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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針對消費者行為探討，口碑訊息是為重要影響因素，有可能減少或增加其
中的多樣搜尋行為，此有賴於口碑訊息連結的來源、揭露焦點以及訊息呈現的
時間順序而定，本研究遂分別針對連結強弱情境下之「焦點」與「體驗順序」，
探討對「多樣搜尋行為」的影響。採情境實驗為 2（焦點：正面與負面） × 2（體
驗順序：體驗前與體驗後）組間因子設計。經採隨機分派，共計 240 名受試者。

結果顯示無論連結強弱，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有顯著交互效果。
若體驗前先有口碑，因尚未形成情感評估，口碑訊息易於被接納，故負面比正
面焦點更容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俾搜尋較多證據以求心安；若體驗後口碑才
出現，則因情感評估已成，口碑不易於被接納，此時在正面焦點下，因二度確
認產品品質，致使形成對產品高滿足感，故反而較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相對地，
在負面焦點下，因較偏向於信任自己的體驗，故堅持己見，以致不易產生多樣
搜尋行為。

關鍵詞：口碑連結、體驗順序、多樣搜尋行為

壹、緒論

消費者時常具有尋求多樣性的動機（Ratner, Kahn, & Kahneman, 1999; Read & 
Loewenstein, 1995; Simonson, 1990），是為了滿足自己內在的需求，抑或是留給他
人有趣的、獨特的印象（Ariely & Levav, 2000; Ratner & Kahn, 2002），因此，為了
滿足消費者的多樣搜尋行為 (variety-seeking behavior)，現今的零售商店內提供的
產品無不動輒上百，每一種產品皆包含多種口味、形狀及包裝，以供消費者挑
選。但是，零售商店內的產品種類雖然可以滿足消費者的多樣搜尋行為，卻時
常因為產品種類太多，導致消費者頭昏眼花，不知道該如何選擇？而隨著智慧
型手機的使用，或提供了對購物選擇上的助益。

根據 Google 研究調查報告（2013）顯示，79% 的智慧型手機持有者同時是
「智慧型手機購物者」，其中有 17% 的人，每個禮拜都一定會利用智慧型手機
協助消費；而 62% 的人則每個月至少會利用智慧型手機幫助購物 1 次；而資策
會產業情報研究所（MIC）研究調查報告（2014）亦指出，台灣有 81% 的消費
者在購物前，有搜尋口碑訊息的習慣，再者，尼爾森公司行銷調查（2013）顯
示，最受台灣網路消費者採取行動的廣告形式以家人朋友推薦（84%）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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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路上使用者意見次之（70%）。鑒於此，當無法基於產品外表判斷產品好壞的
時候，消費者會依據他人的產品評估（如：家人、朋友、名人、專家及線上資
訊）作為資訊來源（Burnkrant & Cousineau, 1975），且在購物過程中，會搜尋「家
人朋友推薦」及「網路上使用者意見」，檢視自己判斷的精確性 （Venkatesan, 
1966），並透過口碑訊息，以減少對產品與服務資訊的蒐集（李沛睛，2013）。

值得一提的是，「家人朋友推薦」及「網路上使用者意見」的口碑特色不同，
前者的口碑關係為強連結，較值得信任，但資訊數量相對較少，容易產生限制
與障礙；而後者的口碑關係為弱連結，可信度雖有待商榷，但卻能幫助消費者
蒐集廣泛的資訊及創新想法。就此兩者而言，其一或可能減少了消費者的多樣
搜尋行為，另則也可能會增加此項行為，故針對其影響進行釐清，是為本研究
動機之一。

除連結強弱之外，試著想像，在購物的過程中，想購買一盒巧克力，在展
示架前，看到一盒新上市的巧克力，對它好奇無比，想要將它放進購物籃內，
又怕買到不喜歡的巧克力，所以，進而開始使用智慧型手機查詢網路上使用者
的口碑，或者詢問家人朋友的意見，此時，若是口碑揭露焦點為正面的，則通
常會增加多樣搜尋行為的意願；相反地，若是口碑揭露焦點為負面的，則會降
低多樣搜尋行為的意願。然而，在考量到「家人朋友推薦」及「網路上使用者
意見」的口碑連結時，則對消費者在多樣搜尋行為的影響又將如何呢？正是本
研究動機之二。

相對於前揭「消費者在購物前，有搜尋口碑訊息的習慣」，由於隨著智慧
型手機的崛起，讓消費者購物行為模式中之「在實體零售商店內檢視某項產品
後卻不購買，接著再到網路上用更低的價格購得該產品」的現象產生，以致實
體零售商店從原本的實體「賣場」漸漸退化成「展場」，而此也引發業者的關注，
以及學者的競相討論。

順應此研究趨勢，在 2013 年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與 Aimia 共同發表的研究
調查（Aimia, 2013）顯示，消費者購物時不只會受價格影響，店內體驗也是促成
購買的重大影響因素，例如：即時的優惠、良好的購物過程、店家形象等，因此，
許多業者在經營模式上也隨之因應，以藥妝店兩大龍頭為例，屈臣氏打造新穎
的門市空間，增設互動體驗區；而康是美也朝向二代店發展，不只空間變大、
走道變寬敞、視覺更明亮，體驗空間也變大，此舉皆是為了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及增加消費者駐足的時間。

然而，消費者在形成個人見解之前或之後，是否願意給自己充足的時間，
去體驗心儀的產品？Wason（1966）提出「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的觀點，
認為人們會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的細節，來支持自己的既有成見；凡是抵
觸既有觀點的新資訊，都會被自動過濾掉，或另做詮釋。在過去研究結果中，
許多學者提及產品資訊會影響消費者對產品表現的期待，進而形成消費者解讀
產品經驗的依據（Nowlis & Shiv, 2005），且產品資訊呈現的順序會決定資訊是
否易於讓消費者接納，若體驗後給予產品資訊，消費者已自發性地形成情感評
估，產品資訊就不易被接納（Wilcox, Roggeveen, & Grewal, 2011）。 

