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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促銷是各業者普遍採用進入市場或為了保有顧客經常使用的行銷手法，業

者為了增加銷售量與提高獲利，除了從產品的創新與改良、提升品質著手外，

更常藉由各種促銷活動以吸引更多消費者的注意，期望能獲得消費者的青睞以

增加產品的銷售量。 
促銷類別對消費者利益有何影響，是本研究的主要動機。究竟哪些類型的

促策略能給予消費者較高的利益，甚至產生對於特定促銷方式的偏好？在促銷

利潤未有顯著差異性情況下，消費者應無促銷利益的額外感受，不免產生促銷

疲態，促銷效果往往無法符合廠商的預期。本研究嘗試以相關文獻為基礎，加

上實證資料，達到下列目的：促銷活動中的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購買決策之

影響及消費者的涉入程度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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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在現今多元化的台灣市場，消費者消費能力提升，購物中心、百貨公司、

汽車、3C、量販店…等行業相繼開幕，業者為了要吸引消費者掏出荷包、增加

買氣，不僅比噱頭、人氣，也考驗著每家企業的經營策略與行銷方式，而業者

在進行促銷產品時，最感興趣的是消費者對那些促銷策略特別會感到興趣？而

希望把這些因素找出來，使廠商在銷售產品時能夠有效率，也能獲致最大的效

益。 
我國在自由化及國際化的鉅變中，生活型態與消費觀都正急遽變化。國內

零售市場逐步地走向「少量多樣」，購買習性亦傾向個性化及多元化的「品味消

費」，商品經營更須著重行銷定位，在同質化的產品中塑造流行、品味、及魅力

以突顯特色，以全面性的創意行銷搶攻市場。 
由於台灣市場競爭激烈，各家企業想盡辦法使用各種方式來增加消費者購

買的意願，其中各種不同的促銷活動就是最常使用、效果也很顯著的策略之一。

各種促銷活動多到無法一一舉出，較常見的其中包括：贈送樣品、折價券、現

金回扣、折價、抽獎、贈品、特惠組合、推出貴賓卡等等方式。而促銷策略運

用又可根據企業本身的需求來做不同的調整，如零元促銷中的零元手機、加油

站贈品、百貨公司來店禮、信用卡辦卡禮、航空里程積點和電腦遊戲…等，因

此可以變化出各式各樣的促銷活動來吸引消費者，增加買氣，使促進消費者購

買行為。 
由於零利率時代，加速零元促銷，而促銷策略中的零元促銷更是業者最愛

的行銷手法之一。奧美整合行銷傳播集團策略長陳倩如表示「低利率時代來臨，

讓錢變得不值錢」，因為利率低的關係，讓企業在推出零元行銷時，風險和成本

都降低，更因此助長零元促銷的大行其道。但看似大方的免費促銷，其實是經

過行銷業者縝密的算計。陳倩如說「零元促銷不是不用給錢，而是以後再給」，

零元促銷的方式是先降低消費者的使用門檻，等到消費者進門之後，再開始想

辦法從他身上賺回來，(陳世耀，2005)。 
受到零元的刺激，消費者心中的需求變化，是現代行銷者所不能輕忽。零

元消費力量正不斷崛起，單次的消費關係己不能滿足廠商的慾望，透過零元促

銷的力量，業者希冀的是與消費者發展成長期的關係，因此探討促銷策略中的

零元促銷手法及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對促銷者是很重要。 
 

 
1.2  研究動機 

百貨公司在舉辦週年慶活動，常用一些打折或是滿額送的方式來吸引消費

者的注意，連公司員工們看了也好心動! 
在現代多元化的市場中該如何利用行銷手法來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呢? 舉例

來說，百貨公司週年慶時，消費者對價格昂貴的產品心動不已時，店員即時建

議消費者可刷卡付款並且告知:「目前刷卡的話可分六期，且又享有零利率、也

不用手續費。」而聰明的消費者會先盤算，現在刷卡，可辦分期付款，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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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輕負擔，並且還可以累積紅利積點、換贈品，何樂不為呢? 
近年來各百貨公司與各行業的節慶活動，信用卡的市場競爭也愈來愈激

烈。各銀行不約而同的與各百貨公司或各行業等的業者合作，推出只要在特定

活動期間刷卡，不論購買何種商品，只要在特定的金額，都可享有六期零利率、

零手續費的分期付款方式。運用此促銷活動申請適用分期付款的客戶數，果然

大增，甚至還可以帶動發卡量或是減少呆卡量。 
通常消費者是被動的選擇廠商推出的各種促銷策略，常常在不清楚自身需

求之下，在銷售人員的推銷或者只看到促銷策略表層的好處選擇了不適合自己

的促銷方案。由上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在眾多促銷手法中零元促銷是業者最愛大

量使用的促銷手法之一，舉凡家中常收到的DM.廣告甚至是百貨常使用的滿額送

贈品，到處都可以看到零元促銷的影子，對零元促銷來說業者不需要多花一毛

錢就可以增加銷售量，消費者則是視情況來看是否從中得利。 
本研究主要研究動機如下: 

1. 零元促銷在商業界中常被使用，但零元促銷背後真正的內容為何，對消費者

購買決策到底有多大的影響，是值得我們探討，此為本研究動機之一。 
2. 業者是如何在眾多促銷促銷手法中選擇較適當的促銷策略呢?又是如何挑選

適當的時機使用?何種零元行銷對消費者最不具吸引力?這些疑問使我們想

瞭解業者抓住消費者的購買決策的關鍵因素，其為本研究動機之二。 
3. 消費者在業者推出眾多零元促銷手法中如何去挑選對自己有利的方案去購

買? 零元促銷又是如何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消費者清楚零元促銷的真相嗎?
 以上所述的問題促使我們深入探討消費者購買決策及零元促銷之間的關

係，其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1.4 研究目的 
各家企業舉辦各式各樣的促銷活動，但其目的只有一個，也就是刺激買

氣、提高銷售量。現今各種免費促銷活動在業界很受歡迎，不僅可以吸引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而且可以有效地增加消費者的消費金額，可說是一舉數得

的促銷活動行銷策略之一。 
因此，本研究目的有： 
● 探討促銷策略中，目前市場流行的” 零元促銷策略”及其運用之方式有

哪些? 
● 探討促銷業者的零元促銷策略，是如何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 了解在各種零元促銷策略所推出的促銷活動中，消費者購買    的主

要因素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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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研究流程 

本研究流程說明如圖 1.1：以時下常使用之促銷策略為觀察方向，尋找值得

研究的主題，參考相關學術文獻與一般期刊論文，經由討論過程確認研究動機

與研究目的後，深入研讀相關文獻，建立研究架構與發展研究假設，進行問卷

的設計與執行調查。最後收集調查所得資料分析、整理、檢定研究假設，並根

據分析結果撰寫研究結論與建議，完成本研究。 
圖 1.1 研究流程圖:  

 
 
 
 
 
 
 
 
 
 
 
 
 
 
 
 
 
 

第二章 文獻探討 
近年來整合性溝通行銷的觀念正迅速而廣泛的被許多業者所接受並運用，

而這個概念正是因為促銷的這個角色在這個概念之下，逐漸從以往「臨時起意」

的做法，演變成全傳播系統中重要的救援軍。整合性溝通行銷是與廣告、公關、

問卷調查 

資料蒐集、分析與整理 

結論與建議 

尋找研究主題與方向 

蒐集國內外文獻與研讀 

確認研究問題與目的 

擬定研究架構 

假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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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效行銷等它項工具水平整合的結果，而促銷除了本身所負刺激短期銷售的目

的外，也間接肩負了其他較長程的傳播義務。 
促銷也許是廣告建立商品定位的延伸活動，因此除了必須告知促銷活動的

內容、促銷的誘因之外，商品訊息可能也會附帶出現，訊息內容愈直接、單純，

對行動的刺激愈有效。因此，促銷訊息如何避免非主題的內容，是整合性溝通

行銷之下的促銷活動要注意的。 
針對促銷中的零元促銷手法，在現今的日常生活中使用率極為廣泛，而此

類的行銷手法是否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之行為有極大的影響力? 
 
