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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社群網路的蓬勃發展與行動裝置的普及，讓使用者能隨時隨地連結社群平台，以拓展人

際關係及獲得所需資訊。社群媒體是使用者獲得資訊的重要管道，其中訊息內容之認知

價值對於影響使用者行為是很重要的，此外，平台的操作情境與使用者的涉入程度也有

可能造成影響。社群行銷也是現今社會一個重要的商業手段，所以如何有效的經營社群

媒體帳號是企業的主要議題。經由網路問卷樣本 104 份量化分析結果發現，「產品涉入」

與「享樂價值」對於購買意願有顯著影響。其結果希望為企業在經營社群帳號時，能在

其發布的訊息內容上提供相關策略。 

 

關鍵詞：社群媒體、平台特性、產品涉入、享樂價值、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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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社群媒體透過網際網路為用戶提供一個聯繫交流的互動通路，讓使用者可以進行各

種資訊的交流與分享，同時社群網路也可以幫助使用者在線上進行各種社交行為。根據

We Are Social 和 Hootsuite 共同發布的「2018 全球網路調查報告」 (2018 Global Digital)

指出，全球已有超過 31 億人是社群媒體的活躍用戶，成長趨勢仍在持續增加。由此可

見，使用社群媒體已成為人們拓展人際關係與獲得資訊的重要媒介。 

調查報告中亦指出約有 29 億的活躍用戶是透過行動裝置上網，由於智慧型行動裝

置日益普及，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連結網路以瀏覽資訊或是與他人互動，進而增加使用

社群媒體的時間。 

社群媒體平台的活躍用戶數逐年增加，讓社群平台對社會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企

業發現透過用戶的分享與留言能夠增加曝光度並提升客戶忠誠度，社群媒體平台也成為

能有效連結客戶的一個渠道。企業若能及時與用戶進行互動或是提供個人化服務，便能

透過社群媒體解決 95%以上的顧客問題，同時也提升顧客的滿意度  (Masri, Esber, 

Sarrazin, & Singer, 2015)。由此可見社群媒體行銷已是現今企業需重視的一個商業手法。 

根據資策會(FIND)針對社群網站使用行為的調查分析指出，台灣人平均擁有 4 個社

群帳號，可以看出人們會同時使用多種社群媒體平台，而企業應該要思考如何有效應用

不同社群平台的特性以提供滿足使用者喜好的訊息內容(Kietzmann et al., 2011)，透過在

社群平台上的互動以提升使用者的認知價值，進而增加使用者的行為意圖，例如在

Facebook 粉絲專頁上發布產品訊息、分享相關新聞、提供抽獎活動等，讓使用者可以互

相討論與分享。 

除此之外，使用者使用社群平台的目的之一為獲得資訊，當使用者認為企業提供的

產品或品牌訊息內容是他們所關切的，就可能提升其購買意願，因此企業如何透過社群

媒體提升使用者的涉入程度與認知價值也是社群行銷的一個關鍵。 

在現今如此多種的社群平台中，Facebook 為全球最多用戶的社群平台，同時台灣人

的社群媒體帳號也以 Facebook（90.9%）占最大宗(資策會，2017)，因此本研究將針對

Facebook 粉絲專頁進行研究，試圖從平台特性、涉入程度以及訊息內容三個方面來探討

社群媒體使用者的行為意圖是否會受影響，藉此了解 Facebook 使用者在瀏覽粉絲專頁

訊息時，會受到那些因素影響其購買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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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行動媒體平台與平台特性 

