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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的便利商店真的很便利，不只是到處都看得到，在這裡，飲料、晚餐、

漫畫、玩具、甚至連家裡的電話費、上網買東西的貨物，都可以來這邊。便利

商店除了這些便利的功能以外，我們發現，集點活動也會讓我們想要去便利商

店消費。平常爸爸媽媽不會買給我們的動漫產品：可愛的拉拉熊、蛋黃哥，只

要來便利商店集點就可以換到，這也太棒了吧！ 

我們觀察了每間便利商店中，他們在辦這種集點活動有沒有什麼不同，也

做了問卷調查現在高年級學生對於集點的感覺。我們更嘗試製作了一些可愛的

小物品，想要試試看，我們能不能也可以做出像便利商店集點那樣吸引人的商

品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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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及目的 

一、 研究動機： 

有一天，電視播放某超商的最新集點換贈品的廣告，剛好是我最喜歡的明

星耶！於是，我馬上衝去附近的超商買些小東西，這時我發現，推出了這款贈

品之後，去超商購買的人數增加了。到學校之後，和同學討論，發現有好多人

也在收集，而且還有人已經換到贈品了！我既羨慕，又好奇，為什麼集點贈品

的吸引力如此驚人？我想知道我們這些國小學生喜歡與能夠接受的贈品是哪一

類的？換購金額又是多少呢？於是我們展開一連串的調查。 

二、 研究目的： 

1. 瞭解適合國小高年級兒童的促銷方法。 

2. 瞭解國小高年級兒童偏好的贈品類型。 

3. 設計出國小高年級兒童喜歡的卡通人物造型贈品。 

 

貳、文獻探討 

一、 集點活動的歷史與方式： 

賴亭羽（2014）在「在促銷活動中專屬資產對消費者集點行為的影響－以

便利商店集點活動為例」一篇當中說明：便利商店集點活動由統一超商於 2005

年開始，從一開始滿額贈品演變至今的以收集點數貼紙為主的換購方式。 

我們蒐集有關集點贈品的資訊發現： 2005 年第一個便利超商的滿額活動，

就是 Hello Kitty 的磁鐵！只是當時的規則是：消費 77 元就可免費兌換磁鐵一



個。後來 2006 年改為 77 元贈 1 點，滿 5 點可兌換小叮噹 Q 版公仔；而最近，

變成 77 元贈 1 點，滿 6 點加 249 元可兌換蛋黃哥野餐墊。 

本研究也針對其他有關「國小學生與集點活動」為主題的論文做了整理與

比較： 

 

表 2-1 有關「國小學生與集點活動」為主題的論文內容整理 

作者 年代 研究題目 研究結果 

沈玉雪 2013 
國小高年級學童對超商集點行為購

買態度之研究 

不同個人背景的國小孩童，其促銷

購買態度有顯著的差異。 

洪榕均 2013 
滿額集點促銷方式對國小兒童消費

行為影響之研究 

便利商店集點活動會提高國小學童

至超商購買的意願。 

張瓊文 2012 

國小高年級學童便利商店集點購換

活動之研究~以台北市中山區 7-11

及全家為例 

不同性別、零用錢多寡、去超商的

頻率、贈品魅力都影響國小學童的

集點換購活動。 

張瓊文 2011 

超商集點贈品對國小學童消費行為

之影響：以桃園縣國小高年級學童

為例 

國小學童的集點多為「理性集點」，

以及較喜歡小巧可愛及卡通造型的

贈品。 

二、 購買意願： 

蔡嘉欣（2014）在「全家便利商店滿額集點贈品之促銷效果研究－以雲林

地區為例」當中指出：消費者會依據本身的經驗與外在環境去搜尋有關的資訊，

經過比較判斷，決定購買某一產品（Engel, Blackwell & Mininard，2001）。購買

之前會對產品產生偏好、信念等，這些可以預測消費者最後的決策。 

三、 價值： 

賴亭羽（2014）在「在促銷活動中專屬資產對消費者集點行為的影響－以

便利商店集點活動為例」一篇當中說明：當消費者認定集點換購贈品而來的價

值高於定價，消費者便認為可以滿足慾望而持續進行集點。 

 



