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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摘要
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焦點，在於如何利用最新科技來達成企業的目標，因此資訊
科技的使用在管理領域中一直受到廣泛的注意，隨著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人們的生
活方便，網路環境日漸普及，平板電腦，智慧型手機進而興起，行動電話網路也跟著
盛行，APP(application)更因此誕生，APP被用來指那些在行動裝置上的應用程式，在
手機上玩遊戲、查公車動態、記帳...等等許多實用的功能，都可以透過由程式設計師
完成的APP來達成服務，因此如何透過APP開發業者開發專屬APP滿足消費者的需
求，獲得消費者青睞為公司提升競爭力成為手機業者與APP開發業者亟需面對的重要
課題，因此本研究嘗試由科技接受模式、社群認同理論及成本考量為出發點，以探究
了解消費者對APP下載的動機、態度和行為。
本研究以使用過 APP 的消費者為研究對象，採用結構化封閉式的問卷調查，由回
收的 255 份有效問卷結果發現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社群認同及從眾行為對 APP
使用態度有顯著正向的影響成本則是顯著負向的影響，而 APP 使用態度對 APP 使用
行為有顯著正向的影響，這個結果可以提供給目前或企圖進入此類平台市場的企業在
制定決策上做參考。
關鍵字：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APP 下載動機、APP 下載態度、APP 下載行為

(二) 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企業能否永續經營的焦點，在於如何利用最新科技來達成企業的目標，因此資訊
科技的使用在管理領域中一直受到廣泛的注意，隨著科技日新月異的發展，人們的生
活方便，網路環境日漸普及，使得人們對網路需求逐漸增強，智慧型手機的成功崛起，
導致行動電話網路盛行，而智慧型手機的流行，更引起 APP 這些創新的程式的流行，
APP 是指那些在行動裝置上的應用程式，提供消費者付費或免費使用的各種不同的
APP 程式，包括:遊戲、音樂與娛樂、社群、溝通和天氣，APP 的便利性改變了人們
的生活習慣，也引發了生活上的許多新需求，不論在辦公室或公共場所，皆隨處可見
「低頭族」及「指頭族」拼命玩手機的現象，民眾對 APP 的依賴度日漸增加，根據
1111 人力銀行調查發現，8 成 3 的上班族曾使用過 APP 應用程式，其中 75.5%透過智
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下載，平均每人下載 44.2 個 APP，APP 也開啟另一種市場運作
媒介場域，讓 APP 平台成為一種新型態獲益模式。
目前全球智慧型手機公司應用程式數量最高的是蘋果公司APP Store逾50萬個，其
次是Android與微軟的WM平台，後者的目標都是趕上蘋果的優勢地位，根據預測全球
智慧手機應用程式市場2009年的規模營業額為19.4億美元，到2013年將成長到156.5億
美元(陳祈儒，2010)。對許多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業者而言，公司沒有積極拓展APP
應用市場，將顯著影響公司的競爭能力，因此都希望透過APP開發業者開發專屬的
APP，然而面臨這些各種不同需求的APP時，消費者在下載APP時面臨許多選擇，是
否便利?是否易用?是否需要付費?應用程式的內容與價值是否相等?面對多種且功能訴
求都不盡相同的APP，使用者會如何下載使用及推薦其APP，促使該APP成為使用者
廣為下載的應用程式之ㄧ，使用者下載APP所考量需求與特性，使得APP的開發與種
類將更為多元，人們也會有更多的選擇，APP是個進入門檻低的行業，如何了解消費
者的需求，如何引領風潮增加收益是眾多APP開發業者所需面臨問題。