經由上述，可推知產品資訊呈現的順序（體驗前、體驗後）會影響消費者
在評估產品時的判斷（Hoch & Ha, 1986; Levin & Gaeth, 1988）。由於過去研究較
著重於產品資訊面，卻少有文獻明確指出「口碑揭露焦點呈現順序」對消費者
在評估產品的影響力，故針對此項因素將如何影響消費者多樣搜尋行為，亦成
為本研究動機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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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tt 在 1999 年提及：「設計出一套有規劃的體驗過程，讓消費者在購物
的過程中，便能夠自然而然產生一段難以忘懷的經驗，甚至能夠讓消費者產生
無限的想像，也就是要塑造出讓消費者有感的消費經驗。」因此，實體零售商
店如何透過科技應用與行銷互動，打造更美好的實體購物環境，正是本研究動
機之四。據此，本研究特採實驗設計，以針對口碑連結揭露焦點對多樣搜尋行
為之影響做一探討，其次並納入享樂性產品體驗順序續檢測其影響效果。

據之前述諸項動機，本研究之目的有四：
一、 瞭解「強」「弱」口碑連結之差異，以及援思此項差異對多樣搜尋行為之

影響。
二、 探討口碑訊息焦點「正」「負」對消費者尋找享樂性產品多樣性所扮演之

角色。
三、 針對焦點「正」「負」之影響，加入體驗順序「前」「後」的考量，予以

檢視兩者所產生對享樂性產品多樣搜尋行為之交互影響。
四、 歸納研究結果，提出對消費者多樣性搜尋行為受口碑影響機制的深度剖析，

並提出對廠商業者及業務行銷人員在經營規劃執行時之具體建議。

貳、文獻探討

據前揭動機與目的，本研究係以多樣搜尋行為為探討主題，分析與研究口
碑連結揭露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的差異，並檢視產品體驗順序如何影響多樣搜
尋行為。而在進行實證研究之前，本研究特針對以下相關文獻及其結果做瞭解，
包括「口碑連結」、「焦點」、「體驗順序」及「多樣搜尋行為」，以助理論
基礎之奠定，並引導實證方向。

一、口碑連結

尼爾森公司行銷調查（2013）顯示，全球有高達八成四的網路消費者信任
家人及朋友的口碑推薦，比例高於其他所有廣告來源，而最受台灣網路消費者
信賴的廣告形式以家人朋友推薦（84%）居冠，網路上使用者意見次之（70%），
電視廣告排名第三（68%），由此推知，「家人朋友推薦」及「網路上使用者意
見」為消費者進行購買決策的重要依據，因此，本研究乃據以探討，並分別稱
之為口碑連結強與弱。

根據Mark（1973）所述，連結的強度是基於「時間多寡」、「情緒強度」、「親
密度」和「相互服務」組合而成，因此，可將口碑訊息分為強連結（如：家人
朋友推薦）及弱連結（如：網路上使用者意見）。前者類似「傳統口碑」，為
消費者與自己有關係的友人（如：家人、朋友）透過面對面，以口頭的方式溝
通並分享產品資訊，其溝通內容涵蓋品牌、產品及服務等內容，不具有商業意
圖（Arndt, 1967），但是順應行動裝置即時溝通的趨勢，本研究認為與家人朋友
的溝通方式已不再侷限於面對面，已進一步延伸至通訊軟體；而後者則類似「網
路口碑」，為消費者透過網際網路，傳播個人的產品經驗及意見（Herr, Kardes, 
& Kim, 1991），讓訊息接收者可以經由網際網路，觀看自己所撰寫的產品資訊
及相關討論（Hennig-Thurau, Gwinner, Walsh, & Gremler, 2004），口碑訊息的本質
並無差異，其不同點在於媒介、資訊來源、內容形式及數量的不同（Hoffman & 
Novak, 1996）。茲整理兩者的差異如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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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上述，並順應趨勢，本研究以 Line App 表示詢問家人朋友推薦的管
道—強連結，而以網路評價頁面表示搜尋網路上使用者意見的管道—弱連
結加以操作。

二、焦點

Wason（1966）提出「確認偏誤」觀點，認為人們會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
利的細節，來支持自己的既有成見；凡是抵觸既有觀點的新訊息，都會被自動
過濾掉，或另做詮釋。簡單來說，人們會選擇性蒐集能夠支持自己偏好的訊息，
來詮釋與自己觀念相左的觀點。鑒於此，本研究認為人們在處理訊息的過程中，
會選擇性聚焦於與自己有相同論點者，以支持自己的看法，可稱之為「焦點」，
並區分為正面及負面。

如前，焦點（正面、負面）類似於訊息框架（message framing）。訊息框架
著重於訊息正反性，就是將一種屬性、一件事情或其特徵以正面或反面的方式
呈現（關復勇、李伶娟，2011），產品屬性有時傳達正面訊息，有時傳達反面
訊息（Levin & Gaeth, 1988），例如：Levin and Gaeth（1988）以 75% 瘦肉為正面
屬性，25% 肥肉為反面屬性，亦即針對同樣狀況予以換個說法呈現之。

據先前研究指出，人們在做決策時，若以不同的方式呈現相同訊息，則會
導致不同的決策（Tversky & Kahneman, 1981），換言之，若焦點揭露的方式不同，
則會改變人們認知事情的參考點，並影響對於屬性、事情或特徵的詮釋，進而
影響決策行為。以 Levin and Gaeth（1988）研究為例，在受試者體驗牛肉前或後
提供「75% 瘦肉」或「25% 肥肉」的訊息框架，結果顯示在體驗牛肉之後，再
提供受試者「75% 瘦肉」或「25% 肥肉」訊息，框架效應對受試者的影響就會
減弱，反之則不然。

而Park, Lee, and Han（2007）研究提及，消費者會將自己對產品的使用評論、
意見及經驗分享給其他個體，且無論口碑為正面或負面，皆會顯著影響其他個
體的購買選擇及決策，而訊息合宜與否，乃取決於焦點為正面抑或負面，其能
影響消費者對於產品的評估（Levin, 1987）。綜合上述論點，可推知焦點方向及
揭露方式對於消費者決策具有一定的影響性。

