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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  

本研究欲瞭解有一群消費者為何會購買Chrome hearts的旗下

產品，研究者藉由訪談五位喜愛Chrome hearts的消費者，欲瞭解

Chrome hearts對這些消費者的意義何在，企圖去解釋該群消費者為

何會購買單價如此高昂且不具知名度的銀飾品—Chrome hearts。 

 

研究結果的分析可知，若從現有與Chrome hearts的關係內容角

度切入，把每一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概念化成許多不同的詞彙，將

相關性高的詞彙聚集成主題，發現這些受訪者與Chrome hearts的關

係中，共有六大主題，分別是消費特性、對銀飾的鑑賞、品牌對消費

者的意義、購買原因、購買行為、個人風格，這些主題可能是造成消

費者與Chrome hearts形成關係的原因，可從表5-1看到各受訪者在訪

談過程中所傳遞出的主題。另一方面若從消費者類型角度切入，消費

者與Chrome hearts所形成的關係亦可可分為三種典型，分別是：自

我展現、工藝極致、時尚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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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受訪者與主題之間的關係 

 

壹、消費特性 

消費特性可分為價錢昂貴才夠屌、強調價格反應價值、重視產

品的獨特性三種。購物時每個消費者都會有個人的消費特性，面對購

買 Chrome hearts亦有一樣的情形出現。Dark在購買 Chrome hearts

時會考量價格，也就是現有的經濟狀況是否充足、變賣的方便性等因

素；而 Cohiba、Ason十分重視物品的價值與價格是否相對應，購物

的重點在於價格的合理程度，而非價錢多寡的問題；Seraph和 Raul

則是在其消費習慣中偏好購買特殊的物品，不希望使用的物品上與一

般人相同，此特性與 Chrome hearts在台灣的低知名度不謀而合。 

 

貳、對銀飾的鑑賞 

在該主題中，較為有趣的地方在於 Seraph原本並不配戴飾品，

受訪者 主題 

Dark  對銀飾的鑑賞 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 
購買

原因 
 個人

風格 
Cohiba 消費

特性 
對銀飾的鑑賞 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 
購買

原因 
  

Seraph 消費
特性 

對銀飾的鑑賞 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 
 購買

行為 
 

Ason 消費

特性 
 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 
 購買

行為 
 

Raul 消費

特性 
 品牌對消費者的

意義 
 購買

行為 
 



品牌關係的質性研究 

 109

原先是沒有辦法接受這些產品的，但在接觸 Chrome hearts之後，開

始在身上配戴銀飾，並且對其他銀飾品牌抱持著敬而遠之的態度。

Dark所表現出來的是一般對於銀飾的研究，而 Cohiba則是從所學所

知，也就是更為專業的角度切入，去看待銀飾與 Chrome hearts。 

 

參、 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 

五位受訪者的眼中對於 Chrome hearts有著不同的意義，一共

有三個較為共同的意義出現，分別是：可以讓受訪者展現特殊、

Chrome hearts的手工質感可以表現品味、男性表徵的設計風格。還

有一些較為專屬於個人的獨特意義，譬如對 Ason 來說，他認為

Chrome hearts是手工銀器，其價格之高以及在產品上所打的某些標

語代表了一種顛覆；對 Dark來說，Chrome hearts的意義主要聚焦

於感情、感覺層面，而 Cohiba則會從工作相關的專業角度來解讀意

義，認為 Chrome hearts乃是銀飾裡面的帝王。 

 

肆、購買原因 

在本研究的訪談過程中，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無法明

確地說出購買 Chrome hearts的原因，屬於沒有理由，相較之下，分

屬在自我展現與工藝極致的受訪者，其購買的理由較為有形有色，

Dark認為購買 Chrome hearts的原因可以是喜歡銀飾、對其本身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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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有價值、爽等緣故，然而 Cohiba則是從製作流程、手工精細程度、

亞洲地區的流行等做為購買 Chrome hearts的原因。 

 

伍、購買行為 

該主題只有出現在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身上，一共分為兩個

部分：對 Chrome hearts的熱愛、少見的購物行為。三位受訪者有不

同的偏好，Seraph 對於 Cross 系列的產品情有獨鍾，而 Ason 則是

喜歡 Cross、Dagger、Roller，其中又以 Cross為其最愛，從中延伸

出來的產品，例如：Floral Cross系列亦為 Ason的偏好。Raul則是

特別喜歡 Dagger，即使沒有打耳洞，一樣花了將近一萬元購買一對

Dagger 耳環，對其熱愛可見一斑；在少見的購物行為方面，三位皆

在第一次發現 Chrome hearts就購買，且越買越多、越買越貴，陷入

一個無可自拔的地步，即便在不被認同的狀況下，這些熱愛 Chrome 

hearts的消費者依舊保持個人喜好，堅持所選。 

 