本章內容主要涵概第一節促銷策略的定義，第二節消費者的涉入程度，以

及第三節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來加以探討促銷活動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之影

響。 
 
2.1 促銷策略的定義 

促銷活動是指在各式各樣促銷工具的展現。業者透過促銷工具來推廣促銷

活動，無非是希望提供一種額外誘因與利益，來刺激促銷對象的興趣、試用、

甚至購買意願，而促銷活動的對象大多是最終消費者且其性質多屬於短期、非

例行性的活動（Marion , 1987；朱家賢，2000）。也就是說各家業者主要提出各

種促銷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該如何吸引消費者之注意，而如何讓消費者擁有再

次購買之意願，過去各學者對促銷的定義不盡相同。 
以下表2.1為引用各國學者對促銷策略的定義： 

表2.1 各國學者對促銷策略的定義 

美國廣告代理商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 
(1978) 

藉由提供超出原產品利益水準的額外誘，

以誘發消費者購買該項產品的任何活動。 

Davis (1981) 
一種呈現增強的行銷效果，在有限的時間

內提高產品銷售量。 

Stanley (1982) 
凡是一種無法歸類於廣告、人員推銷、公

共報導的推廣活動皆屬於促銷活動。 

McCarthy & Perreault 
(1984) 

促銷是有別於廣告、公共報導、人員推銷

的推廣活動，而此活動可以激發最終購買

者或其他潛在購買者的興趣、適用或購買

意願。 
 



Marion (1987) 

促銷是增強、支援並使推廣組合中的其他

成份更為有效的工具，它可以激勵銷售人

員與經銷商努力推銷，並鼓勵消費者購

買。它常是一種短期的直接誘因，目的在

於刺激興趣、試用與購買。 

Paley (1989) 

促銷是指所有廠商促銷組合活動中，無法

歸屬於廣告、人員銷售或包裝的推廣努

力。其目的乃在於藉由短暫的誘因來激勵

業務人員、經銷商與最終購買者，使其能

夠配合製造商的計畫。 

Warren (1992) 
是短期內，藉著增加產品價值與刺激消費

者購買，增加銷售額的行銷活動。 

Kitchen (l993) 
以短期的誘因鼓勵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

務。 

Perreault (1993) 
此一活動可以刺激最終顧客或通路中的其

他成員的興趣、試用或購買。 

Schultz, Robinson & Etricon 
(1993) 

是針對業務代表、配銷商或消費者的一種

直接刺激或誘因，以創造立即性銷售數量

為主要目的。 

Shimp (1997) 
促銷是指嘗試刺激迅速性的購買者行為或

是產品立即性銷售量增加的所有行銷活

動。 

Engel & Blackwell (1990) 
促銷是一組有回報的行銷活動，從事於對

消費者或配銷通路成員的刺激活動，經常

倚賴經濟上的獎賞激勵目標群體。 

黃俊英 (2000) 廠商為了立即提高銷售量而採取的短期誘

因。 
資料來源：徐心怡（2000）、Engel ＆ Blackwell（1990）、黃俊英 (2000) 

 
 
 
 
而根據上述學者對促銷所提出之定義，可以歸納出促銷具有以下特點： 

（一）「促銷」是一種短期、暫時性的活動，通常都有一定的期限。 
（二）主要目的在於誘因鼓勵消費者或通路中其他成員之興趣、試用與即興購

買行動的意願。 



（三）促銷是推廣組合中無法歸屬於人員推銷、廣告、以及公共關係的其他推

廣活動都屬之。 
（四）主要針對特定對象的活動，而依照促銷對象的不同，可分為消費者、零

售商、及經銷商三類。 
綜上所述，各家業者所推出的促銷活動，其目的通常在於強化消費者促銷

之效果，而本研究則是希望能由此探討出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是否會受促銷活動

所影響。 
 
2.1.1  零元促銷策略 
    零元促銷策略即綜合價格策略與非價格策略的一種行銷手法(陳世耀，

2005)。而價格策略包含:降價、折價券等，至於非價格策略則包含:試用品、贈品、

抽獎等。而此促銷手法是讓消費者實際獲得經濟誘因的方式刺激銷售的促銷活

動。零元的概念，讓消費者感到興奮，並直接衝擊到心坎裡，政治大學企管系

教授別蓮蒂直截了當地說。她表示，當產業成熟到一定程度，競爭益趨激烈時，

愈來愈多標榜免費的促銷策略，就會開始陸續出籠。(陳世耀，2005) 
零元則是業者最強而有力的行銷口號，零元促銷的方式，是先降低消費者的

使用門檻，等到消費者進門之後，再開始想辦法從消費者身上賺回來，而零元

促銷分成二種模式來說明如何從消費者身上賺取利潤。(陳世耀，2005) 
1.基本費 

基本費模式，就是業者要求消費者繳納基本金額，然後消費者可以「吃到飽」

使用。這類模式因為收費單純簡單，而且會讓消費者有「吃得愈多，賺得愈多」

的心理，因此可以增加消費者長期使用的黏度，充分展現當初零元的效益。 
 2.使用費 

使用費模式，則是按照消費者對產品或服務的使用程度來收費。比方說，常

見的零元手機操作手法，就是通訊業者先以免費手機把客戶招攬上門，日後賺

取的就是客戶的通話費。業者只是先自行補貼手機費用，把進入門檻降到最低，

將客戶請進門後，再從客戶的通話費中，連同當初的補貼一起賺回來。 
零元促銷正在顛覆消費者過去「花錢」買東西的遊戲規則，也讓業者重新定

義競爭者。零元競爭所帶來的衝擊，不只是原先既有的競爭者，也會衝擊到有

連帶關係的產業，形成新的隱形競爭。零元雖然可以大小通吃，但也可能讓業

者白花冤枉錢。擅用零元促銷，掌握消費者群，才是零元促銷的最高招。 
 

2.1.2  零元促銷的方式 
業者促使消費者對產品產生渴求願望的行動，亦就是銷售促進。而零元促

銷所使用的方式是加以運用幾種時下常使用的一些促銷方式讓消費者認為是用

最低價購買商品，而盡可能的吸引消費者的注意，但業者不可能推出有損自身

利益的促銷方案。因此該如何運用時下常使用的促銷方式與零元促銷概念做結



合，而達到最大的利潤?以下分析市場上常用的的零元促銷方式: 
1.降價 

價格促銷是指銷售活動時針對某特定數量的商品，給予相對較低的價格，或

是在相同價格下，可以購得較多數量的商品而言，就以手機業者來說，首次推

出「零元手機專案」或「一元手機專案」，就可以免費或者是以最低價獲得昂貴

的手機。但前提之下，必須綁約幾年及該付多少月租費，而業者就是從中賺取

最大利潤。 
2.贈品 

是給予消費者以免費或較低的價獲得商品，其為購買產品的回饋。就以百貨

業來說，推出來店禮兌換時期，消費者只需花一點點錢或者是免費即可得到贈

品，而贈品的價值愈高，推出的反應就會愈好。 
3.集點券 

使用方式為消費者購物金額每達到一個標準便可以獲得一個固定的點數，

持續累積點數到達一定的程度即可獲得促銷的額外好處。其方式和贈品促銷策

略之最大的差異在於換取贈品的時間長，消費者需投入的時間久。就以百貨業

為例，購物金額到達業者所訂的標準，即可收集點數，而點數累積達到最低標

準即可免費獲得價值昂貴的商品，或是可成為VIP會員享有折扣。 
4.信用卡之優惠活動： 

此種促銷方式不僅對於發卡銀行業績有幫助，也能刺激消費者前來特定的

百貨公司，主要功能除了能達到「目標消費」的目的外，也能激起「溢出消費」

的購買慾望，例如目前最熱門的刷卡活動，只要消費到達最低額度，即可使用

分期零利率的活動。 
 
5.折價券 

是一種極為普遍的促銷方式，而其促銷策略方式為提供持有此卷的消費者

在購買特定產品時，享有折價實上所的折扣優待，其功能為鼓勵續購、試用、

鼓勵改善鋪貨，以便利商店的磁鐵風潮來舉例，當消費者購物滿商店所訂定的

價格時，即可免費獲得一個磁鐵包，而磁鐵包當中即包含磁鐵、折價券，而折

價券可用於下次消費時使用。 
6.競賽： 

消費者為了想得到製造商或廣告商舉辦活動提供的某些獎品、現金等，因

此展現出個人才華、技巧、持殊能力來擊敗其他參賽者方式，例如：各行業常

舉辦的舞蹈、機智問答、歌唱…等活動，即以競賽的方式來獲得獎品或獎金，

其功能主要是達到促銷目的。 
由於促銷活動日新月異，在目前許多實務的作法是將以上的促銷方式組合

運用，將各種方式的優缺點作一交互配合，創造出最適合企業運用的促銷方式，

而各種不同的細節內容，也根據流行趨勢，企業個別的特性有著不同之發展與



變化。 
 
 
 
 
 

2.3 消費者涉入程度 
所謂消費者「涉入」指的是消費者對某一項產品購買決策的關心程度(林靈

宏，1994)。而「購買涉入」是指消費者因為需求而引起購買行動的興趣程度(林
靈宏，1994)。只有在消費者與採購情境相關而引起相關決策及採購行為改變時

才可稱做是購買涉入，而購買涉入水準會影響消費者購買前的資訊蒐集到購買

後的評估活動，同時反應出消費者的人格特質，因此不同消費者的購買涉入水

準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許多消費者的消費行為，都是屬於低涉入的狀態，大部份的消費者都不會

