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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結果 

第一節 資料分析與研究發現  

一、 問卷回收情形  

（一） 有效問卷數統計  

本研究依照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共餐者親密度三向度不同的操

弄總共發展出十二種不同的問卷，在民國 95 年 4月 10日至 4月 25日期

間於國立台灣師範大學校內進行發放，共發放 333 份，回收 333 份，其

中有 2份問卷為填答不完整之無效問卷，並刪除偏離值與極端值共 37份

後共獲得 294 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率為 88.3%，由於本研究實驗法採

混合設計（mixed design），空間密度屬受試者內操弄變項，每位受試者

皆會同時接觸到「高空間密度」以及「低空間密度」之情境操弄，依此

故獲得 588份有效樣本。詳細各樣本分佈統計如表 4-1-1。 

表 4-1-1 有效樣本統計表 （N = 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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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96 194 

中親密程度情境 106 96 202 

高親密程度情境 102 90 192 

總計 282 306 588 

註：每位受試者皆會同時接觸到「高空間密度」以及「低空間密度」之情境操

弄，因此由原本的 294位受訪者獲得 588份有效樣本。 

二、 樣本組成 

所有樣本描述統計項目及人數分配狀況詳見表 4-1-2。 

（一） 性別 

有效樣本共 588 人，計有女性 482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82%；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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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6 人，佔總有效樣本的 18%，近似於台灣師範大學之男女比例 1:4

分佈。 

（二） 年齡 

在年齡的分佈上，由於本研究以大學生為樣本，故以 20 歲以下及

21-23歲者為最多，分別為 276人 (46.9%) 及 270人 (45.9%)，至於 24-26

歲為18人 (3.1%)、27-29歲者為12人 (2%) 、30歲以上者為12人 (2%) 。 

（三） 目前居住地 

居住家中者共 178 人  (30.3%) ；住宿學校宿舍者共 366 人 

(62.2%) ；在外租屋者共 38人(6.5%) ；住宿親友家者共 2人 (0.3%) 其

他地方者共 4人(0.7%)。 

（四） 戶籍居住地區 

戶籍居住地為北部者共 308 人，佔總有效樣本數的 52.4%；中部為

126人 (21.4%) ；南部為 128人 (21.8%) ；東部為 8人(1.4%) ；其他地

區為 18人 (3.1%) 。 

（五） 平均每月零用錢 

每月可自由支配之零用錢在 5,000 元以下者共 196 人，佔總有效樣

本之 33.3%；5,001-7,000元之間者共 162人 (27.6%) ；7001-9000元之間

者共 102 人  (17.3%) ；9,001-11,000 元之間者共 78 人  (13.3%) ；

11,001-13,000 元之間者共 24 人 (4.1%) ；13,001-15,000 元者共 4 人 

(0.7%) ；15,001元以上共 22人 (3.7%) 。 

（六） 每週平均外食次數 

每週平均外食次數在 0-3次者共 52人，佔總有效樣本數之 8.8%；4-7

次者共 4人 (0.7%) ；8-11次者共 102人 (17.3%) ；12-15次者共 78人 

(13.3%) ；16-19次者共 58人 (9.9%) ；20次以上者共 152人 (2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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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樣本描述統計項目分配狀況 (N = 588) 

 

描述統計項目 類別 人數 百分比 
性別 男 482 82.0 
 女 106 18.0 
 Total 588 100.0 
年齡 20歲以下 276 46.9 
 21-23歲 270 45.9 
 24-26歲 18 3.1 
 27-29歲 12 2.0 
 30歲以上 12 2.0 
 Total 588 100.0 
目前居住地 家裡 178 30.3 
 學校宿舍 366 62.2 
 在外租屋 38 6.5 
 親戚朋友家 2 0.3 
 其他 4 0.7 
 Total 588 100.0 
戶籍居住地 北部 308 52.4 
 中部 126 21.4 
 南部 128 21.8 
 東部 8 1.4 
 其他 18 3.1 
 Total 588 100.0 
每月零用錢 5,000元以下 196 33.3 
 5,001-7,000元 162 27.6 
 7,001-9,000元 102 17.3 
 9,001-11,000元 78 13.3 
 11,001-13,000元 24 4.1 
 13,001-15,000元 4 0.7 
 15,001元以上 22 3.7 
 Total 588 100.0 
每週外食次數 0-3次 52 8.8 
 4-7次 146 24.8 
 8-11次 102 17.3 
 12-15次 78 13.3 
 16-19次 58 9.9 
 20次以上 152 25.9 
 Total 588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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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操弄檢查 

一、 各實驗分組性別分佈情形 

由於性別對於擁擠知覺的影響程度目前尚未有明確的定論，為確保各

組間設計之實驗分組在性別分佈上是無差異的，故利用 SPSS 12.0版之交

叉表（Crosstabs）的功能對進行各實驗分組之比對，組間設計組別共有 2

（社會密度高 vs.社會密度低）× 3（低親密度 vs.中親密度 vs. 高親密度）

共六組，結果見表 4-2-1，發現各組間變項分組在性別的組成在卡方考驗上

並未達到顯著 (p = .464) 因此各組樣本具有一致性。 

 

表 4-2-2各實驗情境之性別交叉統計表 a (N = 588) 

人數分佈 
情境組別 

女 男 
總計 

低社會密度×低親密程度 74 22 96 
低社會密度×中親密程度 82 14 96 
低社會密度×高親密程度 74 16 90 
高社會密度×低親密程度 76 22 98 
高社會密度×中親密程度 90 16 106 
高社會密度×高親密程度 86 16 102 
總計 486 102 588 

註：a代表 Pearson Chi-square 之 p值為 0.464，未達顯著水準 (p > .1)  

 

二、 虛擬情境模擬容易度與真實性 

虛擬情境模擬的容易度與真實性檢驗採 Likert五點尺度量表，從「非

常不容易」及「非常不真實」（給 1分）至「非常容易」、及「非常真實」

（給 5分）來衡量，此部份採平均數與標準差進行分析，以了解受試者對

於虛擬情境的融入程度，如表 4-2-2 所示。在情境模擬容易度方面，平均

數為 3.31，標準差為 0.88；在真實性方面，平均數為 3.30，標準差為 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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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皆大於五點尺度的中位數（3點），顯示受試者對於想像情節發生的看

法較偏向「容易」與「真實」。 

 

表 4-2-2虛擬情境模擬容易度與真實性敘述統計表 

分析項目 樣本數 平均數 標準差 
情境模擬容易度 a 588 3.31 0.88 
情境真實性 b 588 3.30 0.78 

註：a表示量點為 1至 5，1分代表非常不容易，5分代表非常容易。b表示

量點為 1至 5，1分代表非常不真實，5分為非常真實。 
 

三、 虛擬情境的空間及社會密度操弄 

為使受訪者能充分融入實驗的操弄設計中，本研究使用圖片，模擬

餐廳店內人潮狀況及室內擺設以呈現消費情景，並搭配虛擬故事敘述來

控制與共餐者之親密度，試圖將受測者操弄成「高空間擁擠知覺」、「低

空間擁擠知覺」、「高社會擁擠知覺」、「低社會擁擠知覺」及「高親密程

度」、「中親密程度」、「低親密程度」的情境，並以受訪者在「知覺空間

擁擠量表」以及「知覺社會擁擠量表」之平均得分來檢定本研究在「高

空間密度」、「低空間密度」與「高社會密度」、「低社會密度」操弄是否

成功，「高空間密度」與「高社會密度」分組之受測者若是在空間及社會

擁擠知覺問項平均得分均大於七點尺度的中位數（4點），即表示在「高

空間密度」與「高社會密度」的操弄成功，而在「低空間密度」與「低

社會密度」則相反，平均得分需小於 4 點，並進一步驗證受測者對不同

程度之空間及社會擁擠的擁擠知覺是否有顯著性的差異。 

此外，本研究尚有空間擁擠、社會擁擠之操弄檢驗題項，採 Likert

五點尺度量表，從「非常狹窄」及「非常少」（給 1分）至「非常寬闊」、

及「非常多」（給 5分）來衡量。為再次確認用餐情境模擬的效果是否成

功，分別以「低空間密度」、「高空間密度」；「低社會密度」、「高社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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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共二組情境類別為自變項，二題操弄檢驗得分為依變項，以 t 考驗

檢定高空間密度組及高社會密度組的得分是否顯著高於低空間密度及低

社會密度的得分，以瞭解操弄是否成功。 

檢驗結果發現（見表 4-2-3），高空間密度的群體之空間擁擠知覺(M = 

5.03) 高於七點尺度的中位數（4 點），而低空間密度的群體在空間擁擠

知覺之得分也低於七點尺度的中位數 (M = 2.98) ，二組間的差異並達顯

著 (p < .001) ；同樣的情形亦見於社會密度組別中，高社會密度的群體

之社會擁擠知覺 (M = 5.21) 明顯高於低社會密度的群體 (M = 2.72) ，且

達顯著差異 (p < .001)。 

接著以 t-test 檢定受測者在空間擁擠、社會擁擠操弄檢驗題項之得分

在不同分組中是否有顯著差異，結果請見表 4-2-4，發現高空間密度分組之

操弄檢驗得分（M = 2.21）低於低空間密度分組（M = 3.88），顯示高空間

密度組之受訪者認為此情境的空間較低社會密度組的情境來的狹窄，二組

間的差異並達顯著 (p < .001) ；高社會密度分組之操弄檢驗得分 (M = 

3.94) 則高於低社會密度分組  (M = 2.28) ，二組間的差異達顯著  (p 

< .001) ，表示實驗圖片呈現之空間擁擠與社會擁擠操弄成功。 

 

表 4-2-3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操弄檢驗之 t考驗 (N = 588) 

實驗分組 n 量表平均得分 標準差 t值 
低空間密度 294 2.98 1.10 
高空間密度 294 

空間擁擠知覺 a

5.03 1.07 
-31.50***

低社會密度 282 2.72 0.98 
高社會密度 306 

社會擁擠知覺 a

5.21 0.94 
-22.91***

註：***表 p < 0.001 
    a表示量點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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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 操弄檢驗題項之 t考驗 (N = 588) 