有別於先前研究，本研究順應行動裝置即時溝通之趨勢，認為訊息的取得
已無法用一體兩面的狀態呈現，而更需要聚焦於正面或負面的訊息呈現。綜觀

表 1　「強連結」與「弱連結」的差異

強連結 弱連結

資訊來源 家人、朋友、同事 網路使用者

媒介 面對面、通訊軟體 網際網路

內容形式 口頭、文字、圖片、影音 文字、圖片、影音

數量 少 多

傳播速度 慢 快

影響
1. 值得信任
2. 資訊的限制與障礙
3. 具社會壓力，可能會順從他人的建議

1. 可信度模糊
2. 能帶來重要的知識、資訊或創新想法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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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訊息即使有正面與負面，然而人們通常對情境中的眾多刺激，卻只選擇
其一個或一部分去反應，並從中獲得知覺經驗的心理活動（張春興，1989），
換言之，人們只會看見他們想要看見的東西。因此，本研究將焦點定義為「在
同樣的狀況下，人們會選擇性將相同屬性、事情或特徵聚焦於與自己有相同論
點者」。

三、體驗順序

體驗通常會導致人們的認知及情感反應（Nowlis & Shiv, 2005），但大多
數的體驗評估是以情感反應為主，如：巧克力及紅酒等（Biswas, Grewal, & 
Roggeveen, 2010）。然而，若是在消費者體驗之前，先給予消費者相關的產品資
訊，此時，因尚未形成情感評估，故產品資訊易於被接納，反之，若是體驗完
產品後，再給予相關的產品資訊，此時，因已自發性地形成情感評估，故產品
資訊就不易被接納（Wilcox et al., 2011），由此可知，產品資訊呈現的順序（體
驗前或體驗後）將會決定資訊易於接受與否。

基於先前研究，可發現產品資訊呈現的順序（體驗前或體驗後）會影響消
費者對於資訊及產品的詮釋。就 Wilcox et al.（2011）研究顯示，若是體驗之前
呈現正面的產品資訊，則情感評估會增強，反之，若是呈現負面的產品資訊，
則情感評估會減弱；相對而言，若是體驗之後，再呈現正面產品資訊，則情感
評估會減弱，反之，負面的產品資訊會增強情感評估。

經由上述，可推知體驗產品的評估主要是以情感為基礎（Biswas et al., 
2010），而本研究認為情感狀態會進一步影響多樣搜尋行為，且低情感比高情
感的消費者更可能投入心力尋求多樣化，以追求其他來增加內心的滿意程度，
因此，本研究將體驗順序分為「體驗前」與「體驗後」進行探討，並依循定義
加以操作。

四、多樣搜尋行為

(一 )多樣搜尋行為定義
所謂「多樣搜尋行為」，意指消費者從選擇組合中，挑選不只一個選項，

或者消費者重複挑選喜愛的品牌產品時，會傾向選擇多樣性組合（Ratner & 
Kahn, 2002），而 McAlister and Pessemier（1982）將此行為定義為個體傾向於
喜愛多變的消費行為，維持其內心的滿意程度，通常以感覺的過程、在形成
購買決策時不費心力 （Hoyer & Macinnis, 2001）及購物時的享樂動機（Dhar & 
Wertenbroch, 2000）為主。

在過去研究中指出，多樣搜尋行為之多樣性通常會發生之狀況包括有：
於當個體處於無聊的消費情境（Menon & Kahn, 1995; Steenkamp & Baumgartner, 
1992）、當個體不確定自己未來偏好（Pessemier, 1978）、當個體期待提高滿足
感（McAlister & Pessemier, 1982）、當個體處於重複消費，導致厭倦的情況下
（McAlister & Pessemier, 1982; Read & Loewenstein, 1995），以及當個體想要留給
他人有趣的、獨特的印象 （Ariely & Leav, 2000; Ratner & Kahn, 2002），因此，可
發現產生多樣搜尋行為的情況並非單一，但皆是消費者為了滿足其現在或未來
的滿意程度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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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Chuang, Cheng, Wang, and Cheng（2013）曾探討他人意見與
多樣搜尋行為之關係，結果指出：當暴露於相似之享樂性產品的正面口碑下，
消費者的選擇會與他人的看法一致，並增加自己的多樣搜尋行為；另一方面，
當暴露於負面口碑之下，則消費者會堅持自己的看法，致減少多樣搜尋行為，
而該研究中的多樣搜尋行為乃侷限於同一品牌的產品，並未至不同品牌的產品，
若能就此深入探討，應為可行。

綜合上述多樣搜尋行為的描述，本研究主要探討當個體期待提高滿足感下
的多樣搜尋行為，因此，將多樣搜尋行為定義為「為了提升自己內在的滿意程
度，進而追求多變的消費行為，以致產生多樣搜尋行為」。

(二 )多樣搜尋行為分類
根據 McAlister and Pessemier（1982）研究顯示，個體的多樣搜尋行為可分為

「能解釋的」（explicable）與「不能解釋的」（inexplicable），前者又可區分成「衍
生的」（derived）及「直接的」（direct）（如圖 1 所示）。

衍生的多樣行為是由兩種驅力所致：內部力量的「多重的需求」（multiple 
needs）及外部力量的「選擇問題的改變」（changes in the choice problem），其與
喜好的改變無關。其中，前者意指在不同的人事時地物情況下，容易產生不同的
需求，導致了多樣行為，其分為「多重使用者」（multiple users）、「多重使用」
（multiple uses）及「多重情境」（multiple contexts）（Laurent, 1978）；而後者分為
「可行方案的改變」（changes in the feasible set）（如：汰舊換新的市場組合）、「品