參、研究過程與方法 

一、 研究流程： 

我們於 2014 年 11 月確定研究方向與研究對象後，開始蒐集相關文獻，參

考文獻依照研究目的進行修改，成為「高年級學生集點行為調查」問卷，並於

2015 年 3 月起進行正式問卷發放與回收，整理出有效問卷，用 Excel 進行資料

分析，整理研究結論，參考結論設計贈品造型。 

二、 研究對象： 

由參考文獻中指出，認為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及每星期到便利商店不同消

費頻率的消費者在認知行為上有明顯差異（蔡嘉欣，2014），因此我們將背景變

項設定為性別、年級，想看看是否和集點與贈品蒐集習慣相關。 

    由於我們是國小學生，所以決定以能力範圍所及，挑選學校附近的其中一

所國小進行問卷調查。研究對象為新化區某國小高年級學生進行抽樣，請抽到

的同學協助我們填寫問卷。 

三、 問卷調查： 

1. 問卷編製：問卷參考了相關文獻，並且經過討論之後，修改部分題目，問卷

分成「集點習慣」、「贈品蒐集的習慣」、「基本資料」三部分。問卷如附件一。 

2. 施測方法：我們到某國小高年級各班發放問卷，向同學們說明問卷內容與作

答方法，並現場直接回收問卷。 

3. 計分方法：本問卷共 21 題，20 題單選，1 題複選，只要漏答 1 題便視為無

效問卷。 



肆、結果與討論 

一、 資料處理與分析： 

問卷共發出 271 張，有效問卷 255 張，無效問卷 16 張，問卷回收率 100%。

我們針對了本組的問卷做了分析與比較，並將分析結果整理如下： 

1. 基本資料： 

研究對象中，男生 141 人，女生 114 人；五年級 124 人，六年級 131 人。 

2. 集點習慣： 

（1） 您對集點的看法： 

對集點有興趣的人約 60%，但其中男生竟有 47%對集點沒有興趣，女生則

只有 33%對集點沒有興趣。 

表 4-1 「您對集點的看法是？」統計表 

單位：人 沒有興趣 有喜歡的贈品才集點 無論贈品為何，都會集點 

全數 104（41%） 129（51%） 22（9%） 

男生 66（47%） 63（45%） 12（9%） 

女生 38（33%） 66（58%） 10（9%） 

 

圖 4-1 「您對集點的看法是？」長條圖 

（2） 您對集點的喜好程度： 

喜歡和對集點稍有興趣的同學約 94%，男生討厭集點有 9%，比女生 2%來

的高。 



表 4-2 「您對於集點的喜好程度」統計表 

單位：人 厭惡 普通 喜歡 

全數 15（6%） 214（84%） 26（10%） 

男生 13（9%） 118（84%） 10（7%） 

女生 2（2%） 96（84%） 16（14%） 

 
圖 4-2 「您對於集點的喜好程度」長條圖 

（3） 您是否會因為集點而買了不必要的東西： 

有 74%的同學不會有此行為，男生有時會買和會買的同學約 28%，女生則

是 24%，而且受訪者中，女生完全不會為了集點而買不必要的東西。 

表 4-3 「你會不會因為集點而買了不必要的東西？」統計表 

單位：人 不會 有時 會 

全數 189（74%） 59（23%） 7（3%） 

男生 102（72%） 32（23%） 7（5%） 

女生 87（76%） 27（24%） 0（0%） 

 
圖 4-3 「你會不會因為集點而買了不必要的東西？」長條圖 

（4） 你是否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 

全體同學約 53%都不會特別優先去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男生約有 60%，

女生則為 45%，可以發現男生較不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 



表 4-4 「你是否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統計表 

單位：人 不會 有時 會 

全數 136（53%） 84（33%） 35（14%） 

男生 85（60%） 38（27%） 18（13%） 

女生 51（45%） 46（40%） 17（15%） 

 
圖 4-4 「你是否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長條圖 

（5）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增加消費金額： 

全體同學約 73%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增加消費金額，而男女生的資料相差

不多。 

表 4-5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增加消費金額？」統計表 

單位：人 不會 有時 會 

全數 186（73%） 55（22%） 14（5%） 

男生 105（74%） 28（20%） 8（6%） 

女生 81（71%） 27（24%） 6（5%） 

 

