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嶺東科技大學商務科技管理系 
 

實務專題計劃書 

 

 

 

 

 

 
 
 
 
 

 
 
 

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以台中地區 7-ELEVEn為例。 

 

指導老師：  陳志樺   教授 

  組員名單：  948J016  宋美琳 

            948J028  許齡心 

  948J035  陳思屏 

              948J057  潘靖霓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五月 

 



2 

摘  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的影響，並

探討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是否會影響消費行為。 

首先透過文獻探討，蒐集國內外相關理論與文獻，參考後歸納出

促銷兌換活動將影響消費者的消費價值與行為，包括功能性、情感

性、嘗新性等價值。並參酌各家學者之問卷後編製出本研究之問卷以

做為研究之工具。 

本研究獲致以下結論： 

(一)不同年齡、學歷的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各向度有顯著差異

存在。 

(二)不同消費習性（參與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項數）消費者在對

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三)不同促銷活動偏好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

消費價值上有顯著差異存在。 

(四)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的消費者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

銷活動的消費價值有顯著差異存在。 

最後，綜合本研究之研究發現，茲提出數項結論與建議，俾為便

利商店業者與後續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消費者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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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與動機 

一般而言，贈品促銷是指交易時，另外贈予免費的服務、商品或

以相對低價回饋給消費者。贈品促銷的整體考量包含了贈品本身的特

性、搭配的促銷活動方式、與主產品之間的關係、價格的告知與否，

是否能立即獲得贈品還是另有條件。贈品促銷的成功與否也會受消費

者對產品品牌的態度、對產品本身的興趣及消費者本身的交易習慣所

影響；不只可能產生購買行為或正面印象外，消費者可能也會了解這

樣贈品促銷背後意圖。 

消費者對於免費的東西有一種莫名的吸引力，總覺得不拿可惜。

但不是用相同的促銷方式就能讓消費者有同樣的感受，若免費行銷或

贈品促銷的方式沒有處理好，也有可能導致消費者產生不悅。

(Simonsonet Al,1994)指出，以贈品為主的促銷方式，若贈品沒辦法

吸引人或讓人覺得沒有什麼價值時，很有可能會對品牌形象和品牌態

度造成負面影響。 

  以表1-1-1列舉出7-ELEVEn從以前到目前為止推出過的促銷活動

表 1-1-1 促銷活動列表 

促銷期間 贈品系列 贈送條件 

2005.04.27-2005.08.02 Hello Kitty3D 磁鐵 消費滿 77 元。 

2005.10.19-2006.02.03 迪士尼系列公仔 消費滿 88 元。 

2006.03.08-2006.06.13 送 Hello Kitty 系列胸章 消費滿 77 元。 

2006.06.28-2006.10.10 送哆啦 A夢系列立體磁鐵 消費滿 77 元。 

2006.10.25-2006.11.14 送小熊維尼系列磁鐵書籤 消費滿 77 元。 

2006.11.22-2006.12.19 送哆啦 A夢系列 Q版公仔 
消費滿77元送 1點

集滿 5點即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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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01.17-2007.04.10 送史努比系列 3D 卡套 消費滿 77 元。 

2007.04.25-2007.07.17 Hello Kitty 角色扮演系列公仔
消費滿77元送 1點

集滿 10 點贈送。 

2007.08.08-2007.10.09 送迪士尼星光大道系列公仔 
消費滿77元送 1點

集滿 10 點贈送。 

2007.10.10-2007.12.16 Hello Kitty 夢幻百貨系列公仔
消費滿77元送 1點

集滿 10 點贈送。 

2007.12.19-2008.02.19 送哆啦 A夢 LED 發光系列公仔 
消費滿77元送 1點

集滿 10 點贈送。 

2008.07.02-2008.08.26 三十週年紅利集點活動 

消費滿30元送 1點

集滿30點送 1項人

氣商品。 

2008 年 8 月 27 日起 icash 紅利點數集點兌換 

消費滿10元即累積

1 點，20 點折抵 1

元。  

2008.12.03-2008.12.30 
7-ELEVEn CITY CAFÉ 柏靈頓寶寶

熊 

集 3 點加 49 元換 1

隻，集 6點免費換 1

隻。 

2009.03.25-2009.04.26 OPEN 棒球玩偶 

消費滿40元送 1點

集 滿 20 點 可 送

OPEN 將棒球系列玩

偶、指定商品或買

一送一優惠。 

2009.05.06-2009.06.16 慶祝上海 7-ELEVENn 開幕 

消費滿40元送 1點

集滿 20 點加 20 元

送 OPEN 將、指定商

品或買一送一優

惠。 

7-ELEVEn 自 2005 年相繼推出購買產品 77 元即贈送 Hello Kitty

磁鐵的促銷活動，此一行銷策略使 7-ELEVEn 推出後的業績增加了

21%(7-ELEVEn 官方網站，2005)，營業額增加了十億。根據 7-ELEVEn

的統計調查中，一般人去 7-ELEVEn 平均消費金額是 66 元。 

為了促使消費者提高購買的金額，7-ELEVEn 透過一系列的促銷活

動，將集點兌換的門檻提高在七十元以上，並且推出系列公仔，以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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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吸引消費者的誘因，藉此提高消費單價，因為消費者原本預算可能

只有 50 元，實質門檻對消費者而言並不高，因此很快會達到累計效果

，但由於兌換公仔已有慢慢退燒之情況，7-ELEVEn 在 2008 年至 2009

年中開始推出三十週年慶紅利集點活動、7-ELEVEn CITY CAFÉ 柏靈頓

寶寶熊、OPEN 棒球玩偶、慶祝上海 7-ELEVENn 開幕，將消費門檻降低

為滿 30 元及 40 元即送 1點，集滿 30 點即 20 點可享有店內推出活動

之商品買一送一的優惠或是可到統一關係企業，享有商品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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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消費者基於不同背景變項(如性別與年齡等)，對於所需求的贈品

會有所差異，導致業者在促銷活動上更加注意，在琳瑯滿目的促銷活

中，對於達到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本專題經由探討，期望藉

由歸納與整合當前市場現況，讓人更了解便利商店促銷活動。 

本研究的主要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是否會影響消費行為。 

二、根據人口統計變數(性別與年齡)，透過變數分析了解人口變數

會影響消費者因集點兌換促銷所產生的消費意願。 

三、根據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探討消費者所表現出的行為或態度。 

四、提供本研究結果，供業者未來設計促銷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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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樣本：受限於人力、時間與經費，故本研究僅以台中市南屯

區與南區7-ELEVEn為研究對象，因此如擬將研究結果

推論運用至其他地區縣市，應持較為審慎態度。 

二、研究對象：台中市南屯區與南區7-ELEVEn的消費者為本研究對

象。 

三、研究內容：為了暸解便利超商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的誘因

，從開始舉辦促銷活動的7-ELEVEn推出一系列促銷活

動做為研究主要內容。了解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是否增

進消費者的購買意願、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於消費者

消費價值之影響程度、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從性別與年

齡角度來看是否有購買意願上的差異。 

四、研究方法：本研究係以問卷調查法實施，其優點在於對相關主題

做適當推論。 

五、問卷調查時間 

在2009年2月15日至3月31日期間針對台中市南屯區與南區

7-ELEVEn之消費者進行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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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 

  本研究是探討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如何使消費者產生消

費意願，蒐集 7-ELEVEn 及其他相關便利商店之相關資料及文獻，探討

出便利商店如何利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來促進消費者的消費意願，設

計出適合本研究內容與形式，並對問卷進行預試及修正之後進行問卷

發放，以台中地區的消費者進行統計和分析，並彙整資料與分析結果

。 

圖 1-1-1 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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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第一節 便利商店相關文獻 

一、便利商店定義與性質 

  早期便利商店又稱為便利店，又可稱為“ 食品雜貨商店”。在進

入電冰箱時代前，人們又將便利商店稱之為“冰房子”。自二十的世

紀初期，便利商店從那時許多類型的零售業態的特性中建立起來的，

奶酪商店、自選市場和熟食店都屬於便利商店的一種。世界上第一家

便利店是美國南加州冰島公司於 1927 年 5 月在德克薩斯州的

Edgefield 街道邊誕生。NACS(美國便利店協會)《A Short History of 

the Convenience Store Industry 》指出，南加州冰島公司於 1927

年 5 月在德克薩斯州(美國州名) 的 Edgefield 街道邊誕生了世界上

第一家便利店。 

強尼格林在南加州冰碼頭開展業務時，瞭解到顧客有時在當地的

食品雜貨商店關閉之後需要買一些麵包牛奶和雞蛋等物品。於是格林

就決定他的商店一天 16 小時營業，一周七天。真正便利商店的開始應

是在 1930 年，美國南方公司於美國達拉斯(Dallas)開設了 27 家圖騰

商店，並於 1946 年將營業時間延長為早上 7 點至晚上 11 點，所以又

名 7-ELEVEn。便利商店在中國、日本等地區又稱為 CVS(從英文

Convenience Store 縮寫而來)，緣起於美國，通常指規模較小，但貨

物種類多元、販售民生相關物資或食物的商店，其中也包含加油站附

設商店，通常位於交通較為便捷之處。 

華銀徵信產經研究部王智薇(2008)分析，根據「95 年全國主要連

鎖便利商店業者產業調查概況」 資料顯示，目前台灣便利商店總家數

已超過 9000 家以上，平均不到 2700 人就有一家便利商店，國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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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業者包括統一超商(7-ELEVEn)、全家便利商店、萊爾富商店、OK 便

利商店等。 

由此可知，台灣平均約每 3 千人就擁有一家便利商店，是全世界

便利商店密度最高的地區。台灣便利商店發展腳步跟隨著日本，在發

展的前 20 年中，經營內容多以飲料、書報、泡麵、零食、冰品、香菸

、民生必需品為主，雖然也有熱食，但僅限方便處理的熱狗、包子、

茶葉蛋。在 2000 年前後，便利商店開始轉型，販售的物品開始加入飯

糰、三明治等由工廠製造後，配送至門市的商品，之後再發展出便當

、麵、小菜等正餐，大量搶奪外食市場。除了現場販售業務外，便利

商店提供代收服務，其項目五花八門，從公共費用(水費、電費、電話

費、停車費)到保險費、信用卡費應有盡有。甚至走入無店鋪販賣的領

域，提供型錄販售與預購的業務 (即所謂的「第二層店面」)，內容有

年菜、書籍、電腦維修、旅遊產品等應有盡有，也提供店面供顧客透

過網路購物到店取貨，許多便利商店內也有自動櫃員機、影印機及傳

真機。 

有些位於風景區外圍及重要公路旁的便利商店還提供顧客臨時停

車位及廁所。台灣便利商店除了由公司直營 (Regular Chain)外，另

外還有特許加盟(Franchise Chain)、自願加盟 (Voluntary Chain)

及委託加盟(License Chain)等幾種連鎖加盟方式，由於加盟占所有便

利超商的 70％左右，也是連鎖業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目前，全台灣最

高海拔的便利商店是位在海拔二千二百公尺，阿里山森林遊樂區中的

萊爾富超商，以及 7-ELEVEn 阿里山門市。 

相關商店在便利商店席捲台灣之前，街頭巷尾最常見的為雜貨店(

俗稱柑仔店)。雜貨店銷售的商品與超市類似，甚至販售食米、雞蛋、

蔬菜。但在 1990 年代之後，雜貨店由於進貨成本、管理、營業時間及

服務皆不及便利商店，因此在都會區節節退敗。而超級市場面積則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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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大許多，迷你超市最少要 200 平方公尺，大則可至上萬平方

公尺，商品品項也超過 1萬以上。 

便利商店取代過去傳統業者個別進貨的方式在商品的配送上均以

物流中心統一配送店內的商品，可減少商品送達成本與店內員工整理

商品的時間。經營方式經營者多半是以加盟連鎖的方式經營，由公司

總部負責指導經營方針，經營者 或稱加盟主實際負責經營的方式來營

運。 

使用加盟的方式可以減少總部管理成本，特別是便利商店的店數

多且密集，全部採用直營方式會造成過大的人事管理成本，其次也可

以吸收傳統商店或獨立經營的便利商店，減少競爭者與地區商家的抵

抗意識，加盟主的經營通常也較直營店用心，在經營績效上較佳，缺

點是加盟主與總部往往有著利益上的衝突，在經營上容易發生管理水

準不一的弊病，甚至在日本還有發生集體法律訴訟的爭議事件。 

自從統一超商於一九七九年與美國南方公司合作引進便利商店的

經營方式以來，許多本地業者紛紛投入，OK、全家、福客多、安賓、

統一麵包、小豆苗⋯等先後創立，它們以商品的便利性、距離的便利

性和時間的便利性為訴求，已在流通市場中爭奪到一片廣闊的天空。

近十幾年來，連鎖便利商店的崛起，逐漸取代雜貨店及零售商店，其

經營型態為具有眾多營業據點、多元化服務及 24 小時營業，不僅提

供給消費者時間、距離及服務上的便利，更不斷的推陳出新，來滿足

消費者多樣化的需求，成為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現在，

更推出了宅急便的服務。 

零售商店是直接面對消費者，提供消費者日常生活所需用品的商

店，以往多為家庭式雜貨店的經營型態。臺灣的連鎖便利商店，到目

前為止已有七千多家的規模，由全省分佈的數量及密集度，可發現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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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競爭之激烈。連鎖便利商店提供了消費者時間上、距離上、商品

上及服務上的便利，針對目前的消費習性，滿足顧客的需求。雖然目

前連鎖便利商店業已進入了戰國時代，但仍然有許多業者持續擴大其

規模，另外也仍有業者想進入此產業，可見此產業仍有發展的空間。

維基百科網站(2008)中提到，一般而言，便利商店服務的商圈大小約

為 3000 人，商品品項在 3千左右。而根據日本 MCR 協會的定義，便利

商店通常符合下列條件。 

營業面積：在 60 至 200 平方公尺之間，大於 200 平方公尺則屬於

超市，但台灣也有便利商店營業面積不到 60 平方公尺，車站內甚至有

不到 20 平方公尺的便利商店。商品結構：食品要占銷售品項的 50%以

上，而且要販售速食品。但台灣最近已經開始有複合式便利商店，提

供桌椅供顧客用餐，或是販售新鮮麵包。 產品別比率：任何一類商品

不可超過全店營業額之 50％，否則即是「專賣店」。 營業時間：長時

間營業，通常為 24 小時，全年無休。但部分位於學校、醫院、機關、

車站內的便利商店，營業時間則隨附屬機構而改變。 銷售方式：大多

數為自助式開架商品。 待客之道：親切、愉快。管理信念：追求商品

周轉率、坪效，加強報表及 POS 等管理。(維基百科，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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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 連鎖便利商店與傳統零售商店之差異比較： 

