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研究結論及建議 

獨特性需求為較新的研究，但事實證明了不僅在國外，在台灣消費者心中也

有此需求，而且越年輕的一代，由於個人主義的高漲，獨特性需求越高，且近年

來許多名牌服飾的進駐，強調數量少，簡約設計感及高質感都頗受消費者喜愛，

且定價高昂也一樣有人願意購買，因此，此需求可以作為行銷上的訴求以擄獲消

費者的心；此部份分為一、結論；二、結果應用與行銷建議；三、研究限制與後

續研究建議。 

第一節、結論 

一、獨特性需求  

獨特性需求量表在台灣的調查結果，達到一定的信度水準，此次問卷樣本的

平均分數為40分到45分左右，以滿分75分來說，算中間偏高，尤其是年輕人，

因此，台灣新一代的獨特性需求為略偏高，由此可證明，此乃一普遍之心理需求，

且越趨明顯，值得行銷人員探究並運用。 

二、樣本與人口統計變項 

網路問卷便利抽樣的結果，樣本來自全省各地，但多為學生或年輕族群，這

是可想而知的，但是獨特性需求偏高的族群也正是年輕族群，因此針對其作分析

亦可以得到想要的結果。 

樣本共444人，女性人數較多，年齡多為20歲左右，教育程度多為大學，職

業多為學生及商，月可支配金額在1萬到3萬元之間最多。 



三、獨特性需求因素分析 

共萃取出三個因素，符合獨特性需求中的三個特質。 

因素一：創意個性 

買或是搜尋不常見之商品以展現個人獨特品味，因此符合獨特性需求第一部

份的心理，以創意選擇表現之獨特性需求。 

因素二：相對差異性 

避免使用與一般大眾相同的產品，因此為獨特性需求中以避免相似性表現的

部分。 

因素三：顛覆不群 

以較具叛逆表現自我風格的手法，因此為獨特性需求中以非大眾化表現的部

分。 

四、集群分析 

共分為三個集群，依獨特性需求程度及表現方式不同區分。 

集群一：『自主從眾族』 

此集群人數最多，共162人，占38.83%；在三個因素構面「創意個性」、「相

對差異性」、「顛覆不群」平均分數都為2左右（1到5分），獨特性需求較低，較

不會想要與眾不同，通常為跟隨者，在意別人的眼光，但還是會在某些小小的部

分表現自我，像是一些小小的收藏品，或是小小的設計。 

集群二：『創意表現族』 



    此群人數為141人，占32%；在「相對差異性」、「顛覆不群」平均分數

都為3.34左右（1到5分），然而在「創意個性」部分平均分數達到3.89，接近4，

因此，這群人的獨特性需求多以創意選擇表現，注重質感與設計感，會動手做小

東西，不會刻意去當創新者，但是找到自己的品味就會堅持下去。 

集群三：命名為『搞怪避同族』 

    此群人數較少，為122人，占28%；其在三個因素的表現都偏高，平均

約為3.68，而在「相對差異性」、「顛覆不群」方面更高，平均為3.83及3.79，在

「創意個性」方面平均低於第二集群，為3.56，因此，可見此集群之獨特性需求

多以避免與人相同或甚至找尋較怪異不被社會習俗接受的表現手法來展現其個

人的與眾不同，對於事物很勇於嘗試，會花時間去開發新的、特殊的店或是特別

的新產品，常為創新者。 

五、與國外比較分析討論 

1. 量表部分 
 
原國外量表在讀特性心理部分為 30題，因題項意義重複過多，在經過前測後，
經過量表純化過程，刪修為 15題，將過於重複及較不適合台灣環境之題項刪除，
並修飾題目句子，將其語句潤飾為較易讀之語法。 
 
