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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從消費者對行動電話購買意願之影響，研究方

式採用問卷調查方式，主要的調查對象為在中部地區的居民，其以擁

有行動電話的消費者為主。國內電信自由化與國際化趨勢，帶來市場

開放及競爭，行動電話成為必需商品，創造了無線通訊市場無限的商

機。另一方面，隨著通訊費率逐漸下降的趨勢，行動電話的服務已廣

為大眾所接受，持有者的年齡層逐年在下降，充分顯示出市場開發的

潛力，因而電信廠商如何提供多樣化的服務以吸引顧客上門，就成為

當今各廠商重要的課題。當產品的功能日趨一致時，影響顧客重覆購

買意願的關鍵因素，是現今許多研究探討的重點。因此本研究探討消

費者在購買手機時，而哪些因素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為本研究

主要動機。 

本研究是採 spss 統計軟體進行信度分析、敘述性統計分析、迴歸

分析、獨立樣本 T檢定、單因子變異數分析而發現產品特性、知覺品

質、消費者特性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而品牌

忠誠度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沒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關鍵詞：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 

Keywords：Product characteristic、Perceived Quality、 
Consumer characteristics、Brand Loy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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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與動機 

近年來，由於科技快速發展和台灣經濟的快速成長，帶來了高度

的消費社會，也造成許多人消費能力大幅提高。用俗稱的手機來打電

話，只是行動電話最原始功能之一。事實上，在手機的小小螢幕裡，

可以克服時空的種種限制，盡情短線哈啦聊天、收發簡訊、上網查詢⋯

等，像這樣隨時隨地，可將眼光專注在掌上小螢幕的人已經越來越多，

處處可見。行動電話業者不斷推出新手機功能，如遊戲、音樂等多項

視聽娛樂的功能，行動電話產品呈現多樣性，在產品規則上及功能上

增加了彩色螢幕、數位相機、多媒體處理及 PDA 功能等，除了增加產

品特色及競爭力之外，亦形成新舊機種的世代交替局面，增加使用者

換機的誘因，價格及促銷方面，品牌廠商及系統服務業者搭配高頻度

的降價促銷活動。 

手機產品種類如此多的時代，每當消費者進入商店購買手機時，

映入眼簾的是各式各樣的手機，似乎只有品牌是消費者辨識產品的最

明顯指標。此時品牌亦成濕衡量品質的有力指標之一，一個強勢的品

牌不但能夠替公司創造附加價值，而且強勢的品牌也難以被模仿。 

一個成功的品牌延伸策略，除可以承襲原品牌在消費者心中的地



位，繼續維持品牌忠誠度外，並且在原品牌及延伸產品之間亦能產生

互惠效果。因為原品牌的高知名度能讓消費者降低對於延伸產品的知

覺風險，而延伸產品的出現，亦可以加強消費者對原品牌的印象，但

不可忽略的，品牌延伸亦具有其風險性。 

大多數的產品都有品牌，顧客在選購產品時，不僅只考量產品有

形的功能外，同時也購買了產品品牌的價值，因為品牌對於顧客的購

買決策有著關鍵的影響力。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提供知名調查業者 iSuppli 的資料指出，2006

年的全球手機用戶逼近 26億戶，而且會在 2010 年提升到 40億戶。手

機用戶的大幅提昇，都來自於超低價手機（ultra-low-cost mobile phone）

的普及。 

新增加的手機用戶以中國與印度為兩大主要來源，而非洲與中東

也是重要的成長地區。GSM 協會（GSMA）在開發中國家大力推廣單

價低於 30美元的低價手機，對於手機用戶的提升實在功不可沒，包含

孟加拉、中國、印度、俄羅斯，都是使用低價手機的主力國家。GSM

協會的超低價手機，預計在 2008 年將會低於 15美元，預計 2006 年底

能將該款手機價格壓低在 20美元左右。 

iSuppli預計，2006 年底在印度將會有 1.4億手機用戶，2010 年可

望成長 4.05億戶。根據印度官方（The 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數據顯示，2006 年九月底印度已有 1.295 億手機用戶。中國信

息產業部（MII）數據顯示，2006 年九月底的中國手機用戶約有 4.432

億戶。 

 
 
 
 
 

 



1.2 研究目的 

本研究根據研究的背景與動機，透過行銷策略觀點，首先分析行

動電話手機消費者的購買決策行為。而消費者的購買決策主要是受到

消費者對產品涉入程度所影響。因此，接著探討行動電話手機消費者

對購買決策行為是否有差異。 

此外，使用人口統計變數如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個人每月所

得等變數，及消費者購買決策行為變數包括購買動機、資訊來源…等，

對於消費者的特微與行為之差異加以描述與剖析。 

因此，根據研究背景與動機，引導出本研究之問題與目的，具體

說明如下： 

一、分析行動電話手機消費者之購買決策過程 

二、探討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與消費者購

買意願之關連性 

 
 
 
 
 
 
 
 
 
 



1.3 研究範圍與對象 

一、研究範圍 

本研究之研究主體為無線通訊之行動電話（mobile-telephone）相

關產品，而行動電話包含了電信業者所提供的門號及話機製造商所生

產的行動電話手機，在兩者配合之下，才能發揮功效。因之，本研究

基於時間、人力及物力的考量，系以手持式行動電話為標的的產品，

而且未針對電信系統業者方面加以研究。 

目前在市場上的行動電話手機品牌眾多，近五十種之多。根據調

查報告的來場占有率及大眾所熟知前十三大的行動電話手機品牌作為

本研究的手機品牌研究範圍 

表 1-1前十三大行動手機品牌簡表      資料來源：手機雜誌 CALL 
MOTOROLA NOKIA BenQ SIEMENS 

SAMSUNG OKWAP Panasonic 

PHILIPS SONY ERICSSION Alcatel 

DBTEL PHS LG 

其他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基於研究的時間與人力的限制，故將研究地區限定於台中

與彰化地區，為本次研究的範圍。 

本研究是以台中與彰化為調查對象，探討他們持有行動電話手機

是否存在品牌忠誠度之情形。 



1.4 研究流程 

1.界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研究第一步驟，就是確立本研究的問題與目的，作為進行研究