許多研究指出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中知覺有用性、
知覺易用性是採用電腦資訊科技的使用者影響其使用態度與行為意圖的重要因素
（Chang and Chang, 2009；Davis, 1989; Venkatesh and Davis, 2000；高曼婷，2010；鍾
欣倫，2011），亦有社會學者認為人們會依據一些特性，如情感、年齡、性別、文化
和其他因素將自己和其他人分類成不同群體(黃俊宇，2007)，社群成員在進行分享時，
希望個人的分享能被表揚，所以增加認同也被稱為自我賞識，然而APP程式的下載有
的是需要付費的，對業者而言了解目前使用者的使用動機、態度與行為可以提供決策
者未來制定決策時的參考依據，然而目前並未有針對APP應用程式採用的相關研究，
因此本研究以APP程式使用者為調查的對象，從採用動機出發，以消費性價值為主體
研究智慧型手機應用程式使用之情形。因此本研究之目的如下：
1.瞭解使用者下載使用「APP」的行為及動機因素。
2.探討在哪些動機會使人願意下載使用「APP」。
3.探討這些動機是否會影響個人對下載使用「APP」的態度與行為。

(三) 文獻回顧與探討
1.何謂「APP」
何謂APP?APP是Application的縮寫，也就是應用程式。近幾年智慧型手機非
常快速的打入手機市場，APP就是軟體開發商針對智慧型手機及平版電腦所開發的一
種程式，隨著蘋果公司App Store成功的經營和其他公司跟隨推出自己的應用商店，
「App」和「應用」逐漸成為了一個流行語。智慧型手機可以透過專屬的平台下載，
除了一些基本的功能以外，它也可以是遊戲，刊物，也可以是入口網站，已經越來越
多的公司加入了APP的行列，若公司沒有積極拓展APP應用市場，將顯著影響公司之
競爭力，因此都希望能透過程式開發商幫他們開發專屬的APP。
較為知名的iphone OS，從2007年推出應用程式下載網站App Store至今，其軟體
數量超過50萬個，下載超過100億次，其次Android其應用程式下載網站Android Market
也有超過2萬個軟體數量，諾基亞的Ovi Store也有超過2000個軟體數量，至於Windows
Mobile也跟進APP市場，以App Store為例，這些應用程式中只有37%是免費的，平均
價格約在3.64美元，蘋果公司通過應用的銷售從App Store中獲利，蘋果獲得所有第三
方開發者發布的應用銷售收入的30%，開發者得到餘下的70%。這樣龐大的行動商務
商機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2.下載使用「APP」的動機
動機是人們希望得到滿足時所被激發出來的，每當消費者之需求一經刺激，即會
承受某種必須設法減輕消除此一需求之壓力，而動機就是消費者愈設法減輕或消除上
述之壓力，所需施加之推力、拉力、方向與強度(劉純，2001)。最近手機APP市場不
斷增值，如何激勵消費者下載使用APP是手機業者和APP開發業者搶佔市場的重要契
機，科技接受模式(Technology Acceptance Model, TAM)，由 Davis et al.(1989)提出以
理性行動理論為基礎，認為影響使用者接受新科技的外在因素，是透過知覺有用性
(Perceived Usefulness)與知覺易用性(Perceived Ease of Use)兩個關鍵中介因素，對使用
者之使用行為意向產生影響。科技接受模式承接了理性行動理論的基本精神，認為信
念會影響態度，態度再進一步影響行為意向，再轉而影響實際行為。所謂知覺有用性

