消費體驗有負向關係（β= -0.05），

然而其關係無法顯著的被證明（p= 0.41），假設不成立。本研究認為這與人格特

質的衡量方式相關。本研究對於人格特質的界定採用內外控人格傾向為分類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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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衡量方式為計算量表各題項的得分，分數越高則越傾向內控性人格。然而內

控或是外控並非絶對的，而且也並非不能改變，有時因為生命的重大事件發生而

會影響個人的內外控人格特質（Wolfle & Robertshaw, 1982; Doherty, 1983）。此

外，本研究樣本的內外控分數大部分集中於中段，如圖5-1所示，沒有明顯傾向

內控或外控的特徵，這應該是導致研究結果不顯著的原因。 

 
 
 
 
 

 

 

 

 

 

二、收藏動機對於消費體驗之影響 

由表 4-21 的迴歸結果可知，「收藏意願」與「收藏完整性」兩構面對於消費

體驗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收藏增值」則對於消費體驗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H1-2a、H1-2b、H1-2c 三項假設皆成立。如同在研究假設中所提，收藏「重視過

程」與「積極」的特點，讓有收藏行為的消費者容易沈浸在與商品互動的體驗中；

而另一種特殊的收藏行為—收藏增值，則近似理性的投資行為，精準的衡量標的

物的成本與未來可能增值的空間，因此「利用收藏來增值」的傾向越高，消費體

驗對其之影響也較低。 

 

三、內外控人格對於顧客價值之影響 

顧客價值構面在經過因素分析過後，所萃取出來的成分與當初研究假設所使

用的理論構面有些出入，然而比較各構面所包含之衡量題項，可發現先後兩種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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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內外控人格分數分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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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方式之內容差異不大：新奇價值並無更動；功能價值與後來的視覺價值本質相

近，畢竟膠囊玩具的功能價值即是以視覺價值為主。以下針對顧客價值關係的探

討，將以迴歸分析中的構面為依據。 

由表 4-22、4-24 的結果可知內外控人格對於顧客價值的此兩構面並無顯著

影響，相關假設不成立。本研究認為此原因還是與樣本的人格特質並無明顯偏向

內控或外控有關。然而由迴歸模型的係數可知，內外控人格與新奇價值（β= 

-0.06）、社會價值（β= -0.05）呈現負向關係，即內控分數越低的受訪樣本對於新

奇與社會價值越重視。迴歸模型的係數顯示本研究假設中內外控人格與顧客價值

構面的正反向關係是符合的。 

 

四、收藏動機對顧客價值之影響 

由表 4-22、4-23、4-24 的迴歸結果可知，「收藏意願」與「收藏完整性」構

面對於視覺價值、新奇價值與社會價值皆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成立。由於收

藏是一種高度熱衷的消費行為，因此相較於一般消費者，有收藏習慣的收藏者對

於不同面向的顧客價值都有較高的重視度。而利用收藏來增值的特殊收藏行為，

在表 4-23 可知其與視覺價值之關係不顯著，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顯著性未到

達顯著水準（p-value= 0.15），收藏增值在迴歸模型中的 β值卻為負（β= -0.10），

與假設相反。這可能是因為視覺價值並不是追求收藏增值者所重視的價值，有高

視覺價值的產品不一定具有增值的空間，所以消費者越傾向增值收藏，就越認為

擺飾、觀賞等價值不重要。 

 

五、從眾傾向對於顧客價值之影響 

根據表 4-24 可知，從眾傾向在 99%信心水準下對於顧客價值中的社會價值

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有從眾傾向的消費者會為了符合群體的期望，而採取與群體

相近的行為，因此越重視群體認同的消費者，也相對的較重視與特定社會群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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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連結，即顧客價值中的社會價值構面。假設 H2-3 成立。 

 