的準則與目標。 

2.探討相關理論與文獻 

依據研究的主題與目的，進行蒐集與研究相關理論及文獻，並

且整理相關研究的方法與結果，據此以提出研究之觀念性架

構。 

3.擬定研究架構 

藉由觀念性的架構，參考現有原理、原則、經驗法則或研究結

果，以建立適當的研究模式，以符合研究之目的。 

4.設計問卷 

依據研究問題與目的，參照所建立的研究模式，並考量人力、

物力限制，界定出適當的研究範圍與對象，以進行抽樣方法設

計。 

5.收集資料 

依據研究架構與研究範圍，收集有關資料，並將研究目的、研

究架構，經由文獻的探討後，以設計問卷，進行資料蒐集。 



6.資料分析與解釋 

將蒐集之資料整理彙總，利用變異數分析等統計方法進行資料

的處理與分析。 

 

7.結論與建議 

根據資料分析、解釋及發現，作成研究的結論，依據結論，針

對現況作成具體之建議，並提出後續之研究方向。 

 
 
 
 
 
 
 
 
 
 
 
 
 
 
 
 
 
 
 
 
 
 
 



界定研究主題與目的 

 

探討相關理論與文獻 

 

擬定研究架構 

 

設計問卷 

 

收集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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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與建議 

 

圖 1-1研究流程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行動電話發展及市場概況 

2.1.1 行動通信之定義 

「行動通信」（mobile-radio  communication）是兩點之間透過基地台

及交換機的無線通信鏈結，其中一個點或兩個點可以處於運動狀態或

停留在某一特定位置，所以其中一個點可以是一個固定的用戶。這個

定義可說明所謂「行動通信」乃是溝通行動用戶與固定點用戶之間或

行動用戶彼此之間的無線通信方式。 

 
 

2.1.2 行動電話產品特性 

在行動電話手機市場中，業者不斷的將產品創新與改良，並且發展新

穎功能與特性，使得消費者在產品上有多樣化的選擇。如下所述： 

 

1.造型設計方面 

業者為尋求消費者認同與喜好，推出各種不同的樣式，可更換式面板，

迷人的色彩，流線的造型。因此，各廠商在產品上不斷朝向造型多樣

化、色彩豐富化、體積小、重量輕，並且符合人體工學的舒適性而設

計。 

2.產品功能方面 



平易近人的全中文輸入、支援WAP功能、短訊服務、電話簿、清晰明

亮液晶顯示寬螢幕、雙頻選擇、防水等功能。 

3.使用操作方面 

結合科技成就，建立情境化操作模式，具備鈴聲編輯、來電震動、聲

控發號、待機與通話時間長，以增加使用的方便性及趣味性 

4.售後服務方面 

消費者所重視的是廠商之企業形象，售後服務的滿意度，結合品牌知

名度，作為消費選擇之考量。 

 

2.1.3 行動電話發展概況 

無線電通信技術最早是由馬可尼（Marconi）於西元一八九七年發明無

線電報，後來經過改良才逐漸被使用於固定兩點間的長途通信和商用

廣播中。在西元一九二一年，美國底特律警察局開始使用簡單型的車

用無線對講系統，至西元一九四六年才由美國貝爾實驗室於聖路易市

開始設立第一家商用無線對講系統，屆時無線通信才正式邁入商業用

途。西元一九四七年繼而發展出頻道重複使用的概念，因而才有後來

蜂巢式無線電話的發明；之後相關通信技術標準陸續發展，西元一九

七一年美國貝爾實驗室向 FCC建議蜂巢式行動電話的計畫，並在一九

七七年獲得 FCC的授權，開始安裝與測試 AMPS系統。 



自一九八○年代以來，蜂巢式行動電話逐漸在先進國家使用，例如一

九七九年在日本開始的第一套商用行動電話系統MCS-L1、一九八一年

在北歐國家啟用的 NMTS-450系統、一九八三年在美國啟用的 AMPS

系統、一九八五年在英國啟用的 TACS系統，及一九九二年在歐洲開

始使用的數位式 GSM系統等。 

全球發展最快速最熱門的兩大產業－行動電話和網際網路，可以直接

在行動電話手機上搜尋網際網路的訊息，它將讓你「網路帶著走」

（internet  in  the  pocket），走入無線上網新世紀。行動通信競爭除

原先的語音服務外，將延伸擴增到影像、語音、數據資料傳送等多媒

體、多工服務。 

各家電信業者所提供的WAP應用功能除了最基本的電子郵件、新聞訊

息、股市行情、氣象報導、旅遊資訊以及運動娛樂消息等服務功能外，

手機無線上網功能，可提供多項有別於網際網路又具有智慧的功能，

甚至與智慧型網路結合，提供更多樣更新穎的加值服務。 

 
 