圖 4-5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增加消費金額？」長條圖 

（6）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跟別人要點數： 

全體同學約 67%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跟別人要點數，而男女生的資料相差

不多。 

 



表 4-6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跟別人要點數？」統計表 

單位：人 不會 有時 會 

全數 171（67%） 60（24%） 24（9%） 

男生 92（65%） 36（26%） 13（9%） 

女生 79（69%） 24（21%） 11（10%） 

 
圖 4-6 「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跟別人要點數？」長條圖 

（7） 您喜歡哪種樣式的集點卡？ 

全體同學約 46%喜歡多種彩色圖案的集點卡，而男生為 40%，女生則為

54%，可見多種彩色圖案是大部分同學比較能接受的。  

表 4-7 「您喜歡哪種樣式的集點卡？」統計表 

單位：人  只有一個顏色 多種顏色 多種彩色圖案 

全數 54（21%） 83（33%） 118（46%） 

男生 37（26%） 48（34%） 56（40%） 

女生 17（15%） 35（31%） 62（54%） 

 

圖 4-7 「您喜歡哪種樣式的集點卡？」長條圖 

（8） 您一星期會到能夠集點換贈品的地方至少幾次？ 

約 51%的同學一星期會到能夠集點換贈品的地方 1～3 次，佔的比例最多，



但可以發現男生和女生在這裡有差別，男生約 43%，比例比女生的 28%高。另

外，整體來看，每星期 3 次以下的同學佔了相當高的比例，約 87%。 

表 4-8 「您一星期會到能夠集點換贈品的地方至少幾次？」統計表 

單位：人 0 次 1～3 次 4～6 次 7～9 次 10 次以上 

全數 93（36%） 131（51%） 21（8%） 4（2%） 6（2%） 

男生 61（43%） 63（45%） 12（9%） 2（1%） 3（2%） 

女生 32（28%） 68（60%） 9（8%） 2（2%） 3（3%） 

 
圖 4-8 「您一星期會到能夠集點換贈品的地方至少幾次？」長條圖 

（9） 您是否會為了收集整套的贈品而持續集點？ 

約 80%的同學不會為了收集整套贈品而持續集點，而男生和女生的比例接

近。 

表 4-9 「您是否會為了收集整套的贈品而持續集點？」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51（20%） 204（80%） 

男生 27（19%） 114（81%） 

女生 24（21%） 90（79%） 

 
圖 4-9 「您是否會為了收集整套的贈品而持續集點？」長條圖 

 

 



（10） 您是否會主動收集商店集點換贈品的訊息？ 

大多數同學都不會主動收集商店集點換贈品的訊息，比例約 71%，而且男

生和女生的比例都接近。 

表 4-10 「您是否會主動收集商店集點換贈品的訊息？」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73（29%） 182（71%） 

男生 42（60%） 99（70%） 

女生 31（27%） 83（73%） 

 

圖 4-10 「您是否會主動收集商店集點換贈品的訊息？」長條圖 

3. 贈品蒐集的習慣： 

（1） 商店裡面的集點贈品是否會吸引住您？ 

大多數同學都不會被商店的集點贈品吸引住，比例約 61%，但女生的 46%

比男生 73%低很多，可以發現女生較容易被集點贈品吸引住。 

表 4-11 「商店裡面的集點贈品是否會吸引住您？」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99（39%） 156（61%） 

男生 38（27%） 103（73%） 

女生 61（54%） 53（46%） 



 

圖 4-11 「商店裡面的集點贈品是否會吸引住您？」長條圖 

（2） 您是否會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該店的商品？ 

多數同學都不會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佔了 70%，男生

約 74%，女生約 66%，可以看出男生比較多不是因為有興趣才會去消費的。 

表 4-12 「您是否會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該店的商品？」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76（30%） 179（70%） 

男生 37（26%） 104（74%） 

女生 39（34%） 75（66%） 

 

圖 4-12 「您是否會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該店的商品？」長條圖 

（3） 您是否會因為喜歡的贈品而增加到商店消費的次數？ 

有 80%的同學都不會因為喜歡的贈品而增加到商店消費的次數，其中女生

佔了 84%，較男生的 76%高。 

 

