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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方法共分五節，第一節研究架構，依照前章之文獻回顧建立本

研究之架構圖；第二節研究假設，依據研究架構提出本研究欲驗證之假

設；第三節研究設計，本研究主要採用實驗法，本節將針對實驗的設計、

操作型定義與測量方法以及實驗流程做詳細描述；第四節資料分析方法，

說明依照前述研究方法所得資料使用的分析方法；第五節預試及分析結

果‧ 

第一節 研究架構 

一、研究架構 

根據前一章文獻探討及相關理論，本研究所擬之研究理論架構如圖

3-1-1。研究架構圖可分三部分說明，自變項的部分包括空間密度、社會密

度與用餐情境；中間變項部分有空間擁擠知覺、社會擁擠知覺、正向消費

情緒與負向消費情緒，而擁擠容忍度則為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的調節變

項；最後以消費意願做為主要測量的應變項。 

 

 

  

 

 

 

 

 

 

圖 3-1-1 本研究理論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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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假設 

本節根據理論架構圖中的變項，進一步利用相關文獻以建立研究假

設，分別說明如下，並根據假設畫出研究假設架構圖如圖 3-2-1所示。 

 

 

 

 

 

 

 

 

圖 3-2-1 本研究假設架構圖 

 

一、 空間與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的影響 

Stokols (1972) 認為，擁擠可區分為非社會性擁擠及社會性擁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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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擁擠，兩者皆屬於一種高密度的

環境狀態。Machleit et al. (2000) 認為此二種不同形式的高密度環境皆會使

消費者產生擁擠的感受，但社會性的高密度如眾多的人潮可能會因為消費

者對環境的適應而減少知覺到的擁擠，然而消費者對於空間的高密度，如

實質空間的不足卻無法適應，因此即使個人可使用的空間相同，對於兩種

不同的高密度環境所知覺到的擁擠卻會有所不同。基於以上討論，本研究

提出如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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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1：空間密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1a：空間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1b：空間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2：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2a：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2b：社會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二、 親密度對擁擠知覺的影響 

Belk (1975) 認為社交情境因素對消費者的行為有顯著影響。當個體處

於不同社交情境，其對人際距離的需求也會不同，其大小正反映個體之間

心理親近性（李美枝，1981）。因此當個體可得空間低於對人際距離的需

求時，擁擠的知覺便會湧現。Jain 在 1982 年的研究中也證實友伴關係會

影響知覺到的擁擠程度。因此本研究利用與共餐者之親密度作為用餐情境

之區分，並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3：與共餐者之親密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3a：與共餐者之親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3b：與共餐者之親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三、 擁擠知覺對消費情緒的影響 

當消費環境擁擠時，消費者可能會因為擁擠而感到失去控制權，進而

產生負面的情緒，例如空間的擁擠會引發緊張及喚起的狀態（Hui & 

Bateson, 1991 ; Stokols, 1972）。然而仍有學者認為，擁擠未必一定會引發

負向的消費情緒（Choi, et al., 1976 ; Montano & Adamopoulos, 1984），

Machleit et al. (2000) 則認為擁擠會影響除了愉悅以外的多種情緒反應。綜

合以上論點，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4：消費者擁擠知覺對消費情緒有顯著影響。 

假設 4a：消費者的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有顯著負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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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 4b：消費者的空間擁擠知覺對負向消費情緒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4c：消費者的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4d：消費者的社會擁擠知覺對負向消費情緒有顯著正向影響。 

四、 擁擠容忍度對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對於擁擠的容忍程度屬於一種個人特質，與主觀的擁擠知覺有關，

Krohne, Hock, and Kohlmann (1992) 的研究指出個體會改變其對擁擠的容

忍度以適應環境及情緒的喚起狀態，因此對擁擠的容忍度可能為擁擠知覺

及消費情緒間的潛在調節因子。故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5：擁擠容忍度對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間關係具調節效果。 

假設 5a：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間關係具調節效果。 

假設 5b：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間關係具調節效果。 

假設 5c：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間關係具調節效果。 

假設 5d：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間關係具調節效果。 

五、 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之影響 

Holbrook (1986) 認為，情緒扮演著消費者與環境間交互作用的調節

角色。而 Babin於 1999 年的研究中也曾提到，消費者在購物時的情緒為影

響購買意圖的重要因素。無論是購買前或是在店內所產生的情緒，對於消

費者的購買意願將產生重大影響（Hano, 1999）。特別是在消費的當下所感

受到的情緒狀態，若是能與購買情境相符合，對於消費意願將有直接而決

定性的影響（Aplert et al., 2005）。 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假設 6：消費者的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有顯著影響。 

假設 6a：消費者的正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假設 6b：消費者的負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負向影響。 

六、 消費情緒對擁擠知覺與消費意願之中介效果 

在過去針對零售業的研究中已證實店內的擁擠會導致負面的情緒，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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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因為預期的失驗而降低消費者購物的滿意度及消費意願（Eroglu & 

Machleit, 1990; Machleit et al., 1994, Oliver, 1993）。然而，Machleit et al. 