2. 因素分析部分 
 
國外之因素中題項與台灣有所不同，可能是因為台灣民眾的獨特性需求區分較模

糊，並未如國外一般顯著與激進，其中創意選擇部分參雜了一題非大眾化表現之

題目，避免相似性中也參雜了一題非大眾化表現之題目，然而非大眾化表現部分

是差異最大的，參雜了一題創意選擇的題目及一題避免相似性之題目；這有可能

是翻譯過後，中文與英文表達的不同之差異，也可能是國內外民族性不同所致。 
 
3. 集群分析部分 
 
國外並未針對獨特性需求分群，推論可能原因為他們的消費者較具個人主義，在

各方面表現較平均，然而，台灣是由一個講求合群的保守社會漸受西化影響而產

生個人化及獨特性的消費表現，因此，推論在各因素表現上會有不同，且欲探知



何種族群占較多數，因此，針對此次的樣本做了集群分析，結果，集群間果真有

所差異，因為在台灣的消費者在獨特性需求上的表現仍然較為保守，自主從眾族

佔大多數，而運用顛覆不群及相對差異性表現的族群占比例較低，多數為運用創

意個性表現，可能歸因於台灣人較在意外人看法，展現獨特是要受人稱讚的，而

非特例不群。 

第二節、結果應用與行銷建議 

一、獨特性需求行銷訴求對象 

1、年輕族群 

由問卷結果可看出，年輕族群獨特性需求較高；由訪談的結果也可看出，年

輕族群較會為了個人獨特性去搜尋可以表現自我或是與眾不同之商品，因此，行

銷上，獨特性需求之訴求可以針對年輕族群，目前可見之例子，像是手機的汰換

快速，強調符合自我個性的廣告；球鞋的樣式多變，不再是功能訴求；塗鴉的盛

行，每個人都可以有獨一無二的自我主張等等現象；都是針對年輕族群做訴求，

年輕族群也因為西化影響，個人主義較深，對獨特性的需求較高，較願意花錢在

表現自我方面，因此，針對年輕族群做獨特性的訴求，可以讓產品附加價值更高，

獲取更多利潤。 

2、辣媽、貴婦人 

這個族群除了經濟能力較佳外，在問卷上顯示也是獨特性需求較高的族群，

而訪談結果也顯示，這群有錢有閒，重視外表的貴婦人，認為獨特性也是一種身

分地位的表徵，因為物以稀為貴，別人買不起，自己一方面就獨特，另一方面也

表示自己的經濟能力，他們認為名牌也是一種獨特的象徵，因此，針對獨特性需

求高，又較有經濟能力，能夠且願意以較高的價錢，買屬於個人的商品，這群人

是值得對其用獨特性及身價做訴求的。 



二、獨特性需求行銷訴求方式建議 

1、自主從眾族 

訪談的結果顯示這個族群喜歡藏匿在人群中，在意別人的看法，絕不會刻意

搞怪，獨特性需求的分數也較低，因此，太過特殊的商品或是太少人有的商品他

們並不會去購買，但是其心中仍有一小部份自我表達的需求，因此會用個人的小

小收藏或是在外在上小小的設計感，或是質感來滿足，可能是不注意看不出來的

小設計，或是顏色上的變化等等。 

行銷建議： 

(1)少量多樣 

限量商品價格過高，或是太特殊，較難打動這個族群的心，因此，建議以少

量多樣的模式，每種款式有些許的不同，但是改變不大，可以在花色，或是小樣

式上做改變，每一款數量不要太多，這樣大同小異的策略，就好像手機換殼一樣，

可以打動這個族群的心。 

(2)強調特殊設計與質感 

這群人中，如果是經濟能力較高的族群，雖然不想要太獨特，卻會注重質感

與設計感上的小變化。這方面的與眾不同是自己心理感受的，而外在看起來是得

體的，並非特異的；必須是高尚的、受人尊從的，才是他們想要的，因此，可以

強調質感與高尚的設計感，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價值，獲得這個族群的青睞。 

(3)引起收藏 

這群人喜歡用小小的收藏表現心中的自我，並非太外顯的獨特性，因此，若

是有特殊設計師設計的小東西，或是有紀念價值的商品，可以引起他們的收藏

欲，就可以擄獲他們的忠誠度，甚至讓他們花更高的價錢購買。 



2、創意表現族 

這個族群獨特性需求明顯較前一個族群高，且表現方式也較跳躍，有自己的

想法，不一定會花大錢去表現自我，甚至會自己動手做小東西，相信自己的品味，

喜歡創造屬於自己的事物，但不會刻意搞怪。  

行銷建議： 

(1)限量 