實驗分組 n 平均數 標準差 t值 
低空間密度 a 294 3.88 0.71 
高空間密度 a 294 2.21 0.76 

27.4*** 

低社會密度 b 282 2.28 0.85 
高社會密度 b 306 3.94 0.55 

-28.24*** 

註：***表 p < .001 
a表示量點為 1至 5，1分代表非常狹窄，5分代表非常寬闊。b表示量點

為 1至 5，1分代表非常少，5分為非常多。 
 

四、 虛擬情境中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操弄 

本研究在與共餐者的親密程度檢驗題項上採 Likert五點尺度量表，從

「非常不親密」（給 1分）至「非常親密」（給 5分）來衡量。並以「低親

密程度」、「中親密程度」、「高親密程度」情境類別為自變項，親密程度操

弄檢驗得分為依變項，進行單因子變異數分析（ANOVA）來檢驗高親密

程度、中親密程度及低親密程度三組各組得分是否有顯著差異，並進行

Scfeffe事後比較，以瞭解操弄是否成功，檢驗結果（見表 4-2-5）發現在「高

親密程度」組之親密度操弄檢驗平均得分 (M = 3.96) 均大於「中親密程度」 

(M = 2.76) 以及「低親密程度」分組者 (M = 2.38) ，三組間的差異達顯著 

(p < .001) ，進一步進行以 95%之信賴水準進行 Scheffe事後比較，結果顯

示「高親密程度」組得分依序大於「中親密程度」及「低親密程度」，表

示本實驗在與共餐者親密度的操弄成功。 

表 4-2-5 與共餐者之親密度操弄 ANOVA檢驗 (N = 588) 

實驗分組 n 平均數 標準差 F值 p值 Scheffe 
事後比較 
(α=0.05) 

低親密程度 a 194 2.38 0.77 
中親密程度 a 202 2.76 0.58 
高親密程度 a 192 3.96 0.65 

291.94 .000 高>中>低 

註：a表示量點為 1至 5，1分代表非常不親密，5分代表非常親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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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各量表信效度分析 

由於本研究架構之構面、變數關聯性，係彙整前人多位學者之研究成

果，為確保其信效度，有必要進行相關檢測之處理，本研究分別以探索性

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及 Cronbach’s α 係數檢測各

量表之信效度，分別敘述如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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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根據 Bagozzi與 Yi (1988) 所提出的標準為檢驗準

則，剔除因素負荷量 (Factor Loading) 未達 0.7 之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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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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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1，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特徵值為 2.806，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70.139 ％ ，

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7以上，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 

表 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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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81 0.825 2.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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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59 0.871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0.615 0.784  

70.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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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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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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2，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其中「這家店讓我覺得很擁擠」題項之因素負荷

量僅 0.681，未達 0.7之標準，故加以刪除，刪除後之特徵值為 2.389，

累積解釋變異量提升為 79.495%，Cronbach’s α 達 0.871，代表此量表具

有良好之信效度。 

 

表 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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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99 0.632 2.677 
2.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0.846 0.920  
3.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0.728 0.853  
4.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0.704 0.839  

66.913 

 

（三） 擁擠容忍度 

檢核擁擠容忍度之量表，KMO值為 0.7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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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3，共粹取

出一個共同因素，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7 以上，特徵值為

2.243，累積解釋變異量為 56.068%，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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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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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36 0.732 2.243 
2. 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0.494 0.703  
3. 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
會進去消費 

0.669 0.818  

4. 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

我還是願意進去用餐 
0.543 0.737  

56.068 

 

（四） 正向消費情緒 

檢核正向消費情緒之量表，KMO 值為 0.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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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命名為「正向情緒」，其中「我感到平靜」、「我

感到熱情」二題項之因素負荷量僅 0.640及 0.648，未達 0.7之標準，故

加以刪除，刪除後之特徵值為 3.237，累積解釋變異量提升為 80.933%，

Cronbach’s α 達 0.921，代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 

 

表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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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03 0.896 3.986 
2. 我感到知足 0.746 0.864  
3. 我感到平靜 0.410 0.640  
4. 我感到高興 0.824 0.908  
5. 我感到愉悅 0.792 0.890  
6. 我感到熱情 0.420 0.648  

66.433 

 

（五） 負向消費情緒 

檢核負向消費情緒之量表，KMO 值為 0.882，且球型檢定達到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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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 .001)，顯示量表適合進行因素分析。因素分析結果見表 4-3-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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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值分別為 1.145、1.555及 6.685，累積解釋變

異量為 78.202%。其中「我感到恐懼」、「我感到驚恐」二題項轉軸後之

因素負荷量僅 0.682及 0.676，未達 0.7之標準，故加以刪除，刪除後之

累積解釋變異量提升為 81.381 %，Cronbach’s α 達 0.899，代表此量表

具有良好之信效度。 

 

表 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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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60 0.870 
2. 我感到惱怒 0.898 0.877 
3. 我感到不滿 0.799 0.828 

1.145 55.707 

中性負向情緒   
1. 我感到恐懼 0.705 0.682 
2. 我感到驚恐 0.720 0.676 
3. 我感到緊張 0.706 0.814 
4. 我感到無助 0.707 0.712 
5. 我感到尷尬 0.717 0.834 

1.555 12.955 

消極負向情緒   
1. 我感到悲傷 0.755 0.758 
2. 我感到可悲 0.791 0.765 
3. 我感到羞愧 0.864 0.878 
4. 我感到羞辱 0.865 0.875 

6.685 9.540 

累積解釋變異量 (%) 78.202 
  

（六） 消費意願 

檢核消費意願之量表，KMO 值為 0.7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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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共

粹取出一個共同因素，命名為「消費意願」，特徵值為 2.412，累積解

釋變異量為 80.384 %，且所有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達到 0.7以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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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此量表具有良好之信效度。 

 

表 4-3-6 消費意願因素分析結果 

問項 共同性 因素負荷量 特徵值 解釋變異量 
(%) 

1. 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0.745 0.863 2.412 
2. 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
餐的可能性 

0.832 0.912  

3. 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0.835 0.914  

80.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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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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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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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4 .826 
2.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745 .799 
3.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通的感覺 .752 .798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629 .847 

.857 

社會擁擠知覺  
1.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767 .804 
2.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742 .827 
3.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749 .820 

.871 

擁擠容忍度  
1.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514 .684 
2.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473 .708 
3.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消費 .623 .620 
4.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願意進

去用餐 .507 .689 

.737 
 

正向消費情緒  
1.我感到滿足 .830 .894 
2.我感到知足 .786 .908 
3.我感到高興 .853 .886 
4.我感到愉悅 .803 .902 

.921 

負向消費情緒  
1.我感到生氣  .640 .890 
2.我感到惱怒 .685 .887 
3.我感到不滿 .657 .888 
4.我感到緊張 .538 .898 
5.我感到悲傷 .729 .885 
6.我感到可悲 .779 .881 
7.我感到無助 .647 .889 
8.我感到尷尬 .529 .900 
9.我感到羞愧 .724 .885 
10.我感到羞辱 .717 .886 

.908 
 

消費意願  
1.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707 .877 
2.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789 .802 
3.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794 .797 

.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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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各研究變項的測量模型之分析 

一、 常態分配檢驗 

由於本研究採用結構方程模式進行各變項參數之估計，此類估計

法乃是依據常態理論所設計。因此，為避免模式估計受到樣本分配性

質的影響，因此必須事先檢驗樣本之分配是否呈現常態，結果如表

4-1-3所示。 

表 4-5-1 觀察變項之描述統計、態勢與峰度分配 

觀察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態勢 峰度

空間擁擠知覺 a   
1.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3.76 1.85 0.16 -1.31
2.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4.05 1.87 -0.06 -1.29
3.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通的

感覺 4.05 1.72 -0.05 -1.19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4.15 1.68 -0.09 -1.12
社會擁擠知覺a   

1.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4.04 2.01 -0.07 -1.41
2.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3.88 1.83 0.07 -1.32
3.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4.28 1.92 -0.26 -1.30
擁擠容忍度a   

1.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3.79 1.60 -0.13 -0.95
2.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2.38 1.07 0.36 -0.75
3.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
去消費 2.30 1.06 0.38 -0.90

4.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

是願意進去用餐 4.56 1.41 -0.58 -0.52

正向消費情緒 b   
1.我感到滿足 4.35 1.23 -0.31 -0.53
2.我感到知足 4.32 1.16 -0.28 -0.21
3.我感到高興 4.54 1.16 -0.42 -0.22
4.我感到愉悅 4.53 1.19 -0.40 -0.37

 

註：a表示量點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b表示量點

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可能，7分代表非常可能。 
 
 
 
 



 65

表 4-5-1 觀察變項之描述統計、態勢與峰度分配（續） 

觀察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態勢 峰度

負向消費情緒 b   
1.我感到生氣  3.01 1.17 0.19 -0.58
2.我感到惱怒 2.88 1.20 0.31 -0.48
3.我感到不滿 3.17 1.31 0.19 -0.73
4.我感到緊張 3.69 1.52 -0.14 -1.05
5.我感到悲傷 2.54 1.09 0.34 -0.62
6.我感到可悲 2.54 1.15 0.46 -0.38
7.我感到無助 3.10 1.41 0.27 -0.80
8.我感到尷尬 4.29 1.34 -0.31 -0.62
9.我感到羞愧 3.94 1.33 -0.15 -0.47
10.我感到羞辱 3.91 1.44 -0.10 -0.97
消費意願 b   

1.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3.22 1.57 0.53 -0.46
2.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
的可能性 4.02 1.51 -0.32 -0.96

3.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4.25 1.62 -0.40 -0.71

註：a表示量點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b表示量點

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可能，7分代表非常可能。 
 

從表 4-1-3 內容可知，觀察變項的態勢值在-0.58 到 0.53 之間。峰度

值則介於-1.41到-0.21之間。依據 Kline (1998) 的意見，態勢的絕對值大

於 3，才視為極端。峰度的絕對值大於 10方具有非常態的問題。因此，這

些結果顯示所有觀察變項的態勢與峰度皆具有常態分佈的特性，故不會影

響模式估計結果。 

二、 驗證性因素分析 

為進一步了解檢驗測量工具的因素結構是否恰當，本研究利用

Amos 6.0 統計軟體，針對研究變項具有三個以上的因素的測量模型進

行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以評估篩選後

因素的模型適配度。對於測量模式品質的評估，依據單一構念性

（unidimensionality）與整體測量模式內在品質來判斷，依序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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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一構念性 

