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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網路市場迅速發展代表零售商必須了解消費者在實體與線上購物網站行為差異，提

出了實體商店行銷模式AIDA與線上購物是否相符。本研究透過模擬網路商店來測試商

品包裝是否會對消費者注意力有所影響，利用眼動追蹤儀與統計方式來驗證，發現一個

新現象，稱為"SL"，指出消費者在購物中最初關注的商品不等同最多關注與最後選擇的

商品。另外最多關注的商品也不會跟最後選擇一樣以及數量與最後總數量有明顯差異，

代表消費者在線上購物時並不會透過AIDA的模式去選購形狀、限量設計的商品，最後

提供購物網站經營業者建議。 

 

關鍵詞：AIDA 模式、消費者行為、視覺感知、眼動儀、線上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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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AIDA 理論探討消費者在線上購物時之視覺感知 

壹、 Introduction 

一、研究背景 

電子商務經由網際網路呈現爆炸性增長，是一個全球性通路擁有服務、管理及商

品，並且改變了市場、產業與經濟這三大結構，這個衝擊性對自己生活的方式以及政治、

社會產生重大影響(Drucker, 2002) 。因此網絡技術平台的全球影響力，隨著服務它支持

的範圍，使其成為一個強大的商業資源(Debabroto et al, 2002)。如今網站上有大量的產

品來至不同的製造商的同一類別並且幾乎相同的屬性，太多的產品和太多的訊息，在消

費者有限的認知能力裡會導致混亂(e.g., Miller, 1956; Petty et al., 1983) ，消費者在購買

的情況下是由多種的視覺刺激來引響，消費者購買的決策(Simonson, 1990) 。Ruth and 

Carol (2000)發現，大多數英國的消費者（70％），當他們進入雜貨店時不會有自己的完

整購買意向。在產品包裝上新的視覺線索，創造新奇的印象，提高了認知工作(Sherwood, 

1999)。AIDA 模式主要是掂量廣告效果的模式，A 代表是引起消費者注意(Attention)，I

代表讓消費者產生興趣(Interest)，D 代表消費者有慾望(Desire)，最後一個 A 是消費者開

始行動(Action)，所以 AIDA 模式被認定為是行銷方面策略目標的雛形，而且在廣告心

理學裡是相當著名的基礎理論之一經常使用在傳統媒體傳播上，是基本的行銷模式

(Preston, 1982)。AIDA 模式首先取得注意力,消費者每天都被眾多的廣告訊息所影響，而

消費者的認知能力有限，必須在這些繁雜的訊息中做出選擇性的處理。為了要獲得消費

者注意力，行銷專員必須設計出讓人吸引的訊息。取得注意力後,接下來就是要讓消費者

產生興趣，而如何達到消費者對廣告訊息的好奇與喜愛,對於行銷專員來說是相當有挑戰

性的工作 (Schaefer et al., 2010)。接續是建立消費者對個體的慾望並且說服消費者進而

成功得到消費者的心,最後消費者將決定購買決策的行為。從這四個階段可以看出 AIDA

模式在行銷策略上是有所幫助的，可以有效的讓消費者在看廣告中所產生購買決策,達到

廣告的目標創造出最有說服力的效果(Ungerer, 2004)。而目前較少研究使用 AIDA 模式

來探討商品包裝設計的特點，但慾望因為是屬於心理探索的部分，眼動儀將無法測出消

費者在實驗中的慾望數值因此本研究將不納入慾望做討論，只探討當消費者在看到商品

包裝設計的特點時是否會吸引他們的注意、激發興趣、喚起購買意願，這篇文章嘗試探

討哪些視覺元素會影響消費者在購物網站的購買決策中是否會像在店內購物的情況一

樣是透過 AIDA 模式進行，在下一節中，我們將簡單回顧一下文獻並提出幾個有關消費

者在線上購物時 AIDA 模式與最初關注、最多關注、最後選擇、最初關注等於最多關注、

最多關注等於最後選擇、最初關注等於最後選擇的定義，第 3 節、第 4 節介紹實驗流程

與實驗結果，第 5 章研究結果討論、提出新的現象，最後提出貢獻與結論。 

貳、 Materials and methods 

一、 研究對象 

 本研究對象為使用過購物網站經驗的使用者，樣本數共 30 人，男性 15 人、女性 15

人，男女之間比率為 1：1，年齡為 21-30 歲，教育方面擁有碩士學歷，上網資歷不到 1

年有 3.3%、5 年以上不到 10 年有 13.3%、10 年以上有 83.4%。 

二、 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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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8 年 Elmo Lewis 提出一個溝通理論稱為 AIDA 模式，指的是注意、興趣、慾望、

