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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研究主要目的欲了解擁擠知覺在不同情境及影響因子下對消費情

緒及購買意願的影響。為了解問題並建立研究架構，本章針對國內外相關

文獻作回顧與整理，以建立研究架構與假設推論的路徑基礎。 

本研究的文獻探討分為三部份。第一部份：擁擠氣氛相關文獻探討；

第二部分：消費情緒相關文獻探討；第三部分：消費意願相關文獻探討。 

第一節   擁擠氣氛相關文獻探討 

一、擁擠的定義 

擁擠與密度間的關連密不可分，在 Stokols (1972) 的研究中曾對兩者

間的差異作一明確的分辨，密度指的是物理上的客觀擁擠程度，與個人的

認知及心理感受無關，而擁擠指的則是個體當下在心理上的感受，是一種

主觀性的知覺，當個體對於個人隱私及空間需求超過實際所屬的環境時所

產生的負面感受，簡言之，密度可視為單位空間中存在的人數，而擁擠則

是在某密度下的產生的一種知覺，可被視為一種壓力。 

擁擠尚可區分為非社會性擁擠及社會性擁擠兩種，非社會性擁擠指的

是實質上空間的不足而讓人感到擁擠；社會性擁擠則是因為在同一個空間

中存在太多人而使個體產生擁擠的感受（Stokols, 1972）。過去已有許多研

究證實，人潮及空間的擁擠確實會引起人們較多的不適感以及壓力，個體

會感到缺乏隱私而顯得易怒（Aiello, Thompson & Brodzinsky, 1983），例如

在 Sinha and Sinha 於 1989 年的研究中指出在高社會性擁擠環境中的工作

者容易感到擁擠，並容易產生壓力、厭煩、不適、不愉快等負向情緒感受。 

二、擁擠知覺相關理論 

過去有許多學者對於擁擠知覺相關的探討而發展出一些擁擠模式

（Crowding Model），以 Stokols (1972) 和 Choi、Mirjafari與Weaver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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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例，雖然其研究假設及目標或有所不同，卻可歸納出個人特質、社會互

動（包括他人特性）、情境因素等相關影響因子，玆將兩位學者的理論分

述如下：  

（一）Stokols擁擠模式  

Stokols (1972) 提出之擁擠模式中有四種最主要的構念內涵：  

1. 環境因素：物理環境包括空間數量與配置、壓力源來自溫度與噪

音等；社會環境包括地位與權力分配、勞力分配、協調問題等都

會影響擁擠感的體驗與反應，此模式中密度屬於環境因素的範疇。  

2. 個人屬性：個人之身心狀況（如飢餓等）、人格特質、與個人的技

能、智力、體能…對擁擠感會有不同的體驗。 

3. 對壓力之體驗：有心理上與生理上對壓力的不協調而產生擁擠。 

4. 對壓力之反應：感受擁擠會反應在行為、感受和認知上，並產生

調適與否之結果。 

此外，Stokols 認為，擁擠的發生過程可分成為五個階段，擁擠為

一個連續時間的經驗表現，在圖 2-1-1中以數字表示。第一階段中（1）

個人屬性與環境因素兩構面交互作用；第二階段（2）是知覺到個人屬

性與環境因素之作用後產生心理或生理上擁擠之壓力；第三階段 （3）

是個人對刺激產生反應以減低壓力；第四階段分成兩種，分別為 （4a） 

對環境因素做出具體改變以減少擁擠感或（4b）個人屬性之改變以降低

擁擠感（例如：到比較不擁擠之處，調整個人對情境之認知以增加忍受

力）；第五階段為（5a）對環境採取之反應適應或不適應，（5b）個人屬

性之調整適應與否。適應成功的話，壓力減輕，途中之循環過程不存在；

適應失敗的話，壓力增加且圖中的虛線部分變成實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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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Stokols 擁擠模式 

資料來源：Stokols, D. (1972). A Social-Psychological Model of Human Crowding Phenomena.   

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 38, 72-83. 