對於量表單一構念性的判斷，本研究利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中的一

階驗證性因素分析（First-Order CFA），針對各個構念分別檢測其適配

程度，Bentler與Wu (1993) 及 Jöreskog與 sörbom (1989) 皆提出，測量

模式中的因素負荷量最少必須在 0.45 以上，如此則表示觀察變項具有

足夠用以反映潛在變項的效度。Bagozzi 與 Yi (1988) 則提出因素負荷

量要大於 0.5 小於 0.95，本研究將依此為標準，抽取因素負荷量 λ 在

0.5至 0.95之間的變項作為整體模式之架構。 

1. 空間擁擠知覺測量模式之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 (χ2) 為 6.785，自由度 (df) 為 2，

p 值小於 0.001，平方概似平方誤根係數（RMSEA）為 0.064，顯示

模型為合理適配，如圖 4-5-1 路徑圖所示，且所有測量變項的因素

負荷量皆在 0.69至 0.83之間。各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準，符合

Hairs, Anderson, Tatham & Black, (1998) 的建議值。相關的參數估計

結果如表 4-5-2所列。 

 

表 4-5-2空間擁擠知覺測量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1. 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76 .58 20.47  .42 13.42 
2. 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82 .68 22.85 .32 11.31 
3. 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
氣流通的感覺 

.83 .69 23.26 .31 10.85 

4. 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69 .48 17.95  .52 14.72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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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 6.785  df = 2  p = 0.034  RMSEA = 0.064 

圖 4-5-1 空間擁擠知覺測量模式路徑圖 

2. 社會擁擠知覺測量模式之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χ2）為 0.000，自由度（df）為 0，

p 值為 1.000，平方概似平方誤根係數（RMSEA）為 0.000，顯示所有

的參數皆被估計，表示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間沒有顯著的差異，且模型

完全契合，因此不需進行模型修飾。如圖 4-5-2 路徑圖所示，且所有測

量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82至 0.86之間。各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

準，符合 Hairs et al. (1998) 的建議值。且各題項的 R2皆達 0.5之水準，

整體而言，是理想的模式，相關的參數估計結果如表 4-5-3所列。 

 
表 4-5-3 社會擁擠知覺測量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1. 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86 .68 24.04  .42  5.60 
2. 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82 .67 22.58 .32 11.64 
3. 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83 .73 22.95 .31 11.15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 

 

 

.42

.32

.31

.52

空間擁擠知覺

空間寬敞（反向） e1

讓人有擁擠感 e2.82

空間開放感（反向） e3
.83

讓人有拘束感 e4

.6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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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 0.000  df = 0  p = 1.000  RMSEA = 0.000 

圖 4-5-2 社會擁擠知覺測量模式路徑圖 

 

3. 擁擠容忍度測量模式之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χ2）為 28.912，自由度(df )為 2，p 

值小於 0 .001，平方概似平方誤根係數（RMSEA）為 0.151，表示假設

模型與觀察值之間具有顯著的差異。在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中，當修正指

標（modification index, MI）；MI指數高於 5 時，表示該殘差具有修正

的必要（邱皓政，2003），因此利用MI 指標，進行模型修飾。由MI 指

數指出，此模型中「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與「只要價格便

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願意進去用餐」、「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與

「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以及「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與「當

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消費」的測量殘差之間具有相關。

由這個結果的發現，此四個項目除了能夠共同抽取出一個潛在因素之

外，尚可能存在測量殘差之間的相關情形。 

在進行修正後，其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0.199，自由度為 1， p 值大於.05

未達顯著，RMSEA 為 0.000，顯示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間並無顯著的

差異，模型為良好適配。各測量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57至 0.72之

間，且各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是適配的模式。修正後

的模式如圖 4-5-3所示，相關的參數估計結果如表 4-5-4所列。 

社會擁擠知覺

店裡過於忙碌 e5

人潮不多（反向） e6

店裡有很多顧客 e7

.83

.86

.82

.42 

.32 

.31 



 69

 
表 4-5-4 擁擠容忍度測量修正後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δ t值 

1.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57 .33 13.40  .67 14.77 
2.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67 .45 13.82 .55 10.40 
3.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
進去消費 

.72 .51 16.42 .49 10.65 

4.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

還是願意進去用餐 
.72 .52 15.24  .48  8.95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 

 

 

 

 

 

 
 
 
 
 
 
 

Chi-square = 0.199  df = 1  p = 0.656  RMSEA = 0.000 
圖 4-5-3 擁擠容忍度測量修正模式路徑圖 

 

4. 正向消費情緒測量模式之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χ2）為 337.031，自由度 為 2， 

p 小於.001， RMSEA為 0.534，表示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間具有顯著

的差異。根據 Bagozzi與 Yi (1988) 對於效度的標準，認為存在 λ值大

於 0.95 之題項屬於違犯估計，代表題項間可能具有共線性問題，因此

將因素負荷量大於 0.95的題項「我感到高興」（λ = 0.96）加以刪除。 

擁擠容忍度

常到擁擠餐廳用餐 e8

對擁擠不會困擾 e9.67

依然會消費 e10
.72

便宜即可容忍 e11

.72

.57

-.41

.67 

.55 

.49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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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行修正後，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0.000，自由度為

0，p 值為 1.000，RMSEA為 0.000，顯示所有的參數皆被估計，表示

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間沒有顯著的差異，模型完全契合，且所有測量

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72至 0.95之間。各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準，

符合 Hairs et al. (1998) 的建議值。且各題項的 R2皆達 0.5之水準，整

體而言，是理想的模式，修正後的模式如圖 4-5-4所示，相關的參數估

計結果如表 4-5-5所列。 

 
表 4-5-5 正向消費情緒測量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1. 我感到滿足 .95 .91 28.99  .09  3.96 
2. 我感到知足 .89 .79 26.08 .21  8.96 
3. 我感到愉悅 .72 .51 19.49 .49 15.57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 

 
 
 
 
 
 
 
 
 
 
 

Chi-square = 0.000  df = 0  p = 1  RMSEA = 0.000 
圖 4-5-4 正向消費情緒測量修正模式路徑圖 

 

5. 負向消費情緒測量模式之分析 

在先前的探索性因素分析中發現，負向消費情緒共可分為三個構面，並

依題項之共同特性分別命名為「積極負向情緒」、「中性負向情緒」及「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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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消費情緒

滿足 e12

知足 e13

愉悅 e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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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負向情緒」。此部分採用二階驗證性因素分析（Second-Order CFA）

來加以檢驗，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465.303，自由度為 32，p 值小

於 0.001，RMSEA為 0.152，表示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間具有顯著的差

異。因此進行模式之修正，首先將因素負荷量大於 0.95，可能具有共線

性問題的題項「我感到惱怒」（λ = 0.96）加以刪除。修正後之驗證性因

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449.745，自由度為 24，p 值小於 0.001，

RMSEA 為 0.174，模式仍不適配，因此依照 MI 指標進行更進一步的

模式修正。依據MI 指數指出，此模型中「我感到生氣」、「我感到不滿」、

「我感到緊張」、「我感到無助」、「我感到尷尬」、「我感到羞愧」、「我感到

可悲」以及「我感到羞辱」八個題項的測量殘差之間具有相關，因此加

以修正。由這個結果的發現，負向情緒的十一個項目除了能夠共同抽取

出三個潛在因素之外，尚可能存在測量殘差之間的相關情形。 

在進行修正後，其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73.156，自由度為 18，p 值小於

0.001，RMSEA 為 0.072，顯示模型為合理適配。各測量變項的因素負

荷量皆在 0.59 至 0.94 之間，各題項的 R2 除了「我感到緊張」（R2 

= .351）、「我感到尷尬」（R2 = .468）二題項以及二階因素的「中性

負向情緒」（R2 = .498）之外，其餘指標皆達 0.5之水準，且各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準。整體而言，是適配的模式。修正後的模式如圖 4-5-5

所示，相關的參數估計結果如表 4-5-6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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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6 負向消費情緒測量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第一階因素      
積極負向情緒      

1.我感到生氣 .88 .77 -  .23  5.75 
2.我感到不滿 .82 .67 16.86 .33  8.71 

中性負向情緒      
1.我感到緊張 .59 .35 - .65 14.49 
2.我感到無助 .90 .81 12.02 .19  3.90 
3.我感到尷尬 .68 .47 15.84 .53 12.52 

消極負向情緒      
1.我感到悲傷 .88 .77 - .28 11.21 
2.我感到可悲 .91 .83 29.37 .17  8.97 
3.我感到羞愧 .80 .64 24.15 .36 14.15 
4.我感到羞辱 .79 .63 23.81 .37 14.26 

第二階因素      
積極負向情緒 .71 .50 - .50  7.68 
中性負向情緒 .71 .88  9.20 .12  6.12 
消極負向情緒 .94 .50 10.62 .50  1.84 

註：以上 t值除了「消極負向情緒」殘差之 t值顯著性為 p = .065之外，其餘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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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 73.156  df = 18  p = 0.000  RMSEA = 0.072 

圖 4-5-5負向消費情緒測量修正模式路徑圖 

 

6. 消費意願測量模式之分析 

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顯示，卡方值為 0.000，自由度為 0，p 值為 1.000 ， 

RMSEA為 0.000，顯示所有的參數皆被估計，表示假設模型與觀察值之

間沒有顯著的差異，且模型完全契合，因此不需進行模型修飾。如圖 4-5-6

路徑圖所示，且所有測量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75 至 0.89 之間。各

參數的 t值皆達顯著水準，符合 Hairs et al. (1998) 的建議值。且各題項

的 R2皆達 0.5之水準，整體而言，是理想的模式，修正後的模式如圖 4-5-6

所示，相關的參數估計結果如表 4-5-7所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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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7 消費意願測量模式參數估計表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1. 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
能性 

.75 .57 20.62  .43 14.28

2. 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
廳用餐的可能性 .88 .77 25.27 .23  8.66

3. 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
可能性 

.89 .79 25.64 .21  8.07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 

 

 

 

 
 
 
 
 
 

Chi-square = 0.000  df = 0  p = 1.000  RMSEA = 0.000 

圖 4-5-6消費意願測量模式路徑圖 

7. 整體測量模式之分析 

最後進行整體測量模式之驗證性因素分析分析，利用矩陣以進行模型的

檢驗。相關的參數估計結果及適配指標如表 4-5-8 及 4-5-9 所列，其結

果顯示卡方值為 798.185，自由度為 274，p 值小於 0.001，RMSEA為

0.057，顯示模型為合理適配，各測量變項的因素負荷量皆在 0.58至 0.93

之間，因此不需進行修正，模式如圖 4-5-8所示（圖中題項代號之對照

見表 4-5-10），各題項之相關係數見附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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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模式內在品質 