陸、個人風格 

該主題主要是以 Dark最為明顯，並非其餘受訪者不會有特別明

顯想要展現個人風格的傾向，而 Cohiba喜歡的是簡單、內斂；Ason

認為自己的風格是 street style；另外 Raul在迷上 Chrome hearts之

後，曾欲嘗試粗獷的風格，但發現與個人風格相去甚巨，因此其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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漸漸消退，Seraph目前與 Chrome hearts亦為同樣的關係，試圖讓

自己看起來比較粗獷。 

 

Dark 的個人風格十分強烈，研究者與其訪談的過程中可以很清

楚地瞭解到其所欲表達的想法。若要用特立獨行四個字形容並不夠貼

切，應該說 Dark是捍衛自身價值觀的武士，為了自身價值觀的展現，

幾乎可說是不顧一切，當然他也會考量到身在的社會現實中，在那不

可盡情揮舞刀劍的社會體制中，循線找出一條可能生存之道的狹窄道

路，設計獨特的 Chrome hearts可讓 Dark表現自我風格，作為顛覆

社會價值的武器之一。 

 

在簡短回顧本次研究的結果之後，下一節將整合將所有的主

題，雖說不同的受訪者會呈現不同的主題，但與 Chrome hearts形成

關係的過程是有其共通性的，在找出共通性之餘相信可以對於喜愛

Chrome hearts有著更進一步的瞭解，下一節的重點將在於受訪者與

Chrome hearts之間關係形成的共同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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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消費者與Chrome hearts典型故事之整合 

從上述六大主題的內容中可以歸納出三個不同的典型故事，分

別是自我展現、工藝極致、與時尚追求，而且在這三個典型故事中可

以發現到品牌關係發展有一個很重要的面向－時間，其脈絡與演進以

時尚追求最為明顯，Raul會從十分喜愛變化成漸行漸遠、Ason則可

以一直保持著喜愛的態度，在工藝極致的典型故事中亦有類型的情況

發生，Cohiba早先對於 Chrome hearts並無任何好感，多年之後卻

喜歡上 Chrome hearts。 

 

另一方面發現在這六大主題之中，有些主題是 Chrome hearts

對受訪者的意義、有些主題則是影響到關係形成的因子，現欲架構出

一個具備整體性意義的結論，研究者試圖以時間向度作為主軸，並將

現有的研究結果囊括在內，結果如圖 5-1所示。 

 

以下將述說一個與 Chrome hearts 形成關係的典型歷程，以及

影響關係的可能因素，一共可分為五個部分：與 Chrome hearts首次

相遇；與 Chrome hearts的初期關係；與 Chrome hearts的後續關

係；影響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之間關係的因子；意義、行為與關

係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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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行為 
 對Chrome hearts的
熱愛 

 少見的購物行為 

圖 5-1  本研究之動態性結論

品牌對消費者的意義 
 讓人看起來較為特殊 
 手工的質感可表現品味 
 強烈男性表徵的的設計風格 
 其餘個別的意義 

意義之創造 影響因子 消費特性、對銀飾的鑑賞、購買原因 

表現出的行為 表現出的行為 

個人風格 
 打扮新潮的 Dark 
 內斂、簡單的 Cohiba
 嘗試 Chrome hearts
風格的受訪者 

與 Chrome 
hearts 

初期的關係

與 Chrome 
hearts 

後續的關係

與 Chrome 
hearts首次
相遇 

單方面影響 

相互影響 

表示時間的推演 

消費者與品牌的關係

本研究結果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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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與 Chrome hearts首次相遇 

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 的第一次接觸，多始於因緣際會的巧

合，因其不做任何行銷、推廣的動作，且在台灣不屬於知名品牌，一

般時尚流行雜誌並不易見到相關訊息，除了與日本流行有關的傳播媒

體中可能會有所提及，不然在台灣甚少有機會可以接觸到。 

 