 



表 4-13「您是否會因為喜歡的贈品而增加到商店消費的次數？」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52（20%） 203（80%） 

男生 34（24%） 104（76%） 

女生 18（16%） 96（84%） 

 
圖 4-13 「您是否會因為喜歡的贈品而增加到商店消費的次數？」長條圖 

（4） 集點換贈品是否會讓您感到快樂？ 

大部分同學不會因為集點換贈品而感到快樂，但比例只有 54%；男生有 64%

不會因為集點換贈品而感到快樂，但女生正好相反，有 59%是會因為集點換贈

品而感到快樂的。 

表 4-14 「集點換贈品是否會讓您感到快樂？」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118（46%） 137（54%） 

男生 51（36%） 90（64%） 

女生 67（59%） 47（41%） 

 
圖 4-14 「集點換贈品是否會讓您感到快樂？」長條圖 

 



（5） 您喜歡哪一種贈品？ 

有 58%的同學都比較喜歡卡通圖案的贈品，男生約 62%，女生約 52%。但

在明星圖案中，女生約 35%，比例較男生的 27%多。選擇「其他類」贈品的同

學，大部分選擇動漫類和玩具類，其次是貼圖和電子 3C 產品。 

表 4-15 「您喜歡哪一種贈品？」統計表 

單位：人 卡通 明星 其他 

全數 147（58%） 78（31%） 30（12%） 

男生 88（62%） 38（27%） 15（11%） 

女生 59（52%） 40（35%） 15（13%） 

 
圖 4-15 「您喜歡哪一種贈品？」長條圖 

（6） 您最喜歡哪個種類的贈品？（可單選或複選） 

生活用品類的贈品受到較多同學的喜愛，約有 25%；但是男生比較喜歡電

腦周邊產品，約有 28%，女生比較喜歡生活用品類，約 30%。男女生不喜歡的

贈品類型也不同，男生最不喜歡的是文具類，只有 12%，女生則不喜歡電腦周

邊產品，只有 11%。值得注意的是，只有不到 1%的人複選了所有類型的贈品，

反而有 35%的同學有其專一喜愛的贈品類型，這類同學都選生活用品或是電腦

周邊產品。選擇「其他類」的同學，大多選擇的是平板手機。 

 

 



表 4-16 「您最喜歡哪個種類的贈品？」統計表 

單位：人 文具類 生活用品 裝飾品 電腦週邊產品 玩具 其他 

全數 80（14%） 149（25%） 103（18%） 120（20%） 122（21%） 12（2%） 

男生 40（12%） 69（21%） 44（14%） 90（28%） 71（22%） 8（2%） 

女生 40（15%） 80（30%） 59（22%） 30（11%） 51（19%） 4（2%） 

 
圖 4-16 「您最喜歡哪個種類的贈品？」長條圖 

（7） 您是否會選擇較喜歡的贈品，反而較不在意贈品的價格？ 

大部分同學都較在意贈品的價格，佔了 81%，男生和女生的差異不大。 

表 4-17 「您是否會選擇較喜歡的贈品，反而較不在意贈品的價格？」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48（19%） 207（81%） 

男生 28（20%） 113（80%） 

女生 20（18%） 94（82%） 

 
圖 4-17 「您是否會選擇較喜歡的贈品，反而較不在意贈品的價格？」長條圖 

（8） 您是否會選擇價格看起來較高的贈品，而不在意是否喜歡？ 

大部分同學較在意是否喜歡贈品，約佔 85%，男生和女生的差異不大。 

 

 

 



表 4-18 「您是否會選擇價格看起來較高的贈品，而不在意是否喜歡？」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38（15%） 217（85%） 