是指使用者相信採用一特別的資訊系統，將有助於增進工作績效，當使用者知覺系統
的有用程度越高，則採用系統的態度越正向。其次知覺易用性是指個人相信使用某種
特定系統時「不需付出努力」的程度，當使用者知覺到系統越容易學習，則採用系統
的態度越正向。
對於資訊科技的採用除了科技接受模式外，常常忽略成本面的考量，傳統資訊經
濟主張放寬完全市場資訊的假設，消費者搜尋資訊是受到額外搜尋所帶來的認知成本
與預期利益兩者之間互換（Trade-Off）的關係所引導（Stigler，1961）
。根據這個理論，
消費者會從事主動搜尋直到每多增加一單位的搜尋所帶來的邊際成本超過預期的邊
際利益時才停止，這裡的搜尋成本包含金錢支出的直接成本以及搜尋時所用去的時間
或精力的間接成本，搜尋利益則包括找到另一個更好的替代方案的可能性或是降低買
到不良品的風險。消費者意欲購買某一項產品或服務時，會對產品或服務相關的價格
資訊和品質資訊進行搜尋的行為，並對搜尋成果作比較，這些行為都必須花費成本，
包含價格資訊搜尋成本與品質資訊搜尋成本，事實上在傳統的服務業行銷中，學者早
已發現影響顧客滿意的因素除了服務品質之外，也應該考慮消費者為了獲得效益而所
比需付出的犧牲(Zeithaml & Bitner, 1996)，在網路商店消費也必須考慮付出的購買成
本，王祖健(2003)的研究發現購買成本方面需考慮商品/服務價格及系統反應時間，近
來關於科技採用行為探究也建議需考慮成本因素(黃仁佑，2005)。
此外，社會心理學家在探討從眾行為時，著重於個人面對群體壓力時，傾向於思
想或行為的改變，而與群體趨於一致，也就是當團體意見與個人意見牴觸時，個人會
選擇與團體相符的意見。Bearden, Rose & Teel(1994)提到如果個人的理念較強而有
力，對群體的從眾行為的影響則是較小的。每個人處在群體之中，都會受到群體的壓
力，使自己本身受到影響或非自願的改變本身的行為與自己的信念，這種群體影響個
人的過程，就稱為「社會影響」
。而社會影響可就一個人受影響的程度分為三個層次，
包括：順從、認同及內化，所以APP的採用可能由於在監視下發生，也可能因為群體
的認同產生從眾行為。而社群認同理論由學者Tajfel and Turner( Tajfel,1982；Tajfel and
Turner,1985；Turner,1982)發展而得，指出一個人會依據一些特性，如情感、年齡、性
別、文化和其它因素將自己和其他人分類成不同群體(黃俊宇，2007)，社群成員在進
行貢獻時，希望個人的貢獻能被表揚，所以增加認同也被稱為自我賞識，
Rheingold(1993)的研究指出，增加認同是參與社群的重要因素之一，APP的應用程式
涵蓋多元的軟體數量，群體中的個人若能從眾多的APP應用程式中推薦項目獲得群體
的認同，也可以增加自我賞識的機會。
綜合上述文獻，可以發現APP下載的動機可以包括: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成
本、從眾行為及社群認同。
3.「APP」下載使用動機對「APP」下載使用態度影響
「態度(Attitude)」是一種長期一致的傾向，表示對某種行為的偏好程度，由於行
為本身之測度不易，因此在研究人類行為如消費者行為、決策模式、遊客行為等議題，
多從研究個體對該人事物的態度著手。張春興(2000)認為態度通常是指個體對人、事、
周圍的世界所持的一種具有持久性與一致性的傾向，這種傾向可以由外顯的個體行為
去推測。因此新的資訊科技採用態度會影響行為意向的形成，進而影響到一個人的實
際行為，是個體對於新的資訊科技採用的一種觀點、反應與行為傾向，它會引起個體
採用新的資訊科技的動機以及從事採用新的資訊科技活動的程度，而且個體內心所保
存的資訊科技採用態度，會影響到其外顯的採用行為。