六、參考群體依賴度對於顧客價值之影響 

由表 4-22、4-23、4-24 迴歸分析結果中可知，參考群體依賴度對於顧客價值

的新奇價值與社會價值皆存在正向關係（係數皆為正），然而只有對於新奇價值

構面的關係有到達顯著水準。值得注意的是資料分析結果顯示，參考群體依賴度

與視覺價值間存在負向關係（β= -0.07），與先前認為參考群體依賴度可能比較重

視功能面價值的假設有所違背。本研究認為此現象有可能起因於受參考群體意見

影響深遠的消費者凡事都希望他人能提供建議，因此對於視覺價值如膠囊玩具組

裝精細與否、有無擺飾價值等需要主觀判斷之價值，相較之下較不重視；反觀，

對於產品的新奇程度、流行程度等，可由參考群體提供訊息之價值，便有較重視

之傾向。 

 

七、內外控人格對於知覺風險之影響 

由表 4-25 迴歸結果可知，內控人格特質與知覺風險間呈現負向關係（β= 

-0.03），亦即越傾向外控人格特質的消費者其知覺風險會越高，然而此關係並不

存在顯著性，假設不成立。不顯著的原因除了上述所提，因樣本內外控之顯著性

不足外，衡量題項的設計可能不夠嚴謹，原參考之內外控人格量表中有 23 個題

項，本研究刪除部分有特定角色設定與政治態度相關之題目，擷取其中的 11 題，

使原來人格傾向程度由 24 個等級（0~23 分）縮減為 12 個等級（0~11 分），因而

讓人格傾向不夠明顯。 

 

八、收藏動機對於知覺風險之影響 

由表 4-25 結果可知，收藏完整性與膠囊玩具的知覺風險存在顯著的正向關

係，假設成立。當收藏者相當重視收藏完整性時，膠囊玩具機率性的設計對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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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就是相當高的風險，為了集滿同一系列不同的膠囊玩具，可能必須有好幾次

轉到重複樣式的經驗，因此膠囊玩具的不確定性會讓重視收藏完整性的消費者有

較高的知覺風險。 

 

九、從眾傾向對於知覺風險之影響 

由表 4-25 可知從眾傾向確實對於知覺風險有正向影響（β= 0.04），然而此關

係的顯著性有不足現象（p-value= 0.58）。本研究認為有從眾傾向的人會特別在意

他人看法，希望取得群體的認同，因此知覺到的風險較偏向心理層面或社會層

面，例如會在意此產品是否符合自我形象或他人是否喜歡等，較符合因素分析中

由知覺風險所萃取出的心理風險，然而這只是知覺風險其中的一個層面，膠囊玩

具的知覺風險有大部分是建構在其不確定性上，這可能可以解釋從眾行為對於膠

囊玩具整體知覺風險間關係不顯著的原因。 

 

十、參考群體依賴度對於知覺風險之影響 

同樣在表 4-25 可觀察到參考群體依賴度與知覺風險間的關係，參考群體依

賴度在迴歸模型中的標準化係數為 0.19，p 值為 0.01，亦即參考群體依賴度對於

膠囊玩具之知覺風險存在顯著的正向關係，假設成立。如同本文研究推論所述，

深受參考群體影響之消費者在產品購買前的評估階段大部分都是聽取他人的建

議，因此在產品購買後較容易出現產品不如預期的現象，知覺風險有可能因為這

層間接關係而被擴大。 

 

十一、消費者特性、中介變數對於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影響 

本段將依序討論消費者特性與中介變數中各個變數對於膠囊玩具消費行為

之影響。消費者特性包含內外控人格與收藏動機，而中介變數則包含消費體驗、

顧客價值與知覺風險；另外，對於消費行為之代表，本研究採用膠囊玩具的單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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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量與最高願付價格做為衡量標的。 