十分關心用什麼樣的面皂、喝什麼樣的飲料、嚼什麼樣的口香糖。我們在這種

購買行為中，不會花太多的時間，可能只是利用直覺，就購買一項產品，可能

買一個你原來就知道而且喜歡的產品，或是剛好在打折的產品，這些是屬於「低

涉入」的購買行為。 
但是也有些產品的購買，會引起你很大的興趣，例如汽車或房子的購買，

在這種購買行為中，你會花很多的時間蒐集資訊，或是考慮各種可能的購買決

策，這些是屬於「高涉入」的購買行為。 
在高涉入和低涉入的狀態之下，消費者對於這項購買所投入的心力也不一

樣。涉入的程度會受產品類型的影響，例如喜歡收集便利商店磁鐵的消費者涉

入程度高，但是業者所推出的磁鐵不見得能獲得消費者的喜歡，因此消費者涉

入程度低。 
表 2.2 消費者的高、低涉入決策的差異 

行為構面 高涉入過程 低涉入過程 

資訊收集 消費者會主動的收集與

產品或品牌有關的資訊 
消費者收集有限的產品

或品牌資訊 

認知反應 
消費者會抗拒那些與原

來認知不同的資訊 
消費者會消極的接受一

些與原來知覺有差異的

資訊 

資訊處理 消費者在處理資訊時，

會經過幾個不同階段 
消費者在處理資訊時較

簡單，會跳過幾個階段 

態度改變 態度的改變不太容易，

而且很少發生 
態度的改變經常發生，

但是可能非常短暫 

格式化: 項目符號及編號



資訊重複或內容 資訊的內容對於態度的

影響較大 
資訊的重複，對於態度

的影響較大 

品牌偏好 
經常有品牌偏好 消費者可能會經常購買

某一品牌，但非品牌忠

誠者 

認知失調 購後的認知失調很正常 很少有購後失調產生 

個人影響力 
個人的影響力很大，外

控傾向者較易受人影響 
個人的影響力很小，內

控傾向者較不易受人影

響 
資料來源：(林靈宏，1994) 

 
 
 
 
 
 

2.2.1 涉入程度定義: 
涉入是一種心理狀態，其強度受到某事物與個人需求、價值觀及欲達成目標

在特定情境下的相關程度所影響，當相關性愈強，認知到的自我相關程度會愈

高，涉入程度亦隨之加深，進而產生一連串關心該事物的後續行為(林靈宏，

1994)。在理論上，涉入是一個與個體差異有關的變數；在應用上，涉入已經廣

泛的被應用在各個不同的研究領域，所以造成至今有關涉入的定義與衡量仍然

分歧而沒有一個完整且明確的定義。過去許多學者發展出不少複雜理論(如EBM 
模式、哈佛-希斯模式等)來企圖解釋並預測消費者所表現出的行為，這些理論的

前提假設是消費者的採購行為是理性、思考的，並能做出最佳的購買決策。但

許多研究觀察實際生活狀況發現到，很多購買行為並非如此，有時消費者僅選

擇一家商店即決定購買。過去許多的消費者行為的探討，都是把消費者認定為

睿智的、理性的、思考的，大部分的探討都認為消費者會去蒐集足夠的資訊之

後做出理性的選擇。 
涉入程度對消費者的影響是多方面的。其中包含的態度、意見、情感、認知

的改變，涉入的水準不同，使態度改變的過程也會不同。因此可以看出消費者

涉入理論中最主要的問題在於學者們對消費者心智狀態的概念化和衡量有相當

大的歧見，綜合各學者研究結果如下: 
（1）Howard ＆ Sheth (1969)認為涉入是個人需求與興趣所決定。 
（2）Bettman (1973)認為涉入以收集資料為考慮變數，作為衡量涉入程度的衡量

指標。 
（3）Swinyard ＆ William (1993)認為涉入是與個人切身相關的程度，會影響消

費者接收與處理資訊。 



（4）Mark B. Taylor (1981) 認為涉入是「產品對消費者之意義水準或是其重要

程度」，水準或程度愈高為高涉入，愈低為低涉入。 
（5）Zaichkowsky & Judith (1985)對於「涉入」的定義，簡單說來就是個人對於

某種事物感覺的相關程度。涉入是以個人的認知狀態定義的一個結構，具

有「個人內變異性」與「時間與空間的情境性」兩大特色。 
（6）Engel ＆ Blackwell (1990)定義為：「在某特定情境下，由某一刺激所激發

而知覺到的個人重要性與(或)興趣的水準」。水準愈高為高涉入，反之為

低涉入。 
（7）D.L.Loudon ＆ A.J.D.Bitta (1988) 指出：一般都認為涉入的基本觀念來自

於「個人相關性(personal relevence)的知覺」，而認為涉入是消費者相關而

非產品相關或媒體相關的觀念。 
 
2.2.2 涉入程度分類 

消費者的決策過程大致分為五個階段：問題認知、資訊尋求、方案評估、購

買消費、消費後評估。因為對產品涉入程度不同，所展現的決策過程也有差異。

對產品高涉入者而言，其決策過程之特色是：深度的問題解決方式(EPS；extensive 
problem-solving)消費者會仔細而廣泛的進行購前方案評估，及主動積極的資訊

搜尋；高涉入者易受廣告或促銷強烈訴求之影響；品牌選擇上，易表現出其生

活型態與人格特質；經由認知、瞭解、態度及行為的階段來處理認知性的購買；

較易注意到品牌或產品間的差異，因此，展現出較高的品牌忠誠。綜合而言，

高涉入時的決策特色是較為理性而複雜的。 
然而當消費者對產品處於相對低涉入狀態時，其決策的特色剛好相反，是屬

於有限的問題解決方式(LPS；limited problem-solving)，由問題認知之後直接導

致選擇，選擇之後才是一連串方案評估、信仰、態度、意願之形成，亦即信仰、

態度、意願是消費者行為的結果，但不影響行為(Krugman,1965；Ray,1973)。尤

其當消費者有時間壓力時，特別容易形成此種決策方式。綜合而言，低涉入時

的決策特色是較為簡單的，直接由問題認知跳到選擇，沒有經過複雜的資訊處

理過程。 
 
 

表2.3 涉入型態分類 

涉入型態 定  義 



廣告涉入 

每分鐘的訊息接收與說服性刺激內容與自我

(ego)生活建連結的次數(Krugman 1965) 在高涉

入的情境下，說服性訊息對訊息接受者的個人相

關性甚高；相反的在低涉入情境下，對於個人的

相關性很低(Petty et. al, year ) 

產品涉入 

低涉入產品群是指消費者在該產品群與重要價

值間並無顯著連接關係。也就是說消費者對於該

產品群的品牌忠誠度低(Lastovicka 1979)一種無

法被觀察到的狀態，這種狀態反應出消費者對產

品所引發的興趣，覺醒的程度(Bloch 1981) 

購買涉入 

對於特定採購決定與個人相關之程度(Schiffman 
and Kanuk 1983)特定購買活動中對於個人需要

的關心程度(Beatty, et.al 1983) 

情境涉入 
特定情境下經由刺激引發消費者認為的重要性

與興趣的程度(Antil 1983) 

持續涉入 
係指消費者因為個人〝內在〞的經驗或個人價值

觀，所造成對外界人、事、物的持久性關注

(Houston and Rothschild 1978) 

反應涉入 情境涉入與持續涉入相互結合所成(Arora 1928) 

資料來源：(官振華，1996) 
 
 
 
 
 
 