Davis(1989)提出科技接受模式，運用此模式來解是使用者面對新資訊系統時的態
度與行為模式，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發現知覺有用性和知覺易用性兩個變數為各人接受
科技產品的關鍵因素，進而影響使用者認知及行為意圖。Davis(1989)的實證研究發現
學生對文書處理軟體的接受度，若知覺易用性程度越高對該系統的使用態度越正向，
進而提高其使用行為意向。Moon &Kim(2001)也發現知覺易用性對網際網路使用態度
與意願有顯著影響，Chang &Chang(2009)的研究也發現受訪者知覺圖書館自助借還書
系統的有用性和易用性會顯著正向影響其使用意願，此外鍾欣倫(2011)探討行動上網
的行為意願也發現知覺有用性和知覺易用性對行動上網的意願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而
APP也是透過手機行動上網下載程式，因此知覺有用性和知覺易用性對下載的態度會
有顯著的影響，因此推導出本研究假設1與假設2
假設1：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知覺有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正向的影
響。
假設2：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知覺易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
行動科技發展迅速，各研究機構對於行動商務市場成長的預估都相當快速，企業
對於行動科技的需求也日益增加，但是目前與行動科技導入的研究卻相當缺乏。早先
的研究大多針對滿意度或忠誠度進行研究，近來關於科技採用行為探究也建議需考慮
成本因素(黃仁佑，2005)，由於APP的採用只有37%是免費的，在下載應用程式時必須
考量其成本，成本越高消費者的知覺風險會較高，對其下載的態度會產生負面的影
響，因此推導出本研究的假設3。
假設3：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成本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此外，從眾行為最早是由心理學家 Asch(1952)所提出，他認為當人們處於高度混
頓不明的情況下就容易產生順服多數人意見的從眾行為。Lascu & Zinkhan(1999)從行
銷的角度綜合各個學者的不同說法，認為從眾是個人會參照群體的期望，而改變自己
原有的購買意圖及購買行為。楊環華(2008)認為從眾是人們在曖昧不明或希望獲得群
體接納時，會刻意順從團體所訂定的社會規範，以避免受到團體的排擠，目前對從眾
行為的研究大多及中在投資市場，較少針對科技資訊的採用，李玉瑾(2005)研究青少
年讀者身心發展與網路檢所行為時，發現青少年在網路檢索資料時，常會將同儕團體
當作參照團體，接納大多數人所提供的資訊。由於 APP 的採用常會受到同儕團體的影
響，因此推導出本研究假設 4。
假設4：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社群認同是指社群中的人們體認到自己與其他社群成員相互依賴，進而會順從他
人的期望(Sarason, 1974)。「社群」一詞意味著成員之間的同一性和認同感，社群被用
來理解人們生活的方式 、人際關係的互動、甚至是生活意義的來源等等。在虛擬社
群中，通常大家不需要界定歸屬問題，人們大多同時屬於許多個社群，其先決條件為
社群成員擁有共同的空間、共同的價值、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驗及共同的目的等形
成不同的虛擬社群，在該社群內，成員會為了獲得社群認同而分享知識(陳碩珮和黃馨
玉，2008)，目前 APP 程式的開發有許多不同開發業者，有許多的虛擬社群的產生，
討論各式 APP 軟體的使用方法或心得，進而建立網路社群關係，因此為追求社群認同
會正向影響 APP 軟體的下載態度，所以推導出本研究假設 5。

假設5：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社群認同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4.「APP」下載使用態度對「APP」下載使用行為的影響
根據 Ajzen and Fishbein(1980)所提出，個人的行為決定於對該行為的意願，而行
為的意願也會受到個人對該行為所抱持的態度所影響，過去有很多的研究結果，也證
實了態度是會決定行為的重要行為的重要因素(Bock et al., 2005；Kolekofski and
Heminger, 2003；Ryu et al.,2003)，因此本研究推導出假設 6
假設 6.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下載使用 APP 態度對下載使用 APP 行為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

(四) 研究方法及步驟
1.研究架構:
綜合上述之研究目的及文獻探討，本研究以 APP 使用者為研究對象，探討影響使用
者對 APP 下載態度的動機因素，並研究 APP 下載態度和 APP 下載行為之間的關係。
研究架構如下圖 1：

知覺有用性
知覺易用性
成

本

下載使用 APP 態度

下載使用 APP 行為

從眾行為
社群認同
圖1

研究架構

2.研究假設
根據先前的文獻回顧及研究目的，本研究提出的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 1：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知覺有用性對下載使用 APP 態度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
假設 2：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知覺易用性對下載使用 APP 態度有顯著的正向
影響。
假設 3：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成本對下載使用 APP 態度有顯著的負向影響。
假設4：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 5：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社群認同對下載使用 APP 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