限量的商品會獲得這個族群的喜愛，因其獨一無二，若是設計感強，有創新

的感覺，會讓他們更想買，有受訪者表示若是喜歡又限量，會更想買，且願意花

多一點錢買。 

(2)個人化 

因為這個族群有自己的想法，喜歡獨一無二的東西，因此個人化的訴求，或

是讓其自己創造自我風格的商品，例如塗鴉鞋，較能打動這個族群的心。 

(3)手工、自己動手做 

手工的小首飾，或是小卡片之類的也是他們喜歡的創作品，或是一些服飾，

他們也傾向自己修改，以表現個人的風格及獨特的品味，因此，強調DIY的商品，

像是一些小首飾、家飾品或是DIY家具，或是食物的半成品，都可以提高他們的

購物欲。 

3、搞怪避同族 

這個族群的獨特性需求最高，且其表現的手法較叛逆，絕對不與別人用一樣

的東西，甚至被模仿後會以激烈的手法改變，或是平時就做讓一般人不敢模仿的

事以達到獨一無二的目的，因此，要對他們做獨特性的訴求，就要做的讓人覺得

獨一無二，無人能仿的地步。 

行銷建議： 



(1)限量 

限量的商品往往有特殊設計或是意義，就意義的意含上來講，對這個族群吸

引力不高，因其需要外顯性的獨特表現，因此，必須是要有特殊設計與品味的限

量商品，且數量極少，這群人便會願意花大錢去購買。 

(2)品牌合作 

這個族群的人品牌忠誠度不高，除非是一直有獨特東西、數量又少的品牌，

然而，在訪談的過程中，有受訪者提到一些知名設計師合作的商品，他們會非常

想要擁有，而且願意花大錢、甚至存錢去購買，因為這些名牌設計師合作的商品

非常難得，不僅在設計上會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突破，而且數量一定是非常

少，因此，特別吸引這個族群，日後各大廠牌若要以獨特性需求做訴求，可以參

考此方法；然而合作上面要考量許多品牌屬性的問題，這就牽扯到品牌合作的注

意事項了，細節不在此討論之列。 

(3)常人不可接受之特殊設計 

色彩鮮明或是大膽的搭配等，常人不可接受的打扮都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

而且覺得不能是仿冒的，有受訪者表示他喜歡在一些小店或是網站挖寶，就是要

找絕對不會跟別人撞衫的衣服，因此，特殊大膽的設計可以吸引這個族群。 

表5.1：三族群統整比較表 

  自主從眾族 創意表現族 搞怪避同族 
獨特性需求描

述 
在「創意個

性」、「相對差

異」、「顛覆不

群」三個因素上

的表現分數皆

低；屬於獨特性

需求較低的一

群。 

在「創意個性」

表現上分數最

高；在其餘兩因

素上皆屬於中

低；因此是運用

創意表現其獨

特性需求的一

群。 

在「相對差

異」、「顛覆不

群」兩個因素表

現上為最高，因

此屬於較叛

逆、避免與人相

同的一群。 

創意個性 低 高 中 

因素特性 

相對差異性 低 中 高 



 顛覆不群 低 中 高 
限量 少量多樣即可 注重創意化的

設計 
獨一無二 

設計 注重質感、不明

顯之小變化 
注重品味與現

代感 
越特殊越好、不

怕怪 
品牌 別人認同之品

牌 
有質感且不斷

創新之名牌 
沒有仿冒品的

品牌、一般人尚

未發覺或較少

人知道的品

牌；名牌設計師

合作出擊 

行銷建議 

個人化 可收藏之特殊

小物 
DIY商品 自己發覺的特

殊小店尋找獨

一無二的個性

化的商品 
資料來源：本研究 

三、獨特性需求的商機 

經過深度訪談的結果發現，獨特性需求其實是存在每個人心中小小的需求，只是

有的人高有的人低，有些人願意花大錢去表現，有些人不會太過於外顯；然而，

此需求是可能可以用行銷手法誘發出來的，在訪問了近20位受訪者之後，除了

前述的族群不同之外，其中只有一個人表示他不會因為產品限量或設計稀有，而

願意花較多的錢去購買，然而其他的大多數的消費者都表示會考慮，若是好看、

喜歡、符合自己品味等，就會願意多花點錢；而也有3位受訪者是只要是限量或

是設計師聯合設計的稀有商品就願意花大錢去購買，不論其是否是特別好看，甚

至會為了擁有限量商品或服飾刻意存錢。就這個比例來看，其實個人化與獨特性