2.2.3  涉入程度衡量 
由於涉入是一抽象的中介變數，是人為的一種心理狀態，所以直接觀察涉入

程度的高低是不可行的，無法直接加以衡量。因此，必須由其他變數間接推測

涉入，涉入前因之研究及考慮影響消費者對產品之主觀認知的種種因素，希望

由這些因素的衡量而了解消費者的涉入水準。由於對「涉入」的不同應用角度，

而產生許多的定義和衡量方法。不同的購買涉入程度，可能造成： 
(1)價格在決策上的不同重要性 
(2)不同的資訊收集數量 



(3)決策時間長短不同 
(4)不同的決策模式 

相同的消費者，對不同的產品會有不一樣的涉入程度；而對於任何特定產

品，不同的消費者在涉入程度上也會有所差異(Lastovick ＆Gardner，1979) ，在

產品涉入方面，由於涉入具有複雜的構面，不能僅用單一指標進行涉入程度的

衡量的。因此，Lastovicka、Vaughn、Zaichkowshky(1985)等學者對產品涉入的

定義都採用多重構面。 
Lastovicka(1978)指出，產品涉入是指消費者對於產品的重要程度或消費者

賦予產品個人主觀意義，是以個人本身的認知來定義，而非針對產品來定義。

Zaichkowsky在1985年曾提出的個人涉入量表(Personal involvement Inventory，簡

稱PII)。 
此量表中是以產品的重要性、價值及消費者對產品的需要與興趣等構面來

衡量產品涉入，並參考文獻及專家的意見，共選出168對能代表涉入的相對形容

詞，經過第一階段內容效度檢驗及第二階段內容效度的檢討，最後發展出一套

包含20組語意差異題目的涉入量表，這些項目的總分就是涉入分數。 
PII使用語意差異量呈現，目的在獲得量表的普遍性，使其不會因為產品的

特性而受到影響，優點是受測工作容易，統計時採加總計分，相當簡單，且製

作過程單純而且容易將所欲衡量的事物或特質以問題的方式表達出來。此外，

李克特量表的信度，可藉由項目之增加而提高，是頗具信度要求的量表之一，

因此涉入的衡量上，此方法被各界廣為使用。 
Laurent ＆ Kapferer (1985) 研究中指出，應該以重要性/興趣、誤購風險性、

風險可能性、愉悅性及象徵性等五個變項來作為衡量「涉入剖面」的構面，而

不能僅以單一構面來衡量。 
(1)產品重要性：產品對個人的意義和重要性 
(2)誤購風險性：購買產品所須負擔的經濟和功能風險 
(3)誤購可能性：消費者主觀認為會產生誤購的機率 
(4)產品愉悅性：產品的情感訴求和提供愉快、喜愛的能力 
(5)產品象徵性：產品表現個性或身分定位。 
 
2.4 消費者購買決策 

消費者每天都在從事許多購買決策，諸如購買什麼產品或服務、購買什麼

品牌、購買多少、如何購買、何時購買等等。行銷者最想知道的是消費者如何

形成他們的購買決策，以及如何有效運用各種行銷工具(即各種行銷策略和行銷

組合方案)來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行銷者如能比競爭者更暸解消費者的購買

決策過程，並能比競爭者更能掌握消費者對各行銷工具的反應，就可比競爭者

擁有更大的競爭優勢。 
2.3.1 消費者行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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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tler (1999)指出消費者購買決策行為，是由基本的「刺激－反應」模式，

也就是行為科學反應中的黑箱(Black Box)概念，來顯示由行銷與環境兩類外在

刺激，會透過黑箱(包括消費者特徵與決策過)，進而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 
 
 
 
 
 

表2.3.1 消費者購買行為模式 
                                                        
行銷刺激 其它刺激 

產品 
價格 
通路 
促銷 

 
經濟 
科技 
政治 
文化 

   
資料來源：方世榮，行銷管理學，第192頁，東華書局，民國89年 

 
2.3.2 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 

Engel等人(1993)指出EKB模式之核心為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視消費者的

決策過程為一問題解決(Problem-Solving)的過程，包括需求確認、資訊搜尋、方

案評估、購買、與購買結果五個階段。說明如下： 

表2.3.2 EKB 消費者決策過程 
 
資料

來

源：方世榮，行銷管理學，第216頁，東華書局，民國89年 
 

1.需求確認 

任何決策過程的第一步，當然，就是所謂的需求確認。需求確認有三個決

定性因素：(1)儲存於記憶中的資訊(2)個人的差異(3)環境影響。任何以上個別

與結合的決定性因素都可以引起需求確認。 

 
2.資訊搜尋 

在決策過程中， 需求確認的下一步是資訊搜尋。當消費者有了需求確認

後，就會開始尋求相關的資訊。消費者將由兩方面進行尋求相關的資訊，一方

面是從內部訊息也就是記憶中現存的訊息及經驗，假若此經驗不足以構成購

買方案評估之內容，則從另一方面，即外部訊息著手來尋求，其管道如

Kotler(1999)所述包括公共來源(大眾媒體等)、商業來源(廣告、銷售人員、

購買者決策 

產品選擇 
品牌選擇 
經銷選擇 
購買選擇 
購買數量 

購買者 
特徵 購買者決策過程

文化 
社會 
個人 
心理 

問題認知 
資訊蒐集 
方案評估 
購買決策 
購後行為 

需求確認 方案評估 購買   購買結果資訊尋求



包裝等)及個人來源(家人、朋友、鄰居等)。因此，資訊尋求將會受到個人差

異與環境的交互影響。 

3.方案評估 

方案評估是使用評估準則來衡量，評估準則需求確認 資訊尋求 方案評估

購買購買結果是指消費者用來比較不同產品與品牌的標準與規格。消費者搜尋

產品或服務的相關訊息後，便根據資訊來評估各種可行的方案，消費者常根據

產品屬性，並以自我認知的重要程度分別給予權重來評估產品Kotler (1999)。在

EKB模式中提出兩種決策準則類型： 一種是非互補性方案評估準則，指的是某

一種屬性為決定選擇的唯一考量點，並不受其他屬性所帶來的影響；另一種是

互補性策略準則，意指某項表現較弱的屬性可以被其他屬性所填補。 

 
4.購買 

經過各方案評估之後，消費者會選擇一個最能解決原來問題的方案，並且

採取實際的購買行動。購買的行動會受到購買意圖、購買情境、個人差異等因

素影響，消費者從評估所有方案中做了那一個選擇，通常此選擇是針對產品或

服務的購買上來說。 

5.購買結果 

購買結果是指消費者採取實際購買行動之後，接著將會進行購後評估，購

後評估的滿意與否，通常與消費者之前的預期有關。假若之前的預期與實際結

果相當或實際結果是更佳的， 則消費者會感到滿意，且此結果將進入消費者的

經驗，影響消費者之後的決策，增加將來再購的機率；但假若之前的預期與實

際結果是存在負面的差距，即實際結果是比較差的，則為不滿意，那麼將會造

成失調，而影響日後的購買決策。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第一節主要是敘述研究架構，探討促銷活動中的零元行銷是否對消費

者涉入程度與購買決策行為有所影響?第二節為變數之操作性定義。第三節研究

假說部份則對於變數提出相關假說，以方便下一章節予以驗證。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認為消費者購買決策行為同時受到促銷刺激(零元促銷策略)及消費

者的涉入程度所影響，故本研究的描述變數為涉入程度與否為干擾變數來探討

促銷是否對消費者購買行為有所影響?  

圖 3.1 研究架構 

 
 
 
 
 
 
 
 
 
 
 
 
3.2 變數之操作性定義 

本研究採用調查問卷的方式來進行研究調查，並且配合本研究之文獻探討

所得資料依據來作雙向的資料整合與驗證，用以作為研究方法。 
（1）人口統計變數 
     人口統計變數，是指研究對象之經濟、社會背景之資料，本研究將人口統

計變數分為性別、職業、年齡、教育程度、所得。 
（2）促銷策略(零元促銷策略) 

促銷活動(零元促銷策略)：Aaker(1996) 研究中依提供誘因時間的長短，將

促銷分為提供短期購買誘因，如附贈贈品、優待劵與折扣優待；另一種為長期

購買誘因，如附贈兌換點數。本研究將以問卷設計之方式, 詢問消費者對零元促

銷活動的購買意願。包括問項如表3.2。 
表3.2 衡量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問項表 

題

數 問項 參考文獻 

1 此促銷專案對我是有吸引力的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2 我會通知朋友此專案這項訊息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3 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有價值的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4 我會因為此促銷專案而決定購買產品 Krishnan,Baker and Borin（1998） 

5 此促銷專案使我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人口統

計變數 

促銷策略 
零元促銷 涉入程度

消費者購

買決策 

H1a 

H2 

H3 H4 

H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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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不划算的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3）消費者購買決策 
購買意願是消費者願意去購買該產品的可能性，在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

行為影響的研究中發現，當折扣深度愈高時，會導致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隨之提

高，比低折扣深度更能吸引消費者的購買。而本研究將消費者分為可能購買、

想要購買與考慮購買等消費者認知的問項來衡量其購買意願。為使受訪者易於

填答，故將以購買該促銷活動之可能性來代表購買意願，在問巻中詢問受訪者

對促銷活動之購買可能性。 包括問項如表3.3。 
表3.3 衡量消費者購買決策問項表 

題

數 問項 參考文獻 

1 我購買此專案的商品之意願相當高 Dodds et al.(1991） 

2 
如果我要購買此專案商品，我會參考專

案的不同條件 Feick and Price( 1987) 

3 此促銷專案能刺激我的購買意願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4 
不管專案條件如何，只有零元專案才會

