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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果與討論 
本章共分為三節，第一節說明本研究之結論與討論；第二節說明研

究意涵；第三節為本研究之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與討論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探討餐廳中消費者的擁擠知覺對消費情緒及消費

意願之影響，針對台灣師範大學大學部之學生，使用混合設計之實驗方

法進行調查分析，並藉由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技術，建構擁擠知覺對消

費情緒及消費意願影響的整合模式，以 AMOS 6.0 的統計軟體來檢驗此

一模式的適配程度，並且尋找出整個影響的途徑。本研究之發現與結果

歸納如下。 

一、 空間密度與空間、社會擁擠知覺 

空間密度即物理空間內可活動的範圍大小，取決於室內空間之擺設

與動線之設計，在現實環境中，對於餐廳的消費者而言屬於較不能被掌

控、改變的部份，依據 Mueller在 1984 年的研究發現，當環境的擁擠現

象是個人無法去掌控或改變時，則擁擠的感受便會變得更強烈。因此本

研究將空間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和社會擁擠知覺的影響，分別敘述如下： 

（一） 空間密度與空間擁擠知覺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空間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由此可知，空間密集的程度會對空間擁擠知覺產生正面的影

響，當消費者處於高空間密度環境時，所感受到的空間擁擠知覺也會跟

著增加。此結果與Machleit et al. (2000) 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二） 空間密度與社會擁擠知覺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空間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當消費者處於高空間密度環境時，所感受到的社會擁擠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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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跟著增加，是因為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間的交互作用，亦

即當物理性的活動空間縮小時，原本不感到擁擠的人潮也會連帶變得擁

擠，然而空間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的路徑係數明顯小於空間密度對空間

擁擠知覺之影響，由此可知，空間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影響力仍大於社

會擁擠知覺。此結果與Machleit et al. (2000)的研究結果相符合。  

二、 社會密度與空間、社會擁擠知覺 

社會密度指的是在固定空間中人數的多寡，然而空間及社會的擁擠

知覺卻來自於個體的自我認知，換句話說，即是一種主觀性的認定，故

即使處在演唱會或球賽等社會密度相當高的情境，人們也不一定會覺得

擁擠 (Horn, 1994)，也因此影響擁擠知覺的原因構成複雜，然而社會密度

雖不一定導向擁擠知覺，但仍是構成擁擠知覺的必要因素，因此本研究

將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和社會擁擠知覺的影響分別敘述如下： 

（一） 社會密度與空間擁擠知覺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社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由此可知，餐廳內人潮的多寡會對空間擁擠知覺產生正面的

影響，當消費者處於高社會密度環境時，所感受到的空間擁擠知覺也會

跟著增加。原因同樣為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間的交互作用，亦

即當處在同一個物理空間的人數增加時，可活動的空間也相對跟著縮

小，因而感到空間的不足。 

（二） 社會密度與社會擁擠知覺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社會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當消費者處於高社會密度環境時，所感受到的社會擁擠知覺

也會跟著增加。此外，社會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的路徑係數明顯大於社

會密度對空間擁擠知覺之影響，由此可知，社會密度對社會擁擠知覺的

影響大於對空間擁擠知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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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餐情境與空間、社會擁擠知覺 

Belk (1975)認為社交因素為構成消費情境及影響消費者行為之重要

因子之一。而擁擠知覺也可能因為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或友伴關係而獲

得緩和 (Jain, 1982)。不同親密程度的共餐對象間接影響個體對於人際空

間的需求（李美枝，1981）。因此本研究將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對空間擁

擠知覺和社會擁擠知覺的影響敘述如下： 

（一） 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與空間、社會擁擠知覺 

本研究實驗設計將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分為三種情境，分別為低親

密程度（二位非常不熟的朋友）、中親密程度（二位不特別熟的同學）與

高親密程度（二位無話不談的知心好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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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三因子變異數分析的

結果，發現與共餐者之親密程度在空間擁擠知覺及社會擁擠知覺部份皆

未達顯著效果，且與空間密度、社會密度間也未有交互作用產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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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研究假設