行動的縮寫，這理論是基於壽險業的研究，敘述一個人接收到一個新的想法或購買新產

品時會經歷四個認知階段(Michaelson & Stacks, 2011)，Heath and Feldwick (2007)提出

AIDA 模式中包含四個步驟的公式，獲得關注、引起興趣、創造慾望、進行購買，Hassan 

et al. (2015)認為 AIDA 模式已經被廣泛用於行銷活動，例如傳統廣告方式。Ashcroft and 

Hoey (2001)提出 AIDA 模式應用於網際網路上的業務，比如說應用在產品或服務。 

三、 最初關注 

Clement et al. (2013) 的研究指出參與者的最初關注是第一次眼神接觸在一個特定

的商品上，因此我們定義在實驗中消費者最初關注為消費者第一眼看到的地方，並且說

明為什麼採用以下這些特徵做為刺激消費者視覺之因素。 

(一) 限量設計 

Verhallen & Robben (1994)的研究發現消費者對於限量的商品時會改變自己的知覺

價值，因此常見到商店運用限量的策略來強調產品的稀有性，造成新的購買風潮或促使

消費者購買(Lynn, 1991)。因此限量設計特徵適合作為本研究實驗探討的因素。 

(二) 形狀 

Vernon (1962)認為較好的商品形狀須具備對稱、簡潔等等條件，消費者較容易對它

的構造產生深刻的印象以及記憶，Van et al. (2008)發現實體店內商品的顏色、亮度、形

狀視覺刺激效果顯著，因此形狀適合作為本研究實驗探討的因素。 

四、 最多關注與最後選擇 

提供他們尋求到好處的屬性就可以知道消費者最多關注，而許多成功的市場人員都

依據對不同消費族群的屬性來區分市場(Kotler & Keller, 2012)，因此我們定義在實驗中

消費者最後選擇是消費者最後決定點選屬性的地方。 

五、 最初關注等於最多關注 

Lin & Huang (2006)在關於 AIDA 模型去探討個案的研究中提到許多消費者注意一

個關於希臘旅遊的網站並且產生興趣，大量的湧入此網站觀賞導致流量異常網站暫時關

閉，因此我們定義在實驗中消費者最初關注等於最多關注為 AI(D)A 模式中的吸引注意

與產生興趣。 

六、 最多關注等於最後選擇 

Hassan et al. (2015)在關於AIDA模型使用在社群媒體上幫助小企業行銷的研究中提

到如何引起消費者興趣，例如網站上提供有關商品的清晰訊息，像是商品的主要特點和

圖片以及新商品的發布等，而行動方面則是消費者清楚了解訂貨過程並且選取交付選

項。因此我們定義在實驗中消費者最多關注和最後選擇為 AI(D)A 模式中的產生興趣與

開始行動。 

七、 最初關注等於最後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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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it et al. (2011), Michaelson＆Stacks (2011)提到 AIDA 模式首先是讓消費者關注到

商品的存在，最後產生購買商品的行為，因此我們定義在實驗中消費者最初關注等於最

後選擇為 AI(D)A 模式中的吸引注意與開始行動。 

八、 設計與程序 

本研究設計一個消費者在線上購物的任務情境，研究對象為有線上購物經驗的受測

者(participants)共 30 位，配戴眼動儀進行任務，所有受測者精神與健康狀態必須皆為正

常。任務內容為進入本研究依照購物網站設計的畫面進行購物，螢幕上會顯示 2X2 的格

子。每個格子都放有一項商品，當受測者看到喜愛商品時會請將他按下喜愛的按鈕。實

驗環境在一間無人的實驗室，螢幕上只會出現畫面，沒有任何吵雜聲和其他物品影響受

測者，實驗中受測者需配戴眼動儀儀器，搭配筆記型電腦收集眼動與其他數據。 

參、 Experiment 1 

一、 Stimuli 

 本研究實驗 1 讓參與者(participants)進行購買生活用品的任務(include: 巧克力、抱

枕、玻璃杯、時鐘、桌子、磁鐵、餅乾、糖果、櫃子、鏡子)，如螢幕上會出現圓形或

是正方形的時鐘，當參與者(participants)看到自己喜愛的形狀時，請參與者(participants)

按下”Cart”按鈕，紀錄參與者共 10 次的商品選擇 Cookie 和眼動儀的資料, 進行成對樣本

T 檢定(IBM SPSS)，探討購物網站商品的形狀設計特徵，消費者的關注為何。 

二、 結果與討論 

首先假設消費者對購物網站商品形狀設計特徵的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多關注、最多關

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都沒有互相影響，因此消費者在共 10 次

的商品選擇當中，消費者在商品形狀設計之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多關注檢定統計量 t = 

-14.61,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 消費者對商品的形狀設計特徵最初關注

會等於最多關注有顯著的差異。消費者在商品形狀設計之最多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檢定

統計量 t = -14.42,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 消費者對商品的形狀設計特

徵最多關注等於最後選擇有顯著的差異。消費者在商品形狀設計之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後

選擇檢定統計量 t = -11.58,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 消費者對商品的形

狀設計特徵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有顯著的差異。由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在商品形狀