2.1.4 行動電話手機市場未來的展望 

台灣的行動電話市場儘管百家爭嗚，競爭相當激烈，各手機大廠莫不

看好市場的換機潛力無窮，展望未來市場的走向，可能有以下發展方



向： 

1.以彩色螢幕及照相功能的行動電話為主 

手機品牌廠在產品線的佈局上將以彩色螢幕及附加照相功能的行動電

話為主，在技術上，並盡力去提昇手機螢幕的畫素，使得解析度更高，

搭配照相及下載圖片的功能，更可帶動彩色手機的銷售。 

2.低價競爭 

大眾化的平價手機市場是兵家必爭之地，低價競爭是無可避免，將是

價格領導規格的來場。 

3.產品推出快速 

在中階手機市場，品牌廠商鎖定中高度使用者的換機需求，除了產品

規格及功能不斷提升外，產品推陳出新的速度也是決勝的關鍵。 

4.完善的服務以建立口碑 

在高階手機市場，除了產品規格及功能之提昇外，完善地售前及售後

服務是給消費者的承諾，如此一來，才能在消費者心中建立良好的口

牌形象，提高其品牌忠誠度。 

 

2.2產品特性 

產品特性變數包括產品屬性評估、知覺風險、知覺品牌間品質差異及

產品專業信心等，有關的研究如下： 



黃木泉（1996）在產品舒適性、外型、顏色、品牌知名度及流行性上

有顯著差異 

謝堅宏（1997）消費者對產品的品質有所認知時，是造成選擇品牌及

重複購買的重要因素 

產品差異化是造成消費者購買意願的主因，為此廠商致力於產品的研

發與創新，增加其產品和競爭品牌產品差異。 

 

2.3知覺品質 

知覺品質之定義 

Judith and Richard(2002)認為知覺品質與品牌忠誠度具有相當高的關連

性，而且都會進一步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行為。楊瓊櫻（2001）認為

知覺品質是：(1)不同於產品的客觀品質或實際品質，而是對於某對象

的主觀反應，並因為判斷不同，造成相對上差異很大的現象(2)一個較

高層次的抽象概念而非產品的特定屬性(3)對產品整體性評估結果的態

度(4)由消費者的選擇集合中所做的評斷。 

Aaker(1991)認為品牌會與整體的品質認知相連結，而知覺品質會直接

影響到消費者的購買決策與品牌忠誠度，知覺品質已成為許多企業的

重要經營責任及永久競爭優勢的來源之一。 



2.4消費者特性 

消費者特性與消費者購買意願的關係常是行銷學者熱衷研究的主題，

與消費者特性有關的變數，分別為人口統計變數及生活型態變數，以

下先就兩者之內涵加以說明 

(1)人口統計變數 

研究對象本身的背景資料，包括年齡、性別、教育程度、職業、所得

等指標。 

(2)生活型態變數 

生活型態是一綜合指標，它代表整個社會或某一消費群體在生活上表

現出來的特徵，可定義為人們居住及花費時間和金錢的類型，反應出

個人的活動、興趣和意見。活動是衡量人們如何分配及使用時間；興

趣是衡量人們所接觸的事物中那些是最引起他們重視的；意見則是衡

量人們態度的表達和對周圍環境的看法。生活型態受到社會階層、參

考群體及家庭影響，另一方面，也受到個人價值體系與人格影響，經

由個人內化而成。 

上述文獻的研究結果，大致談到年齡、性別、所得、教育程度、人格

特質及生活型態等消費者特性對消費者購買決策的影響，因此其重要



性不容忽視。 

 

2.5品牌忠誠度 

品牌忠誠度是行銷學者探討的重要課題之一。關於消費者對於特定品

牌所表現的忠誠度行為，學界有許多理論與實證研究。對於品牌忠誠

度的定義，學者大部份傾向認定「品牌忠誠度」是種行為上的表現。

就行為來說「品牌忠誠度」包含三種意義： 

(1)品牌忠誠度是品牌購買行為中的一種偏見選擇行為（biased choice 

behavior），這種行為的表現代表著對於不同品牌的產品有不公平的購

買行為。 

(2)品牌忠誠度為重複購買行為（repeat buying pattern），代表著在不同

的時間對於特定品牌的購買。 

(3)品牌忠誠度代表消費者行為上的購買比率（ probability of 

purchase），即特定品牌在購買中所佔的比例越高，表示消費者對該品

牌越忠誠。 

  品牌忠誠度除了從購買行為面來解釋外，也有學者認為品牌忠誠

度應該從消費者對品牌的態度面來說明。品牌態度可解釋成消費者對

於特定品牌的一種喜歡好惡的傾向。Robertson(1984)認為消費者對某一



品牌的態度乃由於其對該品牌在各項產品屬性的綜合評價，如價格、

外型、風味、用途等產品屬性對於消費者都會有不同的重要性。

Assael(1987)主張品牌態度是消費者在評價某品牌之一致性喜好或不喜

好的意向。因此品牌忠誠度也是對特定品牌的綜合性正面評價。 

Oliver(1997)認為品牌忠誠度是「儘管購買情境改變，或是有其他品牌

利用行銷引起購買行為的改變，顧客仍堅定持有再度購買的承諾或是

在未來持續地再度偏好消費者某產品或服務」。綜合以上的學者的定

義，品牌忠誠度除了在行為上具有忠誠度的表現（對某種品牌重覆購

買）外，在態度上也必須呈現忠誠度的傾向（對該品牌有偏好），當兩

者都傾向某一特定品牌時，才是真正的品牌忠誠的消費者。 

 

2.6消費者購買意願 

定義 

Zeithaml(1988)等學者他們一致認為消費者產生知覺價值後，會進一步

產生購買意願，而且消費者之購買意願通常取決於其知覺所獲得的利

益與價值。購買意願是指消費者企圖購買產品的可能性，Zeithaml(1988)