 

（二）Choi擁擠模式  

Choi 等在 1976 年回顧了當時許多以密度為擁擠基礎的相關文

獻後，提出了以密度為基礎的擁擠模式，除了密度因素為必要因素

之外，還包括了社會因素、實質環境因素和個人因素等充分條件。

對壓力的體驗 

心理上                生理上 

‧ 認知失調          ‧生體內在狀態不平衡 

‧ 情緒失衡(感覺受     (血壓升高、體溫改變 

侵擾、疏離感)  、內分泌失調) 

對壓力的反應 

行為、感受或認知上的反應，終而產生適應或不

適應的結果 (4b) (4a) 

環境因素 

實質上 

‧ 空間數量、分配 

‧ 地位及權力配置 

‧ 壓力來源 

如噪音、昡光、污染、

溫度、暴露時間等 

‧ 勞力分配 

‧ 因為協調問題和競爭

所形成之社會干擾 

(5a) 

個人屬性 

‧ 暫時之身心狀態（如

飢餓、性慾等） 

‧ 特質之個別差異、偏

好、技能、弱點（智

力、體能、靈敏度等） 

‧ 人格特質 

 

 

 

(5b)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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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因素包括活動類型、人際關係種類、情境中的標準、文化對擁

擠的規範等；實質環境因素例如溫度、噪音、溼度等；個人因素如

身體與情感狀態、人格與習慣等。整體而言，Choi認為不同個人對

擁擠有不同之感受與反應，在高密度中並非每個人都會覺得擁擠，

且暴露於擁擠的時間長短會影響擁擠之感受。 

至於個體調適擁擠之行為方式則包括離開情境、擴大個人空

間、加強與同伴的互動、逃避等；在知覺及認知上，則會有避開視

覺上之擁擠刺激、產生幻想、增強活動的吸引力、退縮等情形；在

生理的表達方面，則易有如腎上腺素分泌、心跳血壓加快、流汗、

慾望增強等激發狀態（見圖 2-2-2）。  

 

 

 

 

 

 

 

 

 

 

 

圖 2-1-2 Choi et al. 擁擠模式 

資料來源：Choi, S. C., Mirjafari, A. & Weaver, H. B. (1976). The Concept of Crowding：A Critical 

Review and Proposal of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8(3), 345-362. 

 
 
 

擁擠之狀態 

1.認知狀態  2.認知-情感-生理

調適擁擠方式 影響擁擠因子 

行為 

方式 

生理 

方式 

知覺與認 

知方式 

必要 

條件 

充分 

條件 

密度 

因子 

社會 

因子 

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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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環 

境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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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等對於其擁擠模式尚有以下七點基本假設：  

1. 擁擠是經由相對的高度人口密度或其他社會、個人與實體環境等因

素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心理現象經驗狀態。 

2. 擁擠的經驗狀態可分為兩種，一種是知覺到擁擠狀態，對情感或生

理上並不會有正面或負面的影響；另一種則是因為擁擠狀態或過去

的擁擠經驗而使個體產生心理及感情上的變化，兩者的差別在於是

否產生情緒反應。 

3. 擁擠具有相對性，而非絕對受環境背景因素影響，其間的差異取決

於不同個體、情境或文化間的交互作用。 

4. 擁擠並非一定是不愉快的負面經驗，在某些情境中也可能是一種享

受。 

5. 當處於同一個擁擠情境中，當暴露在環境中的時間越長，擁擠知覺

越高。 

6. 對於一再出現的擁擠情境，人們會產生適應並進行一種調適的機

制，例如離開或是改變認知以緩和擁擠感。 

7. 擁擠是非具體而無法直接測量的，必須藉由間接的行為、文字、口

語之反應測得。 

 綜合上述兩位學者的研究，可發現 Stokols之模式是針對環境心理學

中擁擠知覺發生之原因與歷程作一持續時間之建構，而 Choi之模式則是對

擁擠發生之因素與產生調適之方法作一概要之分類，不論是從環境或是從

社會及個人因子構面來探討，對本研究欲探求消費者在不同情境及餐廳環

境因素影響下擁擠知覺變化程度的目的來說，皆極具有參考價值，因此本

研究將參酌這二位學者的擁擠模式以建構理論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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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影響擁擠知覺之因素 