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有兩位是在遠企購物中心逛街時

巧遇，便迷上 Chrome hearts，Seraph 則是在友人的介紹下，於日

本 Chrome hearts的東京店與其邂逅，開啟其關係。欣賞工藝極致的

Cohiba 因大學就讀工業設計的科系之故，大學之時就曾經聽過

Chrome hearts，但對其並無任何特殊感覺。喜歡展現個人風格的

Dark 原本就對銀飾品有相當程度的喜好，常會尋找合適自身配戴的

銀飾品，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了 Chrome hearts，於日本交換學

生的期間開始其購買行為。 

 

貳、與 Chrome hearts的初期關係 

與 Chrome hearts的初期關係中，偏好展現個人風格的 Dark在

發現 Chrome hearts之時，因礙於經濟因素無法購得喜愛的 Chrome 

hearts，所以在初期的關係中算是希望能與 Chrome hearts有實質上

的關係但卻沒有辦法實現，對於未來擁有 Chrome hearts充滿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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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會以欣賞工藝極致眼光出發的 Cohiba，因其所學、工作環境之故，

會以較為專業的眼光去看待銀飾品的價值，早先就聽過 Chrome 

hearts之名，但對於並無任何喜好厭惡，不過在一次找尋最棒手鍊的

過程再度發現了 Chrome hearts，重新審視其製作、手工的精細，對

Chrome hearts 有了不一樣的見解，爾後在獲得購買管道便開啟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而時尚追求的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的關

係可算是一見鍾情，因三位受訪者皆在第一次遇見 Chrome hearts

時即進行購買行為，在面對如此高單價的商品仍願意購買，可見對其

的喜愛。 

 

參、與 Chrome hearts的後續關係 

在現階段的關係中，Dark 所擁有的熱情比不上分屬時尚追求的

消費者，但透過 Chrome hearts可表達個人風格所帶來的意義支持著

Dark 去維持與其的關係，只要 Dark 想要表現的個人風格可透由

Chrome hearts來表現，相信關係就會繼續維持下去。而 Cohiba的

現階段關係亦沒有像時尚追求如此熱情，可說是較為冷靜、理性的喜

愛，只要審視銀飾品的眼光不便，相信關係長度應可維持很久。 

 

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正好處於關係中的不同階段，

Seraph與 Chrome hearts接觸時間不長，關係能持續多久仍屬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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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不過就現階段來說，欲嘗試 Chrome hearts的風格是他急切盼望

的，就像是剛踏入戀愛關係的戀人一般；Ason與 Chrome hearts的

關係算是相當愉悅，且認為他與 Chrome hearts十分契合，彷彿找到

值得廝守終身的伴侶一樣；最後 Raul因嘗試 Chrome hearts的風格

但與本身相距甚遠，加上台灣仿冒品日漸增多，於是漸漸脫離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就像個性不合的情侶最後走向分手一途。 

 

從上述可知，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會因為消費者分屬在不

同典型故事中而有不同的關係內容。即便在同一典型故事中的受訪者

關係內容也不盡相同，而且從上述的內容可以發現到時間是一個相當

重要的影響因子，也就是說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會因為時間的因

素而有所變化，此部分是先前研究沒有發現到的。 

 

以本研究的受訪者 Cohiba為例，起初對 Chrome hearts並無任

何感受的他，在一次找尋最棒的手鍊過程中而發現了其價值之所在，

而喜歡上 Chrome hearts。另外分屬在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亦是一

個相當好的說明例子：Raul曾經瘋狂地喜歡 Chrome hearts、而現在

卻漸漸脫離關係，Ason 與 Chrome hearts 的關係則算是平穩，而

Seraph現在對 Chrome hearts十分喜愛，但在未來的時間中，是否

會一如往常仍是個未知數，在圖示中以虛線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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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關係內容轉變的歷程並非本研究所欲探討的主題，僅以圖 5-2

表示本研究的結果。由此可得一個新的研究命題：消費者與品牌之間

的關係是會隨時間而有所改變。

緊
密 

時間 

關
係
內
容 

疏
遠 

Ason 

Dark

Cohiba 

Raul 

Seraph

圖 5-2 時間與關係內容之對應圖

首
遇 

初
期
關
係 

後
續
關
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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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影響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之間關係的因子 

在影響因子方面，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 之間的關係共有三

個影響因子存在：消費特性、對銀飾的鑑賞、購買原因。 

 