圖 1　個體的多樣搜尋行為分類

資料來源：McAlister and Pessemier（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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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的改變」 （changes in the tastes）（如：廣告、個體內在階段的轉變）及「限制
的改變」（changes in the constraints）（如：財富、時間及體力的增減），意指外部
環境或個體內在的改變，會驅使個體產生不同的需求及選擇，導致了多樣行為。

直接的多樣行為是由個體內在（intrapersonal）或人際關係（interpersonal）
的力量所致。其中，前者分為「對不熟悉的替代選擇產生慾望」（desire for 
the unfamiliar）、「在熟悉的替代選擇間交替使用」（alternation among the 
familiar），以及「資訊」（information），簡言之，個體為了滿足自己內在的滿
意程度，進而追求多樣化的刺激，或是藉由品牌選擇的改變，減少厭倦及無聊
的感覺（McAlister & Pessemier, 1982）；而後者分為「個體區別」（distinction）
及「團體隸屬」 （affiliation），意指當個體追求區別性，傾向購買新產品（Szybillo 
& Heslin, 1973），展現自己的獨特性（uniqueness），但當感受到社會壓力（social 
pressures），會傾向跟隨同儕，模仿（imitation）其行為，顯現出自己與他人的友
好關係。

基於多樣搜尋行為的分類，本研究著重於個體內在對於不熟悉的替代選擇
所產生多樣搜尋行為之欲望，認為個體會為了滿足自己內在的滿意程度，進而
追求多樣化的刺激，以致產生多樣搜尋行為。而在購物的過程中，消費者除了
受他人的意見影響外，也會被其他外在環境因素影響，產生增加或減少多樣搜
尋行為的情況，然而，何者更容易引發多樣搜尋行為的產生，須待本研究深入
探討之。

參、研究方法

據前揭概念界定與相關理論評析後，本研究認為在購物過程中，消費者會
產生多樣搜尋行為，與「焦點」及「體驗順序」二項課題是息息相關的，而在
這之間若加入「口碑連結」此課題的運作，又會受其影響致使多樣搜尋行為產
生變化。

一、研究架構

本研究係探討消費者在面對口碑連結揭露不同的焦點、產品體驗順序下，
如何產生多樣搜尋行為，故為「2（焦點：正面與負面） × 2（體驗順序：體驗
前與體驗後）」之二因子受試者間實驗設計。其研究架構如圖 2。

二、研究假說

(一 )焦點與多樣搜尋行為之關係
如前所述，本研究特嘗試提供不同品牌的產品以做選擇，並將先前研究中

強調的「正面」及「負面」口碑以訊息正反性之「焦點」探討，就二者關係而
言，由於消費者時常使用產品資訊（如：價格、來源國、品牌）推斷品質（Hong 
& Wyer, 1989; Kuan & Jeng, 2014）、功效（Nowlis & Shiv, 2005）及經驗（Klaaren, 
Hodges, & Wilson, 1994），倘若產品資訊不具客觀標準，則消費者會參考他人言
語的判斷及評價（如：家人、朋友、名人、專家及線上資訊），降低風險，並
藉此判斷及評估自己的選擇是否具精確性（Venkatesan, 1966）。本研究認為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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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焦點情況下，由於消費者獲得確認保證，故對於原產品有高度滿足感，而
為了追求多樣化刺激，會增加對其他品牌產品多樣搜尋行為，反而在「負面」
焦點情況下，消費者會信任自己的感受，堅持自己看法，不易產生多樣搜尋行
為，故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設：

H1：若口碑揭露焦點不同，則多樣搜尋行為具有顯著差異，以正面高於負面焦點。

(二 )焦點、體驗順序與多樣搜尋行為之關係
資訊呈現的順序（體驗前、體驗後）會影響消費者的判斷（Hoch & Ha, 

1986; Levin & Gaeth, 1988），當消費者自發性地形成其最初的情感時，資訊呈現
的順序（體驗前、體驗後）將會決定資訊是否能影響消費者內在的情感評估。
而Wilcox et al.在2011年歸納各家學者研究結果，提出：若是在消費者體驗之前，
先給予消費者相關的產品資訊，此時，因尚未形成情感評估，故產品資訊易於
被接納，反之，若是體驗完產品後，再給予相關的產品資訊，此時，因已自發
性地形成情感評估，故產品資訊就不易被接納。

經由上述，可推知消費者會選擇性地回憶、蒐集有利的細節，來支持自
己的既有成見；凡是抵觸既有觀點的新資訊，都會被自動過濾掉，或另做詮
釋（Wason, 1966）。再者，體驗產品的評估主要以情感為基礎（Biswas et al., 
2010），而消費者的情感狀態則會進一步影響他們的多樣搜尋行為，本研究認
為低情感者比高情感者更可能投入心力尋求多樣化，以追求其內心的滿足。

綜觀之，本研究推論在口碑連結揭露焦點下，體驗順序不同，對於消費者
多樣搜尋行為將會有所差異，因此本研究推論：

H2： 口碑揭露焦點及產品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有交互顯著差異性影響。

H2a： 根據假設1，若考量焦點正負因素，則相對於正面焦點，在體驗前就提供負
面焦點，能產生較多的多樣搜尋行為。

H2b： 根據假設1，若考量焦點正負因素，則相對於負面焦點，在體驗後才提供正
面焦點，能產生較多的多樣搜尋行為。

圖 2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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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變數定義

(一 )自變數
1. 焦點

本研究參考 Chuang et al.（2013）所提出之研究。在實驗模擬情境中，分別
以同儕口碑為強連結，網路口碑為弱連結管道，採正面及負面焦點探討之，其
中不涵蓋任何產品資訊面（如：來源國、價格），僅表達使用者過去使用產品
的感覺。另外，本研究考量到若僅以單一個體意見為主，似乎不足以代表口碑，
且公信力不足，因此，在情境中增加他人意見的篇數，並額外加入推薦度評價，
亦即將焦點分為有 80% 推薦支持之「正面」及有 20% 不推薦支持之「負面」。