(2000) 研究發現情緒只部分中介擁擠和購物滿意度的關係。亦即，當環境

擁擠時，因擁擠而造成的負面情緒是滿意度及消費意願下降可能的潛在因

素。因此基於上述相關文獻的推論，本研究建立下列的假說： 

假設 7：消費者擁擠知覺會經由消費情緒的中介變項，進而間接影響消費

意願。 

假設 7a：消費者空間擁擠知覺會經由正向消費情緒的中介變項，進而間接

影響消費意願。 

假設 7b：消費者空間擁擠知覺會經由負向消費情緒的中介變項，進而間接

影響消費意願。 

假設 7c：消費者社會擁擠知覺會經由正向消費情緒的中介變項，進而間接

影響消費意願。 

假設 7d：消費者社會擁擠知覺會經由負向消費情緒的中介變項，進而間接

影響消費意願。 

第三節 研究設計 

一、 實驗設計 

實驗法是測定因果關係的一種有效方法，其定義為「在控制其他變數

的情況下，操縱一個或一個以上的變數以明確地測定該實驗變數的效果之

調查方法。」為了實驗的目的，實驗者通常要設法創造一個「臆造的」或

「人為的」情況，必能取得所需的特定資訊，並正確地衡量取得的資料（方

世榮，2003）。本研究實驗採用情境模擬腳本（scenario）的方式，來操弄

影響對消費者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的認知與感受的因素。目的在驗證「空

間密度」、「社會密度」與「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擁擠知覺」的影響。

此外，為了抽樣上的便利以及切合實際消費環境中消費者同時面臨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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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同空間密度餐廳可選擇的情境，本研究實驗採行 2 × 2 × 3三因子混合設

計，操弄變數有空間密度（高空間密度 vs. 低空間密度）、社會密度（高

社會密度 vs. 低社會密度）、與共用餐者三種不同的親密程度（低親密度

vs.中親密度 vs. 高親密度）等，其中「空間密度」為受試者內（within-subject）

變項，每一位受試者會同時接受「高空間密度」及「低空間密度」情境之

操弄，而「社會密度」、「與共用餐者的親密程度」則為受試者間

（between-subject）變項，每一位受試者只接受單一種的「社會密度」與

「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所構成的實驗情境。問卷依此分為十二個版本，

並於版本中隨機排列各個選定的操弄，如表 3-3-1。 

 
表 3-3-1 本研究之實驗設計 （N = 300） 

註：社會密度：A-低社會密度；B-高社會密度； 
空間密度：C-低空間密度；D-高空間密度；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E-高親密度；F-中親密度；G-低親密度； 
Si:表示為同一位受試者，i = 1-6；n:預定發放樣本數 

 

二、 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做為資料蒐集的工具，問卷共分為六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受訪者對圖片中情景所知覺到的空間及人潮擁擠；第二部分是在受訪

者觀賞圖片後所被喚起的情緒；第三部分是受訪者對圖片中餐廳的消費意

願；第四部分是受訪者對空間密度、社會密度與用餐情境的操弄檢驗；

第五部分是受試者個人對擁擠的容忍度；第六部分是受試者的基本資

社會密度 低社會密度(A)  高社會密度(B)  
 空間密度  空間密度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 低空間密度 

(C) 
高空間密度

(D) 
n 低空間密度 

(C) 
高空間密度

(D) 
n 

 高親密度(E)  ACE (S1) ADE (S1) 50 BCE (S4) BDE (S4) 50

 中親密度(F) ACF (S2) ADF (S2) 50 BCF (S5) BDF (S5) 50

低親密度(G) ACG (S3) ADG (S3) 50 BCG (S6) BDG (S6)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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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完整問卷內容詳見附錄 B 