消費特性是消費者在進行購物行為時，相當重要的影響因素，

當論及購買 Chrome hearts的時候，對經濟尚未完全獨立的 Dark來

說，價格是最重要的考量因素，故不論在關係初期或現有關係上，價

錢因素對 Dark是相當重要的。Seraph、Raul在一般消費活動中就偏

愛特殊性的物品，Chrome hearts在台灣的低知名度恰巧符合他們需

求，故他們可在第一次遇見 Chrome hearts即進行購買，在維持現有

的關係上，特殊性是驅使他們維持關係相當重要因素之一。而

Cohiba 、Ason 會判斷物品販售的價錢是否有其相對應的價值，

Cohiba 從專業的角度進行評估，過程需要花費較多時間，但投入之

後可維持相當穩定的關係；Ason則再三強調 Chrome hearts與其風

格之契合及其價值之所在，因此 Cohiba 和 Ason 皆會與該品牌維持

一定程度的關係。 

 

對銀飾的鑑賞方面不同的受訪者有著不同的解讀，Seraph只是

單純喜愛 Chrome hearts，先前的他並無法接受在身上、手上配戴一

些飾品，但可因 Chrome hearts之故改變原有的習慣，可謂是相當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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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側目之處，在喜歡上 Chrome hearts之後，他對於其他銀飾品牌抱

持的態度近乎不屑。而大學、研究所皆專攻工業設計的 Cohiba，對

於銀飾的解讀深具專業知識，評鑑論斷的角度亦不一樣，在他所處的

生活環境中，朋友們對於 Chrome hearts 是相當推崇，在他眼中

Chrome hearts在銀飾裡面的地位是相當崇高的。而 Dark則會去研

究銀飾品，不光是外型、品牌亦或是來源，加上 Dark對於自身有一

定程度的瞭解，希望可以透由銀飾品去表現一些他堅守的價值觀。 

 

在購買原因上面，Dark表示購買 Chrome hearts是主要是為了

展現個人風格；而 Cohiba則是從專業角度去剖析 Chrome hearts的

價值，可以清楚說出其手工製作厲害之處何在，為什麼值這個價錢；

最後、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則是沒有辦法說出想要購買

Chrome hearts的原因，即便如此，三位受訪者起初與 Chrome hearts

的關係十分強韌，除了 Raul現在正逐漸脫離與 Chrome hearts的關

係，Seraph和 Ason在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之內十分怡然自得。 

 

伍、意義、行為與關係三者之間的相互影響與建構 

在意義創造的部分，有三個共同的意義存在，分別是可以讓自

我看起來較為特殊、手工質感帶出的個人品味、以及男性象徵的設計

風格，還有一些是專屬於某些受訪者的意義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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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會表現出來的行為有二：分別是購買行為和個人風格，

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所表現出來的購買行為包括有：對 Chrome 

hearts某系列有種特殊偏好、且有少見的購物行為出現、雖無法說出

喜愛的原因但仍持續購買等；而 Dark則是以 Chrome hearts作為表

現其個人風格的工具，他喜歡打扮的十分新潮、流行，一樣可以在成

績上表現亮眼，企圖去反轉社會價值觀。 

 

在與 Chrome hearts 現階段的關係中，不同的受訪者有不一樣

的內容，而關係的內容會與個人所解讀出來的意義、表現出的行為相

互影響與建構。 

 

自我展現的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並非十分強韌，不

過透過 Chrome hearts可以展現自我風格，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不容

小覬，在購買與使用的過程中，可以不斷摸索（不論是增強或減弱）

Chrome hearts 是否可以合宜地展現個人風格，假設在 Chrome 

hearts可以合適地展現個人風格且經濟允許的情況下，研究者相信自

我展現的消費者會持續與 Chrome hearts保有關係。偏好工藝極致的

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則是建立在專業評鑑角度之上，雖不

算是熱情無比，但亦非冷淡無情，關係乃是建立於冷靜、理性的專業

判斷，Chrome hearts對其來說的意義亦以專業為主，因此只要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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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視眼光不變，相信分屬在此種典型內的消費者會一直喜好著

Chrome hearts。 

 