也提出利用知覺價值來衡量購買意願的方法，也可能購買、想要購買

與考慮購買等問項變數，其研究結果發現到，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



取決於知覺價值的高低。 

Engel, Blackwell & Miniard (1990)則認為購買行為在心理上是一種決策

過程，消費者有了需求，在滿足需求的動機驅使下，消費者會依據本

身的經驗與外在的環境去搜尋有關的資訊，當資訊到達相當的累積

後，消費者則開始去評估與考慮，經過了比較和判斷，於是消費者決

定購買某一商品，這就是消費者的「購買決策過程」。 

 
 
 
 
 
 
 
 
 
 
 
 
 
 
 
 
 
 
 
 
 
 
 



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章在說明本研究所使用的研究架構及相關變數的定義內容與衡量，

並且依據研究目的，擬定研究假設，進而設計問卷的內容與抽樣的過

程，並且對本研究所使用的資料分析加以說明。 

3.1 研究架構 

根據第二章的文獻探討，可以得知建立消費者購買意願，必須暸解消

費者的特性來作為參考，研究架構如下： 

 

產品特性 

                    

知覺品質 

 

消費者購買意願 

消費者特性 

 

品牌忠誠度 

 

圖 3-1本研究架構 

 
 
 
 



3.2 研究假說 

依據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按研究架構建立以下之研究假設，除此之

外，針對人口統計變數之不同對研究架構之構面是否顯著差異: 

H1：產品特性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H2：知覺品質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H3：消費者特性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H4：品牌忠誠度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H5:不同性別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消費

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H6:不同年齡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消費

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H7:不同教育程度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

消費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H8:不同職業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消費

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H9:不同的個人每月所得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

誠度、消費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H10:不同居住縣市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

消費者購買意願產生有顯著差異 

 

 
 
 
 
 
 
 
 
 
 
 
 
 
 
 
 
 
 
 
 
 
 
 
 
 
 
 
 
 
 



3.3  操作型定義及問卷設計 

(1)產品特性 

     操作型定義 

          產品屬性是指消費者在購買行動電話手機時，對於各項產

品特性的重要性評估。 

表 3-1  產品特性問卷內容   

衡量構面 問題項目 
PDA(個人數位助理)功能 流行娛樂因素 
播放MP3音樂 
品牌的知名度 外在形象因素 
手機是否為現在最流行的類型 

一般功能因素 手機的待機時間 
售後服務 服務保證因素 
手機配件 

務實因素 手機價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知覺品質 

是指消費者對行動通訊系統業者品牌的知覺品質。 

表 3-2  知覺品質問卷內容 

衡量構面 問題項目 
顧客服務 處理客戶抱怨或申訴之圓滿性 

服務人員之處理效率 可靠性 
客戶資料之完整性及保密性 



服務人員之態度 
月租費可抵通話費 
通話品質比其他業者好 

通訊品質 

我認為行動電話的品質是可信賴的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3)消費者特性 

訊息來源評估: 

    操作型定義 

         訊息來源是指消費者在購買行動電話手機時，資訊和相關知

識來源的重視程度，本研究將訊息來源區分為:親朋好友、網

路、電視廣告、報章雜章、個人經驗及門市人員等六方面。 

 

表 3-3  消費者特性問卷內容 

衡量構面 問題項目 
我經常比朋友早購買新上市的產品 追求時尚因素 
我喜歡買新上市的東西 
即使是小的修理或維護，我寧可請專業人員來處理 好逸惡勞因素 
購物時，我喜歡請店員幫我找出想要的東西 
我時常從商品目錄中得到我所要購買的產品資訊 
我通常會注意網路的銷售廣告 

廣告訊息因素 

報章雜誌上的廣告有助於選購我想要的產品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品牌忠誠度 

Aaker(1996)認為品牌的忠誠度是消費者會再購買的機率，會介紹給他

人的可能性及與其他類似產品的品牌相比，消費者願意做多大程度的

顯外付出。 

品牌忠誠度是指消費者對行動通訊系械業者品牌的忠誠度。 

表 3-4品牌忠誠度問卷內容表 

問題項目 

你很擁護目前行動電話的品牌 

你願意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 

你會向他人推薦你目前所使用的門號業者 

你打算持續購買你目前行動電話的品牌 

下次可選用時，你會改用其他門號業者的服務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5)消費者購買意願 

消費者產生知覺價值後會進一步產生購買意願，且消費者之購買意願

通常取決其知覺所獲得的利益與價值。 

表 3-5消費者購買意願問卷內容 

衡量構面 問題項目 
手機不好用或故障 
喜愛的手機價格下跌 
店家推出促銷方案 
手機業者提供的產品廣告 

情境性 

手機遺失 



店員的態度 
手機代言人的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6)人口統計變數 

    操作型定義 

         人口統計變數，系指研究對象之經濟、社會背景之資料，

Kotler(1998)認為人口統計變數可以分為性別、年齡、家庭人

數、家庭生命週期、所得、職業、教育、宗教、種族及國籍

等十類。本研究依此分類並考量國內實際情形，以下列六項

代表人口統計變數來衡量: 

1. 性別 

2. 年齡 

3. 教育程度 

4. 職業 

5. 個人每月所得 

       6. 居住縣市 

 
 
 
 
 



第四章  實證與分析 
4.1 樣本敘述統計 

2007年 2 月份在台中與彰化地區以上班族、嶺東中學學生、NOKIA 手

機門市顧客為調查對象，本研究共發出 250 份問卷，回收 250 份，剔

除無效問卷 10 份，有效問卷共 240 份。 

4.1.1 人口統計變數 

1.性別 

在性別的分佈上，男性的受訪者約佔 50.8%，女性受訪者約佔 49.2%。

顯示男性稍多於女性。 

表 4-1 受訪者性別分佈 

性別 人數 百分比(%) 

男 122 50.8 

女 118 49.2 

總和 240 100.0 

 

