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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今網路購物已融入消費者的日常生活，本研究選定服飾網站，以導覽設計

及資訊設計作為實驗操弄，觀察消費者線上購物之衝動性購買意願。本研究共收

集 168 份以手機裝置購物之樣本，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探究網站設計與衝動性

購買意願之關係。結果顯示，網站導覽設計感知程度高對消費者衝動性意願有正

面影響；資訊設計亦有正面影響但結果不顯著。本研究補足過去網站設計文獻中

較少提及的衝動性購買意願缺口。本研究之發現將有助於傳統零售商降低架設網

站初期的成本，提升企業之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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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研究背景 

隨著網際網路快速發展，近年來以網路為媒介的電子商務蓬勃發展，電子商

務在零售業中所佔的比重將有增無減，地位越趨重要。網站設計對線上購物之影

響與對消費者之重要程度等同於實體零售業中良好的服務和低廉價格 (Koufaris, 

2002)。消費者於實體店面可能會被店內的環境擺設或氛圍影響，使其花費較多

的時間和金錢甚至促使衝動性購買行為(Donovan, Rossiter, Marcoolyn, & Nesdale, 

1994)，但線上商店的賣家與消費者之間僅能透過網站抓住消費者目光 (Rosen & 

Purinton, 2004)，如何使消費者願意花費較多的時間停留於網站並得到良好體驗

顯得更加重要。本研究希望以不同的網站設計來了解消費者的購物行為，目前網

站設計領域已有許多相關文獻，卻鮮少提及網站上的衝動性購買意願，因此，本

研究將致力於探討並填補過往的研究缺口。 

貳、文獻回顧與假說推導 

一、衝動性購買（Urge To Purchase） 

Rook (1987) 定義當消費者感受到強烈、突然、迅速而不可抗拒的驅力使其

購買商品時，便是衝動性購買行為，Parboteeah, et al. (2009)提出使用者在瀏覽網

站介面會感受到刺激，並影響其與網站互動時的認知和情感反應，最終可能促成

衝動性購買(urge to buy impulsively)之意圖或行為。本研究將衝動性一詞定義為：

消費者在沒有預先規劃購物的情況下，面對產品時自發性產生一種突然的、強烈

的且無法抗拒的力量使其產生慾望購買此商品。 

二、網站設計（Website Design） 

 網站設計對線上購物而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Li & Zhang, 2002; Hasan, 

2016)，有效的網站設計可以成功吸引在線消費者的目光 (Cyr & Bonanni, 2005)，

線上零售商可以透過網站設計傳達商品品質和自身價值 (Wells, Valacich, & Hess, 

2011)。本研究基於過去文獻，挑選兩項分類作為接下來探討的主題。 

（一）導覽設計 

網站的導覽設計是指網站介面的內容組織及整體的排版架構 (Vance, Elie-

Dit-Cosaque, & Straub, 2008; Hasan , 2016)，良好的網站導覽設計應提供使用者正

確的引導，以快速、節省時間及精力的方式尋找商品並以最少的步驟完成購買交

易，讓消費者以最小努力成本即可前往預期到達之頁面(Montoya-Weiss, Voss, & 

Grewal, 2003; Shergill & Chen, 2005)，故推導出本研究之假說： 

H1：不同的網站導覽設計會造成顯著不同的衝動性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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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訊設計 

網站的資訊設計是指網站能夠傳遞相關、正確且容易讓人理解的資訊給予網

站的目標顧客 (Lee & Kozar, 2006)。良好的網站資訊設計應該容易使用且實用性

高，若能讓使用者容易尋找想獲得的資訊將可提高消費者之決策和購買任務 

(Lin, 2007)，因此，網站易用性高使消費者有更高地購買意願 (Park & Stoel, 2005)，

故推導出本研究之假說： 

H2：不同的網站資訊設計會造成顯著不同的衝動性購買意願 

參、研究方法 

一、實驗設計 

 本研究目的為探討網站的導覽設計及資訊設計對消費者衝動性購買意願之

間的關係，故以 2（導覽設計：商品有顏色鏈結／商品無顏色鏈結）2（資訊

設計：商品陳列頁面擺放較多資訊／商品陳列頁面擺放較少資訊）之實驗法設

計一個服飾購物網站，並自創服飾品牌避免受測者對品牌認知的高低而影響實

驗結果。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以台灣地區之手機使用者為主要研究對象，測定不同情境對於消費

者購買行為之研究，樣本將以 2018 年 3 月 1 日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瀏覽過