對時尚追求的消費者來說，Chrome hearts的意義主要在於強烈

男性表徵的商品，如果消費者可在此種風格中怡然自得，自然會與

Chrome hearts保有相當強烈的關係。Ason便是最為典型的例子，

即便在訪談過程中再三表示出對於 Chrome hearts的不滿，但在後續

接觸的對話與碰面言談中，研究者可以感受到他對於 Chrome hearts

的熱愛以及將來持續購買的動機與慾望；而 Seraph則是極有潛力成

為第二個典型例子的受訪者，即將在今年暑假去美國一次購足

Chrome hearts的經典之作，即使在這些經典之作中，有些是其並不

喜愛的產品，但他仍對美國之行充滿期待；Raul 則是漸漸在脫離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首先、他與 Chrome hearts的相遇約在十年

前，若將訪談時間前移五、六年，結果並非如此，就如同 Raul所述，

每個人在不同的階段都會有不同的喜歡東西，會隨著時間流動而有所

變化；其次、對他來說 Chrome hearts所散發出來的風格味道與本身

過於不搭，這是令其遠離的原因之一；最後、仿冒品充斥亦為 Raul

無法接受 Chrome hearts而脫離關係的原因。 

 

由此可知在消費者與品牌所形成的關係中，時間是一個相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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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影響因子，原本如此熱愛 Chrome hearts的 Raul，在經歷一段

與其互動的時間後，漸漸地失去對其的喜好，另外 Cohiba則出現相

反的情形，從一開始對 Chrome hearts並無任何好感，在一次偶然的

機會下可以重新審視其價值，開啟了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直到現

在，此乃說明時間具備影響力的例子。 

 

總結來說，最初與 Chrome hearts 的相遇皆始於偶然，消費者

與其的初始關係會受到經濟能力、消費特性的影響，且消費特性、對

於銀飾的鑑賞、購買原因會影響到現有的關係，消費者與 Chrome 

hearts之間的關係、表現出來的行為、意義的創造，三者會彼此影響

以及相互建構。 

 

以時尚追求者為例，不論是購買行為促成了對 Chrome hearts

的熱愛抑或對 Chrome hearts的熱愛而造就了消費者的購買行為，最

後皆可發現到他們與 Chrome hearts 的關係鍵結更為強韌，喜歡

Chrome hearts的慾望、動機更為明顯，再以自我展現者為例，展現

個人風格可強化 Chrome hearts的意義，越瞭解 Chrome hearts的

意義以及本身所欲傳達的意念，在確認 Chrome hearts可以展現個人

風格，一樣可以強化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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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與文獻對話 

本研究的結果如上簡述，陳述本研究的結果之後，以下將試圖

與現有的知識、文獻進行對話，從許多不同的角度來探究，期許可以

為本研究的結果添加更多豐富的學術意義。 

 

壹、品牌相關的研究 

一、品牌關係研究之對應 

品牌關係的實徵性研究最早起於Fournier，在1997年時他針對熱

愛咖啡的消費者所進行的研究中，研究結果指出在忠誠的品牌關係下

會因為生活主題的差異而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其意義在於當消費者與

品牌之間有強烈的鍵結時，在這些關係中自我與品牌的連結乃是因深

層、明顯的生活主題所型塑出來的，不同的消費者會有著不同的生活

主題，也因此形成不同的忠誠品牌關係。 

 

本研究有類似的結果，從主題分析的部分可知，與Chrome hearts

有固定品牌關係的這些受訪者，在表現出的購買行為、意義創造、對

Chrome hearts的熱愛等行為皆有所差異，在本研究的分析中乃是因

為每個受訪者具備著不同的消費特性、購買原因、對銀飾的鑑賞，而

在Fournier的研究中則是以不同的生活主題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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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典型故事的結果部分可知在相同品牌關係之下，消費者

對於 Chrome hearts並非有著全然相同的喜好，在時尚追求的三位受

訪者對於 Chrome hearts的熱愛與意義的創造上相去不遠；但欣賞工

藝極致的 Cohiba便不會有著如此狂熱的激情出現，較像一位冷靜評

斷此項銀飾品價值的仲裁者；而 Dark的則是在經濟受限的狀況下，

盡力去展現其本身風格，Chrome hearts就像是戰友，一同對抗社會

所加諸在懵懂無知青少年身上的約束，由以上可知即便同在關係內的

消費者會存有著不同的特性，斷不可混為一談。 

 

此部分可供企業組織參考，在制訂行銷策略時，即便是不斷重

複購買的忠誠顧客，但其購買原因與動力亦可能有著相當大的差異，

可以從關係角度切入，找出對其重要且具意義的主題，並試圖區分出

具有互斥性的典型故事內容，以期可以合適的策略貼近到不同消費者

內心中不一樣需求。 

 