2. 體驗順序
由於Chuang et al.（2013）研究中，僅探討他人意見對多樣搜尋行為的影響，

其似乎忽略了在實體消費情境中，業者時常提供產品供消費者體驗之情況，例
如：電信業者提供新產品的展示機供消費者試用、大賣場在熱食部提供消費者
免費試吃，因此本研究參考Wilcox et al.（2011），加入體驗順序於實驗情境當中，
亦即將體驗順序分為先給予口碑再體驗之「體驗前」及先體驗再給予口碑之「體
驗後」，同時，給予的口碑會分成正面焦點和負面焦點。

(二 )依變數
本研究依變數為「多樣搜尋行為」，係參考 Maimaran and Wheeler（2008）

之研究所發展之巧克力選擇任務，以衡量受試者多樣搜尋行為。任務將以獎酬
的方式執行，當情境模擬結束並填妥問卷後，告訴受試者：「感謝您參與本研
究此次的實驗，為了感謝您，本研究準備巧克力當作獎酬，您可以從中任選 5
個您喜愛的巧克力……」其中，巧克力口味除了包含實驗模擬情境所使用的巧
克力品牌及口味之外，尚還準備其他受試者不知名的巧克力，以供選擇。

多樣搜尋行為任務會提供 A 牌巧克力：A1、A2、A3，3 種口味；B 牌巧克
力：B1，1 種口味；C 牌巧克力：C1，1 種口味。若受試者選擇任何一種 A 牌
巧克力都以 0 分計算；若選擇 B 牌或 C 牌巧克力則以 1 分計算。舉例而言，若
選擇 2 個 A1、2 個 B1、1 個 C1，則以 2 分計分之。故可推知，得分範圍介於 0 
~ 2 分間，分數越高代表多樣搜尋行為程度越高，由實驗者依據現場觀察，予每
位受試者計分。

值得一提的是，為避免英文字母產生的順序效應，本研究於實際呈現時，
特將 B 牌巧克力命名為 sunny，C 巧克力命名為豬豬。

四、研究設計

本次實驗所使用的產品為巧克力。情境過程分為體驗前及後，若為體驗前，
則情境為「在陽光普照的週末假期，我興高采烈的出門逛街，打算前往一間專
賣店購買巧克力，犒賞自己一週的辛勞，但是我對巧克力的資訊瞭解不是很充
分，很需要『別人給我意見』及『店員提供我試吃』機會。於是乎，到達目的
地之後，店員告訴我，商店內 A 牌巧克力有兩種口味供我選擇，但是，我想聽
聽別人的意見，幫助自己選擇，於是，我拿起手機詢問朋友 A 牌巧克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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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 A 牌巧克力的網路意見，尤其是推薦購買的人數比例，當作參考（此時會
提供受試者強連結／弱連結正面或負面焦點訊息）。接著，店員又告訴我，兩
種巧克力的口味都可以試吃，再做選擇，於是我開始試吃（此時會提供受試者
A1 及 A2 巧克力體驗）」。

至於，若為體驗後，則情境為「在陽光普照的週末假期，我興高采烈的出
門逛街，打算前往一間專賣店購買巧克力，犒賞自己一週的辛勞，但是我對巧
克力的資訊瞭解不是很充分，很需要『店員提供我試吃』及『別人給我意見』
機會。於是乎，到達目的地之後，店員告訴我，商店內 A 牌巧克力有兩種口味
供我選擇，接著店員又告訴我，兩種巧克力的口味都可以試吃，再做選擇，於
是我開始試吃（此時會提供受試者A1及A2巧克力體驗）。但是，在吃吃看後，
也要聽聽別人的意見，來幫助自己選擇，於是，我拿起手機詢問朋友 A 牌巧克
力意見／搜尋 A 牌巧克力的網路意見，尤其是推薦購買的人數比例，當作參考
（此時會提供受試者強連結／弱連結正面或負面焦點訊息）。」

情境結束後，請受試者填寫一題李克特五點尺度進行的焦點操弄檢定，為
「您剛剛看到的 A 牌巧克力推薦程度比較偏向？」填寫完畢後，於問卷後會出
現「感謝您參與此次的實驗，為了感謝您，本研究準備巧克力當作獎酬，您可
以隨意搭配 5 顆您喜愛的巧克力，請就每一個選項，填寫您想要選擇的顆數，
合計為 5 顆。」請受試者完成多樣搜尋任務。

肆、實驗一：強連結情境

一、受試者結構

受試者包括有大學生及研究生，採實驗設計，以隨機分派讓受試者參與情
境，並填答問卷，各情境有效安排 30 位。強連結共有 4 個情境，合計為 120 份
有效問卷，平均年齡為 22.2 歲，女性占 73.3%。

二、操弄檢驗

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指出，在正面焦點操弄情境下的受試者，會比
負面焦點操弄情境下的受試者認為此 A 牌巧克力的商品訊息較強調正面訊息 
（M正面焦點 = 4.05, M負面焦點 = 1.77; t (118) = 24.17, p < 0.001）。該結果顯示出，在強
連結情境下，焦點的操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情感高低在多樣搜尋程度上的
差異，卻是不顯著的（M高連結之低情感 = 1.53, M高連結之高情感 = 1.43; t = 0.94, p = 0.352 > 
0.05），故不針對高連結情境下情感狀態對多樣搜尋行為的干擾影響進行探討。

三、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達顯著差異（F = 9.68, p = 0.002 < 0.01），亦
即正面焦點顯著高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65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32, t 
= 3.11, p = 0.002 < 0.01），換言之，研究假設 H1 獲得支持，如表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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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一 )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之雙因子交互作用
為驗證焦點、體驗順序兩自變數對多樣搜尋行為之交互作用，特在分析前

使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分析，檢定結果為不顯著（p = 0.870 > 0.05），表示符合
變異數同質性假設，即母體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有著相似的離散情況，故每
個常態化樣本的平均數之間得以相互比較。