三、 操作型定義與測量方法 

本研究中操弄的自變項為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用餐者之親密程

度；研究知覺評估中的構念（construct）為知覺空間擁擠、知覺社會擁擠、

正向消費情緒、負向消費情緒及消費意願等五個依變項；另外，對擁擠的

忍受度產為研究的調節變項（moderating variable）。所有變項的操作型定

義與衡量方法說明如下： 

（一）實驗變數（experimental variable） 

1. 空間密度（spatial density） 

空間密度為餐廳內設備、物品、室內擺設以及室內空間的變化程

度。對餐廳而言屬於物理性的環境因素，其與情境、個人空間需

求間會產生交互作用（Kaya, Weber, 2003）。因此「空間密度」為

本研究的自變數之一，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到「低空間密度」；「高

空間密度」等兩種不同的情境中，情境的呈現是以讓受訪者觀看

不同的擁擠餐廳圖片，並想像自己置身其中。 

2. 社會密度（social density）  

社會密度是指固定空間內人數之變化，社會的高密度會引發擁擠

知覺，進而使人們有較多的不適感以及壓力（Aiello et al., 1983）。

因此「社會密度」為本研究的自變數之一，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到

「低社會密度」；「高社會密度」等兩種不同的情境中，情境的呈

現是以讓受訪者觀看不同的擁擠餐廳圖片，並想像自己置身其

中。 

3.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 

由於擁擠知覺可能受到用餐氣氛及友伴關係的影響，因此「與共

餐者之親密度」為本研究另一個自變數，受試者被隨機分派到「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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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密度」、「中親密度」、「高親密度」三種情境其中之一，並分別

以「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以及「二位

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的敘述加以操弄。 

（二）情境模擬 

本研究主要探討擁擠知覺對顧客情緒及消費意願之影響，因此採

用實驗法，以圖片加上文字的虛擬故事使受訪者能融入預設的實驗情

境中。整個實驗情境的模擬可分為二大部分，分別是圖片擷取與處理

以及虛擬故事，情境與圖片之對照詳見附錄 B，分別說明如下： 

1. 圖片擷取與處理 

由於本研究主要探討擁擠對消費者情緒與消費意願的影響，因此

為求達到足量的人潮，引發受測者的情緒反應，本研究獲得美國

Enlight software公司授權（授權書詳見附錄 D），使用台灣光譜資訊

所代理發行之「奇蹟餐廳（Restaurant Empire）」遊戲軟體進行遊戲

畫面之擷取與編修，模擬店內人潮狀況及室內擺設等情境，並使

用 PhotoImpact 10.0軟體進行後製作過程。 

2. 虛擬故事 

本研究以圖片搭配虛擬故事用以操弄空間密度、社會密度以及不

同親密度共餐者之用餐情境，為避免受測者依個人消費習慣之差

異而影響擁擠的認知。此外，由於研究對象設定為學生，因此虛

擬故事情節主要針對學生來撰寫，並將有關實驗操弄之敘述語句

加以標記強調。依照本研究實驗因子操弄結果，共有十二個情境，

分別說明如下： 

 

(1) 低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低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經過一家個人

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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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見整

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並不多，以下

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2) 高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低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客並

不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3) 低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低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整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非常多，

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4) 高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低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客非

常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5) 低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中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經過一家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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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整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並不多，

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6) 高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中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客並

不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7) 低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中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整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非常多，

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8) 高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中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經過一家個

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慮著

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的看

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客非

常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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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低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高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經過一

家個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

慮著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

的看見整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並

不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10) 高空間密度 × 低社會密度 × 高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經過一

家個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

慮著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

的看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

客並不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11) 低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高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經過一

家個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

慮著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

的看見整個餐廳看起來很寬闊，座位空間寬敞，店裡的顧客非

常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12) 高空間密度 × 高社會密度 × 高親密度 

在一個平日的晚餐時間，你與二位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經過一

家個人平均消費額約在 100～200元之間的西式簡餐店，你們考

慮著要不要進去消費，所以往餐廳內仔細看了一下，可以清楚

的看見店裡的桌椅間距非常近，走道只容一人通過，店裡的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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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非常多，以下圖片就是你看到的餐廳內部情景模擬… 

（三）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共餐者之親密度操弄檢驗 

為檢驗受訪者所接受的自變項實驗（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共餐

者之親密度）操弄效果以及對故事情境的融入程度是否如同研究者所預

期，本研究的操弄檢驗題項共 5題，分別為： 

1. 空間密度：「你認為此餐廳裡可活動空間的程度是」回答項目採用採

Likert 五點量表，由 1 至 5 點分別表示「非常狹窄」、「狹窄」、「普通」、

「寬闊」、「非常寬闊」。 

2. 社會密度：「你認為此餐廳裡人數的多寡是」，回答項目採用採 Likert 

五點量表，由 1 至 5 點分別表示「非常少」、「少」、「普通」、「多」、「非

常多」。 

3.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你認為你與這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不特別熟的

同學/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間的關係為何」，本題依照受試者所被分配

之情境而不同，分別代表與共餐者之「低親密程度」、「中親密程度」

及「高親密程度」，回答項目採用採 Likert 五點量表，由 1 至 5 點分

別表示「非常不親密」、「不親密」、「普通」、「親密」、「非常親密」。 

4. 情境想像的容易度：「你覺得要想像此故事發生的情節，對你而言是」

回答項目採用採 Likert 五點量表，由 1 至 5 點分別表示「非常不容

易」、「不容易」、「普通」、「容易」、「非常容易」。 

5. 情境模擬的真實度：「你覺得此故事情境的真實度為何」，回答項目

採用採 Likert 五點量表，由 1 至 5 點分別表示「非常不真實」、「不真

實」、「普通」、「真實」、「非常真實」。 

（四）內衍變數（endogenous variable） 

1. 擁擠知覺 (perceived crowding) 