接著再檢驗整體模式之內在品質，分別由組合信度、平均變異抽

取量、區辨效度與收斂效度來判斷，描述如下： 

1. 潛在變項的組合信度（Composite Reliability）：是指所有測量變

項之信度所組成，依據 Fornell與 Larcker (1981) 的建議，各潛在

變項之組合信度需在 0.6以上。由表 4-5-11顯示，各潛在變項之

組合信度皆在 0.79至 0.89之間，皆在 0.6標準值以上。 

2. 平均變異抽取量（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為計算潛

在變項之各測量變項對該潛在變項的平均解釋能力。若 AVE 越

高，表示該潛在變項有越高的信度，Fornell與 Larcker (1981) 建

議 AVE 值大於 0.5 表示量表具有良好的信度，表 4-5-11 顯示，

所有潛在變項之平均變異抽取量皆大於 0.5，表示本研究模式中

的潛在變項具有一定的信度。 

3. 區辨效度（Discriminant validity）: 本研究使用二種方式來進行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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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存在某對變項之相關係數值大

於該變項中任一變項之變異抽取量，即表示在該對變項中，某一

變項之測量問項可能也是另一個變項之測量問項（Anderson & 

Gerbing, 1998），本研究變項之區別效度檢定如表 4-5-11所示，

結果顯示所有變項之變異抽取量皆大於變項間之相關係數平方

值，因此，本研究變項具有足夠的區辨效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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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結果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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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2，發現各構面信賴區間之範圍中皆未包含 1，符合區辨效

度之標準。 

4. 收斂效度（Convergent validity）：是指來自相同構面的項目（或指

標）之間的相關程度，各潛在構面之相關係數、平均數與標準差

見表 4-5-12。對於各構面的收斂效度評估，一般藉由檢測因素負

荷量的方式進行，若各個指標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大於 0.5且達顯

著 (p < .001) ，則表示該構面具有良好的收斂效度。此外，各題

項之判定係數（R2）通常被視為信度指標，用以測量個別觀察項

目被其所反映之潛在因素所能解釋的程度，最好能大於 0.5（黃芳

銘，2003）。本研究分別檢定各構面之因素負荷量及 R2，表 4-5-7

結果顯示，各題項之因素負荷量皆大於 0.5 且達顯著，各題項的

R2僅空間擁擠知覺構面中的「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R2 

= 0.49）；擁擠容忍度構面中的「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R2 = 0.33）

及「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R2 = 0.46）；中性負向

情緒構面中的「我感到緊張」 （R2 = 0 .40）等共四題項未達 0.5

之水準，其餘指標皆達 0.5 之水準，整體而言仍符合收斂效度之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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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各測量模式之參數估計結果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第一階因素      
空間擁擠知覺      

1.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75 .57 - .43 13.99
2.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82 .68 19.51 .32 11.84
3.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通的感覺 .83 .69 19.85 .31 11.48
4.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70 .49 16.24 .51 14.79
社會擁擠知覺      

1.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88 .77 - .23 7.64
2.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 .80 .65 20.60 .35 11.78
3.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81 .65 20.76 .35 11.61
擁擠容忍度      

1.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58 .33 - .67 14.89
2.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87 .45 10.21 .55 10.76
3.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消費 .72 .52 12.26 .48 11.02
4.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願意

進去用餐 
.71 .50 10.62 .50 9.92

正向情緒      
1.我感到滿足 .93 .87 - .13 7.14
2.我感到知足 .90 .81 32.84 .19 10.42
3.我感到愉悅 .73 .54 22.34 .46 15.37

積極負向情緒      
1.我感到生氣 .85 .73 - .27 7.27
2.我感到不滿 .83 .69 17.56 .31 8.28

中性負向情緒      
1.我感到緊張 .63 .40 - .60 13.00
2.我感到無助 .85 .71 11.87 .29 6.25
3.我感到尷尬 .72 .52 15.90 .48 11.42

消極負向情緒      
1.我感到悲傷 .88 .77 - .23 11.37
2.我感到可悲 .91 .83 29.20 .17 8.53
3.我感到羞愧 .79 .63 23.74 .37 14.18
4.我感到羞辱 .79 .62 23.49 .38 14.22

消費意願      
1.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78 .61 - .59 6.23
2.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
能性 

.86 .74 21.85 .26 5.86

3.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89 .79 22.12 .21 6.35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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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8 各測量模式之參數估計結果 (續) 

題項 
因素負

荷量 λ 
R2 t值 殘差 t值 

第二階因素      
負向情緒      

    積極負向情緒 .79 .63 - .37 13.51
中性負向情緒 .77 .59  9.57 .41 11.39
消極負向情緒 .85 .72 12.98 .28  9.71

註：以上 t值皆達 p < .001顯著水準；-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表 4-5-9測量模式適配評鑑指標結果 

指標 判斷值 實得數值 評鑑結果 
χ2 p > .05 χ2 = 798.185, p < .001 不通過 
RMSEA < .08 0.057 良好適配 
GFI > .90 .903 適配 
AGFI > .90 .875 適配 
RMR < .05 .158 不通過 
SRMR < .08 .069 適配 
NFI > .90 .902 適配 
NNFI > .90 .933 適配 
IFI >.90 .944 適配 
RFI >.90 .902 適配 
EVCI   小於獨立模式， 

大於飽和模式 
1.622 適配 

PNFI > .50 .773 適配 
PGFI > .50 .705 適配 
CN > 200 231 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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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0 各測量模式題項代號對照表 

題項 
題項 
代號 

空間擁擠知覺 (η1)  
1. 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反向） Y1 
2. 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 Y2 
3. 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間開放、空氣流通的感覺（反向） Y3 
4. 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 Y4 
社會擁擠知覺 (η2)  

1. 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 Y5 
2. 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反向） Y6 
3. 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 Y7 
擁擠容忍度 (ξ3)  

1. 我常去擁擠的餐廳用餐 X1 
2. 餐廳內的擁擠不會對我造成困擾 X2 
3. 當我發現要去的餐廳很擁擠，我還是會進去消費 X3 
4. 只要價格便宜，即使餐廳內很擁擠，我還是願意進去用餐 X4 
正向情緒 (η3)  

1. 我感到滿足 Y8 
2. 我感到知足 Y9 
3. 我感到愉悅 Y10 

積極負向情緒 (η4)  
1. 我感到生氣 Y11 
2. 我感到不滿 Y12 

中性負向情緒 (η5)  
1. 我感到緊張 Y13 
2. 我感到無助 Y14 
3. 我感到尷尬 Y15 

消極負向情緒 (η6)  
1. 我感到悲傷 Y16 
2. 我感到可悲 Y17 
3. 我感到羞愧 Y18 
4. 我感到羞辱 Y19 

消費意願 (η7)  
1. 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Y20 
2. 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 Y21 
3. 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 Y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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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 = 798.185  df = 274  p < .001  RMSEA = 0.057 
圖 4-5-7整體測量模式路徑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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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11 各構面相關係數及其平方、組合信度與平均變異抽取量 

構面 SPC SOC TOL PE NE PU

R 

組合

信度 

平均變

異數抽

取量

(AVE)

SPCa 1.00     0.86 0.60 

SOCa 0.26 (0.07) 1.00    0.87 0.69 

TOLa -0.10 (0.01) -0.09 (0.01) 1.00   0.79 0.51 

PEb -0.44 (0.19) -0.04 (0.00) 0.17 (0.03) 1.00   0.89 0.74 

NEb 0.22 (0.05) 0.04 (0.00) -0.18 (0.03) -0.33 (0.11) 1.00   0.88 0.65 

PURb -0.51 (0.26) 0.02 (0.00) 0.22 (0.05) 0.59 (0.35) -0.28 (0.08) 1.00 0.86 0.69 

註：SPC = 空間擁擠知覺；SOC = 社會擁擠知覺；TOL = 擁擠容忍度； 

PE = 正向消費情緒；NE = 負向消費情緒；PUR = 消費意願 

括弧（）內之數值為二潛在變項間相關係數之信賴區間平方 

 

 

表 4-5-12 各量表相關係數、信賴區間、平均數與標準差 

 SPC SOC TOL PE NE PUR 平均數 標準差

SPCa 1.00      4.00 1.49 

         

SOCa 0.26 1.00     4.01 1.71 

 (0.52 ,0.00)        

TOLa -0.10 -0.09 1.00    3.85 1.15 

 (0.02 ,-0.22) (0.06 ,-0.24)       

PEb -0.44 -0.04 0.17 1.00   4.40 1.07 

 (-0.27 ,-0.61) (0.15 ,-0.23) (0.26 ,0.08)      

NEb 0.22 0.04 -0.18 -0.33 1.00  3.02 0.93 

 (0.52 ,0.24) (0.05 ,-0.25) (-0.08 ,-0.22) (-0.37 ,-0.57)     

PURb -0.51 0.02 0.22 0.59 -0.28 1.00 4.26 1.22 

 (-0.33 ,-0.69) (0.20 ,-0.16) (0.32 ,0.12) (0.73 ,0.45) (-0.31 ,-0.51)    

註：SPC = 空間擁擠知覺；SOC = 社會擁擠知覺；TOL = 擁擠容忍度； 

PE = 正向消費情緒；NE = 負向消費情緒；PUR = 消費意願 
a表示量點為 1至 7，1分代表非常不同意，7分代表非常同意。b表示量點為 1至 7，1分

代表非常不可能，7分代表非常可能。 

 括弧（）內之數值為二潛在變項間相關係數之信賴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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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假設檢驗 

一、 三因子混合設計變異數分析 

本研究實驗採三因子混合設計，空間密度因子屬組內設計部份，而社

會密度及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為組間設計，故在進行多變量變異數 

（MANOVA）分析時，乃使用重複量數（repeated measures）之分析法，

分別以空間知覺擁擠、社會知覺擁擠為依變項，進行 2（空間密度：高 vs.