續採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以檢視變數間的交互作用效果，發現焦點與體驗
順序對於多樣搜尋行為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p = 0.000 < 0.05），即假設 H2 獲
得支持，表示在不同焦點下，體驗順序的不同對多樣搜尋行為有所差異（如表
3）。而進一步探討各情況下的平均數變化，體驗前情況下，正面焦點平均數1.60
分，在負面焦點則升為 1.67 分，差距為 0.07 分（1.67 ~ 1.60 = 0.07）；另外，體
驗後情況下，正面焦點平均數 1.70 分，在負面焦點則降為 0.97 分，差距 0.73 分
（1.70 ~ 0.97 = 0.73）。

將上述數據繪製成長條圖觀察之，發現呈現「完全交互作用」（如圖 3）。
而值得注意的是，體驗前在正面或負面焦點的條件下，其多樣搜尋行為平均數
相當接近。由此可推論為，在購物過程中，若體驗前先有同儕口碑，因尚未形
成情感評估，口碑訊息易於被接納，但是，同儕口碑的提供較限制於個人主觀
的建議，並非多數人的意見，容易造成偏誤，因此，消費者增加對其他品牌產
品多樣搜尋行為，來尋求多些證據來讓自己心安。

(二 )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之單純主要效果檢視
1. 焦點在體驗前條件下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由單純主要效果檢視，未達顯著差異（F = 0.28, p = 0.599 > 0.05），亦即正
面焦點未顯著低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60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67, t = 
-0.53, p = 0.599 > 0.05），換言之，研究假設 H2a 未獲得支持，如表 4 所示。

表 2　在強連結情境下，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之分析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60 1.65 0.48
9.68**

負面 60 1.32 0.68

註：**p < 0.01。

表 3　在強連結情境下，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多樣搜尋行為（N = 120）
焦點 體驗順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體驗前 30 1.60 0.50

16.81***
體驗後 30 1.70 0.47

負面
體驗前 30 1.67 0.48

體驗後 30 0.97 0.67

註：***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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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焦點在體驗後條件下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由單純主要效果檢視，達顯著差異（F = 24.28, p = 0.000 < 0.001），亦即

正面焦點顯著高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70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0.97, 
t = 4.93, p = 0.000 < 0.001），換言之，研究假設 H2b 獲得支持。由此，綜觀以上不
同體驗順序的條件下，焦點的平均分數，負面焦點受到體驗順序的影響較大，
如表 5 所示。

表 5　在強連結情境下，焦點正負與體驗前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30 1.70 0.47
24.28***

負面 30 0.97 0.67

註：***p < 0.001。

伍、實驗二：弱連結情境

一、受試者結構

受試者包括有大學生及研究生，採實驗設計，以隨機分派讓受試者參與情
境，並填答問卷，各情境有效安排 30 位。弱連結共有 4 個情境，合計為 120 份
有效問卷，平均年齡為 20.4 歲，女性占 65.8%。

二、操弄檢驗

根據獨立樣本 t 檢定的結果指出，在正面焦點操弄情境下的受試者，會比
負面焦點操弄情境下的受試者認為此 A 牌巧克力的商品訊息較強調正面訊息
（M正面焦點 = 4.23, M負面焦點 = 1.67; t (118) = 23.55, p < 0.001）。該結果顯示出，在弱
連結情境下，焦點的操弄成功。值得一提的是，情感高低在多樣搜尋程度上的
差異，卻是不顯著的（M低連結之低情感 = 1.15, M低連結之高情感 = 1.29; t = -1.09, p = 0.280 > 

多
樣
搜
尋
行
為

圖 3　在強連結情境下，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平均長條圖

表 4　在強連結情境下，焦點正負與體驗前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30 1.60 0.50
0.28

負面 30 1.67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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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5），故同樣地，不針對低連結情境下情感狀態對多樣搜尋行為的干擾影響進
行探討。

三、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之影響關係

使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檢視，未達顯著差異（F = 0.02, p = 0.902 > 0.05），
亦即正面焦點未顯著高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23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22, t = 0.12, p = 0.902 > 0.05），換言之，研究假設 H1 未獲得支持，如表 6 所示。

表 6　在弱連結情境下，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之分析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60 1.23 0.77
0.02

負面 60 1.22 0.72

四、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之影響關係

（一）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之雙因子交互作用
為驗證焦點、體驗順序兩自變數對多樣搜尋行為之交互作用，特在分析前

使用變異數同質性檢定分析，檢定結果為不顯著（p = 0.220 > 0.05），表示符合
變異數同質性假設，即母體的變異數具有同質性，有著相似的離散情況，故每
個常態化樣本的平均數之間得以相互比較。

續採雙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以檢視變數間的交互作用效果，發現焦點與體驗
順序對於多樣搜尋行為的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p = 0.000 < 0.05），即假設 H2 獲
得支持，表示在不同焦點下，體驗順序的不同對多樣搜尋行為有所差異（如表
7）。而進一步探討各情況下的平均數變化，體驗前情況下，正面焦點平均數0.70
分，在負面焦點則升為 1.57 分，差距為 0.87 分（1.57 ~ 0.70 = 0.87）；另外，體
驗後情況下，正面焦點平均數 1.77 分，在負面焦點則降為 0.87 分，差距 0.90 分
（1.77 ~ 0.87 = 0.90）。

表 7　在弱連結情境下，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變異數分析 

依變數：多樣搜尋行為（N = 120）
焦點 體驗順序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體驗前 30 0.70 0.60

67.05***
體驗後 30 1.77 0.50

負面
體驗前 30 1.57 0.57

體驗後 30 0.87 0.68

註：***p < 0.001。

將上述數據繪製程長條圖觀察之，發現呈現「完全交互作用」（如圖 4）。
而值得注意的是，體驗前與體驗後在正面或負面焦點的條件下，其多樣搜尋行
為平均數相差甚大。由此可推論為，在購物過程中，若體驗前先有網路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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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尚未形成情感評估，口碑訊息易於被接納，故負面比正面焦點更容易產生多
樣搜尋行為，俾搜尋較多證據以求心安；若體驗後網路口碑才出現，則因情感
評估已成，口碑不易於被接納，此時在正面焦點下，因二度確認產品品質，致
使形成對產品高滿足感，故較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反之，在負面焦點下，因
較偏向於信任自己的體驗，故堅持己見，不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