另外過去針對消費者與品牌所形成的關係多為靜態的、分類的

結果，也就是以研究調查的當下作為瞭解關係內容的切入點，但從本

研究之發現，可以看出品牌關係的發展若加入時間變項的考量，可能

會出現隨著時間函數而變化的關係狀態，此部分值得未來研究進一步

深入瞭解與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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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關係品質的相互對照 

Fournier（1998）所提出的品牌關係品質及對關係影響的模式

中提及品牌與消費者互動的結果，一方面會與品牌關係品質有所關

連，另一方面品牌關係品質又會與消費者後續可能出現的行為有所關

連，進而影響到關係的穩定性和持久性，而這兩個關連性並未在該研

究中驗證，本研究之目的並非在於去驗證其關連性，不過研究者試圖

以 Fournier（1998）所提出六大構面的品牌關係品質（Brand 

Relationship Quality, 簡稱 BRQ）與本研究結果進行對話，該六大構

面分別是愛與激情、自我概念連結、相互依賴、承諾、親近感、品牌

伙伴品質。 

 

自我展現的Dark與Chrome hearts建立關係的關鍵在於可表現

自我，但因為受限經濟因素無法購得許多產品，因此研究者認為從

Fournier 的定義來說，Dark 除了自我概念連結高度呈現之外，其餘

構面偏中、低，對他來說 Chrome hearts 為個人展現風格的一項利

器；而 Cohiba雖會有類似的分佈情形出現，不過背後的原因卻大不

相同，一樣是自我概念連結的高度呈現，對兩位受訪者來說卻有不同

的意義，Cohiba解讀到的 Chrome hearts風格是極簡、內斂，這是

他最近所欲呈現在他人面前的樣貌。而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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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Seraph 就好像是剛進入關係中的戀人、Ason 則

是穩定地維持在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之中、Raul則漸漸減低熱

情從關係中抽身離去，與本研究結果相對應之整理如表 5-2所示。 

 

表 5-2 本研究結果與品牌關係品質之對應 

 Dark Cohiba Seraph Ason Raul 
愛與激情 中 低 高 高 低 

自我概念

連結 
高 高 由中變高 高 由高變低 

相互依賴 中 低 高 高 低 

承諾 低 中 高 高 低 

親近感 中 中 高 高 中 

品牌伙伴

品質 
低 低 低 高 低 

 

從本研究的結果對照之後，可發現品牌伙伴品質在現象解釋上

有些困難，可能的原因在於銀飾品並無明顯的實用價值，因此消費者

在關係中較難去評斷品牌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合宜。 

 

三、忠誠的消費者？ 

長久以來忠誠的消費者是企業最希望能夠擁有的資產，因此不

論在實務或學術中，忠誠的概念皆十分重要，早先的研究多集中於品

牌忠誠度，先來瞭解一下兩位學者對於品牌忠誠度的看法，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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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oemer 和 Kasper（1995）認為忠誠度乃指消費者針對產品或服務

的表現表達其滿意度的方式；其次、Elena 和 Jose（2000）認為品

牌忠誠度包括對品牌的再購意願以及情緒或心理上的鍵結或承諾，忠

誠度的概念多集中於著墨消費者個人的特性，也就是從定義去判斷消

費者的忠誠與否，此種研究方向只看消費者忠不忠誠，而忽略情境的

影響，並沒有辦法全面瞭解忠誠消費者的成因。 

 

因此，Fournier（1998）針對先前研究的缺失，以關係取向進

行研究，從消費者的生活中切入研究，進而提出了品牌關係的構念，

不過在該研究中僅提出許多種品牌關係的內容以及可能影響的因子

和整體模式，是偏向橫斷面的切割，在訪談當下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

關係為何。 

 

在本研究中，很幸運地可以發現到與 Chrome hearts 建立關係

的這群消費者隨著時間的演變關係內容亦有所轉變，例如：Cohiba

早先得知之時對於 Chrome hearts並無任何情感，但在一次找尋最棒

手鍊的過程中發現到 Chrome hearts的價值與美感；另外 Raul在大

學的時候對於 Chrome hearts可說算相當熱愛不已，但在嘗試狂野風

格的歷程中發現到與自身相去甚遠，再加上仿冒品日益增多，以致於

漸漸地脫離與 Chrome hearts的關係。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可以知道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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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探究品牌關係時，時間是一個不可忽略的因