低）× 2（社會密度：高 vs.低）× 3（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高 vs.中 vs.低）

的三因子變異數分析以了解空間密度、社會密度及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

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之影響，並對先前所提出的實驗操弄研究假

設，一一加以檢驗。 

（一） 空間密度對擁擠知覺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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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 1預期空間密度對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會有顯著

影響，在高空間密度情境之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會較高，在低空

間密度情境之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則會較低。分析結果顯

示，空間密度對擁擠知覺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Wilks’ Lambda = .324, F  

= 298.845, p < .001）。在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方面，皆出現了空間

密度的主要效果（見表 4-4-1、表 4-4-2、表 4-4-3、表 4-4-4），相較於低空

間密度的情境，當消費者處於高空間密度時，所產生的空間擁擠知覺會比

較高（M 高空間密度 = 5.02 vs. M 低空間密度 = 2.97；F = 599.727，p < .001），社會擁

擠知覺也同樣比較高（M 高空間密度 = 4.03 vs. M 低空間密度 = 3.87；F = 176.790， p 

< .001）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 1相符，故接受假設 1a、1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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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之影響 

假設 2：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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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 2預期社會密度對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會有正向

影響，在高社會密度情境之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會較高，在低社

會密度情境之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則會較低。分析結果顯示，社

會密度對擁擠知覺的主要效果達到顯著（Wilks’ Lambda = .229, F = 

482.052 , p < .001）。在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方面，皆出現了社會

密度的主要效果（見表 4-4-1、表 4-4-2、表 4-4-3、表 4-4-4）。相較於低社

會密度的情境，當消費者處於高社會密度時，所產生的空間擁擠知覺會比

較高（M 高社會密度 = 4.28 vs. M 低社會密度 = 3.70；F = 44.590，p < .001） ，社會

擁擠知覺也同樣比較高（M 高社會密度 = 5.37 vs. M 低社會密度 = 2.53；F = 883.415，

p < .001）此結果與本研究假設 2相符，故接受假設 2a、2b。 

（三） 空間及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之交互作用 

此外，研究結果顯示，空間密度與社會密度在擁擠知覺上的交互作用

達到顯著（Wilks’ Lambda = .962, F = 5.661 , p < .05），進行單變量顯著性考

驗時，發現社會密度、空間密度間的交互作用僅在空間擁擠知覺上達到顯

著（F = 11.224，p < .05），在社會擁擠知覺上則未達到顯著（F = .548，p 

= .460）（見表 4-4-1）。 

進一步進行單純主要效果分析，結果顯示（見表 4-4-5，圖 4-1-1） ，

當消費者同樣處於低空間密度的情境時，在高社會密度環境者之空間擁擠

知覺會較高於低社會密度者（M 低空間密度×高社會密度 = 3.39 vs. M 低空間密度×低社會密度=  

2.53；F = 51.729，p < .001），而在高空間密度情境下消費者亦有相同情形

（M 高空間密度×高社會密度 = 5.17 vs. M 高空間密度×低社會密度= 4.87；F = 6.795，p < .05）。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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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而言，空間密度對空間與社會的擁擠知覺之影響會較社會密度來的大。 

（四） 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擁擠知覺之影響 

假設 3：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3a：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3b：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本研究假設 3預期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消費者的空間及社會擁擠知

覺會有顯著影響。三因子變異數分析結果顯示（見表 4-4-1、表 4-4-2），在

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部份皆未達顯著效果（Wilks’ Lambda = .997, 

F = .252 , p = .909），代表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皆無

影響力，因此拒絕假設 3a、3b。 

 

表 4-4-1 空間擁擠知覺的三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N = 588) 

變異量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p 值 

受試者間   
社會密度 50.205 1 50.205 44.590 .000***
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 0.007 2 0.004 0.003 .997 
社會密度×親密程度 0.421 2 0.210 0.187 .830 
殘差 324.261 288 1.126   
   
受試者內   
空間密度 621.959 1 621.959 599.727 .000***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 11.641 1 11.641 11.224 .001** 
空間密度×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 2.148 2 1.074 1.036 .356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親密程度 0.813 2 0.406 0.392 .676 
殘差 298.676 288 1.037   

註：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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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2 社會擁擠知覺的三因子變異數分析摘要表 (N = 588) 

變異量來源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p 值 

受試者間   
社會密度 1180.382 1 1180.382 966.692    .000***
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 1.205 2 0.603 0.494 .611 
社會密度×親密程度 0.778 2 0.389 0.319 .727 
殘差 351.663 288 1.221   
   
受試者內   
空間密度 3.828 1 3.828 6.333     .000***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 0.331 1 0.331 0.548  .460 
空間密度×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 1.196 2 0.598 0.989  .373 
空間密度×社會密度×親密程度 0.180 2 0.090 .0149  .862 
殘差 174.084 288   0.604   

註： *** p < .001 

 

表 4-4-3 各實驗情境下之空間擁擠知覺平均數摘要表 (N = 588) 

 低空間密度 高空間密度 
 低社會密度 高社會密度 低社會密度 高社會密度 

 
2.62 (0.95) 

 
3.47 (1.12) 

 
4.71 (1.22) 

 
5.18 (0.97) 

 
低親密程度 

    
2.51 (0.80) 3.36 (1.13) 4.90 (0.95) 5.18 (0.95) 中親密程度 

    
2.44 (0.89) 3.35 (1.14) 5.00 (1.13) 5.16 (1.11) 高親密程度 

    
總計 2.53 (0.88) 3.39 (1.13) 4.87 (1.11) 5.17 (1.01)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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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4 各實驗情境下之社會擁擠知覺平均數摘要表 (N = 588) 

 低空間密度 高空間密度 
 低社會密度 高社會密度 低社會密度 高社會密度 

 
2.44 (0.93) 

 
5.47 (0.85) 

 
2.61 (1.04) 

 
5.46 (1.13) 

 
低親密程度 

    
2.52 (0.85) 5.30 (0.87) 2.64 (1.05) 5.41 (1.03) 中親密程度 

    
2.32 (0.92) 5.17 (0.80) 2.66 (1.16) 5.41 (0.78) 高親密程度 

    
總計 2.43 (0.90) 5.31 (0.84) 2.64 (1.07) 5.43 (0.98) 

註：括弧內為標準差 

 

表 4-4-5 空間擁擠知覺的單純主要效果分析摘要表 

變異量來源 M 平方和 
SS 

自由度

df 
均方 
MS 

F 值 
 

p值 

受試者內    
低社會密度 2.53低空間密度 
高社會密度 3.41

54.745 1 54.745 51.729 
 

.000***

殘差 148.161 140 1.058  
低社會密度 4.87高空間密度 
高社會密度 5.19

7.422 1 7.422 6.795 
 

.010*  

殘差 152.922 140 1.092  

註：* p < .05；***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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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空間與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之交互作用效果圖 

 

（五） 擁擠容忍度對擁擠知覺及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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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研究假設 5預期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及空間擁擠知覺與正、

負向消費情緒間的關係會產生調節效果。本研究擬參考Anderson (1986) 研

究中的階層式調節迴歸模型（Hierarchical Moderated Regression, HRM）的

分析方式。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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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限制模型（Restricted Model），其中完整模形包含三個變項，分

別是自變項、調節變項及交叉項（調節變項與自變項相乘積），而限制模

型為模型一（只考量自變項）與模型二（考量調節變項）。 Anderson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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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所探討之階層式調節迴歸分析乃比較模型三與模型二之判定係數 

(R2) ，當模型三之判定係數改變量 (∆R2) 顯著時，則代表調節變項具有調

節之作用。接著，將節效果達到顯著之模型的調節變數（擁擠容忍度）與

自變數（空間擁擠知覺、社會擁擠知覺）進行分群，再利用分群之自變數、

調節變數的數值與依變數的平均數值，繪出交互作用效果圖，以判斷調節

變數與自變數進行交互作用的情形。 

本研究將依此分析方式驗證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社會擁擠

知覺、正向消費情緒與負向消費情緒是否具有調節效果，分別說明如下。 

1. 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的影響 

為了解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間之調節情

形，本部分針對假設 5a 之迴歸模型，加入擁擠容忍度之構面，與空

間擁擠知覺之交互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空間擁擠知覺之相乘積)，並將

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4-6。模型三（包含交叉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空

間擁擠知覺之相乘積）與模型二（未包含交叉項）之 R2分別為 0.213

（F值 = 52.797）與 0.206（F值 = 76.088），R2之改變量為 0.007（∆F 

= 5.139），達顯著水準 (p < .01) ，表示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

與正向消費情緒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再觀察其交互效果圖形（圖

4-4-2），可發現低擁擠容忍度組的受試者中，具有較高空間擁擠知覺

者的正向情緒得分會低於較低空間擁擠知覺者（M 高空間擁擠知覺 = 3.79　 

vs. M 低空間擁擠知覺 = 4.69；∆M = 0.9）；而高擁擠容忍度組的受試者中，具

有較高空間擁擠知覺者的正向情緒得分亦低於較低空間擁擠知覺

者，然而此傾向較低擁擠容忍度組緩和，（M 高空間擁擠知覺 = 4.20 vs. M 低空

間擁擠知覺 = 4.82；∆M = 0.62），代表擁擠容忍度在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情

緒的影響力中具有調節作用，因此接受假設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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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6 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正向消費情緒 依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變項 β值 t值 β值 t值 β值 t值 
空間擁擠知覺 -.44 -11.74*** -.42 -11.46*** -.69 -5.56***
擁擠容忍度   .13  3.42*** -.09 -0.85 
空間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     .34 2.27*  
R2     .191     .206     .213 
F值  137.925   76.088   52.797 
p值     .000     .000     .000 
∆R2     .191     .016     .007 
∆F     137.925***    11.727*      5.139** 

註：*表 p < 0.05；**表 p < 0.01；***表 p < 0.001 

 

 

 
圖 4-4-2 空間擁擠知覺與擁擠容忍度之交互作用效果圖 

 

2. 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的影響 

為了解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間之調節情

形，本部分針對假設 5b 之迴歸模型，加入擁擠容忍度之構面，與空

間擁擠知覺之交互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空間擁擠知覺之相乘積），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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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4-7。模型三（包含交叉項，即擁擠容忍度與

空間擁擠知覺之相乘積）與模型二（未包含交叉項）之 R2分別為 0.001

（F值 = 31.093）與 0.013（F值 = 46.277），R2之改變量為 0.001 （∆F 

= 0.763），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

消費情緒間的關係不具有調節效果，因此拒絕假設 5b。 

 

表 4-4-7 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負向消費情緒 依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變項 β值 t值 β值 t值 β值 t值 
空間擁擠知覺 -.35 9.10*** .34 8.83*** .45  3.44**
擁擠容忍度   -.11 -2.94** -.03 -0.26 
空間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     -.14 -0.874 
R2     .124     .013     .001 
F值   82.823   46.277   31.093 
p值     .000     .000     .000 
∆R2     .124     .013     .001 
∆F      82.823***     8.649*    0.763 

註：**表 p < 0.01；***表 p < 0.001 

 