（二）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之單純主要效果檢視
1. 焦點在體驗前條件下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由單純主要效果檢視，達顯著差異（F = 33.23, p = 0.000 < 0.001），亦即正面
焦點顯著低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0.70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57, t = -5.76, 
p = 0.000 < 0.001），換言之，研究假設 H2a 獲得支持，如表 8 所示。

表 8　在弱連結情境下，焦點正負與體驗前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30 0.70 0.60
33.23***

負面 30 1.57 0.57

註：***p < 0.001。

2. 焦點在體驗後條件下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由單純主要效果檢視，達顯著差異（F = 33.83, p = 0.000 < 0.001），亦即正

面焦點顯著高於負面焦點（M正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1.77 > M負面下的多樣搜尋行為 = 0.87, t = 5.82, 
p = 0.000 < 0.001），換言之，研究假設 H2b 獲得支持。由此，綜觀以上不同體驗
順序的條件下，焦點的平均分數，正面與負面焦點受到體驗順序的影響不相上
下，如表 9 所示。

表 9　在弱連結情境下，焦點正負與體驗前對多樣搜尋行為影響關係

焦點 人數 平均數 標準差 F 值

正面 30 1.77 0.50
33.83***

負面 30 0.87 0.68

註：***p < 0.001。

圖 4　在弱連結情境下，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平均長條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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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果彙整與討論

（一）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之影響關係
本研究經實證結果顯示，在強連結情境的情況下，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之

影響達顯著水準；而在弱連結情境的情況下，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之影響未達
顯著水準。意即在強連結情境的情況下，消費者接收不同的焦點，對於多樣搜
尋行為的影響會有顯著的差異存在；而在弱連結情境的情況下，則沒有顯著的
差異存在。

消費者在購物的過程中，有許多的購買行為是非計畫和非自發的（Drèze & 
Malinvaud, 1994），因此，消費者會利用智慧型手機或其他的行動裝置搜尋口碑
訊息，協助消費。從研究結果得知，不管在強連結或弱連結的管道下，焦點為
正面或負面，多樣搜尋行為的分數都高於 1 分，意即消費者無論接收何種訊息
口碑與焦點，都傾向多樣搜尋行為。可推知，他人的口碑對消費者之影響已趨
於薄弱，以部落客的業配文風波為例，有些知名部落客接受廠商邀稿，替產品
廣告，卻沒有註明是廠商邀稿，讓粉絲們誤以為是部落客所愛用，而常踩到地
雷產品。此一現象，導致消費者僅將口碑訊息當作是購買決策的參考值之一，
最主要還是取決於自己使用產品的體驗感受，於是，現今零售商無不展開試穿、
試吃、試用的方式供消費者體驗，而不同的產品類型，所設計的試用環境亦不
同（Schmitt, 1999），例如：電信業者提供新產品的展示機供消費者試用、大賣
場在熱食部提供消費者免費試吃，利用體驗讓消費者親身感受產品。

（二）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之交互作用
如分析結果顯示，無論在強連結或是弱連結管道下，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

樣搜尋行為之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意即，消費者在接收不同焦點的情況下，
產品體驗順序的不同，對於多樣搜尋行為的影響會有顯著的差異存在。

而焦點與體驗順序對多樣搜尋行為之間的關係連結，與Wilcox et al.（2011）
所提出之研究結果相呼應，在購物過程中，若體驗前先有口碑，因尚未形成情
感評估，口碑訊息易於被接納，故負面比正面焦點更容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
俾搜尋較多證據以求心安；若體驗後口碑才出現，則因情感評估已成，口碑不
易於被接納，此時在正面焦點下，因二度確認產品品質，致使形成對產品高滿
足感，故較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反之，在負面焦點下，因較偏向於信任自己
的體驗，故堅持己見，不易產生多樣搜尋行為。

特別地是，在體驗前先有口碑的情況下，消費者信任弱連結大過於強連結，
本研究從前揭的文獻探討中推論，強連結口碑焦點的提供較侷限於個人主觀的
建議，並非多數人的意見，容易造成偏誤，因此，消費者增加對其他品牌產品
多樣搜尋行為，來尋求多些證據來讓自己心安。

二、研究貢獻與管理意涵

（一）掌握「強」「弱」口碑連結之差異契機，有效充實口碑訊息的公信力
以本研究結果得知，無論是強連結情境或是弱連結情境，在不考慮體驗與

焦點的情況下，其多樣搜尋行為皆大於 1，意即消費者無論接收何種訊息口碑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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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都傾向多樣搜尋行為，然在強連結情境時，多樣搜尋行為分數為 1.48，
略高於弱連結情境時之 1.23，由此可見，消費者對於弱連結之口碑信任感較小，
產生較低的滿意度。以弱連結管道為例，如 2013 年發生「三星寫手門事件」，
即似乎是濫用了消費者對於網路口碑的依賴，率以產品寫手的方式，從製造討
論熱度來突顯競爭對手產品的缺點，甚至嘗試透過發文消毒負面訊息，以取得
消費者的信任，但此舉卻反而造成負面效果，讓消費者對於網路提供之口碑訊
息大打折扣。而由研究結果得知，弱連結口碑下消費者多樣搜尋行為仍大於 1，
據此，建議業者不必特地花費資源於製造弱連結口碑，改以鼓勵消費者分享真
實口碑訊息方式，減少資源浪費，也可避免弄巧成拙的情況發生。