（一）中介變數對於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之影響 

首先根據表 4-26 可知，消費體驗中的情感體驗構面對於膠囊玩具的單次消

費量有顯著的正向關係，亦即對於膠囊玩具有特殊回憶等情感體驗的消費者，單

次購買較多數量的機率較高。然而迴歸結果顯示，消費體驗中的感官構面對於膠

囊玩具單次消費量有負向影響，且其顯著性也幾乎達到 90%的信心水準（p-value= 

0.107），與研究假設不符。本研究認為此現象可能的原因為，喜歡膠囊玩具轉動

的感覺與聲音，有較高感官體驗的消費者，可能是接觸膠囊玩具不久，對於他們

來說這種感官的刺激是新鮮的、具有吸引力的，但他們較少會有重度的消費行為

出現。此外，另一種可能性為「感官體驗」存在邊際效用遞減的特性，即對於消

費者來說，每多一次轉扭蛋的感受都不及第一次體驗來得深刻，因此傾向低單次

消費量，以分次消費維持每次體驗的效用。 

至於顧客價值與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之關係，社會價值構面對消費量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顧客價值中的成本構面對於消費量有顯著的負向影響，假設 H4-2a

與 H4-2c 成立。本研究認為若消費者重視的是社會層面的價值，例如有成就感會

能與朋友分享等，消費者可能會藉由消費量來累積消費帶來的價值，因此存在顯

著正向關係。至於顧客價值的成本構面，即是簡單的價量關係，越在意成本或東

西便宜與否的消費者，就較不容易有高的消費量。 

由表 4-26 可看出知覺風險對於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造成負向結果（β= 

-0.04），然而顯著性不足（p-value= 0.54），因此無法顯著證明假設 H4-3a 成立。

本研究認為有可能是知覺風險的解釋力被其他相近變數稀釋，知覺風險還包含心

理層面的風險，心理風險例如擔心玩扭蛋是否會與自我形象不合等，與上述社會

價值所重視的面向相近；而擔心不確定性造成損失與成本的價值構面有如一體兩

面。社會價值與成本構面皆在迴歸模型中有很高的顯著性，也許是因此瓜分掉知

覺風險的解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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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者特性對於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之影響 

根據表 4-26 之結果，內控人格特質對於膠囊玩具的單次消費量在 90%信心

水準下，有顯著的負向關係，假設成立。傾向掌控行為與結果的內控人格者可能

因為膠囊玩具的不確定性，而減少對於膠囊玩具的消費。然而內外控人格並非透

過知覺風險對於消費行為造成影響，對於有內控人格傾向的消費者而言，這些不

確定性的存在是構成其「掌控全局」的障礙，事情無法依照計畫取得預想的結果，

因而降低此類型產品的消費，而非意識到這些不確定性可能會造成某些損失，因

此不同於知覺風險的概念。 

    迴歸模型中的收藏增值對於膠囊玩具之單次消費量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假設

成立。當消費者重視收藏膠囊玩具的增值功能，較容易出現計畫性大批購買以減

少搜尋標的物的成本。 

 

（三）中介變數對於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之影響 

由表 4-27 可知，消費體驗的兩構面「感官體驗」與「情感體驗」對於膠囊

玩具之最高願付價格皆有顯著的影響，然而情感體驗與最高願付價格間存在的是

正向關係（β= 0.18）；而感官體驗與最高願付價格間則存在的是負向關係（β= 

-0.23），因此假設 H4-1d 成立，而假設 H4-1c 不成立。如同上一段探討單次消費

量關係的論述，本研究認為對於情感層面的體驗有深刻認識的消費者，願意花較

高的價格購買膠囊玩具，因為對於他們來說，這種體驗也許是金錢無法衡量的；

至於感官體驗與最高願付價格的關連性，如先前所述，高感官體驗的消費者，可

能是接觸膠囊玩具不久，因此較少會有重度的消費行為出現。 

至於顧客價值與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之關係，在購買成本構面上存在顯著

的負向關係，越重視成本的消費者，對膠囊玩具的最高願付價格越低，假設 H4-2f

成立。其餘的新奇價值、視覺價值與最高願付價格存在正向關係（係數皆為正），

但顯著性皆不足。本研究認為不顯著的原因可能在於此兩個價值皆無客觀衡量標

準，端靠消費者主觀判斷，當消費者無法確切知道價值提升了多少，較難大幅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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昇願付價格，造成影響顯著性不足。 