2.年齡 

在受訪者的年齡分佈上，以 19-25 歲約最多，約佔 39.6%；其次就以

26-30 歲佔 27.1%。 



表 4-2 受訪者年齡分佈 

年齡 人數 百分比(%) 

18 歲以下 31 12.9 

19-25 歲 95 39.6 

26-30 歲 65 27.1 

31-40 歲 29 12.1 

41 歲以上 20 8.3 

總和 240 100.0 

 

3.教育程度 

在教育程度上，受訪者國中以下只佔 7.5%；而高中職佔最多 48.8%；

其次是專科、大學 40.8%；最少就是研究所只有 2.9%。 

表 4-3 受訪者教育程度分佈 

教育程度 人數 百分比(%) 

國中以下 18 7.5 

高中職 117 48.8 

專科、大學 98 40.8 

研究所 7 2.9 



總和 240 100.0 

 

4.職業 

在職業的分佈上，學生佔 24.6%；金融業佔 18.3%；服務業佔的最多

31.7%；資訊業佔 5%；其他則是佔 20.4%。 

表 4-4 受訪者職業分佈 

職業 人數 百分比(%) 

學生 59 24.6 

金融業 44 18.3 

服務業 76 31.7 

資訊業 12 5.0 

其他 49 20.4 

總和 240 100.0 

 

5.個人每月所得 

在個人每月所得上，以 20,000 元以下佔 33.8%；20,001-25,000 元佔

36.3%；25,001-30,000 元則佔 30%。 

 



表 4-5 受訪者個人每月所得分佈 

個人每月所得 人數 百分比(%) 

20,000 元以下 81 33.8 

20,001-25,000 元 87 36.3 

25,001-30,000 元以上 72 30.0 

總和 240 100.0 

 

6.居住縣市 

在受訪者他們所居住的縣市中，以台中縣、台中市佔的比例較多。 

表 4-6 受訪者居住縣市分佈 

居住縣市 人數 百分比(%) 

台中縣 80 33.3 

台中市 73 30.4 

彰化縣 34 14.2 

彰化市 53 22.1 

總和 240 100.0 

 

 



4.1.2 採購型態 

1.目前使用的是哪一品牌的手機 

在使用品牌的手機當中以 NOKIA 佔的人較多約 16.3%；其次是 SONY 

ERICSSION 也有 14.2%；MOTOROLA 居第三有 13.3%。 

表 4-7 受訪者目前使用的是哪一品牌的手機分佈 

行動電話手機品牌 人數 百分比(%) 

MOTOROLA 32 13.3 

NOKIA 39 16.3 

BENQ SIEMENS 16 7.7 

SAMSUNG 18 7.5 

OKWAP 26 10.8 

PANASONIC 9 3.8 

PHILIPS 11 4.6 

ALCATEL 5 2.1 

DBTEL 6 2.5 

PHS 11 4.6 

SONY ERICSSION 34 14.2 

LG 5 2.1 



其他 28 11.7 

總和 240 100.0 

 

2.目前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手機 

受訪者能接受價位購買手機大約是 3,000-6,000 元佔了 33.8%，若

10,000 元以上的人就比較少了只佔了 15%。 

表 4-8 受訪者目前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手機分佈 

手機價位 人數 百分比(%) 

3,000 元以下 50 20.8 

3,000-6,000 元 81 33.8 

6,000-10,000 元 73 30.4 

10,000 元以上 36 15.0 

總和 240 100.0 

 

 

3.目前所使用的電信業者 

在使用的電信業者中以中華電信還是最多佔了 32.5%；而遠傳電信也佔

了 22.1%；以威寶電信佔的最少只有 1.3%。 



表 4-9 受訪者目前所使用的電信業者分佈 

電信業者 人數 百分比(%) 

中華電信 78 32.5 

遠傳電信 53 22.1 

台灣大哥大 32 13.3 

和信電訊 22 9.2 

東信電訊 27 11.3 

泛亞電信 8 3.3 

大眾 PHS 5 2.1 

亞太行動 12 5.0 

威寶電信 3 1.3 

總和 240 100.0 

 

4.目前所使用的通話費大約多少 

在通話費上，200 元以下佔 16.7%；201-500 元佔 28.8%；501-1000 元

佔 20%；1001-1500 元則佔 17.9%；1500 元以上佔 16.7%。 

表 4-10 受訪者目前所使用的通話費大約多少分佈 

通話費 人數 百分比(%) 



200 元以下 40 16.7 

201-500 元 69 28.8 

501-1000 元 48 20.0 

1001-1500 元 43 17.9 

1500 元以上 20 16.7 

總和 240 100.0 

 

 

 

 

 

 

 

 

 

 

 

 



4.2 信度分析 

信度是指衡量工具的可靠程度，如正確性或精確性，其中包含了穩定

性及一致性兩種含意。 

1. 穩定性: 

     有關穩定性的信度主要有兩種，一為再測信度(Test-retest 

Reliability)，是指前後不同時間對，對相同一組樣本作重覆衡

量，針對兩次結果以求得相關系數;另一為複本信度

(Alternateform Reliability)，如果一個測試工具有兩個複本，

即根據同一群受試者接受兩種複本測試的得分，計算相關系數，得

到複本信度。 

2. 一致性: 

     在態度量表中，常以若干項目衡量相同的態度，故各項目之

間應有一致性，即是內部具有同質性。測量一致性信度有下列三

種，折半信度(Split-half Reliability)、庫李信度

(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與評分者信度(Score 

Reliability)。 

由上述可知，有關一致性的信度系數，較適合以多性題目測量同一

態度之態度量表，而本研究之問卷設計，系以多數問項測量同一態



度量表，因此適合採用一致性的信度測試。 

表 4-11 Cronbach α係數值之衡量準則表 

Cronbach α系數值 衡量準則 

0.60~0.65 不接受 

0.65~0.70 最小可接受值 

0.70~0.80 相當好 

0.80 以上 非常好 

資料來源：吳明隆（2003） 

 