（二）拉大在弱連結環境之下的口碑訊息差異化，以提升訊息傳播的感染力
口碑訊息的焦點有正面與負面之分，依據本研究結果指出，不管連結強弱

或口碑焦點正面負面，多樣搜尋行為皆大於1，而在強連結、正面焦點的情況下，
多樣搜尋行為為 1.65，高於其他情況的 1.2 ~ 1.3，即消費者在此情況下滿意度較
高，更傾向多樣搜尋行為。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情況下，業者希望提供給消費者的資訊經常是隱惡揚
善的，然在本研究實驗二中，弱連結情況下，正面與負面焦點造成的多樣搜尋
行為皆大於 1，且彼此差異甚微，由此看來，提供負面焦點口碑訊息未必帶來不
好的結果。建議業者可利用此結果，除鼓勵消費者分享口碑訊息外，適當回覆
消費者負面訊息，如速食餐廳因價格便宜和大量生產，使許多人對其使用的原
料有所疑慮，鑒於此，加拿大麥當勞推出 “Our Chicken, Your Questions” 活動，消
費者有任何問題皆可到網站上提問，比如當網友詢問他們吃的炸雞是來自哪個
部位，麥當勞便請員工拍攝影片示範每天如何切雞肉，和如何把最好的肉品送
到消費者手中，這樣的作法，不但讓業者有了與消費者對話的機會，使消費者
更願意說出自己的聲音，也能回應消費者對負面訊息的反應，進一步增加滿意
度。

（三）塑造「從行動到感動」的創新思維，讓多樣搜尋成為顧客忠誠的基礎
相較於強連結情況，弱連結情況下正面口碑焦點的消費者，多樣搜尋行為

在體驗前與體驗後有截然不同的結果，體驗後的多樣搜尋行為明顯高於體驗前，
此為從「行動到感動」的具體實證，表示消費者在體驗產品後接受正面口碑信
息，會增加其滿意度，並進一步進行多樣搜尋。相對地，在弱連結情況下負面
口碑焦點的消費者，多樣搜尋行為在體驗後明顯低於體驗前，然此並非來自於
不滿意，而是出自於對弱連結口碑的不信任，在體驗後更相信自己的所見所聞，
也就是說，消費者在體驗後所接收到的訊息為正面或負面，結果有天壤之別。

綜合上述，因強連結口碑訊息為業者所無法控制的，而弱連結口碑訊息則
能以篩選的方式，在進行體驗活動前預先蒐集弱連結正面口碑訊息，於消費者
體驗後主動曝光，使其經過體驗和正面口碑兩個程序的確認後，得到較高的滿
意，並進一步進行多樣搜尋行為，同時亦須避免其在體驗後看到負面口碑訊息。
此外，消費者從滿意，並進行多樣搜尋行為是在所難免的，業者因應此反應的
具體作法為發展多品牌策略，增加自家產品在整體品類中的百分比便能使消費
者在多樣搜尋之餘，仍不離自家產品的範疇，如豐田汽車同時推出 YARIS、
VIOS、ALTIS 等平價品牌，滿足平價市場內的消費者多樣搜尋的需求。

台灣管理學刊16(1)-03 關復勇.indd   54 2017/1/15   下午 12:46:10



 台 灣 管 理 學 刊

 第 16 卷  第 1 期，2016 年 2 月  55

三、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一）研究限制
本研究之研究限制有二：其一為限制口碑訊息觀看次數，為了避免受試者

翻回前頁，直接從口碑訊息中尋找答案，透過立即要求填答問項，較能測出是
否有仔細閱讀口碑訊息，但實務情況並不會限制次數，因此，可能造成偏誤；
其二為遮蓋品牌，享樂性產品體驗及多樣搜尋行為任務，採取不論及品牌，避
免品牌形象與認知影響實驗效果，然而，在實務上，品牌及其他相關訊息仍是
選購產品的重要考量因素，不同廠牌推出的產品，可能引起消費者不同的行為
反應，並與其他同類產品做比較後，再行做出購買決策。

（二）未來研究方向
本研究之未來研究方向有三：其一可綜合各項訊息種類及來源，因本研究

僅針對口碑連結揭露焦點對多樣搜尋行為之影響進行探討，然而，在實務的情
況下，消費者透過行動裝置能搜尋到的訊息，不僅只有口碑訊息，也可能同時
包含新聞報導、雜誌、廣告等，而不同的訊息種類及來源的搭配，可能對多樣
搜尋行為產生不同的效果；其二可擴大多樣搜尋行為之選擇性，本研究僅以三
種不同品牌的巧克力供受試者選擇，但是，在實務的情況下，展示架上包含的
產品品項及品類各式各樣，而不同的產品品項及品類，對於顧客的消費經驗可
能會有所差異，以及對多樣搜尋行為產生不同的影響；其三，文獻中提及體驗
順序會導致人們的情感反應，進而影響多樣搜尋行為，且體驗順序的差異有初
始效果與新進效果，然本研究中，由於操弄檢驗後，不管是高連結或低連結，
情感狀態對多樣搜尋並未有顯著差異，故未探討之，另外，由於本研究僅著重
於初始效果，故亦未納入後進效果對情感反應影響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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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based on the strong tie like “the reality channel” or the weak tie like “the 

virtual channel “point of view to explore the “focus” and “experiential order” on the “variety-
seeking behaviors.” We use scenario experiments at method, conducted with 2 (focus: 
positive versus negative) × 2 (experiential order: before sampling versus after sampling) 
between-subject design. The subjects were randomly assigned, a total of 240.

The results from the “the reality channel” versus “the virtual channel” point reveal 
that the interaction effect of focus and experiential order on variety-seeking behaviors is 
significant. When WOM is presented before experience, the WOM is accessible as they 
initially evaluate the product. As a result, when compared with positive focus, the negative 
focus displayed more tendency to variety-seeking behaviors. When WOM is presented after 
experience, it is not accessible until consumers spontaneously form their initial evaluation. At 
the moment, when consumers are exposed to the positive focus, they reconfirm the product 
quality and also express high satisfaction toward product, which increase variety-seeking 
behaviors. Otherwise, on the negative focus, consumers prefer to trust their own experience, 
so they stick to their own opinions, which decrease variety-seeking behaviors. 

Keywords: WOM-connected, experiential order, variety-seek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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