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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

) 

本研究主旨在於探討國人對運動彩券的認知程度與購買意願之現況分析，

並瞭解不同個人背景變項在「認知程度」與「購買意願」上是否有差異存

在，最後預測影響國人未來可能之購買意願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採用「電

腦網路問卷調查」（Computer Network Survey）就是利用網路進行問卷調查

研究，以自編「國人對運動彩券認知程度與購買意願之調查問卷」為研究

工具，調查國人對運動彩券的認知程度與購買意願情形。本研究共回收 609

份問卷，並以描述性統計、單因子變異數分析、皮爾森積差相關以及羅吉

斯迴歸分析等統計方法進行分析，所得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本研究對像

以女性、18 歲至 25 歲、大專院校、學生、未婚者、10,000 元以下、大台北

地區為主，以臺北縣與臺北市者為最多。認知程度排行依序為 1.公益盈

餘、2.社會看法、3.個人認知、4.政府政策；在影響購買意願之可能因素各

構面之分析排行依序為 1.消費情境因素、2.內部因素、3.外部因素、4.一般

購買動機。 二、不同性別、年齡之國人對運動彩券認知程度呈現顯著差

異。 三、不同性別、年齡、學歷、職業、月平均與居住地區之國人對運動

彩券影響購買意願之可能因素呈現差異情形。 四、國人對運動彩券的認知

程度和購買意願均呈現顯著正相關。 五、認知程度中的政策制度、個人認

知與社會看法以及影響購買意願之可能因素中的一般購買動機與內部因

素，皆為未來購買意願的主要影響因素。  

摘

要

(英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discuse the awareness and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in Twaiwan、and understand what the key factors of influencing sports 

lottery 「purchasing」 are. We use the 「Computer Network Survey」 to research 

this study. The contents of the questionnaire for this study include four main parts: (1) 

basic information; (2) the awareness of sports lottery;(3)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4)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in the future. The 

questionnaire was sent to a random sample of 609 people、and we also use 

Descriptive Statistics、One-way ANOVA、Pearson’s correlation analysis、and 

Binary Logistic Regression. The results are : 1.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x 

and age on the awareness of sports lottery. 2.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sex、

age、degree,vocations、salary and location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3.The awareness has significant relation to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4.The five key factors of influencing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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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全

文

點

閱

次

數 

0000002  

資

料

建

置

時

間 

2008/7/15 

轉

檔

日

期 

2008/07/17 

全

文

檔

存

取

記

495086095 2008.7.16 13:37 140.136.97.123 new 01 495086095 2008.7.16 13:37 

140.136.97.123 new 02 495086095 2008.7.16 13:37 140.136.97.123 new 03 

495086095 2008.7.16 13:38 140.136.97.123 new 04 495086095 2008.7.16 13:38 

140.136.97.123 new 05 495086095 2008.7.16 13:38 140.136.97.123 new 06 

495086095 2008.7.16 13:38 140.136.97.123 new 07 495086095 2008.7.16 13:38 

140.136.97.123 new 08 495086095 2008.7.16 13:39 140.136.97.123 del 07 



錄 495086095 2008.7.16 13:39 140.136.97.123 del 08 495086095 2008.7.16 13:40 

140.136.97.123 new 07 495086095 2008.7.16 13:40 140.136.97.123 new 08 

495086095 2008.7.16 13:40 140.136.97.123 new 09 495086095 2008.7.16 13:40 

140.136.97.123 new 10 495086095 2008.7.16 13:42 140.136.97.123 new 11 

異

動

記

錄 

C 495086095 Y2008.M7.D15 12:56 140.136.97.123 M 495086095 Y2008.M7.D15 

12:57 140.136.97.123 M 495086095 Y2008.M7.D15 13:03 140.136.97.123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13 140.136.97.123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29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29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31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31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34 140.136.97.81 M phed3282 

Y2008.M7.D16 14:34 140.136.97.81 M 030540 Y2008.M7.D16 14:40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16 14:41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16 14:44 140.136.208.55 M 495086095 Y2008.M7.D16 14:51 

59.124.82.229 M 030540 Y2008.M7.D16 14:59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16 15:13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16 15:28 

140.136.208.55 M 030540 Y2008.M7.D16 15:39 140.136.208.55 M phed3282 

Y2008.M7.D17 9:30 140.136.97.81 I 030540 Y2008.M7.D17 10:34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8.M8.D11 14:44 140.136.209.52 M 030540 Y2009.M10.D15 15:13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13 14:21 140.136.209.41 M 030540 

Y2010.M5.D19 14:56 140.136.209.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