不同，探究原因，可能是因為此部份的實驗採用文字敘述的方式進行操

弄，受試者較難完全融入實驗情境中以及受試者對於親密度與擁擠知覺

間的連結強度不足。此外，對於朋友關係親疏遠近的定義屬於個人主觀

上的認知，可能產生不同的心理親近性，因此人際距離的需求也有所不

同（李美枝，1981），故導致實驗結果的差異。 

四、 空間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 

Stokols (1972)認為，空間的擁擠如密集的擺設會提高緊張及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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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以空間擁擠知覺對負向情緒

之影響最為明顯，因為顧客可能將空間的不足歸因為業主的責任，因而

產生不滿、憤怒等情緒。因此本研究將消費者的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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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情緒和負向消費情緒的分別敘述如下： 

（一） 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空間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有顯

著的負向影響，由此可知，當消費者的空間擁擠知覺上昇時，正向消費

情緒也會跟著減少，此與Machleit et al. (2000) 及陳淑鈴（2001）之研究

結果相同。本研究中用以預測正向消費情緒潛在變項的指標，是依照

Laros與 Steenkamp (2005) 針對消費情緒所建構包括滿足、快樂等二項正

向情緒構面中所選取的六個題項，包括「滿足」、「知足」、「平靜」、「高

興」、「愉悅」及「熱情」，其中「平靜」及「熱情」在進行探索性因素分

析時，發現與其他情緒之間的相關係數皆低於 0.4，而進行驗證性因素時

則發現「高興」及「愉悅」二情緒間的相關過高，可能存在有共線性之

問題，因此最後用以解釋正向情緒潛在構面之題項為「滿足」、「知足」

與「愉悅」與Machleit et al. (2005) 以「愉悅」、「感興趣」二種情緒來探

討空間擁擠知覺與正向情緒間的影響有些許不同，探究原因，可能與該

研究針對零售業進行探討有關。 

（二） 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空間擁擠知覺對負向消費情緒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由此可知，當消費者的空間擁擠知覺上昇時，負向消費

情緒也會跟著增加，此與Machleit et al. (2000) 及陳淑鈴 (2001) 之研究

結果相同。本研究中用以預測負向消費情緒潛在變項的指標，是依照

Laros與 Steenkamp (2005) 針對消費情緒所建構包括憤怒、恐懼、悲傷、

羞愧等四項負向情緒構面中所選取的十二個題項，包括「生氣」、「惱怒」、

「不滿」、「恐懼」、「驚恐」、「緊張」、「悲傷」、「可悲」、「無助」、「尷尬」、

「羞愧」及「羞辱」，其中「恐懼」及「驚恐」在進行探索性因素分析時

發現因素負荷量低於 0.7之標準，且在進行過去有關消費情緒的研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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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會將此二種情緒包含於消費情緒之中，亦表示在消費情緒中，恐懼

及驚恐的情緒通常會被人們忽略。因素分析結果可分為三個負向情緒構

面，分別命名為「積極負向情緒」，包含「生氣」、「惱怒」、「不滿」三種

情緒；「中性負向情緒」，包含「緊張」、「無助」、「尷尬」三種情緒；「消

極負向情緒」，包含「悲傷」、「可悲」、「羞愧」及「羞辱」四種情緒，在

進行驗證性因素分析的過程中發現「生氣」與「惱怒」變項之相關性過

高，可能有共線性之問題，故最後用以解釋負向情緒潛在構面之題項為

「生氣」、「不滿」、「緊張」、「無助」、「尷尬」悲傷」、「可悲」及「羞辱」

八題，與Machleit et al. (2000) 以「悲傷」、「生氣」、「內疚」、「害怕」、「厭

惡」、「鄙視」及「羞愧」七種情緒來探討零售業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情

緒間的影響有所不同。 

五、 社會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 

由於知覺擁擠的構成因素複雜，雖然 Choi 等 (1976)、Montano 與 

Adamopoulos (1984) 認為擁擠未必是不愉快的經驗，但過去大多數研究

都支持擁擠會引起負向的情緒反應與壓力（Hui & Bateson, 1991 ; Stokols, 

1972），因此本研究將消費者的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和負向消費

情緒的影響分別敘述如下： 

（一） 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消費情緒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社會擁擠知覺對正向消費情緒有顯