 連鎖便利商店 傳統零售商店 

營業坪數 20 坪至 70 坪之間 小於 20 坪 

商品結構 

食品至少須佔全店銷售品項的 50%

以上，而且一定賣速食品，非食品

則必須是日常必需品，並提供服務

性商品(如代賣 IC 卡、或代售郵票

、或是以大家現在最常去便利商店

繳代收費用等等) 

以民生必需品油鹽醬醋茶等

調味料為主 

產品別比率 

商店所販賣之任何一類產品，超過

全店營業額的 50%即可稱為專門店

，所以便利商店以賣速食便利商品

為主。 

產品比率較不平均。 

銷售方式 消費者自助挑選 消費者自助挑選 

保鮮程度 較為新鮮且乾淨 
較不新鮮，時有過期商品未

下架 

行銷活動 定期推行各類行銷活動 無任何行銷活動 

營業時間 24 小時營業且全年無休 
依附近住家而定，通常半夜

不開張 

便利商店因面積小，單一店面商品數量不及超級市場，需要大

量的店數來負擔物流中心的成本，因此便利商店在展店的過程當中

，往往採取在短期間內於一定的範圍內大量開店的方式，這樣的方

式還可以減少總部的管理成本，全世界最大的單一便利商店連鎖—

日本 7-ELEVEn，至今還沒有完成全日本展店便是基於這樣的策略考

量，在台灣 7-ELEVEn 與全家便利商店以及萊爾富進入台灣東部開店

時也採用同樣策略。在便利商店發源地的美國，許多便利商店附有

加油站，且有停車位以方便顧客開車前來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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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由於住商混雜且人口集中，因此多半開設於市區，附設

停車場的店面較少，日本則兼具上兩者的特色，但少見附設加油站

。MMK(Multimedia Kiosk)即多媒體事務機，為一種配有觸控螢幕的

電腦裝置，便利商店業者可透過設置於店內的這種裝置，提供許多

商品與服務，信用卡紅利積點兌換為其獨創，台灣7-ELEVEn的 i-bon

則另有提供檔案列印功能，日本全家便利商店有提供藝人相片列印

，雖然多家業者曾看好此種服務，但是也不乏失敗的案例。便利商

店則由統一企業於 1979 年引進，通常具有連鎖體系、24 小時營業

、面積小、開架式販售等特質的商店，才被稱為便利商店。 

型錄販售部分便利商店業者與型錄販售業者合作，於店內提供

商品目錄供顧客選購，並透過店面繳費與傳送訂單，讓便利商店的

服務面更擴大。商品預購為了擴大商品銷售的種類，業者也自行提

供目錄供顧客選擇，並透過店面繳費與取貨，日本便利商店業者提

供賀年卡預購、母親節蛋糕，甚至可以預定特殊的便當，台灣的業

者提供冷凍年菜、粽子、蛋糕⋯⋯等等許多年節或地區特色商品訂

購的服務。 

電子商務由於店面的限制，各家業者提供的電子商務服務以網

路購物到店取貨與繳費服務為主，許多業者實際設置購物網站，例

如日本 7-ELEVEn 設置 7dream 網站，提供顧客到店取貨服務，也有

業者並不直接經營網站，而是提供網路購物業者取貨與繳費的平臺

，由於便利商店店數多，對於顧客來說，可以增加取貨便利性避免

利用郵寄而遺失的風險，到店繳費也可避免網路直接刷卡的風險問

題，因而頗受顧客歡迎，目前銷售商品的種類除了一般的書籍、CD

以外，票券、網路沖印...等許多商品也透過此種服務跨入便利商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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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內便利商店的發展歷程 

表 2-1-2 便利商店演進過程之重要紀事  

時期 重要紀事 

1978-耗資一億九千萬元，統一超級商店股份有限

公司成立。(同時開幕 14 家店，為引進現代

化便利商店之濫觴) 

導入期(1977~1979) 

1979-統一企業與美國南方公司簽約合作並引進其

技術。(因長期虧損，所以引進外國技術) 

摸索期(1979~1985) 1982-統一超商長期虧損，併回母公司超商事業部。

蓬勃發展期(1986~1993) 1986-統一超商轉虧為盈。(7-ELEVEn 經過了七年時

間終於盈利) 

1988-全家便利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首度使用 EOS 訂貨系統。 

1989-「萊爾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於台

北市迪化街。  

1989-統一超商成為全球7-ELEVEn第三大連鎖體系

     (也為台灣第一大家便利超商) 

1990 -統一企業與日商菱食商社合作，成立專業物

流「捷盟行連鎖股份公司」[為確保商品品質

與通路的流暢，成立製造商型的捷盟行銷] 

1990-EOS(Electronic Order System)電子訂貨系

統開始啟用。  

1990-統一集團營業額 108 億元，成為國內零售業

霸主 

1991-全家便利商店店數破 100 家且推行特許加盟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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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萊爾富推展內部加盟制度(FRC)。 

快速成長期(1993~1999) 1994-全家便利商店進入南台灣－成為全國性連鎖

便利商店。 

1995-統一企業型錄事業部獨立為「統一型錄股份

有限公司」 

1995-FC委託加盟制度成立。 榮獲「全國電子訂貨

加值型網路先導系統」之應用楷模。  

1997-全家便利商店突破 500 家。 

全家便利商店 POS 系統分區導入店舖。 

1998-全家便利商店與 UPS 異業結盟－正式提供快

遞服務。提供代收服務及專業沖印業務。全

家便利商店完成 POS 系統全面導入。全家便

利商店年營業額突破百億。 

1999-統一企業與日本排名第一宅急便業者「大和

運輸株式會社」簽約成立「統一速達股份有

限公司 

1999-全家便利商店領先同業推出網路訂貨，店舖

取貨服務—正式展開電子商務。 

競爭激烈期 

(2000 年至今) 

2000-統一超商與美國7-ELEVEn簽訂永久授權契約

取得菲律賓 7-ELEVEn 的經營權，正式向國際

進軍。 

2001-萊爾富提供消費刷卡付款新選擇。 

2002-全家便利商店股票於 2/25 正式掛牌上櫃。店

數突破 1300 家店。 

2003-「光泉月」第二件五折，造成光泉產品熱賣，

成為最成功的促銷案。  

2004-統一自創品牌尖峰期，推出「漢堡」與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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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宣戰(7-ELEVEn 積極研發自創品牌，如御便

當、涼麵)7-ELEVEn 劃時代 i-cash 卡轟動上

市 

2005-統一超商綠島門市開幕 

     統一超商第 4000 店「奮起湖門市」開幕 

(一)7-ELEVEn 

1.發展脈絡 

1927 年創立於美國德州達拉斯的 7-ELEVEn 初名為南方公司

(The Southland Corporation)，主要業務是零售冰品、牛奶、雞蛋

。到了 1946 年，推出了當時便利服務的「創舉」，將營業時間延長

為早上 7 點到晚上 11 點，自此，「7-ELEVEn」傳奇性的名字於是誕

生。 

從 1979 年 4 月由統一企業集資 1 億 9 千萬元，創辦「統一超級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並於 1979 年與南方公司合作引進「7-ELEVEn

」，即使面對連續 6 年的虧損窘境的陰霾，在母公司統一企業的全

力支持下，統一超商經歷了許多挫折和經驗，終於在融合了中、西

方經營的經驗和心得，成功開拓市場，也尊定了便利超商龍頭老大

的地位，更在 2000 年 4 月 20 日在全國媒體的見證下，與美國 7－

11 總裁 Mr. Jim Keyes 正式和統一集團高清愿總裁簽訂永久的授權

契約，這項在國際間不尋常的簽約儀式，這代表了美國 7－11 對統

一超商完全的信賴，更認同統一超商的經營實力，也對 7－11 在台

灣的永續經營多了一份保障。 

2.全球空間分佈及其營業成長 

統一超商的目標，就是讓消費者獲得最便利的方式在便利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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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本體除了在店數上積極拓展外，更透過門市位移、店質改善及

門市選品管理等致力提升單店經營效益。此外，除了捷運、學校、

醫院等新通路的開發，我們更結合集團企業形成大型綜合商場，如

南二高速公路東山服務區、清境旅客服務中心及台中榮總、萬芳醫

院、實踐大學等綜合商場，滿足不同消費者的需求。 

圖 2-1-1 7-ELEVEn 營業成長 

圖 2-1-2 7-ELEVEn 全球空間分佈 

 

參考資料:7-ELEVEn 官方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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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全球空間分佈的策略於統一超商帶領統一流通次集團三十

多家企業，朝向「台灣第一、世界一流」的願景邁流，以資源共享

、互相扶持、共存共榮為經營方針，透過獨特的商業模式，創新市

場需求，發揮更高的效益，只要不斷創新與變革，就有機會發展為

世界一流的企業與品牌。 

3.經營理念 

「商品豐富，品質優良，衛生保證，服務親切」是每位統一超

商人的中心思想，在統一超商的企業文化中，每天早上所有後勤同

仁都會聚集召開朝會，在這個統一超商特有的朝會上，同仁不但會

進行生活感想的分享，更會朗誦公司的經營理念，更將夥伴的誓願

並落實到對顧客的服務當中。 

(二)全家便利超商 

全家便利商店於 1988 年由日本引進台灣，8 月 18 日全家便利

商店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資本額 2 億元。同年底，第一家店『館前

店』於台北火車站商圈開幕。歷經 6年的努力，於 1994 年損益平衡

。至 1997 年為期十年的創業期間，全家便利商店共計在台灣島內開

設 500 家門市。全家便利商店以全力加速展店的速度，以每 3 年 500

家店擴展規模。2002 年全家便利商店決定將經營成果與社會共享，

成為股票上櫃企業，資本額 17 億。全家便利商店不僅完成島內環島

連線，並且正式於 2004 年 7 月進軍中國大陸上海，成為國內便利商

店系統第一家登陸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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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3 全家產品促銷 

促銷方式 商品組合方式 實務上使用方式 

互補性商品組合 A+B 省 10 元，買 A送 B 

替代性商品組合 任選兩件八折 差項促銷 

無關聯性商品組合 A+B 省 10 元，買 A加 10 元送 B 

多量商品組合 第二件六折 

差價促銷 

單一商品特價 特價 

(三)、萊爾富便利超商 

「萊爾富」自民國 78 年 6 月成立，萊爾富便利商店為光泉關係

企業，是第一家國人自營的便利商店連鎖系統，數十年來萊爾富以

「鄉土情-世界觀的經營理念，在美日系統便利商店林立的市場中，

開發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空。在 2008 年已開店突破 1258 店，未來

展店速度預計穩健成長。萊爾富便利商店全年無休、明亮的燈光照

亮每個街頭巷尾，秉持熱忱、積極、嚴謹、創新的經營理念，不斷

引進國內外優良商品，致力於為顧客追求優質的生活；並且貢獻通

路力量，協助公益團體、配合各項公共服務事業，讓萊爾富透過商

品販售服務，成為社區的一份子和便利生活不可或缺的幫手。 

行銷策略：萊爾富提供 4000 多種各式生活食品、用品、出版品

，及各項代收、代售、兌換活動等服務，另以型錄預購、電子賣場

及 Life-ET 等多元販售管道，在有限店舖空間，發揮無限商品，以

創造、滿足消費者全面的生活需求，萊爾富在台中縣市開設 105 家

門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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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爾富促銷方式： 

代收得利購                                                          

活動方式：至萊爾富繳交代收款項，憑熱感紙收據下方優惠券，依不

同代收分類，購買指定優惠商品，可享買一送一。 

LIFE-ET、ATM 交易得利購                                             

活動方式：至萊爾富 LIFE-ET 或 ATM 完成指定交易成功(抽獎除外)，

並取得熱感紙優惠券者，即可憑券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活動商品，

可享買一送一或買大送大的活動。 

滿額得利購                                                          

活動方式：至萊爾富門市消費滿 54 元或以上，即可獲得商品優惠券 1

點，憑優惠券，即可以優惠價格購買商品。活動商品可享買一送一或

第二件四折或任選兩件加購價只要多少元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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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4 便利超商比較表 

企業 7-ELEVEn 全家 萊爾富 

投資者 統一企業 潘進丁 光泉關係企業 

創立期 1979 年 1988 年 8 月 1989年6月 

技術來源 美國南方公司 日本 台灣 

店家數 4800 家 
2269 家 

(2008 年 5 月 31 日止)
1258家 

經營宗旨 
商品豐富、品質優良、

衛生保證、服務親切 

抱持認真、負責、誠懇

的態度，作為消費者、

店舖與廠商之間的橋樑

；徹底貫徹

S&Q.C(Service, 

Quality and 

Cleanliness)的經營方

針 

鄉土情-世界觀 

的經營理念 

經營型態 
直營/特許加盟/ 

委託加盟 
顧客滿意、共同成長

熱忱、積極、 

嚴謹、創新 

主要物流配

送系統 

捷盟行銷、世達、統一

低溫、廠商自行配送

自1988年成立之初即成

立專屬物流系統，至今

計有四處物流中心。

有建立專屬的配送中心

，建立快速回應系統

產品促銷 
聘請偶像團體、 

集點兌換 

聘請偶像團體、集點兌

換、第二件打折活動

集點兌換、 

第兩件打折活動 

國際市場 

於 2000 年 11 月，統一

企業公司接手菲律賓的

7-ELEVEn，正式跨足國

際市場，並持續在美國

、泰國、日本、非律賓

、香港等極積開發市場

中。 

於2004年的4月底，全家

結合日本及中國等5家

公司，在上海開設便利

商店，預計在2004年底

開設50家，並持續在韓

國、日本、美國、泰國

、中國極積開發市場。

積極在中國和東南亞國

家市場拓展國際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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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促銷活動 

一、促銷的定義 

促銷乃是行銷活動中，推廣組合(promotional mix)的一環，企業時常

藉此達成短期的銷售目標。Kotler(2000)對促銷定義如下：銷售促進

(sales promotions)包括各式各樣的誘因工具，且大部分皆屬於短期

性質者，其目的在刺激目標顧客或經銷商對特定的產品、服務，產生

立即獲熱烈的購買反應。以下整理國內外學者或機構對促銷的定義，

如下表列示： 

表 2-2-1 促銷定義彙整 

研究機構或學者 促銷定義 

美國行銷協會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1960) 

一種有別於人員推銷、廣告與公共報導

，而有助於刺激消費者購買與增進中間

商效能的行銷活動，如產品陳列、產品

展示與展覽、產品示範等不定期、非例

行的推銷活動。 

Webster(1965) 
促銷活動一種針對消費者的短期刺激，

而主要目的則在於誘發顧客購買行動。 

Luick & Zeigler(1968) 

在各種把產品推向推銷員、中間商或最

終消費者的活動中，能提供特別效用或

誘因的直接激勵措施。 

Aaker(1973) 

促銷活動是製造商與零售商所採取有別

於廣告與人員推銷的短期行銷活動，其

目的主要在於刺激消費者的購買。 

美 國 廣 告 代 理 商 協 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Advertising 

Agencies(1978) 