擁擠屬於一種社會性感受，是消費者自己所意識到的主觀環境而非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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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理高密度環境（Allison, 1978）。當一個人對空間的需求超過供給時

所產生的心理壓力便會使個體感到擁擠（Stokols, 1972）。引發擁擠感受

的成因包括身體、社會以及個人因素，人們會對這種潛在或實際的空間

限制感到不適（Stockdale, 1978）。 

依據Machleit et al.在 1994 年針對零售店擁擠的研究發現，擁擠知覺的

構念包含兩個構面：「空間」與「人潮」。空間構面是指由商品、硬體設

備的數目及外觀這類非社會性因素讓消費者感受到的擁擠度。人潮構面

則是指在某固定空間中的人潮數目、消費者互動的頻率與程度等社會性

因素。人潮密集可能造成如缺乏隱私、安全感等負面感受，使得消費者

覺得擁擠。在Machleit et al.的研究中經由因素分析得出八個擁擠項目，

並發展為空間擁擠知覺與社會擁擠知覺二量表，因此本研究擁擠知覺問

項即依據此兩個量表共計 8個題項，採 Likert 七點量表，由 1 至 7 點

分別表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有點不同意」、「沒意見」、「有點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有關空間擁擠知覺與社會擁擠知覺的衡

量敘述整理如表 3-3-2。 

 

表 3-3-2擁擠知覺的衡量 

研究變數 衡量問項 Cronbach’s α 

 

社會擁擠知覺 

 

1. 這家店讓我覺得很擁擠 
2. 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3. 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反向）

4. 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79 

 

空間擁擠知覺 

1. 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反向） 
2. 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3. 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

通的感覺（反向） 
4. 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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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消費情緒（consumer emotion） 

本研究參考 James-Lange (1898)之情緒理論，將情緒定義為「個體受

到某種刺激所產生的一種激動狀態，此種狀態雖然可被個體所經驗，

但並不會被個體所控制」。為衡量消費者購物時，因為擁擠所引發的

情緒反應，本研究為瞭解受訪者在看完本實驗所拍攝的圖片之後，所

引發的「情緒反應」為何，因此採用 Laros與 Steenkamp (2005)回顧近

代各學者之情緒研究，針對消費情緒所建構包括憤怒、恐懼、悲傷、

羞愧、滿足、快樂等六大正負向情緒構面共 26 個題項，並以標準化

之因素分數為依據，於每構面抽取三項最具代表性之指標以建構本研

究之正、負向消費情緒量表，故題項共計 18 題，受試者需想像若自

己處於實驗所操弄之虛擬情境時所可能產生之情緒反應並填答，問卷

採 Likert 七點量表，由 1 至 7 點分別表示「非常不可能」、「很不可

能」、「不可能」、「沒意見」、「可能」、「很可能」、「非常可能」。有關

擁擠消費情緒的衡量敘述整理如表 3-3-3。 

 

表 3-3-3 消費情緒的衡量 

研究變數 衡量問項 於原構面之因素分數 

正向消費情緒 

1. 我感到滿足 
2. 我感到知足 
3. 我感到平靜 
4. 我感到高興 
5. 我感到愉悅 
6. 我感到熱情 

.72 

.92 

.84 

.86 

.85 

.84 

負向消費情緒 

1. 我感到生氣 
2. 我感到惱怒 
3. 我感到不滿 
4. 我感到恐懼 
5. 我感到驚恐 
6. 我感到緊張 

.84 

.82 

.79 

.82 

.78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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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消費情緒的衡量 （續） 

研究變數 衡量問項 於原構面之因素分數 

負向消費情緒 

7. 我感到悲傷 
8. 我感到可悲 
9. 我感到無助 

10. 我感到尷尬 
11. 我感到羞愧 
12. 我感到羞辱 

.80 

.83 

.73 

.53 

.78 

.79 

 

3. 消費意願（patronage intention） 

是指消費者意圖進行消費行為的可能性。本研究以消費者意圖進入餐

廳消費或用餐的可能性為本研究之操作型定義。本研究參考 Oh  

(2000)，對於餐廳消費意願的問項加以修改，依據 3個問項（Cronbach’s 

α值為 0.83），採 Likert 七點量表，由 1 至 7 點分別表示「非常不可

能」、「很不可能」、「不可能」、「沒意見」、「可能」、「很可能」、「非常

可能」。有關擁消費情緒的衡量敘述整理如表 3-3-4。 

表 3-3-4 消費意願的衡量 

研究變數 衡量問項 Cronbach’s α 

消費意願 
1. 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2. 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3. 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83 

 

（五）調節變數 (moderating variable) 