社群媒體已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之一，對於整個社會帶來巨大的影響，為此產業界

與學術界紛紛探討其相關議題。使用者可透過社群媒體的使用拓展人際關係與獲得資訊，

而社群媒體所擁有的豐富資訊，已成為現今網路使用者獲取資訊的一個重要管道，透過

社群媒體提供的溝通、分享等功能，使人們可以更有效地獲得與傳遞資訊 (賴佳吟、梁

定澎、謝乙丞，2016)。 

互動性的概念源自於人與人傳播的本質，近年來在網路上被廣泛運用。過去研究發

現透過良好的網路互動行為會提升使用者對於網站的態度與行為意圖(Stewart & Pavlou, 

2002；Liu, 2003；林娟娟、陳文彥，2009)。其他學者則指出社群媒體平台的互動性對於

使用者的行為意圖具有顯著影響(Zhao & Lu, 2012；Tsai, Wu, & Chuang, 2016)。使用者可

在社群平台中，與平台本身進行單向的互動並獲得即時的回饋，也可與商家或其他使用

者進行溝通與討論，達成雙向的互動，因此平台互動性對於使用者操作情境是極為重要

的。本研究將平台互動性定義為使用者可透過平台與其他人、商家或平台本身進行溝通

與互動。 

對於社群經營者來說，黏著度是一個必需的成功因素，能夠吸引越多的使用者追蹤

並長期瀏覽，就越能增加品牌的知名度與忠誠度(張玉琳、李秋滿，2014)。黏著度是指

使用者持續停留在網站上的意圖(Zott et al., 2000)，它會影響使用者對於網站的態度及滿

意度，進而影響使用者行為(Lin, 2007；Elliot, Choi, & Li, 2016)。因此社群平台的黏著度

會影響使用者的使用情境及態度，平台黏著度越高，使用者會更常使用社群平台且較易

增加社群忠誠度，進行購買行為的可能性也會越大。在本研究中，將平台黏著度定義為

使用者對於持續使用社群平台的態度。 

 

二、品牌涉入與產品涉入 

過去學者多以心理觀點來探討涉入，Zaichkowsky（1985）把涉入定義為個人認為特

定物件與本身內在需求、價值與興趣的相關程度。社群網路即是由於使用者擁有共同的

興趣或想法而彼此連結，使用者越關心在社群平台上所獲得的消息，則其涉入程度(認知

相關的程度)越高。企業透過社群平台發布產品訊息、品牌活動等行為，能夠滿足使用者

對於資訊的需求，並提升對於企業的興趣與關注程度，藉此建立出顧客忠誠度。而 Mittal 

和 Lee (1989) 認為消費者在進行購買時會分別考量產品涉入和品牌涉入，產品的推廣及

品牌形象的建立也是企業進行社群行銷的一個重點，因此本研究納入此兩項構面作為使

用者對於社群平台的涉入程度指標。 

Mittal 和 Lee (1989)將品牌涉入定義為消費者在做品牌選擇上的興趣程度。使用者

對於品牌的涉入程度越高，越容易在社群平台中追蹤特定的品牌，透過社群平台推播的

訊息及相關活動可以建立使用者對於特定品牌的忠誠度，進而增加該品牌的購買意圖。

此外，企業透過社群平台的廣告推播，增加產品的曝光度讓使用者看到他們所需要的產



2018 年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品，並容易獲得產品的相關訊息內容，以吸引更多的潛在客戶來購買產品。因此產品涉

入會影響使用者的購買意圖，在本研究中，將產品涉入定義為使用者對於在社群平台上

出現之產品所感興趣的程度。 

三、訊息內容的媒體豐富度與認知價值 

（一）媒體豐富度(media richness) 

媒體豐富度指媒體所能提供的溝通能力，以避免訊息接收者產生過多的不確定性與

模糊性。使用社群平台的一個好處為使用者能透過平台達成即時溝通與社會臨場感

(Biocca et al., 2003)，即使處在不同空間中，使用者也能透過傳遞多媒體訊息達成面對面

溝通的效果，因此社群媒體平台具有高度的媒體豐富度。社群平台的媒體豐富度越高，

使用者越能理解訊息的內容並提高滿意度，因此訊息內容的媒體豐富度對於社群平台使

用者來說是重要的影響因素。 

 

（二）認知價值(perceived value) 

使用者主要透過社群平台接收其他人的訊息，但是不同使用者對於訊息內容不一定

會產生相同的感受與認知，過去學者在社群網站的研究中發現不同族群對於訊息的偏好

程度有所差異(Sung, 2015)，亦有學者發現圖像式訊息(貼圖、圖片等)的使用會影響使用

者的認知價值進而提升社群平台的使用意願(羅天一、盧希鵬、林義森，2015)。由前述

可知，使用者對於多元的訊息內容會產生不同的認知價值。 

Babin 等人(1994)提出消費者價值同時存在理性與感性兩種價值特性，又可分為功

利價值(Utilitarian value)與享樂價值(Hedonic value)，許多研究指出此兩種認知價值對於

消費者的購買決策具有顯著影響(Babin et al., 1994；Holbrook, 1999)。功利價值是一種目

標導向型的認知價值，消費者較為重視產品或服務所能提供的功能  (Hirschman & 

Holbrook, 1982)，社群平台能夠迅速且明確的推播適當的廣告訊息，讓使用者可以立即

獲得目標訊息。 

享樂價值的觀念起源於 Hirschman 和 Holbrook(1982)所提出之快樂性消費（Hedonic 

Consumption）概念。使用者重視的是購買商品過程中的體驗感受以及潛在的娛樂價值，

訊息內容應提供具有更多享樂價值的訊息內容，以滿足使用者的體驗與享樂需求，進而

增加使用者的購買意圖。黃聖峯等人(2014)發現使用 Facebook 可以為使用者帶來娛樂性，

當使用者透過享樂價值感到愉悅時，會提高 Facebook 的使用態度與使用意圖。 

四、消費者購買意願 

Dodds 和 Monroe 等人(1991) 將購買意願定義為消費者有意願購買此產品的可能性，

使用者在接收廣告訊息後會產生的一種行為意圖。企業採用社群行銷的最大目的為透過

訊息的傳播提升使用者的購買意願，以吸引潛在的消費者願意購買相關產品。在過去研

究中亦將購買意圖作為社群網路研究中的行為結果(See-To & Ho, 2014)，所以如何提升

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是值得探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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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架構與假設 