藉由提供超出原產品立意水準的額外誘

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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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購買者或其他潛在購買者的興趣、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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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購買意願。 

Marion(1987) 

促銷是增強、支援並使推廣組合中的其

他成分更為有效的工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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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其能配合製造商的計畫。 

Blattberg & Neslin(1990) 

是一種專注於行動的行銷事件，其目的

在於促使與廠商有關的消費者行為造成

直接衝擊。 

Kitchen(1993) 
以短期的誘因鼓勵消費者購買產品或服

務。 

McCarthy & Perreault(1993) 

有別於廣告、公共報導與人員推銷的推

廣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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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etric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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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立即性的銷

售數量為其主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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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促銷是一種有回報的行銷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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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廠商為了立即提高銷售量而採取的短期

誘因。 

劉毅志(1987) 促銷是指附加於產品之上的購買誘因。 

黃志文(1993) 

促銷指的是在短期內，除了廣告、人員

推廣及公共報導之外，所能刺激購買者

的購買意願或刺激銷售人員包括公司的

業務員及零售商或批發商等中間商推銷

之熱忱的所有活動。 

資料來源：徐心怡(2000)、Engel & Blackwell(2001)、黃俊英(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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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上述學者與相關機構對促銷所提出之定義，可歸納出促銷具

有以下特點： 

(一) 促銷基本上是一種短期、暫時性的活動，通常都有一定的期限。 

(二) 目的在於刺激最終顧客或通路中其他成員之興趣、試用與迅速性

購買行動的意願。 

(三) 促銷是推廣組合中無法規屬於人員推銷、廣告、以及公共關係

的其他推廣活動都屬之。 

(四)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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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促銷策略理論 

促銷活動的主要目的在於誘發消費者的購買動機，進而改變消費

者的購買行為。學者常以學習理論來描述、解釋消費者知識、態度、

購買動機及行為形成的過程，而常見的幾個重要理論有：刺激-反應理

論、自我知覺理論、消費者關係建立模式、無心的購買行為理論、價

格知覺理論等，茲分如下： 

(一)刺激-反應理論(Stimulus-Response Theory)又稱為行為學

習理論，此種學習理論較不重視個人內部心理的學習過程，而將其視

為「黑箱」，只強調外在可以看見的部份，認為學習是經由刺激與反應

關係的建立過程而達成。Pavlov 的古典制約(Classical Conditioning)

學習模式與 Skinner 的操作制約模式是刺激-反應理論的主要代表。古

典制約學習模式主要的論點在於強調非制約刺激(Unconditioned 

Stimulus,US)會引起非制約反應(Unconditinoed Response,UR)以及

制約刺激(Conditioned Stimulus,CS)會引起制約反應(Conditioned 

Response,CR)。 

若以 Pavlov 的實驗而言，狗看見食物與生俱來的反應就會流口水



32 

，因此食物屬於非制約制激(US)，而流口水則是屬於非制約反應(UR)

。另外狗聽見 Pavlov 的搖鈴聲與生俱來的應應並不會流口水，而是因

為搖鈴聲伴隨食物重複出現，狗才會分泌唾液流口水；因此搖鈴聲是

Pavlov 對狗的制約刺激(CS)，而狗此時分泌唾液流口水則屬於制約反

應(CR)。 

然而在促銷上以 Skinner 的操作制約模式應用較廣，其原因主要

在於 Skinner 的操作制約模式認為消費者會受到外來刺激的增強作用

，主動學習並從事一些行為，因此操作制約較古典制約更能解釋人類

行為；就促銷上的意義而言，操作制約則是著重於行為的結果，採討

如何影響往後相同行為出現的可能性及頻率，而行為結果影響行為本

身的途徑有四種，分別為：正強化、負強化、處罰、停止。 

(二)自我認知理論﹙self-perception theory﹚Sawyer 

(1984)假設人的態度基本上是由內在因素如信仰、價值觀等所

決定的，但是一旦有相當的外在因素發生，將會暫時改變自己

的行為，促銷活動只能造成外在因素的發生，卻無法改變由內

在因素所主導的態度及行為，因此，認知理論以為促銷活動完

全缺乏長期的效益。 

王又鵬(1993)將此一理論應用在促銷的狀況下，主要強調

如果消費者在某品牌促銷時購買，則消費者不太可能將其購買

的原因歸於真正喜愛該品牌，反而可能以為他的行為是基於一

種想利用該促銷的渴望。因此，一旦促銷結束後，消費者會因

為激發購買的重要誘因已不復存在，而降低再購促銷品牌的可

能，反之，如在沒有促銷活動時購買某品牌，則消費者會將其

行為歸因於喜愛該品牌，因而有利於其再購同一品牌。因此，

自我知覺理論認為：如有某種外在促銷因素，伴隨著消費者的

購買而存在的話，可能會損壞消費者將其購買行為歸因於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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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的努力，而導致外在因素消失後，同一行為持續發生的可

能性降低。 

(三)消費者關係建立模式(Consumer Franchise Buliding 

Model)Prentice(1975)藉由產業實證研究將促銷工具分為兩

類，一類是能促進消費者關係的建立，稱為 CFB(Cosumer 

Franchise Buliding)促銷，他認為促銷活動期間都相當短暫

，因此主要在於強調產品本身價值的提昇，促銷才算成功，屬

於原級強化(Primary Reinforces)，而此類的促銷工具有：樣

用試用、折價券等等。而另一類則是不能促進消費者關係的建

立，稱為 Non-CFB 促銷，與商品價值無關，主要強調誘因的形

成而不強調產品本身，屬於次級強化(Secondary Reinforces)

，而此類的促銷工具有競賽、遊戲、抽獎、折扣、贈品等等，

屬於 Non-CFB 的促銷方法將不會對往後的銷售有所幫助。雖然

消費者關係建立模式，並未經過嚴謹的驗，但與行為學習論理

的推論卻是相當一致。 

(四)消費者購買行為 

一、衝動性(impulsiveness)：這一類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是無意間形成

的，是沒有意義的，透過某些可用資訊就可以改變其對低涉入商品的

消費決策(Langer，1978)，例如：在逛街時看到喜歡就購買或是接受

專櫃推銷覺得商品有吸引力等因素，來決定其購買行為。 

Assael 提出五種非計畫性購買行為的類型，茲分述如下： 

(一)純粹衝動購買(pure impulse purchase)：消費者購買主要基

於追求多樣化與新鮮感。 

(二)建議效果購買(suggestion effect purchase)：消費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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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員推銷而引發其購買行為。 

(三)計畫性衝動購買(planned impulse purchase)：消費者會到

折扣商店購物，但對於購買什麼商品則視當時情況而定。 

(四)提醒效果購買(reminder effect purchase)：消費者想買某

樣商品，但沒有計畫購買，當其經過商店看到該商品，受到

提醒進而購買。 

(五)計畫商品類別購買(planned product category purchase)：

消費者想買某樣商品，但沒有喜好固定品牌，選擇最便宜者

購買。 

二、精明消費者自我知覺(smart shopper self-perception) 

  自我知覺始於 Kohler 之實驗，重視人在學習的歷程中，內心的思

考過程，並認為人是可以解決問題的，藉由資訊的蒐集可以控制環境。 

  經由行動與學習過程之後，消費者會形成某些信念及態度，這些

信念及態度會影響他們的購買行為(黃俊英，2005)人的態度是較難以

改變的，即使透過促銷，也只能短暫的改變行為，而無法長期的改變

消費者內在因素(Sawyer,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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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順慶(1998)列舉促銷的特性： 

(一) 對象明確：針對特定的對象訴求； 

(二) 即時見效；刺激消費者即時反應； 

(三) 極富彈性：預算及規模可視廠商本身力量決定； 

(四) 表現自由：媒體可自由選擇，呈現方式多元化； 

(五) 搭配使用：可與其他推廣活動同時使用；例如中油舉辦

的「加油遊湖去」促銷活動。 

綜上所述，得到一個適合本研究的消費者促銷定義：「廠商提供一

種額外的利益或誘因，在時效上是短期的，不屬於廣告、人員推銷、

公共關係的行銷活動，所欲影響的促銷對象是最終消費者，已達成所

預期的銷售目的。」 

促銷活動包含在廣泛的促銷之中，促銷的定義就是促進銷售。根

據美國促銷協會總裁 William A. Robinson 說「廣告創造有力的銷售

環境後，SP(策略)就可以將商品推進輸送管中。」若將促銷一詞給予

更廣泛的定義，他是活動的活性化(activation)，它不止包括銷售促

進，也涵蓋了引發潛在顧客來信或電話詢問的行動，將顧客的需求由

被動推往主動的行為。 

  促銷活動是將三者的關係結合在同一目標加以推動，並且必須考

慮及配合個別活動的內容，例如： 

(一) 為喚起顧客的購買慾望，應如何做？為此目的，製造廠商應實施

促銷活動為？ 

(二) 如何才能使促銷商品的批發商，零售商等流通業者，積極的進行

銷售？又有哪些方式？ 

(三) 如何推展企業內部激勵獎金策略以使銷售人員在心理上、精神上

嚮往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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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費者促銷分類 

Shimp(1993)從消費者誘因取得時機再加上廠商促銷目標，以交叉

分類方式將促銷策略分為五大類，消費者面的立即性與延緩性誘因取

得時機，廠商促銷目標面的試用性的影響、顧客的吸引與維持(品牌連

銷與鼓勵再購買)及形象的強化三目標。 

表 2-2-2 消費者促銷分類 

製造廠商的目標 
消費者報酬 

試用性的影響 顧客的維持與吸引 形象的強化 

立即取得 

試用樣品 

立即可用折價券

陳列式折價券 

降價 

加量不加價 

隨貨贈品 

 

誘
因
取
得
時
機 

延緩取得 
免費郵寄贈品 

郵寄折價券 

隨貨折價券 

折現退錢 

自償贈品 

競賽與抽獎 

Quelch(1989)依據「促銷誘因取得時機」以及「促銷誘因的形式」

兩個構面，將消費者促銷策略分成四類： 

（一） 特價是立即讓消費者能得到降低售價的誘因。 

（二） 隨貨贈品、加量不加價是立即讓消費者覺得產品的價值增加的

策略。 

（三） 折現退錢、折價券為延緩讓消費者能得到降低售價的誘因。 

（四） 郵寄贈品、里程優惠為延緩讓消費者覺得產品的價值增加的策

略。 

在 Campbell and Diamond(1990)的研究中，則以促銷誘因是否能

與商品售價相互比較，區分為金錢性與非金錢性促銷工具二類，前者

是指誘因以金錢方式出現，而能與產品售價相互比較，如折扣、折價

券、降價等；後者是指誘因以非金錢性出現，不易與產品售價相互比

較，如贈品、摸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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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促銷活動的種類： 

(一)抽獎：將標籤剪下參加抽獎活動，獎品可能有國內外來回機票、

轎車、家電。 

(二)贈獎或贈現金：購買滿多少金額以上，就免費贈送購物袋或是其

他的獎品，例如消費滿 5000 元就送 500 元的抵用卷。 

(三)折扣：例如百貨公司，每到了特別的時節或特殊的日子，或是換

季大拍賣，通常消費者都會等那打折時再購買，節省花費。 

(四)特價品(均 39 元)活動或特價區(每件 99 元)或是任選二樣，只要

很便宜的價錢。 

(五)紅利積點換贈品活動。 

(六)加價購：消費者只要再花一些錢，就可以買到更貴、更好的另一

項產品。 

(七)買第二個，以 7 折優待。 

(八)來店禮及刷卡禮。 

(九)加送期數：例如雜誌每月 300 元，一年期 3,500 元；但新訂戶免

費加送 2期，合計一年有 14 期可看。 

五、促銷方式的功能 

  促銷的作用是在促銷活動中可以讓企業帶來許多好處以達成銷售

為目標，再藉由下列的一些功能，把商品賣出去。 

(一)知名度 

由於促銷本身一定有宣傳活動的存在，故經由名種不同的傳播管

道發佈訊息，可以提升品牌的知名度。 

(二)試用 

第一次的購買行為就叫「試用」。當試用後的感覺非常滿意的話，

就會產生第二次的購買，未來可能成為老客戶。 

(三)續購、強化 

「續購」，是針對現有的消費者，鼓勵他們持續性購買的行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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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初次試用結果的滿意度，無法確定他們是否會再次的購買

，因此，舉辦促消活動能鞏度老客戶下次購買的行為發生，強化

品牌不會被他牌挖走。 

(四)增加購買量／銷售量 

促銷會使客戶養成續購的習慣，由於促銷能誘使新的客戶購買，

或是說服客戶一次多量購買，這些都會造成銷售量的增加。 

(五)品牌轉換 

有些促銷活動的用意就是在「挖」競爭品牌的顧客，消費者如果

對原有品牌滿意的話，就較不易被挖走。 

(六)吸引人潮 

「人潮」和「業績」有絕對相關程度的正比，例如零售業、百貨

公司、遊樂場等，人潮一多，相對的就會增加消費者的購買機率

。 

(七)鋪貨成功 

鋪貨指產品在市場上流通的狀況；鋪貨率是指產品駐進所有可陳

列、販賣店頭的百分比。每家商店在鋪貨陳列的方式都不一樣，

陳列愈多，讓產品和消費者見面的就會就愈大，以促進消費者購

買。 

  但排除其他不可抗拒之因素，這些活動若是個別進行時，則促銷

策略絕不能成功，或由於促銷活動的策略性成功，使三流商品躍升為

王座的事例等，都是對三者促銷活動之複合性配合的結果。此正顯示

了促銷活動的成敗具有影響企業本身力量的事實。 

  促銷活動是「為達成商品的銷售目標所進行之促銷活動的所有策

略」。一般而言，企業為了有效推動銷售活動以達成銷售目標所進行的

各種策略，即稱之為「促銷活動」。若以商品為媒介的主體可分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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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3 促銷活動對象 