購買 
Donthu ＆ Gilliland(1996） 
Douthu ＆ Garcia(1999) 

5 當專案條件多時，會降低我的購買意願 Zeithmal（1998）徐心怡(1999） 

6 
同樣是零元專案，我願意花時間比較專

案不同的條件 Williams ＆ Slama（1995） 

 

 
 
 
 
（4）涉入程度 

在本研究中的涉入指的是對促销活動產品的涉入程度，是指消費者的購買

行為是否會因為業者推出促銷活動而改變?包括問項如表3.4。 
 

表3.4 衡量涉入程度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問項表 
題

數 問項 參考文獻 

1 我經常和朋友討論此專案所推的商品之話題 Feick and Price ( 1987) 

2 購買此專案商品前，我會深思熟慮 Price ＆ Feick（1987） 

3 我的日常生活和此專案的商品是緊密相關的 Feick and Price ( 1987) 

4 我經常注意此專案促銷活動的相關訊息 Feick and Price (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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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買此專案商品之前我會主動收集相關資訊

作參考 Feick and Price ( 1987) 

6 此專案的品牌是我所信賴的 Dodds et al. (1991） 

7 對我而言，此專案的售後服務是很重要的 Kunkel and Berry（1968） 

8 
當購買到品質不好的零元商品，我會要求退

換 Hawkins, Best & Coney (2001) 

 
 
 
 
 
 
 
 
 
 
 

3.3 研究假設： 
本研究主要目的為探討業者在推出促銷活動(零元促銷)下消費者的購買行

為，對於根據本研究目的及研究架構提出以下假說： 
   H1a：人口統計變數對零元促銷略有相關性 

H1b：人口統計變數對涉入程度有相關性 
H2：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的涉入程度有正向影響 
H3：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有正向影響 
H4：消費者的涉入程度對購買決策有正向影響 
本研究主要在探討促銷策略中的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的購買決策的影響

為目的，此研究以發放問卷的方式，來收集資料。問卷填答前的引言是請研究

樣本回憶是否接觸過各種不同類型的促銷手法，並對於購買該促銷商品決策的

記憶回答問卷中的題目，衡量的變數包括人口統計變數、零元行銷促銷策略、

涉入程度及消費者購買決策，以簡單迴歸分析驗證研究假設是否成立。 
 
 
 
 
 
 

3.4 研究設計 
一、母體界定 

由於本研究主要在於探討消費者購買意願是否會因促銷活動(零元行銷策略)



而有所影響，為了更求準確性與可靠性，本研究限定於20歲到60歲以上台中地

區的上班族消費族群為母群體做為研究對象。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之抽樣方法乃採用便利取樣發放問卷，並且將問卷做有效地回收。

本研究利用問卷調查法採用結構式問卷的方式設計，格式為A4 紙張尺寸，採單

面印刷；將問卷分成「零元促銷活動」、「涉入程度」、及「購買決策」部份，

並加入受測者之基本資料題。問卷每一單元部份之量度方式係採用李克特五點

尺度模式詢問。其中李克特態度量表尺度分成非常同意、同意、無意見、不同

意、非常不同意五個程序等級，評分等級分別給予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五個等第。 
 
 
 
 
 
 
三、問卷設計 

基於本研究目的及架構中的研究變數，問卷將分成專案A與專案B做為比

較，問卷內容分為四大部份, 包括個人基本資料、促銷活動、購買意願、及涉入

程度來做為設計問卷的依據。 
問卷題目如附錄一 
 
 
 
 
 
 
 
 
 
 
 
 
 
 
 
 
 



 
 
 
 
 

 

第四章 統計結果與分析 
本章主要是將回收的樣本資料進行資料分析，以SPSS 統計套裝軟體驗証本

研究之各項假設，並呈現研究結果。本章分為三節加以探討，第一節為敘述性

統計，分析整個樣本結構分布狀況；第二節為問卷的信度及效度檢驗，目的在

分析本研究所使用的測量工具是否具有可靠性與一致性；第三節為假設驗証統

計分析以了解假設是否成立。 
 

4.1 敘述性統計分析 

本研究之樣本人口統計變數整理如表所示。本次問卷發放總計300份，回收

300份問卷。  
根據問卷調查之統計結果顯示如下： 

（1） 女性消費者（佔54.3%）多於男性消費者（佔45.7%） 
（2）職業背景以學生（佔80.3%）居多 
（3）消費者年齡主要集中在21-30歲（佔79.7%） 
（4）教育程度多以專科或大學（佔89%）居多 
（5）個人每月所得以20,000以下(佔77%)居多 
 
 
 

 
表4.1 敘述性統計表 

統計類別 人數 比例(%) 

性別 男生 137 45.7

女生 163 54.3
 

合計 300 100

職業 家管 7 2.3

軍公教 5 1.7 

商 20 6.7



自由業 16 5.3

工 11 3.7

學生 241 80.3

合計 300 100

年齡 20歲以下 35 11.7

21-30歲 239 79.7

31-40歲 12 4.0

41-50歲 9 3.0

51歲以上 5 1.7

 

合計 300 100

教育程度 國小 0 0

國中 8 2.7

高中職 20 6.7

專科或大學 267 89.0

研究所以上 5 1.7

 

合計 300 100

每月所得 20,000以下 231 77.0

20,001-30,000 40 13.3
30,001-40,000 19 6.3
40,001-50,000 4 1.3

50,001以上 6 2.0
 

合計 300 100

 
4.2 問卷信度及效度分析 

所謂的信度（Reliability）是指測驗結果的一致性（consistency）或穩定性

（stability）程度而言，因此，一個良好的衡量工具，應有足夠的效度與信度（黃

俊英，民81）。本次問卷回收後，除了第四部份是受測者個人基本資料外，其

他部份信度係數Cronbach α 如表4.2所示，以Cronbach α 係數作為指標，若係數

在0.8 以上，表示量表有高的信度，若在0.6 以下就應該重新修訂研究工具或重

新編製較為適宜（Bryman ＆ Cramer,1997），而由表4.10的結果可知（1）零元

促銷活動問項信度為0.7957及0.7204（2）而針對第二部份消費者涉入程度的問

項信度係數為0.7844及0.6180 (3)第三部份為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的問項信度係數



為0.6990及0.5303。 
表4.2 問卷信度及效度分析 

專案A 專案B 
問卷部份 項目 

衡量題

項數 Cronbach α 
衡量題

項數 Cronbach α 

第一部份 零元促銷活動 6 0.7957 6 0.7204 
第二部份 消費者涉入程度 8 0.7844 8 0.6180 
第三部份 消費者購買決策 6 0.6990 6 0.5303 

 
 

在效度的檢定方面，Emory（1985）指出，所謂的內容效度（content validity）
是指衡量工具能涵蓋主題的程度，亦即內容的代表性獲該內容產生的過程內容

母體適切性（Kerlinger，1986）。呂鴻德（民81）則指出所謂的內容效度，乃是

效度的邏輯類型，決定於研究者的主觀判斷。而根據黃俊英與林震岩（民83）
認為，所謂內容效度，乃指問卷的內容是具有相當高的代表性，及包含被衡量

建構所有層面的項目。本研究關於零元促銷品涉入程度之衡量項目均源於相關

文獻理論基礎，多數引用學者曾經使用之量表或衡量項目，且經過多次修訂，

依此準則，本研究所使用的衡量工具應可符合內容效度之要求。 
 
4.3 假設驗證統計分析 
4.3.1、因素分析 

本研究主要是根據「零元促銷活動」、「涉入程度」及「消費者購買決策」

三變數25個衡量變項，每一題即為一個變數，首先利用巴氏球形檢定來判斷資

料是否適合進行因素分析，並且透過KMO 係數檢定抽樣的適切性。本研究透過

因素分析法，萃取出本研究影響消費者購買的因素。首先運用主成份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來進行因素的抽取，得到了各因素的特徵值