1. 擁擠容忍度（tolerance for crowding） 

Gary et al. (2000) 對擁擠容忍度的定義為「為了抵抗高密集環境造成的

負面影響而提升的能力」本研究參考Machleit et al. (2000) 「擁擠容忍

度」的問項（Cronbach’s α值為 0.79），依據 4個題項來衡量，採 Li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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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點量表，由 1 至 7 點分別表示「非常不同意」、「不同意」、「有點不

同意」、「普通」、「有點同意」、「同意」、「非常同意」。有關擁擠容忍度

的衡量敘述整理如表 3-3-5。 

 

表 3-3-5 擁擠容忍度的衡量 

研究變數 衡量問項 Cronbach’s α

擁擠容忍度 

1. 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2. 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3. 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
消費 

4. 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

願意進去用餐 

.79 

 

（六）受試者基本資料  

 基於本研究的研究對象均為大學生，故受試者基本資料包含「性別」、

「年齡」、「目前居住地」、「戶籍居住地」、「平均家庭月收入」、「平均一個月

零用錢」及「平均一週在外用餐次數」，共 7題。 

四、 實驗流程 

（一）研究對象 

由於本研究採用實驗室實驗法（laboratory experience），為減少其他

因素之干擾，受訪者需處於一個安靜且安全的環境方能有效的進行情境

模擬，並以同質性高之樣本母群體為佳，因此為提高內部效度，本研究

採用以大學生為樣本的實驗設計方式，不限科系、年級或性別，預定發

放之問卷數為 300份。 

（二）抽樣方法 

本研究以隨機取樣方法選取研究對象，考慮實驗設計共 12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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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情境預估所需樣本數是 50人，故抽取 300人。每位受試者隨機分派

到不同情境組合中，並填寫二種不同空間密度情境之問卷，預定獲得之

樣本數為 600人。 

（三）實驗程序 

首先說明問卷裡是兩則有關餐廳選擇的虛擬故事及圖片，請受試者

想像一下假若自己是故事中的主角，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有怎樣的感受、

情緒與反應，請參與的同學依問卷的指示與引導來回答相關的問題。 

由於空間密度部分採用受試者內實驗法，每一個受試者都會閱讀

高、低空間密度的擁擠情境腳本各一則，為減少可能產生的實驗殘留效

應，因此採用平衡法，有一半受試者先閱讀低空間密度的擁擠情境腳本，

另一半受試者則先閱讀高空間密度的擁擠情境腳本，詳細填答流程見圖

3-3-1。 

 

 

 

 

 

 

 

 

 

 

 

圖 3-3-1 填寫問卷流程圖 

 

觀看圖片 A及閱讀故事情境一，並融入其中 

填寫問卷 A 

觀看圖片 B及閱讀故事情境二，並融入其中 

填寫基本資料 

填寫問卷 B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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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資料分析方法 

本研究係以實驗及問卷調查法為主要的研究工具。資料分析電腦統計

軟體是以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為樣本描述性統計、量表信效度、資料

結構分析工具；並利用 AMOS 6.0 版結構方程模式軟體以驗證本研究的概

念性架構與變項間之因果關係。分析項目包括： 

一、 敘述性統計（Descriptive statistics） 

以平均數、標準差、變異數、次數分配、交叉表等方法進行初步資料

的分析，以瞭解樣本基本資料的分配性質。 

二、 t考驗（t- test） 

本研究使用 T考驗以檢驗各個「空間密度」及「社會密度」的實驗分組在

操弄檢驗題項的得分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以了解「空間密度」及「社會

密度」之實驗操弄是否成功。 

三、單因子變異數分析（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本研究以 one-way ANOVA檢驗各個「與共餐者之親密度」的實驗分

組在操弄檢驗題項的得分上是否有顯著的差異，以了解「與共餐者之親密

度」之實驗操弄是否成功。 

四、探索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 EFA） 

分別針對各量表的題項進行。為考驗量表的建構效度，即量表能測量

理論的概念或特質的程度，本研究藉由探索性因素分析來找出量表潛在的

結構，減少題項的數目（吳明隆，2003）。 因素萃取以主成本分析法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進行，並採用最大變異轉軸法（Varimax）

作直交轉軸，刪除因素負荷量過低的題項以簡化各構面之變數；最後針對

各構面之特性予以命名，便於後續各項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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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信度分析 (Reliability analysis) 

信度的測量可顯示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及一般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數測量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消費情緒、消費意願等主要構念的量