促銷對象 目標 

對顧客的促銷活動 

當製造廠商發表新商品時，以對此商品的熱情及銷售姿

態為背景，驅使所有媒體影響顧客。最基本目標是以「

如何刺激並喚起顧客的購買慾望，使其轉移為購買行動

」為目的。換言之，這是對顧客所產生的「購買慾望之

發生、喚起，並使其成為購買行動」。 

對批發商與零售商 

的促銷活動 

以批發商、零售商等流通業者之「進貨慾望的提升」為

唯一目標。使與流通有關的批發商、零售商能注重此商

品的銷售，並開始顯示其積極地展開銷售活動的志向當

作真正的目標。 

對銷售人員的促銷活動 

製造廠商的銷售、企劃部門所企劃的大型宣傳活動、常

因負責該執行的銷售部門、各分公司、各銷售場所等所

未能妥善處理，或因缺乏對批發商、零售商銷售人員之

宣傳主旨的徹底灌輸，或因不能充分應用促銷用工具，

以致不能發揮其效果導致企劃失敗，耗費了宣傳活動費

用。 

企業會選擇舉辦促銷活動來刺激消費的時機有： 

1.認為購買商品的新顧客人數不夠多。 

2.顧客認為購買該商品有困難。 

3.新商品導入市場的速度必須加快時。 

4.經銷店庫存廣告主要的商品甚少時。 

5.消費者購買頻率或購買量較低落時。 

6.某一地區或某一特定時期，市場競爭特別激烈時。 

7.想更加強廣告力時。 

8.廣告商品迴轉率的水準，在平均以下時。  

9.零售店方面，對廣告商品之注意關心程度較低時。 

10.由於經銷商方面商品種類繁多，對特定廠商礙於難大量進貨時。 

11.顧客在購買商品之前，要求說明或建議時。 

12.競爭的企業，積極舉辦促銷活動時。 

(劉美琪，1995；黃憲仁，2005；戴國良，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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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消費者行為 

一、 消費者行為定義 

消費者行為理論包含社會學、心理學、經濟學及行銷學等領域，

是一門科技整合的學科。有許多學者以不同的觀點來定義消費者行為

，其整理如下： 

表 2-3-1 消費者行為定義 

學者名稱 年代 消費者行為之定義 

Walter and Paul 1970 消費者行為是指人們購買和使用產品或服務時，

所相關的決策行為。 

Engel, Kollat and 

Blackwell 

1973 購買行為有兩種含義，狹義的顧客購買行為是指

為了獲得和使用經濟性商品和服務，個人所直接

投入的行為，其中包含導致及決定這些行為的決

策過程；而廣義的購買行為除了消費者行為之外

還有非營利組織、工業組織及各種中間商的採購

行為。 

Demby 1974 認為消費者行為是人們評估、取得及使用具有經

濟性的商品或服務的決策程序與行動。 

Pratt 1974 認為消費者行為是指決定購買行動，也就是以現

金或支票交換所需的財貨或勞務。 

Zaltman and 

Wallendarf 

1983 消費者行為是一種行為、過程及存在於社會關係

中的個人、群體、組織獲得和使用各種產品、服

務及其他資源經驗的結果。 

Peter and Olson 1990 人們在交易過程中的認知、行為及環境互動行為

，包含人們在不同消費狀態及環境中的思考、感

受與行動間的關係。 

Schiffman and Kanu 1991 認為消費者行為是消費者為了滿足需求，所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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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對產品、服務、構想的尋求、購買、使用、評

價和處置等行為。 

Engel, Miniard and 

Blackwell 

1995 消費者在取得、消費和處置產品與服務時，所涉

及的各項活動，包括在這些行為前後，所發生的

決策。 

Kotler 1997 探討在滿足其需求及慾望時，個人、群體與組織

如何選擇、購買、使用及處置商品、服務、理念

或經驗。 

謝文雀 2001 消費者行為是人類進行取得、消費和處置產品與

服務的活動。 

林靈宏 2003 為消費者在搜尋、評估、購買、使用和處置一項

商品、服務和理念時，所表現的各種行為。 

Blackwell et al. 2006 以消費者的相關活動做為研究重心的一個領域。 

由以上的討論可看出，消費者行為的含意在各學者看法中不盡相同，

如表2-3-1所示。總體而言，消費者行為就是一個包含所有購買與使用

決策活動和過程。 

消費是基於便利、求生存或舒適生活目的之行為，消費能滿足人

類生活育樂的慾望之行為，依據消費者保護法(1996)之定義消費者為

消費為目的而為交易、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者。消費者行為所包含的

範圍從個人、習性特質、經濟能力、生活型態、家庭組織、企業團體

、國家發展以及世界潮流，所涵蓋的範圍很廣泛(辛岳峰，2000)，美

國行銷協會 (American Marketing Association) 將消費者行為

(consumer behavior)定義為「情感與認知、行為及環境的動態互動結

果，藉此人類進行生活上的交換行為」。由於個別消費者、目標消費者

群體和整個社會的想法、感受與行動是持續改變的，故消費者行為是

動態的。消費者行為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交換行為，它可藉由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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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幫助創造交換行為(J. Paul Peter & Jerry C. Olson，2005)。消

費者行為定義為一個人或一群人獲得與使用產品或勞務的行為，若干

購買行為只是整體購買決策過程的結果，在做成決策以前，可能早就

開始評估與思考，只是尚未採取具體行動而已(陳希沼，2005)。消費

者行為係個人致力於財貨與服務之評估、獲得、使用或處置的一種決

策過程及實際行動(Loudon and Bitta，1988)。以消費者的相關活動

做為研究重心的一個領域，消費者行為以心理學、社會心理學、行為

心理學及社會學為研究的基礎。以七個大寫英文字母 O 為基礎所建構

的「七個 O 模式」(方世榮譯，2003)，就是一項常被使用的分析工具

： 

1.Occupants(市場組成人員)：市場是由哪些人所組成的？ 

2.Objects(購買標的物)：消費者在市場上買什麼？ 

3.Objectives(購買目的)：消費者購買的動機與目的為何？ 

4.Organization(購買參與者)：參與購買決策的成員有哪些？ 

5.Operations(購買作業)：消費者如何購買？ 

6.Occasions(購買時機)：消費者何時會採取購買行動？ 

7.Outlets(銷售通路)：消費者在何處購買？ 

二、消費者購買決策與決策類型 

基本上，消費者購買決策過程分為五個步驟，其中包括問題認定

、資訊搜尋、替代方案評估、購買意圖與行為、購後評估，但並非所

有的購買決策過程都一定要按照這些步驟進行，消費者可自行彈性調

整。 

 

 

圖 2-3-1 消費者購買決策（行銷管理，張國雄，2007）

 問題確認  資訊搜尋 替代方案評估 購買意圖與行為

 購後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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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確認 

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始於其對問題及需求的認定，當消費者意識

到實際的狀況與期望應該發生的狀況之間有了落差，且落差已經大到

能啟動購買決策時，消費者就會清楚地意識到需要或問題的存在，並

會採取實際行動來滿足需求。消費者的需求及問題認定可能會因為內

外在因素的刺激，內在刺激是基於生理、安全、社會自尊及自我實現

等需求而被喚起，外在刺激是指消費者受到外部環境刺激而起需求，

這些刺激會演變成一種驅使消費者趕緊行動的購買力。 

(二)資訊搜尋 

當消費者在確認自己的需求未能獲得滿足之後，除非眼前已有現

成的商品能令其滿意，否則消費者將會進行資訊搜尋，從外在環境、

記憶中的知識去尋找有關的問題，從中選擇相關的資訊。一般而言，

消費者的搜尋資訊的來源主要可分為四類： 

1.經驗來源：過去的記憶、操作、檢視以及使用產品的經驗。 

2.個人來源：家人、朋友、同事、親戚等。 

3.商業來源：電視和報章雜誌廣告、推銷員、經銷商及零售商等。 

4.公共來源：大眾傳播媒體、消費者基金會等。 

(三)替代方案評估 

購買者在完成資訊搜尋後，必須對所有可能的替代方案進行評估

，在評估時要先了解產品屬性。 

(四)購買意圖與行為 

購買者在完成替代方案評估後，經過仔細的方案評估，並心有所

屬之後，就產生購買意圖與實際的購買行為，一般而言，消費者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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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好買哪些東西，按表操課的購買行為，稱為計畫性購買，如果是

臨時起意的購買行為，稱之為非計畫性購買。消費者從有決心要去購

買，到實際付諸行動，中間可能會有以下幾項決策： 

1.何時購買(when) 

2.購買什麼產品(what) 

3.何處購買(where) 

4.購買多少數量(how many) 

5.如何付款(how) 

(五)購後評估 

購買者在完成購買決策，根據實際使用經驗後，來評估產品是否

跟原本預期一樣，就會產生滿意或不滿意的情形。 

三、消費者購買決策類型可分為： 

在不同的購買情境中，消費者面對的購買決策種類並不完全相同

，消費者購買決策就是問題解決的過程，因涉及決策特性不同，可分

為下列三種。 

(一)廣泛性問題決策：消費者會因對產品的不熟悉或高風險的產

品類別時，就需要廣泛蒐集資訊，並花費較多的時間過濾、評估與選

擇品牌，為避免產生不理想的購買選擇。 

(二)有限問題決策：消費者在熟悉的產品類別中要購買新品牌時

，通常需要花費一些時間蒐集資訊與選擇，因具備一定的產品知識，

所以不需要蒐集大量資訊。 

(三)例行性決策：消費者所欲購買的品牌是先前曾經購買與使用

過的品牌時，消費者通常可以很快進行，不需要經過資訊搜尋，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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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忠誠者，此類型購買決策會以習慣性、自動性與不經思索的方式

呈現。(消費者行為：理論與應用，廖淑伶，2007) 

表 2-3-2 不同購買情境的相關特質 

 消費者涉入程度 

高                                        低

購買決策特質 廣泛性問題決策 有限問題決策 例行性決策 

審視品牌數量 許多 一些 一個 

評估產品屬性數量 許多 適度 一個 

使用外部資訊來源數量 許多 很少 沒有 

搜尋相關資訊所花的時間 相當多 不多 極少 

參考資料來源：(蕭富峰，2008) 

四、消費價值 

Sheth (1991)認為消費者在購買時會面臨三種選擇：買或不買、

產品的型式及選那一種品牌。這些選擇都可以依據各種產品或品牌所

提供的「消費價值」來決定，而消費價值共分為五種：(一)功能性價

值(二)社會性價值(三)情感性價值(四)嘗新性價值(五)情境性價值，

分述如下： 

(一)功能性價值： 

指產品或品牌若具有某些功能、效用或實體之屬性，藉由這些屬

性可以滿足消費者對使用該產品之功能或效用的要求，則此產品或品

牌所具備的這些屬性與能力即稱之為功能性價值。此價值的衡量通常

經由一系列的選擇屬性予以評估。Sheth提及功能性價值常是一個消費

者所選擇購買與否的最重要因素，如價格、性能、用途、屬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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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性價值： 

指當產品或品牌能使消費者與其他社會群體相聯結，而因此提高

其效用者，則此產品即擁有社會性價值。有時消費者購買的行為是為

了取得社會群體的認同、符合社會規範，或是展現內在的形象等等。

例如，使用與穿著名牌服飾配件，即有一定程度的彰顯社會地位。 

(三)情感性價值： 

指產品或品牌具有激發消費者某些情感或改變其情緒狀態的能力

，稱為具有情感性的價值。此類型的價值在許多消費者選擇狀況是有

相當的影響力的，一些非計劃性或衝動性購買，常是由情感價值所造

成的。 

(四)嘗新性價值： 

指產品或品牌能引起消費者的好奇心，提供新奇的感覺或滿足消

費者對知識追求的渴望，稱為具有嘗新性價值。通常這些效用多來自

於對消費者較不熟悉或較為複雜的事物。此價值會促使消費者購買一

些非為滿足功能性需求或其他需要的事物，如新商品、娛樂性產品等。 

(五)情境性價值： 

指在某些情況下，產品能暫時提供較大的功能性或社會性價值，

則此產品或品牌就具有條件性價值。因情境因素使產品產生了外部效

用，而改變了消費者平時的行為，而若該情境因素消失，產品的價值

就降低了。 

Sheth(1991)所提出此種消費者行為理論中，決定了消費者的購買

選擇行為，消費者的選擇是根源於這五種消費價值的總和來決定是否

要購買產品、選擇何種品牌以及何種型式的產品；而這五種價值是相

互獨立，互不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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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因素 

  消費者在購買決策時會受到外在的刺激，進入到消費者內在的決

策，消費者將蒐集到的資訊或對產品品牌偏好，進行購買決策，在決

策的過程中，消費者的年齡、性別、經濟收入、學歷等因素，都會影

響消費者內在因素，而外在決策因素，消費者容易受到價格、品牌、

購買時機的選擇或是受到情境因素的影響，而改變消費者的購買行為

。影響消費者的因素有：外部環境因素、內部心理因素、購買情境因

素。 

 

 

 

 

 

 

 

 

 

 

圖 2-3-2 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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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3 影響消費者因素相關研究文獻 

研究學者 影響消費者購買因素 

Darden and 

Ashton(1974) 

就針對 116 位住在郊區的中產階層婦女做實證研究，結果

發現不同的偏好群體的年齡與其消費者購買行為有關。 

Korgaonkar,Lund,and 

Price(1986) 

研究發現，效用功能、自我防禦、知識和價值表現，會影

響顧客對商店的態度，性別、年齡、收入和民族等人口統

計變數則會影響顧客的購買行為。 

Darden and 

Erdem(1983) 

發現消費者對商店環境態度會影響消費者對商店的印象

、通路的選擇與產品的評價，而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 

陶蜀台(1988) 在女性化妝品購買者之個人特質與生活風格不同，如職業

狀況、宗教信仰、藉貫、社會階層及家庭生命週期等因素

都會影響購買者的行為。 

宮瑞雲(1991) 化粧品消費者年齡的不同，對購買地點及產品屬性，有顯

著的差異，相對的影響購買行為。 

Dick et al.(1996) 研究發現，當消費者對產品外在的特徵評價愈高時，所知

覺到的品質也就愈好、認為購買風險也愈低，對產品的信

任價值越高，進而提升購買力。 

(謝桂芬，1999) 消費者特徵與自有品牌商品會造成消費者不同的信心水

準與不同的購買行為。 

參考資料：(文化大學 王明輝，2000；世新大學 陳思倫，2002)  

(一)內部心理因素： 

  動機：指一個人為了滿足自己的特定需要，驅使其採取某些行動

之一種力量，而購買動機是多樣的、多變的。企業營銷深入細緻地分

析消費者的各種需求和動機，針對不同的需求層次和購買動機設計不

同的產品和服務，制定有效的營銷策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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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指消費者選擇、組織和解釋刺激以產生意義的過程。在接受外

在刺激或情境的反映，引起注意，並予以解讀的整個程序，分析知覺

可使企業營銷掌握這一規律，充分利用企業營銷策略，引起消費者的

注意，加深消費者的記憶，正確理解廣告，影響消費者購買行為。 

根據消費者內部心理環境因素，可分為以下幾類： 

1.自我學習：指透過自身之實際體驗，進而使行為改變的一種過程。 

2.觀察學習：指觀察其他人的行為與結果，從中取得經驗，進而使行

為改變的一種過程。 

3.信念：是指一個人對某些事物的一些看法，但不一定正確。 

4.態度：指一個人對某一事、物、觀念的評價，具有喜歡或不喜歡的

感覺及行為傾向。 

5.人格：是指個人的思想、理念上的不同，在生活中對人、己、事、

物、環境，所顯現的獨特性。是另一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消費者行為

的心理特色。 

6.自我概念：一個人對自己的看法，包含我們對自己的行為、能力或

價值觀所持有的感覺、態度及評價。 

7.生活型態：指一個人對生活的看法，像是如何花錢？如何休閒？如

何打發時間？如何從事社交活動？消費者由於生活型態不同，於是有

不同的購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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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外部環境因素 