男生 23（16%） 118（84%） 

女生 15（13%） 99（87%） 

 
圖 4-18 「您是否會選擇價格看起來較高的贈品，而不在意是否喜歡？」長條圖 

（9） 假如贈品價格不合理而且又不是您喜歡的類型，我仍然會集點換贈品。 

大部分同學對於不合理價格且非自己喜歡類型的贈品，就不會去集點，這

個比例佔 86%，男生和女生在這點看法接近。 

表 4-19 「假如贈品價格不合理而且又不是您喜歡的類型，我仍然會集點換贈品。」統計表 

單位：人 是 否 

全數 36（14%） 219（86%） 

男生 23（16%） 118（84%） 

女生 13（11%） 101（89%） 

 
圖 4-19 「假如贈品價格不合理而且又不是您喜歡的類型，我仍然會集點換贈品。」長條圖 

 

 

 

 



二、 整體分析與文獻比較： 

1. 我們進一步分析統計資料發現，對集點沒有興趣的同學，大多是想要電腦周

邊產品，約為 27%。我們推論，有些同學不喜歡集點，可能是因為電腦周邊

產品的集點贈品不常見所造成的。 

2. 根據文獻，不同收入與消費頻率、購買意願有明顯差異（蔡嘉欣，2014）；

也有文獻認為，國小學童零用錢在「100 元以上」和「50~100 元」的學童常

去便利商店消費（張瓊文，2011）。因此我們將高年級同學所得零用錢加以

分析，發現沒有零用錢的同學佔了最多數，有 27%，有零用錢的同學中，每

週有「1~50 元」零用錢的比例最高，有 23%，而在統計結果中，「一星期會

到能集點換贈品的地方」大部分是 3 次以下，此點結果應該和高年級零用錢

整體都在「50 元以下」有極大的關係。 

3. 我們的統計結果發現，高年級學生最喜歡卡通造型贈品，這點符合文獻提到

的「積極集點的國小學童，蒐集便利商店的小巧可愛及卡通造型的贈品」（張

瓊文，2011）。 

4. 本組研究和文獻都發現，大部分最不喜歡的是文具類，我們推論，多數人都

有充足的文具，不太需要再去蒐集。此外，最喜歡的贈品種類中，最喜歡電

腦周邊產品與生活用品，這點與張瓊文（2011）認為國小學童最喜歡有「功

能性」類型的贈品相符合。 

5. 研究報告指出，在工作環境壓力大的生活步調中，以簡單的小商品滿足心理

的空虛與不快（賴亭羽，2014），而在本組報告中，大多數同學並不會因為



集點而感到快樂，推論是與職業有關係，上班族與學生的生活壓力上有根本

上的差異。 

6. 文獻指出，消費者的涉入度越高，消費者會願意為了一整套的贈品或公仔，

花更多的時間投入滿額集點活動（林怡君，2014），我們也進一步瞭解會為

了收集整套贈品的高年級學生的偏好，發現，大部分的人喜歡卡通類的贈

品，而且都會因為集點而感到快樂。 

 