著的正向影響，但影響程度並不強烈，由此可知，當消費者的社會擁擠

知覺上昇時，正向消費情緒會有些微的增加，此結果與本研究之假設正

好相反，當消費者有高度的社會擁擠知覺時，正向情緒可能也會跟著提

高，此研究結果與 Bateson與 Hui (1987) 的研究有所不同，探究原因，

可能是因為該研究著重於銀行業與零售業的探討，消費者在進行消費時

是較偏向任務導向的，因此擁擠的情境可能會使他們完成目標的時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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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而造成負向情緒的產生。而對餐飲業而言，用餐不見得只是為了滿足

飢渴而已，社交因素亦是一個重要的影響因子，一個人潮擁擠的餐廳可

能也提供社會互動的機會，滿足消費者的認同心理，甚至提升該餐廳在

消費者心目中的評價 (徐達光，2003)。 

（二） 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消費情緒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社會擁擠知覺對負向消費情緒之路

徑係數未達顯著影響，故拒絕本研究之假設，由此可知，社會擁擠知覺

對於負向情緒並未產生影響，與Machleit et al. (2000) 之研究結果，認為

社會擁擠知覺會產生負向情緒的結果不同，探究其原因，可能與樣本選

取的不同有關，Bagozzi, Gopinath與 Nyer (1999) 指出，隨著文化不同，

消費者在消費情緒的反應也會有所不同。由於台灣地狹人稠，餐廳高朋

滿座的情況可能已被視為常態，故社會性的擁擠對於負向情緒的影響也

因此變得薄弱。另一方面，此結果也與 Choi 等 (1976)、Montano 與 

Adamopoulos (1984) 認為擁擠未必是不愉快的經驗之論點相呼應。 

六、 擁擠容忍度對擁擠知覺與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Oliver ( 1993)認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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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結果與Machleit et al. (2000) 的研

究相似，其主張知覺擁擠本身為一種主觀的認定，因此個體對擁擠的忍

受度可能會成為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間的調節變數。因此本研究將擁擠

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正、負向消費情緒間關係的調節效果，以及對

社會擁擠知覺與正、負向消費情緒間關係的調節效果分別敘述如下： 

（一） 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與正、負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本研究利用階層式調節迴歸模型來驗證擁擠容忍度對空間擁擠知覺

與正、負向情緒之調節效果，結果發現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

正向情緒之間具有顯著的調節效果，無論是在低空間擁擠知覺組或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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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擁擠知覺組，對擁擠的有較高容忍度者的正向情緒皆會高於擁擠容忍

度較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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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影響的效果量並不大，但此結果仍與Machleit et al. (2000)