表之內部一致性，根據學者 Nunnally (1978) 及 Churchill與 Peter (1984) 的

建議，當 Cronbach’s α值在 0.5 與 0.6 之間就具有足夠的代表性，而大於

0.6 時，則可稱之為內部一致性高；學者 Bryman 和 Cramer 認為，信度

Cronbach’s α 係數在 0.7 以上表示量表有很高的信度，又學者 Gay 認為，

任何測驗或量表的信度係數如果在 0.9 以上表示測驗或量表的信度甚佳。 

六、三因子混合設計變異數分析（Three-way ANOVA） 

由於本研究自變數中的空間密度操弄屬於受試者內設計，社會密度及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操弄則屬於受試者間設計，因此本研究使用三子混合設

計變異數分析檢測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共餐者之親密度是否影響消費

者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正負向消費情緒及消費意願，並了解三者間是否

具有交互作用。 

七、階層式調節迴歸（Hierarchical Moderated Regression） 

本研究擬採用 Anderson (1986) 階層式調節迴歸分析方式來探討擁擠

容忍度對於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的調節效果。該分析方法牽涉到三個迴歸

模型的比較，分別為完整模型（Full Model）包含三個變數（模型三）：依

變數、調節變數以及交叉項(調節變數與自變數之相乘積)；限制模型

（Restricted Model）忽略交叉項或調節因子（模型一、二）。將模型三與模

型二之判定係數（R2）相互比較，當模型三之判定係數改變量（∆R2）顯

著時，則代表調節變數具有調節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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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區辨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 

為檢驗模式之內在品質，本研究先利用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以及潛在變項的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以

檢驗模式的內部一致性及潛在變項解釋力，依據 Fornell與 Larcker (1981)

之建議，各潛在變項之組合信度應在 0.6 以上，平均變異抽取量則應大於

0.5，計算之公式如下所示： 

composite reliability = (Σ standarardized loadings)2 / (Σ standarardized loadings)2  

+ (Σ indaicator measurement error) 
 

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 (Σ squared standarardized loadings) / (Σ squared 

standarardized l oadings)+ (Σ indaicator measurement error) 

進一步以二種方式來進行區辨效度之判定，方法一係指每一個變項之

平均變異抽取量（AVE）須大於各成對變項間之相關係數平方值，可稱

為具有區辨效度（Fornell & Larcker, 1981）。方法二則是利用潛在變項相

關信賴區間進行區辨效度的檢定，檢測任兩潛在構念之相關係數的信賴

區間，若兩項構念間的相關係數加減 2個標準誤之信賴區間未涵蓋 1，則

表示構面間具有差異。 

九、結構方程式模式（Structure Equation Model, SEM） 

本研究以最大概似估計法（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e）之完整資

訊（Full Information）的方法，對研究參數擁擠知覺、消費情緒與消費意

願等內生變數因果關係同時做估計，並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學者的意見（黃

芳銘，2003；邱皓政，2003；黃芳銘，2004），採取三類型的整體適配指

標作為適配度之評鑑。本研究之結構方程模式如圖 3-4-1。 

(一) 絕對適配指標（absolute fit measures） 

1. 卡方考驗值（χ2）：理論模型與觀察模型的契合度，其值必須未達顯

著水準。也就是 p 值必須大於或等於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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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oodness of Fit Index（GFI）：適配度指標，假設模型可解釋觀察資

料的比例。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3. 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AGFI）加入自由度的適配度指標：

調整後適配度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4.  Standardized 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SRMR）：標準化假設模型

整體殘差。指標需小於或等於 0.05。 

5. 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RMSEA）：平均概似平方

誤根係數，目的為比較理論模式與飽和模式的差距。指標小於或等

於 0.05 表示「良好的適配」；0.05 到 0.08 可視為是「合理的適配」；

0.08 到 0.10 之間可以視為是「中度的適配」；大於 0.10 表示不良

適配。 

6. Expected Cross-Validation Index（ECVI）： 期望複核效化指標，理論

模式 ECVI 指標值必須比飽和模式及獨立模式之 ECVI 指標值還要

小。 

(二) 相對適配指標（relative fit measures） 

1. Non-Normed Fit Index（NNFI）：非規範適配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

於 0.90。 

2. Normed Fit Index（NFI）：規範適配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3. Comparative Fit Index（CFI）：比較適配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4. Incremental Fit Index（IFI）：增值適配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5. Relative Fit Index（RFI）：相對適配指標。指標需大於或等於 0.90。 

(三) 簡效適配指標（parsimonious fit measures） 

1. Parsimonious Normed Fit Index（PNFI）：簡效規範適配指標。指標需

大於或等於 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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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arsimonious Goodness-of-Fit Index（PGFI）：簡效良性適配指標。指

標需大於或等於 0.50。 

3. Hoelter's Critical N（CN）：胡特臨界數值。其值需大於或等於 200，

通過 CN 值表示樣本數足夠用以檢定模式。 

 

 

 

 

 

 

 

 

 
 

 

圖 3-4-1 本研究結構方程模式概念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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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預試及分析結果 