3. 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的影響 

為了解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間之調節情

形，本部分針對假設 5c 之迴歸模型，加入擁擠容忍度之構面，與社

會擁擠知覺之交互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社會擁擠知覺之相乘積），並

將分析結果整理如表 4-4-8。模型三（包含交叉項，即擁擠容忍度與

社會擁擠知覺之相乘積）與模型二（未包含交叉項）之 R2分別為 0.029 

（F值 = 5.903）與 0.029 （F值 = 8.680），R2之改變量為 0.001（∆F 

= 0.368），未達顯著水準，表示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

消費情緒間的關係不具有調節效果，因此拒絕假設 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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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8 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正向消費情緒 依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變項 β值 t值 β值 t值 β值 t值 
社會擁擠知覺 -.04 -0.89 -.02 -0.55 -.10 -0.74 
擁擠容忍度    .17 4.07 .11 1.05 
社會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     .10 0.61 
R2  .001  .029  .029 
F值 0.795 8.680 5.903 
p值  .373  .000  .001 
∆R2        .001  .027  .001 
∆F  0.795   16.545*** 0.368 

註：***表 p < 0.001 

 

4. 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的影響 

為了解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間之調節情形，

本部分針對假設 5d之迴歸模型，加入擁擠容忍度之構面，與社會擁擠

知覺之交互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社會擁擠知覺之相乘積），並將分析結

果整理如表 4-4-9。模型三（包含交叉項，即擁擠容忍度與社會擁擠知

覺之相乘積）與模型二（未包含交叉項）之 R2分別為 0.032 （F值 = 

6.498）與 0.025 （F值 = 7.545），R2之改變量為 0.007（∆F = 4.319），

達顯著水準（p < .05），表示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

情緒間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再觀察其交互效果圖形（圖 4-4-3），可

發現低擁擠容忍度組的受試者中，具有較高社會擁擠知覺者的負向情

緒得分會高於較低社會擁擠知覺者（M 高社會擁擠知覺 = 3.20 vs. M 低社會擁擠知覺 = 

2.98）；然而此傾向在高擁擠容忍度組的受試者則相反，具有較高社會

擁擠知覺者的負向情緒得分會低於較低社會擁擠知覺者（M 高社會擁擠知覺 = 

2.89 vs. M 低空間擁擠知覺 = 3.19），代表擁擠容忍度在社會擁擠知覺對負向

情緒的影響力中具有調節作用，因此接受假設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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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9 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負向消費情緒 依變項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自變項 β值 t值 β值 t值 β值 t值 
社會擁擠知覺 .07 1.75  .06 1.46 .33 2.43* 
擁擠容忍度   -.14 -3.46* .06 0.54 
社會擁擠知覺×擁擠容忍度     -.33  -2.08*
R2 .005 .025  .032 
F值 3.063 7.545 6.498 
p值  .081 .001  .000 
∆R2 .005 .020  .007 
∆F 3.063 11.969* 4.319* 

註： *表 p < 0.05 

 

 

 
圖 4-4-3 社會擁擠知覺與擁擠容忍度之交互作用效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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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模式評鑑與修正 

本研究使用 AMOS 6.0軟體，依據驗證性因素分析結果，以結構方程

模式的潛在變項路徑模型（Path analysis with latent variable），針對本研究

所提出的整體模型進行檢驗，原假設模式為第三章研究方法中所提出之圖

3-2-1，但在多變量分析中已拒絕「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之假設，擁擠容

忍度之調節效果則利用多變量分析來驗證其假設，故不在結構方程模式中

討論，此外，在探索及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過程中共刪除信、效度不良之 7

個題項，並將積極負向情緒、中性負向情緒、消極負向情緒之題項指標以

平均數加以合併，因此修正假設模式如圖 4-6-1 所示。分析結果說明如下： 

 

 

 

 

 

 

 

 

 

 

 

 

 

 

 

圖 4-6-1 影響消費意願因素之整體模式 

λy114 

λy145 

β41

β32

γ11 

γ12 

γ21 

γ22 

λy103
λy93 λy83 λy41 λy31 λy21 λy11 

λy72 
λy62 λy52 

β42

λy135 

λy155 

β53

β54

λy134 λy124 

空間擁擠知覺 η1

Y1

ε1

Y2

ε2

Y3

ε3

Y4

ε4

社會擁擠知覺 η2

Y5

ε5

Y6

ε6

Y7

ε7

正向情緒 η3

Y8

ε8

Y9

ε9

Y10

ε10

消費意願 η5

Y14 ε14

Y15 ε15

Y16 ε16

空間
密度

社會
密度

負向情緒 η4

ζ5

ζ3

ζ1

ζ2

ζ4

空間密度 ξ1

社會密度 ξ2

Y11Y12Y13

ε13 ε12 ε11

β31 



 94

圖 4-6-1 是一個以 AMOS 軟體所描繪，帶有潛在變項的結構方程

模式路徑分析圖。各潛在變項的預測指標變項（Indicator variables）方

面，外衍變項包含空間密度（ξ1）及社會密度（ξ2）之實驗操弄變項。

在內衍潛在變項方面，空間擁擠知覺（η1）以這家店看起來非常寬敞

（Y1）、在這家餐廳用餐會讓我有擁擠感（Y2）、這家餐廳會讓人有空

間開放、空氣流通的感覺（Y3）、這家餐廳會讓消費者有拘束感（Y4）

等四題項為指標；社會擁擠知覺（η2）以這家店有點過於忙碌（Y5）與

當我置身這家店時，人潮不多（Y6）、這家店有很多的顧客（Y7）等三

題項為指標；正向消費情緒（η3）以我感到滿足（Y8）、我感到知足（Y9）

與我感到愉悅（Y10）為指標；負向情緒（η4）以積極負向情緒（Y11）、

中性負向情緒（Y12）與消極負向情緒（Y13）為指標。消費意願（η5）

則以我覺得我會進入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Y14）、我覺得我會介紹其

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能性（Y15）與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

常客的可能性（Y16）為指標。 

一、 模式適配度評鑑 

（一） 違犯估計的檢查 

模式評鑑之前，需確立所估計的參數並未違反統計所能接受的範

圍。亦即沒有不適當的解產生。若發生不適當的解就是一種違犯估計

（offending estimate），表示模式有問題存在，必須先行處理。一般常發

生的違犯估計有以下三種現象： 

1.有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或是在任何建構中存在無意義的變異誤。 

2.標準化迴歸係數超過或太接近 1(≧ 0.95)。 

3.有太大的標準誤（黃芳銘，2003）。 

經 AMOS 6.0版程式處理資料後的結果，得到圖 4-6-2中各參數之估計

值，相關估計參數如表 4-6-1所示。由表中可發現沒有任何標準化迴歸係



 95

數值大於或等於 0.95，因此並沒有違犯估計的情形發生。進一步檢視測

量模式之誤差，發現其中沒有任何有負的誤差變異數存在或無意義的變

異誤存在，且沒有太大的標準誤。由分析的結果可知，本研究並沒有違

犯估計的情形產生，亦即所估計的參數並未違反統計上所能接受的範圍。 

 

 
 
 
 
 
 
 
 
 
 
 
 
 
 
 
 
 
 
 
 
 
 
 

Chi-square =711.702  df = 127  p < .001  RMSEA = 0.089 
圖 4-6-2 原始模式路徑圖及參數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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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原始模式參數估計表 

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參數值 
λy11 空間擁擠知覺→看起來非常寬敞 1.00 - - 0.77 
λy21空間擁擠知覺→有擁擠感 1.09 0.05 20.59*** 0.83 
λy31空間擁擠知覺→空間開放的感覺 1.01 0.05 20.83*** 0.83 
λy41空間擁擠知覺→有拘束感 0.80 0.05 16.38*** 0.68 
λy52社會擁擠知覺→過於忙碌 1.00 - - 0.88 
λy62社會擁擠知覺→人潮不多 0.85 0.04 24.36*** 0.81 
λy72社會擁擠知覺→有很多的顧客 0.89 0.04 24.13*** 0.80 
λy83正向情緒→我感到滿足 1.00 - - 0.93 
λy93正向情緒→我感到知足 0.91 0.03 32.79*** 0.90 
λy103正向情緒→我感到愉悅 0.76 0.03 22.21*** 0.73 
λy114負向消費情緒→積極負向消費情緒 1.00 - - 0.78 
λy124負向消費情緒→中性負向消費情緒 0.84 0.07  11.99*** 0.59 
λy134負向消費情緒→消極負向消費情緒 0.81 0.09  9.85*** 0.74 
λy145消費意願→進入用餐的可能性 1.00 - - 0.78 
λy155消費意願→介紹給朋友的可能性 1.05 0.05 21.75*** 0.86 
λy165消費意願→成為常客的可能性 1.07 0.05 21.92*** 0.88 
γ11空間密度→空間擁擠知覺 2.09 0.11 18.50*** 0.73 
γ21空間密度→社會擁擠知覺 0.26 0.09  2.92** 0.07 
γ12社會密度→空間擁擠知覺 0.64 0.09  7.10*** 0.23 
γ22社會密度→社會擁擠知覺 3.10 0.10 30.40*** 0.89 
β31空間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 -0.41 0.04 -10.80*** -0.51 
β32社會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 0.07 0.03  2.36** 0.10 
β41空間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 0.31 0.04 8.07* 0.48 

註：*表 p < 0.05；**表 p < 0.01；***表 p < 0.001 
-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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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1 原始模式參數估計表（續） 

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參數值

β42社會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 0.01 0.03 0.22 0.01 
β63正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 0.50 0.05 10.98*** 0.53 
β65負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 -0.30 0.06 -4.99*** -0.25 
ε1看起來非常寬敞  1.39 0.10 14.15*** 0.41 
ε2有擁擠感  1.11 0.09 12.63*** 0.32 
ε3空間開放的感覺  0.91 0.07 12.49*** 0.31 
ε4有拘束感  1.51 0.10 15.34*** 0.54 
ε5過於忙碌  0.92 0.08 11.39*** 0.23 
ε6人潮不多  1.14 0.08 13.85*** 0.34 
ε7有很多的顧客  1.30 0.09 13.93*** 0.35 
ε8我感到滿足  0.20 0.03  7.27*** 0.13 
ε9我感到知足  0.26 0.03 10.32*** 0.19 
ε10我感到愉悅  0.65 0.04 15.44*** 0.47 
ε11積極負向情緒  0.51 0.07  7.55*** 0.39 
ε12中性負向情緒  1.09 0.08 13.12*** 0.65 
ε13消極負向情緒  0.45 0.05  9.70*** 0.46 
ε14進入用餐的可能性  0.76 0.06 13.37*** 0.40 
ε15介紹給朋友的可能性  0.46 0.04 11.05*** 0.26 
ε16成為常客的可能性  0.39 0.04  9.62*** 0.23 
ζ1空間擁擠知覺  0.83 0.08  9.88*** 0.41 
ζ2社會擁擠知覺  0.62 0.07  9.10*** 0.20 
ζ3正向消費情緒  0.99 0.07 13.49*** 0.76 
ζ4負向消費情緒  0.62 0.07  9.09*** 0.59 
ζ5消費意願  0.69 0.07 10.37*** 0.76 