（一） 非社會性擁擠 

密度在非社會性擁擠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其又可分為社會密度 

（social density）與空間密度（space density），前者為固定物理空間內

人數之變化，而後者是其他非社會性因子如設備、物品、室內擺設以及

室內空間的變化程度。空間上的擁擠對餐廳而言屬於物理性的環境因

素，其與情境、個體的個人空間及與隱私需求間會產生交互作用（Kaya, 

Weber, 2003）。但密度並非導向擁擠知覺的必然因素，在某些情境如音

樂會或球賽，即使社會或空間的密度相當高，人們卻不會感覺到擁擠

（Horn, 1994）。 

（二） 社會性擁擠 

社會性的擁擠知覺取決於個體對於人際空間（personal space）的

需求，人際空間是指圍繞一個人周圍，得以使他人卻步不進之不可見的

界線，亦可稱之為人際距離（李美枝，1981）。人類學家 Hall (1996)將

不同型態的互動關係界定了幾種距離區（distance zone），分別為：（1）

親密區（intimate zone）：為人與人之間最接近之距離，範圍從身體間的

緊密碰觸到 0.5公尺；（2）私人距離區（personal-distance zone）：指個

人所維持環繞自己的「保護圈」，範圍從 0.5公尺到 1.2公尺，其中 0.5

到 0.8公尺之近距離互動對象為知己或親密朋友，0.8到 1.2公尺則屬日

常一般會話的距離；（3）社會區（social zone）：從 1.2公尺到 3.7公尺

是用於公事互動場合的距離，例如同事、師生、顧客與店員之間的談話；

（4）公共區（public zone）：一般形式化的互動，與重要人物談話、上

課或演講場合，大約保持 3.7公尺到 7.6公尺的距離。人際距離的大小

反映了個體之間的直接性或心理親近性，同時也受到友誼關係、情境因

素、個人特質、文化差異等因素的影響（李美枝，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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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身處於一個室內空間，我們將以視覺及聽覺為基礎，對自

身所在空間與自身周圍空間中各事物之間關係進行瞭解以判斷自己的

處境（張春興，1991），並在此心理歷程中與過去經驗結合，進而產生

擁擠與否的知覺，因此社會性的擁擠知覺也取決於個體是否對於自己所

處的環境是否具有控制權以及資源的可獲取性，當環境的擁擠現象是個

人無法去掌控或改變以及在擁擠情境下所獲得的資源不足時，則擁擠的

感受便會變得更強烈（Mueller, 1984 ; Kaya & Weber, 2003）；相對的，

擁擠的知覺也可能因為友伴關係、環境品質、對目標的涉入程度而獲得

緩和（Jain, 1982）。Sinha 與 Nayyar (2000) 關於老人擁擠知覺的研究

也證實了具有高度自我控制或社會支持者在擁擠的環境下所感受到的

壓力較低且適應能力較強。 

（三） 商店類型與期望 

擁擠知覺屬於商店氣氛的一部份，因此消費者在進入一家店之

前，會根據過去的經驗產生對店內擁擠程度的預期，在 Machleitet al. 

(2000) 利用不同類型書店購物情境測量消費者擁擠知覺的實驗中，發

現商店型態可能會影響擁擠與滿意度之間的關係，且商店型態對空間及

人潮兩擁擠構面可能有不一致的影響‧在過去針對不同商店類型零售

業對消費者擁擠知覺的研究中曾發現，不同商店型態確實對擁擠知覺造

成影響，並成為顧客滿意間接調節變數，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消費者對不

同商店型態的期望及印象有所不同（陳淑鈴，2001）。在過去也曾有研

究指出，不同的商店類型會影響人們對於其氣氛、價格、服務品質的認

知，進而喚起不同的期望（Finn & Louviere, 1996）。依據 Oliver 與 

Deserbo於1998年所提出的期望不一致理論（Expectancy-disconfirmation 

theory），當消費結果與期望產生不一致時，則可能使消費者產生對消費

經驗的不滿意，然而，若消費者對於消費過程一開始便沒有太高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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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則結果的失驗對於滿意度產生的負向影響將會降低（Phillips & 