一、預試對象 

預試量表構建完成後，於 2006 年 3 月 18 至 3 月 24 日共計 7 

天，以網路問卷為調查初級資料的工具，透過WWW 為問卷填寫介面，

將問卷掛在MY3Q 網站，通過電子郵件以滾雪球的方式，請網路使用

者上網填答。本研究共發出 50 封 e-mail，除了請收信者本身填答也請

其將問卷轉寄給其他朋友，此外同時另加以便利抽樣方式抽取國立台灣

師範大學之學生實施預試。 

二、預試問卷回收率及基本資料 

本研究網路問卷共計發出 65 份問卷，同樣扣除填答有問題之問

卷，總有效性的回答樣本數為 62份，問卷有效率為 95%，獲得 124位

有效樣本，另外紙本問卷則是回收 11 份預試問卷，扣除未回收、填答

不完全的無效問卷後，共計有 8 份有效問卷，有效問卷回收率為 73%。

因本研究實驗採混合式設計，空間密度之操弄採用受試者內設計，每位

受試者將同時接受「高空間密度」及「低空間密度」二種用餐情境之操

弄，故獲得之有效樣本為 16人。總有效樣本數為 140人，詳細各樣本

分佈統計見表 3-5-1，預試樣本的人口統計變數分析如表 3-5-2所示。 

表 3-5-1 預試有效樣本統計表 (N = 140) 

分佈之情境 高社會密度情境 低社會密度情境 總計 

低親密程度情境 44 24 68 

中親密程度情境 12 20 62 

高親密程度情境 26 14 40 

總計 82 58 140 

註：每位受試者皆會同時填答「低空間密度」及「高空間密度」情境之問卷，故

會產生二個有效樣本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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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2 預試樣本描述統計項目分配狀況 

變數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98 70.0 
 女 42 30.0 
 Total 140 100.0 
年齡 20歲以下 5 3.6 
 21-23歲 29 20.7 
 24-26歲 79 56.4 
 27-29歲 17 12.1 
 30歲以上 10 7.7 
 Total 140 100.0 
目前居住地 家裡 54 38.6 
 學校宿舍 16 11.4 
 在外租屋 64 45.7 
 親戚朋友家 4 2.9 
 其他 2 1.4 
 Total 140 100.0 
戶籍居住地 北部 66 47.1 
 中部 28 20.0 
 南部 26 25.7 
 東部 8 5.7 
 其他 2 1.4 
 Total 140 100.0 
每月零用錢 5000元以下 34 24.3 
 5001-7000元 30 21.4 
 7001-9000元 18 12.9 
 9001-11000元 30 21.4 
 11001-13000元 10 7.1 
 13001-15000元 2 1.4 
 15001元以上 16 11.6 
 Total 140 100.0 
每週外食次數 0-3次 24 17.1 
 4-7次 34 24.3 
 8-11次 18 12.9 
 12-15次 10 7.1 
 16-19次 14 10.0 
 20次以上 40 28.6 
 Total 14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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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索性因素分析 

以探索性因素分析進行量表的建構效度檢驗，首先根據Kaiser (1974) 

提出之標準，檢核各量表之 Kaiser-Meyer-Olkin（KMO）值是否大於 0.5，

Bartlett 球型檢定則必須達顯著 (p < .001) 以判定量表問項在因素分析

上是否達到適配。 

接著利用因素分析之主成份分析法（ Prin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取特徵值大於 1 之因素，再利用最大變異數轉軸法（Varimax 

Rotation） 進行轉軸，由於量表之發展尚屬於探索階段，因此根據陳正

昌、程炳林、陳新豐與劉子鍵 (2005) 之建議，以轉軸後之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需大於 0.5 以上為檢驗準則，檢驗結果顯示各量表之

因素負荷量均符合 0.5之標準，故可進行實測，各量表之因素分析結果分

述如下： 

（一） 空間擁擠知覺 

檢核空間擁擠知覺之量表，KMO值為 0.828，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p < .001) ，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3，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特徵值為 2.982，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4.547 ％ ，

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以上，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5-3 空間擁擠知覺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變異量

(%) 
1.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0.752 0.867 

2.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0.752 0.867 

3.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
流通的感覺 

0.774 0.880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0.689 0.830 

2.982 74.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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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擁擠知覺 

檢核社會擁擠知覺之量表，KMO值為 0.761，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4，共粹

取出一個共同因素，特徵值為 2.982，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0.776% ，且

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以上，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5-4 社會擁擠知覺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變異量

(%) 
1.這家店讓我覺得很擁擠 0.441 0.664 2.831 
2.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0.869 0.932  
3.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0.716 0.846  
4.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0.806 0.898  

70.776 

 

（三） 擁擠容忍度 

檢核擁擠容忍度之量表，KMO 值為 0.625，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5，共粹取

出一個共同因素，特徵值為 1.931，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3.764，且各題項

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以上，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5-5 擁擠容忍度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變異量