註：**表 p < 0.01；***表 p < 0.001 
-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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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整體適配度評鑑 

由分析的結果可知，本研究並沒有違犯估計的情形產生，也就是說

所估計的參數並未違反統計上之基本假設，因此可以繼續評鑑整體模式

之適配情形，以進一步驗證模式的假設。本研究模式的整體適配程度。

經 AMOS 6.0之統計估計後，得到表 4-6-2結果。 

 

表 4-6-2 原始模式適配評鑑指標結果 

指標 判斷值 實得數值 評鑑結果 

χ2 p > .05 χ2 = 711.702, p < .001 不通過 
RMSEA < .08 .089 不適配 
GFI > .90 .879 不通過 
AGFI > .90 .837 不通過 
RMR < .05 .204 不通過 
SRMR < .08 .097 不通過 
NFI > .90 .894 不通過 
NNFI > .90 .893 不通過 
IFI >.90 .911 適配 
RFI >.90 .873 不通過 
EVCI   小於獨立模式，

大於飽和模式 
1.362 適配 

PNFI > .50 .742 適配 
PGFI > .50 .653 適配 
CN > 200 138 不通過 

 

從表 4-6-2 中，首先看絕對適配的指標值，χ2 為 711.702，自由度為

127，且達顯著水準（p ＜.001），表示假設模式與觀察值之間具有顯著有

差異存在，然而卡方值之檢定易受樣本數影響而拒絕模式，故忽略不計，

繼續檢定其他指標再做判斷。 

從絕對適配指標中得知 GFI為 0.879，RMSEA為 0.089，未達接受標

準，RMR為 0.204，未達小於 0.05之接受標準，顯示模式尚未能被接受的。

再從相對適配指標來看，其中 IFI 為 0.911 大於接受值 0.90，而 NFI 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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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96、NNFI為 0.893，未達接受標準。最後再從簡效適配量測來看模式是

否具備簡效，結果發現 PNFI為 0.742、PGFI為 0.653，皆大於接受值 0.5，

CN = 138則小於接受值 200，代表模式是尚可接受的。整體而言，不論是

絕對適配指標、相對適配指標、以及簡效適配指標，大部分指標顯示此一

假設模式仍有修正的空間。 

（三） 整體模式之修正 

依據 MI指數檢視模式，結果指出模式中屬於負向消費情緒構面中

的「積極負向情緒」與「消極負向情緒」指標間的測量誤差具有相關；

屬於正向消費情緒構面中的「我感到滿足」與「我感到知足」題項以及

屬於消費意願構面中的「我覺得我會介紹其他朋友到這家餐廳用餐的可

能性」與「我覺得我會成為這家餐廳的常客的可能性」題項間的測量誤

差具有相關；潛在變項中的「空間擁擠知覺」與「社會擁擠知覺」以及

「正向消費情緒」與「負向消費情緒」之殘餘誤差之間也發現具有相關，

因此加以修正。此外，「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亦被發現是

能影響「消費意願」變項之指標，MI指數達 22.012及 20.831，顯示此二

條路徑對整個模式而言有修正的必要。 

圖 4-6-3 為模式修正後之最終模式路徑圖及各參數重新估計後的

結果，各適配指標之數值則見表 4-6-3，結果顯示在絕對適配指標的部

份 chi-square值為 465.501（p < .001），雖然仍達到顯著水準，使得模

式適配不佳，但是因為卡方值受樣本數影響很大，往往使得真實模式被

接受的程度降低許多，因此可以不必太在乎這個指標（黃芳銘，2004），

GFI值為 0.920，達成適配之標準，RMSEA 為 0.070，為合理之適配，

且適配度較修正前為佳，ECVI 為 0.967，小於獨立模式及飽和模式的

ECVI，顯示此一模式具有相當好的複核效度；相對適配指標方面，如

NFI為 0.931、NNFI為 0.933、IFI為 0.948、RFI為 0.912 適配度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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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且到達 0.90之接受水準；再看簡效適配指標，PNFI為 0.730、PGFI

為 0.645，皆大於 0.5之水準，而 CN 值也增為 201，超過接受值 200，

顯示模式具有相當的簡效性。綜合以上所述，整體而言，此修正模式的

三類指標都通過所要求的接受值，代表這個修正模式是符合實證資料

的，並可進一步進行研究假設之驗證。 

 

 

 

 

 

 

 

 

 

 

 

 
 
 
 
 
 
 
 
 
 
 

Chi-square = 465.501  df =120  p < .001  RMSEA = 0.070 

圖 4-6-3 最終模式路徑圖及標準化係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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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3 最終模式適配評鑑指標結果 

指標 判斷值 實得數值 評鑑結果 

χ2 p > .05 χ2 = 465.501, p < .001 不通過 
RMSEA < .08 .070 合理適配 
GFI > .90 .920 適配 
AGFI > .90 .885 不通過 
RMR < .05 .169 不通過 
SRMR < .08 .074 適配 
NFI > .90 .931 適配 
NNFI > .90 .933 適配 
IFI >.90 .948 適配 
RFI >.90 .912 適配 
EVCI   小於獨立模式，

大於飽和模式 
.967 適配 

PNFI > .50 .730 適配 
PGFI > .50 .645 適配 
CN > 200 201 適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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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最終模式參數估計表 

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參數值 
λy11 空間擁擠知覺→看起來非常寬敞  1.00 - - 0.77 
λy21空間擁擠知覺→有擁擠感  1.09 0.05 20.72*** 0.83 
λy31空間擁擠知覺→空間開放的感覺  1.01 0.05 20.89*** 0.83 
λy41空間擁擠知覺→有拘束感  0.80 0.05 16.27*** 0.67 
λy52社會擁擠知覺→過於忙碌  1.00 - - 0.88 
λy62社會擁擠知覺→人潮不多  0.85 0.03 24.57*** 0.81 
λy72社會擁擠知覺→有很多的顧客  0.87 0.04 23.97*** 0.80 
λy83正向情緒→我感到滿足  1.00 - - 0.81 
λy93正向情緒→我感到知足  0.90 0.03 30.15*** 0.77 
λy103正向情緒→我感到愉悅  1.00 0.05 18.51*** 0.84 
λy114負向消費情緒→積極負向消費情緒  1.00 - - 0.57 
λy124負向消費情緒→中性負向消費情緒  1.52 0.20 7.54*** 0.77 
λy134負向消費情緒→消極負向消費情緒  0.99 0.09 11.63*** 0.65 
λy145消費意願→進入用餐的可能性  1.00 - - 0.86 
λy155消費意願→介紹給朋友的可能性  0.84 0.05 18.21*** 0.76 
λy165消費意願→成為常客的可能性  0.87 0.05 18.48*** 0.79 
γ11空間密度→空間擁擠知覺  2.09 0.11 18.53*** 0.73 
γ21空間密度→社會擁擠知覺  0.28 0.09 3.18** 0.08 
γ12社會密度→空間擁擠知覺  0.64 0.09  7.13*** 0.23 
γ22社會密度→社會擁擠知覺  3.12 0.10 31.15*** 0.89 
β31空間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 -0.37 0.04 -9.79*** -0.52 
β32社會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  0.06 0.03 2.26* 0.11 
β41空間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  0.18 0.04  5.06*** 0.39 

註：*表 p < 0.05；**表 p < 0.01；***表 p < 0.001 
-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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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4 最終模式參數估計表（續） 

參數 非標準化

參數值 
標準誤 t值 標準化

參數值

β42社會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 -0.03 0.02 -1.21 -0.07 
β63正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  0.63 0.08   8.00***  0.52 
β65負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 -0.24 0.12 -2.13* -0.13 
β51空間擁擠知覺→消費意願 -0.27 0.04  -6.65*** -0.32 
β52社會擁擠知覺→消費意願  0.10 0.03   3.78***  0.15 
ε1看起來非常寬敞  1.39 0.10  14.24***  0.41 
ε2有擁擠感  1.07 0.09  12.44***  0.31 
ε3空間開放的感覺  0.90 0.07  12.44***  0.31 
ε4有拘束感  1.53 0.10  15.39***  0.55 
ε5過於忙碌  0.88 0.08  11.14***  0.22 
ε6人潮不多  1.15 0.08  13.95***  0.34 
ε7有很多的顧客  1.35 0.10  14.12***  0.37 
ε8我感到滿足  0.52 0.05  10.19***  0.34 
ε9我感到知足  0.55 0.05  11.23***  0.41 
ε10我感到愉悅  0.42 0.05   8.96***  0.30 
ε11積極負向情緒  0.90 0.08  11.26***  0.68 
ε12中性負向情緒  0.68 0.10   6.52***  0.41 
ε13消極負向情緒  0.56 0.05  11.81***  0.58 
ε14進入用餐的可能性  0.51 0.06   8.05***  0.26 
ε15介紹給朋友的可能性  0.75 0.06  12.16***  0.42 
ε16成為常客的可能性  0.68 0.06  11.24***  0.38 
ζ1空間擁擠知覺  0.83 0.08   9.87***  0.41 
ζ2社會擁擠知覺  0.62 0.07   9.12***  0.20 
ζ3正向消費情緒  0.74 0.07  10.18***  0.75 
ζ4負向消費情緒  0.36 0.07   5.52***  0.86 
ζ5消費意願  0.53 0.07   8.14***  0.36 

註：*表 p < 0.05；**表 p < 0.01；***表 p < 0.001 
-表示為參照指標不進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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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模式假設之驗證 