應該是一種趨勢，每個人都或多或少想去擁有自己的獨特性，但是礙於社會規範

及經濟考量，因此，提出近一步執行建議如下： 

1. 低成本小設計變化 

在商品上做小變化，數量不要少到真正的限量，但是多樣化，以滿足台灣較

多數自主從眾的消費者，價格提高的幅度也不要太高，在知覺差異域之內，或是



不要高出其太多，讓多數較保守但是心裡有小小的獨特需求的消費者可以接受！ 

2. 商品直接強調設計與限量 

若是要主打真正願意花大錢又叛逆的消費者，就必須做到真正的獨一無二，

強調非常特殊的設計，搬出大設計師或是特殊意義及紀念價值，若是以這個方

式，便可以定較高的價格，有消費者表示真正喜歡又獨特的限量商品，貴個二~

三倍，他都願意購買。 

3. 不加入個人化的行列有可能被淘汰 

在個人主義及差異化行銷越來越盛行的時代，獨特性需求在消費者的心理也

日漸高漲，已經許多大的服飾品牌紛紛強調量少質精及多樣化，針對一般較在乎

得特性的消費者，提供別人仿不來的設計及材質，並以價制量，不僅商品附加價

值高，也滿足消費者獨特性需求，不會怕跟別人撞衫；其針對貴婦人更是以高貴

的風格加上限量的價格，賺取高額利潤，同時也讓他們獲取獨特的身分地位，滿

足個人品味及炫耀心理。因此，獨特性需求的滿足對商品已經不在是小小的加分

作用，在未來，個人主義越來越強烈，消費者獨特性需求越來越高，這變成是商

品的必須屬性，有受訪者表示他不論在食、衣、住、行各方面都要強調獨特，從

家裡的擺設、出外住的旅店、聽的音樂、吃的餐廳、食物等，穿著跟開的車就更

不用說了，樣樣都希望與眾不同，當然這是需要一定的經濟後盾的，但是可見這

的確是會讓人願意花大錢去滿足的需求。因此，針對願意花小錢去滿足的人有其

行銷手法，針對願意花大錢去追求獨特的人更是可以用高成本高獲利的手法，但

是，若是不考慮到個人化及獨特性，在台灣現代這個高度消費的社會，消費者要

求越來越高，若只是價格低廉，或是功能面的訴求，消費者是不一定會接受的！ 



第三節、研究限制與後續研究建議 

一、研究限制 

1、網路問卷抽樣限制 

因為使用網路問卷，年輕族群樣本較多，且所接觸的皆為網路使用族群，此

次樣本分析的結果為年輕族群獨特性需求較高，年長樣本多為辣媽或貴婦人型，

因此，獨特性需求也較高，不甚準確，無法推論，因此，較多的著墨是對年輕族

群的樣本分析。 

2、文獻資料較少，此需求與很多因素都有關聯，心理因素難以捉摸。 

由於在台灣為初探性研究，幾乎沒有中文文獻，只能從英文文獻下手，釐清

其來龍去脈，但是此心理需求所牽涉到的其他心理其行為甚多，無法一一作討

論，在本論文有討論到的像是個人主義、流行焦慮、創新者等，或許有牽涉到更

多其他的心理或行為層面，在本論文中並沒有探討到。 

3、未從企業主及廠商端尋求意見 

本次研究僅從消費者端蒐集意見，以提供企業主或名牌廠商參考，並未以廠

商過去做過的有關強調獨特性訴求的行銷活動做評估。 

二、後續研究建議 

1、找尋更多與獨特性需求有關聯之心理需求 

期能找出更多影響獨特性需求高低的原因及其所會影響之行為，更進一步找

出人類獨特的心理需求。 

2、針對更多不同族群之樣本作測試，並詢問行銷建議，看是否不同族群會有不



同需求，或不同滿足需求的做法。 

由於此次研究為接觸到較廣的地區，採用網路問卷，樣本多為網路族群，且

多為年輕族群，期待未來能找出其他族群對獨特性需求不同的看法及心理需求，

還有行為表現的方式。此次樣本中的中間族群獨特性需求表現不甚明顯，也希望

後續可以以其他問卷或是找尋更多的樣本，找出其特殊心理需求。 

3、從企業品牌行銷手法找尋成功案例以建立規則 

有許多成功品牌的案例，像是限量商品、名牌設計師的合作、少量多樣的訴

求等等，若是未來可以訪問其運作的過程及結果，還有消費者的反應及後來的銷

售結果等等，作為其他品牌欲針對獨特性需求做訴求來打動消費者的心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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