（eigenvalue）解釋變異量與累積變異量。為了瞭解因素所代表的意義，我們利

用最大變異法（varimax）將原有因素矩陣進行直交轉軸（orthogonal rotation），

得到轉軸後的因素矩陣。根據此因素矩陣，選取因素負荷量絕對值大於0.4 的消

費者體驗變數來解釋各因素的意義，在本研究影響消費者購買行為變數中，25
題消變數的因素負荷量絕對值皆大於0.4。本研究依據巴氏球形檢定結果顯示之

屬性量表的P 值皆為0.000，表示各變數的觀察值具有共同變異數存在，且量表

KMO 係數如表4.3，表示本研究之抽樣具有中度的適當性，且適合執行因素分

析。 
表4.3 巴氏球形檢定結果 

專案A 專案B 
 巴氏檢定

統計量 P值 Kmo係數 巴氏檢定

統計量 P值 Kmo係數 



零元促銷

活動 681.025 0.000* 0.836 660.071 0.000* 0.756 

消費者涉

入程度 632.996 0.000* 0.682 374.201 0.000* 0.698 

消費者購

買決策 387.775 0.000* 0.678 185.895 0.000* 0.543 

 
(1) 零元促銷活動因素之萃取 

由於測量消費者對零元促銷活動因素問項有6個，所以利用因素分析萃取較

精簡的共同因素以方便分析。本文利用因素分析法中的主軸因子分析法進行因

素萃取，依據因素抽取法則，保留問項相關程度及因子分析>0.4之問項，專案A
與專案B在零元促銷活動上利用因素分析後，移除問項第六題，如表4.4所示。 

表4.4 零元促銷活動信度分析 

 問項 Cronbach α 
1.此促銷專案對我是有吸引力的 
2.我會通知朋友此專案這項訊息 

3.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有價值的 

4.我會因為此促銷專案而決定購買產品 

5.此促銷專案使我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專案 A 

6.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不划算的 

0.86 

 問項 Cronbach α 
1.此促銷專案對我是有吸引力的 
2.我會通知朋友此專案這項訊息 

3.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有價值的 

4.我會因為此促銷專案而決定購買產品 

5.此促銷專案使我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專案 B 

6.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不划算的 

0.83 

(2) 消費者涉入程度因素之萃取 
由於測量消費者對消費者涉入程度因素問項有8題，所以利用因素分析萃取

較精簡的共同因素以方便分析。在此一分數上愈高，表示涉入程度愈對消費者

購買影響愈明顯。由表4.5可知本研究利用因素分析將專案A移除問項第五題及

第六題，而專案B移除問項第二題、第七題及第八題。本文利用因素分析法中的

主軸因子分析法進行因素萃取，依據因素抽取法則，保留特徵值大於1的因素，

可以得到2個共同因素，分析出來的因素的累積解釋變異量70.971%及70.098%。

表示分析後的2個共同因素解釋了原始資料70.971%及70.098%變異量，因此相當

能代表原始資料。 



表4.5 涉入程度信度分析 
 涉入程度問項與因素負荷量 因素一 因素二 

1.我經常和朋友討論此專案所推的商品之話題 0.860  

3.我的日常生活和此專案的商品是緊密相關的 0.855  

4.我經常注意此專案促銷活動的相關訊息 0.800  

2.購買此此專案商品前，我會深思熟慮  0.901 

7.對我而言，此專案的售後服務是很重要的  0.867 

8.當購買到品質不好的零元商品，我會要求退換  0.721 

特徵值 2.131 2.128 

解釋變異量(%) 42.747 28.224 

累積解釋變異量(%) 42.747 70.971 

Cronbach α 0.73 

專案A 

因素命名 購買涉入 反應涉入

 涉入程度問項與因素負荷量 因素一 因素二 

1.我經常和朋友討論此專案所推的商品之話題 0.862  

3.我的日常生活和此專案的商品是緊密相關的 0.832  

4.我經常注意此專案促銷活動的相關訊息 0.773  

5.在買此專案商品之前我會主動收集相關資訊作參考  0.908 

6. 此專案的品牌是我所信賴的  0.648 

特徵值 2.159 1.346 

解釋變異量(%) 48939 21.159 

累積解釋變異量(%) 48.939 70.098 

Cronbach α 0.70 

專案B 

因素命名 購買涉入 反應涉入

 
(3) 消費者購買決策因素之萃取 

由於測量消費者購買決策因素問項有6個，所以利用因素分析萃取較精簡的

共同因素以方便分析。本文利用因素分析法中的主軸因子分析法進行因素萃

取，依據因素抽取法則，保留問項相關程度及因子分析>0.4之問項，由表4.6可
知專案A利用因素分析後是無移除問項，專案B在利用因素分析後是移除問項第

二題、第五題及第六題。 
表4.6 消費者購買決策信度分析 

 問項 Cronbach α 
1.我購買此專案的商品之意願相當高 
2.如果我要購買此專案商品，我會參考專案的不同條件

專案 A 

3.此促銷專案能刺激我的購買意願 

0.70 



4.不管專案條件如何，只有零元專案才會購買 

5.當專案條件多時，會降低我的購買意願 

6.同樣是零元專案，我願意花時間比較專案不同的條件

 問項 Cronbach α 
1.我購買此專案的商品之意願相當高 
2.如果我要購買此專案商品，我會參考專案的不同條件

3.此促銷專案能刺激我的購買意願 

4.不管專案條件如何，只有零元專案才會購買 
5.專案條件多時，會降低我的購買意願 

專案 B 

6.同樣是零元專案，我願意花時間比較專案不同的條件

0.61 

4.3.2 人口統計變數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之影響分析 
（1）性別： 

性別在人口統計變數，男女性別之間對零元促銷活動之參與程度，經獨立

樣本t 檢定結果對專案A是有顯著差異，而專案B是無顯著差異的，如表4.7所示，

P 值達顯著水準時，表示性別變異數不相等，由此可知性別對零元促銷活動有

顯著差異。 
表4.7 性別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偏好檢定結果 

性別 人數 t值 平均數 標準差 P值 
男生 137 -4.108 2.9075 0.771 0.000***零元促銷活動 
女生 163  3.2178 0.735  
男生 137 -1.609 2.9124 0.8831 0.109 

購買涉入
女生 163  3.0757 0.8665  
男生 137 -1.684 3.9173 0.9589 0.93 

專案A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女生 163  4.0941 0.8385  
性別 人數 t值 平均數 標準差 P值 
男生 137 0.293 3.4832 0.7714 0.770 零元促銷活動 
女生 163  3.4577 0.7299  
男生 137 0.821 3.2871 0.9112 0.413 

購買涉入
女生 163  3.2065 0.7637  
男生 137 0.728 3.6715 0.6737 0.467 

專案B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女生 163  3.6104 0.7798  
*p<0.05；**p<0.01；***p<0.001 

 
 
 
 
 
 

（2）職業 ： 
由敍述統計表可知多以職業背景以學生（80.3%）居多。在職業水準以



ANOVA 檢定分析的結果，由表4.8可發現專案A在職業上亦未達顯著水準，而

專案B在職業上對零元促銷活動已達顯著水準。若拒絕虛無假設，則運用雪費多

重比較法，Scheffe適用於各組人數不相等或每次比較包含2個以上平均數這種複

雜比時，此時，可進一步檢定樣本群組意見在以上各變間之差異情形。 
以事後檢定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發現，在職業上對專案B的零元促銷活動是

無顯著性水準的。  
表4.8 職業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偏好檢定結果 

 

 
 
 
 

*p<0.05；**p<0.01；***p<0.001 

（3）年齡： 
因為t 檢定一次只能比較兩類之間的差異，若自變項有三項時，而需比較三

次，此時可能會有些許誤差，因此要改採ANOVA。由表可知在年齡上以描述性

統計分析發現，消費者年齡主要集中在21-30歲（佔79.7%），而以ANOVA 發
現表4.10上，專案A並未達顯著水準，而專案B卻在零元促銷活動上達顯著水準。

若拒絕虛無假設，則運用雪費多重比較法，Scheffe適用於各組人數不相等或每

次比較包含2個以上平均數這種複雜比時，此時，可進一步檢定樣本群組意見在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1.392 5 0.278 0.46 0.806 
組內 177.960 294 0.605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79.352 299    
組間 7.694 5 1.539 2.03 0.073 
組內 221.972 294 0.755   購買涉入 
總和 229.666 299    
組間 5.242 5 1.048 1.306 0.261 
組內 236.038 294 0.803   

專案A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241.280 299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10.342 5 2.068 3.875 0.002* 
組內 156.936 294 0.534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67.278 299    
組間 2.412 5 0.482 0.69 0.631 
組內 205.491 294 0.699   購買涉入 
總和 207.903 299    
組間 2.227 5 1.045 1.979 0.082 
組內 155.282 294 0.528   

專案B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160.509 299    



以上各變間之差異情形。 
以事後檢定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發現，在年齡上31-40歲對專案B的零元促銷

活動是已達顯著性水準的，由表4.11所示。 
 
 

表4.10 年齡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偏好檢定結果 

*p<0.05；**p<0.01；***p<0.001 
 

表4.11 年齡對專案B的零元促銷活動Scheffe法結果 

應變數 年齡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差異 標準誤 顯著性

專案B 零元促

銷活動 31-40歲 12 4.0 0.5257 -1.64 0.3867 0.02* 

 