表 4-12生活型態各因素構面信度值 

構面 信度係數α值 

產品特性 .7795 

知覺品質 .7456 

消費特性 .8044 

品牌忠誠度 .7685 

消費者購買意願 .746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4.3 迴歸 

研究一個或多個自變數對依變數的影響情況，即稱之為迴歸分析

（Analysis  of  Regression），其多用於預測與估計的統計方法，亦

即以一個或多個自變數來描述，其預測或估計一個特定依變數的分析

方法。 

表 4-13 迴歸 

依變數 F p-value 調 R平方 自變數 係數 t p 允差 
(常數)  2.065 .040  
產品特性 .266 4.393 .000 .557 
知覺品質 .215 4.372 .000 .845 
消費者特性 .433 6.592 .000 .473 

消費者

購買意

願 

63.794 .000a .512 

品牌忠誠度 -.022 -.364 .716 .573 
 

由變異數分析摘要表可得知：F=63.794，顯著性為.000，此意義為該

模式之建立是可接的，此模式亦達顯著水準。 

產品特性.266 

知覺品質.215 

                                        消費者購買意願.512 

消費者特性.433 

品牌忠誠度-.022 

註:＊p<0.05 ＊＊p<0.01 ＊＊＊p<0.001 

圖 4-1研究架構分析圖 



由此可知研究假設結果： 

H1：產品特性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是有顯著正向關係 

H2：知覺品質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是有顯著正向關係 

H3：消費者特性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是有顯著正向關係 

H4：品牌忠誠度對消費者購買意願是沒有顯著正向關係 

 

 

 

 

 

 

 

 

 

 

 

 

 



4.4 T 檢定 

獨立樣本 t檢定，指兩個樣本間彼此相互獨立，沒有關聯，樣本分別

接受同性質的測量，再比較兩群樣本之間的平均數差異是否顯著效

果。此檢定方法即是在暸解兩個獨立樣本間之平均數是否有差異存在。 

 

表 4-14 T檢定 

男(n=122) 女(n=118)  
平均數 標準差 平均數 標準差

 
變異數相等 

 
t 

 
p 

產品特性 
知覺品質 
消費者特性 
品牌忠誠度 
消費者購買意願 

4.0297 
4.2576 
3.7635 
3.9344 
3.9696 

.5421 

.4830 

.6881 

.7356 

.5806 

4.0053 
4.2288 
3.7288 
3.7994 
3.9673 

.5629 

.5099 

.6655 

.7625 

.5592 

 
 
相等 

.342 

.449 

.396 
1.396 
.030 

.732 

.654 

.692 

.164 

.976 
 

 

由此下之表格得知，在 T檢定中性別對於各構面得知，我們從假設變

數相等的顯著性(雙尾)來看，差異都是不顯著的。 

 

 

 

 

 

 

 

 

 

 

 



4.5 ANOVA 

變異數分析的目的主要在於考驗若干(三組或三組以上)母群體平均數

是否有差異，當只有一個自變數時所進行的變異數分析，即稱為單因

子變異數分析。 

表 4-15 年齡 

構面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特性 4 5.192 .001 
【2】>【4】

【2】>【5】

知覺品質 4 .981 .418  

消費者特性 4 .3802 .005 【2】>【4】

品牌忠誠度 4 1.435 .223  

消費者購買意願 4 4.157 .003 【2】>【4】

註：【1】18歲以下 

   【2】19-25歲 

   【3】26-30歲 

   【4】31-40歲 

   【5】41歲以上 

在不同年齡群組，對於產品特性、消費者特性、消費者購買意願構面



之總檢定是有顯著差異 

根據年齡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5.192，顯著性值為.001小於顯

著水準(p =0.05)，即不同年齡的產品特性也不相同，既然達顯著差異效

果，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暸解哪些年齡的產品特性有差異，

選擇 Schffe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得知： 

※ 19-25歲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 31-40歲 

※ 19-25歲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 41歲以上 

年齡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3802，顯著性值為.005小於顯著水

準(p =0.05)，即不同年齡的消費者特性也不相同，得知： 

※ 19-25歲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 31-40歲 

年齡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4.157，顯著性值為.003小於顯著水

準(p =0.05)，即不同年齡的消費者購買意願也不相同，得知： 

※ 19-25歲在消費者購買意願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 31-40歲 

 
 
 
 
 
 
 
 
 
 



表 4-16 教育程度 

構面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特性 3 .770 .512  

知覺品質 3 .238 .870  

消費者特性 3 .539 .656  

品牌忠誠度 3 1.368 .253  

消費者購買意願 3 1.015 .387  

註：【1】國中以下 

   【2】高中職 

   【3】專科、大學 

   【4】研究所 

根據五個構面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五個構面顯著性均大於顯著水準

（p=0.05），不同教育程度方面對於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費者特性、

品牌忠誠度、消費者購買意願的構面上沒有顯著差異 

 
 
 
 
 
 
 
 