Baumgartner, 2002）。 

（四） 對擁擠的容忍度 

對於擁擠的忍受程度屬於一種個人特質，有關於此部份的研究較

少，大多出現於心理學的領域，有些學者認為女性的擁擠忍受度高於男

性（Kaya & Weber, 2003）。但根據Machleit et al.在 2000的研究結果則

發現兩者之間無顯著差異，因此不同性別對擁擠的容忍度是否有差異，

至今仍無定論。 

此外，擁擠知覺以及對擁擠的容忍度亦會受到文化差異的影

（Dunstan, 1979）。根據 Edwards (1980) 針對黑種人及白種人擁擠知覺

及擁擠容忍度的跨文化研究中指出，人們會對其所身處的環境產生適

應，因此對擁擠的忍受度並非源自天生，而是後天環境所造成。而 Gray , 

Stephen 與 Karen (2000) 針對美國籍白人、美國籍黑人、墨西哥籍與

越南籍美國人對擁擠知覺及擁擠忍受度的研究中亦有類似發現，研究

結果指出即使知覺到的擁擠程度相同，但所產生的壓力及不適應卻是

不同的。 

正因為擁擠知覺本身為一種主觀的認定，因此個體對擁擠的忍受

度可能會直接影響對於消費環境的擁擠感受，並成為滿意度及消費意願

間的調節變數（Machleit et al., 2000）。此外，在 Eroglu 與 Harrell於 1986

年的關於零售業的研究中尚發現有一些消費者在選擇商店時反而較偏

好擁擠的場所，認為眾多的購買人潮能帶給他們在消費時的信心，然而

在餐飲業是否會有相同情形，是本研究欲探討的部份。 

（五） 社交情境 

Belk (1975) 認為情境是由實體環境（Physical Surroundings）、社交

環境（Social Surroundings）、時間構面（Temporal Perspective）、任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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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Task Definition）、先前狀態（Antecedent States）等五個構面所組成，

這些構面使情境的特性可以客觀地進行操作，也為大多數的消費者情境

研究提供了完整描述的基礎。 

由 Belk的理論可知，用餐的情境因素對於消費者行為具有顯著的

相關性，而其中社交因素指的是與他人在社交上的關係，如其他在場的

人、他們的特性、所扮演的人際角色和人際間的互動情形，此部份在

Rustemli (1992) 的研究中曾被探討，Rustemli 利用情境設計，測量受訪

者在擁擠情境中周圍的他人分別為男性、女性、朋友或陌生人等四種不

同情境下所知覺到的擁擠程度與負面的影響，結果顯示當周遭的人為朋

友或女性時，擁擠知覺度會較低，此結果與李美枝（1981）及 Jain (1982)

提出的論點相呼應。因此本研究根據 Belk 的情境分類，挑選其中「社

交環境」構面，以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發展為本研究中的自變項之一。 

第二節  消費情緒相關文獻探討 

一、情緒的定義 

情緒的研究在心理學上已經有很長的歷史，在過去，情緒通常與情感

（affect）或心情（mood）有著不同的定義，情感的定義較簡單，為一種

正面、中性或負面的感受（feeling），與低度涉入的外部刺激有關，易受

特定情境或事件影響（Gardner, 1985）；心情指的是一種原因不明的情感

狀態，持續時間較情緒來的短暫，簡言之，是在消費者接觸行銷環境時

所形成的一種心境或看法（Babin, Darden & Griffin, 1994）。Schmitt (2000) 

曾指出，心情可能是源自於某種特定刺激的影響，但消費者往往無法察

覺原因何在，有時甚至會誤以為是別的事物所造成。 

以心理學的角度來說，情緒與前述兩者不同，根據 Holbrook and Batra 

(1987)的研究指出，情緒（emotion）是較深層的、且具有多構面的構念。

其可被定義為某種被激發（arousal）的興奮狀態，涉及意識的體驗及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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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變化（Mullen & Johnson, 1996）。廣義來看，情緒的產生是先由生理喚起，