（4）教育程度： 
由敍述統計表可知教育程度多以專科或大學為主（佔89%），在教育程度上

以ANOVA 檢定分析的結果，由表4.12可知在教育程度上專案A的涉入程度裡的

購買涉入已有顯著水準。若拒絕虛無假設，則運用雪費多重比較法，Scheffe適
用於各組人數不相等或每次比較包含2個以上平均數這種複雜比時，此時，可進

一步檢定樣本群組意見在以上各變間之差異情形。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0.752 4 0.188 0.310 0.871 
組內 178.600 295 0.605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79.352 299    
組間 8.924  2.231 2.981 0.019 
組內 220.743  0.748   購買涉入 
總和 229.666     
組間 3.455  0.864 1.071 0.371 
組內 237.825  0.806   

專案A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241.280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11.554 4 2.889 5.472 0.000*** 
組內 155.724 295 0.528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67.278 299    
組間 5.248 4 1.312 1.910 0.109 
組內 202.655 295 0.687   購買涉入 
總和 207.903 299    
組間 1.642 4 0.410 0.762 0.551 
組內 158.867 295 0.539   

專案B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160.509 299    



以事後檢定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發現，在教育程度上對專案A的涉入程度裡

的購買涉入是已達顯著性水準的，由表4.13所示。 
表4.12 教育程度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偏好檢定結果 

*p<0.05；**p<0.01；***p<0.001 

 
表4.13 教育程度對專案A涉入程度裡的購買涉入Scheffe法結果 

應變數 
教育 
程度 

個數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差異 標準誤 顯著性
專案A 

購買涉入 高中職 20 3.6833 0.7834 -7.433 0.1992 0.003*

 
（5）月收入： 

由表可知在月收入上以描述性統計分析發現，個人每月所得20,000以下（佔

77%）居多。以ANOVA檢定可發現專案A在個人每月所得上對涉入程度裡的購

買涉入是有顯著差異的，但專案B在個人每個所得上是無顯著差異的，如表4.14
所示。 若拒絕虛無假設，則運用雪費多重比較法，Scheffe適用於各組人數不相

等或每次比較包含2個以上平均數這種複雜比時，此時，可進一步檢定樣本群組

意見在以上各變間之差異情形。 
以事後檢定scheffe多重比較分析發現，在月收入20,000統計上對涉入程度裡

的購買涉入並未達顯著性水準。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0.313 3 0.104 0.172 0.915 
組內 179.039 296 0.605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79.352 299    
組間 11.186 3 3.729 5.052 0.002* 
組內 218.480 296 0.738   購買涉入 
總和 229.666 299    
組間 1.734 3 0.578 0.715 0.544 
組內 239.546 296 0.809   

專案A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241.280 299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1.651 3 0.550 0.983 0.401 
組內 165.627 296 0.560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67.278 299    
組間 2.935 3 0.978 1.413 0.239 
組內 204.969 296 0.692   購買涉入 
總和 207.903 299    
組間 2.753 3 0.918 1.722 0.163 
組內 157.756 296 0.533   

專案B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160.509 299    



 
 
 
 
 
 
 
 

表4.14 月收入與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偏好檢定結果 

*p<0.05；**p<0.01；***p<0.001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5.204 4 1.301 2.204 0.069 
組內 174.148 295 0.590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79.352 299    
組間 12.973 4 3.243 4.415 0.002* 
組內 216.693 295 0.735   購買涉入 
總和 229.666 299    
組間 7.326 4 1.832 2.310 0.058 
組內 233.954 295 0.793   

專案A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241.280 299    

 平均和 自由度 均方和 F值 顯著性 
組間 3.479 4 0.870 1.567 0.183 
組內 163.799 295 0.555   

零元促銷活動 

總和 167.278 299    
組間 5.624 4 1.406 2.050 0.087 
組內 202.280 295 0.686   購買涉入 
總和 207.903 299    
組間 3.901 4 0.975 1.837 0.122 
組內 156.608 295 0.531   

專案B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總和 160.509 299    



4.3.3、假設驗證 
在假說 H2 至 H4 部份，採用迴歸分析。 

H2：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者涉入程度呈正向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專案 A 與專案 B 零元促銷活動對於消費者涉入程度呈正向

影響，如表 4.15 顯示出，因此 H2 的假設是成立。 

 
表4.15 假說H2驗証 

購買涉入 

 
專案A 

反應涉入 

 

購買涉入 

 專案 B 

反應涉入 

 

 
 
 
H3：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決策，會呈正向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專案 A 與專案 B 零元促銷活動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呈正向

影響，如表 4.16 顯示出，因此 H3 假設成立。 

 
H4：消費者涉入程度對消費者購買決策部份呈正向影響 



迴歸結果顯示，專案 A 涉入程度對於消費者購買決策呈正向影響，如表 4.16
所示，因此專案 A 的 H4 假設成立，但專案 B 涉入程度裡的反應涉入顯著性大

於 0.05，因此專案 B 涉入程度裡的反應涉入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無呈正向影響。 

 
表4.16 假說H3、H4驗証 

專案A 消費者購

買決策 

係數a

.744 .130 5.727 .000

.296 .043 .357 6.878 .000

.163 .036 .223 4.578 .000

.279 .030 .391 9.458 .000

(常數)
零元促銷
購買涉入
反應涉入

模式
1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未標準化係數

Beta 分配

標準化係
數

t 顯著性

依變數\：購買決策a. 

專案 B 消費者購

買決策 

係數a

.516 .183 2.821 .005

.504 .047 .486 10.635 .000

.373 .044 .401 8.527 .000
-.103 .043 -.098 -2.390 .017

(常數)
零元促銷
購買涉入
反應涉入

模式
1

B 之估計值 標準誤
未標準化係數

Beta 分配

標準化係
數

t 顯著性

依變數\：購買決策a. 

 
 
 
 
 
 
 
 

表4.17 假設1至假設4的驗証結果整理表 

 研究假設 專案A研究結果 專案B研究結果

H1 
人口統計變數對零元促銷策略

及消費者涉入程度有正向相關 部份成立 部份成立 

H2 
消費者的涉入程度對購買決策

有正向影響 
成立 成立 

H3 
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的購買

決策有正向影響 成立 成立 

H4 
零元促銷策略對消費者的涉入

程度有正向影響 成立 部份成立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 

本研究探討業者採取不同的促銷方式時，搭配不同的促銷條件，對於不同

涉入程度的產品和消費者購買決策有何影響。綜合前一節的結果分析，結果分

析如下： 
一、人口統計變數對零元促銷活動(H1a)及涉入程度(H1b)有相關性 

根據統計結果，發現職業別中以大學生所佔比例居多，結果表5.1所示。  
表5.1 零元促銷活動及涉入程度部份顯著影響性 

 專案A 專案B 

零元促銷活動 0.000*** 零元促銷活動 0.77 

購買涉入 0.109 購買涉入 0.413 
性

別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0.93 

涉入程度
持續涉入 0.467 

零元促銷活動 0.806 零元促銷活動 0.002* 

購買涉入 0.073 購買涉入 0.631 
職

業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0.261 

涉入程度
持續涉入 0.082 

零元促銷活動 0.871 零元促銷活動 0.000***

購買涉入 0.019 購買涉入 0.109 年

齡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0.371 

涉入程度
持續涉入 0.551 

零元促銷活動 0.915 零元促銷活動 0.401 

購買涉入 0.002* 購買涉入 0.239 

教

育

程

度 
涉入程度 

反應涉入 0.544 
涉入程度

持續涉入 0.163 

 
 
 

零元促銷活動 0.069 零元促銷活動 0.183 月

所

涉入程度 
購買涉入 0.002* 

涉入程度
購買涉入 0.087 



得 反應涉入 0.058 持續涉入 0.122 

*p<0.05；**p<0.01；***p<0.001 

(一)性別 
不同性別之消費者，對於專案A的零元促銷活動有相關性，女性平均(3.2%)

大於男性平均(2.9%)，由分析結果表示女性對於零元促銷活動具有較高的興趣，

願意花比較多時間來收集資訊及比較。  
(二)職業 

不同職業之消費者對於專案B的零元促銷活動具有相關性。本研究認為原因

是由於學生所佔比例居多所組成，隨著學生消費能力的增加，產品價格並非最

大考量，而是產品本身是否具有流行才比較重要。  
(三)年齡 

不同年齡之消費者對於專案B的零元促銷活動具有相關性。本研究認為

21-30歲的消費者對於專案B的零元促銷活動較有影響，因此在選擇上比例相差

甚多。 
(四)教育程度 

不同教育程度之消費者對於專案A的涉入程度裡的購買涉入具有有相關

性。本研究認為教育程度為大學生對於手機並不重視流行，主要考量以實用便

宜為主，因此手機的優惠方案是他們較為重視的考量。 
(五)月所得 

不同月所得之消費者，對於專案A的涉入程度裡的購買涉入有相關性。本研

究認為原因乃收入20,000以下的消費者會考慮購買其他較為平價的手機，而其他

收入較高的消費者則會採購具有知名度的手機，而且價格也較為高昂。 
 
二、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者涉入程度有正向影響 
    根據研究發現，大學生比例所佔居多，這兩項專案在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