設計的最初關注等於最多關注、最多關注等於最後選擇、最初關注等於最後選擇，都有

顯著差異，但不等於的數量都大於等於，表示消費者不會透過 AIDA 模式來對商品形狀

設計做決策。 

肆、 Experiment 2 

一、Stimuli 

 本研究實驗 2 讓參與者(participants)進行購買生活用品的任務(include: adidas、nike、

jordan 籃球鞋、可樂、Swatch 手錶、滑鼠、LV 手提包、香奈兒手提包、GUCCI 手提包、

CK 手錶)，如螢幕上會有限量(Limited number of product)設計的可樂和沒有限量設計的

可樂，請參與者(participants)選擇喜歡的商品並按下購物車(Cart)按鈕，紀錄 Cookie 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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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儀的資料，參與者共 10 次的商品選擇記錄完成後將進行 (成對 )樣本 T 檢定

(Paired-Samples T Test)，探討購物網站商品的限量設計特徵,消費者的關注為何。 

二、結果與討論 

首先假設消費者對購物網站商品限量設計特徵的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多關注、最多關

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都沒有互相影響，因此消費者在共 10 次

的商品選擇當中，消費者在商品限量設計之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多關注檢定統計量 t = 

-19.17,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消費者最初關注會等於最多關注對商

品的限量設計特徵有顯著的差異。消費者在商品限量設計之最多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檢

定統計量 t = -35.23,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消費者對商品的限量設計

特徵最多關注會等於最後選擇有顯著的差異。消費者在商品限量設計之最初關注會等於

最後選擇檢定統計量 t = -30.56, Sig. P=0.000 >0.001，在 α= 0.001 水準下，消費者對商品

的限量設計特徵最後選擇會等於最初關注有顯著的差異。由研究結果顯示消費者在商品

限量設計的最初關注等於最多關注、最多關注等於最後選擇、最後選擇等於最初關注，

都有顯著差異，但不等於的數量都大於等於，表示消費者不會透過 AIDA 模式來對商品

限量設計做決策。 

伍、 General discussion 

一、 發現一個新的現象 

Simonson (1990)認為在購買的情況下是由多種的視覺刺激來影響，消費者購買的決

策。Clement et al. (2013) 在實體商店的研究發現消費者購物時不同的產品包裝設計會影

響消費者決策。而本研究結果與 Simonson (1990), Clement et al. (2013) 的研究結果不一

致，主因為本研究發現消費主可能是透過所謂的隨機消費之心態來進行購物網站購物，

周曉孟和沈智(2010)，從結果顯示消費者在購物網站裡看到商品時不管是形狀特徵、限

量設計特徵，最初關注不會等於最多關注，最多關注不會等於最後選擇，而最初關注也

不會等於最後選擇，因此判定為消費者可能沒有透過這些因素來做為購買商品的決策，

因此本研究推估消費者進入購物網站後，其實是漫無目的進行消費，可能因為在逛購物

網站的過程中，發現此商品不錯或是看到許多人購買因此去採買或下訂，只要抓住消費

者的隨機消費的心態結合大數據來探索那些商品是最多人購買的亦可以增加網站收入。 

二、 不符合現象的理論 

AIDA 模式是透過四個階段來解釋廣告是如何影響消費者的歷程,並且已成為傳統

媒體傳播的基本方式,而媒體的豐富度會影響廣告對消費者在認知方面會產生許多的反

應(Lavidge & Steiner, 1961; Mehta, 2000)。但與本實驗結果有落差，可能原因是因為現代

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影響了現在的消費者購買商品的習慣，而商品的資訊也變得方便又

容易取得導致消費者長期在線上購物上購物並不會透過 AIDA 模式進行選購商品，因此

才沒有符合 AI(D)A 的模式結果，從上述討論結果本研究將提出一個符合實驗結果的理

論，因此提出一個新的現象，稱作為“SL”。 

陸、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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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 AI(D)A 模式為基礎希望透過此模式來探討消費者在線上購物的消費行

為，本研究假說認為消費者在購物網站上會被商品形狀設計特徵、限量設計特徵吸引到

消費者最初關注看到的商品等於最多關注，以及最初關注或最多關注的商品等於最後選

擇，但是研究結果卻發現消費者在購物網站上的最初關注看到的商品不會當作是最多關

注的商品，而最初關注和最多關注看到的商品也不會被消費者當作是最後選擇的商品，

另外在最多關注看到的商品也不會等於最後選擇的商品，因此提出一個新的現象為“SL”

來做為本研究的基礎，表示出消費者在購物網站購物時最初關注看到的不會等於最多關

注與最後選擇的，最多關注看到的不會等於最後選擇的商品，這些可能的意涵與應用都

已在上一節討論，希望能對研究學者與線上網路購物經營業者能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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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market of internet growth, means the retailers must know the difference of 

shopping behavior of consumers between physical and online stores. Proposes a commonly 

used sale model from physical stores called AIDA and want to know about that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 is it also in line with physical stores. this study simulated an online stores 

web page to tested the influence in features design of product packaging for consumer’s 

attention and validation with eye tracking machine and statistical methods. The result find a 

new phenomenon called SL, when consumers shop on a shopping site, the first product they 

are looking at is not equal to the most attention and last-selected product. In addition, the most 

attention product will not be the same as the last choice, the finding indicated that consumers 

will not buy products of shapes, limited designs, through the AIDA mode when shopping 

online. Finally,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online shopping website ow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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