文化：為一種價值觀和規範系統，由一群人所共同遵守，並成為一種

生活方式。 

社會階層：是指一個社會依照家庭、背景、職業、收入等特徵，可分

成幾個不同的社會類群。 

參考群體：指消費者的行為及態度，有時候會受到一些小群體的影響。 

家庭與家庭生命週期：家庭中的成員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以及家庭生

命週期的不同階段都會影響購買行為。 

(三)購買情境因素 

購買環境：商店的購買環境會影響消費者的購買行為，店內的擺設氣

氛、價格促銷、購物的容易程度都會影響消費者購買決策。 

時間：一般消費者每天的生活都是以工作為重心，下了班就會到超級

市場或百貨公司購物，所以消費者會受到時間，而影響購買行為。 

六、消費者購後行為 

不滿意與抱怨：消費者於購買後如果對於產品與服務有不滿意之

處，可能會產生抱怨行為。抱怨是消費者經過外在歸因、將未如期望

的購買結果歸咎於廠商的一種行為反應，根據其抱怨的對象與積極的

程度可以分為四種： 

(一)口頭反應：消費者向廠商表達對於購買結果不滿意，希望能獲得

廠商的適度回應與說明、甚至是補償。例：情感安撫、換貨或退

錢。 



51 

(二)私下反應：消費者向身邊好友或網路部落格等人際網路散發對產

品或廠商之負面評價，會快速影響其他消費者對品牌與廠商之印

象。此種抱怨行為對企業具有長久殺傷力最大，廠商無從得知消

費者抱怨與不滿意的原因，完全沒有機會可以補救與溝通的餘地

。因此廠商無形中損失許多顧客及潛在的消費者。 

(三)向第三者反應：消費者將自己對購買結果之不滿意訴諸媒體或消

費者保護機構，目的是想透過客觀中立的第三者來聲援自己主持

公道，此向外求援的做法可能是消費者先前向廠商溝通無效，或

購買結果涉及到不法或不公平，只好訴諸媒體或仲裁機關。 

(四)認知失調：消費者在完成購買產品後，有時候會產生認知失調，

是一種心理不舒服、不愉快的焦慮感，消費者常會因產品品牌眾

多，且各有特色而難以選擇。 

資料來源：(黃明蕙，2006、張國榮，2007) 

圖 2-3-3 消費者購後行為  

 

 

 

 

 

資料來源：廖淑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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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消費者行為模式 

在過去的研究中，已有許多學者提出消費者行為的理論及模式，

其中較著名且較廣泛被使用的有 E-K-B 模式；E-K-B 模式於1968年由

Engel, Kollat & Blackwell 三位學者共同提出，之後歷經七次修改

而成(1969-1993)。它將消費者行為視為一連續過程，而非間斷的個別

行動。以決策過程為中心，結合相關內外因素交互作用而構成。 

 Ｅ-Ｋ-Ｂ模式主要分為四個部分：資訊投入、資訊處理、決策過

程與影響決策過程的變數，如下圖 所示： 

 

 

 

 

 

 

 

 

 

 

 

 

 

 

 

 

 

 

 

 

 
 

圖2-3-4   E-K-B消費者行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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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消費者促銷傾向與品牌態度對促銷的回應 

Blattberg and Neslin(1990)對促銷傾向定義為：消費者受促銷

影響的程度，包含購買時機、品牌選擇、購買的數量、消費品類別、

門市選擇行為，或搜尋行為等。主要的是「影響」的程度，例如消費

者可能改變購買時機，增加購買數量，轉換其他品牌或門市，有可能

對某些促銷(例如折價券)有促銷傾向，但是對其他的促銷方式沒感覺(

例如商店內展示)。Lichtenstein，Netemeyer and Burton(1990)促銷

傾向是消費者會因為某產品或品牌正在舉辦促銷活動，而增加其購買

此產品或品牌的意願，即具有促銷傾向的消費者，通常是在促銷活動

的期間購買產品。 

Blattberg and Neslin(1990)認為促銷傾向的消費者像是一個購

物專家或是老練的購買者，綜合各研究者的結論，他們歸納出品牌忠

誠、家庭收入、價格敏感與促銷傾向間的相關性，對品牌忠誠來說，

部分研究顯示與促銷傾向為負相關，部分研究顯示無關，其實主要為

因果關係，亦即是否促銷傾向導致品牌轉換？或是品牌轉換都天生俱

有促銷傾向？對價格敏感度與促銷傾向則有強烈的相關性，因此多數

生產廠商提高訂價，然後使用一些需要消費者付出少部分努力的促銷

策略(例如折價券)，結果對價格對敏感的消費都認為使用折價券的努

力是值得的，至於家庭收入，因為牽涉教育背影或是其他變數，研究

顯示沒有一致性的負相關。 

Kotler(2000)、美國行銷學會對品牌的定義為：品牌是指一個名

稱、術語、標記、符號、設計或它們的聯合使用，這是用來確認一個

銷售者或一群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以與競爭者的產品或服務有所區

別。基本上，品牌也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符號。一個品牌可傳送六種層

次的意義給購買者：屬性、利益、價值、文化、個性、使用者。品牌

持久不變的意義是其價值、文化及個性，其界定品牌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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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el，Kollat and Blackwell(2001)態度是決定意圖的因素，正

面的態度不一定導致購買行為，對標的物的態度不等於行為的態度，

由於對事物的態度並不等於對行為態度，意圖與行為之間形成強烈的

關係。態度僅是意圖的因素之一，態度對行銷人員有兩個層面的意義

，可用來判斷行銷活動的效果及評估行銷活動的可行性。 

徐心怡(1999)針對消費者促銷知覺價值與促銷偏好程度之研究中

，以大學部學生及研究所碩士生為樣本，針對便利品、特殊品、選購

品等產品做研究，其結果顯示：金錢性促銷方式對消費者的知覺價值

與偏好程度沒有顯著差異；但是產品性促銷方式對消費者的知覺價值

與促銷偏好程度有顯著差異。得到的結論是：消費者與產品相同的促

銷方式之偏好程度較與產品不同的促銷方式來得高。對時機性促銷的

檢定也發現：消費者對立即得到的回饋的促銷方式之偏好程度較延緩

得到回饋的促銷方式來得高。 

在檢定品牌態度的共變效果中發現，品牌態度對金錢性、時機性

促銷方式與消費品類別對消費者的知覺價值並沒有顯著的共變效果。

同時品牌態度對於金錢性、時機性促銷方式與消費品類別消費者的偏

好程度也沒有顯著的共變效果。在促銷傾向的共變效果分析上，促銷

傾向的共變數分析發現：金錢性促銷方式與消費品類別對促銷方式的

知覺價值及偏好程度造成共變效果，及時機性促銷方式與消費品類別

促銷方式的知覺價值及偏好程度造成共變效果。 

Kotler(2000)指出在快速的環境變動下，首先引起行銷人員感興

趣的是人口統計變數，因為市場是由人口所組成的，人口統計變數包

括年齡、性別、教育、家庭所得、職業等，因為以人口統計變數與消

費者的偏好、慾求等有高度的相關性，且易測量，能讓行銷策劃者採

取有效的行銷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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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7-ELEVEn 行銷策略探討 

自 2005 年 3 月 7-ELEVEn 推出全店整合行銷，引爆便利商店業全

店行銷大戰，不僅同業相爭如火如荼，上市公司為了提升成長率，也

要跟自己競賽，像 7-ELEVEn 在 2005 年第 1 波全店行銷 Hello Kitty

磁鐵活動，較 2004 年同期業績成長 3成後，第 2 波推出迪士尼公仔再

接再厲，拉長活動時間、提高滿額送的消費門檻以及推出 3 倍的商品

折價券、成本更高的贈品，為統一超商創造十億元的業績。 

7-ELEVEn 集點促銷活動：消費滿 77 元或 88 元集一點，集滿規定

的點數(五點或十點)即可兌換贈品，不限購買全店商品包含預購商品(

如母親節蛋糕等)，不含代收售業務。 

參考報章雜誌和論文相關資料，整理出 7-ELEVEn 集點兌換促銷活動要

素： 

一、創造消費者的情感經驗，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 

「我們希望創造顧客的歡樂和喜悅，不是只停留在單純的買賣關

係，」統一超商總經理徐重仁解釋滿額送促銷的背後思維。(謝宛蓉，

2005) 

促銷活動中的公仔則選擇一般民眾都喜歡的知名品牌，如 Hello 

Kitty、迪士尼、哆啦 A 夢讓男女老少都愛不釋手，而引發親子、祖孫

、男女朋友之間合力蒐集的風潮。蒐集是人的天性，而短期、容易參

與的蒐集活動，讓消費者不知不覺就投入其中。 

在這波的促銷活動上，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在互相交換不同款式

的贈品上，增進親子朋友情感的交流，更加拉近了顧客和門市的距離

，而成功的創造門市與顧客的良好關係，進而發展成忠誠顧客，帶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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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商品的銷售量，如 7-ELEVEn 預購商品等；像 2006 年的 kitty 花

花胸章帶動了人氣買氣，就連預購推出的母親節 kitty 烙印楓糖蛋糕

也紅不讓，比類似的長崎蛋糕禮盒要貴，卻是所有常溫蛋糕中的銷售

冠軍(邱莉玲，2006)；由此可知，7-ELEVEn 滿額送贈品目標不僅放在

全店商品，透過集點兌換促銷活動進而建立良好的顧客關係管理，也

把頭腦動到可以提升業績的預購商品。 

圖 2-4-1 統一超商 2004 年和 2005 年營業收入 

資料來源：統一超商 

在首波發行 hello kitty 磁鐵的 2005 年 4/27~7/19 期間，從顧客

慢慢知道活動後，業績開始提升，更在七月份達到 101,89 億元的營收

，比起前年大幅成長 39.3%；39.3%的成長率，讓其它便利商店紛紛投

入這個戰場。 

 表 2-4-1 全家和萊爾富促銷活動 

 全家便利商店 萊爾富便利商店 

年

份 
日期 活動名稱 日期 活動名稱 

MSN 心情磁鐵 11/30~1/24 航海王磁鐵 200

5 
10/25~1/30 

MSN 祈願磁鐵 2/3~5/2 小丸子生活日記 

200 3/28~6/5 全民拼英文磁鐵 4/5~4/30 小丸子好貼心 2 

0

5,000

10,000

15,000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六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十二月

2005年 2004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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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美人魚 6 
6/6~9/11 神奇寶貝吊飾 9/20~10/31

kiki&lala許願卡 

1/30~4/9 KERORO 福袋 2/20~3/22
KiKi&LaLa立體貼/吊

飾 

4/20~5/21 原子小金剛公仔 航海王彈彈公仔 

5/22~6/18 鹹蛋超人公仔 神奇寶貝3D卡 

7/17~9/25 好神公仔六六大集 

5/9~6/5 

神奇寶貝拼圖 

200

7 

10/9~12/3 全家都是中華隊公仔 96/10/30 我們這一家 

資料來源：林茂生(2008)；萊爾富網站；本研究整理。 

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進行

進一步研究，以瞭解此類活動未來的發展方向與發展空間。 

二、創新全店式整合行銷 

美國 4A 廣告協會提出「整合行銷傳播是一種從事行銷傳播計畫的

概念。確認一份完整透澈的傳播計畫有其附加價值存在，這份計畫應

評估不同的傳播工具在策略思考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一般廣告、互動

式廣告、促銷廣告及公共關係，並將之結合，透過協調整合，提供清

晰、一致訊息，並發揮正面綜效，獲得最大利益」(裁國良，2007)。 

 

 

 

圖 2-4-2  7-ELEVEn 整合行銷傳播流程 

整合行銷手

法「全店加

玩偶行銷」 

「媒體傳播」手法 
波浪理論三波操作  

議題設定炒作話題 

網路行銷創造交換熱

潮  

代言人成功創造話題 

多媒體多管道 

銷售「產

品」及達

成業績

目標。 

目標客層滿足

顧客的需求。 
為顧客創造價

值。 

（一）利用         （二）透過            （三）達成          （四）實踐

資料來源：戴國良（2007）；劉思蓓（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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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LEVEn 除了帶給消費者創意的新玩法，首創的「全店整合行銷

」更是新利器。以往在超商，最常見的促銷莫過於某項商品特價、第

二件 8 折，或者搭配其他商品的特惠。在公仔蒐集的行銷方案中，消

費者不限購買全店任何商品，等於把行銷對象擴及到最大的全客層。

而為了滿足全客層的不同口味，讓這波行銷沒有縫隙，每張集點貼紙

背後也附有商品的折價券，要讓不為贈品所動的消費者，也感受到最

實質的回饋，再加上三波段操作模式(正常版—隱藏版—紀念版)，將

整合達到 1 加 1 大於 3 的綜效效益成果做到事半而功倍之效。 

統一超商整合行銷部部長劉鴻徵(謝宛蓉，2005)表示「全店整合

行銷模式已經被證明有效，而「消費者的想像力經常是在行銷人的後

面」，送玩偶贈品給了消費者多一個來 7-ELEVEn 的理由， 國人喜歡新

鮮事，卻很難形象化」，所以 7-ELEVEn 全店行銷的作法目前是在細節

處理上求創新，調整行銷工具和傳播策略，同時間，還要掌握產品力

、媒體傳播策略以及門市執行力，然而逐步探索並引發消費者的興趣

與購買慾。 

因為全店行銷消費滿額送，除了提高顧客單次消費的金額、帶來

業績成長外，也帶動商品開發、創新形象以及改變消費者習慣、增加

開店數，都是業者看重的。全店行銷可視為一個個整合商品和服務出

擊的「顧客忠誠度計畫」。  

三、 訂價策略 

雖然便利商店源自於美國，但是統一企業將其引入台灣後，針對

台灣本土的消費文化做了許多的調整，建構了在地化的生活空間，也

創造了差異化的消費體驗。原本美國南方公司，鎖定的目標市場是家

庭主婦，門市多設於住宅區，營業時間為早上七點到晚上十一點，這

也是 7-ELEVEn 名稱的由來。經過統一企業長久以來對台灣消費社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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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最後將目標市場定位為學生和上班族，營業時間延長為二十四