者涉入程度的數據上，皆有顯著影響，顯示出受訪者在面對本身具有附帶條件

的零元專案時，消費者並不是不經思考的購買，而是深思熟慮造成涉入程度提

高。並且根據專案A與專案B之條件比較發現，當專案條件愈複雜對消費者涉入

程度愈高，顯現出消費者在面對兩隻條件功能、價錢不同的手機，消費者不會

因為是零元促銷而衝動購買，所以廠商在推出零元手機前在功能價錢等條件也

是不可馬虎的。 
 
 
 
 

三、零元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購買決策有正向影響 
根據統計發現，受訪者中大學生及月收入 2 萬以下比例所佔居多，這可能



是造成此項顯著的原因，在經濟能力的限制下的大學生無法輕易購買高價手

機，價錢便宜幾乎是第一考量，所以功能不差的零元促銷方案對這族群有很大

的吸引力，在專案A和專案B這兩項專案下，零元促銷活動皆對消費者購買決策

有顯著影響在零元這個誘因下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極高。因此當業者採取零元促

銷活動時，低收入的消費者會有較高的購買意願，可鎖定此族群作促銷。 
 
四、消費者涉入程度對消費者購買決策部份呈正向影響 

本研究發現，不同的涉入程度下對於消費者購買意願有顯著的影響，根據

分析顯示出，消費者對於專案A需求性愈強、興趣、重要性愈深，資訊蒐尋的審

慎過程中，愈能提高消費者對於專案A的購買意願，消費者在購買涉入程度較高

的專案A時，會較花心思在產品內容及特性上，所以在認知上應會比涉入程度低

的專案B較為深入。  

 
 
 
 
 
 

5.2 研究建議 
一、在本研究之中選出兩種不同涉入條件的產品，挑選兩隻相同品牌不同

市價之手機來進行實驗，而發現結果差異性較小，因此後續研究可挑選功能、

品牌及價格差異性較大的產品來進行相關研究。 
 

二、本研究的問卷設計問項可能分類較不明確，因此某些問項信度及效度

分析較低，往後的研究需將問卷設計分類明確，以便讓研究結果更為完整。 
 
三、本研究發現學生所佔比例較高，也由於學生同質性高的樣本特質，而

產生了研究最後的結果，因此建議未來後續研究可以選擇如上班族、家庭主婦

等其它樣本來進行相關研究。 
 
四、在本研究之中，零元促銷方式是加以運用幾種時下常使用的一些促銷

方式讓消費者認為是用最低價購買商品，而盡可能的吸引消費者的注意。在過

去研究零元促銷的文獻中，我們了解到對於零元促銷尚有相當多的方法，未來

的研究可考慮取用其它的方法來搭配零元促銷進行研究，因此建議後續研究可

採用其它促銷方式(例如：信用卡零利率、零手續費)來進行研究，則其所得之結

果可以更趨於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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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錄 一 
消費者對促銷活動的購買決策之相關研究報告 

敬啟者 

這是一份關於您對$0 促銷活動是否影響您的購買意願之研究問卷，主要的目的是利用

促銷專案來探討消費族群的看法。所有的答案並無所謂的標準答案，請您依照自己的看法

與事實回答即可。本問卷採不記名方式，全部資料僅供統計分析之用，絕不對外公佈，敬

請放心回答。 

    感謝 您的寶貴意見與合作。 

                                   嶺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教授：蕭如妙 

                                             學     生：林秉儒、黃亭舒、呂佳霓 



情境：現有電信業者推出兩款不同手機搭配零元促銷專案，請詳閱其專

案條件填答下例問題 

 
 
 

 
請依情境中現有的二款手機針對專案A與專案B的條件，表示其看法 

 
壹、請根據您對所推出的0元促銷活動專案，表示您的看法，專案A與專案B皆須填寫 
 專案 A 專案 B  

專案 A：Motorola V3 專案 B：Motorola V3i 

 
尺寸：98 x 53 x 13.9 mm 

重量：95 g 

螢幕：主 176 x 220 pixels、 
26萬色 2.2 吋TFT副 96 x 
68 pixels、4096 色 CSTN 

相機：30 萬像素 CMOS 

通話：400 分鐘 

待機：250 小時 

電池：680 mAh 

顏色：銀、風尚黑、靚桃 
紅、晶炫藍 

電磁波值：SAR 實測值 
0.92W/Kg 

 

                        

 

 

 
尺寸：98 x 53 x 13.9 mm 
重量：96.7 g 
螢幕：主 176 x 220 pixels、
26 萬 色 2.2 吋 TFT 副 
96 x 80 pixels、65536 色 1.1 
吋 CSTN 
相機：130 萬像素 CMOS 
通話：400 分鐘 
待機：310 小時 
電池：710 mAh 
顏色：星燦紫、深藍、紫羅

蘭、紫紅色 
記憶插卡：microSD 

市價：7980 元 

 

費率大雙網365型：搭配遠傳電信大雙網365

月租費可抵通話費，

撥打遠傳或和信門號

享受講一分鐘送一分

鐘優惠 
註:免預繳通話費，合約兩年，不可變更費率

市價：13,900 元 
 
費率在地 968 型：選定發話區，網內外一律半 

價，送 236 分鐘通話費

(不含市話) 
 
註：免預繳通話費，合約兩年，不可變更費率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此促銷專案對我是有吸引力的 □ □ □ □ □ □  □  □  □  □ 

2.我會通知朋友此專案這項訊息 □ □ □ □ □ □  □  □  □  □ 

3.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有價值的 □ □ □ □ □ □  □  □  □  □ 

4.我會因為此促銷專案而決定購買產品 □ □ □ □ □ □  □  □  □  □ 

5.此促銷專案使我有物超所值的感受 □ □ □ □ □ □  □  □  □  □ 

6.此促銷專案對我來說是不划算的 □ □ □ □ □ □  □  □  □  □ 

 

 

貳、請您對下列有關廣告涉入程度的問題，表示您的看法。專案A與專案B皆須填寫 
 專案 A 專案 B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經常和朋友討論此專案所推的商品之話題 □ □ □ □ □ □ □ □ □ □ 
2.購買此專案商品前，我會深思熟慮 □ □ □ □ □ □ □ □ □ □ 
3.我的日常生活和此專案的商品是緊密相關的 □ □ □ □ □ □ □ □ □ □ 
4.我經常注意此專案促銷活動的相關訊息 □ □ □ □ □ □ □ □ □ □ 
5.在買此專案商品之前我會主動收集相關資訊作參考 □ □ □ □ □ □ □ □ □ □ 
6.此專案的品牌是我所信賴的 □ □ □ □ □ □ □ □ □ □ 
7.對我而言，此專案的售後服務是很重要的 □ □ □ □ □ □ □ □ □ □ 
8. 當購買到品質不好的零元商品，我會要求退換 □ □ □ □ □ □ □ □ □ □ 

 
 



 

參、對於不同的促銷專案，是否影響您的購買決策? 專案A與專案B皆須填寫 

 專案 A 專案 B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非

常

不

同

意

不

同

意

普

通

同

意

非

常

同

意

1.我購買此專案的商品之意願相當高 □ □ □ □ □ □ □ □ □ □ 

2.如果我要購買此專案商品，我會參考專案的不同條件 □ □ □ □ □ □ □ □ □ □ 

3.此促銷專案能刺激我的購買意願 □ □ □ □ □ □ □ □ □ □ 

4.不管專案條件如何，只有零元專案才會購買 □ □ □ □ □ □ □ □ □ □ 

5.當專案條件多時，會降低我的購買意願 □ □ □ □ □ □ □ □ □ □ 

6.同樣是零元專案，我願意花時間比較專案不同的條件 □ □ □ □ □ □ □ □ □ □ 
  
 
肆、個人資料 

1.請問您的性別是：□男 □女 

2.請問您的職業 : □家管 □軍公教 □商 □自由業 □工 □學生 

3.請問您的年齡：□20歲以下 □20-30歲 □30-40歲 □40-50歲 □50歲以上 

4.請問您的教育程度：□國小 □國中 □高中職 □專科或大學 □研究所或以上 

5.請問您每月所得：□20,000以下 □20,001-30,000 □30,001-40,000 □40,001-50,000 
□50,0001以上 

 
 

本問卷到此結束，最後請您再次檢查是否有遺漏未答之題項。 
感激您在繁忙中撥冗填答。 

 
****  謝 謝 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