本研究將對於社群媒體平台使用者之購買意願進行相關分析與探討，以了解平台特

性、涉入程度及訊息內容對其意願的影響。本研究以 Facebook 為例，探討粉絲專頁的訊

息是否對於使用者最後的購買意願產生影響。 

 

 

圖 1：本研究模型 

 

 

根據本研究模型，提出的假設如下： 

社群平台的操作環境與使用效果會直接影響使用者對於該平台的使用態度，如果能

提升使用者對於社群平台的滿意度，將能提升使用者進行後續行為之意願。過去研究指

出社群媒體平台的黏著度及互動性對於使用者的行為意圖具有顯著影響(Tsai, Wu, & 

Chuang, 2016) 就前述文獻之研究探討，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社群平台之「平台黏著度」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H2：社群平台之「平台互動性」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使用者可能會因為特定品牌而選擇追蹤該品牌的社群媒體帳號，或是因為喜歡部分

產品而選擇追蹤企業，期望能夠獲得更多的產品資訊。Mittal 和 Lee (1989) 認為消費者

在進行購買決策時會考量產品涉入和品牌涉入，而企業選擇社群行銷的主要目的是有效

的推播產品的訊息給使用者，並且希望提升使用者的客戶忠誠度，進而提升購買的可能

性，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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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使用者感受之「對品牌的涉入」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H4：使用者感受之「產品涉入」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訊息的獲得及傳遞為社群平台使用者的主要使用需求，而多媒體訊息使得社群平台

的媒體豐富度增加，同時也有助於提升使用者主觀的認知價值程度，而當認知價值的程

度越高，有助於提高購買意願。過去研究亦指出功利價值與享樂價值對於消費者的購買

決策有顯著影響(Babin et al., 1994；Holbrook, 1999)。因此，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5：使用者主觀所認知之「媒體豐富度」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H6：使用者主觀所認知之「功利價值」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H6：使用者主觀所認知之「享樂價值」對使用者的「購買意願」有正向影響。 

 

 

 

肆、研究方法 

一、問卷設計 

本研究問卷之問項是依據過去相關文獻的研究問項，並結合本研究探討的使用情境，

發展出問項初稿。為了確保本研究問卷品質，本研究問卷初稿由研究電子商務之教師以

及研究生等相關研究人員針對問卷中各構面問項題意及內容討論並修改。本研究問卷共

分三部份，第一部份為受訪者使用 Facebook 及瀏覽粉絲專頁之經驗；第二部份為本研

究所提出的研究架構各構面之衡量題項；第三部份為受訪者的基本資料。 

二、研究對象與研究工具 

本研究以網路填寫問卷方式進行，以過去「使用過 Facebook 並實際瀏覽過粉絲專

頁訊息內容」的社群平台使用者為受訪對象，為了提升問卷回覆率，本研究將以有效問

卷中，隨機抽出二十位 7-11 禮卷 100 元，做為填答者的獎勵。 

在研究初步分析時，使用 SPSS 22 以及 Amos21 為分析工具，以檢定本研究所提出

之各項假設。採用之統計方法包括：因素分析、信度分析、效度分析、路徑分析以及假

設檢定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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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研究分析與結果 

一、資料分析 

本研究之初步資料蒐集為期七天，共回收 108 份問卷，經檢查後刪除不符合本研究

情境之無效問卷後，總計 104 份有效問卷。 

樣本中，男女比例分別為 30(28.8%)以及 74(71.2%)，平均一天使用 Facebook 的時

間範圍：少於 30 分鐘 18(17.3%)、30 分鐘~1 個小時 30(28.8%)、1 個小時~3 個小時

40(38.5%)、3~5 個小時 10(9.6%)、5 個小時以上 6(5.8%)。 

 

二、測量模型分析 

本研究針對回收之樣本資料，分別以研究模型之收斂效度、信度檢測及區別效度。

在收斂效度部分以各構面信度(Individual Item Reliability)、組成信度(Composite Reliability, 

CR)與平均變異萃取量(Average Variance Extracted, AVE)的數值進行檢測。各變異量對潛

在變數的 AVE 值須大於 0.5、CR 值須大於 0.7。 

在信度部份 CR 值皆大於 0.7，顯示本研究各項構面具有良好內部一致性，且

Cronbach’s α 值皆大於 0.7，顯示各構面具有一定信度水準，除了功利價值之外，AVE 值

皆大於 0.5。最後在區別效度部份，相關矩陣之對角線數值的 AVE 值之平方根皆大於該

構面其他相關係數中之最大值，顯示本研究之模型中各構面皆有良好的區別效度。 

 