本研究設計之網站的使用者為研究樣本。 

三、變數定義與衡量 

本研究衡量之方式以 Likert 五點尺度量表，問卷填答者依其對網站介面之認

知，選擇勾選 「非常不同意」、「不同意」、「普通」、「同意」及「非常同意」等

五項，並依序給予 1 分、2 分、3 分、4 分及 5 分，分數越高代表填答者對各題

項認同程度越高。導覽設計定義為提供使用者明確的引導，讓消費者以最小努力

成本即可前往預期到達之頁面(McKinney, et al., 2002; Montoya-Weiss, et al., 2003; 

Hasan, 2016)。資訊設計定義為網站能夠傳遞相關、正確且容易讓人理解的資訊

給予網站使用者(Park & Stoel, 2005; Lin, 2007)。衝動性購買定義為消費者在沒有

預先規劃購物的情況下，面對產品時自發性產生一種突然的、強烈的且無法抗拒

的力量使其產生慾望購買此商品(Rook, 1987; Beatty & Ferrell, 1998)。  

肆、統計分析與實證結果 

一、敘述性統計結果 

本研究有效樣本數為 168 筆，填答對象為台灣地區之手機使用者。由統計資

料可發現，填答者性別及年齡分布之情況，性別比例以男性為多共有 7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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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填答者年齡以 15 至 24 歲為主要分布共有 67 人 (39.9%)，次多填答者

為 45 至 64 歲有 40 人(24.4%)。 

二、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主成份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萃取出衝動性購買之

因素，如表 4 所示其特徵值為 1.939，解釋變異量為 64.64%；此外，本研究針對

衝動性購買進行信度分析，探討同構面的題項檢測結果一致性。本研究利用

Cronbach's α 指標，過去學者認為其指標介於 0.7 至 0.98 之間便屬於高信度值，

故本研究之 Cronbach's α 大於 0.7 具有信度。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透過單因子變異數分析，針對本研究所提出之各研究假說進行統計檢定，藉

此驗證本研究假說推論是否成立。由表 1 得知，導覽設計在衝動購買意願上具有

顯著效果 (F=3.895, p<0.05)。因此，本研究之假說一獲得支持；資訊設計則無顯

著效果(F=0.002, p<1)，本研究之假說二未獲得支持。後續章節將針對研究結果進

行更深入之討論。 

表 1：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操弄變數 
衝動性購買 

      平均數(標準差)  F 值 

導覽設計 
商品有顏色鏈結 

商品無顏色鏈結 

3.525(0.713) 

3.298(0.882) 

3.895* 

(p<0.05) 

資訊設計 
商品陳列頁面較多資訊 

商品陳列頁面較少資訊 

3.407(0.822) 

3.442(0.777) 
0.002 

樣本數=168；p < 0.1, *p<0.05, **p<0.01, ***p<0.001 

伍、結論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挑選網站設計中的導覽及資訊設計作為觀察消費者衝動性購買意願

之變數。經過實證分析結果可以獲得以下結論： 

   當消費者在網路上瀏覽網站介面時會有預期心理，期望介面中的按鈕能指

引其前往期望抵達的畫面，若能在購物過程中使消費者以最小努力成本即可前

往預期到達之頁面，消費者會帶著愉悅的心情購物，而此種正面評價會使產生

了衝動性購買意願。因此回應本研究提出的第一個研究問題，「網站的導覽設

計」對消費者在網路購物的「衝動性購買意願」有顯著效果。 

根據本研究之實證結果有兩點實務貢獻。首先，本研究以服飾網站作為情境

主軸，可提供目前存於市場上之服務購物網站作為後續改良設計之學術依據，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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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本研究可設計更多元之衝動性購買功能來刺激使用者線上購物。再者，電子商

務商機日趨增加，傳統零售業未來必須走向線上通路，但線上通路需要許多沉默

成本，故本研究提供明確之設計方針給予傳統零售商，降低架設網站初期的成本，

提升企業之經營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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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wadays online shopping has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ves, this research 

selected apparel websites, used navigation design and information design as 

experimental manipulated variable, observed the urge to purchase intention of 

consumer’s online shopping. In this research, 168 samples who shopping used mobile 

phone were collected. One way ANOVA wa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effect of 

website design on consumers’ urge to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ult showed that higher 

perceptions of website navigation design will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urge to purchase 

intention in online shopping; while information design also showed positive effects but 

the results are not significant. This study aims to fill this gap by website design on 

consumers' urge to purchase intention in online shopping activities because very little 

research has explored these relationship. These findings offer traditional retailers to 

reduce the initial cost of build their websites and enhance their operating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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