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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過去，電視媒體都被當成是單純資訊傳達的管道，自從美國 QVC 公司成

功的透過電視銷售商品給觀眾，並且創下高的營業額之後，電視便成為

商品銷售的管道。一提及電視購物，消費者的普遍印象便是減肥、豐

胸、壯陽之類藥物，或是堅固耐用的炒菜鍋及功效強大的家庭或清潔用

品等廣告；這些廣告總讓人覺得誇大不實也難以信任，使得大眾對購物



頻道所銷售的產品產生疑慮。業者因此在銷售商品時，會利用一些方法

企圖降低消費者的不確定感，以增加消費者對電視購物的信心。業者所

提供的保證方式或增加消費者信任感的方法，是否真能解決或降低消費

者的疑慮？消費者對電視購物所感覺的不確定感有哪些？他們比較在意

的疑慮又是什麼？若能找出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有助於電視購物產業的

發展，使業者提供更好的服務給消費者。 本研究的目的在於了解消費者

所感受到的不信任感，以及對產品的可能疑慮為何?業者所提供的降低疑

慮、增加購買欲望的方法是否有助益？本研究針對大台北地區具有收看

電視購物頻道經驗之民眾，以便利取樣法進行人員面訪與網路發放問卷

作為蒐集資料方法，共計回收 456 份樣本。以因素分析及集群分析將消

費者依不同生活型態進行市場區隔，並以卡方檢定與交叉分析探討不同

生活型態之消費群在電視購物知覺風險與降低知覺風險上是否有顯著差

異。最後以部份分析法探討具有購買經驗之受訪者的知覺風險與降低知

覺風險策略之間的相關性。研究結果發現： 一、 消費者所知覺的風險以

財務風險排名最高，依序是時間風險、績效風險、身體風險、心理風

險、及社會風險。業者所提供的降低風險方式則以「品牌忠誠」排名最

高，其次是「免費樣品」，最低的是「昂貴的產品」。 二、 知覺風險與

消費者集群的變異數分析結果，可知不同集群的消費者在財務風險、社

會風險、身體風險、績效風險及心理風險上沒有顯著的差異，而與時間

風險有顯著的差異 三、 將集群與降低風險方式進行變異數分析結果，可

知不同集群的消費者在「保證」、「主要品牌印象」及「昂貴的產品」

等降低風險方式的採用上，有顯著的差異。 四、 消費者的購買經驗與知

覺風險及降低知覺風險方式的變異數分析結果，消費者的購買經驗在知

覺風險上沒有差異。消費者的購買經驗在「商店印象」的降低風險方式

上有顯著差異。 五、 財務風險與「選購」呈現顯著正相關，與「昂貴的

產品」呈現負相關。績效風險與「昂貴的產品」呈現顯著負相關。時間

風險與「私人檢驗」呈現顯著正相關，以及與「昂貴的產品」呈現顯著

負相關。  

摘要

(英) 

In the past, TV media is viewed as simply a way to transfer data. However, after 

QVC American’s success of selling products to cosummers through TV, TV 

have been turned into commercial selling channels. Speaking of TV shopping, 

sterotypes of losing weight, increasing breast sizes, and strethening sex ability 

come into consummers’ minds, conbiming with durable pans or powerful 

cleasing appliances. These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to customers, are not only 

exaggerative but also untrustful, resulting in customers’ doubts to products. 

Therefore, marketers have to try every method to lower consummers’ uncertainty 

when selling products. Nethertheless, do these methods work successfully? What 

are consummers’ unsertainties? What are consummers’ most concerned? If 

these could be answ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V purchasing would be 

aggressively improved. The goal of this research is to find out consummers’ 

uncertainty and their doubts about products. In additon, this research is going to 

test whether marketers’ methods work or not. The recearch samples would be 

obtained from those who have experiences of purchasing from TV channels in 

Taipei City. Data would be collected from interviews and internet questionnares. 



All the samples gathered amounted to 456. These samples are segmented by life 

styles; methods of factor analysis and cluster analysis. In addition, One-Way 

ANOVA and cross analysis are used to test i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each life 

style customers’ perceived risk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reducing risk. The 

researsh foundings are as follow: 1. Financial risk ranks at perceived risks, 

followed by time risk, performance risk, physical risk, psychologic risk, and social 

risk. Brand loyalty, followed by free sample and expensive products, ranks at 

methods to lower risck perduced by marketers. 2. According to the variation 

analysis of perceived risk and consummer cluster analysis, consummers of 

different clusters express identically on financial risk, performance risk, social risk, 

physical risk, psychologic risk; however, differently on time risk. 3. Accroding to 

the results of variation analysis of clusters and the methods of reducing risks, 

consummers of clusters of “warranty, “main brand image,“ and “expensive 

products” expres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4.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e relation 

between buyer/non-buyer and perceived risks i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he 

relation between buyer/non-buyer and stroe images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5. 

Financial risk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shopping”, but negatively with 

“expensive model”. Performance risk is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expensive 

model”. Time risk is positively related with “private testing”, but negatively 

related with “expensiv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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