再由行為反應接續其包括了生理、行為與認知三個層面（徐達光，2003）。 

然而根據 Fiske與 Taylor (1984) 的說法，情感（affect）是心情（mood） 

與情緒（emotion）的統稱。黃天中與洪英正（1998）在心理學一書中也認

為情緒和情感兩者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區別，且同樣都具有激發與指導行為

的作用，因此本研究對於情緒、情感等皆採用一般性的說法統稱為情緒，

並不特別區分彼此之間的差異。 

在消費者行為的背景中，情緒之內在歷程所產生結果是對產品或消費

經驗的感情。根據 Schmitt於 2000 年的著作中指出，情緒可被分類為基本

情緒及複雜情緒兩種形式，基本情緒是構成我們情感生活的成因，例如歡

樂、生氣、厭惡、哀傷等。而複雜情緒則是不同基本情緒的混合體，例如

懷舊的情感。Weiten (1989) 也曾將情緒分為八種基本類型，而類型之間也

可以兩兩合併成為另外八種情緒，見圖 2-2-1。此外，Izard (1993) 對於情

緒的分類對於負向的情緒有較廣泛的構面，有助於瞭解擁擠所引發的特定

情緒反應。 

 

 
圖 2-2-1   八種基本情緒及兩兩合併後的另八種情緒  

資料來源：Weiten, W. (1989). Psychology: Theme and variation. Belmont, CA: Wadsw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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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情緒的測量 

情緒的測量主要分為兩個類別，即自我報告（self-report）及生理測量。

情緒的自我報告測量所注重的是情緒的意識體驗，其方法是單純地要求人

們描述他們對某個刺激的情緒反應，例如以一個從 1 到 10 分的量表來評

定對某樣商品的評價；令一種自我報告的方法則是「形容詞檢核表」

（adjective checklist），研究者呈現一張列有眾多形容詞的表格，要求受訪

者選出足以描述他們對商品感覺的形容詞，這些形容詞包括正面或負面

的，例如：「愉快的」、「喜愛的」或「可怕的」、「厭惡的」，將檢定出的所

有正面形容詞減去負面的形容詞，便可得到一個整體的「正面感覺」分數

（Mullen & Johnson, 1996）。這些自我報告的測量是建立在「人們可以準確

的自我報告」以及「人們將誠實的自我報告」的兩個假設上，然而這兩個

假設未必總是成立，有些時候人們可能無法準確的描述他們對於某些事物

的反應（Nisbett & Wilson, 1977）。 

相對於自我報告，情緒的生理測量著試著去計量非語言、不受控制的

層面，例如測量瞳孔的反應或皮膚表面的汗液分泌程度，但缺點是這些生

理反應可能受到情緒體驗以外的事物影響，此外亦缺乏特異性，難以區辨

情緒反應的種類，因此在本研究中暫不討論。 

三、擁擠知覺對情緒的影響 

雖然擁擠知覺的構成因素複雜，且擁擠未必是個不愉快的經驗（Choi, 

et al., 1976 ; Montano & Adamopoulos, 1984），但大多數的研究都支持擁擠

會引起負向的情緒反應，當消費者處於一個擁擠的環境，其所知覺到的擁

擠可能因為缺乏認知控制而引發負面的情緒與壓力（Hui & Bateson, 

1991），而當擁擠的情況是非預期性或消費者對擁擠的忍受度較低時，則

負向的影響將會增強，並影響滿意度（Oliver, 1993）。 

Stokols (1972) 認為，空間的擁擠如密集的擺設會提高緊張及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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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ousal）的狀態，而Machleit et al. (2000) 則有類似看法，認為擁擠會影