三、  創意商品設計： 

1. 設計想法的開始： 

在便利商店看到贈品的時候，總會覺得這贈品看起來好可愛，收集回家的

贈品，也會試著去描畫上面的圖案。在決定了這次獨立研究主題時候，我們就

開始有了想法：「我們可不可以自己也來做看看？」 

我們翻閱了一些有關小贈品的書籍，也找了擅長製作手工藝的老師來協

助，嘗試製作了一些小贈品與集點卡，並且設計出一套屬於我們每個人自己的

圖案上去。 

2. 設計商品種類介紹：（作品照片詳見附件二） 

（1） 機關卡片： 

A. 材料：卡紙數張、金屬護圈數個 

B. 製作流程： 

(A) 先在卡紙上畫出想要的圖案。 



(B) 將圖案分段，例如把手部、腳部分出來。 

(C) 分開剪下後，利用打孔夾組合在一起即可。 

C. 特色：可動式的小卡片，造型俏皮可愛，體積也不大，可以當作書

籤使用。 

（2） MEMO 小木夾： 

A. 材料：卡紙數張、小木夾數個。 

B. 製作流程： 

(A) 將想要的圖案畫在卡紙上，並剪下。 

(B) 將卡紙貼在木夾上即可。 

C. 特色：所有小贈品中最簡單的一個，但是很具有實用性，造型也很

可愛。 

（3） 彩繪木杯墊： 

A. 材料：木製冰棍數個。 

B. 製作流程： 

(A) 先利用一個冰棍當作底部，黏上另外幾隻冰棍固定。 

(B) 在另外一邊黏上另外一隻底部的冰棍，讓底座完成。 

(C) 將多出的地方割掉，並於平面的那邊畫上想要畫的畫即可。 

C. 特色：實用性高，由於是木頭材質，畫出來的畫會很有質感。 

（4） 削鉛筆機： 

A. 材料：黏土、寶特瓶瓶蓋、簡易削鉛筆機、木製冰棍。 



B. 製作流程： 

(A) 先將木製冰棍裁切，固定在削鉛筆機四周，再將削鉛筆機固

定在寶特瓶瓶蓋內，並挖出洞口的缺口。 

(B) 抹上黏土做出想要的造型，放置讓他風乾，並注意不可擋住

洞口。 

(C) 乾掉後，上色後即可完成。 

C. 特色：製作上比較困難，而且需要時間等黏土乾掉，不過是所有裡

面做出來質感最好的一個。 

（5） 耳機塞： 

A. 材料：耳機塞、黏土。 

B. 製作流程： 

(A) 將黏土貼成想要的造型，並固定在耳機塞上，放置讓它風乾。 

(B) 乾掉後，上色後即可完成。 

C. 特色：製作上比想像的還困難，但是是結合了現在高年級學生想要

的「3C 週邊商品」。 

3. 設計角色介紹： 

(1) 阿喵： 

A. 阿喵三兄弟環臺灣：封面是陽明山，陽明山也是休眠中的火山，背

面是臺灣島以及臺灣名產，阿喵高興著品嘗各地名產。 

B. 阿喵的極地之旅：阿喵蓋了一棟冰屋，模仿北極原住民破冰釣魚，



遇到極地動物海豹跟企鵝，還看到海豹追逐企鵝。 

C. 阿喵偵探：阿喵化身為偵探，準備調查誰是嫌犯，嫌疑犯是壓榨員

工的老闆、被老闆壓榨的員工。阿喵還變裝為黑道大哥，探訪內幕。 

D. 阿喵家庭篇：阿喵成為新手爸爸，把他在全世界遇到的朋友們邀請

到家裡，一起分享這份喜悅。 

  

  

圖 4-20 阿喵系列的集點卡，依序為「阿喵三兄弟環臺灣」、「阿喵的極地之旅」、「阿喵偵探」、

「阿喵家庭篇」 

(2) Do-Do 貓俠： 

A. Do-Do 貓俠休閒篇：Do-Do 貓俠到夏威夷旅遊，因為旅費遭竊，只

好充當當地的小學老師，但是上班時間卻偷玩電腦，上不到一節課

就慘遭開除。 



B. Do-Do 貓俠運動篇：Do-Do 貓俠到美國去看職棒比賽，因為太入迷，

竟要求教練讓他上場過乾癮，但是他實在運氣不佳，因此接連被敵

隊取得分數，只好被請出場外。Do-Do 貓俠想證明自己運動很在

行，於是參加了跳高、籃球等活動，結果總是無法出頭天，最後放

棄這個當明星運動員的想法。 

C. Do-Do 貓俠藝術家篇：Do-Do 貓俠想找出自己有何天分，因此報名

畫家訓練班，但是在作畫的同時，因為飢餓而偷吃了糖果和飲料，

一個不小心翻倒在畫架上，再度證明他和藝術家無緣。 

D. Do-Do 貓俠明星篇：Do-Do 貓俠參與拍戲現場，但是因為哥吉拉戲

服太大，找了另外三個朋友一起撐起戲服，但走路搖搖晃晃，看起

來非常滑稽，反而像是哥吉拉喝醉酒，因此改演其他角色，但是似

乎一直運氣不佳，只好打消當明星的念頭。 

E. Do-Do 貓俠推理篇：Do-Do 貓俠化身為偵探，效法福爾摩斯辦案，

但是總是鬥不過機靈的犯人，於是又嘗試當怪盜，想劫富濟貧，但

是因為行動不夠靈敏，立刻被警方鎖定通緝，只好改名換姓，當一

位平凡又正常的百姓。 



  

  

  