一、 測量模式假設 

測量模式假設的目的，是在驗證本研究建構之潛在構念是否具有足

夠的信度與效度以作為理論之推估，而測量假設的個別信度一般以 R 2

作為評估之標準，對於信度的判別，Bollen (1989 ) 曾指出，只要 t值到

達顯著的程度，R 2 便得以接受。首先，從表 4-6-4中可看到，二十五個

觀察變項在其所反映的潛在變項上的標準化因素負荷量，分別介於 0.57

到 0.93 之間。符合 Bentler 與 Wu (1993) 以及 Jöreskog 與 Sörbom 

(1989 ) 等人的建議，即測量模式中的因素負荷量最少必須在 0.45 以

上。再者因為本研究整體模式適配度已通過，即表示本研究的假設是成

立的，所以關於內在結構適配度的問題我們在此並不討論。除此之外，

其餘觀察變項之標準化因素負荷量均大於 0.45之標準，表示觀察變項具

有足夠用以反映潛在變項的效度。由此可知，本研究的測量模式假設可

以獲得支持。 

二、 結構模式假設 

結構模式假設即潛在變項間的相互關係，亦是本研究主要理論所欲

探討之因果關係。本研究共有六個結構模式假設，以下將分別探討，其

中假設 3在先前之多變量分析中已被拒絕，在此不再討論。所有假設驗

證之結果見表 4-7-3。 

（一） 各變項參數估計結果 

為了解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可藉由各變項間的直

接效果（γ、β路徑係數）、間接效果與整體效果來判定。本研究最終模式

潛在自變項與潛在依變項之路徑圖如圖 4-7-1、各假設路徑之完全標準化

解與 t值列於表 4-7-1、各變項間之間接及主要效果參數見表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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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1「擁擠對消費者情緒與消費意願影響」之標準化參數估計模式 
註：數據為完全標準化解，( ) 內為 t值。 

 

1. 各研究變項之間的直接效果 

本研究各潛在變項之間共有 10項直接效果為研究假設所提出，包括空間

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社會擁擠知覺具有直接效果；社會密度對空間擁

擠知覺、社會擁擠知覺具有直接效果；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

負向消費情緒具有直接效果；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負向消費

情緒具有直接效果；正向消費情緒、負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具有直接

效果。由表 4-7-1 之標準化估計參數可看出，「空間密度」對「空間擁

擠知覺」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γ11）為 0.73達顯著水準 (p < .001) 、「空

間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γ21）為 0.08 且達顯

著水準 (p < .01) ，因此接受假設 1a、1b；「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

知覺」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γ12）為 0.23、「社會密度」對「社會擁擠知

覺」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γ22）為 0.89且二者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 ，

.73(18.53) 

-.13(-0.13) 

-.52(-9.79) 

.52(8.00) 

.23(7.13) 

.11(2.26) 

.08(3.18) 

.89(31.15) 

.39(5.06) 

-.07(-1.21) 

-.32(-6.65) 

.14(3.78) 

.41(9.87) .75(10.18) 

.36(8.14) 

.86(5.52) .20(9.12) 

空間擁擠知覺 η1

社會擁擠知覺 η2

正向情緒 η3

消費意願 η5

負向情緒 η4

空間密度 ξ1

社會密度 ξ2

　 　 接受假設 

　 　 拒絕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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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接受假設 2a、2b；「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影響的標準化

係數（β31）為-0.52、「空間擁擠知覺」對「負向情緒」影響的標準化係

數（β41）為 0.39且二者皆達顯著水準 (p < .001) ，因此接受假設 4a、

4b；「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β32）為 0.11，

達顯著水準 (p < .05) ，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相反、且「社會擁擠知

覺」對「負向情緒」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β42）為-0.07，p值未達顯著水

準，因此假設 4c部份接受、4d被拒絕，假設 4部份接受；「正向情緒」

對「消費意願」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β53）為 0.52達顯著水準 (p < .001) 、

「負向情緒」對「消費意願」影響的標準化係數（β54）為-0.13 且達顯

著水準 (p < .05) ，因此接受假設 6a、6b。 

 

表 4-7-1 假設路徑之估計參數結果 

假設路徑 標準化

參數 
t值 驗證 

結果 
假設 1：空間密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接受 
假設 1a：空間密度→空間擁擠知覺（γ11） .73 18.53*** 接受 
假設 1b：空間密度→社會擁擠知覺（γ21） .08 3.18** 接受 
假設 2：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顯著正向影響   接受 
假設 2a：社會密度→空間擁擠知覺（γ12） .23  7.13*** 接受 
假設 2b：社會密度→社會擁擠知覺（γ22） .89 31.15*** 接受 
假設 4：消費者擁擠知覺對消費情緒有顯著影響   部份接受

假設 4a：空間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β31） -.52 -9.79*** 接受 
假設 4b：空間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β41） .39  5.06*** 接受 
假設 4c：社會擁擠知覺→正向消費情緒（β32） .11 2.26* 部份接受

假設 4d：社會擁擠知覺→負向消費情緒（β42） -.07 -1.21 拒絕 
假設 6：消費者的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影響   接受 
假設 6a：正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β53） .52  8.00*** 接受 
假設 6b：負向消費情緒→消費意願（β54） -.13 -0.13* 接受 

註：適配度指標評鑑結果：χ2 = 465.501，df = 120，p = .000，RMSEA = 0.070；
NNFI = .933；SRMR = .074。 
*表 p < 0.05；**表 p < 0.01；***表 p < 0.001 
 
 
 



 107

2. 各研究變項之間的間接效果 

根據本研究的假設模型，除了各變項的直接效果之外，空間密度及社會

密度會透過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與消費意願產生間接效

果；也會透過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負向情緒與消費意願產生間接

效果。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則會分別透過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

對消費意願產生間接效果。這些間接效果的估計數與顯著性考驗列於表

4-7-2。結果可發現，空間密度對正向情緒之間接效果為 -0.38 (p 

< .001) ，對負向情緒為 0.28 (p < .001) ，對消費意願為-0.45 (p < .001) 

皆達到顯著；社會密度對於負向情緒之間接效果為 0.03，未達顯著效

果，對消費意願為 0.04 (p < .05) 達顯著效果，對正向情緒則為-0.02 (p 

> .05) 未達顯著效果；空間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的間接效果為-0.32 (p 

< .001) 達顯著效果；社會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的間接效果為 0.06 (p 

< .05) 達顯著效果。由以上結果顯示，除了社會密度對於正向情緒及負

向情緒之間接效果未達顯著，其餘變項之間接效果皆達顯著水準。 

 

 

表 4-7-2 潛在變項標準化間接與整體效果表 

 

自變項 
空間擁擠 

知覺 η1 

社會擁擠 

知覺 η2 
正向情緒 η3 負向情緒 η4 消費意願 η5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間接 整體 

空間密度 ξ1 - .73***  - .08** -.38*** -.38*** .28*** .28***  -.45*** -.45*** 

社會密度 ξ2 - .23***  - .89*** -.02 -.02 .03  .03  .04*  .04* 

空間擁擠知覺 η1 - - - - - -.52*** - .39***  -.32*** -.64*** 

社會擁擠知覺 η2 - - - - - .11*** - -.07** .06*  .21*** 

正向情緒 η3 - - - - - - - - - .52*** 

負向情緒 η4 - - - - - - - -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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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研究變項之間的整體效果 

整體效果即為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的加總。由表 4-7-2可知空間密度對空

間擁擠知覺的整題效果達 0.73 (p < .001) 、社會擁擠知覺為 0.08 (p 

< .01) 、正向情緒為-0.38 (p < .001) 、負向情緒為 0.28 (p < .001) 、消費

意願為-0.45 (p < .001) ，皆達顯著水準；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的整

體效果為 0.23 (p < .001) 、社會擁擠知覺為 0.89 (p < .001) 、正向情緒為

-0.02 (p > .05) 、負向情緒為 0.03 (p < .05) 、消費意願為 0.04 (p < .05) ；

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的整體效果為-0.52 (p < .001) 、負向情緒為 0.39 

(p < .001) 、消費意願為-0.64 (p < .001) ；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情緒的整

體效果為 0.11 (p < .001) 、負向情緒為 0.07 (p < .01) 、消費意願為 0.21 (p 

< .001) ；正向情緒與負向情緒對消費意願之整體效果則分別為 0.52p 

< .001) 及-0.13(p < .001) 。由以上結果顯示，除了社會密度對於正向情

緒以及負向情緒之整體效果未達顯著，其餘變項之整體效果皆達顯著水

準。此外也發現空間密度及空間擁擠知覺對於正向情緒、負向情緒及消

費意願的影響會較社會密度及社會擁擠知覺的影響來得大，顯示空間的

密集程度及擁擠感可能為影響消費情緒及意願之重要因子。 

4. 各研究變項之間的中介效果 

在本研究中有關各研究變項的中介效果假設包括空間擁擠知覺透過正向

情緒與負向情緒對消費意願有中介效果，而社會擁擠知覺也透過正向消

費情緒與負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中介效果。為進一步驗證正向情緒

與負向情緒的中介效果，本研究利用 AMOS 6.0 軟體，將正向情緒對消

費意願以及負向情緒對消費意願的路徑係數設定為 0，藉以觀察空間擁擠

知覺以及社會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的路徑係數變化，結果發現空間擁擠

知覺對消費意願的路徑係數 (β51) 由原本的-0.32 增加為-0.69 且達顯著

水準(p < .001)，顯示正向情緒及負向情緒在空間擁擠知覺與消費意願之

間的關係屬於部份中介，故部份接受假設 7a、7b。再看到社會擁擠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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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消費意願的路徑係數 (β52) 也由原本的 0.15增加為 0.24且達顯著水準 

(p < .001) ，顯示正向情緒在社會擁擠知覺與消費意願之間的關係屬於部

份中介，故部份接受假設 7c，然而社會擁擠知覺對負向情緒的路徑係數

未達顯著 (p = .225) ，因此負向情緒對社會擁擠知覺與消費意願之間不

具有中介效果。故拒絕假設 7d。綜合以上結論，茲將本研究各假設之驗

證結果條列呈現於表 4-7-3，並繪製本研究假設檢定後之概念圖（見圖

4-7-2）。 

 

 

 

 

 

 

 

 

 

 

 

圖 4-7-2 本研究假設檢定後之概念圖 

 

 

 

 

 

 

 

空間密度 

社會密度 

擁擠容忍度 

空間擁擠知覺 正向消費情緒 

消費意願 

社會擁擠知覺 負向消費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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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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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3 研究假設驗證結果 

研究假設 驗證結果 
假設 1：空間密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正向影響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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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接受 

假設 2：社會密度對擁擠知覺顯著正向影響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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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接受 

假設 3：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拒絕 
假設 3a：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3b：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負向影響 

拒絕 
拒絕 

假設 4：消費者擁擠知覺對消費情緒有顯著影響 部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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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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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接受 

部份接受 
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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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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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 
拒絕 
拒絕 
接受 

假設 6：消費者的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影響 接受 
假設 6a：消費者的正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負向影響 
假設 6b：消費者的負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正向影響 

接受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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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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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份接受 
 

部份接受 
 

部份接受 
 
拒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