小特，配合台灣地區的消費習慣，在商品結構上也配合地方消費市場

的特性與喜好(謝佳宇，2005)。 

由此可知，目前十幾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就是便利商店的主要

消費人口，當然這次 7-ELEVEn 的全店整合行銷也是從這群年輕人切入

，包括電視廣告內容都是以男女朋友互相幫對方蒐集 Hello Kitty 磁

鐵，來傳達隱含的幸福感。既然是鎖定年輕人，再加上便利商店的消

費單價本來就不高，因此滿額贈送的門檻不能太高，價格的設定，既

要能引起年輕族群的注意，又要讓他們容易達到，於是訂為 77 元，比

起店內平均單價高 17 元，而剛好和 Kitty 的音相似，並且又是

7-ELEVEn，加上兩個 7 容易記憶，迅速獲取年輕消費族群的認同，表

示 7-ELEVEn 的定價策略成功打動年輕人的心。 

四、 隨貨附贈/品牌策略行銷成敗關鍵  

公仔品牌選擇最為重要，尤其選擇消費者喜歡的卡通肖像或是將

神明予以卡通化，都能創造出消費者蒐集的興趣，提高消費者願意花

錢消費或加價購買的動機(林茂仁，2008)。但光用 Hello Kitty 不能

保證成功，過去也有失敗例子，關鍵在能否開發出足夠吸引人的贈品。  

達聯總經理陳子玫(邱莉玲，2006)表示「隨貨附贈(Incremental 

Sales)的概念，是鼓勵消費者額外支出，付出小小代價去蒐集她們喜

歡的贈品，進一步增加店家業績，關鍵就在於公仔選擇」，Hello Kitty

、Snoopy 或米老鼠等產品具有粉絲多和周邊商品多元特性的玩偶，不

分年齡都可接受，以 Hello Kitty 為例，先後為麥當勞、7-ELEVEn 等

創造銷售，更被業界稱為「無敵神貓」。分析這一系列玩偶行銷的成敗

，發現玩偶行銷策略有 3個基本成功要素： 

1.易計算、排序；2.易攜帶；3.易蒐藏，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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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連串的促銷活動不僅帶動人氣和買氣，就連 7-ELEVEn 預購推

出的節慶活動商品(如母親節蛋糕)銷售成績也持續提升，所以

7-ELEVEn 積極的擴大產品範圍，讓集點兌換促銷策略可以帶動全店業

績。 

不可諱言，3,500 家店面是統一超商獨具的通路優勢。奧美整合

行銷傳播集團策略長陳倩如(2005)分析，據點多、距離近、金額低，

而且是大眾本來就會經常到店的地方，是統一超商行銷成功的基本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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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公仔的定義 

公仔是由香港傳過來的一種說法，主要是指玩偶的意思。早期這

種近似真人而具個人化特色造型的玩偶慢慢在市面上開始流行，在設

計師與顧客的需求下，公仔的尺寸隨設計師而有不等的身高，小則 2、

3 吋，大則 2、3 呎，均吸引不同的喜好者。無論何種尺寸，在設計

師的巧手下，均可將其豐沛的創意，表現的淋漓盡致，如迷你型公仔

精緻的五官、肢體、色彩，較大型公仔的服飾、配件，甚至是表情、

色彩、可動的關節等，均得以表現其獨特的個性。更因如此，小小一

個 12 吋高的公仔，售價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還有價位到數十萬

元的，因此公仔成了創意商業化商品的成功典範之一。 

公仔不僅結合了個性、收藏、趨勢、流行、文化認同更能展現出

藝術品味。符合時下追求流行、復古、講求個人主張及追求流行的文

化意識型態和情感。其主要理由有以下幾點： 

1.收藏兒時情懷：每個人都有過童年，有些人正在享受童年，而有些

人則是想找回童年。在那天真無邪的年代裡，你是否也曾經在小小的

抽屜中藏著一個陪伴你長大的玩具？因此，公仔的誕生，這麼具流行

性的商品，讓在追尋過往童年的你，不收藏也難。 

2.「獨一無二」的個人主張：公仔的設計，具有獨特性，更可依照個

人需求量身訂作的個性化商品，符合消費者追求「個性化」及個人的

主張－因此公仔成為一個最佳商品。 

3.次文化認同：公仔由於在精神與設計上原本就以青少年生活中的音

樂、勁爆、前衛為前題，所以不管是各種漫畫卡通人物系列，或是設

計師親手研發的各種人物系列，皆能引起許多消費者的共鳴，因此消

費者可依照自己的喜愛來購買公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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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公仔也對於便利店業者，帶來額外的商機－「便利商

店也要做 24 小時的玩具店」除了有小熊維尼、哈姆太郎等卡通授權

的玩具、餅乾、糖果之外，近來超商門市還大量增加各式復古玩偶、

扭蛋、公仔等收藏型的玩具。一般而言，玩具約占便利商店總營業額

的 2%左右，日本的便利商店，玩具的營業額比台灣多出一倍，主要是

因為日本人對收藏玩具比較熱衷，且願意花更多的時間與金錢去收

集，因此只要他們覺得有收藏價值或增值空間的玩具，收集者通常不

會只買一份，部分用於自我收藏，部分上網競標獲利。因為看好玩具

市場的潛力，國內超商也紛紛投入這樣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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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國內相關研究探討 

在 2005 年時，7-ELEVEn 以滿額送贈品的行銷手法轟動整個行銷

市場，達到單月營業額 101,89 億元的營收，迫使各家超商也一起加入

戰爭；以致引起許多探討贈品行銷策略手法的研究出現，目前對贈品

、便利商店促銷手法進行研究的文獻主要計有六、七篇，對近期的相

關文獻，經歸納整理如下。 

表 2-5-1 贈品對消費者影響相關研究文獻一覽表 

研究者 研究主題 主要內容 研究結果 

2006 

黃 

靜 

瑜 

收藏型贈

品之象徵

意義及消

費價值對

收藏行為

影響之研

究 

目的在探討消費者對具有收藏性質

的贈品所表現出的收藏行為，歸納出

收藏型贈品對於消費者的象徵意義

，進而探究購買心理，另外了解消費

者進行贈品收集時所重視的消費價

值，透過變異數分析了解哪些人口變

數會影響消費者的收藏行為。 

1.較重視自我延伸價值的消

費者中，會將 Kitty 視為傳統

象徵意義的消費者會收集較

多的磁鐵。 

2.研究發現性別和月收入(2

萬到 3 萬元的消費者)會有顯

著影響其收藏行為。 

3.研究中發現大多是女性較

喜愛收集具有收藏性的贈品

，男性多半扮演著幫忙收集的

角色。 

4.消費者獲得特別版時，會覺

得更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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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劉 

思 

蓓 

從烏托邦

觀點探討

企業的行

銷 策 略 

－ 以

7-ELEVEn

運 用

Hello 

Kitty 促

銷為例 

本研究試圖將文學的鳥托邦概念跨

領域應用於行銷實務的操作上，透過

對 7-ELEVEn 符號、媒體、空間以及

訂價策略的分析，描述一個消費鳥托

邦的出現，探討企業在從事全店整合

行銷時，其背後的策略思考。 

1.除了要有魅力的符號之外

，媒體、空間和訂價策略的相

輔相成，也是活動成功相當重

要的關鍵。 

2.發現 Hello Kitty 再加上名

人代言成功效果最大。 

3.7-ELEVEn 缺少重視不同屬

性的消費者需求，應該了解不

同消費者喜好，將更有利行銷

活動。 

4.提供更多非物質的回饋給

消費者，而非停留在「價格」

等經濟利益考量，而且折價券

搭配商品的形象與 Hello 

Kitty 的烏托邦特質不符。 

2007 

陳 

士 

葦 

免費贈品

促銷形式

對消費者

整體評價

及知覺操

作意圖之

影響 

本研究是以消費性電子產品-數位相

機作為實驗設計的產品，且以學生族

群作為抽樣對象針對贈品吸引力(高

/低)、贈品配適度(高/低)、贈品價

值的告知(有/無)、贈品直接性(直接

/延遲)混合實驗設計之方式進行，討

論四個贈品自變數分別對顧客反應

裡的整體評價和知覺操作意圖之影

響。 

1.贈品吸引力對整體評價有

顯著差異，所以吸引力越高，

相對的整體評價也就越高。 

2.贈品與產品的搭配配適度

高對整體評價而言，會有強化

的作用，而配適度高下贈品價

值告知有利於配適度底下贈

品價值告知。 

3.整體評價中，吸引力高且配

適度也高>吸引力高但配適度

低>吸引力低但配適度高>吸

引力和配適度都低，若無法找

出吸引力高，至少也要配適度

高的贈品促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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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林 

茂 

生 

便利商店

議題性贈

品促銷活

動對營業

額之影響 

本研究透過深度訪談，直接訪談便利

商店主管，整理出資訊再以傳播學的

議題設定理論及議題管理來分析議

題性贈品促銷活動的成功因素，讓促

銷活動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吸引到

最多消費者的目光，進一步刺激銷售

業績的成長。 

1.首次採用的議題性贈品效

果最好。 

2.議題性贈品的選擇最為重

要，統一超商及全家都認為公

仔肖像占整個促銷活動成敗

的七成以上 

3.議題性贈品促銷過程中，適

時加入時事議題的元素，有助

延讀議題性贈品促銷活動的

熱度，讓營業額能持續走高。

上述研究文獻中，經歸納分類有 

一、 探討消費者心理為主要研究者有(黃靜瑜，2006)。 

二、 探討促銷效果和營業額之影響為主要研究者有(劉思蓓，2006；

林茂生 2008)。 

三、 促銷贈品搭配效果對消費者影響(陳士葦，2007)。 

由上述的文獻中，大多都是討論贈品搭配對消費者的滿意度，也

有針對 7-ELEVEn 策略探討成功關鍵和營業額影響的，本篇論文最接近

(黃靜瑜，2006)的對消費者的象徵意義，本研究除了針對 7-ELEVEn

策略探討之外，主要針對影響消費者消費意願和公仔對消費者的象徵

意義，提供業者未來設計促銷活動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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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本文之研究設計將分為下列五部份：包括研究架構、研究工具、

研究假設、統計方法以及實施過程。 

本文之研究架構以促銷活動、消費習性、再參與意願、消費價值

、人口變項五個變數。 

 

 

 

 

                                                       

 

 

 

 

圖3-1-1 研究架構圖 

促銷活動 

消費習性

人口變項 

性別 

年齡 

學歷 

個人每月可支配所得 

職業 

消費價值

功能性 

情感性 

社會性 

H1

H3

H2

再參與意願 

H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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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工具 

一、問卷之編製 

本研究問卷各量表之編製，包含二個階段：首先，透過第二章的

文獻探討過程，藉以綜合、歸納並建構本研究問卷各分量表之初

稿，先由指導老師修正，再委請口試老師，分別就題項適切性、

題意表達、文字敘述的完整性與明確性，加以增刪潤飾，問卷得

以完成。第二階段，預定於未知發放修正後的正式問卷進行研究

。 

二、問卷內容 

研究編製「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行為之影響，

以台中地區7-ELEVEn為例。」問卷調查初稿以作為本研究之調查

工具，本問卷包括二部份，分別為：個人基本資料、消費行為的

價值量表。各部份之內容則說明如下： 

(一)個人基本資料，欲獲得之受試者基本變項包括： 

1.性別：分男性與女性等2組。 

2.年齡：15 歲以下、16~25 歲、26~35 歲、36~45 歲、46 歲以上等 5

組。 

3.學歷：國中(含)以下、高中(職)、大學(專科)含所以上等 3組。 

4.職業：學生、軍公教、服務業、資訊業、待業中、其他等 5組。 

5.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5,000 元以下、5,001 元~17,279 元、17,280 元~25,000 元、25,001

元~35,000 元、35,001 元以上等 5組。 

6.收入是否為家中經濟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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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消費價值 

本量表：包括3個構面19個題項，功能性價值、情感性價值、社

會性價值 

表3-2-1消費價值 

消費價值 內容 

功能性價值 

1.7-11集點兌換的限量公仔有可轉賣換現金的價值 

2.7-11的消費集點兌換活動讓我覺得物超所值 

3.消費即可得到點數，讓我覺得作了一個好交易 

4.促銷活動訊息是我選擇便利商店消費時的重要指標 

6.看到 7-11 的集點促銷活動，會提醒我該去逛逛了 

7.看到 7-11 集點兌換活動會讓我有想入店消費的念頭 

12.我認為消費滿77元的門檻是合理的價格 

17.我覺得限量特別版的公仔可以增加我集點的挑戰性 

情感性價值 

5.忘了使用 7-11 的促銷點數會讓我覺得可惜 

8.參與 7-11 的集點兌換活動，讓我有愉悅的感覺 

9.7-11 的集點促銷活動創造了購物時的歡樂氣氛 

10.促銷集點得到免費的贈品，讓我有愉快的感覺 

11.我在 7-11 公仔的促銷活動下，引發消費購買慾望的程度變大 

14.我會打聽有關集點兌換公仔的訊息，一推出就馬上去收集 

15.當我消費意外得到點數，覺得不錯就持續消費收集 

19.我蒐集公仔是因為本身收集公仔是我的興趣 

社會性價值 

16.我會請親朋好友幫我一起收集兌換的點數 

18.我會和別人交換重複的公仔 

20.受到生活周遭朋友的影響，讓我也會想參加集點兌換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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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假設 

依據本文之研究目的，擬訂出四項研究假說，且均以虛無假說敘

述如下： 

H1：不同背景變項(年齡、性別、學歷)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

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H2：不同消費習性(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項數)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

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H3：不同促銷活動偏好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

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H4：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的消費者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

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第四節 實施過程 

本研究的主要對象，乃針對問卷發放期間，有在便利商店消費的

習慣與經驗的族群大致上可分為學生族群、上班族群及家庭族群等。 

於西元 2009 年 2 月 15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共計發放 300 份問

卷，經研究者審慎檢查，剔除填答不完全或選答相同答案等廢卷 32

份得有效問卷 268 份，有效回收率為 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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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統計方法 

調查問卷回收後，即著手剔除廢卷，並進行統計程式的編寫。爾

後輸入資料，透過個人電腦統計軟體SPSS for Windows的輔助，以進

行統計分析的過程。所採行的統計分析方法，皆是針對本研究之目的

與假設而進行的，計有： 

一、次數分配及百分比分配： 

(一)描述樣本分佈情形。 

(二)描述調查樣本中的消費者的消費行為 

二、t檢定分析： 

(一)針對背景變項中的二分名義項-性別，以分析「不同性別的消費者

對於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上的差異情形」。 

(二)針對背景變項中的二分名義項-性別，以分析「不同性別的消費者

對於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行為上的差異情形」。 

(三)針對二分名義變項之再消費意願，以分析「不同再消費意願的消

費者在對於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的差異情形」。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一)針對性別以外的其他背景變項，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

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上的差異情形」。若

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二)針對性別以外的其他背景變項，以分析「不同背景變項的消費者

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行為上的差異情形」。若

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三)針對不同消費價值的消費者，以分析「不同消費價值的消費者在

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行為上的差異情形」。若

有顯著差異，再以 Scheffe 法進行事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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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研究結果與分析 
在研究結果分析，我們將以實際收回的問卷，先進行問卷檢視，