針對擁擠容忍度調節擁擠知覺與滿意度的研究成果相似。另一方面，本

研究結果亦發現擁擠容忍度對於空間擁擠知覺與負向情緒之間的調節效

果未達顯著，故此部份的假設未被接受。 

（二） 擁擠容忍度對社會擁擠知覺與正、負向消費情緒之調節效果 

此部份同樣利用階層式調節迴歸模型來驗證擁擠容忍度的調節效

果，結果發現擁擠容忍度對於社會擁擠知覺與正向情緒之間的調節效果

並未達到顯著，故此部份的假設未被接受。而在社會擁擠知覺與負向情

緒的關係中，擁擠容忍度則出現了顯著的調節效果，在低社會擁擠知覺

組的受試者中，對擁擠有較高容忍度者的負向情緒會高於擁擠容忍度較

低者；然而此傾向在高社會擁擠知覺組則相反，對擁擠的有較高容忍度

者的負向情緒低於擁擠容忍度較低者。然而影響的效果量並不大，顯示

此一影響關係可能並不穩定，值得再進一步探討。 

七、 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 

Babin於 1999 年的研究中曾提到，消費者在購物行為中知覺到的情

緒對於購買意圖有重大的影響。Mano (1999) 的研究也指出，消費者是藉

由購物的過程來獲得情緒上的滿足，Gardner (1985) 的研究更認為，在購

買的歷程中，正向的消費意願將提升消費者對產品的消費意願及接受

度。因此本研究將消費者的正、負向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的影響 

依據結構方程模式分析的結果，正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的

正向影響，由此可知，當消費者產生正向消費情緒時，消費意願也會跟

著增加；另一方面，負向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顯示

當消費者產生負向消費情緒時，消費意願也會跟著降低，此結果與 Ba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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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所探討之結果相符合。 

八、 擁擠知覺與消費意願 

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的影響關係，原本並不存在於本研究的假設

中，然而在進行結構方程模式修正的過程中，MI指標建議對「空間擁擠

知覺對消費意願」以及「社會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二條路徑進行修正，

且修正過後皆達顯著，SEM結果顯示，空間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達顯著

負向影響，表示當消費者空間擁擠知覺提高時，消費意願也跟著降低；

而社會擁擠知覺對消費意願亦達顯著正向影響，表示當消費者社會擁擠

知覺提高時，消費意願也跟著提高，此結果再次支持了人潮擁擠餐廳可

能滿足消費者的認同心理，進而提升該餐廳在消費者心目中的評價及消

費意願的理論 (徐達光，2003)。 

第二節  研究意涵 

一、 理論上的意涵 

（一） 探討影響消費情緒與意願之整體效果 

本研究利用結構方程模式統計技術測量各變項之間的整體效果，此

一統計方法同時有效整合了因素分析及路徑分析二大統計技術，在社會

科學及行為科學領域中具有相當廣泛之應用（邱皓政，2003）。除了可同

時處理一系列依變項之間的關係，幫助我們瞭解整體模式中潛在變項之

間的整體影響效果之外，尚可提供將探索性分析轉化為驗證性分析的途

徑。因此從本研究之結構模式中，可以清楚地以整體性的觀點探討從空

間與社會密度環境、擁擠知覺、消費情緒至消費意願各變項之間的相互

關係，提供更為精確之研究結果。 

（二） 確立消費情緒對消費意願的影響 

過去研究對於擁擠知覺之探討，多著重於擁擠所引發的情緒與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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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間的關係，較少討論消費意願的部份。本研究嘗試以消費情緒來預測

消費意願，結果發現二者之間確實具有相當的關連性，亦即當消費者處

於正向的消費情緒之中，消費意願自然也跟著提升。 

未來的研究可再針對消費意願及滿意度間的關連性進行探討，以了

解三者之間之因果關係，增加消費者行為領域研究之廣度。 

（三） 空間及社會不同擁擠構面影響力之差異 

不同於過去將空間及社會擁擠知覺合併討論的研究，本研究在探討

擁擠知覺時將此二構面分開檢視其對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之影響，結果

發現社會和空間擁擠對消費情緒及意願有著不同的影響。空間擁擠知覺

對消費情緒及消費意願產生的是全然負面的影響，然而社會性的擁擠知

覺反而對正向消費情緒與消費意願有著正面的影響，雖然對負面情緒的

影響部份未達到顯著，但可由此推論，消費者在選擇餐廳時，可能還是

偏好人潮較多者，此結論的結果與 Eroglu與 Harrell於 1986 年關於零售

業的研究中發現某些消費者在選擇商店時偏好擁擠的場所，認為眾多的

購買人潮能帶給他們在消費時的信心之結論相呼應。 

二、 實務上的意涵 

（一） 重視影響消費情緒之因素 

本研究結果發現，消費情緒對於消費意願具有顯著的影響，因此如

何讓消費者在消費的過程中產生正向情緒，進而能對商品或服務有更多

的關注與消費意願，是所有業者亟欲瞭解的目標，然而情緒屬於個體之

內在狀態，有時難以從外表察覺，且除了擁擠知覺之外，過去的研究中

亦指出有許多影響情緒之因子，例如色彩（Crowley, 1993）、氣氛（Baker 

et al., 1992）、音樂（Yalch & Spangenberg, 1993）、氣味（Hirsch, 1995）

等，而在社會心理方面則有同行友伴數以及店員數目（Bake et al., 1992）

等因素。餐飲業者可從這些方面著手，改善整體用餐情境，提升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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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向情緒。 