假設 6： 對下載 APP 的使用者而言，下載使用 APP 態度對下載使用 APP 行為有顯著
的正向影響。
3.研究變數的操作型定義與研究設計
本研究採用結構化封閉式的問卷進行資料的定義，為使本研究之相關變數更為明
確，本研究所提及變數操作型定義及衡量問項說明如下：
(1)知覺有用性：是指個人在使用某一「APP」時，主觀上認為其所帶來效用的提升程
度。簡單來說就是某一「APP」對使用者而言的實用程度。本研究參考劉柏
廷(2006)量表衡量，包括：我覺得使用 APP 對我的工作是有幫助的、下載使
用 APP 能讓我的生活更方便、我覺得使用 APP 能提升我的生活品質量，並
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2)知覺易用性：是指個人在使用某一「APP」時，認為其省事減少用心費神的程度。
對於某一「APP」之功能及設計上為使用者所帶來便易的程度。本研究參考
劉柏廷(2006)量表衡量，包括：APP 操作界面的設計，會影響我的下載使用(是
否顯示清楚、按鍵靈敏、流程順暢等)、以我的能力，我很快就能熟悉這套
APP 系統的操作，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3)成本：是指使用者下載「APP」所需的費用。本研究參考王維鳴(2001)量表衡量，
包括：我覺得搜尋產品資訊時，花費的金錢支出對我下載使用 APP 會有影
響、我覺得搜尋產品資訊時，花費的時間支出對我下載使用 APP 會有影響，
我覺得搜尋產品資訊時，花費的體力支出對我下載使用 APP 會有影響，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4)社群認同：是指個人對「APP」社群的接受度和歸屬感。本研究參考陳碩珮和黃馨
玉(2008)的量表衡量，包括：我會告訴其他人我經常使用的在 APP、我覺得
使用 APP 的人是值得尊敬的、我覺得使用 APP 是一個能夠融入群體的好方
法，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5)從眾行為：是指人們採納其他群體成員的行為和意見的傾向。本研究參考陳建中、
黃世浩(2008)量表衡量，包括：朋友下載使用 APP 的意見是可信的、我很相
信朋友們說的話、在下載使用 APP 前，我很喜歡問朋友們的意見，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6)下載使用「APP」的態度：是指個人對下載使用「APP」的行為所抱持的觀感。本
研究參考陳碩珮和黃馨玉(2008)的量表衡量，包括：我認為下載使用「APP」
是有價值的、我認為下載使用「APP」是有益的、我認為下載使用「APP」
是愉快的經驗，並以 Likert 五點尺度衡量。
(7)下載使用「APP」的行為：個人下載使用「APP」的行為。本研究參考陳碩珮和黃
馨玉(2008)的量表衡量，包括：平均每次花多少時間在 APP、使用 APP 的類
型、下載的次數。
4.抽樣對象
本研究探討消費者採用APP的行為之研究，所以研究對象為APP的使用者，利用
網路填答的方式，以101年9月26日至101年12月31日除利用my3q於網路上發放問卷

外，也透過人員訪問的方式進行問卷回收，共回收300份問卷，扣除無效填答者45份，
有效達成率85 %

(四)研究結果
1.樣本特性分析
本研究以「使用過APP的民眾」為抽樣對象，以隨機抽取的方式，抽取不同年齡
層的民眾來進行問卷的發放，經驗首先針對所回收的255 份有效問卷來進行樣本特性
分析，其中受訪者的性別以男性居多(50.6%)，女性(49.4%)；在年齡層方面以20-24歲
居多(69.4%)，25-29歲次之(11.0%)，30-34歲為第三(10.6%)，小於15歲則是最少(0.4%)，
在使用智慧型手機的年數以1-2年居多(42.4%)，2-3年次之(32.5%)，四年以上最少
(4.7%)，至於每天花多少時間在APP上，有近四成的填答者每天約2-3小時，約3成的
填答者1-2小時，每天花7個小時以上還是屬於少數。
2. 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成本、社群認同及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影響
分析
本研究採用迴歸分析進行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成本、社群認同、從眾行為
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影響分析，由表1的結果顯示，在Mode 1中知覺有用性對下載
使用APP態度的R2值為0.258，表示模型解釋力為25.8%，另外Beta值為0.508，表示知
覺有用性的同意度越高，對下載使用APP態度越好，因此本研究假設1獲得支持；Mode
2中知覺易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R2值為0.147，表示模型解釋力為14.7%，另外
Beta值為0.383，表示知覺易用性的同意度越高，對下載使用APP態度越好，因此本研
究假設2獲得支持；在Mode 3中成本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R2值為0.147，表示模型解
釋力為14.7%，另外Beta值為-0.384，表示成本的同意度越低，對下載使用APP態度越
好，因此本研究假設3獲得支持；在Mode 4中社群認同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R2值為
0.139，表示模型解釋力為13.9%，另外Beta值為0.372，表示社群認同的同意度越高，
對下載使用APP態度越好，因此本研究假設4獲得支持；在Mode 5中從眾行為對下載
使用APP態度的R2值為0.417，表示模型解釋力為41.7%，另外Beta值為0.646，表示從
眾行為的同意度越高，對下載使用APP態度越好，因此本研究假設5獲得支持。
表1資訊面、成本、社群認同及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的影響分析
Mode 1
Mode 2
Mode 3
Mode 4
Mode 5
自變數
0.508**
知覺有用性
0.383**
知覺易用性
-0.384**
成本
0.372**
社群認同
0.646**
從眾行為
2
R
0.258
0.147
0.147
0.139
0.417
87.942
43.576
43.655
40.688
181.208
F值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P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示P<0.01 *表示P<0.05