表 4-27 顯示知覺風險與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在 95%的信心水準呈現顯著

負向關係，即知覺到的風險越高，最高的願付價格就越低。膠囊玩具的機率特性

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 

 

（四）消費者特性對於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之影響 

根據迴歸分析之結果，收藏動機的三個構面僅有「收藏增值」在 90%的信心

水準下對於膠囊玩具的最高願付價格有顯著正向影響。越重視增值功能的收藏

者，相對於一般消費者願意花較高的金額當作投資，因此會有較高的願付價格。

此外，收藏意願與收藏完整性雖與最高願付價格都呈現正向關係（係數為正），

然而顯著性不足，就整體迴歸模型而言，可能是因為解釋能力被消費體驗所取

代，本身的解釋力是透過這些中介變數對於最終依變數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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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理論與管理意涵 

一、學術理論意涵 

有關膠囊玩具的消費行為，不管是國內外文獻皆少有探討，曾經有相關文獻

是以消費次文化為切入點來分析消費者喜愛膠囊玩具的現象。本研究則是以消費

行為為著眼點，試圖找出影響膠囊玩具的可能變數。本文以 EKB 消費行為模型

為基礎架構，分別考慮個人因素如人格特質、收藏行為、從眾行為與情境因素如

參考群體對消費行為造成的影響。此外，考慮膠囊玩具的特性，如「喀鏘喀鏘」

的轉動聲與「永遠不知道掉下來的會是什麼」的不確定性，本研究將架構加入相

關變數如消費體驗、顧客價值、知覺風險等。相較於個人因素與情境因素，消費

體驗、顧客價值與知覺風險對於消費行為的影響更加直接，因此本研究將此三項

變數定位為中介變數。利用自變數、中介變數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三者間的關

係，藉此描繪出膠囊玩具消費行為所具備之特性。 

（一）影響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之因素 

由實證結果可知對於膠囊玩具單次消費量有顯著影響的因素包含人格特

質、收藏增值、情感體驗、購買成本與社會情感價值，其中有正向影響的收藏增

值、情感體驗與社會情感價值等因素表示當消費者有收藏增值的傾向，或者對於

情感體驗較深刻，抑或是較重視社會情感價值，會在每次的消費中，傾向消費較

多數量的膠囊玩具；至於構成負向影響的人格特質與購買成本，則表示偏向內控

人格特質與重視購買成本的消費者，在膠囊玩具的單次消費量較低。 

（二）影響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之因素 

由表 4-27 可觀察到影響膠囊玩具最高願付價格之因素，其中收藏增值與情

感體驗對最高願付價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而感官體驗、購買成本與知覺風險對

於最高願付價格有顯著的負向影響。此結果代表有收藏增值傾向與對情感體驗深

刻的消費者願意付較高的價格購買膠囊玩具；感官體驗較深刻、重視購買成本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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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風險高的消費者，則對膠囊玩具的最高願付價格越低。 

 