響除了愉悅反應外的多種情緒反應。相反的，情緒狀態亦可能影響擁擠知

覺程度，例如Mueller在 1984 年的研究中曾指出，當情緒狀態是愉悅的，

則知覺到的擁擠度會較低。 

第三節   消費意願相關文獻探討 

一、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的影響 

商店氣氛（store atmosperics），是指賣場中能使消費者產生正面情緒

的實體環境設計，就學理上而言，因商店氣氛而被喚起的情緒狀態為一種

內在的抽象感受，其對消費者光顧商店的意願、逗留的時間、花費的時間

或非計畫性購買的產生，都有明顯的影響，另一方面，處在同一空間中的

大量消費者也可能產生人潮效應（co-consumer effect），此效應是指與消費

者處在同一消費場所的他人（不論認識與否）對消費者購買意願產生的影

響，一般而言，人潮常成為消費決策過程中的重要線索，消費者藉由觀察

人潮來評估一家店的格調、素質或服務品質，再決定是否要進入消費。此

外，人潮也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滿足消費者的認同心理，甚至降低消費

者心中評估的購買風險，有助於刺激買氣（徐達光，2003）。 

即便賣場人潮產生的擁擠程度是影響商店氣氛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

這種因為人數過度密集而產生的壓力形式，通常隱含著過量、不受歡迎的

情境。然而，擁擠知覺卻是一種主觀的感受，不同的消費者對相同的擁擠

程度可能會有不同的情境解釋及反應，此部份正是本研究亟欲探討的。 

二、情緒對消費意願的影響 

綜觀過去研究，我們可以發現，商店內的許多物理情境上因素常會對

情緒造成影響，例如色彩（Bellizzi, Crowley, & Hasty, 1983; Bellizzi & Hite, 

1992; Crowley, 1993）、氣氛（Baker, Levy, &Grewal, 1992）、價格、商品分

類、音樂（Herrington & Capella, 1994; Kellaris & Rice, 1993; Yal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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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ngenberg, 1993）、氣味（Hirsch, 1995）等，而在社會心理方面則有擁擠

（Bateson & Hui, 1992）、同行友伴數以及店員數目（Baker, Levy, & Grewal, 

1992）等因素會對情緒造成直接的影響。而 Babin於 1999 年的研究中也曾

提到，消費者在購物行為中知覺到的情緒對於購買意圖及知覺價值有重大

的影響。消費者可能會產生的行為改變包括較長時間的停留、對購買產生

較多興趣以及較高的滿意度（Kotler, 1973）。 

消費是為了達成二個重要目的，其一為獲取必要的商品、服務或資

訊，這部份的滿意程度與再購意願有相當大的關連；另一個目的則是以評

估消費過程的滿意與否來達到個人的滿足與快樂（Barry J. Babin & Laurie 

Babin, 2001）。在Mano (1999) 的研究中曾提出，消費行為不僅是單純因為

需求而被引發，消費者是藉由購物的過程來獲得情緒上的滿足，此外，購

買前以及在商店內被喚起的情緒對於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將產生重大影

響。然而，情緒也相當容易因為外在物質環境或心理因素而改變，例如店

內整體環境或是服務人員的態度，也因此舒適的環境及美好的購物經驗將

有助於提升正向情緒及消費意願。由此看來，情緒扮演著消費者與環境間

交互作用的調節角色（Holbrook, 1986）。它促使消費者花費更多的注意力

及金錢（Babin & Darden, 1995; Bateson & Hui, 1987），也直接影響消費者

的滿意度（Babin & Darden, 1996）、知覺價值（Sherry, 1990）及消費意願

（Barry J. Babin & Laurie Babin, 2001）。Gardner (1985)的研究更認為，情

緒與資訊獲取有著一致性的關連，情緒會影響其萃取資訊的方向，因此當

消費者處於正面情緒時，由於腦中充滿了正面的想法，比較容易被產品或

消費情境所說服，因而對於產品的購買或商店的印象會偏向較正面的態

度。而在Mark, Aplert, Judy, Aplert與Maltz於 2005 年針對音樂與情緒間的

關連性研究中亦發現，當被喚起的情緒與購買情境相符合時會提高消費者

的購買意願。 

此外，消費情緒的產生與消費者的期望有所關連，在 Babin, Babin 與 



 20

Boles於 2004 年的針對服飾店消費者的研究中曾提到，如果消費結果未達

到消費者的預期，消費者將產生負向情緒，並可能使滿意度降低並影響消

費意願。而在 2000 年 Machleit與 Eroglu的研究中亦發現當消費環境與消

費者預期有差距時，消費者會產生較大的情緒反應，且大多為負向情緒。

由此看來，消費過程中的情緒對購買意願而言可能為一個中介因子而非直

接的影響因素，而情緒的經驗也將與商店選擇有關，並與消費環境產生交

互作用（Bitner,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