表 1：各構面信度、CR、AVE 數值表 

構面 Cronbach's Alpha CR AVE 

平台黏著度 0.91  0.91  0.73  

平台互動性 0.92  0.92  0.63  

對品牌的涉入 0.88  0.88  0.72  

產品涉入 0.86  0.86  0.57  

功利價值 0.90  0.80  0.45  

娛樂價值 0.94  0.94  0.75  

媒體豐富度 0.89  0.89  0.67  

購買意圖 0.96  0.96  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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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假設之檢定與分析 

本研究之路徑分析如圖 2 所示，本研究模型對「購買意願」的解釋能力達 44%。本

研究之假設檢定結果如下表 2： 

 

 

圖 2：本研究路徑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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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 

本研究結果顯示社群平台使用者之「購買意願」會受到「產品涉入」與「享樂價值」

之顯著影響。以下，本研究將對於各構面分別進行討論。 

一、平台特性對購買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顯示，使用者之「購買意願」不會受到平台特性之「平台黏著度」、「平

台互動性」影響，假說 H1 及 H2 的檢定結果並不顯著，因此 H1 及 H2 假說皆不成立，

然而從數據上顯示，此二項的構面平均值皆大於 3，代表受訪者對於此二構面仍抱持著

認同的態度，本研究認為 Facebook 的使用者雖然認同使用此社群平台，但是有可能不

會在 Facebook 上進行產品的購買，因此其購買意願不會受到影響。 

二、使用者涉入程度對購買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之「產品涉入」有顯著影響「購買意願」。購買意願主要定義

為使用者願意購買產品的意願，因此使用者的產品涉入越高，表示此產品對於使用者有

越高的吸引力，因此當使用者在社群平台上獲得產品相關的訊息時，有可能因為衝動購

物或價格優惠等因素，提高其購買意願。 

使用者之「對品牌的涉入」雖然有顯著影響「購買意願」，然而其路徑係數為負值，

因此假說 H3 不成立。使用者對於品牌的涉入程度越高，有可能會形成更高的客戶忠誠

度，然而其對於購買意願可能沒有影響，因為越高的忠誠度，只表示使用者會透過

Facebook 追蹤特定品牌，並不一定會透過粉絲專頁購買該品牌的產品。 

三、訊息內容對購買意願之關係 

本研究結果發現使用者主觀認知之「享樂價值」有顯著影響「購買意願」。過去研究

中表示 Facebook 的娛樂性對於使用者的使用態度具有顯著影響，表示 Facebook 的使用

情境有助於提升使用者對於瀏覽體驗及享樂感受的認知價值，如果使用者沉浸於此享樂

的情境中，可能較為願意購買在粉絲專頁上看到的產品，因此企業應該重視如何給使用

者帶來更多的享樂價值。 

使用者主觀認知之「媒體豐富度」及「功利價值」沒有顯著影響「購買意願」，然而

從數據上顯示，此二項的構面平均值皆大於 3，本研究認為現今社群媒體平台皆具有高

度的媒體豐富度，因此粉絲專頁不會特別影響購買意願；功利價值部分，由於目前

Facebook 尚未有可以直接購買的功能，大多需要跳轉到其他購物網站進行購買，因此本

研究認為雖然使用者的功利認知程度高，但是不會引導至實際購買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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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目前仍處於初步發展階段，問卷樣本數屬於少數，在區別效度以及路徑分析

之顯著性仍有不穩定之現象，本研究雖透過抽樣技術以減少誤差，但仍需蒐集更多樣本

數，以提昇本研究結果的代表性。 

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使用過 Facebook 且瀏覽過粉絲專頁之使用者，並不足以完整

代表全部的社群平台使用者。未來研究希望能研究不同類型及使用方式的社群媒體平台，

如 Line、IG 等，並加以分析探討之間的差異，為企業提供廣告訊系相關之建議，使其進

行更有效的社群行銷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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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ming of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popularity of mobile devices allow users to 

connect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t anytime and anywhere, thus they can expand their 

relationships and obtain the information they need. Social media i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users to obtain information. The content of the message is important to user’s cognitive value 

and then influence user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operating environment of the platform and 

the degree of involvement of the user may also have impact on user behavior. Social marketing 

is an important business method in today's society. Therefore, how to effectively manage social 

media accounts is a major issue for enterprises. 104 samples were obtained using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oduct involvement and hedonic value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ults will help provide better strategies for 

providing messages when they are engaging in social accou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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