(%) 
1. 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0.518 0.720 1.931 
2. 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0.579 0.761  
3. 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
是會進去消費 

0.686 0.828  

4. 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

擠，我還是願意進去用餐 
0.723 0.850  

73.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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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正向消費情緒 

檢核正向消費情緒之量表，KMO 值為 0.813 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6，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特徵值為 3.918，累積解釋變異 65.297 % ，且所

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以上，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5-6 正向消費情緒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變異量 (%)
1. 我感到滿足 0.787 0.887 3.918 
2. 我感到知足 0.753 0.868  
3. 我感到平靜 0.295 0.543  
4. 我感到高興 0.830 0.911  
5. 我感到愉悅 0.863 0.929  

6. 我感到熱情 0.391 0.625  

65.297 

 

（五） 負向消費情緒 

檢核負向消費情緒之量表，KMO值為 0.838，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7，共粹

取出三個共同因素，分別命名為「積極負向情緒」、「中性負向情緒」及

「消極負向情緒」，三構面之特徵值分別為 1.088、0.771 及 5.800，累積

解釋變異量為 72.157 ％ ，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以上，代

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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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7 負向消費情緒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 
積極負向情緒   

1. 我感到生氣 0.875 0.922 
2. 我感到惱怒 0.859 0.883 
3. 我感到不滿 0.663 0.754 

1.088 19.982 

中性負向情緒   
1. 我感到恐懼 0.574 0.524 
2. 我感到驚恐 0.641 0.563 
3. 我感到緊張 0.688 0.809 
4. 我感到無助 0.561 0.562 
5. 我感到尷尬 0.727 0.789 

1.771 20.152 

消極負向情緒   
1. 我感到悲傷 0.740 0.822 
2. 我感到可悲 0.750 0.786 
3. 我感到羞愧 0.780 0.858 
4. 我感到羞辱 0.803 0.868 

5.800 32.023 

累積解釋變異量 (%) 72.157 
  

（六） 消費意願 

檢核消費意願之量表，KMO 值 0.731，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3-5-8，共粹

取出一個共同因素，命名為「消費意願」，特徵值為 2.411，累積解釋變

異量為 80.365 ％，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5 以上，代表此

量表具有良好之效度。 

 

表 3-5-8 消費意願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累積解釋變異量 
(%) 

1. 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0.755 0.869 2.411 
2. 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
用餐的可能性 

0.819 0.905  

3. 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0.835 0.914  

80.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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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信度分析 

信度的測量可顯示研究結果的穩定性及一般性，本研究以 Cronbach’s α 

係數測量經因素分析結果刪題後之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消

費情緒、消費意願等主要構面的量表之內部一致性，根據 Nunnally (1978) 

的建議，Cronbach’s α 係數至少要大於或等於 0.7，方為可接受的範圍；

Wortzel (1979) 亦認為係數介於 0.7 至 0.98，均屬高信度值，若低於 0.35 

時，應拒絕使用。由於本研究所有衡量項目經計算後之 Cronbach’s α係數

值，皆達 0.7 以上，在可接受的範圍內，表示本研究之問卷題目信度良好

（見表 3-5-9）。 

 

表 3-5-9 各量表信度檢驗 

觀察變項 
與總分

之相關

刪除該題

後所得信

度係數 

整體

Cronbach’s α

空間擁擠知覺   
1.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755 .852 
2.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756 .850 
3.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通的感覺 .791 .837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703 .870 

.886 

社會擁擠知覺   
1.這家店讓我覺得很擁擠 .495 .899 
2.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855 .754 
3.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702 .821 
4.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783 .786 

.857 

擁擠容忍度   
1.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390 .548 
2.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504 .459 
3.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消費 .521 .441 
4.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願意進

去用餐 
.198 .690 

.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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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9 各量表信度檢驗（續） 

觀察變項 與總分

之相關

刪除該題

後所得信

度係數 

整體

Cronbach’s α

正向消費情緒   
1.我感到滿足 .813 .840 
2.我感到知足 .786 .846 
3.我感到平靜 .418 .906 
4.我感到高興 .839 .837 
5.我感到愉悅 .871 .832 
6.我感到熱情 .480 .895 

.884 

負向消費情緒   
1.我感到生氣  .475 .895 
2.我感到惱怒 .527 .893 
3.我感到不滿 .453 .897 
4.我感到恐懼 .662 .886 
4.我感到驚恐 .708 .884 
4.我感到緊張 .507 .895 
5.我感到悲傷 .693 .885 
6.我感到可悲 .732 .882 
7.我感到無助 .635 .887 
8.我感到尷尬 .623 .889 
9.我感到羞愧 .685 .885 
10.我感到羞辱 .699 .885 

.899 

消費意願   
1.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717 .868 
2.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776 .811 
3.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795 .796 

.8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