判別問卷是否為有效問卷或無效問卷，接著進行資料彙整與分析。本

問卷共發放 300 份問卷，實際回收 268 份有效問卷。並且依據研究假

設與研究目的對各項變數進行統計分析。 

第一節 樣本描述性統計 

研究資料處理係以 SPSS for Windows 10.0 版統計套裝軟體進行

資料建檔與統計分析，依研究設計及變項性質，採用統計方法如下： 

一、受訪者基本資料 

表 4-1-1 樣本特性統計表 

個人統計變項 變項分類 個數(人) 百分比(%) 

男 139 51.87 
性別 

女 129 48.13 

15 歲(含)以下 5 1.87 

16 歲-25 歲 203 75.75 

26 歲-35 歲 27 10.07 

36 歲-45 歲 23 8.58 

年齡 

46 歲以上 10 3.73 

國中(含)以下 9 3.36 

高中(職) 23 8.58 學歷 

大學(專科)以上 236 88.06 

學生 206 76.87 

軍公教 5 1.87 

服務業 14 5.22 

資訊業 5 1.87 

待業中 23 8.58 

職業 

其他 15 5.59 

5000 元以下 126 47.01 

5001 元-17279 元 96 35.82 

17280 元-25000 元 18 6.72 

25001 元-35000 元 16 5.97 

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35001 元以上 12 4.48 

是 54 20.15 收入是否為家中主要

經濟來源? 否 214 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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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有效回收問卷數268份，其樣本群特性由表4-1-1可知，受

訪樣本依性別區分男女分別佔53.87%、48.13%，各佔近一半的比例；

女性消費者129人(48.13%)、男性消費者139人(51.87%)；受訪樣本不

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79.85%高於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的20.15%，年

齡主要集中於16~25歲(75.75%)，其次為26~35歲(10.07%)，15歲以下

(1.87%)，36~45歲(8.58%)，46歲以上(3.73%)的消費者；學歷最多的

是大學(專科)以上(88.06%)，其次是高中職(8.58%)，國中(含)以下

(1.9%)，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5000元以下的佔(47.01%)、5001元-17279

元佔(35.82%)、 25001元-35000元(6.72%)、 35001元以上 (4.48%)

，收入是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佔(20.15%)、收入不是家中主要經濟來

源者佔(79.85%)。 

二、受訪者集點兌換需求與影響因素 

(一)、品牌公仔吸引力 

表 4-1-2 品牌公仔吸引力統計表 

排名 公仔 次數 百分比% 

第一名 哆啦 A夢 66 24.63 

第二名 迪士尼系列公仔 63 23.51 

第三名 Hello Kitty 34 12.69 

第四名 海賊王 7 2.6 

第五名 史努比 6 2.2 

由以上表 4-1-2 統計表得知，消費者心目中最吸引人的前三名公

仔分別是哆啦 A 夢(24.63%)、迪士尼系列公仔(23.51%)、Hello 

Kitty(12.69%)、其次是史努比(7.46%)、海賊王(5.6%)另外明星造型

公仔對於消費者也有極大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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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參與 7-ELEVEn 的集點兌換活動的原因 

表 4-1-3 參與 7-ELEVEn 的集點兌換活動原因統計表 

排名 
參與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原

因 
次數 百分比 

第一名 親朋好友正在收集 120 44.78 

第二名 贈品很獨特 72 26.87 

第三名 幫他人收集 67 25.00 

第四名 兌換門檻低 6 2.24 

第五名 剛好購買的金額可以集點兌換 3 1.12 

由以上表4-1-3統計表得知，真正讓消費者想參與集點兌換活動的

原因第一名是親朋好友正在收集(44.78%)、第二名是贈品很獨特

(26.87%)、第三名是幫他人收集(25%)、第四名是兌換門檻低(2.24%)

、第五名是剛好購買的金額可以集點兌換(1.12%)，由統計表得知大部

分的消費者會參與集點兌換活動大多是因為親朋好友的群聚的影響力

。 

(三)、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意願 

表 4-1-4 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意願統計表 

意願 次數 百分比 

是 146 54.48 

否 121 45.15 

由以上表 4-1-4 統計表得知，表示有意願繼續投入相關集點活動

的佔(54.48%)，沒有意願的佔(45.15%)雖然一半以上的消費者都願意

再度參與集點兌換促銷活動，集點兌換活動還是有發展的可能性但仍

還需要改變方向或是增加新的元素與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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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曾參與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次數 

表 4-1-5 曾參與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調查表 

參與次數 次數 百分比 

0 28 10.45 

1 101 37.69 

2 71 26.49 

3 37 13.81 

4 18 6.72 

5 3 1.12 

6 10 3.73 

由表4-1-5得知，曾經參與過一項的佔比例最高(10.45%)、其次是

參與過二項的佔比例(37.69%)、參與過三項的佔比例(13.81%)、參與

過四項的佔比例(6.72%)、參與過五項的佔比例(1.12%)、參與過六項

的佔比例(3.73%)，由統計表結論出，消費者在過去消費經驗中，大多

抱持著試著兌換的心態，如果符合本身需求才會產生再消費意願。 

(五)、最喜歡光顧的便利商店 

表 4-1-6 最喜歡光顧的便利商店統計表 

消費意願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小計 

7-ELEVEn 232 30 5 267 

全家 27 188 40 255 

萊爾富 3 38 159 200 

OK 4 9 61 74 

中日超商 1 0 1 2 

中油便利商店 1 1 0 2 

台糖蜜鄰 0 1 2 3 

總計 268 268 268  

本題項請受訪者選出最喜歡消費的便利商店的前 3 名；發現

7-ELEVEn 為第一名的次數是 232、全家為第二名的次數是 188、萊爾

富為第三名的次數是 159。統計表得知最高的是 7-ELEVEn、其次是全

家、萊爾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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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最喜歡的便利商店促銷活動類別調查 

表 4-1-7 最喜歡便利商店促銷活動類別統計表 

促銷活動喜好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小計 

折扣 86 72 44 202 

折價卷 29 36 46 111 

抽獎降價 43 35 31 109 

免費贈品 41 29 32 102 

加量不加價 20 43 28 91 

集點送贈品(公仔、磁鐵⋯) 18 19 28 65 

集點送商品(特定飲料零食) 16 15 27 58 

贊助公益團體 7 9 18 34 

摸彩 5 10 13 28 

其他 3 0 1 4 

本題項請每個受訪者選出最喜歡便利商店促銷活動類別的前5名

；發現折扣、折價卷、抽獎降價、免費贈品、加量不加價為較獲青睞

的前 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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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問卷信度分析 

一、顧客期望服務品質量表信度分析 

本量表信度係用Cronbach's α係數衡量各變數之間共同因素的

關連性，計算出衡量所得的總變異數與各別變異數，來檢驗問卷題項

間的一致性、穩定性。修正過的問卷依選樣標準取268份問卷。根據

Wortzel(1979)的建議，信度係數若大於0.7，表示信度相當高；若介

於0.7到0.35間表示尚可；若小於0.35則為低信度。由下表4-2-1可知

各問項構面Cronbach's α係數均大於0.7，顯示本問卷各問項構面的

信度非常高。相對的α值越高，表示此量表信度越高，所以在各題項

之間也具有更高的一致性。 

表 4-2-1 消費價值量表信度分析表 

構

面 
題項 

平均

數 

標準

差 
信度

1.7-ELEVEn 集點兌換的限量公仔具有轉賣換現金的價值 3.33 1.01 

3.消費即可得到點數，讓我覺得作了一個好交易 3.20 0.92 

4.促銷活動訊息是我選擇便利商店消費時的重要指標 3.51 1.03 

5.忘了使用 7-ELEVEn 的促銷點數會讓我覺得可惜 3.22 1.09 

6.看到 7-ELEVEn 的集點促銷活動，會提醒我該去逛逛了 3.03 1.03 

7.看到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會讓我有想入店消費的念頭 3.20 1.01 

功
能
性
價
值 

9.7-ELEVEn 的集點促銷活動創造了購物時的歡樂氣氛 3.28 0.92 

0.8336

2.7-ELEVEn 的消費集點兌換活動讓我覺得物超所值 3.02 0.94 

8.參與 7-ELEVEn 的集點兌換活動，讓我有愉悅的感覺 3.17 0.95 

12.我認為消費滿 77 元得點數的門檻是合理的價格 2.54 0.98 

情
感
性
價
值 13.我會打聽有關集點兌換的訊息，一推出就馬上去收集 2.49 1.00 

0.7034

10.促銷集點得到免費的贈品，讓我有愉快的感覺 3.63 0.94 

11.集點兌換的促銷活動，會提高我在 7-ELEVEn 消費的慾望 3.30 1.03 

14.當我消費意外得到點數，覺得不錯就持續消費收集 3.49 0.93 

15.我會請親朋好友幫我一起收集兌換的點數 3.26 1.14 

16.我覺得限量特別版的公仔可以增加我集點的挑戰性 3.32 1.15 

17.我會和別人交換重複的公仔 3.34 1.09 

18.我蒐集公仔是因為收集公仔是我的興趣 2.76 1.13 

社
會
性
價
值 

19.受到生活周遭朋友的影響，讓我也會想參加集點兌換 

   的活動 
3.12 1.09 

0.87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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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假設驗證 

本節將針對本研究之假設作假設驗證。 

H1：不同背景變項(年齡、性別、學歷)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

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一、性別 

表 4-3-1 不同性別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 t檢定表 

 性別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男 139 3.29 0.80 
社會性價值 

女 129 3.26 0.76 
0.34 

男 139 2.82 0.77 
情感性價值 

女 129 2.79 0.63 
0.43 

男 139 3.25 0.74 
功能性價值 

女 129 3.26 0.69 
-0.107 

P<0.05* 

由表 4-3-1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

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論男女受訪者在社

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三個構面的消費價值認同程度均

無顯著差異。 

二、年齡 

表 4-3-2 不同年齡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消費價值之變異量分析表 

構面 年齡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15 歲(含)以下 5 3.18 1.23 

16 歲-25 歲 203 3.25 0.77 

26 歲-35 歲 27 3.12 0.93 

36 歲-45 歲 23 3.39 0.53 

社會

性價

值 

46 歲以上 10 3.98 0.55 

2.504*  

15 歲(含)以下 5 2.45 0.87 

16 歲-25 歲 203 2.79 0.68 

情感

性價

值 26 歲-35 歲 27 2.78 0.75 

3.080* 46 歲以上組＞16 歲

-25 歲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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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歲-45 歲 23 2.76 0.79 

46 歲以上 10 3.53 0.40 

15 歲(含)以下 5 2.91 1.12 

16 歲-25 歲 203 3.20 0.71 

26 歲-35 歲 27 3.25 0.77 

36 歲-45 歲 23 3.53 0.49 

功能

性價

值 

46 歲以上 10 3.77 0.51 

2.823*  

P<0.05*，P<0.01** 

由表 4-3-2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

功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年齡的受訪者在

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三個構面的消費價值認同程度

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僅在情感性價值構面

達到顯著差異，且是 46 歲以上組高於 16 歲-25 歲組( =3.53>2.79)。 

三、學歷 

表 4-3-3 不同學歷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變異量分析表 

構面 學歷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

後比較 

國中(含)以下 9 3.29 0.96 

高中(職) 23 3.76 0.58 社會性價值 

大學(專科)含以上 236 3.23 0.78 

4.855* 

高中(職)組>

大學(專科)

含以上組 

國中(含)以下 9 2.72 0.96 

高中(職) 23 3.07 0.65 情感性價值 

大學(專科)含以上 236 2.78 0.70 

1.744  

國中(含)以下 9 3.30 0.91 

高中(職) 23 3.57 0.56 功能性價值 

大學(專科)含以上 236 3.22 0.71 

2.603  

由表 4-3-3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僅在社會性價值構面上達到

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學歷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構面上之消費價值認

同程度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社會性價值

構面方面，高中(職)組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組( =3.76>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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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職業 

表 4-3-4 不同職業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變異量分析表 

構面 職業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學生 206 3.23 0.80 

軍公教 5 3.48 0.73 

服務業 14 3.51 0.56 

資訊業 5 3.83 0.62 

待業中 23 3.16 0.83 

社會性價值 

其他 15 3.63 0.51 

1.658 

學生 206 2.75 0.70 

軍公教 5 3.10 1.15 

服務業 14 2.89 0.66 

資訊業 5 3.20 0.48 

待業中 23 3.04 0.77 

情感性價值 

其他 15 2.87 0.58 

1.319 

學生 206 3.18 0.73 

軍公教 5 3.37 0.51 

服務業 14 3.64 0.57 

資訊業 5 3.69 0.47 

待業中 23 3.39 0.69 

功能性價值 

其他 15 3.50 0.42 

2.279* 

由表4-3-4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僅在功能性價值構面上達到顯

著差異；表示不同職業的受訪者在功能性價值構面上的消費價值認同

程度存在顯著差異；但經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發現並未達到組間顯

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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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表 4-3-5 不同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變異

量分析表 

構面 
平均每月可支

配所得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5000 元以下 126 3.22 0.76 

5001-17279 96 3.28 0.83 

17280-25000 18 3.40 0.71 

25001-35000 16 3.65 0.47 

社會性價值 

35001-45000 12 3.22 1.03 

1.209 

5000 元以下 126 2.77 0.64 

5001-17279 96 2.85 0.75 

17280-25000 18 2.67 0.71 

25001-35000 16 3.08 0.70 

情感性價值 

35001-45000 12 2.75 0.90 

0.971 

5000 元以下 126 3.16 0.66 

5001-17279 96 3.29 0.75 

17280-25000 18 3.30 0.80 

25001-35000 16 3.71 0.50 

功能性價值 

35001-45000 12 3.27 0.84 

2.264 

由表4-3-5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

功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平均每月可支

配所得的受訪者在三個構面上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六、是否為家中經濟支柱狀態 
表 4-3-6 不同經濟支柱狀態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 t檢定表 

構面 
收入是否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是 54 3.37 0.84 
社會性價值 

否 214 3.25 0.77 
0.923 

是 54 2.95 0.79 
情感性價值 

否 214 2.77 0.68 
1.536 

是 54 3.38 0.75 
功能性價值 

否 214 3.22 0.70 
1.365 

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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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4-3-6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

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未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論收入是否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三個

構面的消費價值認同程度均無顯著差異存在。 

H2：不同消費習性（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項數）消費者在對便利

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表 4-3-7 不同參與次數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消費價值之變異量分析表 

構面 參與次數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0 28 2.79 0.90 

1 101 3.00 0.80 

2 71 3.55 0.60 

3 37 3.55 0.57 

4 18 3.61 0.63 

5 3 4.38 0.76 

社會

性價

值 

6 10 3.50 0.80 

9.073**

曾參與2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 2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3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 3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4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5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0 28 2.43 0.81 