素，消費者與品牌之間的關係可能從冷漠無情變成欣賞不已，也有可

能瘋狂的熱愛情愫會逐漸消失，因此可以知道一個忠誠的消費者不會

永久存在的。 

 

貳、奢侈品的研究 

「奢侈品是指在相對和絕對的標準之下昂貴的物品稱之，甚至

有時候被認為是不重要、沒有價值的產品，與相對應的產品來說，奢

侈品並沒有任何明顯地功能優勢」（Dubois & Duquesne, 1993, 

p.36），另外有學者認為奢侈品與必需品的差異可從價格的彈性

(elasticity)來定義，「奢侈品的價格遠高必需品的要求」（Kemp, 1998, 

p.592），若從上述的定義觀之，Chrome hearts 的販售價格與功能

性很明顯地符合奢侈品的定義，且有研究結果指出收入是影響購買奢

侈品的重要因素（Dubois & Duquesne, 1993）。 

 

有學者將奢侈品視為「令人愉悅且有慾望擁有之」（Berry, 1994, 

轉引自 Kemp, 1998, p.598）。Kemp（1998）以此做為奢侈品的定

義，用問卷方式進行研究，發現產生越多正向情感的商品越會被消費

者覺察為奢侈品，此部分與本研究結果相仿，分屬時尚追求的三位受

訪者對於 Chrome hearts有著相當強烈的熱愛感覺；Dark亦強調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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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Chrome hearts時的情緒感受是十分重要的。 

 

另外該研究亦指出奢侈品與必需品的判準會受到社會價值與個

人知覺的影響，則與本研究結果有些許差距，在與 Chrome hearts

關係之內的消費者雖說不會將其認定為必需品，但亦不認為算是奢侈

品，也就是沒有受到社會價值判斷的影響，而且在購後評估上，個人

所知覺到的價值、意義比社會價值更具影響力，因此可以不畏生活周

遭的反對仍持續進行購買行為。 

 

Chrome hearts 的售價與功能在學術研究的定義中指向了奢侈

品的範疇，而本研究的主題以 Chrome hearts為例，因此在未來的研

究方向中或許可以針對非奢侈品的品牌或產品進行研究，以釐清在與

品牌關係內的消費者所視所見。 

 

叁、男性研究 

在兩性之中，男性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塊，當婦女運動方興未

艾的時候，企圖從男性宰制的社會中獲得解放的同時，男性也同樣處

於大社會所嵌製的道路上賣命奔跑。本研究的結果指出 Chrome 

hearts對於在時尚追求的三位消費者來說，所傳遞出來的訊息不外乎

是粗獷、帶有男子氣概的銀飾品，這部分可由 Seraph希望成為並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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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的斯文；Raul發現到無法成為粗獷的風格因而與 Chrome hearts

漸行漸遠；Ason樂在其中，認為本身與 Chrome hearts所欲傳達的

風格十分契合、妙不可言，藉此佐證 Chrome hearts所傳達是十分典

型、極端的男性刻板意念。另外在展現自我的消費者中，Dark 欲推

翻一般社會對於所謂好學生的束縛，更深層的意義應該在於好男人在

學生時代應有的樣子，在這裡可以隱約看到一些男性在面對社會時，

所採取順應或反向操作行為反應。 

 

朱蘭慧（2003）以深度訪談、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去說明三位受

訪者的男性刻板印象之形成與鬆動歷程，其中男性刻板印象形成的影

響因素有六，分別是父母的教養、南北部的城鄉差距、老師學校課程、

同儕互動、電視電影、職業關係，因研究主題的差異，本研究並沒有

深入到瞭解受訪者們男性刻板印象的相關歷程，不過從本研究可以知

道擁有或配戴 Chrome hearts是強化男性刻板印象的工具之一，最明

顯地是在時尚追求的三位受訪者的訪問過程中可知，三位受訪者並沒

有辦法確切地說明為何喜歡 Chrome hearts，但是三位如出一轍地提

及粗獷的形象，尤其是 Ason曾說過：「是男人就應該戴這個，就算

我很瘦，我還是一樣帶 floral cross ID，戴那什麼 ball嘛，很娘ㄟ」，

雖本研究無法解析出較為固定的『男主外、女主內』『男性應該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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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成就、應該是一家之主』之類的概念意義，不過可提供另一種男