圖 4-21  Do-Do 貓俠系列的集點卡，依序為「休閒篇」、「運動篇」、「藝術家篇」、「明星篇」、

「推理篇」 

(3) 籠包家族： 

A. 籠包家族共四人，有爸爸、媽媽、哥哥和妹妹。他們感情非常好，

經常笑咪咪的，他們認為笑可以面對任何困難。 



  

圖 4-22  籠包家族的集點卡 

(4) 鉛筆家族： 

A. 鉛筆家共四人，他們特徵是頭上長了鉛筆，這鉛筆有魔法，藉著魔

法幫助很多人，甚至可以彼此心靈溝通。 

  

圖 4-23  鉛筆家族的集點卡 

 

伍、結論與建議 

一、 結論： 

1. 高年級同學大部分喜歡具有功能性的贈品，如「生活用品」類，但對「文具」

類較無興趣，而帶有卡通圖案的商品會更具有吸引力；對集點沒有興趣的同

學，多選擇「電腦周邊產品」，原因是贈品缺乏電腦周邊產品。 



2. 女生喜歡集點的人較多，因此也比較容易受到集點換贈品的吸引。 

3. 高年級同學每週去有集點換贈品的商店消費約 3 次以下，主要原因與所得的

零用錢不高有關。 

4. 高年級同學多數為理性消費，且女生比男生更理性。 

5. 有多種彩色圖案設計的集點卡是高年級同學喜歡的樣式。 

6. 女生較容易因為集點活動而感到快樂，而男生大部分不會因為集點而感到快

樂；另外，會為了收集整套贈品而持續集點的同學，在集點換贈品當中整體

是感到快樂的。 

二、 建議： 

1. 我們觀察到，有超商會因為鄰近社區的不同而賣不同的商品，如：鄰近大學

的超商，會賣比較多款的便當、壽司和蔬果。所以可以比較不同型態的社區

之間的消費型態有何不同。 

2. 可以研究不同種類的集點卡（飲料集點、贈品集點）偏愛的群體的差異。 

3. 可以研究學校附近（或是不同形式的學校），學生是否有因為集點活動而常

去的店？這些店又有哪些特色？ 

三、 研究心得： 

1. 問卷設計方面： 

(1) 由於是第一次設計問卷，等到我們分析完問卷時才發現，有些問卷題目

很相似或是不完整，例如「是否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

以及「是否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該店的商品」是相



似的；「對集點的看法」項目中，若選「沒有興趣」的人，應該要設計

他們為何沒有興趣集點換贈品的題目。另外，探討「集點習慣」中，

應該要加入「平時去這些有集點的店家消費的原因是什麼」，這樣才能

更深入探討同學們消費的動機。 

(2) 我們發現，便利商店會因為周遭環境而販賣不同的商品，這樣是否會影

響消費動機？加入「常去的是哪一間有集點換贈品的商店」的題目，

也可以探討會吸引國小學生在該店消費的原因。 

(3) 集點活動的進行方式又有分紙張的集點卡或是集紅利點數。不同的集點

方式有不同的樂趣，哪一種是國小學生喜歡的類型？ 

2. 商品設計方面： 

(1) 本組是第一次進行商品設計，雖然之前在藝術與人文課的時候有做過一

些勞作，但是那比較容易，現在我們製作的時候要注意版權問題，也

要注意造型要美觀，才有可能受到別人的喜愛。最難的部份是耳機塞

的造型設計，因為耳機塞很小，很難把黏土做成體積小的造型放上去，

再加上手工要精細，黏土也不容易固定，對我們而言很困難。 

(2) 集點卡設計方面，本組原本以為只要畫些格子，再補上圖案設計就完成

了，後來才發現還要思考兌換的規則，甚至格子數也要考量進去，例

如要思考贈品的原始價格，以及多少錢才會讓消費者願意負擔……

等。而封面設計上，也要設計出一系列的故事背景和風格，才能讓大

家印象深刻。 



(3) 勞作設計是有趣的，小組討論也很有趣，大家可以從討論和觀摩當中學

習彼此的優點，甚至還會有創意的開發。 

(4) 卡通造型設計方面，本組有人是參考電動遊戲裡面的人物造型再加以修

改，有人是透過平時塗鴉的經驗所創造出來的。大家再利用這些所創

造出的人物設計更多變化的商品。 

3. 其他： 

(1) 本組有組員是第一次投入專題研究，發現研究雖然很辛苦，但是可以學

到如何做研究，裡面的知識雖然目前課本上學不到，但是可以學到更

寬廣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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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張問卷指的「集點卡」是在紙張上蓋點數，非刷卡的紅利集點。 