1 101 2.65 0.69 

2 71 2.98 0.60 

3 37 3.14 0.65 

4 18 2.71 0.72 

5 3 3.67 0.29 

情感

性價

值 

6 10 2.85 0.64 

5.634**

曾參與2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3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不曾參

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曾參與 3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0 28 2.93 0.71 

1 101 3.07 0.81 

2 71 3.45 0.57 

3 37 3.47 0.53 

4 18 3.37 0.50 

5 3 4.19 0.66 

功能

性價

值 

6 10 3.30 0.69 

4.954**
曾參與 2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由表 4-3-7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

、功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不同集點兌換活動

中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三個構面的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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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認同程度存在顯著差異；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在社會

性價值構面達到顯著差異，在社會性價值曾參與 2 項 7-11 集點兌換活

動組高於不曾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3.55>2.79)，曾參與 2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 =3.55>3.00)、曾參與3項7-11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不曾參與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3.53>2.79)、曾參與 3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高於參與1項 7-11集點兌換活動組( =3.53>3.00)、曾參與4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不曾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3.61>2.79)

、曾參與 5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不曾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

組( =4.38>2.79)，在情感性價值構面達到顯著差異，曾參與2項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不曾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2.98>2.43)

、曾參與 3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不曾參與 7-11 集點兌換活動

組( =3.14>2.43)、曾參與 3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 =3.14>2.65)，在功能性價值構面達到顯著差

異，曾參與 2 項 7-11 集點兌換活動組高於參與 1 項 7-11 集點兌換活

動組( =3.45>3.07)。 

H3：不同促銷活動偏好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

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表4-3-8不同便利商店的促銷活動偏好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

變異量分析表 

構面 便利商店的促銷活動偏好 個數平均數 標準差 F值 
Scheffe 事

後比較 

抽獎降價 43 3.03 0.70 

折扣 86 3.23 0.77 

加量不加價 20 3.39 0.98 

折價卷 29 3.37 0.77 

贊助公益團體 7 2.73 1.42 

免費贈品 41 3.36 0.66 

摸彩 5 3.35 0.39 

社
會
性
價
值 

集點送贈品(公仔、磁鐵⋯) 18 3.81 0.66 

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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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點送商品(特定飲料零食) 16 3.40 0.72 

其他 3 2.83 0.75 

抽獎降價 43 2.67 0.74 

折扣 86 2.79 0.66 

加量不加價 20 2.76 0.89 

折價卷 29 2.90 0.68 

贊助公益團體 7 2.18 1.10 

免費贈品 41 2.92 0.58 

摸彩 5 2.70 0.48 

集點送贈品(公仔、磁鐵⋯) 18 3.22 0.60 

集點送商品(特定飲料零食) 16 2.80 0.73 

情
感
性
價
值 

其他 3 2.33 0.14 

1.903 

抽獎降價 43 3.15 0.66 

折扣 86 3.18 0.74 

加量不加價 20 3.19 0.79 

折價卷 29 3.33 0.72 

贊助公益團體 7 2.76 1.31 

免費贈品 41 3.34 0.61 

摸彩 5 3.54 0.43 

集點送贈品(公仔、磁鐵⋯) 18 3.46 0.45 

集點送商品(特定飲料零食) 16 3.52 0.78 

功
能
性
價
值 

其他 3 3.24 0.08 

1.216 

由表 4-3-8 之變異量分析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構面上達到顯

著差異；表示不同促銷活動偏好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存在顯著差異

；經 Scheffe 事後比較，結果發現未達到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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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的消費者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

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無顯著差異。 

表 4-3-9 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之 t檢

定表 

構面 

會繼續投入

相關的集點

活動嗎？ 

個數 平均數 標準差 t 值 

是 146 3.55 0.66 
社會性價值 

否 121 2.96 0.80 
6.465** 

是 146 2.96 0.67 
情感性價值 

否 121 2.62 0.71 
3.939** 

是 146 3.47 0.59 
功能性價值 

否 121 2.99 0.76 
5.689** 

P<0.05*，P<0.01** 

由表 4-3-9 之 t 檢定結果可知：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

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表示會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

活動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三個構面的消

費價值認同程度均高於不會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的受訪者。平均

值分別是 =3.55>2.96， =2.96>2.62， =3.47>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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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發現與建議 

本研究旨在探討促銷兌換活動影響消費行為之相關因素，為達成

本研究之目的，首先蒐集國內外促銷兌換活動有關促銷活動、消費者

行為、消費價值之相關文獻，透過文獻探討的以建構本研究之研究工

具。 

第一節 研究發現 

綜合本研究所獲致之結果，並依據本研究之目的，茲歸納獲得之

研究發現如下： 

一、由相關理論與文獻的探討，歸納促銷兌換活動影響消費行為的消

費價值，包括功能性價值、情感性價值、社會性價值。 

二、本研究調查與分析結果。 

(一)不同背景的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各向度之差異情形。 

1.不同年齡層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有顯著差異，

結果發現 46 歲以上的受訪者在情感性價值構面高於 16 歲-25 歲的

受訪者。 

2.不同學歷受訪者在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消費價值僅在社會性價值構

面上達到顯著差異，結果發現高中(職)的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構面

方面高於大學(專科)含以上的受訪者。 

(二)不同消費習性(參與7-ELEVEn集點兌換活動項數)消費者在對便利

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上之差異情形。 

1.不同消費習性（參與 7-ELEVEn 集點兌換活動項數）消費者對便利商

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費價值的認同程度方面，在社會性價值

、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達到顯著差異；結果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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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曾參與在這三個構面上曾參與多項 7-ELEVEn 集點兌換促銷活動

都高於參與少項 7-ELEVEn 集點兌換促銷活動。 

 (三)不同促銷活動偏好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

消費價值上之差異情形。 

1.不同促銷活動偏好的消費者在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消

費價值方面，經事後比較並未達到顯著差異。 

(四)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的消費者對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

銷活動的消費價值之差異情形。 

1.不同再參與集點活動意願的消費者對便利商店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

受訪者在社會性價值、情感性價值、功能性價值等三個構面上均達

到顯著差異。且是會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的受訪者的消費價值

認同程度高於不會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的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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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結果與討論 

基於前述之研究發現，本研究做出以下結論： 

一、在消費者消費意願方面，願意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兌換活動意願

，比例達 54.48%是有意願在繼續投入，不願意在繼續投入相關的

集點兌換活動意願佔 45.15%，表示消費者願意在投入集點兌換活

動意願比例還是有一定程度的水準。此結果顯示消費者對於

7-ELEVEn 集點兌換促銷活動持正面支持與願意參與的態度。 

二、在消費習慣上，消費者易受到消費習慣的影響，而選擇到不同的

便利商店消費，從統計結果指出，消費者最喜歡光顧的便利商店

，第一名是 7-ELEVEn、第二名是全家、第三名是萊爾富，此一結

果與從 2009 年 3 月 14 日(維基百科)統計結果相呼應：7-ELEVEn

目前店面數已從去年的 4800 家，增加到 4,814 比去年增加了 14

家；全家便利商店，截至 2009 年 2 月 29 日止，在臺灣也增加到

2339 家，比去年增加了 70 家，萊爾富便利商店，雖然沒有增加

店面數，但在台灣的便利商店地位仍位居第三。由此一結果更可

說明消費者的支持對於便利商店的成長有密切的關聯，同時，便

利商店所提供的便利性與普及性，使得便利商店逐漸成為生活的

一部份，正如便利商店的廣告所言「Always Open 7-ELEVEn」、「

全家就是你家」，傳統柑仔店無可避免的成為歷史，走向生活便利

化的連鎖便利店時代。 

三、研究發現較獲消費者青睞的前 5 名便利商店促銷活動為折扣、折

價卷、抽獎降價、免費贈品、加量不加價。代表現在的消費者已

不熱衷集點兌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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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建議 

綜合本研究之文獻分析及研究發現，茲提出下列建議事項，俾為

便利商店業者的參考依據，並提出後續研究之建議。 

一、研究建議 

建議一：便利商店宜考慮推出多元化的促銷活動。 

便利商店往後推出活動，不需侷限於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從研究

發現不願意繼續投入相關集點活動的高達佔 45.15%。業者可以考慮現

今消費者較喜愛的現金折扣、折價卷、抽獎降價、免費贈品、加量不

加價、集滿 20 點即可換購商品或至統一關係企業換取優惠商品等多元

化的促銷活動。 

建議二：業者應該針對功能性、情感性、社會性價值上去開發出符合

消費者需求之促銷產品或活動。 

曾參與過集點兌換的受訪者對於在功能性、情感性、社會性價值

均較為重視，業者應該在功能性價值上去增加贈品的價值或研發較多

功能的產品，而在社會性價值上消費者大都認為「促銷集點得到免費

的贈品，讓我有愉快的感覺」、「我覺得限量特別版的公仔可以增加

我集點的挑戰性」等會讓消費者持續集點兌換，業者在推行公仔等贈

品時，最好要規劃成系列、有限量特別版，不僅讓整個收集行為更完

整，又能提高消費金額。 

建議三：哆啦 A 夢、迪士尼系列公仔、Hello Kitty 等品牌商品仍可

作為後續開發集點兌換公仔的規劃方向。 

大多受訪者依舊喜愛的公仔品牌為1.哆啦A夢2.迪士尼系列公仔

3.Hello Kitty，後續推出依舊可以考慮這三個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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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後續研究建議 

建議一：後續研究者可擴大比較其它便利商店的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研

究結果，以整合出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在未來市場上的發展空間。 

建議二：本研究礙於人力、時間、地點、物力、財力之限制，故僅針

對研究期間的部分消費者進行訪查，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擴大研究的範

疇，以獲致更周延的成果。 

本研究將便利商店集點兌換的消費價值加以分類，探討在不同消

費價值狀況下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的影響。本研究發現，不同的消費價

值對於相同的消費群有不相等的作用，促銷誘因對消費者的購買意願

於社會性價值有顯著影響；因此，本研究對便利商店集點兌換在促銷

規劃時，在了解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方法偏好上，有正面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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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利商店之集點兌換促銷活動對消費者行為影響之調查 

您好： 

  這是一份關於 7-11 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問卷調查，主要目的在探討市面上的集點兌換

為何能夠如此受到消費者廣大迴響。因此煩請您撥冗填答相關問題，您的意見將是本研究最

重要的一項資源，任何數據僅限於學術研究，絕不外流，敬請安心作答，您的大力幫忙將有

助於本研究順利進行。非常感謝您的配合與幫助！ 
敬祝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嶺東科技大學 商務科技管理系  

指導教授 陳志樺 

學生 宋美琳、許齡心 

陳思屏、潘靖霓  敬上 

一、請填寫您的基本資料，並在下列題項中最適當的地方打勾。 

1.性別：□男 □女 

2.年齡：□15 歲以下 □16~25 歲 □26~35 歲 □36~45 歲 □46 歲以上 

3.學歷：□國中（含）以下 □高中（職） □大學（專科）含以上 

4.職業：□學生 □軍公教 □服務業 □資訊業 □待業中 □其他              

5.您個人平均每月可支配所得： 

□5,000 元以下  □5,001 元~17,279 元  □17,280 元~25,000 元  □25,001 元~35,000 元 

□35,001 元以上 

6.請問您的收入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是 □否 

7.請問 7-11 曾經推出過的 Hello kitty、迪士尼、多拉 A夢 3大類公仔，請問如果要再推出

公仔兌換活動，哪一種品牌公仔最吸引您？_________________ 

8.請問是什麼原因讓您想參與 7-11 的集點兌換活動？(可複選，最多三項) 

□兌換門檻低 □親朋好友在收集 □幫他人收集 □贈品很獨特 □購買金額恰可兌換 

9.若 7-11 持續開發不同系列的集點兌換活動，請問您會繼續投入相關的集點活動嗎？ 

□會 □不會 

10.以下 7-11 集點兌換活動中，您曾參與過那幾項？ 

□迪士尼經典公仔 □哆啦A夢公仔 □Hello kitty角色扮演 □迪士尼星光大道 

□Hello kitty百貨公司 □哆啦A夢LED發光公仔 

11.請問您最喜歡到下列那一家便利商店消費？請就下列幾項選項中選出最喜歡光顧的前三

名(依最喜愛的程度，最喜歡在□中寫1，依序寫2、3) 

□7-11 □全家 □萊爾富 □OK □台糖蜜鄰 □中日超商 □中油便利商店 

12.請問就對便利商店的促銷活動而言，您最喜歡那一類活動？請就下列幾項選項中選出最喜

歡的前三名(依最喜愛的程度，最喜歡在□中寫1，依序寫2、3) 

□抽獎降價 □折扣 □加量不加價 □折價卷 □贊助公益團體 □免費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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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彩 □集點送贈品(公仔、磁鐵⋯) □集點送商品(特定飲料零食) □其他_________ 

二、請問有關您參與集點兌換促銷活動的原因及表現出的行為或態度部份，你認為下列哪些

選項是最符合您的心態呢？請在適當的地方打勾。 

 非
常
不
符
合 

不

符

合 

無

意

見 
符

合 
非

常

符

合 

1. 7-11集點兌換的限量公仔具有轉賣換現金的價值 □ □ □ □ □

2. 7-11的消費集點兌換活動讓我覺得物超所值 □ □ □ □ □

3. 消費即可得到點數，讓我覺得作了一個好交易 □ □ □ □ □

4. 促銷活動訊息是我選擇便利商店消費時的重要指標 □ □ □ □ □

5. 忘了使用7-11的促銷點數會讓我覺得可惜 □ □ □ □ □

6. 看到7-11的集點促銷活動，會提醒我該去逛逛了 □ □ □ □ □

7. 看到7-11集點兌換活動會讓我有想入店消費的念頭 □ □ □ □ □

8. 參與7-11的集點兌換活動，讓我有愉悅的感覺 □ □ □ □ □

9. 7-11的集點促銷活動創造了購物時的歡樂氣氛 □ □ □ □ □

10. 促銷集點得到免費的贈品，讓我有愉快的感覺 □ □ □ □ □

11. 集點兌換公仔的促銷活動，會提高我在7-11消費的慾望 □ □ □ □ □

12. 我認為消費滿 77 元得點數的門檻是合理的價格 □ □ □ □ □

13. 我會打聽有關集點兌換的訊息，一推出就馬上去收集 □ □ □ □ □

14. 當我消費意外得到點數，覺得不錯就持續消費收集 □ □ □ □ □

15. 我會請親朋好友幫我一起收集兌換的點數 □ □ □ □ □

16. 我覺得限量特別版的公仔可以增加我集點的挑戰性 □ □ □ □ □

17. 我會和別人交換重複的公仔 □ □ □ □ □

18. 我蒐集公仔是因為收集公仔是我的興趣 □ □ □ □ □

19. 受到生活周遭朋友的影響，讓我也會想參加集點兌換的活動 □ □ □ □ □

 

 

 

本問卷到此結束，非常感謝您的填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