3.下載使用APP態度對APP使用行為的影響分析
本研究針對回收的255份問卷透過迴歸分析探討下載使用APP態度對APP使用行
為的影響，研究結果發現R2 值為0.015，表示模型解釋力為1.5%，另外Beta值為
0.124(P-value=0.047)有顯著正向的影響，表示填答者認為下載使用APP的態度越正向
則越會下載使用APP，本研究假設下載使用APP態度對APP使用行為有顯著正向影響
獲得支持。

(五)結論與建議
1.結論
本研究主要探討APP應用程式使用行為之研究，以知覺有用性、知覺易用性、成
本、社群認同、從眾行為、下載使用APP態度及下載使用APP行為等變數進行變數間
關係的探究，實證之結果如下表2所示：
表2假設驗證彙整
假設 假設內容
分析結果
H1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知覺有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 支持
顯著正向的影響。
H2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知覺易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 支持
顯著的正向影響。
H3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成本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 支持
負向影響。
H4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社群認同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 支持
著的正向影響。
H5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 支持
著的正向影響。
H6
對下載APP的使用者而言，下載使用APP態度對下載使用APP 支持
行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2.實務建議
根據本研究結果，給予下載使用APP應用程式實務上的建議如下：
根據本研究發現，知覺有用性和知覺意用性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
響，所以APP系統的開發建置，首先應重視的是系統本身的操作模式是否能讓消費者
容易使用、立即上手，結合通用的操作方式，提供淺顯易懂的版面與操作指引。如此
一來，便能設計出更受消費者歡迎的APP應用程式，亦可加強使用者對該APP的自我
信心，讓使用者深信自己是有足夠能力且能輕鬆勝任APP應用程式的操作。
其次，根據本研究發現，成本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負向的影響，所以降低
成本可以提升消費者對下載使用APP的態度，因此可以藉由提高該APP的曝光率，降
低消費者意欲購買產品或服務時，進行搜尋相關的價格資訊和品質資訊行為的成本，
像是網路推薦方面，可透過部落格寫手的推薦，亦可在相關論壇網站的討論區裏進行
推薦；在媒體推薦方面，可透過新聞、相關節目介紹進行推薦，在人員推薦方面，除
了親朋好友，亦可提供更多限時活動，消費者在期限內下載使用該APP應用程式便能
獲得優惠，使得消費者認為同樣的成本能獲得更多的功能與優獲，藉此分攤其成本上

的考量，使得消費者購買意願提升協助推薦。
第三，本研究發現社群認同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為了獲得社
群之間的認同，消費者便會接受推薦項目，讓他們覺得自己是社群一員，而社群互動
是造成成員間對社群認同最重要的因素，獲得群體的認同藉此增加自我賞識的機會，
所以建議APP應用程式能提供更多可以使社群互動更加活絡的設計，提供互動平台讓
社群間可以彼此交換資訊、心情等，提升社群的凝聚力，亦可藉此提升消費者下載使
用該APP應用程式。
第四，本研究亦發現從眾行為對下載使用APP態度有顯著的正向影響，所以當消
費者面對群體壓力時，傾向於思想或行為的改變，而與群體趨於一致，也就是當團體
意見與個人意見牴觸時，個人會選擇與團體相符的意見，所以建議設置提升同儕間反
應與看法的設計，增加團體的依賴性與凝聚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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