表 4-17 職業 

構面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特性 4 3.969 .004 【2】>【5】

知覺品質 4 .248 .910  

消費者特性 4 5.324 .000 【2】>【5】

品牌忠誠度 4 1.961 .101  

消費者購買意願 4 3.580 .007 【2】>【5】

註：【1】學生 

   【2】金融業 

   【3】服務業 

   【4】資訊業 

   【5】其他 

在職業中，產品特性、消費者特性、消費者購買意願構面之總檢定是

有顯著差異 

根據職業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3.969，顯著性值為.004小於顯

著水準(p =0.05)，即不同職業的產品特性也不相同，既然達顯著差異效

果，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暸解哪些年齡的產品特性有差異，

選擇 Schffe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得知： 



※ 金融業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其他行業 

職業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5.324，顯著性值為.000小於顯著水

準(p =0.05)，即不同職業的消費者特性也不相同，得知： 

※ 金融業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其他行業 

職業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3.580，顯著性值為.007小於顯著水

準(p =0.05)，即不同職業的消費者購買意願也不相同，得知： 

※ 金融業在消費者購買意願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其他行業 

 
 
 
 
 
 
 
 
 
 
 
 
 
 
 
 
 
 
 
 
 
 
 



表 4-18 個人每月所得 

構面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特性 2 1.168 .313  

知覺品質 2 .541 .583  

消費者特性 2 3.876 .022 【2】>【3】

品牌忠誠度 2 .009 .991  

消費者購買意願 2 .614 .542  

註：【1】20000元以下 

   【2】20001-25000元 

   【3】25001-30000元以上 

在個人每月所得中，消費者特性構面之總檢定是有顯著差異 

根據個人每月所得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3.876，顯著性值為.022

小於顯著水準(p =0.05)，即不同個人每月所得的消費者特性也不相同，

既然達顯著差異效果，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暸解哪些年齡的

產品特性有差異，選擇 Schffe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得知： 

※ 20,001-25,000元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 25,001-30,000

元以上 

 
 



表 4-19 居住縣市 

構面 自由度 F P Scheffe 

產品特性 3 16.448 .000 

【1】>【2】

【1】>【3】

【1】>【4】

知覺品質 3 1.522 .209  

消費者特性 3 11.993 .000 

【1】>【2】

【1】>【4】

【3】>【4】

品牌忠誠度 3 9.189 .000 
【1】>【2】

【1】>【4】

消費者購買意願 3 6.635 .000 
【1】>【2】

【1】>【4】

註：【1】台中縣 

【2】台中市 

【3】彰化縣 

【4】彰化市 

在居住縣市中，產品特性、消費者特性、品牌忠誠度、消費者購買意



願構面之總檢定是有顯著差異 

根據居住縣市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16.448，顯著性值為.000

小於顯著水準(p =0.05)，即不同居住縣市的產品特性也不相同，既然達

顯著差異效果，必須進一步進行事後比較，以暸解哪些年齡的產品特

性有差異，選擇 Schffe方法進行事後多重比較，得知： 

※ 台中縣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台中市 

※ 台中縣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縣 

※ 台中縣在產品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市 

居住縣市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11.993，顯著性值為.000小於顯

著水準(p =0.05)，即不同居住縣市的消費者特性也不相同，得知： 

※ 台中縣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台中市 

※ 台中縣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市 

※ 彰化縣在消費者特性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市 

居住縣市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9.189，顯著性值為.000小於顯

著水準(p =0.05)，即不同居住縣市的品牌忠誠度也不相同，得知： 

※ 台中縣在品牌忠誠度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台中市 

※ 台中縣在品牌忠誠度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市 

居住縣市之變異數分析摘要表，F值為 6.635，顯著性值為.000小於顯



著水準(p =0.05)，即不同居住縣市的消費者購買意願也不相同，得知： 

※ 台中縣在消費者購買意願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台中市 

※ 台中縣在消費者購買意願重視程度上顯著大於彰化市 

 

 

 

 

 

 

 

 

  

 

 

 

 

 

 



第五章   結論與建議 

5.1 結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為探討行動電話消費者購買行為。對於研究

出來的結果是消費者購買手機時會特別針對產品特性、知覺品質、消

費者特性而影響購買決策。現在的人對於手機功能是否為流行尖端、

品牌是否為知名度佔很大的部份，根據我們所調查的受訪者得知電信

業者所做的售後服務也是受訪者所在乎的，對於服務人員的態度以及

處理性也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決策。所以，消費者對於手機不只是只

在意它的功用而以還包含了電信業者的態度。 

 

5.2 建議 

國內行動電話之普及率已高達 90％以上，手機市場趨於飽和，進

入成熟期，對於行動電話手機品牌業者而言，市場上的競爭對手愈來

愈多，開發新客源以擴大市占率的成本過高，而具體可以的作法是維

繫舊顧客，建立其品牌忠誠度，因此根據本研究之探討提出以下幾點

建議： 

1.建立品牌形象 

  品牌形象代表產品品牌在顧客心中樣貌。忠誠度高的消費者不會



特別注重產品在流行娛樂的屬性。他們的忠誠度建構在對品牌的認

同，也就是品牌在忠誠的顧客中建立了良好形象，企業形象和品牌形

象是一體，因此企業形象的建立，等於是強化了產品的品牌形象，相

對的給消費者一個良好品牌形象，也同時建立了品牌忠誠度。 

2.加強售後服務 

  消費者購買行動電話手機後，產品產生了問題，而消費者沒有獲

得滿意的售後服務，很可能因此失去了顧客的忠誠度，造成公司的損

失。因對，對公司而言，對售後服務體系的建立，也是不可忽視的一

環。 

3.重視品質 

  消費者理想的品牌是要建構在具有良好品質的產品，高品質是品

牌的靈魂，品牌才有價值，消費者的使用經驗影響到購買時的忠誠度，

如果品質不佳，讓顧客產生不良的使用經驗，對公司的品牌產生了負

面的評價是相當不好的，因此品質控管是非常重要的。 

4.善用網路行銷 

  網際網路的盛行，是大多數消費者獲得產品相關訊息的重要來

源，因此手機品牌業者應強化其網路行銷的功能，吸引目前使用該品

牌消費者上公司網路，並且和消費者進行良性的互動，提供最新的產



品訊息給消費者，還可以為愛用者建立社群，以凝聚消費者的向心力，

建立其品牌忠誠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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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朋友，您好： 

