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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旨在探討消費者對運動彩券的認知價值、消費滿意度與再購行為意

圖之現況，並比較不同背景變項之消費者在「認知價值」、「消費滿意

度」與「再購行為意圖」上是否有差異，同時分析消費者再購行為意圖的



預測因素。 本研究以自編之「消費者對運動彩券的認知價值、消費滿意

度與再購行為意圖關係之調查問卷」為研究工具，採用電腦網路問卷調查

方式進行資料收集，共回收 415 份問卷。所得之研究結果如下： 一、運

動彩券消費者以男性、18 歲至 25 歲、大專院校、學生、未婚者、月收入 

10,000 以下、平均每次購買 100 元、平均每月購買不到 1 次、經銷商現場 

購買、投注棒球、單場讓分、有收看運動賽事習慣、有中獎經驗者為最 

多。認知價值由高至低依序為情感性、品質績效性、價格之感覺、社會 

性；消費滿意度由高至低依序為服務相關、產品相關、形象相關。 二、

不同年齡、學歷、職業、平均月收入、平均每次購買金額、平均 每月 購

買次數、投注方式、投注運動項目與投注玩法之消費者對運動彩券認知 

價值有顯著差異。 三、不同年齡、學歷、職業、婚姻狀況、平均月收

入、平均每次購買 金 額、平均每月購買次數、投注運動項目、投注玩

法、收看運動賽事習慣與 中獎經驗之消費者對運動彩券消費滿意度有顯

著差異。 四、不同年齡、學歷、職業、婚姻狀況、平均月收入、平均每

次購買 金 額、平均每月購買次數、投注運動項目、投注玩法、收看運動

賽事習慣與 中獎經驗之消費者對運動彩券再購行為意圖有顯著差異。 

五、消費者對運動彩券認知價值與消費滿意度呈現顯著正相關。 六、認

知價值中的「價格之感覺」因素對再購行為意圖最具預測力。  

摘要

(英)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perceived value, consumer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and to examine the differences 

on them among customers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 variables. It also looked into 

the predicting effect of selecting variables on customers’ repurchase intention. The 

study conducted a computer network survey with a researcher self-developed 

questionnaire,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rceived Value, Consumer's Satisfaction 

and Repurchase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Survey”, to collect data. A total of 415 

valid responses were completed. The conclusions of the study were as follows: 1. 

Sports lottery customers were mostly male, 18-25 years old, college graduates, 

students, single, with monthly income less than NT 10,000, spending NT 100 each 

time, purchasing less than one time per month, purchasing at retail stores, betting on 

baseball games, betting Run Line each game, constantly viewing sport games, and 

having winning experience. The perceived values in a descending order were 

“Emotion Value”, “Quality Value”, “Price Value” and “Social Value” 

and consumer satisfaction scores from high to low were “Service”, “Product” 

and “Image”. 2.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value perception of 

sports lottery among customers with different ages, educational degrees, 

occupations,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verage spending amount, purchasing 

frequencies, purchasing ways, sport selections, and play selections. 3.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the satisfaction level of sports lottery purchasing among 

customers with different ages, educational degrees, occupations, marital status,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verage spending amount, purchasing frequencies, sport 

selections, play selections, sport games viewing habits, and winning experiences. 4.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on repurchasing intention of sports lottery among 

customers with different ages, educational degrees, occupations, marital status, 

average monthly income, average spending amount, purchasing frequencies, sport 



selections, play selections, sport games viewing habits, and winning experiences. 5.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ustomers’ value perceptions 

of sports lottery and their purchasing satisfaction. 6. The “Price Value” factor 

was the most effective predictor of sports lottery repurchase int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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