 

一、集點習慣 

1.您對集點的看法是？ 

   □沒有興趣   □有喜歡的贈品才集點   □無論贈品為何，都會集點。 

2.您對於集點的喜好程度？ 

   □厭惡   □普通   □喜歡 

3.您會不會因為集點而買了不必要的東西？ 

   □不會   □有時  □會 

4.您是否會「優先選擇」到有集點活動的商店消費？ 

   □不會  □有時  □會 

5.您會不會因集點而增加消費金額？   

   □不會  □有時  □會 

6.您會不會為了達到點數而跟別人要點數？ 

   □不會  □有時  □會 

7.您喜歡哪種樣式的集點卡？ 

   □只有一個顏色  □多種顏色  □多種彩色圖案 

8.您一星期會到能夠集點換贈品的地方至少幾次? 

      □0次 □1~3次  □4~6次  □7~9次  □10次以上   

9.您是否會為了收集整套的贈品而持續集點？  

   □是  □否 

10.您是否會主動收集商店集點換贈品的資訊？  

    □是  □否 

 

 

親愛的同學您好！ 

    感謝您撥空填寫此份問卷，這份問卷想要了解您平常的集點及換購贈品的習

慣，請依據平常集點的情形填寫問卷，非常感謝您的幫忙。若您在問卷上有任何

問題，請向我們詢問。 

敬祝 身體健康 

                                             新化國小五年 8班 

                                             陳湘婷、林承佑、余東運 

                                             指導老師：曾惠琪、陳龍斌 

★背面還有題目！ 



二、贈品蒐集的習慣                                

1. 商店裡面的集點贈品是否會吸引住您？  

 □是  □否  

2. 您是否會因為對商店的集點贈品有興趣才去購買該店的商品？ 

 □是  □否    

3. 您是否會因為喜歡的贈品而增加到商店消費的次數？   

 □是  □否      

4. 集點換贈品是否會讓您感到快樂？     

   □是  □否 

  5.您喜歡哪一種贈品？ 

     □卡通  □明星  □其他 (例如：花紋圖案)                            

  6.您最喜歡哪個種類的贈品？(可單選或複選) 

     □文具類(膠帶台、大頭筆……) 

     □生活用品(抱枕、杯盤、茶壺、茶杯、涼涼扇、充電器……) 

     □裝飾品(吊飾、鑰匙圈……) 

     □電腦周邊產品(滑鼠墊、隨身碟……) 

     □玩具(公仔、玩偶……) 

     □其他種類:                              

7.您是否會選擇較喜歡的贈品，反而較不在意贈品的價格？ 

   □是  □否 

8.您是否會選擇價格看起來較高的贈品，而不在意是否喜歡？   

   □是  □否 

9.假如贈品價格不合理而且又不是您喜歡的類型，我仍然會集點換贈品。 

   □是  □否 

三、基本資料 

1.性別：□男      □女 

2.年級：□五年級  □六年級 

 

                        ★感謝您的協助！ 

 



附件二、設計商品之作品 

一、 機關卡片： 

1. Do-Do 貓俠系列： 

  

2. 阿喵系列： 

 

 

二、 MEMO 小木夾： 

1. 其他系列：依序為「水果系列」、「海盜海洋系列」。 

 

 



三、 彩繪木杯墊： 

1. 阿喵系列： 

 

 

四、 削鉛筆機： 

1. 左圖為阿喵系列、右圖為 Do-Do 貓俠系列： 

  

五、 耳機塞： 

1. Do-Do 貓俠系列： 

 

 



六、 集點卡： 

1. 阿喵系列： 

  

  

2. 鉛筆家族系列： 

  

 

 

 

 

 

 



3. 籠包家族系列： 

  

4. Do-Do 貓俠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