性研究的觀點，男性刻板印象的強化是可以透過消費某種特定品牌的

產品而完成，此結果相信可為男性研究注入不同的聲音與觀點。 

 

王勇智（2000）與林仁廷（2001）以自我述說的方式清楚地呈

現自身的生命故事，在他們的生命故事中有個共通的特點，應該是生

活在台灣學制下的求學青年都會經歷過程：升學壓力的荼毒，每個人

汲汲營營只為了考上心目中的理想學校，但所謂的理想是由誰界定的

呢？似乎不是在其中參與競賽的學生可以選擇的，這是由社會價值觀

所加諸的圍牆，只有在這高似山岳、深如大海的競爭範圍中脫穎而出

方可成為人人欽羨的對象，這種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士大夫觀

念已深植人心，更有學者針對此概念進行探究（王震武、林文瑛，

2000），遠從中國古代哲人孔子對於『君子』、『小人』兩種人格

原型去探究其成因，演變至今已成為階級的代表，在升學主義高漲的

台灣社會中，探究其來由並非本研究的目的，有趣的是研究者與 Dark

在一樣的社會情境脈絡中，選擇了相同的道路，也就是因為不得不走

在這條不歸路上，我們選擇了自己所喜愛的方式來走這條路，我們以

Chrome hearts作為抵制社會價值的武器，在完成社會期許：把書念

好、考上社會價值判斷的好學校之後，以配戴設計風格搶眼的銀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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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e hearts來表達我們對於社會價值的不滿。 

 

從本研究結果可以知道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除了可滿足基本的

功能需求之外，尚可滿足某種程度的心理需求，尤其是在台灣升學主

義高漲的情境脈絡中，如果設計的理念所欲傳達的較偏向叛逆、反骨

的商品，也許很容易受到年輕學子的喜愛。 

 

第四節   檢討與建議 

本研究採質性深度訪談的方式進行資料收集的動作，並以現象

學的角度重新還原受訪者眼中 Chrome hearts 的意義以期瞭解這群

消費者購買行為背後的成因，研究者認為品牌關係的概念並未到達成

熟階段，若以量化研究取向進行探索可能會有所缺失，故以下除了檢

討研究過程的缺失外，更將進一步著眼於質性研究取向，建議對品牌

關係做更深入的研究。 

 

壹、研究歷程的檢討 

一、受訪者選取方面 

因本研究的受訪者並不易找尋，故僅能從網路上找尋到有接受

訪問意願之消費者，可能有失偏頗，也許某些消費者並沒有具備相當

多深刻的經驗，但亦成為本次受訪對象，從研究結果中可知分屬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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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故事中的人數，在與 Chrome hearts形成關係的消費者中多屬時

尚追求，因此若欲更精細地剖析此關係的深層原因，可以試圖找尋另

外兩個典型故事中的消費者，釐清他們眼中的意義，以期可更為精確

地修正本研究的結論。 

 

二、研究方法的選擇 

本研究是以還原受訪者眼中意義為最高指標原則，但即便在質

化方法中，亦有其他闡述社會真實的方法，例如：自我述說、個案研

究等，研究目的之差異造就了不同的研究方法的選取，故未來研究可

針對品牌關係採取不一樣的研究取向進行研究，如此一來方可補足本

研究可能無法涵蓋的部分。 

 

貳、品牌關係的未來研究 

一、擴大產品的選擇 

本研究的受訪對象是喜愛銀飾品牌 Chrome hearts，銀飾品在台

灣消費市場中並非相當主流的消費產品，且品牌的知名度有限，此乃

本研究較為受限的部分，故未來研究方向可著眼於不同的主題，例

如：服飾、汽車等進行探索，也就是針對較為主流、一般消費者知曉

且會購買的產品類別進行研究，藉此可比較消費產品市場成熟度的差

異或品牌知名度高低是否會對品牌關係形成有所不同，以期可以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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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地闡釋品牌關係形成的原因。 

 

二、加入時間的面向 

本研究一個相當重要的發現乃是時間的影響，在以往品牌關係的

研究中皆忽略了此項因子，從訪談的過程去擷取出消費者與品牌之間

的關係，而忽略了在不同時間點，消費者與品牌會有不同的關係內

容，未來的研究可以針對單位受訪者去探究與品牌之間關係，並加入

時間變項觀察，以瞭解時間在品牌關係中的影響與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