二、實務管理意涵 

透過研究結果，本研究將根據顯著影響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因素，分別給予

其在實務上的建議。 

（一）消費體驗之觀點 

研究結果顯示消費體驗能對膠囊玩具的消費行為具有顯著的影響，在實務上

可針對此一特點，加強消費者的體驗程度。以感官體驗而言，轉扭蛋的過程對消

費者是很重要的，因此可將機台設計得更有操作感，像是在轉扭蛋的同時加入聲

光效果等感官刺激。鑑於感官體驗有效用遞減的可能性，這些操作過程時體驗的

加強可在不同機器上運用不同效果，以維持消費者的體驗強度。至於情感體驗方

面，可加強購買情境的元素，如主題性的店內佈置，加深消費者對於購買情境的

回憶。 

收藏行為對於消費體驗有顯著的影響，因此也間接影響到膠囊玩具的消費行

為，因此建議可針對刺激消費者收藏行為之因素予以加強，如加快產品更新速

度，定期提供最新產品，並可以「地區限定」的方式刺激收藏者的收藏動機等，

此外，針對以收藏增值為目的之消費者，可設計較特別的扭蛋內容物，如表現故

事情節的「場景組」扭蛋，或者具特殊事件或歷史性代表意義之設計，可增加其

收藏的意願。 

（二）顧客價值之觀點 

在顧客價值方面，建議以購買成本為著眼點，其中購買成本包含膠囊玩具的

價格、購買地點的方便性、與在既定價格下的產品是否具有足夠的實用性。廠商

可從挑選目標族群常聚集的地點設置膠囊玩具的機台，或者除了觀賞用途外設計

具有實用價值的膠囊玩具，如文具、小錢包等，讓消費者在相對下有較低的購買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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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知覺風險之觀點 

對於膠囊玩具而言，知覺風險是必然存在的，「不知道掉出的會是什麼」的

設計，即讓消費者負擔了不確定性的風險。然而對有些消費者而言，這種不確定

性所帶來的刺激感也許正是他們消費體驗的一部份，認為是膠囊玩具具有吸引力

的因素之一，因此廠商必須取得不確定性存在程度的平衡，如將膠囊玩具每組的

種類控制在一定數量，讓每款產品的機率不置於過低；另外，建議可增設交換機

制，針對某些種類個數較多的膠囊玩具，消費者可在支付一定比例的金額後，可

將轉到的樣式更換為自己較喜歡的樣式，只要額外金額設定合理，消費者雖然付

出成本提高然而不確定性消失，整體而言還是可降低原有的知覺風險。 

參考群體對於知覺風險有顯著的影響，當消費者透過他人的意見購買膠囊玩

具時，這層間接關係常會使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提高，因此廠商可透過平面海報的

介紹或實體商品的陳設（目前多數的膠囊玩具專賣店皆有此設置），讓消費者更

加瞭解商品的資訊，不需透過參考群體的意見進行購買決策，使知覺風險降低，

進而增強消費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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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後續建議 

一、研究限制 

（一）本文的研究架構是以典型的 EKB 消費行為模型為基礎，再加入其餘可能

的相關變數。在發展研究架構時，僅採用消費者特性因素為影響中介變數與消費

行為之構面；然而在 EKB 消費行為模型中，影響消費決策尚有環境面的因素，

缺少環境因素有可能讓研究架構的完整性不足。此外，本研究使用的資料分析方

法為多元迴歸分析，模型主要建構在研究假設，因此並未將如人口統計變數等假

設外之變數納入模型，可能因而降低了模型的解釋力。 

（二）在研究設計時，部分構面之問項設計為本研究自行發展，因此在衡量題項

的完整性與可信度稍嫌不足。 

（三）本研究礙於時間與成本壓力，採用便利抽樣法，雖將網路問卷放置目標族

群聚集的社群，然而管道的選擇讓樣本偏向特定族群，難以推及整體，使解釋力

受到限制。此外，本研究之問卷前側因份數不足，無法衡量各題項的有效度與可

信度，僅以受訪者之建議，對問卷進行修改。 

 

二、未來研究方向 

（一）本研究在探討對中介變數的影響時僅考慮個人因素，建議可在未來的研究

中針對如購買環境等環境面因素進行討論。此外，本研究在發展研究變數時，僅

以消費者觀點為發展方向，建議未來想深入探討膠囊玩具消費行為之研究者，可

加入廠商面的相關變數，畢竟消費行為為買賣雙方的互動，如此可讓探討的面向

更加完整。 

（二）鑑於本研究所使用的內外控人格特質無法有效的勾勒出膠囊玩具消費者的

人格特質，建議之後的研究可以使用其他人格特質的分類來衡量，例如以衡量衝

動性購買或多樣性尋求傾向的人格特質量表，可能會與膠囊玩具消費行為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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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為接近。 

（三）建議可將膠囊玩具之消費行為與相似產品如福袋等，同樣具有「不知道拿

到的會是什麼」這種驚奇特性的產品做比較，如此更能歸納出有此種特性的產品

其消費行為的共通性為何？其魅力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