非常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撥冗接受我們的訪問，這是一份關於行動電話消費者購買意願的調查研究，

目的在研究消費者對於行動電話的看法與要求，期望能更了解消費者的需求，本問卷採不記名方

式，研究結果儘提供學術研究用途，絕不向外公開資料，請安心作答，非常感謝您。 

                           嶺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理系 

                           指導教授：張善斌 教授 

                           學生：鄭燕蓉 陳炳翰 李雅琪 

請問您目前使用的是哪一品牌的手機＿＿＿   

(1)   MOTOROLA    (2)   NOKIA    (3)  BENQ  SIEMENS    (4)  SAMSUNG     (5)  

OKWAP     (6)   PANASONIC    (7)   PHILIPS   (8)   ALCATEL     (9)  DBTEL 

(10)  PHS       (11)  SONY  ERICSSION       (12)   LG       (13)  其他 

請問您目前願意花費多少錢購買手機＿＿＿ 

(1)3,000元以下   (2)3,000-6,000元   (3)6,000-10,000元   (4)10,000以上 

請問您目前所使用的電信業者＿＿＿ 

(1)中華電信         (2)遠傳電信      (3)台灣大哥大      (4)和信電訊     (5)東信電訊         

(6)泛亞電信         (7)大眾PHS      (8)亞太行動         (9)威寶電信 

請問您目前所使用的通話費大約多少＿＿＿ 

(1)200元以下        (2)201-500元      (3)501-1000元      (4)1001-1500元       (5)1500元以上 

請根據您對行動電話的看法與要求，就其同意(重要)度圈選回答下列題目，單選 

                                                                                                 

非  同  普  不  非 

                           常        同  常 

                           同        意  不 

                           意  意  通     同 

                                                                  意 

想了解您對產品特性的重要性如何 

（１） PDA(個人數位助理)功能              ５  ４  ３  ２  １ 

（２） 播放MP3音樂                 ５  ４  ３  ２  １ 

（３） 品牌知名度                  ５  ４  ３  ２  １ 

（４） 手機是否為現在最流行的類型          ５  ４  ３  ２  １ 

（５） 手機的待機時間                ５  ４  ３  ２  １ 

（６） 售後服務                   ５  ４  ３  ２  １ 

（７） 手機價格                   ５  ４  ３  ２  １ 

（８） 手機配件                   ５  ４  ３  ２  １ 

想了解您對知覺品質的重要性如何 

（１） 處理客戶抱怨或申訴之圓滿性          ５  ４  ３  ２  １ 

（２） 服務人員之處理效率              ５  ４  ３  ２  １ 



（３） 客戶資料之完整性及保密性           ５  ４  ３  ２  １ 

（４） 服務人員之態度                ５  ４  ３  ２  １ 

（５） 月租費可抵通話費               ５  ４  ３  ２  １ 

（６） 通話品質比其他業者好             ５  ４  ３  ２  １ 

（７） 我認為行動電話的品質為可信賴的        ５  ４  ３  ２  １ 

想了解您對消費者特性的同意性如何 

（１） 我喜歡買新上市的東西             ５  ４  ３  ２  １ 

（２） 我經常比朋友早購買新上市的產品        ５  ４  ３  ２  １ 

（３） 我通常會注意網路的銷售廣告          ５  ４  ３  ２  １ 

（４） 我時常從商品目錄中得到我所要購買的產品資訊  ５  ４  ３  ２  １ 

（５） 購物時，我喜歡請店員幫我找出想要的東西    ５  ４  ３  ２  １ 

（６） 即使是小的修理或維護，我寧可請專業人員來處理 ５  ４  ３  ２  １ 

（７） 報章雜誌上的廣告有助於選購我想要的產品    ５  ４  ３  ２  １ 

想了解您對品牌忠誠度的同意性如何 

（１） 你很擁護目前行動電話的品牌          ５  ４  ３  ２  １ 

（２） 你願意購買該公司其他產品           ５  ４  ３  ２  １ 

（３） 你打算持續購買你目前行動電話的品牌      ５  ４  ３  ２  １ 

想了解您對影響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同意性如何 

（１） 手機不好用或故障               ５  ４  ３  ２  １ 

（２） 喜愛的手機價格下跌              ５  ４  ３  ２  １ 

（３） 店家推出促銷方案               ５  ４  ３  ２  １ 

（４） 手機業者提供的產品廣告            ５  ４  ３  ２  １ 

（５） 手機遺失                   ５  ４  ３  ２  １ 

（６） 店員的態度                  ５  ４  ３  ２  １ 

（７） 手機代言人的影響               ５  ４  ３  ２  １ 

基本資料 

＿＿＿１． 性別：（１）男    （２）女 

＿＿＿２． 年齡：（１）18歲以下 （２）19-25歲    (３）26-30歲    （４）31-40歲 

                 （５）41歲以上   

＿＿＿３． 教育程度：（１）國中以下   （２）高中職   （３）專科、大學   

            （４）研究所 

＿＿＿４． 職業：（１）學生   （２）金融業   （３）服務業  （４）資訊業 

         （５）其它 

＿＿＿５． 個人每月所得：（１）20,000元以下     （２）20,001-25,000元   

              （３）25,001-30,000元以上     

＿＿＿６． 居住縣市：（１）台中縣  （２）台中市  (３)彰化縣  （４）彰化市 

謝謝您的填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