（二） 改善空間上的擁擠 

由本研究結果可知，空間擁擠知覺對於消費情緒以及消費意願皆存

在有顯著的負向影響，顯示空間上的擁擠、例如過多的室內擺設、狹窄

的走道、桌面及用餐空間以及常見於台灣餐飲業之與他人併桌等情形，

皆會引發消費者的負向情緒並降低消費意願，因此業者應該思索的是如

何提供舒適、寬敞的用餐環境以提升消費者前來用餐的意願。 

（三） 善用人潮擁擠的優勢 

本研究發現，社會的擁擠知覺會對正向消費情緒及消費意願產生正

面影響，亦即有較多顧客的餐廳會帶給消費者較高的正面情緒及消費意

願，造成”人潮效應”，人潮效應亦是行銷上常提及的理論，在心理學上

則與消費者的從眾行為有關，所謂從眾現象，是指個體對於某種行為要

求缺乏認識與體驗時，跟隨他人行動的現象，當消費者面臨不熟悉的選

擇時，會選擇與多數人做同樣的決定以降低認知上的風險，於餐飲業領

域亦常有類似的運用及促銷手法，例如帶位時優先將顧客帶往窗邊的座

位以增加展示效果、剛開幕時利用各種促銷方式造成大排長龍的景象、

減少餐廳內座位使店內呈現客滿狀態等，因此若能依照餐廳的類型及定

位運用適當之人潮策略，相信必能達到吸引顧客上門之效果。 

第三節  研究限制與未來研究建議 

一、 研究工具 

由於本研究採用實驗室實驗法， 並透過文字閱讀及瀏覽圖片的方式

進行用餐情境的模擬，並非實地體驗消費環境，因此受試者無法完全融

入情境，對於擁擠的感覺可能無法如現場來得強烈，文字操弄的部份則

更容易被忽略，再加上受試者若是純粹從觀賞者的角度來填答，可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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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本研究的結果，後續研究可思考是否有更能與受測者互動的方式，

使受測者能夠真正身歷其境，降低實驗室實驗法與現實的差距，例如

Machleit et al. (2000) 的研究中曾使用影片進行情境操弄，可以有效的增

加受試者融入情境的程度。另一方面，未來的研究尚可朝現場調查的方

向發展，以增進研究結果的準確性。 

二、 抽樣方法 

本研究在抽樣上採取便利取樣， 以國立台灣師範大學大學部學生為

樣本母群，雖然可以確保樣本的同質性，然而樣本年齡層偏向年輕族群、

從事的職業也有所受限，可能會產生無法將研究結果推估到其他群體的

限制，因此外部效度也較低，建議未來可將樣本擴大至其他年齡層及族

群，藉由相互比較以增加研究變項之推論能力。 

三、 研究變項 

本研究以空間密度及社會密度作為操控變項，探討空間擁擠知覺與

社會擁擠知覺對正、負向消費情緒及消費意願之影響。然而影響擁擠知

覺與消費情緒的因子眾多，例如Machleitet al. (2000) 的研究中提到消費

者之歸因、時間限制、對商店的熟悉度等，此外，文化差異（Dunstan, 1979）

個人特質、對餐廳的期望（Oliver & Deserbo, 1996）亦是影響擁擠知覺的

重要因子。另一方面，擁擠知覺也可能造成消費者對一家餐廳的其他認

知，例如便宜、具有好的風評、提供高品質的產品及服務等（Tse, Sin, & 

Yim, 2002），建議未來研究可進一步探討相關的影響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